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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白光干涉的嵌入式三维形貌测量模块

(57)摘要

基于白光干涉的嵌入式三维形貌测量模块，

它涉及精密检测技术领域。它包含照明光源系

统、垂直扫描系统、光学成像系统、数据处理系

统，所述照明光源系统正下方设置有垂直扫描系

统，垂直扫描系统正前方设置有光学成像系统，

垂直扫描系统与光学成像系统通过数据处理系

统数据连接。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有益

效果为：用LED光源代替传统卤素光源，大大减小

了作品自身体积，降低传统光源引起的震动噪声

对测量精度的影响，LED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万

小时，提高采样数据的信噪比。在信号处理阶段，

不仅利用干涉条纹的强弱信息，还利用干涉条纹

的位相信息，使仪器的测量精度以及稳定性得到

极大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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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白光干涉的嵌入式三维形貌测量模块，其特征在于：它包含照明光源系统(1)、

垂直扫描系统(2)、光学成像系统(3)、数据处理系统(4)，所述照明光源系统(1)正下方设置

有垂直扫描系统(2)，垂直扫描系统(2)正前方设置有光学成像系统(3)，垂直扫描系统(2)

与光学成像系统(3)通过数据处理系统(4)数据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白光干涉的嵌入式三维形貌测量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

照明光源系统(1)包含LED光源(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白光干涉的嵌入式三维形貌测量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

垂直扫描系统(2)包含半反半透分光镜(21)、样品(22)、参考镜(23)、闭环压电陶瓷驱动装

置(24)，半反半透分光镜(21)设置在LED光源(11)正下方，半反半透分光镜(21)正后方设置

有样品(22)，半反半透分光镜(21)正下方设置有参考镜(23)，参考镜(23)下端面设置有闭

环压电陶瓷驱动装置(2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白光干涉的嵌入式三维形貌测量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

光学成像系统(3)包含分光镜(31)、CCD相机(32)，分光镜(31)设置在半反半透分光镜(21)

正前方，分光镜(31)正前方设置有CCD相机(3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白光干涉的嵌入式三维形貌测量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

数据处理系统(4)包含计算机(41)，计算机(41)数据连接CCD相机与闭环压电陶瓷驱动装置

(24)。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白光干涉的嵌入式三维形貌测量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

参考镜(23)为显微物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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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白光干涉的嵌入式三维形貌测量模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精密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基于白光干涉的嵌入式三维形貌测量模

块。

背景技术

[0002] 精密检测技术是以测量各种不同样品表面的形状，其测量精度达到0.1纳  米，但

价格昂贵、操作复杂。日本东丽公司也推出其SP500系列产品。欧洲也 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

进行白光干涉仪的研制，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三维形状公  司研制开发出的KORADS18系列。

目前市场上已有的白光干涉仪产品，普遍存在  体积庞大、成本高，不容易推广到中小企业

应用等不足。

[0003] 国内市场也迫切需求三维精密形貌测量仪器。根据SEMI数据显示，在全国半导体

设备市场中，检测设备占整个半导体设备市场空间的4%~6%。以全国8260亿元的半导体设备

销售额测算，半导体检测设备市场价值约为330—500亿元人民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基于白光干涉的嵌入式三维

形貌测量模块，具有精确度高、高稳定性、高性价比、测量效率高、非接触式测量，减少样品

二次损伤等优点。可极大降低检测成本，解决了实际问题。只需数秒，就能观测到表面的三

维轮廓、表面纹理以及包含各类参数的测量结果。具有广阔的应用以及推广前景。具有小型

化、轻量化、低成本化的特点。让更多中小企业也能够使用高端高精度测量仪器，提高企业

的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主要适用半导体表面微缺陷检测、卫星抛物面的镀膜检测、电子产

