FOPLP 面板级扇出型封装智能生产设备解决方案

FOPLP面板级扇出型封装
智能生产设备解决方案

跨领域整合多元工艺及设备 全面推升制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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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产品推动封装工艺不断地进化

封装工艺的推进，有效降低封装厚度、大幅提升电子产品效能

市场端不断有新需求的状况下，工艺端也不断推陈出新，放眼现阶段半导体市场，应用层面以传统的 PC 与 3C 产业为根基，更大步跨入到
物联网、大数据、5G通讯、AI、自驾车与智能制造等多元范畴发展，半导体客户对于体积更轻薄、数据传输速率更快、功率损耗更小、以及

* 示意图未按比例绘制

成本更低的芯片需求大幅提高，这使得先进封装工艺更加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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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入型晶圆级封装
晶圆级封装

面板级封装

封装是集成电路产业的下游，主要特质为固

• 透过扇出型封装，可将不同的芯片整合成单

定芯片、保护芯片以及散热等功用。随着消费

一的二维封装体，达到体积薄型化的 SiP

性电子产品尤其是可穿戴设备的崛起，封装

(System in Package) 封装工艺，进化了

30

还担负着另一层重任，即如何将芯片做轻、做

原本需要直通硅晶穿孔 (TSV) 将数颗芯片

20

薄以及小型化，以符合智能产品发展的趋势。

做垂直叠加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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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同的芯片尺寸下，可以做到范围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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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芯片封装

层 数 更 多 的 重 分 布 层 (Redistribution

降低材料成本
降低制造商整体拥有成本
封装尺寸变小
薄型化终端产品

封装工艺经历了从金属导线架到打线封装

Layer; RDL)，基于这样的变化，芯片的脚

(Wire Bond BGA) 到覆晶封装 (FCBGA) ，

数 I/O 也就变得更多。

随着摩尔定律极限的逼近，半导体封装产业

• 各种不同功能的芯片透过 RDL 联结的方

已面临无法透过微缩芯片的尺寸来提升电子

式，整合在单一封装体中，其功能性将更加

装置效能的窘境，因此又再开发创新的先进

强大。

电路效能、散热效果提升

封装工艺 Fan-In WLP ( 扇入型晶圆级封装，

提升终端产品效能

在晶圆上进行封装 ) ; 工艺升级的趋势在于

成本较低

可以容纳更多的管脚数、减少芯片尺寸、厚度

采用此工艺下所生产的封装体，能够大幅缩

达到封装小型化的需求，同时可有效降低生

短繁复的工艺及减少材料的使用，使生产成

产成本。

本得以有效降低，达到低成本化的优点。

而扇入型晶圆级封装构装极大的挑战在于：

而扇出型封装工艺又分为扇出型晶圆级封

(1) 芯片尺寸持续缩小，大尺寸锡球再也无法

装 (Fan-Out Wafer Level Packaging;

容纳于芯片的面积内。(2) 如果将 I/O 接点或

FOWLP)，及 扇出型 面板 级 封 装 (Fan-Out

锡球尺寸缩小，会带来更多组装成本。随着

Panel Level Packaging; FOPLP)。两 者虽

I/O管脚数密度增加
整合更多功能于终端产品

IC

45

5

因此，近年来先进封装在半导体产业链的重

管脚数

创新先进封装设计的趋势

[十亿美金]

a

先进封装 2024 年产值达 440 亿美元

全球半导体市场预期到了 2024 年预计

由于消费性电子产品对于可携式及多功能要求

封装工艺，都朝整合更多的异质芯片为趋势，最

PCB

管脚数增加，晶圆级封装构装面临更多困难。

工艺路线及应用不同，但皆可让最终产品达

可达 5,734 亿美元；

日渐严苛，驱使微电子构装发展朝小尺寸、高性

终应用于消费性、高速运算和专业性电子产品的

金属导线架

因此，整体封装市场朝向更先进的扇出型封

到更轻 薄的外 型。然，FOPLP 成 本相对 较

先进封装产业 2018 至 2024 年的整体

能、及降低成本前进。

应用。

装方向发展。

FOWLP 便宜，因此成为近年最受关注的先

营收年复合成长率可达到 ~8 %。

IC

进封装工艺。
然而，半导体封装产业已面临无法在微缩芯片

开发目的 :

