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765470.6

(22)申请日 2016.08.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24868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2.21

(73)专利权人 中国科学院嘉兴微电子仪器与设

备工程中心

地址 314006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凌公塘

路3339号(嘉兴科技城)

(72)发明人 陈鲁　刘虹遥　马砚忠　张朝前　

杨乐　路鑫超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华沛德权律师事务所 

11302

代理人 房德权

(51)Int.Cl.

G01N 21/9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018258 A,2013.04.03,

CN 103748454 A,2014.04.23,

CN 102759533 A,2012.10.31,

CN 102023168 A,2011.04.20,

US 2010225907 A1,2010.09.09,

JP H1092890 A,1998.04.10,

JP 2015008062 A,2015.01.15,

张楠 等.一种基于光散射原理在线测量晶

圆表面质量的方法.《传感器与微系统》.2007,第

26卷(第8期),第104-106页.

TAO YANG et al..“Detection of defects 

on the surface of a semiconductor by 

terahertz surface plasmon polaritons.

《Applied Optics》.2016,第55卷(第15期),摘

要、第5-6节、图4-5.

审查员 王丽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晶圆检测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

种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包括：采

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转换

为数字信号；按照时序将数字信号中的数据存入

缓冲区，直至数据达到指定数目；对缓冲区的数

据进行时域处理及频域处理；查找时域信号及频

域信号，将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合并判断后上传

至上位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

号提取方法，提高了晶圆检测装置检测的模拟信

号的提取效率，对提取的晶圆信号中的数据处理

更为稳定、准确以及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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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采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将所述晶圆检测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按照时序将所述数字信号中的数据存入缓冲区；

取用所述缓冲区的所述数据，对所述缓冲区的所述数据进行时域处理及频域处理；

查找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将所述时域信号及所述频域信号合并判断后上传至上位

机；

其中，所述按照时序将所述数字信号中的所述数据存入缓冲区，包括：

按照时序将所述数字信号中的所述数据抽取为至少两个长度片段；

将不同的所述片段分别存储于不同的数据组中，以及将所述数据组存储于所述缓冲

区；

设置与所述数据组对应数量的窗口；

在所述窗口内存储所述片段的循环参数，循环参数为时域处理和频域处理所需的参

数；

所述数据组内的片段通过窗口查找表查找对应的所述窗口，并获得对应的片段的循环

参数。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取用所述

缓冲区的数据，包括：

窗口查找表控制时间段计数器的计数值，按照时序启动不同标号的数据组；

将启用的数据组内的数据进行时域及频域处理。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时域处

理，包括：

标记所述数据所在数据组的编号；

通过窗口查找表获得数据组对应的窗口内的循环参数；

寻找所在数据组内所述数据的最大值；

将所述数据的最大值与给定的时域阈值比较，若大于所述时域阈值，则将所述最大值

作为所在窗口的时域信号临时存储。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频域处理，包括：

标记所述数据所在数据组的窗口号；

通过窗口查找表获得数据组对应的窗口内的循环参数；

对所述数据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频域分布；

将频段强度的最大值与给定的频域阈值比较，若大于所述频域阈值，则将频段强度的

最大值作为所在窗口的频域信号临时存储。

5.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将所述时域信号及所述频域信号合并判断后上传至上位机，包括：

当所述时域信号与所述频域信号同时存在时，则判定当前窗口对应的晶圆位置处存在

大尺寸颗粒，同时将所述时域信号存储并上传至所述上位机；

当仅存在所述频域信号时，则判定当前窗口对应的晶圆位置处存在小尺寸颗粒，同时

将所述频域信号存储并上传至所述上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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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述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均不存在时，则判定当前窗口对应的晶圆位置处不存在颗

粒；

当仅存在所述时域信号时，则判定检测结果异常，将所述时域信号数据存储并在错误

存储区标记当前的窗口号。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在所述数字信号中引入时钟信号，用于进行时钟控制。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采集晶圆检测

模拟信号时，所述模拟信号的单位采集容量为14bit，采集频率为500MHz。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窗口查找

表及所述窗口存储于DDR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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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晶圆检测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晶圆生长是半导体产业的基础，由于受到材料、设备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晶

圆表面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颗粒污染，因此如何通过检测颗粒污染的数量、密度等指标来保