品的表面检测等方面。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是：它包含照明光源系统1、垂直扫描

系统2、光学成像系统3、数据处理系统4，所述照明光源系统1正下方设置有垂直扫描系统2，

垂直扫描系统2正前方设置有光学成像系统3，垂直扫描系统2与光学成像系统3通过数据处

理系统4数据连接。

[0006] 所述照明光源系统1包含LED光源11。

[0007] 所述垂直扫描系统2包含半反半透分光镜21、样品22、参考镜23、闭环压电陶瓷驱

动装置24，半反半透分光镜21设置在LED光源11正下方，半反半透分光镜21正后方设置有样

品22，半反半透分光镜21正下方设置有参考镜23，参考镜23下端面设置有闭环压电陶瓷驱

动装置24。

[0008] 所述光学成像系统3包含分光镜31、CCD相机32，分光镜31设置在半反半透分光镜

21正前方，分光镜31正前方设置有CCD相机32。

[0009] 所述数据处理系统4包含计算机41，计算机41数据连接CCD相机与闭环压电陶瓷驱

动装置24。

[0010] 所述参考镜23为显微物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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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利用白光干涉原理，测量样品22表面微细形状分布，LED光源

11的照明光束经半反半透分光镜21分成两束光，分别投射到样品22表面和参考镜23表面，

从这两个表面反射的两束光再次通过分光镜31后合成一束光，并由光学成像系统3在CCD相

机32感光面形成两个叠加的像，由于两束光相互干涉，在CCD相机32感光面会观察到明暗相

间的干涉条纹，干涉条纹的亮度取决于两束光的光程差，根据白光干涉条纹明暗度就可以

解析出被测样品的相对高度；通过白光干涉扫描技术进行扫描样品，再利用解析算法进行

样品表面形貌分析，透过扫描系统和解析算法，进行样品表面微细形貌的量测与分析，采用

LED光源和非等间隔采样理论，可瞬时观测到表面三维轮廓，表面显微成像能力与高精度测

量的完美结合，可得出相对准确的测量结果。

[001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有益效果为：用LED光源代替传统卤素光源，大大减

小了作品自身体积，降低传统光源引起的震动噪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LED的使用寿命可以

达到5万小时，降低仪器运行成本；系统连接在一起，减少机械连接，使模块体积减小至原来

的一半，增强抗震能力；采集白光干涉条纹包罗线信息，大大缩短数据采样时间，同时增强

采样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根据干涉条纹的周期性特点，非等间隔采样算法，提高采样数据的

信噪比。在信号处理阶段，不仅利用干涉条纹的强弱信息，还利用干涉条纹的位相信息，使

仪器的测量精度以及稳定性得到极大地改善。

附图说明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原理示意框图；

图2是本发明中典型的白光干涉条纹强度分布图；

图3是本发明的控制流程示意框图。

[0015] 附图标记说明：照明光源系统1、垂直扫描系统2、光学成像系统3、数据处理系统4、

LED光源11、半反半透分光镜21、样品22、参考镜23、闭环压电陶瓷驱动装置24、分光镜31、

CCD相机32、计算机41。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参看图1-图3所示，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它包含照明光源系统1、垂

直扫描系统2、光学成像系统3、数据处理系统4，所述照明光源系统1正下方设置有垂直扫描

系统2，垂直扫描系统2正前方设置有光学成像系统3，垂直扫描系统2与光学成像系统3通过

数据处理系统4数据连接。垂直扫描系统2采用纵向紧密扫描器件用控制软件，数据处理系

统4采用数据解析软件、用户界面应用程序软件，光学成像系统3采用数字图像信号的实时

采集软件，减少机械连接，使模块体积减小至原来的一半，增强抗震能力，系统集成使用的

是精密机械加工工艺，使集成器件小型化，并且光学结构一体化使各元器件集成度高，抗震

能力强，光学成像系统3实现自动聚焦功能，通过白光干涉条纹出现的位置，解析出参考镜

23的焦点位置，自动聚焦时间和专用自动聚焦系统相当，目前主要有两种白光干涉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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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算法：一种是低通滤波器算法，另一种是傅立叶变换算法，相关运算不易受噪声信号的