的尺寸下，容纳不断增加所需的管脚数量，以满

• 提高半导体产品价值。

足终端消费性电子产品提升电子装置效能的窘

• 增加芯片功能。

境。

• 保持 / 提高芯片性能同时降低成本。
• 减少芯片 / 封装的厚度。

因此，不论是系统级封装 (SiP) 和未来更先进的

PCB

扇出型封装顾名思义就是和现有的扇入型封

覆晶封装
IC

装有着结构与性能上的差异性，扇出型封装

0.7a

工艺的特点：

*封装厚度依工艺方式不同而有所变动

先进封装工艺，成长率达到 19 %。
到了 2024 年，扇出型封装的市场规模
预计将会超过 38 亿美元。*

PCB
扇出型晶圆级/面板级封装

其中，扇出型封装工艺，是成长最快速的

体积更小
• 不需封装基板 (Substrate)，可达到薄型化
封装的需求。

* 图表数据源 ( 不含 TSV 技术 )：WSTS / Yole Développ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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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扇出型封装工艺以效能、
体积优势备受市场重视

扇出型封装工艺下一阶段的新兴工艺面板级扇出型封装 FOPLP

封装产业积极投入的扇出型封装工艺，藉由微细铜重布线路层 (RDL)，把不同功能的芯片与被动组件连结在一起，降低封装的体积；或是透

下一阶段的先进封装工艺发展，期望藉由更大面积的生产，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的思维下，工艺重点在于载具由晶圆转向方型载具，如玻璃

过新型垂直整合方式的三维集成电路 (3D IC)，都是经由改变芯片在系统中组装和互连的方式，同时兼顾成本以及性能，将异质芯片整合在

面板或 PCB 板等…，如此一来可大幅提升面积使用率及产能，FOPLP 成为备受瞩目的新兴工艺，可望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及降低成本。

单一封装内。

当效能、耗能、尺寸及成本成为市场应用共同

的芯片放在载具上，进行封胶。(3) 完成 RDL

以此，芯片得以达到高性价比、高可靠性；芯

随着 5G，人工智能 (AI) 与物联网 (IoT) 的兴

目前分为两大工艺：(1) 采用 FPD 工艺设备

面临的挑战，具备高度芯片整合能力的先进

及成球。(4) 将封胶与可重复使用的载具作分

片制造商得以降低整体生产成本、减少工艺及

起，带动了大量的 IC 需求，许多应用所需的

为基础。(2) 采用 PCB 载板工艺为基础。期

封装工艺被视为后摩尔时代下延续半导体产

离。

失误率。这些需求同时也意味着现有的工艺

传感器 IC 对于线宽 / 线距要求较低，加上终

望藉由 FOPLP 的工艺研发，带来更高的生

必须加入新元素，才能在现有封装工艺架构

端产品芯片同质、异质整合需求提升，使得扇

产效益及成本竞争力。

下有所突破，满足先进封装的需求。

出型持续朝多芯片大封装尺寸迈进。

业发展的动能。
此法不仅可将多 I/O 管脚数接点以扇出方式
扇出型封装为先进封装的主流工艺，工艺为 :