证晶圆的正常生长已经成为关键环节。利用光散射的扫描式检测方法具有快速、无附加污

染等优势，是目前半导体行业进行晶圆全面检测的主要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小光斑

斜入射照射至晶圆表面，由于晶圆表面十分光滑，当光斑照射处没有污染时，入射光将全部

以相同角度从另一侧反射出去；当存在污染时将发生散射，散射光从四周扩展，散射光强取

决于污染的尺寸及折射率，通过利用激光依次扫描整个晶圆表面，便可实现晶圆检测。由于

晶圆上污染尺寸较小时，散射光十分微弱，因此如何提高检测灵敏度是此方法的主要挑战。

目前出现的晶圆检测方法以及晶圆检测装置的主要原理是利用合成光强周期分布的光斑

实现散射信号的周期调制，使信号集中至某个特定频率处，由于系统噪声在宽谱内近均匀

分布，通过在特定频率附近进行信号分析消除部分噪声的影响以提高灵敏度，但是对于晶

圆检测装置检测的模拟信号提取及处理方法尚未出现。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通过提供一种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提高了晶圆检测装置检

测的模拟信号的提取效率，对提取的晶圆信号的处理更为稳定、灵敏，保证了数据处理的准

确性。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包括：

[0005] 采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将所述晶圆检测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0006] 按照时序将所述数字信号中的数据存入缓冲区；

[0007] 取用所述缓冲区的所述数据，对所述缓冲区的所述数据进行时域处理及频域处

理；

[0008] 查找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将所述时域信号及所述频域信号合并判断后上传至上

位机。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按照时序将所述数字信号中的所述数据存入缓冲区，包括：

[0010] 按照时序将所述数字信号中的所述数据抽取为至少两个长度片段；

[0011] 将不同的所述片段分别存储于不同的数据组中，以及将所述数据组存储于所述缓

冲区。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取用所述缓冲区的数据，包括：

[0013] 窗口查找表控制时间段计数器的计数值，按照时序启动不同标号的数据组；

[0014] 将启用的数据组内的数据进行时域及频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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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地，所述按照时序将所述数字信号中的所述数据存入缓冲区，还包括：

[0016] 设置与所述数据组对应数量的窗口；

[0017] 在所述窗口内存储所述片段的循环参数；

[0018] 所述数据组内的片段通过窗口查找表查找对应的所述窗口，并获得对应的片段的

循环参数。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时域处理，包括：

[0020] 标记所述数据所在数据组的编号；

[0021] 通过窗口查找表获得数据组对应的窗口内的循环参数；

[0022] 寻找所在数据组内所述数据的最大值；

[0023] 将所述数据的最大值与给定的时域阈值比较，若大于所述时域阈值，则将所述最

大值作为所在窗口的时域信号临时存储。

[0024] 进一步地，所述频域处理，包括：

[0025] 标记所述数据所在数据组的窗口号；

[0026] 通过窗口查找表获得数据组对应的窗口内的循环参数；

[0027] 对所述数据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频域分布；

[0028] 将频段强度的最大值与给定的频域阈值比较，若大于所述频域阈值，则将频段强

度的最大值作为所在窗口的频域信号临时存储。

[0029] 进一步地，所述将所述时域信号及所述频域信号合并判断后上传至上位机，包括：

[0030] 当所述时域信号与所述频域信号同时存在时，则判定当前窗口对应的晶圆位置处

存在大尺寸颗粒，同时将所述时域信号存储并上传至所述上位机；

[0031] 当仅存在所述频域信号时，则判定当前窗口对应的晶圆位置处存在小尺寸颗粒，

同时将所述频域信号存储并上传至所述上位机；

[0032] 当所述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均不存在时，则判定当前窗口对应的晶圆位置处不存

在颗粒；

[0033] 当仅存在所述时域信号时，则判定检测结果异常，将所述时域信号数据存储并在

错误存储区标记当前的窗口号。

[0034] 进一步地，还包括：

[0035] 在所述数字信号中引入时钟信号，用于进行时钟控制。

[0036] 进一步地，采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时，所述模拟信号的单位采集容量为14bit，采

集频率为500MHz。

[0037] 进一步地，所述窗口查找表及所述窗口存储于DDR3中。

[003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或多种技术方案，至少具备以下有益效果或优点：

[003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及装置，改该方法按照时序将将数字

信号中的数据存入缓冲区；将缓冲区的数据送入FPGA芯片进行时域及频域处理；查找时域

信号及频域信号，将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合并判断后上传至上位机。按照时序将数字信号

中的数据存入缓冲区，再从缓冲区取用数据进行时域及频域处理，提高了晶圆检测装置检

测的模拟信号的提取效率，对提取的晶圆信号中的数据处理更为稳定、准确。

[004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及装置，设置有用于存储循环参数的

多个窗口，每个窗口相对独立，便于对不同的循环参数进行修改而不影响其他窗口，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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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处理效率。

附图说明

[004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本发明实施例通过提供一种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提高了晶圆检测

装置检测的模拟信号的提取效率，对提取的晶圆信号的处理更为稳定、灵敏，保证了数据处

理的准确性。

[0043] 参见图1，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包括：

[0044] 步骤S1、采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步骤S1具

体包括：步骤S11、从晶圆检测装置采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转换为数

字信号。采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时，模拟信号的单位采集容量为14bit，采集频率为500MHz。