影响，解析精度比较高。为了提高采样数据的信噪比，在采样时直接采集白光干涉条纹包罗

线信息，减少测量周期，缩短数据采样时间。通过Nyquist采样定理，对采样数据进行局部平

均处理，同一范围剔除高频噪声，对有用信号进行平均取值，增强仪器本身抗干扰能力。此

外还通过一种相关算法，通过非等间隔采样，取移动平均值，使得成像更加平缓。

[0017] 所述照明光源系统1包含LED光源11。在光源结构上，用LED光源11代替传统的卤素

光源，使三维形貌测量模块小型化、低成本化。目前已有的三维形貌测量模块大多数使用的

是卤素光源，卤素光源为热辐射光源，主光源体工作温度超过100℃，元器件工作的温度最

高达70℃，所以工作过程中需用风扇散热，导致光源结构体积大、有震动。但是LED光源11是

通过发光二极管照明，通过铝挤式散热片散热，且电光转换效率极高，所以具有体积小，仅

为卤素光源体积的十分之一、无震动、成本低等特点。

[0018] 所述垂直扫描系统2包含半反半透分光镜21、样品22、参考镜23、闭环压电陶瓷驱

动装置24，半反半透分光镜21设置在LED光源11正下方，半反半透分光镜21正后方设置有样

品22，半反半透分光镜21正下方设置有参考镜23，参考镜23下端面设置有闭环压电陶瓷驱

动装置24。闭环压电陶瓷驱动装置24为可编程数字信号处理模块，保证闭环压电陶瓷驱动

装置24匀速动作，参考镜23匀速直线运动，在数据采样过程中，控制参考镜23作匀速直线运

动，并在相应位置点采样数据，和现在一般采用步进方式扫描相比较，匀速直线扫描方式有

效抑制参考镜23的随机位移飘动，闭环压电陶瓷驱动装置24的精密移动是由数字信号控

制，降低控制信号传输过程中信号失真。

[0019] 所述光学成像系统3包含分光镜31、CCD相机32，分光镜31设置在半反半透分光镜

21正前方，分光镜31正前方设置有CCD相机32。

[0020] 所述数据处理系统4包含计算机41，计算机41数据连接CCD相机与闭环压电陶瓷驱

动装置24。

[0021] 所述参考镜23为显微物镜。

[002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利用白光干涉原理，测量样品22表面微细形状分布，LED光源

11的照明光束经半反半透分光镜21分成两束光，分别投射到样品22表面和参考镜23表面，

从这两个表面反射的两束光再次通过分光镜31后合成一束光，并由光学成像系统3在CCD相

机32感光面形成两个叠加的像，由于两束光相互干涉，在CCD相机32感光面会观察到明暗相

间的干涉条纹，干涉条纹的亮度取决于两束光的光程差，根据白光干涉条纹明暗度就可以

解析出被测样品的相对高度；通过白光干涉扫描技术进行扫描样品，再利用解析算法进行

样品表面形貌分析，透过扫描系统和解析算法，进行样品表面微细形貌的量测与分析，采用

LED光源和非等间隔采样理论，可瞬时观测到表面三维轮廓，表面显微成像能力与高精度测

量的完美结合，可得出相对准确的测量结果。

[0023] 利用白光干涉原理，测量样品22表面微细形状分布，LED光源11的照明光束经半反

半透分光镜21分成两束光，分别投射到样品22表面和参考镜23表面，从这两个表面反射的

两束光再次通过分光镜31后合成一束光，并由光学成像系统3在CCD相机32感光面形成两个

叠加的像，由于两束光相互干涉，在CCD相机32感光面会观察到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干涉

条纹的亮度取决于两束光的光程差，根据白光干涉条纹明暗度就可以解析出被测样品的相

对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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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白光干涉条纹可以认为是各个单色光所形成的干涉条纹的线性叠加，最终形成的