制作于封胶上，同时达到缩小封装体积及完

(1) 将晶圆作切割分离。(2) 将已知测试良好

成异质芯片整合。

挑选已知测试良好的芯片做扇出型封装

不须基板以降低封装厚度

半导体厂

同质、异质多芯片整合

在日渐缩小的电路板上，随着芯片封装尺寸

以前段半导体产业来说，向下游整合，能提

缩小，藉由扇出型封装技术把所有芯片成功

供整颗芯片封装完成，为有利的商业模式。

整合到位，藉此减省电路板占位面积，也进一

对后段封装厂可利用既有的经验，快速切入

步缩小产品设计尺寸。电子产品因设置的元器

FOPLP 工艺，在半导体产业链地位也显着提

件数量减少、电路板的使用面积更小，从料件

升。前、后段半导体产业投入的最终目的皆是

数量、机构尺寸、电路板用量都可获得减省而

找寻具有竞争力的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的竞
争力。

将测试良好的芯片黏贴于载具*上，再使

随着晶粒面积缩小、所需I/O的数量及功

简单来说，同质、异质整合工艺是将多

得到更优化的成本架构。另一方面，电路板省

用封胶工艺，将放置在载具的芯片经由

能不断增加，对焊球间距的要求趋于严

组同功能或是各种不同功能的芯片，藉

下来的空间，将可转移给其他的电子元器件

封胶化合物填充形成圆形或是方型形态，

格，以RDL工艺为基础，从半导体裸晶的

由封装工艺再整合至另外一个晶圆、玻

使用。

再接续 RDL 工艺、成球、去载具、冲切

端点上拉出所需的RDL，就不需要封装

璃或其他半导体材料上。这些芯片透过

成型后，完成扇出型封装。以此，确保组

基板，更不用打线，封装厚度得以变薄。

RDL 连结的方式整合在单一封装体中，

然而在扇出型封装工艺中的 FOWLP 面积

来越重要，以 PCB 厂而言，发展 FOPLP 所

装质量。

若同时整合多颗裸 芯片进行扇出型封

甚至将整个系统所需的功能芯片一次打

使用率较低 ( 晶圆面积使用率 <85 %，面

挟带的优势为透过工艺知识及透过设备升

装，则以同一个封装体就能达到数倍甚

包成为单一组件，整合在一个封装体中。

板工艺面积使用率 >95 %)，在加速生产周

级、改造得以快速跨入先进封装工艺市场。

至数十倍芯片功能扩增，也省了多层芯片

使得在进行 IC 设计时，不需要把所有功

期及降低成本考虑下，封装工艺开发方向已

以面板厂而言，老旧的 3.5 代面板厂，由于

堆栈的封装厚度！再者，工艺生产流程减

能设计在同一个芯片上，可以提高设计开

由 FOWLP 转向可在比 300 毫米晶圆更大

生产经济效益低落，藉由设备改造、升级加

少的同时，材料成本也降低。

发的效率。

面 积的面板 ( 方形面 积的载具 ) 上 进行的

上原有的工艺经验也可快速投入先进封装

FOPLP。

FOPLP 之 RDL 工艺段。

* 载具形状可为圆形、方型，材料可为玻璃、透
明玻璃或其他半导体材料

晶圆
已知测试
良好的晶片

PCB

300 x 300 mm Panel

300 mm Wafer

PCB 厂、面板厂
芯片、封装与 PCB 的同步设计及同步研发越

封胶

因此 FOPLP 工艺不只为终端消费者提供更

面积使用率大幅提升可有效降低成本，

高效能的终端产品，同时也提供更高性价比

增加产品竞争力

的终端产品。
以主流 12" / 300 mm 晶圆与

V.S.

或
IC1

IC2
IC1

透明玻璃、电路板
或其他半导体材料

500 x 500 mm Panel

IC
Substrate 基板
PCB
覆晶封装

透明玻璃

600 x 600 mm Panel

IC2

PCB
扇出型封装

PCB

IC3

2019 年至 2024 年，FOPLP 的年复合成长

300 mm 正方形玻璃为载具做扇出型封装，

率 (CAGR) 将可望达到 40.3 % 以上。预

方型载具产量为晶圆的 1.4 倍。

估整体市场销售额在 2024 年将达 4.6 亿
美元*，这促使了工艺开发已有相当基础的半

再以主流 12” 晶圆与

导体厂、PCB 载板及面板厂积极布局，提供
整合性商业模式。

主流方形载具尺寸约 600 mm 相比，
* 数据源：研究机构 Yole Développement

方形载具产量为晶圆的 5.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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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z RDL 工艺设备解决方案

