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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提出了一种用于以高分辨率和高生产能力

观察样本的多束装置。在该装置中，源转换单元

通过使来自一个单电子源的平行初级电子束的

多个小束偏转来形成该单电子源的多个且平行

的图像，并且一个物镜将多个偏转的小束聚焦到

样本表面上，并在样本表面上形成多个探测点。

可移动聚光透镜用于使初级电子束准直，并改变

多个探测点的电流，预小束形成部件弱化初级电

子束的库仑效应，并且源转换单元通过最小化并

补偿物镜和聚光透镜的离轴像差来最小化多个

探测点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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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观察样本的表面的多束装置，包括：

电子源；

聚光透镜，在所述电子源下方；

源转换单元，在所述聚光透镜下方；

物镜，在所述源转换单元下方；

偏转扫描单元，在所述源转换单元下方；

样本台，在所述物镜下方；

束分离器，在所述源转换单元下方；

次级投射成像系统；以及

电子检测设备，具有多个检测元件，

其中，所述电子源、所述聚光透镜以及所述物镜与所述装置的主光轴对准，并且所述样

本台将所述样本保持为使得所述表面面向所述物镜，

其中，所述源转换单元包括具有多个束限制开口的小束形成部件和具有多个电子光学

元件的图像形成部件，

其中，所述电子源生成沿着所述主光轴的初级电子束，并且所述初级电子束由所述聚

光透镜聚焦为变成大致平行束并且然后入射到所述源转换单元中，

其中，所述初级电子束的多个小束从所述源转换单元离开，所述多个小束分别穿过所

述多个束限制开口并且由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朝向所述主光轴偏转，并且所述多个小束

的偏转角不同；

其中，所述多个小束由所述物镜聚焦到所述表面上，并且在所述表面上形成多个探测

点，所述偏转扫描单元使所述多个小束偏转，以分别扫描在所述表面上的被观察区域内的

多个被扫描区域之上的所述多个探测点，并且所述多个探测点的电流受所述多个束限制开

口限制，

其中，多个次级电子束分别由所述多个探测点从所述多个被扫描区域生成，并且由所

述束分离器引导到所述次级投射成像系统中，所述次级投射成像系统聚焦并保持分别要由

所述多个检测元件检测的所述多个次级电子束，因此，每个检测元件提供一个对应被扫描

区域的图像信号，

其中，所述偏转角被独立设置为分别减小所述多个探测点的像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分别在所述多个束限制开

口下方并且与所述多个束限制开口对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中的每个电子光学元件是

4极透镜。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其中，通过使用所述聚光透镜来改变入射到所述源转换

单元中的所述初级电子束的电流密度，来改变所述多个探测点的电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置，还包括在所述源转换单元上方具有多个小束形成孔径

的预小束形成部件，其中，所述多个小束分别穿过所述多个小束形成孔径，并且所述多个小

束外部的大部分电子被切断。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补偿所述多个探测点的场

曲率、像散以及失真像差中的一个或多达全部，以进一步减小所述多个探测点的尺寸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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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中的每个电子光学元件是

8极透镜。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中的每个电子光学元件包

括与所述每个元件的光轴对准并且沿着所述每个元件的光轴放置的一个微透镜和两个4极

透镜，并且所述两个4极透镜的方位差45°。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装置，其中，对于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中的所述每个电子光

学元件，所述两个4极透镜中的一个4极透镜在小束离开侧上，并且一个对应的小束被所述

一个4极透镜偏转。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通过使用所述聚光透镜来改变入射到所述源转

换单元中的所述初级电子束的电流密度，来改变所述多个探测点的电流。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聚光透镜包括多个环形电极，所述多个环

形电极沿着所述主光轴并且与所述主光轴对准地被放置在不同轴向位置处，并且所述多个

环形电极的电压能够被调节以改变所述电流密度。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聚光透镜包括至少两个单磁透镜，所述至

少两个单磁透镜沿着所述主光轴并且与所述主光轴对准地被放置在不同轴向位置处，并且

对所述至少两个单磁透镜的激励能够被调节以改变所述电流密度。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聚光透镜包括多个环形电极和至少一个单

磁透镜，所述多个环形电极和至少一个单磁透镜沿着所述主光轴并且与所述主光轴对准地

被放置在不同轴向位置处，并且所述电极的电压和对所述至少一个单磁透镜的激励能够被

调节以改变所述电流密度。

14.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还包括在所述源转换单元上方具有多个小束形成孔

径的预小束形成部件，其中，所述多个小束分别穿过所述多个小束形成孔径，并且所述多个

小束外部的大部分电子被切断。

15.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聚光透镜包括至少两个单磁透镜，所述至少

两个单磁透镜沿着所述主光轴并且与所述主光轴对准地被放置在不同轴向位置处，并且对

所述至少两个单磁透镜的激励能够被调节以改变入射到所述源转换单元中的所述初级电

子束的电流密度。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装置，其中，通过改变所述表面的电势来改变所述多个小束

在所述表面上的着陆能量。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装置，还包括在所述源转换单元上方具有多个小束形成孔

径的预小束形成部件，其中，所述多个小束分别穿过所述多个小束形成孔径，并且所述多个

小束外部的大部分电子被切断。

18.一种用于观察样本的表面的多束装置，包括：

电子源；

聚光透镜，在所述电子源下方；

源转换单元，在所述聚光透镜下方；

物镜，在所述源转换单元下方；

偏转扫描单元，在所述源转换单元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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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台，在所述物镜下方；

束分离器，在所述源转换单元下方；

次级投射成像系统；以及

电子检测设备，具有多个检测元件，

其中，所述电子源、所述聚光透镜以及所述物镜与所述装置的主光轴对准，并且所述样

本台将所述样本保持为使得所述表面面向所述物镜，

其中，所述源转换单元包括具有多个束限制开口的小束形成部件和具有多个电子光学

元件的图像形成部件，

其中，所述电子源生成沿着所述主光轴的初级电子束，所述聚光透镜聚焦所述初级电

子束，并且所述初级电子束然后以会聚角或发散角入射到所述源转换单元中，

其中，所述初级电子束的多个小束从所述源转换单元离开，所述多个小束分别穿过所

述多个束限制开口并其由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朝向所述主光轴偏转，

其中，所述多个小束由所述物镜聚焦到所述表面上，并且在所述表面上形成多个探测

点，所述多个小束的偏转角被独立设置为分别减小所述多个探测点的像差，所述偏转扫描

单元使所述多个小束偏转，以分别扫描在所述表面上的被观察区域内的多个被扫描区域之

上的所述多个探测点，并且所述多个探测点的电流受所述多个束限制开口限制，

其中，多个次级电子束分别由所述多个探测点从所述多个被扫描区域生成，并且由所

述束分离器引导到所述次级投射成像系统中，所述次级投射成像系统聚焦并保持分别要由

所述多个检测元件检测的所述多个次级电子束，因此，每个检测元件提供一个对应被扫描

区域的图像信号。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补偿所述多个探测点的

场曲率、像散以及失真像差中的一个或多达全部，以进一步减小所述多个探测点的尺寸和

失真。

20.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装置，其中，通过使用所述聚光透镜来调节入射到所述源转