干涉条纹强度由下式决定：

其中I（λ）代表单色光的干涉条纹强度分布。用公式表示为：

公式中△Z表示参与干涉两束光的光程差，其大小可以通过移动参考镜23位置加以改

变，当两束光的光程差相同时，各单色光干涉条纹具有相同的位相，最终合成的白光干涉条

纹强度最大。

[0025] 随着两束光的光程出现差别时，各单色光的位相也相应出现差别，导致白光干涉

条纹的强度降低，直至最后消失，采用闭环压电陶瓷驱动装置24驱动参考镜23上下移动来

改变两束光之间的光程，闭环压电陶瓷驱动装置24可以保证0.1nm的移动精度。

[0026] 一般而言，完成一次测量，需要采集数百幅甚至上千幅数据，所需时间最长达到数

十秒。提出一种高速数据采集方法，利用数十幅图像，解析样品的三维形貌。

[0027] 白光干涉条纹信号是振幅受到调制的余玄函数，振幅调制信号与光源的光谱分布

相关，一般为高斯函数分布。高斯函数分布中心由样品的高度来决定。所以，根据高斯函数

分布重心，可以唯一确定样品的高度。借用无线通信术语，余玄函数可以认为载频，高斯分

布函数为调制信号。另外，高斯函数分布也可以称作余玄函数的包罗线分布。

[0028] 为了得到高斯函数分布，首先得到调幅余玄函数。所以，采样间隔不能大于余玄函

数周期的一半。也就是说，“采样间隔必须小于干涉条纹间隔的一半”。一般而言，采样间隔

的大小等于余玄函数周期的一半时，比较合理。采集到的数据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过滤去

高频的余玄函数，得到变化比较缓慢的高斯函数分布。

[0029] 和调幅无线通信信号相比，白光干涉条纹信号所包含的调制信号（高斯分布函数）

是固定的，而且余玄函数的周期也是已知的。根据这两个已知项，我们提出一种非等间隔采

样算法，直接采集高斯分布函数的信号。根据高斯分布函数的中心位置，进一步求出待测样

品的高度。和低通滤波器解析算法相比，我们所提出的算法，具有采样时间短、抗噪声能力

强以及信号的信噪比高等特征。

[003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有益效果为：用LED光源代替传统卤素光源，大大减

小了作品自身体积，降低传统光源引起的震动噪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LED的使用寿命可以

达到5万小时，降低仪器运行成本；系统连接在一起，减少机械连接，使模块体积减小至原来

的一半，增强抗震能力；采集白光干涉条纹包罗线信息，大大缩短数据采样时间，同时增强

采样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根据干涉条纹的周期性特点，非等间隔采样算法，提高采样数据的

信噪比。在信号处理阶段，不仅利用干涉条纹的强弱信息，还利用干涉条纹的位相信息，使

仪器的测量精度以及稳定性得到极大地改善。

[0031] 产品特点：非接触式、高稳定性、高速率测量、大面积测量、小型化、轻量化、低成本

化，高精度检测：垂直重复测量精度可达1nm垂直解析度可达0.1nm、水平解析度可达0.1μm；

大面积测量：自动缝合技术实现大面积高精度测量，测量面积由100um扩大到4mm。小型化、

轻量化、低成本化：长30×宽40×高50cm，重量仅为2.6kg，该尺寸大约是美国Zygo公司同类

设备的四分之一。和美国Zygo公司同类设备的价格（150万/台）相比，我们仪器的价格大约

为15万/台。

[0032]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垂直扫描范围0-4mm；标准垂直扫描速度为13um/s，最高扫描

速度可达97um/s；垂直分辨率0.1nm，垂直测量精度<1nm；平面测量精度为0.43um；台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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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达到10次测量结果的标准偏差不大于标准台阶高度的0.1%。

[0033] 可广泛应用于半导体硅片器件和集成电路、MEMS基板、硬盘盘片和磁头、太阳能电

池面板等样品的表面三维立体微细形状结构。

[0034] 和已有的三维形貌测量仪器相比，该项目作品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等优

势。整个模块的外形尺寸为长30×宽40×高50cm，重量仅仅为2.6Kg。该尺寸大约是美国

Zygo公司同类设备的四分之一。和美国Zygo公司同类设备的价格（150万/台）相比，我们仪

器的价格大约为15万/台。该模块也易于通过设立区域代理商的方式，完成客户的远程检测

需求，以及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仪器的定制化生产，降低半导体或精密加工企业的检测费用，

让更多中小企业也能够使用高端高精度测量仪器，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

[0035] 以上所述，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它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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