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杂的可重入工艺流程和很长的

            物料清单（BOM）

     

传统的 ERP 系统根本无法满足复杂的

半导体行业的需求。以下是计划员面临的

许多挑战：

      理解复杂的制造工艺
             更多的技术导致了更多部件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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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计划
和排程解决方案
提高生产效率
半导体制造是一项复杂的资本密集型业务，但许多公司仍然使用电子表格和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等过时
的规划方法来管理生产流程。在当今的环境下，许多行业都在因芯片短缺而面临困境，半导体制造商需要新的
方法来简化设备生产流程，让现有晶圆厂的生产效率更高。应用材料公司的先进计划和排程解决方案正是为
实现这一目标而设计。

半导体公司通常在全球范围内运营，

跨越多个产品领域，拥有种类繁多的产品

组合。产品制造的前置时间可能很长，而订

单交货期可能很短，客户的需求可能会迅

速转变。

供应链计划团队经常面临要快速响应

和跟进这些高度变化情况的压力。因此，一

份切实可行的产能规划和在车间层面执行

计划的时间表至关重要。

设备设置变更引发严重后果



       在多个目标之间进行选择
             满足加急订单和管理优先级

             管理生产周期和按时交付以满足

          交货计划

             最大化设备利用率以提高产量

       灵活性
             不断变化和积压的需求，其会催生多

          种假设场景

          不稳定的属性，包括生产周期、良率、

          测试时间、其他每小时单位产出（UPH），

          以及新产品引入（NPI）属性

       准确性
             预测交付给客户的出货日期

             保持工厂产能平衡

       响应时间
             客户要求更快的响应时间以及可以灵

          活更改订单的便利

             手动制定供应计划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不断增加

     与系统集成
             多种数据源和数据格式

             计划和执行系统之间缺乏集成

             陈旧的数据源

       稳定性
             架构和框架需要大量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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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某大型半导体后道封装和测试（AT）制造

设施面临着许多此类挑战。该公司每月封装和
测试超过 5,000 万个部件，涵盖近 125 种不同
的产品。复杂性包括不同的规格、多层次的子
部件、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源、原料和可选步骤，
所有这些信息都带有不同的参数。此外，操作
被划分为不同的制程区域，服务于不同的垂直
部门，每个制程区域都作为分离体运作，这限
制了区域之间的信息流。

这些因素导致计划模型非常庞大，致使计划

的生产周期延迟长达一周或更长时间，以及越来

越不准确的排程序列。而这反过来又导致按时交

付率下降。公司需要一套快速和自动化的解决方

案，此方案可以理解所有的复杂性，并提供具有

详细排程顺序的优化计划。

应用材料公司能够通过部署其先进计划和

排程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些挑战，从而生成快速、

准确的交付计划，包含详细的批次至设备级排程

顺序和调度清单。

该解决方案在应用材料公司先进生产效率

家族（APF）平台上开发，此平台能够实现工厂计

划、调度和派工之间的无缝集成（图1）。开发出的

解决方案专为半导体行业设计，作为预打包、开

箱 即 用 型 模 型 部 署 ，并 使 用 应 用 材 料 公 司 

SmartFactory® EngineeredWorks® 生成标准

分析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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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应用材料公司的先进计划和排程提供了建立在应用材料公司的 APF 平台上，并利

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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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应用材料公司 SmartFactory® EngineeredWorks® 的从企业计划到派工的通用框架。



    计划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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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描述
应用材料公司的先进计划和排程解决方案

的架构设计旨在提供一种基于优化的计划，并

结合模拟来提高交付计划和排程的准确性。整

个解决方案分为两层：计划和执行（图2）。计划

是更具战略性的层面，而执行则是日常操作，包

括实施计划的行动。

应用材料公司通过两次迭代计算产能，以

提高计划的准确性。第一次迭代是主计划，检查

产能并生成一个优化的投料和产出计划。此解

决方案使用快速而复杂的数学求解器，此求解

器基于客户定义的目标函数来优化计划。为了

进一步提高计划准确度，来自主计划的优化后

输出数据被输入到工厂计划中，这是计划层的

第二次迭代。工厂计划使用模拟模型验证主计

划，从而为半导体制造商的客户提供准确的交

付计划。

派工是单独的 SmartFactory 解决方案，但当

三者结合起来时，生产效率才会大幅提高。晶

圆厂要达到利用率100%的目标，就必须集成

计划层与执行层，以实现最佳的产出。

应用材料公司先进计划和排程的一些主

要特点包括：

自动输入数据生成。主计划的自动输入数据

生成和处理通过使用应用材料公司 APF 技术

来收集和加载所有必要的计划数据。借助这个

功能，制造商可以标准化所有相关的计划数据

，并推动数据质量的改进。减少手动处理数据，

可提高计划员的生产效率。

快速计划引擎。计划引擎包括一个数学求解

器，该求解器可以优化按时交付和其他关键业

务目标。快速运行数据生成和规划引擎的能力

允许快速“假设”场景规划或重新规划，从而实

现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

定制化或标准报告。主计划通过应用材料公

司 SmartFactory 用户界面提供标准的供应

计划报告，为计划员进行分析提供支持。此外，

系统还可以创建定制报告，包括客户可能需要

的当前产出报告格式。

将计划与执行联系起来。使用应用材料公

司 SmartFactory 解决方案（包括工厂计划、

调度和派工），制造商能够保持计划工作与执

行相一致。如果无法完成计划好的产能，该解

决方案提供了早期预警能力。虽然计划、调度
图 2. 应用材料公司的先进计划与排程数据流架构由计划层和执行层组成。

应用材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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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计划 区域生产 区域生产

调度
（12 小时）

派工
（实时）

每周计划 日常计划 日常执行



   执行层
然后，计划的产出数据被输入到排程步骤，

后者使用应用材料公司 AutoSched® 进行模拟

，生成详细的批次到设备级序列。此序列最终用

于生成每个机台的实时派工列表。执行层的调

度和派工功能在确保计划在车间级执行和实现

在计划级设置的目标这两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应用材料公司的先进计划和排程解决方案

的输出数据有助于快速识别瓶颈和物料短缺问

题。此模拟模型有助于提前计划设备安装事宜，

还可以通过可视化用户界面（UI）中的流程来预

测未来的瓶颈和低效情况。计划员能够运行多

个假设场景，并看到这些计划在车间层面快速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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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解决方案性能稳定，运行时间短，将

制造商的总体规划时间缩短了75%。所有功

能都通过实时数据输入和错误检查实现自动

化，将计划准确性和计划员生产效率提高了 

30%以上。

在当今的半导体行业中，采用更可靠的

计划系统变得越来越重要，应用材料公司的

先进计划和排程解决方案即属于此类系统。

传统的电子表格和       系统根本无法处理日

益复杂和多变的需求。

为了制定准确的计划，有必要实施多个

功能和运行验证迭代。应用材料公司设计出

了先进计划和排程解决方案，以提高 AT 制造

商旗下工厂的 KPI ，从而实现按时交付、提升

利用率和计划员的生产效率，同时保持高计

划准确性和快速性。

关键词：生产计划；排程；企业资源计划；

供应链；设备利用率；生产周期；每小时单位

产出；新产品引入；数据格式；封装和测试；派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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