换单元中的所述初级电子束的电流密度，来改变所述多个探测点的电流。

21.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补偿所述多个探测点的

场曲率、像散以及失真像差中的一个或多达全部，以进一步减小所述多个探测点的尺寸和

失真。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在所述多个束限制开口

下方。

23.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装置，还包括预小束弯曲部件，所述预小束弯曲部件具有分

别在所述多个束限制开口上方的多个预弯曲微偏转器。

24.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预弯曲微偏转器使所述多个小束偏转

为垂直入射到所述多个束限制开口中。

25.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装置，还包括在所述源转换单元上方具有多个小束形成孔

径的预小束形成部件，其中，所述多个小束分别穿过所述多个小束形成孔径，并且所述多个

小束外部的大部分电子被切断。

26.一种用于观察样本的表面的多束装置，包括：

电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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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束形成板，提供在所述电子源下方的多个束限制开口；

聚光透镜，在所述小束形成板下方；

多个电子光学元件，在所述聚光透镜下方；

物镜，在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下方；

偏转扫描单元，在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下方；

样本台，在所述物镜下方；

束分离器，在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下方；

次级投射成像系统；以及

电子检测设备，具有多个检测元件，

其中，所述电子源、所述聚光透镜以及所述物镜与所述装置的主光轴对准，并且所述样

本台将所述样本保持为使得所述表面面向所述物镜，

其中，所述电子源生成沿着所述主光轴的初级电子束，所述小束形成板将所述初级电

子束修剪为多个小束，所述多个小束分别穿过在所述小束形成板中的第一组的多个通孔，

并且所述多个通孔作为所述装置的多个束限制开口起作用，

其中，所述聚光透镜聚焦要由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分别朝向所述主光轴偏转的所述

多个小束，

其中，所述多个小束由所述物镜聚焦到所述表面上，并且在所述表面上形成多个探测

点，所述多个小束的偏转角被独立设置为分别减小所述多个探测点的像差，所述偏转扫描

单元使所述多个小束偏转，以分别扫描在所述表面上的被观察区域内的多个被扫描区域之

上的所述多个探测点，并且所述多个探测点的电流受所述多个束限制开口限制，

其中，多个次级电子束分别由所述多个探测点从所述多个被扫描区域生成，并且由所

述束分离器引导到所述次级投射成像系统中，所述次级投射成像系统聚焦并保持分别要由

所述多个检测元件检测的所述多个次级电子束，因此，每个检测元件提供一个对应被扫描

区域的图像信号。

27.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小束垂直入射到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

件中。

28.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补偿所述多个探测点的

场曲率、像散以及失真像差中的一个或多达全部，以进一步减小所述多个探测点的尺寸和

失真。

29.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装置，其中，通过调节所述电子源的角强度来改变所述多个

小束的电流。

30.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装置，其中，通过改变所述多个束限制开口的径向尺寸来改

变所述多个小束的电流。

31.根据权利要求30所述的装置，其中，通过移动所述小束形成板以将所述小束形成板

中的第二组的多个通孔定位为所述多个束限制开口，来改变所述径向尺寸。

32.一种在SEM中形成多个探测点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由电子源生成初级电子束；

由聚光透镜使所述初级电子束准直或大致准直；

由具有第一通孔的第一板将准直的所述初级电子束修剪为多个小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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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使所述多个小束以不同偏转角朝向物镜的光轴偏转；

由所述物镜将偏转的所述多个小束聚焦到样本的正在被观察的表面上，其中，偏转且

聚集的所述多个小束形成所述多个探测点；以及

将所述偏转角独立设置为分别减小所述多个探测点的像差。

33.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由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补偿所述

多个探测点的场曲率、像散以及失真像差中的一个或多达全部。

34.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通过使所述聚光透镜的第一主平面

移动，来改变准直的所述初级电子束的电流密度。

35.根据权利要求34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在所述修剪步骤之前，由具有第二

通孔的第二板切断所述多个小束外部的大部分电子。

36.一种在SEM中形成多个探测点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由电子源生成初级电子束；

由具有多个通孔的板将所述初级电子束修剪为多个小束；

由聚光透镜聚焦所述多个小束；

由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使所述多个小束朝向物镜的光轴偏转；

由所述物镜将偏转的所述多个小束聚焦到样本的正在被观察的表面上，其中，偏转且

聚集的所述多个小束形成所述多个探测点；以及

独立设置偏转的所述多个小束的偏转角，以分别减小所述多个探测点的像差。

37.根据权利要求36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由所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补偿所述

多个探测点的场曲率、像散以及失真像差中的一个或多达全部。

38.根据权利要求3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通过改变所述电子源的角强度，改

变所述多个小束的电流。

39.根据权利要求3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通过将所述板的另外多个通孔用于

所述修剪步骤中，改变所述多个小束的电流。

40.一种多束装置，包括：

用于提供多个源的设备，包括：

带电粒子源，用于提供沿着所述设备的光轴的初级束；

用于使所述初级束大致准直的部件；以及

用于用准直的所述初级束的多个小束对所述带电粒子源的多个虚像进行成像的部件，

其中，所述多个虚像分别变成发射所述多个小束的所述多个源；

用于将所述多个虚像投射在样本表面上以使得在所述样本表面上形成多个探测点的

部件；

用于扫描所述样本表面上的所述多个探测点的部件；

用于接收由于多个探测点而从所述样本表面生成的多个信号粒子束的部件；以及

用于使所述多个小束独立偏转以分别减小所述多个探测点的像差的部件。

41.根据权利要求40所述的多束装置，其中所述设备还包括：用于改变所述多个小束的

电流的部件。

42.根据权利要求41所述的多束装置，其中所述设备还包括：用于抑制由于所述初级束

而产生的库仑效应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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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根据权利要求40所述的多束装置，还包括：用于独立补偿所述多个探测点的所述像

差的部件。

44.根据权利要求43所述的多束装置，其中，所述投射部件是单物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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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带电粒子束的装置

[0001] 优先权声明

[0002] 本申请要求2015年7月22日提交、标题为“Apparatus  of  Plural  Charged-

Particle  Beams”的、且Ren等人有权的美国第62/195,353号临时申请的优先权权益，以引

用的方式将该申请的整个公开并入本文。

[0003]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4] 本申请涉及2016年3月9日提交、标题为“Apparatus  of  Plural  Charged-

Particle  Beams”的、且Weiming  Ren等人有权的美国第15/065,342号申请，以引用的方式

将该申请的整个公开并入本文。

[0005] 本申请涉及2016年3月23日提交、标题为“Apparatus  of  Plural  Charged-

Particle  Beams”的、且Weiming  Ren等人有权的美国第15/078,369号申请，以引用的方式

将该申请的整个公开并入本文。

[0006] 本申请涉及2016年5月10日提交、标题为“Apparatus  of  Plural  Charged-

Particle  Beams”的、且Xuedong  Liu等人有权的美国第15/150,858号申请，以引用的方式

将该申请的整个公开并入本文。

[0007] 本申请涉及2016年7月19日提交、标题为“Apparatus  of  Plural  Charged-

Particle  Beams”的、且Shuai  Li等人有权的美国第15/213/781号申请，以引用的方式将该

申请的整个公开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8]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多个带电粒子束的带电粒子装置。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一

