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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全面综合的，极具全球竞争力的，高品质的大
批量生产服务

加强综合能力，提高战略眼光，安靠（Amkor
Technology） 正不断强化其在电子封测技术领域里
的领导地位。

●良好财务纪律和财政状况
由于涉及多种材料、结构，以及多种功能的组
合，
电子封装是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半导体封装的

Amkor 提供最先进的半导体封装测试服务，在

艺术和技能在于“成功收敛”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

电子封测行业处领导地位。建于 1968 年，Amkor 已

通过电子封装，在保持其功能的前提下，离散芯片得

成为几百家重要半导体企业和电子设备生产企业的

以集成，从而成为最终电子产品系统中的一个构件。

战略伙伴，并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众多先进的封装设

外包加工半导体封装测试（Outsourced Semiconduc-

计、组装以及测试解决方案。

tor Assembly and Test ，OSAT） 的强势在于它对封装

Amkor 广泛的产品线涵盖了引线框架（Leadframe），球栅阵列（BGA），芯片尺 寸（Chip Scale）

技术的专注。基于其广泛而深入的经验，能够为其客
户提供最优的封装设计和生产服务。

和晶片级（Wafer Level）等封装形式。我们也支持微

Amkor 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广泛的产品组合，这

电子机械系统（MEMS）和传感器的特殊封装以及

使得公司有能力及时应对各种标准和自定义的封装

晶片凸块安植 （wafer bumping） 和晶片凸块移位

要求。基于几十年的经验，
我们可以及时完成项目并

（redistribution）服务。更为重要的是，Amkor 一直保

使产品快速面市。同样，这些经验使得我们对下游客

持并继续巩固着其在倒装芯片（flip chip）和高级封

户的要求有更好的了解，并为它们提供超越常规定

装（advanced packaging）领域里的工业领先地位。

义的最优化的封装解决方案。这种充分考虑应用场

Amkor 高品质的封测服务及其在封装技术上的

合、
材料和技术发展趋势，
并具创造性的系统化思维

创新能力，使得其客户可以专注于自身的技术和生

方式，使 Amkor 在快速并优质应对当前动态市场需

产领域，
如半导体芯片设计和晶圆制造，
以获得利润

求的竞争中，
占据优势。

最大化。
作为半导体工业的战略供应商，以下四个领域

2

创新历程

奠定了 Amkor 封装测试业务的基石：
●技术的领先和创新
●与客户及合作伙伴的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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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Amkor 推出了众多工业界领先的封
装平台。引线框架（Lead Frame）产品线得到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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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增加了球栅阵列（BGA）、芯片尺寸（Chip