[0045] 步骤S2、按照时序将数字信号中的数据存入缓冲区，直至数据达到指定数目。步骤

S2具体包括：步骤S21、按照时序将数字信号中的数据抽取为至少两个长度片段。步骤S22、

将不同的片段分别存储于不同的数据组中，标记每个数据组的编号，以及将数据组存储于

缓冲区。步骤S23、设置与数据组对应数量的窗口；在窗口内存储片段的循环参数；数据组内

的片段通过窗口查找表查找对应的窗口，并获得对应的片段的循环参数。其中，窗口查找表

及窗口存储于DDR3中，窗口查找表定义总窗口个数、窗口号、窗口长度(即FFT长度)、窗口时

间段(即定义何时启动窗口)、时域门限值、分频比及频域窗口位置。步骤S24、检测数据是否

达到指定的数目。步骤S25、当检测到数据达到指定数目时，停止向缓冲区存入数据。

[0046] 步骤S3、取用缓冲区的数据，对缓冲区的数据进行时域处理及频域处理。步骤S3具

体包括：步骤S31、窗口查找表通过FIFO实时控制时间段计数器的计数值，按照时序启动不

同标号的数据组。步骤S32、标记数据所在数据组的编号，通过窗口查找表获得数据组对应

的窗口内的循环参数，寻找所在数据组内数据的最大值；将数据的最大值与给定的时域阈

值比较，若大于时域阈值，则将最大值作为所在窗口的时域信号临时存储。步骤33、标记数

据所在数据组的编号，通过窗口查找表获得数据组对应的窗口内的循环参数，对数据进行

傅里叶变换得到频域分布；将频段强度的最大值与给定的频域阈值比较，若大于频域阈值，

则将频段强度的最大值作为所在窗口的频域信号临时存储。

[0047] 步骤S4、查找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将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合并判断后上传至上

位机。步骤S4具体包括步骤S41、查找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步骤S42、当时域信号与频域信

号同时存在时，则判定当前窗口对应的晶圆位置处存在大尺寸颗粒，同时将时域信号存储

并上传至上位机；当仅存在频域信号时，则判定当前窗口对应的晶圆位置处存在小尺寸颗

粒，同时将频域信号存储并上传至上位机；当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均不存在时，则判定当前

窗口对应的晶圆位置处不存在颗粒；当仅存在时域信号时，则判定检测结果异常，将时域信

号数据存储并在错误存储区标记当前的数据组编号。

[0048] 步骤S5、在数字信号中引入时钟信号，用于进行时钟控制。

[0049]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进行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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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本实施例中，将晶圆的扫描区域分为50个区域，50个扫描区域对于50个不同的晶

圆线速度，本实施例提供的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包括：

[0051] 从晶圆检测装置采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采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时，模拟信号的单位采集容量为14bit，采集频率为500MHz。

[0052] 按照时序将数字信号中的数据抽取为50个长度片段。

[0053] 将不同的片段分别存储于不同的数据组中，50个长度片段分别对应50个数据组，

50个数据组分别进行标号；在时序排列上，后一窗口的前端1/2的数据与前一窗口的后端的

数据重复；同时将50个数据组存储于缓冲区。

[0054] 设置50个与数据组一一对应的窗口；分别在50个窗口内存储长度片段的循环参

数；数据组内的长度片段通过窗口查找表查找对应的窗口，并获得对应的片段的循环参数。

其中，窗口查找表及窗口存储于DDR3中。

[0055] 检测数据是否达到指定的50个长度片段。

[0056] 当检测到数据达到指定的50个长度片段时，停止向缓冲区存入数据。

[0057] 窗口查找表通过FIFO实时控制时间段计数器的计数值，按照时序启动不同标号的

数据组，窗口查找表通过FIFO实时控制其他功能模块工作。

[0058] 标记数据所在数据组的编号，通过窗口查找表获得数据组对应的窗口内的循环参

数(该循环参数为时域处理所需的参数)，寻找所在窗口内数据的最大值；将数据的最大值

与给定的时域阈值比较，若大于时域阈值，则将最大值作为所在窗口的时域信号临时存储。

[0059] 标记数据所在数据组的编号，通过窗口查找表获得数据组对应的窗口内的循环参

数(该循环参数为频域处理所需的参数)，对数据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频域分布；将频段强