种采用多个带电粒子束来同时获取样本表面上的被观察区域的多个被扫描区域的图像的

装置。因此，该装置可以用于半导体制造行业中以高分辨率和高生产能力检查和/或查核晶

片/掩模上的缺陷。

背景技术

[0009] 为了制造半导体IC芯片，图案缺陷和/或不想要的粒子(残余物)在制造过程期间

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晶片和/或掩模上，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产量。为了满足对IC芯片性能越来

越高的要求，已经采用具有越来越小关键特征尺寸的图案。因此，具有光束的传统产量管理

工具由于衍射效应而逐渐变得不胜任，并且越来越多地采用具有电子束的产量管理工具。

与光子束相比，电子束具有更短的波长，从而可能提供优秀的空间分辨率。当前，具有电子

束的产量管理工具采用具有单个电子束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的原理，这因此可以提供

更高的分辨率，但无法提供胜任大批量生产的生产能力。虽然越来越高的单个电子束的电

流可以用于提高生产能力，但优秀的空间分辨率将从根本上被随着束电流增大的库仑效应

(Coulomb  Effect)所劣化。

[0010] 为了减轻对生产能力的限制，代替使用具有大电流的单个电子束，一种有前景的

解决方案是使用各自具有小电流的多个电子束。多个电子束在样本的一个正在被检查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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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表面上形成多个探测点。多个探测点可以分别并同时扫描样本表面上的大的被观察区

域内的多个小的被扫描区域。每个探测点的电子从它们着陆的样本表面生成次级电子。次

级电子包括慢次级电子(能量≤50eV)和背向散射电子(能量接近电子的着陆能量)。来自多

个小的被扫描区域的次级电子可以由多个电子检测器分别并同时收集。因此，可以比用单

束扫描的图像远远更快地获得包括所有小的被扫描区域的大的被观察区域的图像。

[0011] 多个电子束可以分别来自多个电子源，或来自单个电子源。对于前者，多个电子束

通常分别聚焦于多个柱(column)内的多个小的被扫描区域上并扫描所述多个小的被扫描

区域，并且由对应柱内部的一个电子检测器检测来自每个被扫描区域的次级电子。因此，装

置通常被称为多柱装置。多个柱可以为独立的，或共享多轴磁或电磁复合物镜(诸如US8,

294,095)。在样本表面上，两个相邻束之间的束间隔通常大至30mm～50mm。

[0012] 对于后者，源转换单元将单个电子源虚拟地变为多个子源。源转换单元包括：具有

多个束限制开口的一个小束形成(或小束限制)部件，和具有多个电子光学元件的一个图像

形成部件。多个束限制开口将由单个电子源生成的初级电子束分别分成多个子束或小束，

并且多个电子光学元件影响多个小束，以形成单个电子源的多个平行(虚或实的)图像。每

个图像可以被当作是发射一个对应小束的一个子源。为了使得更多小束可用，小束间隔处

于微米级别。自然，一个单柱内的一个初级投射成像系统和一个偏转扫描单元用于将多个

平行图像分别投射到多个小的被扫描区域上并分别扫描它们。来自多个小的被扫描区域的

多个次级电子束由一个束分离器引导到一个次级投射成像系统中，然后由次级投射成像系

统聚焦，以分别由单柱内部的一个电子检测设备的多个检测元件检测。多个检测元件可以

为被并排放置的多个电子检测器，或一个电子检测器的多个像素。因此，装置通常被称为多

束装置。

[0013] 小束形成(或小束限制)部件通常为具有通孔的导电板，并且其中的多个通孔分别

起多个束限制开口的作用。两种方法已用于由图像形成部件来形成多个平行图像。对于第

一种方法，每个电子光学元件具有聚焦一个小束且因此形成一个实像的静电微透镜(诸如

US7,244,949)。对于第二种方法，每个电子光学元件具有使一个小束偏转且因此形成一个

虚像的静电微偏转器(诸如US6,943,349和第一交叉引用)。使用静电偏转器来形成电子源

的虚像的概念用于早至1950年代著名的双缝电子干涉实验中(由Rodolfo  Rosa发表在

Physics  in  Perspective，14(2012)178-195中的论文“The  Merli-Missiroli-Pozzi  Two-

Slit  Electron-Interference  Experiment”的图1)。由于一个实像具有更高的电流密度，

第二种方法中的库仑效应弱于第一种方法中的，因此第二种方法对于实现高生产能力和高

分辨率两者更有利。

[0014] 为了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像差，初级投射成像系统基本上包括一个传输透镜和一个

物镜，并且传输透镜使多个小束弯曲以尽可能靠近物镜的光轴来穿过物镜。对于使用第二

种方法的源转换单元，如在第一交叉引用中所提出的且图1所示出的，传输透镜的弯曲功能

可以由多个微偏转器来进行，因此可以去除传输透镜。在没有传输透镜的情况下，投射成像

系统将被简化且容易制造和操作。

[0015] 在图1中，主光轴100_1上的电子源101生成具有源交叉部(虚或实的)101s的初级

电子束102。聚光透镜110聚焦具有期望电流密度的、入射到源转换单元120上的初级电子束

102。由主孔径板171的主开口切断初级电子束102的外围电子，主孔径板171也可以被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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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聚光透镜110上方。初级电子束102的三个小束(102_1、102_2以及102_3)分别被图像形成

部件122的三个微偏转器(122_1、122_2以及122_3)朝向主光轴100_1偏转，并且穿过小束限

制部件121的三个束限制开口(121_1、121_2以及121_3)。然后，由被偏转的三个小束形成的

三个虚像(102_1v、102_2v以及102_3v)由物镜131投射到样本8的表面7上，因此在表面7上

形成三个探测点(102_1s、102_2s以及102_3s)。

[0016] 如果三个小束被偏转为靠近或穿过物镜131的前焦点，则它们将垂直地着陆在样

本表面7上，并且由于物镜131而产生的离轴探测点(诸如102_2s)的像差将在很大程度上减

少。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三个小束的偏转角变得更大，这不仅需要三个微偏转器的更强偏

转能力，而且还生成更大的偏转像差。第一个问题可能引发三个微偏转器的电击穿，并且第

二个问题可能将离轴探测点的尺寸增大至不可接受的水平。

[0017] 束限制开口限制三个探测点的电流，并且通过调谐聚光透镜110的聚焦能力以改

变初级电子束102的电流密度来改变电流。对于三个微偏转器，三个小束的入射角随着聚焦

能力而变化，并且其偏转能力需要相应地调节。用于改变观察条件的时间和努力是越少越

好。

[0018] 因此，需要提供一种多束装置，该多束装置没有前述问题或具有更少的前述问题，

因此可以提供高图像分辨率和高生产能力。特别地，需要一种可以以高分辨率和高生产能

力检查和/或查核晶片/掩模上的缺陷的多束装置，来匹配半导体制造行业的蓝图。

发明内容

[0019]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新的多束装置，该新的多束装置为在灵活变化的观察条

件(诸如探测点的电流和着陆能量、样本表面上的静电场)下观察样本提供高分辨率和高生

产能力这两者。该装置可以作为在半导体制造行业中检查和/或查核晶片/掩模上的缺陷的

产量管理工具起作用。

[0020] 在装置中，一个聚光器将初级电子束准直或大致准直到一个源转换单元中，源转

换单元使初级电子束的多个小束朝向一个物镜的光轴偏转，并且物镜将多个被偏转的小束

聚焦到一个样本的一个正在被观察的表面上，因此在该表面上形成多个探测点，其中，多个

被偏转的小束的偏转角被调节为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尺寸。可以通过改变聚光透镜的第一主