两个突出优势 - 大批量生产提供商和先进封装技

Scale）和晶片级（Wafer Level）封装，以及复杂的三

术的创新伙伴。

维多芯片封装，和用于 MEMS 与传感器的特殊封

3.1 铜柱技术 - 降低成本，实现高端封

装。今天，Amkor 已成为公认的 OSAT 领域里的技术
领导者。

装

新一代的封装平台包括使用穿塑孔（Through

TechSearch 认为 Amkor 在 CSP 铜柱技术领域

Mold Via，TMV）的封装堆叠（PoP）技术、倒装塑封

在 OSAT 封测供应商中处于领先地位。从 PoP 产品

BGA（FCMBGA），以及改进的塑封 BGA（PBGA）技

线到应用硅基板的 SiP 封装解决方案，铜柱技术大

术。新型封装 技 术 ，如用 于 芯片尺寸 封 装叠加

规模的商业化应用正不断加速。这得益于铜柱优越

（Stacked CSP）以及硅穿孔（TSV）设计的细间距铜

的热电性能。Amkor 的铜柱技术使高密度集成互联、

柱（fine pitch copper pillar bump）技术和相应的生产

高速和大容量的信号传输成为可能，显著减少了系

制造设施的完善，都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工业界也

统成 本 。铜 柱 技术已 被广 泛 地 应 用 于 封 装 堆 叠

在继续关注 2.5/3D 的 TSV 设计。人们也开始重新关

（PoP）的产品线中（图 1）。Amkor 的 PoP 产品可见

注系统封装（SiP）的方法。同时，使用铜柱技术的硅

于便携式电子设备中，如平板电脑，电子书阅读器及

基板 （Silicon Interposer） 表现出增强的输入输出

电子游戏设备。

（I/O）能力，在减少功耗的条件下，速度和带宽得到
提高（迟延降低）。

微铜柱技术 （图 2） 也可以用于 2.5D/3D 的
TSV 封装。这些多芯片的 2.5D/3D 的叠加被广泛地

Amkor 在开发新的封装技术的同时，也同样重

应用于各类高端处理器、图像处理器、FPGAs、功放

视对现有封装平台的持续革新。好的技术不容易被

及存储器的封装中。图 3 显示了应用 TSV 的四个存

淘汰和取代，在没有充足理由来重审基本生产流程

储器芯片的叠加及其互联。

的前提下，
它们也不应被淘汰和取代。然而，这是一
个动态的工业领域，随着材料和设备的更新，基本工
艺流程应该不断地被审视、优化，以提高工效和正品
率，并寻求降低成本的途径。

图 1 PoP 封装

3 强化发展的途径 - 创新与优化
OSATs 通常可以灵活地调整其封装技术组合和
制造流程，以领先于市场需求，并以此来增进现有产
品线的功效。封装能力和应用的广适性代表了封装

图 2 微铜柱

产品线的两个重要方面。凭借来源于多种封装技术
平台的经验积累，Amkor 的工程师正不断创造卓越
的封装解决方案。这些封装平台不仅能满足产品的
性能指标，更能优化设计以满足其成本指标，从而保
证客户有能力打入市场，
并保持竟争力。
因此，新产品开发和持续改进同等重要。下面的
四个技术领域和其相应的产品线展示了 Amkor 的

http：//www.cicmag.com

图 3 四颗 TSV 存储芯片的叠加及其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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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点塑封门成型（Pin Gate Molded ）PBGA

3.2 点塑封门成型（The Pin Gate Molded）

采用锯断式基片分离，取代了传统的穿孔式基片分

PBGA - 改进传统 PBGA，降低成本，增加可靠

离，这使得封装体周边比较光滑，减少了在测试，运

性及合格率

输和其它操作中的因不光滑边缘与其它物体粘结造

点塑封门成型（The Pin Gate Molded ）PBGA 是

成的损害，
从而提高了正品率。在封装标识方面，传

一个“经典”的封装平台经历大幅度改型，
衍生成为

统 PBGA 所使用的边角金门（Corner Au Gate）标识

新的封装产品的例子。虽然保持着 PBGA 的形式和

被一个较小的“Pin 1”三角标识取代，去掉了一直

功能，但由于同 PBGA 的本质上差异，
点塑封门成型

困扰工业界的“金门脱落（gold gate peeling）" 问题。

（Pin Gate Molded）PBGA 被认为是新的产品类别。

点塑封门成型（Pin Gate Molded）PBGA 的成本

新型点塑封门成型（Pin Gate Molded）PBGA 采用了

节约是明显的。在同样芯片尺寸的条件下，点塑封

创新的塑封工艺，显著降低了焊线的直径而同时可

门成型（Pin Gate Molded）PBGA 封装技术允许更小

以保持其长度。这个工艺将塑封门（mold gate）从传

尺寸的基板和更短的焊线总长度。此外，对某些高端

统的边角位置移到了塑封盖的中心位置，因而减小

芯片的封装，使用点塑封门成型（Pin Gate Molded）

了塑封过程中的焊线偏移。这种焊线偏移的控制，

PBGA 封装技术可以避免使用其它较贵的高端封装

允许我们使用较细焊线，
从而细化焊点，让高密度基

技术。

板的应用成为可能。点塑封门成型（Pin Gate Molded ）

简单的成本节约计算如下：

PBGA 重新焕发了传统引线键合 （wire bonding）封

●如封装设计不做任何变化，成本可以节约

装技术的活力，引线密度得到提高，
使引线键合可以
用于 28nm 工艺甚至更小尺寸的高端芯片封装。
塑封门（mold gate）位置的移动让基板上塑胶
覆盖面积更大（见图 4）。较大的塑胶覆盖面积使得

1～4%
●如使用较细的金线（0.6mm），或用铜线取代
金线（图 5），并应用新的设计规则及优化的焊线布
局，
成本节约可达 10~30%。

金属布线和穿孔更容易，并且明显减少了 PCB 上锡
阻材料（solder mask）与金属布线之间裂缝的危险
性。锡阻材料（solder mask）的覆盖面增大，增加总
体上的机械强度，并保护了有源布线。即便在封装
的边缘，
点塑封门成型（The Pin Gate Molded ）PBGA
也更坚固，不易受机械损伤和弯折的损坏。这也使
在同样封装尺寸的条件下，点塑封门成型（Pin Gate
Molded）PBGA 可以容纳更大尺寸的芯片。