多元的核心工艺，提供全方位生产工艺解决方案

湿法化学工艺

铝或铜垫

高密度重布线层黄光微影设备：
清洗机 / 显影机 / 蚀刻机 / 剥膜机 / 电镀机

IC
已知测试良好晶片

载具

涂布设备
LDI 激光直接成像

Pl film 激光剥离

激光剥蚀

涂布

载具

IC

·封胶

Pl 涂布

已知测试良好晶片

自动化

化学湿工艺设备
IC

封胶

洗净设备
显影设备
蚀刻设备
剥膜设备
(水平或是垂直式)

IC

胶
载具

快速整合于 FOPLP 工艺

协助客户做实做强做优

软、硬件研发团队超过百人，除了具备坚

(水平式或垂直式)
RDL1
PI, BCB or PBO

·涂光阻

·研磨露铜柱

光阻

封胶

已知测试良好晶片

封胶

载具
载板

已知测试良好晶片

半导体封装工艺发展转向方型载具，如

过不断地研究及发展，以多元的核心工

实的自主研发能力外，也透过与客户紧密

玻璃面板或 PCB 板等 …，期望藉由更

艺专长，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新兴市场。以

的合作，能配合客户需求或与客户共同开

大面积利用率的生产，降低成本。Manz

优异的整合能力，实践于 FOPLP 市场领

发设计最适合的工艺设备，协助客户缩

是 PCB 及面板生产设备的领导厂商，以

域，协助制造商有效率地整合前后段工

短产品开发时程，并建立专属工艺参数，

丰富的经验，能为不同产业背景的客户，

艺设备，达到工艺优化。

使产品能快速进入量产。

有效率地提供 FOPLP 解决方案，进入

IC

封胶

Manz RDL
工艺段设备

IC

RDL1
PI, BCB or PBO

封胶

封胶

已知测试良好晶片

·蚀刻、去光阻

载具

·制作多层RDL

钛铜
PI, BCB or PBO

胶
已知测试良好晶片

·重分布层
及成球

载具

钛铜

RDL2

·曝光、显影
PI, BCB or PBO

提供跨领域设备整合服务
协助不同领域顾客进入半导体封装市场

·去光阻、
蚀刻钛铜

载具

PI, BCB or PBO

载具

具备丰富的工艺及设备制造经验，并透

·电镀铜

已知测试良好晶片

模组化解决方案

具备自主研发实力

载具

电镀设备
显影设备
蚀刻设备
剥膜设备

封胶

载具

整合多元化的工艺

封胶

已知测试良好晶片

PI, BCB or PBO

载具

一体化整线式解决方案，串连湿法化学工艺、激光和检测设备

化学湿工艺设备

光阻
PI, BCB or PBO

·涂聚合物保护层
光阻

胶

光阻涂布

RDL1

封胶

载具
封胶

·曝光、显影

PI, BCB or PBO
已知测试良好晶片

IC

封胶

已知测试良好晶片

封胶

载具

·芯片重组

激光
激光切割 / 钻孔

光阻

胶

PI, BCB or PBO

胶

In-line 或 Batch 式

垂直或水平式

Manz
FOPLP
解决方案

IC

钝化层

铝或铜垫

封胶

载具

锡球

钝化层

球下金属层 钛铜

接触焊垫

·钛铜溅镀

RDL2

涂布设备

光阻

RDL1

PI, BCB or PBO

高成长率的 FOPLP 市场，取得先机。
已知测试良好晶片
IC

封胶

IC

载具

·去载具

MANZ 设备

PI, BCB or PBO

封胶

封胶

已知测试良好晶片
·涂光阻

载具

·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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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z 集团成立于 1987 年成立，是全球化高科技设备制造