平面的聚焦能力和位置中的一者或两者，来改变多个探测点的电流。源转换单元可以通过

补偿多个探测点的离轴像差来进一步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尺寸和尺寸差。此外，为了尽可能

多地弱化由于初级电子束而产生的库仑效应，源转换单元的小束形成部件可以被放置为靠

近单个电子源，可以靠近单个电子源采用预小束形成部件。

[0021] 相应地，本发明因此提供了一种多束装置，该多束装置包括：电子源；聚光透镜，该

聚光透镜在电子源下方；源转换单元，该源转换单元在聚光透镜下方；物镜，该物镜在源转

换单元下方；偏转扫描单元，该偏转扫描单元在源转换单元下方；样本台，该样本台在物镜

下方；束分离器，该束分离器在源转换单元下方；次级投射成像系统；以及电子检测设备，该

电子检测设备具有多个检测元件。电子源、聚光透镜以及物镜与装置的主光轴对准，并且样

本台将样本保持为使得表面面向物镜。源转换单元包括具有多个束限制开口的小束形成部

件和具有多个电子光学元件的图像形成部件。电子源生成沿着主光轴的初级电子束，并且

初级电子束由聚光透镜聚焦为变成大致平行束且然后入射到源转换单元中。初级电子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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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小束从源转换单元离开，该多个小束分别穿过多个束限制开口并由多个电子光学元件

朝向主光轴偏转，并且多个小束的偏转角是不同的。偏转扫描单元使由物镜聚焦到表面上

并在表面上形成多个探测点的多个小束偏转，以分别扫描在表面上的被观察区域内的多个

被扫描区域之上的多个探测点，并且多个探测点的电流受多个束限制开口限制。分别由多

个探测点从多个被扫描区域生成并由束分离器引导到次级投射成像系统中的多个次级电

子束被次级投射成像系统聚焦，以保持分别要由多个检测元件检测的多个次级电子束，因

此，每个检测元件提供一个对应被扫描区域的图像信号。

[0022] 在一个实施例中，偏转角可以被独立设置为分别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像差。多个电

子光学元件分别在多个束限制开口下方且与所述多个束限制开口对准。多个电子光学元件

中的每个电子光学元件可以是4极透镜。通过使用聚光透镜来改变入射到源转换单元中的

初级电子束的电流密度，改变多个探测点的电流。装置还可以包括在源转换单元上方具有

多个小束形成孔径的预小束形成部件，其中，多个小束分别穿过多个小束形成孔径，并且多

个小束外部的大部分电子被切断。

[0023] 在该实施例中，多个电子光学元件可以补偿多个探测点的场曲率、像散以及失真

像差中的一个或多达全部，以进一步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尺寸和失真。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中

的每个电子光学元件可以是8极透镜。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中的每个电子光学元件可以包括

与每个元件的光轴对准且沿着该光轴放置的一个微透镜和两个4极透镜，并且两个4极透镜

在方位上差45°。对于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中的每个电子光学元件，两个4极透镜中的一个4极

透镜在小束离开侧上，并且一个对应的小束被所述一个4极透镜偏转。

[0024] 在一个实施例中，聚光透镜可以包括多个环形电极，该多个环形电极被放置在沿

着主光轴的不同轴向位置处并与主光轴对准，并且多个环形电极的电压可以被调节为改变

电流密度。在另一个实施例中，聚光透镜可以包括至少两个单磁透镜，该至少两个单磁透镜

被放置在沿着主光轴的不同轴向位置处并与主光轴对准，并且对至少两个单磁透镜的激励

可以被调节为改变入射到源转换单元中的初级电子束的电流密度。在又一个实施例中，聚

光透镜可以包括多个环形电极和至少一个单磁透镜，该多个环形电极和至少一个单磁透镜

被放置在沿着主光轴的不同轴向位置处并与主光轴对准，并且电极的电压和至少一个单磁

透镜的激励可以被调节为改变电流密度。

[0025] 通过改变表面的电势，来改变多个小束在表面上的着陆能量。

[002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多束装置，该多束装置包括：电子源；聚光透镜，该聚光透镜

在电子源下方；源转换单元，该源转换单元在聚光透镜下方；物镜，该物镜在源转换单元下

方；偏转扫描单元，该偏转扫描单元在源转换单元下方；样本台，该样本台在物镜下方；束分

离器，该束分离器在源转换单元下方；次级投射成像系统；以及电子检测设备，该电子检测

设备具有多个检测元件。电子源、聚光透镜以及物镜与装置的主光轴对准，并且样本台将样

本保持为使得表面面向物镜。源转换单元包括具有多个束限制开口的小束形成部件和具有

多个电子光学元件的图像形成部件。电子源生成沿着主光轴的初级电子束，聚光透镜聚焦

初级电子束，然后初级电子束以会聚或发散角入射到源转换单元中。初级电子束的多个小

束从源转换单元离开，分别穿过多个束限制开口，并由多个电子光学元件朝向主光轴偏转。

多个小束由物镜聚焦到表面上，并且在表面上形成多个探测点。多个小束的偏转角被独立

设置为分别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像差，并且偏转扫描单元使多个小束偏转，以分别扫描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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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的被观察区域内的多个被扫描区域之上的多个探测点。多个探测点的电流受多个束限

制开口限制。多个次级电子束分别由多个探测点从多个被扫描区域生成，并且由束分离器

引导到次级投射成像系统中。次级投射成像系统聚焦并保持分别要由多个检测元件检测的

多个次级电子束，因此，每个检测元件提供一个对应被扫描区域的图像信号。

[0027] 多个电子光学元件可以补偿多个探测点的场曲率、像散以及失真像差中的一个或

多达全部，以进一步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尺寸和失真。通过使用聚光透镜来调节入射到源转

换单元中的初级电子束的电流密度，来改变多个探测点的电流。多个电子光学元件可以在

多个束限制开口下方。装置还可以包括预小束弯曲部件，预小束弯曲部件具有分别在多个

束限制开口上方的多个预弯曲微偏转器。多个预弯曲微偏转器可以使多个小束偏转为垂直

入射到多个束限制开口中。装置还可以包括在源转换单元上方具有多个小束形成孔径的预

小束形成部件，其中，多个小束分别穿过多个小束形成孔径，并且多个小束外部的大部分电

子被切断。

[002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多束装置，该多束装置包括：电子源；小束形成板，该小束形

成板提供在电子源下方的多个束限制开口；聚光透镜，该聚光透镜在小束形成板下方；多个

电子光学元件，该多个电子光学元件在聚光透镜下方；物镜，该物镜在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下

方；偏转扫描单元，该偏转扫描单元在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下方；样本台，该样本台在物镜下

方；束分离器，该束分离器在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下方；次级投射成像系统；以及电子检测设

备，该电子检测设备具有多个检测元件。电子源、聚光透镜以及物镜与装置的主光轴对准，

并且样本台将样本保持为使得表面面向物镜。电子源生成沿着主光轴的初级电子束，小束

形成板将初级电子束修剪为多个小束，多个小束分别穿过在该小束形成板中的第一组的多

个通孔，并且多个通孔起装置的多个束限制开口的作用。聚光透镜朝向主光轴聚焦分别要

由多个电子光学元件偏转的多个小束。多个小束由物镜聚焦到表面上，并且在表面上形成

多个探测点，并且多个小束的偏转角被独立设置为分别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像差。偏转扫描