图 5 高密度铜焊线

对于那些在汽车、航空或医疗领域必须使用金
线的用户，点塑封门成型 （The Pin Gate Molded ）
PBGA 封装技术使他们可以用铜线焊接的价格获得
金线焊接的封装产品。考虑到传统的 PBGA 成本
75%来自于基板和金线，新型点塑封门成型（Pin
Gate Molded）PBGA 就成了市场上最有成本效益的
PBGA 封装。Amkor 对传统封装技术不断革新提高

图 4 比较传统 PBGA 和点塑封门
成型（Pin Gate Molded）PB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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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使其各类封装产品的性能价格比不断提升。
Amkor 已将所有 19mm 到 31mm 封装尺寸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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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BGA 向点塑封门成型（Pin Gate Molded ）PBGA

目前 MEMS 封装的多样性。
如今，
加速度计、陀螺仪、
压力传感器、
麦克风及

转型。

磁力计的封装，不管是单独封装或是加上控制芯片

3.3 FCM BGA - 降低成本，
增大芯片尺寸

等的组合封装，都需要使用多种材料及组装技术。事

Amkor 的倒装塑封 BGA（FCMBGA）将塑封技

实上，正因为缺少标准化，当今的 MEMS 封装领域

术用于倒装（Flip Chip），可以支持薄型封装，增大

才出现了如此众多的机会。MEMS 封装涉及众多方

芯片尺寸，
并且在降低系统成本的同时提高热性能。

面，如型腔（cavities）、微通道（micro-channels）、端

以芯片裸露的 FCMBGA 为例，这种封装使用塑封材

口（ports）、光 学 窗 口（optical Windows）、多 芯 片

料代替传统的虹吸下填料，可以在基板 （15mm～

（multi-die）等。很显然，目前 MEMS 封装的趋势是

42.5mm）上支持使用更大的芯片（<=20mm）。因为

将分散多样的专用封装形式，转变成可以大批量生

无需单独施加下填料，芯片和无源元件可以同时组

产的各类标准封装平台（图 7）。在当今的动态市场

装。这不仅减少了流程，
也提高了焊点可靠性，同时

中，Amkor 的最大优势在于快速交付产品和迅速进

降低了成本。

入批量生产的能力，这种能力又是基于我们在电子

这种技术明显控制了翘曲度，特别是在要求薄
型封装，需要使用裸芯片和薄核基板的情况下，

封装这个特殊领域里所拥有的广泛技术和制造能
力。

无
FCMBGA 技术使封装大尺寸芯片成为可能。此外，
源元件也可以被安装在离芯片更近的位置，以提高
性能和节约空间。根据系统的传热要求，裸露芯片
的背面可以选择安装散热片。目前，Amkor 已经大规
模量产这种高性能低成本的 FCMBGA。

图 7 专用 MEMS 封装向大规模生产型封装的转变

4

战略伙伴及多元化的工业基础

客户们需要什么样的战略伙伴？
同客户一起共同筹划长期技术开发路线图；及
图 6 FCMBGA

时投入足够的资金以保证新产品引入（NPI）；积极
努力保证新产品的生产就绪以及对新技术的完善；

3.4 多样化的 MEMS 封装应用

分享公司战略以帮助客户了解 Amkor 的长远规划。

Amkor 已经有 20 多年大批量封装微电子机械

Amkor 已与世界上许多大的半导体公司、OEM

系统（MEMS）和传感器器件的经验。目前，MEMS

电子公司及一流的供应商发展了长期的战略伙伴关

封装市场有着大约 20%的年复合增长率（CAGR），

系。我们相信，坚实的技术研发、高效的新技术产品

差不多是整个 IC 封装市场的两倍。MEMS 封装和

化，以及优质的生产能力是我们能够吸引并保留客

IC 封装趋势的共同点包括小型化、集成和降低成

户的关键因素。另外，通过和客户及供应商一起合作

本。然而，早期的 MEMS 封装多为专用，这就产生了

开发专有的工艺技术，我们扩展了现有能力，
缩短了

http：//www.cic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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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5 千万美元将用于购买和开发土地。设施建造预
计将始于 2014 年，并于 2015 到 2016 年期间投入运