Manz 集团于 2006 年在德国公开上市，目前在八个国家设

Manz 亚智科技累积超过 30 年化学湿法工艺设备自主开发能力，销售实绩已突破 8,000 台，掌握先进封装的关键黄光工艺、电镀等设备，

商。除了太阳能事业部的CIGS太阳能电池生产设备整厂解

有开发及制造基地，拥有约 1,600 名员工。

能够实现高密度重布线层。此外，透过整合集团内的核心工艺，提供自动化、精密涂布及激光等工艺设备，可适用于不同尺寸、材料及工艺的

决方案 - CIGSfab 外，Manz 集团还专注于车用产业的电子

生产需求。

装置及零组件和储能领域。

湿法化学

自动化

• 依客户需求提供高度客制化垂直式、水平

• 依据客户工艺需求，高度客制化以满足客户

式、连续式 (In-line) 或批次式 (Batch) 的
工艺设备。

• 高度集成的解决方案，搭配 Manz 自动化
传输设备，提高工艺能力及生产自动化。

• 可实时监控化学药液成分，展现达 97 %
的高精度和稳定的工艺控制能力。

• 配置数组精密喷嘴及高效药液传导机制，
实现高蚀刻率及高蚀刻均匀性达 93 %。
• 电 镀 均 匀 性 >90% 及 填 孔 能 力 孔 径

MANZ 德国
研发, 制造, 销售及服务
MANZ 斯洛伐克
研发, 制造, 销售及服务

的要求。

• 兼容性高，能与其他工艺段设备完全兼容，
展现高度集成能力。

化学工艺

• 高度精准的处理能力，达成最低破片率及
MANZ 美国

高生产量。

销售及服务

• 兼容 PC / PLC 和自有 SCADA 系统。
• 人性化的操作界面，直观简易。

MANZ 匈牙利
生产

MANZ 中国
研发, 制造, 销售及服务

MANZ 义大利
研发, 制造, 销售及服务

MANZ 台湾
研发, 制造,
销售及服务

MANZ 印度
销售及服务

<20um。
自动化

激光

涂布

• 激光钻孔与烧蚀可应用于多种基板及材料，

• 提供一致可靠的性能，如均匀性 ≤2.5 %。
• 独特的注射式帮浦及供液系统设计，喷吐再

如 PI，环氧树脂和 ABF 等。

• 激光钻孔系统具备高精度及高生产量。
• 适用于 TMV 激光树脂导孔和 TGV 激光玻
璃钻孔工艺。

• 全自动化及模块化的激光系统，协助客户
缩短调试期，快速导入量产。

• 具备自我设计光路能力，再搭配优异的自动
化整合能力，能搭配不同的激光源，针对不
同的应用，开发相对应的工艺方案。

现精度 >99.9 %。

• 涂布压力稳定度 0.15 kpa 以内，可配合客

激光

户工艺条件弹性设计。

• 提供 Inline stage / Gantry type 两种平
台，并配置气垫式避震系统有效避免地板
震动影响涂布均一性。

• 涂布设备搭配前处理中的清洗机、显影机、
曝光机及整线自动化软硬件整合系统，组
成 Manz 黄光微影工艺 Track Line，高度
整合能力，提升工艺良率。
涂布

Manz AG

亚智系统科技 (苏州) 有限公司

亚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teigaeckerstrasse 5
72768 Reutlingen, Germany
Phone +49 7121 9000 0
Fax +49 7121 9000 99
info@manz.com
www.manz.com

215153 江苏省苏州市
高新区嘉陵江路405号
Phone +86 512 65136050
Fax +86 512 65136061
contact@manz.com.cn
www.manz.com.cn

32063 台湾桃园市中坜区
自强三路三号
Phone +886 3452 9811
Fax +886 3452 9810
info@manz.com.tw
www.manz.com.tw

MANZ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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