单元使多个小束偏转，以分别扫描在表面上的被观察区域内的多个被扫描区域之上的多个

探测点，并且多个探测点的电流受多个束限制开口限制。多个次级电子束分别由多个探测

点从多个被扫描区域生成，并且由束分离器引导到次级投射成像系统中。次级投射成像系

统聚焦并保持分别要由多个检测元件检测的多个次级电子束，因此，每个检测元件提供一

个对应被扫描区域的图像信号。

[0029] 多个小束垂直入射到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中。多个电子光学元件补偿多个探测点的

场曲率、像散以及失真像差中的一个或多达全部，以进一步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尺寸和失真。

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以通过调节电子源的角强度改变多个小束的电流。在另一个实施例中，

可以通过改变多个束限制开口的径向尺寸改变多个小束的电流。通过使小束形成板移动为

将小束形成板中的第二组的多个通孔定位为多个束限制开口，来改变径向尺寸。

[003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在SEM中形成多个探测点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由电

子源生成初级电子束；由聚光透镜使初级电子束准直或大致准直；由具有第一通孔的第一

板将准直的初级电子束修剪为多个小束；由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使多个小束以不同偏转角朝

向物镜的光轴偏转；以及由物镜将多个已偏转小束聚焦到样本的正在被观察表面上，其中，

多个已偏转且已聚集小束形成多个探测点。

[0031] 方法还可以包括以下步骤：将偏转角独立设置为分别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像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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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还可以包括以下步骤：由多个电子光学元件补偿多个探测点的场曲率、像散以及失真像

差中的一个或多达全部。方法还可以包括以下步骤：通过使聚光透镜的第一主平面移动来

改变已准直初级电子束的电流密度。方法还可以包括以下步骤：在修剪步骤之前，由具有第

二通孔的第二板切断多个小束外部的大部分电子。

[003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在SEM中形成多个探测点的方法，该方法包括：由电子源生成

初级电子束；由具有多个通孔的板将初级电子束修剪为多个小束；由聚光透镜聚焦多个小

束；由多个电子光学元件使多个小束朝向物镜的光轴偏转；由物镜将偏转的多个小束聚焦

到样本的正在被观察表面上，其中，偏转且聚集的多个小束形成多个探测点；以及独立设置

偏转的多个小束的偏转角，以分别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像差。

[0033] 方法还可以包括以下步骤：由多个电子光学元件补偿多个探测点的场曲率、像散

以及失真像差中的一个或多达全部。方法还可以包括以下步骤：通过改变电子源的角强度

来改变多个小束的电流。方法还可以包括以下步骤：通过将板的另外多个通孔用于修剪步

骤中来改变多个小束的电流。

[003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提供多个源的设备，该设备包括：带电粒子源，该带电粒

子源用于提供沿着设备的光轴的初级束；用于使初级束大致准直的部件；以及用于用准直

的初级束的多个小束对带电粒子源的多个虚像进行成像的部件，其中，多个虚像分别变成

发射多个小束的多个源。

[0035] 设备还可以包括用于改变多个小束的电流的部件。设备还可以包括用于抑制由于

初级束而产生的库仑效应的部件。

[003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多束装置，该多束装置包括：用于提供多个源的设备；用于将

多个虚像投射在样本表面上以使得在样本表面上形成多个探测点的部件；用于扫描样本表

面上的多个探测点的部件；以及用于接收由于多个探测点而从样本表面生成的多个信号粒

子束的部件。多束装置还可以包括：用于使多个小束独立偏转以分别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像

差的部件。多束装置还可以包括：用于独立补偿多个探测点的像差的部件。投射部件是单物

镜。

[0037] 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将从结合附图进行的以下描述中变得显而易见，在附图中，用

图示和示例的方式阐述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

附图说明

[0038] 通过结合附图的以下具体实施方式，将容易地理解本发明，附图中，同样的附图标

记指示同样的结构元件，并且附图中：

[0039] 图1是第一交叉引用中公开的传统多束装置的示意图示。

[0040]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新多束装置的一个配置的示意图示。

[0041] 图3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新多束装置的另一个配置的示意图示。

[0042] 图4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新多束装置的另一个配置的示意图示。

[0043] 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图4中的微偏转器和补偿器阵列的一个配置

的示意图示。

[0044] 图6A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图4中的微偏转器和补偿器阵列的一个配

置的示意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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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图6B至图6D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图6A中的微偏转器和补偿器阵列的

配置的一个示例的示意图示。

[0046] 图7A和图7B分别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图4中的微偏转器和补偿器阵

列的一个配置的示意图示。

[0047] 图8是图3中的装置的一个操作模式的示意图示。

[0048] 图9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新多束装置的另一个配置的示意图示。

[0049] 图10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新多束装置的另一个配置的示意图示。

[0050] 图11A和图11B分别是图10中的装置的一个操作模式的示意图示。

[0051] 图12、图13A以及图13B分别是图10中的可移动聚光透镜的一个实施例的示意图

示。

[0052] 图14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新多束装置的另一个配置的示意图示。

[0053] 图15A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新多束装置的另一个配置的示意图示。

[0054] 图15B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新多束装置的另一个配置的示意图示。

[0055] 图16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新多束装置的另一个配置的示意图示。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现在将参照示出本发明的一些示例实施例的附图更充分地描述本发明的各种示

例实施例。在不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的情况下，实施例的所有描述和附图将示例性提及

电子束。然而，实施例不用于将本发明限于特定带电粒子。

[0057] 在附图中，为了清楚起见，可以夸大每个组件和每一个组件间的相对尺寸。在对附

图的以下描述内，相同或同样的附图标记提及相同或同样的组件和实体，并且仅描述关于

个体实施例的差异。

[0058] 因此，虽然本发明的示例实施例能够具有各种修改和替代形式，但本发明的实施

例在附图中用示例的方式来示出，并且本文中将详细描述。然而，应理解，不旨在将本发明

的示例实施例限于所公开的特定形式，而是相反，本发明的示例实施例将覆盖落在本发明

范围内的所有修改、等同物以及替代。

[0059] 在本发明中，“轴向”意指“沿电子光学元件(诸如圆透镜或多极透镜)或装置的光

轴方向”，“径向”意指“沿与光轴垂直的方向”，“轴上”意指“在光轴上或与光轴对准”，并且

“离轴”意指“不在光轴上或不与光轴对准”。

[0060] 在本发明中，X轴、Y轴以及Z轴形成笛卡尔(Cartesian)坐标，光轴在Z轴上，并且初

级电子束沿着Z轴行进。

[0061] 在本发明中，“初级电子”意指“从电子源发射且入射到样本正在被观察或检查的

表面上的电子”，并且“次级电子”意指“由初级电子从表面生成的电子”。

[0062] 在本发明中，与通孔、开口以及孔口有关的所有术语意指穿透一个板的开口或孔。

[0063] 在新多束装置中，初级电子束由一个聚光器平行或大致平行地聚焦到一个源转换

单元中。初级电子束的多个小束首先由源转换单元朝向一个物镜的光轴偏转，然后由物镜

聚焦到样本表面上，最终在样本表面上形成多个探测点。多个偏转小束的偏转角被设置为

最小化由于物镜而产生的离轴像差。通过改变聚光透镜的第一主平面的聚焦能力和位置中

的一者或两者，可以改变多个探测点的电流，并且可以通过由源转换单元补偿残余离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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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来进一步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尺寸及其尺寸差。另外，对于多个探测点，通过将源转换单元

