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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的生产设备管理系统设计
马兆宁 １ 王 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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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生产特点进行分析，以降低生产设备宕机时间，延长生产设备使用寿
命，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
建立生产设备信息模型、
分析决策模型，提高生产设备的运维管理水平。该系统已在
国内某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实施，提高了该企业生产效率和生产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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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ed circuit packaging and testing industry,
the system can reduce equipment downtime, and extend equipment life. Aiming at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e system establishes the information model of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the model of analysis and decis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roduction equipment. The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a domestic
IC packaging and testing enterprise,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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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设备是集成电路行业进行封
装和测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封测企业的总资产中
占有极高的比例。

坏不修理。设备故障尤其是关键设备故障，会严重影
响生产进度，甚至是停线，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
失。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的特点：垄断、资金密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产品多达几千种，近千种材

集、技术密集、自动化程度高。信息化建设是封测企

料，封测生产设备具有种类多、生产设备数量多、设

业为提高其行业竞争力，提升产品质量的一种有效

备非常昂贵、
设备精度高等特点，因此封测行业对生

手段[1]。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制造

产设备的运维标准相比其他行业要高，除了正常的

执行系统）承接 ERP，生产设备管理是 MES 的核心

设备运维管理，还需要对生产环境进行管理，保证生

模块，实现对生产车间、生产过程的无缝化管理，是

产环境恒温、
无尘。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核心部分。

在设备管理上，大部分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的设备管理的信息化主

仍处在事后维修的水平阶段，设备损坏后才维修，不

要包括：生产环境管理、设备台账管理、设备运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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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设备生产状态监控、生产设备备件管理、生产

定设备运维计划的基础。面向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

设备运维指标分析。

业的数据采集主要包括数据采集通信方式和数据采

本系统架构设计采用 B/S 结构，支持应用层动

集信息。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的生产设备是由不同的

态扩展。系统依靠先进的生产设备运维管理方法，

厂商生产，操作系统存在差异，但都支持 SEMI 标准

结合企业自身特点，以设备运行状态数据采集为基

[2]

础，以提高设备利用率及产品质量、
降低设备宕机概

所能看到的半导体设备的行为，这为支持半导体设

率、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为目标，通过在国内某集成电

备的自动化加工程序提供了功能性和弹性。主机在

路封装测试行业实施中证明，系统可以有效提升集

任何时间都可能发起任何 GEM 消息场景，设备必

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生产设备管理水平。

须按照 GEM 标准中的描述做出响应。

１ 生产设备管理系统架构设计
本系统的设计是建立在生产设备数据采集的基

。SEMI 标准中的 GEM 标准定义了通过通信链路

采集信息包括：生产设备的 Down、Up、Wait、
Running 等状态信息。需要通过在线采集实现对生

础上，以提高设备生产效率、降低设备宕机概率、降

产设备数据的自动采集。

低生产设备运维成本为目标。

３ 面向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的生产设备管理系

面向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的生产设备管理系
统采用 B/S 结构。该架构分为 2 个层次：应用层（呈

统功能设计
通过对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的行业特点和生

现层）和平台层。应用层（呈现层）支持浏览器应用、

产设备运维的方式进行分析，将面向集成电路封装

桌面应用和 APP 开发。平台层包括服务层、
控制层、

测试行业的生产设备管理系统划分为 6 个部分：

实体层和设备访问接口服务层。服务层包括设备状

SEMI 标准解析和封装、生产设备状态实时监控、生

态监控服务、
设备维修服务、设备点检服务和设备基

产设备状态数据采集、生产设备维修和点检管理（维

础信息服务等。控制层包括维修管理、点检管理、
监

修计划、点检计划）、生产设备台账管理、
生产设备备

控管理和基础管理等。实体层包括维修记录、点检

件管理[3]。

记录、监控记录和基础信息等。设备访问接口功能

生产设备管理功能框架如图二所示。

包括：SEMI 标准封装和解析、设备状态实时监控服
设备状态信息采集等功能。
务、
生产管理系统架构如图一所示。

图二 生产设备管理功能框架图
图一 生产设备管理系统架构图

２ 关键技术介绍
生产设备信息采集是实现对设备状态监控、制
— ４８ —

3.1 设备维修管理和点检管理
在面向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生产设备维修
管理和点检管理功能包括：设备维修计划制定、设备

点检计划制定、设备维修结果录入、
设备点检结果录

生产设备状态监控可以通过画面实时监控设备

入、设备计划维修项制定、设备维修计划调整、点检

状态，主要包括 Down 状态、
Up 状态、Running 状

维修计划调整、故障维修管理。设备维修管理和点

态、
Waiting 状态、Processing 状态的监控。

检管理可以减少设备故障、降低故障宕机概率、优化

3.3 指标分析

生产设备的预防机制、加强生产设备状态监控、提高

指标分析包括：建立 MTBF （Mean Time Be-

设备故障诊断和预警机制 。
[4]

设备维修管理包括：维修项制订、维修计划制
设备维修管理、故障维修管理、维修计划调整。
订、
设备点检管理包括：日常点检管理、抽点管理、
定期点检管理、设备巡检管理和设备完好检查。
设备备件管理包括：设备备件管理。
设备维修管理和点检管理功能如图三所示。

tween Failure，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和 MTTR（mean
time to restoration，平均恢复前时间）。MTBF 考核
的是设备的稳定性，MTTR 考核的是维修人员的维
修能力，通过这两个指标可以反映设备的真实状态。
４ 结束语
面向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的设备管理采用五
层架构体系，系统采用先进的 SOA 技术和组态技术
支持应用扩展。该系统遵循 ISA-95 和 SEMI 标准，
有效促进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的设备管理制度化、标
准化。
该系统遵循国际 SEMI 标准，实现对生产设备
的状态采集，通过建立 MTTR 和 MTBF 指标，可以
监控设备的真实状态。建立设备运维管理、决策、分
析和故障诊断技术，做到实现预测、降低生产设备宕
机概率、延长生产设备使用寿命、提高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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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设备维修管理和点检管理功能图

3.2 生产设备状态监控
生产设备状态监控依赖生产设备数据采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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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包括：Down 状态、Up 状态、Running 状态、
Waiting 状态、
Processing 状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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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某个设备组下的所有设备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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