度的最大值与给定的频域阈值比较，若大于时域阈值，则将频段强度的最大值作为所在窗

口的频域信号临时存储。

[0060] 从临时存储区域查找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

[0061] 当时域信号与频域信号同时存在时，则判定当前窗口对应的晶圆位置处存在大尺

寸颗粒，同时将时域信号存储并上传至上位机；当仅存在频域信号时，则判定当前窗口对应

的晶圆位置处存在小尺寸颗粒况，同时将频域信号存储并上传至上位机；当时域信号及频

域信号均不存在时，则判定当前窗口对应的晶圆位置处不存在颗粒；当仅存在时域信号时，

则判定检测结果异常，将时域信号数据存储并在错误存储区标记当前的窗口号。

[0062] 在数字信号中引入时钟信号，用于进行时钟控制。

[0063]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基于FPGA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装置，包括：

[0064] 信号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

号。其中，信号采集单元包括：模拟信号采集模块及模数转换模块。模拟信号采集模块用于

从晶圆检测装置采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模数转换模块用于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转换为数

字信号。采集晶圆检测模拟信号时，模拟信号的单位采集容量为14bit，采集频率为500MHz。

[0065] 数据抽取单元，按照时序将数字信号中的数据存入缓冲区，直至数据达到指定数

目。其中，数据抽取单元包括：时序数据抽取模块、存储模块、窗口设置模块及检测模块。时

序数据抽取模块用于按照时序将数字信号中的数据抽取为至少两个长度片段。存储模块用

于将不同的片段分别存储于不同的数据组中，标记每个数据组的窗口号，以及将数据组存

储于缓冲区。窗口设置模块用于设置与数据组对应数量的窗口；在窗口内存储片段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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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数据组内的片段通过窗口查找表查找对应的窗口，并获得对应的片段的循环参数。其

中，窗口查找表及窗口存储于DDR3中，窗口查找表定义总窗口个数、窗口号、窗口长度(FFT

长度)、窗口时间段(定义何时启动窗口)、时域门限值、分频比及频域窗口位置。检测模块用

于检测数据是否达到指定的数目；当检测到数据达到指定数目时，停止向缓冲区存入数据。

[0066] 查找单元，取用缓冲区的数据，对缓冲区的数据进行时域处理及频域处理。其中，

查找单元包括：窗口启动模块，窗口查找表通过FIFO实时控制时间段计数器的计数值，按照

时序启动不同标号的数据组；以及将启用的数据组内的数据送入时域处理模块及频域处理

模块进行时域处理及频域处理。时域处理模块用于标记数据所在数据组的编号，通过窗口

查找表获得数据组对应的窗口内的循环参数(该循环参数为时域处理所需的参数)，寻找所

在窗口内数据的最大值；将数据的最大值与给定的时域阈值比较，若大于时域阈值，则将最

大值作为所在窗口的时域信号临时存储。频域处理模块用于标记数据所在数据组的编号，

通过窗口查找表获得数据组对应的窗口内的循环参数(该循环参数为频域处理所需的参

数)，对数据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频域分布；将频段强度的最大值与给定的频域阈值比较，

若大于时域阈值，则将频段强度的最大值作为所在窗口的频域信号临时存储。

[0067] 判断单元，查找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将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合并判断后上传至

上位机。其中，判断单元包括：信号查找模块及信号判断模块。信号查找模块用于查找时域

信号及频域信号。信号判断模块用于当时域信号与频域信号同时存在时，则判定当前窗口

对应的晶圆位置处存在大尺寸颗粒，同时将时域信号存储并上传至上位机；当仅存在频域

信号时，则判定当前窗口对应的晶圆位置处存在小尺寸颗粒况，同时将频域信号存储并上

传至上位机；当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均不存在时，则判定当前窗口对应的晶圆位置处不存

在颗粒；当仅存在时域信号时，则判定检测结果异常，将时域信号数据存储并在错误存储区

标记当前的窗口号。

[0068] 时钟单元，在数字信号中引入时钟信号，用于进行时钟控制。

[006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或多种技术方案，至少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7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及装置，改该方法按照时序将将数字

信号中的数据存入缓冲区；将缓冲区的数据送入FPGA芯片进行时域及频域处理；查找时域

信号及频域信号，将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合并判断后上传至上位机。按照时序将数字信号

中的数据存入缓冲区，再从缓冲区取用数据进行时域及频域处理，提高了晶圆检测装置检

测的模拟信号的提取效率，对提取的晶圆信号中的数据处理更为稳定、准确。

[0071]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及装置，设置有用于存储循环参数的

多个窗口，每个窗口相对独立，便于对不同的循环参数进行修改而不影响其他窗口，提高了

数据的处理效率。

[007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晶圆检测信号提取方法及装置，采集到每一段数据不止分配

至一个窗口进行信号提取，除排在首端的窗口外，每个窗口前端设置一定比例的数据均与

前一个窗口后端数据相同，提高了数据检测的灵敏度。

[0073] 最后所应说明的是，以上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

尽管参照实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其均应涵盖

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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