的小束形成部件放置为靠近单个电子源或附加地使用在源转换单元上方的一个预小束形

成部件，可以降低由于初级电子束的强库仑效应而产生的模糊。

[0064] 接下来，将描述新装置的一些实施例。为了清楚起见，仅示出三个小束，并且小束

的数量可以为任意数量。这里可以使用现有技术中的偏转扫描单元、束分离器、次级投射成

像系统以及电子检测设备，并且为了简单起见，在实施例的图示和描述中不示出它们，或者

甚至不提及它们。

[0065] 图2中示出了新装置的一个实施例200A。在图2中，电子源101、主孔径板271的主开

口、聚光器210、源转换单元220以及物镜131与装置的主光轴200_1对准。电子源101生成沿

着主光轴200_1且具有源交叉部(虚或实的)101s的初级电子束102，聚光透镜210将初级电

子束102聚焦为变成沿着主光轴200_1且垂直入射到源转换单元220上的平行束。在源转换

单元220中，初级电子束102的三个小束102_1、102_2以及102_3分别被图像形成部件222的

三个微偏转器222_1d、222_2d以及222_3d朝向主光轴200_1偏转，并且穿过小束限制部件

221的三个束限制开口221_1、221_2以及221_3。三个束限制开口限制三个偏转小束的电流。

物镜131将三个偏转小束聚焦到样本8的表面7上，因此在表面7上生成源交叉部101s的三个

图像102_1s、102_2s以及102_3s。每个图像形成表面7上的一个探测点，并且三个图像还被

称为三个探测点102_1s、102_2s以及102_3s。三个偏转小束的偏转角被设置为使由于物镜

131而产生的三个图像的离轴像差最小化，其中，三个偏转小束通常穿过或接近物镜131的

前焦点。主孔径板271切割初级电子束102的外围电子，以尽可能多地降低初级电子束102的

库仑效应。

[0066] 小束形成部件221可以为具有通孔的导电板，并且其中的三个通孔分别起三个束

限制开口(221_1～221_3)的作用。在图2中，三个偏转小束(102_1～102_3)不垂直穿过三个

束限制开口(221_1～221_3)，因此在与偏转角有关的一定程度上经受电子散射。每个小束

中的散射电子将使探测点增大和/或变成背景噪声，因此劣化对应被扫描区域的图像分辨

率。为了避免该问题，可以在三个小束与主光轴200_1平行时切割三个小束的电流。因此，图

3中提出了新装置的另一个实施例300A。与图2中的实施例200A相比，在图3中，小束限制部

件221被放置在图像形成部件222上方，并且被重命名为源转换单元320中的小束形成部件

321。小束形成部件321的三个束限制开口321_1、321_2以及321_3分别与图像形成部件222

的三个微偏转器222_1d、222_2d以及222_3d对准，并且三个小束102_1、102_2、102_3接连地

垂直入射到三个束限制开口和三个微偏转器中。

[0067] 众所周知，聚光透镜210和物镜131生成离轴像差(诸如场曲率、像散以及失真)，这

增大由那些离轴小束(不沿着装置的主光轴)形成的探测点的尺寸和/或影响探测点的位

置。如以上所提及的，已经通过独立优化离轴小束的轨迹(即，适当设置其偏转角)而使由于

物镜131而产生的离轴像差最小化。为了进一步减小探测点的尺寸和尺寸差，必须补偿由于

聚光透镜210而产生的离轴像差和由于物镜131而产生的残余离轴像差。因此，图4中提出了

新装置的另一个实施例400A，其中，图像形成部件422具有三个微偏转器和补偿器元件422_

1dc、422_2dc以及422_3dc。每个微偏转器和补偿器元件与小束形成部件321的三个束限制

开口321_1、321_2以及321_3中的一个束限制开口对准，作为使一个小束偏转的一个微偏转

器和补偿对应探测点的场曲率、像散以及失真的一个微补偿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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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图2和图3中的三个微偏转器(222_1d～222_3d)中的每个微偏转器可以简单地由

偶极透镜或四极或4极透镜来形成，偶极透镜的两个电极被定向为生成沿对应小束的所需

偏转方向的偶极场，四极或4极透镜的四个电极可以生成任何期望方向上的偶极场。在后者

的情况下，所有微偏转器都可以被配置为在结构和定向上相同。这从制造的观点来看是有

利的。

[0069] 在图4中，三个微偏转器和补偿器元件(422_1dc～422_3d)中的每一个可以简单地

由4极透镜或八极或8极透镜来形成，4极透镜的四个电极可以生成任何期望方向上的偶极

场、对应探测点的所需补偿方向上的四极场和圆透镜场，八极或8极透镜的八个电极可以生

成圆透镜场、两者都在任何期望方向上的偶极场和四极场。为了生成圆透镜场，如图5中示

出的，四个或八个电极的内表面在径向横截面中形成圆形状。在后者的情况下，所有微偏转

器和补偿器元件可以被配置为在结构和定向上相同。这从制造的观点来看是有利的。

[0070] 为了生成所有前述的场，一个4极透镜或8极透镜中的电极的电压是不同的，并且

可以高至足以引发电击穿。为了避免该问题，每个微偏转器和补偿器元件可以由两个或更

多微多极透镜、或一个或多个微多极透镜和一个或多个微透镜来形成。另外，为了降低由于

每个微偏转器和补偿器元件产生的像差，对应的小束沿着其光轴更好地穿过圆透镜场和四

极场(即，在小束偏转之前更好地进行离轴像差补偿)。因此，由在每个微偏转器和补偿器元

件的小束离开侧上的微多极透镜更好地生成偶极场。因此，图6A示出了图4中的图像形成部

件422的这种实施例，其中，三个微偏转器和补偿器元件(422_1dc～422_3dc)中的每个微偏

转器和补偿器元件由第一层422-1中的一个微透镜、第二层422-2中的一个微多极透镜以及

第三层422-3中的一个微多极透镜来形成，并且微透镜和两个微多极透镜与其光轴对准。例

如，微透镜422-1_2和两个微多极透镜422-2_2以及422-3_2形成微偏转器和补偿器元件

422_2dc，并且与其光轴422_2dc_1对准。

[0071] 在图6A中的每个微偏转器和补偿器元件中，两个微多极透镜可以分别为偶极透镜

和4极透镜、或偶极透镜和8极透镜、或4极透镜等。图6B、图6C以及图6D示出了一个示例，其

中每个微透镜由具有圆形内表面的一个环形电极形成，每个微多极透镜为4极透镜，并且第

二层422-2中的每个4极透镜和第三层422-3中的对应4极透镜在方位或定向上差45°。对于

每个微偏转器和补偿器元件，微透镜生成圆透镜场，两个4极透镜生成四极场，并且偶极场

由第三层422-3中的4极透镜来更好地生成。

[0072] 为了操作图4中的一个微透镜和补偿器元件，驱动电路需要与其每个电极连接。为

了防止驱动电路被小束102_1～102_3损坏，图像形成部件422可以包括一个导电盖板，该导

电盖板具有多个通孔并被放置在所有微透镜和补偿器元件的电极上方。每个通孔用于对应

的小束穿过。每个微透镜和补偿器元件的前述场更好地在有限范围内，以便避免影响邻近

小束。因此，更好的是，使用两个导电屏蔽板来将所有微透镜和补偿器元件的电极夹在中

间，其中，每个屏蔽板具有用于小束穿过的多个通孔。图7A示出了实施图6A中的实施例中的

前述措施的一种方式。

[0073] 在图7A中，第一上导电板422-1-CL1和第一下导电板422-1-CL2分别被放置在第一

层422-1中的微透镜422-1_1、422-1_2以及422-1_3上方和下方。分别具有用于小束穿过的

三个第一上孔口和第一下孔口的第一上绝缘体板422-1-IL1和第一下绝缘体板422-1-IL2

支撑微透镜422-1_1、422-1_2和422-1_3，因此使得第一层422-1在配置上更稳定。类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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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层422-2中，第二上导电板422-2-CL1和第二下导电板422-2-CL2分别被放置在微多