们提供了特别的评估技术发展趋势的机会。我们通

营。到 2019 年，
Amkor 将在此投资超过 10 亿美元，

过和半导体芯片公司客户和处于领导地位的系统公

而在 2020 年之后，每年将计划投资 3 亿美元。

司 OEMs 合作开发综合封装方案，使新型半导体芯

7 地域多元化运营

片更易被用于下一代终端产品中去。Amkor 对研发
的专注使客户能够早日进入市场，抓住市场份额，同
时帮助促成新的封装设计成为工业标准。同客户保

Amkor 在五个国家运营，其 600 万平方英尺的

持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我们能够长期成功的基

生产场地，战略性地分布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子制

础。

造区域。Amkor 相信它的生产规模和范围能够为客
户提供高效益的解决方案。这主要表现在：

5

大量研发投入和世界级的生产设施

●具备大定单生产能力和快速周转能力；
●利用 Amkor 的购买力及工业领先地位获得

确定某种半导体芯片的封装流程需要进行多方
面的考虑。应在众多的候选中，择取最佳性能价格

价格优惠的材料和设备；
● 在 倒 装 （flip chip）、引 线 键 合（wire bond-

比的方案。同时，
封装技术产品化过程，是将开发的

ing）、晶片植块和探测 （wafer bump and probe）、

有效的封装流程扩展到大批量的生产环境中，并不

MEMS/ 传感器和最终测试上，可以整合不同地域工

断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如要长期保

厂的生产能力；

持领先地位，OSATs 需要和客户及供应商在开发新
产品上紧密合作，并不断改进现有生产线的运作。
Amkor 在研发和封装技术量产化投入巨大，同时，相
当的资金也投入了相应生产线的建立和改进。这一

●可以在不同地域工厂进行生产合格认证，以
减小供应链中断的危险；并且
●可以为客户提供并实施专门的封装解决方
案。

切保证了我们同步于甚至超前于客户对封装技术不
断进步的需求。

6

Amkor 全球研发中心

8

财务实力

财务实力一直是 Amkor 业务的基础。公司持续
关注平衡的盈利增长和强有力的现金流。Amkor 的

Amkor 正在韩国首尔建设一个最为先进的封装

流动资金和资产负债表一直保持良好，这为公司未

厂和研发中心。公司购买了 46 英亩 （186000 平方

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Amkor 正不断采用改进生

米）土地，将建造 260 万平方英尺的厂房和研发中

产、创新测试方法、严格管理供应链及提高生产效率

心，并将致力于设计、
开发和全面生产下一代半导体

等措施来回应这个高要求的工业。

封装产品 并 提 供 测 试 服 务 。 正 如 Amkor 总 裁 和
CEO Steve Kelley 在研发中心奠基仪式上所说：
“新

9

总结

的 K5 厂将是 Amkor 全球扩张的核心，将提供最先
进的封装产品和技术平台。世界级领先的研发中心，
将进一步在技术上增强 Amkor 在激烈的半导体市

Amkor 对半导体封装及测试有着持续长久的战
略规划。我们强大的竞争力来源于它的完整的基础

场竞争中的领导力。”预计在今后的三到四年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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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其自身对高质量、先进技术、高效供应链、合

引线框架 IC 封装到最新的晶圆级封装（wafer level）、

理价格，
和优质测试服务的追求。众多半导体公司已

芯 片 尺 寸 封 装 （CSP）、BGA， 和 复 杂 的 硅 穿 孔

经意识到，只有优质的封装和测试才能充分发挥它

（TSV）SiP 解决方案, 等等。Amkor 广泛的能力及企

们芯片的功效，而封装测试服务需要高深的专业知

业愿景正不断增强其作为主要技术伙伴的地位。

识和技术创新。Amkor 致力于先进封装的开发与实
施，并在封装测试和互联技术领域居领导地位。因

关于 Amkor Technology 更详细的信息，请访问
www.amkor.com.

此，我们的合作客户得以减少研发费用，并能让其产
品更快进入市场。
Amkor 拥有大量的客户群和众多的产品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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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合理利用各工厂的资源和生产能力，优化全

监，就职于安靠技术公司，公司位于美国亚利桑那。

球的大批量生产运营。Amkor 提供超过 1000 种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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