极透镜422-2_1、422-2_2以及422-2_3上方和下方。分别具有用于小束穿过的三个第二上孔

口和第二下孔口的第二上绝缘体板422-2-IL1和第二下绝缘体板422-2-IL2支撑微透镜

422-2_1、422-2_2以及422-2_3，因此使得第二层422-1在配置上更稳定。在第三层422-3中，

第三上导电板422-3-CL1和第三下导电板422-3-CL2以及第三上绝缘体板422-3-IL1和第三

下绝缘体板422-3-IL2以与第二层422-2中它们的对应物相同的方式起作用。

[0074] 在图7A中的每个层中，通孔的径向尺寸优选：小于孔口的径向尺寸，以便避免其内

侧壁上的充电，并且小于微透镜/微多极透镜的电极的内径向尺寸，以便更高效地减小泄露

的场。为了降低小束引发电子散射的可能性，第一上导电板中的每个通孔优选为倒置漏斗

形状(即，小端部在其小束入射侧上)。小束形成部件321可以为具有通孔的导电板，并且其

中的三个通孔分别起三个束限制开口(321_1～321_3)的作用。因此，为了简化结构和制造，

小束形成部件321可以与图7A中的图像形成部件422的实施例组合。在图7B中，小束形成部

件321和第一上导电板422-1-CL1被组合，第一下导电板422-1-CL2和第二上导电板422-2-

CL1被组合，并且第二下导电板422-2-CL2和第三上导电板422-3-CL1被组合。

[0075] 对于图2、图3以及图4中的新装置的前述实施例，通过调节聚光透镜210的聚焦能

力以使得初级电子束102稍微发散或会聚，可以在小范围内改变探测点102_1s～102_3的电

流。图8示出了图3中的实施例300中的一个发散模式。在一个发散模式下，初级电子束102的

电流密度小于图3中的平行模式下的电流密度，因此减小小束形成部件321下方的三个小束

的电流。在图3和图4中的实施例的一个发散/会聚模式下，三个小束将不垂直穿过三个束限

制开口(321_1～321_3)，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经受电子散射。为了避免该问题，可以将一个预

小束弯曲部件放置在图3中的源转换单元320或图4中的源转换单元420的小束形成部件321

上方，其包括使垂直穿过三个束限制开口的三个小束分别偏转的三个预弯曲微偏转器。图9

示出了如何实施图3中的实施例300A中的这一方式，以及在一个发散模式下如何操作对应

实施例500A中的新源转换单元520的预小束弯曲部件523的三个预弯曲微偏转器523_1d、

523_2d以及523_3d。

[0076] 对于图2、图3以及图4中的新装置的前述实施例，可以通过使聚光器210的第一主

平面移动并相应地调节聚光透镜210的聚焦能力以使得初级电子束102变成平行束，在大范

围内改变探测点102_1s～102_3的电流(即，聚光透镜210的第一主平面沿着新装置的主光

轴可移动)。在第一主平面更靠近电子源101时，初级电子束102更早且以更高电流密度被聚

焦，并且相应地，增加小束形成部件321下方的三个小束的电流。第一主平面越靠近电子源

101，电流越高，反之亦然。因此，随着第一主平面沿着主光轴移动，三个探测点的电流相应

地变化，并且三个小束保持垂直穿过三个束限制开口。

[0077] 图10示出了使用可移动聚光透镜610来代替图3中的实施例300A中的聚光透镜210

的一个实施例600A，其中，第一主平面610_2处于位置P1处，并且可以沿着装置的主光轴

600_1移动。在图11A中，第一主平面610_2从位置P1移动至更远离电子源101的位置P2，并且

相应地小束102_1、102_2以及102_3的电流下降。在图11B中，第一主平面610_2从位置P1移

动至更靠近电子源101的位置P3，并且相应地小束102_1、102_2以及102_3的电流增加。由于

初级电子束102在改变小束的电流时被保持为平行束，所以不需要重新调谐小束的偏转角。

这将避免用于调节微偏转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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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为了扩大电流变化范围，图11A中的初级电子束102可以弱聚焦以保持发散，并且

图11B中的初级电子束102可以强聚焦以变成会聚束。众所周知，每个探测点的尺寸由源交

叉部101s的高斯(Gaussian)图像尺寸、几何像差、衍射效应以及库仑效应来确定，并且可以

通过使这些模糊平衡，来最小化该尺寸。调节可移动聚光透镜610的第一主平面610_2的位

置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平衡，因此每个探测点的尺寸可能在改变其电流时增加。在改变第

一主平面610_2的位置时，轻微地保持初级电子束102的适当发散或会聚可以弱化探测点的

尺寸增加。

[0079] 第一主平面610_2的位移可以通过机械移动可移动聚光透镜610的位置或电气移

动其圆透镜场的位置和/或改变该圆透镜场的形状来进行。可移动聚光透镜610可以为静

电、或磁或电磁复合的。图12示出了可移动聚光透镜610的一个静电实施例610e，以及在第

一主平面610e_2分别处于位置P1、P2以及P3时的初级电子束102的形状。可移动聚光透镜

610e为静电透镜，该静电透镜具有与其光轴610e_1对准的四个环形电极610e-e1、610e-e2、

610e-e3以及610e-e4。光轴610e_1被放置为与主光轴600_1重合。实施例610e的第一主平面

610e_2的聚焦能力和位置随着环形电极610e-e1～610e-e4的激励模式而变化。在电极

610e-e1、610e-e2以及610e-e4处于相同电势时，通过适当设置电极610e-e3的电势，第一主

平面610e_2将处于靠近电极610e-e3的位置P2处，并且可以在那里准直初级电子束102。在

电极610e-e1、610e-e3以及610e-e4处于相同电势时，通过适当设置电极610e-e2的电势，第

一主平面610e_2将处于靠近电极610e-e2的位置P3处，并且可以在那里准直初级电子束

102。在电极610e-e1和610e-e4处于相同电势时，通过适当设置电极610e-e2和610e-e3的电

势，第一主平面610e_2将处于电极610e-e2与610e-e3之间的位置(诸如P1)处，并且可以在

那里准直初级电子束102。

[0080] 初级电子束102的电流不随着第一主平面610e_2的位置而变化，但其宽度随着第

一主平面的位置而变化，因此其电流密度也随着第一主平面的位置而变化。随着第一主平

面610e_2被移动为更靠近电子源101，初级电子束102的宽度变小，因此电流密度增加。相应

地，随着第一主平面610m_2从P3移动至P1且然后移动至P2，初级电子束102的宽度从102W_

P3变宽为102W_P1且然后变宽为102W_P2。如果静电实施例610e包括被放置在沿着光轴

610e_1的更长区域内的更多电极，则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平滑地改变电流密度。

[0081] 图13A示出了图10中的可移动聚光透镜610的一个磁实施例610m，以及在第一主平

面610m_2分别处于位置P1、P2以及P3时的初级电子束102的形状。可移动聚光透镜610m是复

合磁透镜，该复合磁透镜包括与其光轴610m_1对准的两个单磁透镜610m-m1和610m-m2。光

轴610m_1被放置为与主光轴600_1重合。实施例610m的第一主平面610m_2的聚焦能力和位

置随着单磁透镜610m-m1和610m-m2的激励模式而变化。在单磁透镜610m-m2的激励被设置

为零时，通过适当设置单磁透镜610m-m1的激励，第一主平面610m_2将处于其磁路间隙内的

位置P3处，并且可以在那里校准初级电子束102。在单磁透镜610m-m1的激励被设置为零时，

通过适当设置单磁透镜610m-m2的激励，第一主平面610m_2将处于其磁路间隙内的位置P2

处，并且可以在那里校准初级电子束102。在单磁透镜610m-m1和610m-m2的激励不为零时，

通过适当设置它们的激励比率，第一主平面610m_2将处于它们的磁路间隙之间的位置(诸

如P1)处，并且可以在那里校准初级电子束102。相应地，随着第一主平面610m_2从P3移动至

P1且然后移动至P2，初级电子束102的宽度从102W_P3变宽为102W_P1且然后变宽为102W_

说　明　书 11/13 页

18

CN 108738363 B

18



P2。如果磁实施例610m包括被放置在沿着光轴610m_1的更长区域内的更多单磁透镜，则可

以在更大范围内更平滑地改变初级电子束102的电流密度。为了降低制造成本，如图13B中

示出的，相邻磁透镜可以共享它们之间的磁路。

[0082] 可移动聚光透镜610还可以为包括多个环形电极和至少一个单磁透镜的电磁复合

透镜，并且可以通过调节环形电极和单磁透镜的激励模式，来使其第一主平面移动。

[0083] 由于初级电子束102的大电流，容易领会的是，如果初级电子的能量不足够高，初

级电子的相互作用可能非常强。对于穿过主孔径板271的主开口的初级电子束102，仅一部

分用作三个小束(102_1～102_3)，并且另一部分不是有用的。另一部分的电流高于三个小

束的总电流，因此生成更强的库仑效应，该库仑效应干扰三个小束的初级电子的运动，并且

因此增加三个探测点的尺寸。因此，更好的是，尽可能早地切断该另一部分的全部或部分。

存在这样做的若干方式。

[0084] 以图3中的实施例300A为例，一种方式是将源转换单元320的小束形成部件321放

置在聚光透镜210上方并靠近电子源101。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去除主孔径板271。相应地，图

14示出了新装置的这种实施例700A。在图14中，三个小束102_1、102_2以及102_3分别穿过

小束形成部件721的三个束限制开口721_1、721_2以及721_3，并且初级电子束102的剩余部

分被切断。聚光透镜210将三个小束准直到图像形成部件222中，并且三个微偏转器222_1d、

222_2d以及222_3d以与图3相同的方式使三个小束偏转。在这种情况下，离轴束限制开口中

的每一个(诸如721_2)可以不与如图3中示出的对应微偏转器(诸如222_2d)对准，并且需要

关于聚光透镜210的影响来放置。可以通过改变电子源101的发射(角强度)或束限制开口

721_1、721_2以及721_3的尺寸，来改变三个小束的电流。小束形成部件721可以为具有多个

通孔组的导电板，每个通孔组包括三个通孔，并且一个通孔组中的三个通孔的径向尺寸与

另一个通孔组中的三个通孔的径向尺寸不同。一个通孔组中的三个通孔起三个束限制开口

(721_1～721_3)的作用，因此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通孔组来改变三个束限制开口的尺寸。

[0085] 另一种方式是使用在源转换单元上方的一个预小束形成部件。因此，图15A示出了

新装置的这样的一个实施例800A，其中，具有三个小束形成孔径872_1、872_2以及872_3的

一个预小束形成部件872被放置在聚光透镜210上方、在主孔径板271下方并且靠近主孔径

板271。首先，三个小束形成孔径将宽的初级电子束102切成三个小束102_1、102_2以及102_

3，然后束限制开口321_1、321_2以及321_3切断小束102_1、102_2以及102_3的外围电子，因

此限制其电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变单个电子源的发射或束限制开口的尺寸、或使

用如图10中示出的可移动聚光透镜，来改变小束102_1、102_2以及102_3的电流。图15B示出

了新装置的这样的另一个实施例900A，其中，具有三个小束形成孔径972_1、972_2以及972_

3的一个预小束形成部件972被放置在聚光透镜210下方。从减小库仑效应的观点来看，图

15B中的预小束形成部件972不比图15A中的预小束形成部件872更好，但它由于许多明显原

因而更容易实施，特别是在磁可移动聚光透镜用于改变小束电流的时候。

[0086] 到目前为止，基于图3中的实施例300A独立描述了用于提高新装置性能的所有前

述方法。明显地，可以一起使用这些方法中的一些或全部。图16示出了新装置的这种实施例

1000A，该实施例使用图15A中示出的一个预小束形成部件872来减小由于初级电子束102而

产生的库仑效应，使用图10中示出的一个可移动聚光透镜610来改变探测点102_1s～102_

3s的电流，使用图4中的一个图像形成部件422来补偿探测点的离轴像差。在与实施例1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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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另一个实施例(这里未示出)中，通过采用图15B中示出的预小束形成部件972，来降

低由于初级电子束102而产生的库仑效应。

[0087] 众所周知，可以通过改变电子源101中的发射器的电势和样本表面7的电势中的一

者或两者，来改变多个小束的着陆能量。然而，因为对源转换单元的对应调节较小，所以仅

改变样本表面7的电势是有利的。

[0088] 总之，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新多束装置，该新多束装置为在灵活变化的观察条件下

观察样本提供高分辨率和高生产能力这两者，因此可以作为半导体制造行业中检查和/或

查核晶片/掩模上的缺陷/粒子的产量管理工具起作用。在新装置中，一个聚光器将初级电

子束准直或大致准直到一个源转换单元中，源转换单元使初级电子束的多个小束朝向一个

物镜的光轴偏转，并且物镜将多个被偏转的小束聚焦到样本表面上，因此在样本表面上形

成多个探测点，其中，多个被偏转的小束的偏转角被调节为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尺寸。可以通

过改变聚光透镜的第一主平面的聚焦能力和位置这两者，来在大范围内改变多个探测点的

电流。为了进一步减小多个探测点的尺寸，可以由源转换单元补偿其离轴像差，并且可以通

过将源转换单元的小束形成部件放置为靠近单个电子源、或使用一个预小束形成部件，来

弱化由于初级电子束而产生的库仑效应。

[0089] 虽然已经关于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说明了本发明，但要理解，可以在不脱离如下

文中所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进行其他修改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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