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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晶片扫描系统，其包含用来

减小有效光点大小的成像收集光学器件。较小光

点大小使由表面散射的光子的数目与所述光点

的面积成比例地减小。空气散射也减少。TDI用来

基于在晶片的线运动的方向上积分的多个图像

信号产生晶片图像。照明系统用光泛射所述晶

片，且产生所述光点的任务被指派给所述成像收

集光学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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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检验半导体晶片的方法，其包括：

用照明场照明安置在R-θ载台上的移动晶片；

收集来自所述移动晶片的光；

在旋转扫描期间从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接收第一图像流且使所述第一图像流延迟达

对应于所述移动晶片的线速度的持续时间；及

对经延迟的所述第一图像流进行积分以产生第一晶片图像，

其中：

所述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包括对应于所述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的长尺寸的区段的一

或多个读出元件，所述一或多个读出元件中的每一者与时钟相关联，所述一或多个读出元

件的第一读出元件与所述第一图像流相关联；且

与所述第一读出元件相关联的第一时钟信号经配置以减少由线速度速差引起的模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

照明所述移动晶片包括以某个角度照明所述移动晶片；且

收集所述光包括排除非散射光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增强所述第一图像流，其中所述第一图像

流需要高灵敏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

将经收集的所述光分离成第二图像流；

通过时间延迟积分电荷耦合装置接收所述第二图像流；及

对经延迟的所述第二图像流进行积分以产生第二晶片图像，

其中与所述第二图像流相关联的第二时钟信号经配置以减少由线速度速差引起的模

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用离散增强器或电子轰击装置增强所述

第一图像流及所述第二图像流中的至少一者。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分析所述第一图像流及所述第二图像流

中的至少一者以检测所述移动晶片中的缺陷。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相同的所述时间延迟积分电荷耦合装置的单

独部分接收所述第一图像流及第二图像流。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反转所述第二图像，其中所述第一图像流

对应于第一晶片移动方向且所述第二图像流对应于相反方向。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基于TDI距所述移动晶片的旋转轴的距离

调整窄照明场的强度。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时钟信号包括变化的频率，所述频率对

应于在旋转周期的不同部分期间时间延迟积分电荷耦合装置相对于所述移动晶片的线速

度速差。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照明所述移动晶片包括通过衍射光学元件或者两

个或更多个重叠高斯光点中的至少一者产生顶帽形照明图案。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照明场包括平顶轮廓。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照明场包括高斯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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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照明场包括超高斯轮廓。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移动晶片未经图案化。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移动晶片经图案化。

17.一种晶片检验设备，其包括：

包含照明源的照明系统，所述照明系统经配置以照明移动晶片的场；

包括一或多个透镜的图像收集设备，所述图像收集设备经配置以收集来自所述移动晶

片的光；

光束分离器，其经配置以将经收集的所述光分离成第一图像流及第二图像流；

第一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其经配置以接收所述第一图像流且使所述第一图像流延迟

达对应于所述移动晶片的线速度的持续时间，所述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包括与所述第一图

像流相关联的至少一个读出元件，所述至少一个读出元件对应于所述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

的长尺寸的区段，且所述至少一个读出元件与经配置以减少由线速度速差引起的模糊的时

钟相关联；

第二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其经配置以接收所述第二图像流且使所述第二图像流延迟

达对应于所述移动晶片的线速度的持续时间；及

图像处理计算机，其经配置以从经延迟的所述第一图像流产生第一晶片图像且从经延

迟的所述第二图像流产生第二晶片图像。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照明系统经配置以按某个角度照明所述移

动晶片，且其中所述图像收集设备的所述一或多个透镜经配置以排除非散射光子。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照明系统的所述照明源包括一或多个激光

器。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一或多个激光器中的每一者经配置以在不

同波长下操作。

21.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照明系统经配置以按介于60°与85°之间的

角度照明所述移动晶片。

22.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图像收集设备包括基于折射的收集系统。

23.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图像收集设备包括基于折反射的收集系统。

24.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设备，其进一步包括一或多个增强器，所述一或多个增强器

中的每一者经配置以增强所述第一图像流及所述第二图像流中的一或多者。

25.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照明系统经配置以基于TDI距所述移动晶片

的旋转轴的距离调整窄照明场的强度。

26.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照明系统经配置以控制所发射光的偏光。

27.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图像收集设备经配置以基于偏光滤光所述

经收集的所述光。

2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第一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与第一放大相关

联。

29.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第二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与第二放大相关

联。

30.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移动晶片未经图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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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移动晶片经图案化。

32.一种晶片成像装置，其包括：

照明构件，其用于照明移动晶片；

包括一或多个透镜的图像收集设备，所述图像收集设备经配置以收集来自所述移动晶

片的散射光；

光束分离构件，其用于将经收集的所述散射光分离成第一图像流及第二图像流；

第一时间延迟成像构件，其用于接收所述第一图像流且使所述第一图像流延迟达对应

于所述移动晶片的线速度的持续时间，所述第一时间延迟成像构件包括与所述第一图像流

相关联的至少一个读出元件，所述至少一个读出元件对应于所述第一时间延迟成像构件的

长尺寸的区段，且所述至少一个读出元件与经配置以减少由线速度速差引起的模糊的时钟

相关联；

第二时间延迟成像构件，其用于接收所述第二图像流且使所述第二图像流延迟达对应

于所述移动晶片的线速度的持续时间；及

图像处理构件，其用于基于经延迟的所述第一图像流产生第一晶片图像且基于经延迟

的所述第二图像流产生第二晶片图像。

33.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装置，其中：

所述照明构件经配置以按某个角度照明所述移动晶片；且

所述图像收集设备经配置以排除非散射光子。

34.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装置，其进一步包括用于增强所述第一图像流的增强构件。

35.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装置，其中：

所述光束分离构件进一步经配置以将所述经收集的所述散射光分离成第三图像流；

所述第一时间延迟成像构件进一步经配置以接收所述第三图像流且使所述第三图像

流延迟达对应于所述移动晶片的线速度的持续时间；且

所述图像处理构件进一步经配置以基于所述第三图像流产生第三图像。

36.根据权利要求35所述的装置，其进一步包括处理元件，所述处理元件经配置以接收

且分析所述第一图像流、所述第二图像流及所述第三图像流中的一或多者以检测所述移动

晶片中的缺陷。

37.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照明构件经配置以基于TDI距所述移动晶片

的旋转轴的距离调整窄照明场的强度。

38.根据权利要求35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光束分离构件进一步经配置以将所述经收

集的所述散射光分离成第四图像流。

39.根据权利要求38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光束分离构件进一步经配置以将所述经收

集的所述散射光分离成第五图像流。

40.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光束分离构件进一步经配置以将所述经收

集的所述散射光分离成第六图像流。

41.一种检验半导体晶片的方法，其包括：

用照明场照明安置在R-θ载台上的移动晶片；

收集来自所述移动晶片的光；

在旋转扫描期间从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接收第一图像流且使所述第一图像流延迟达

权　利　要　求　书 3/4 页

4

CN 107110792 B

4



对应于所述移动晶片的线速度的持续时间；及

对经延迟的所述第一图像流进行积分以产生第一晶片图像，

其中：

所述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沿着积分方向并像像素；

所述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包括对应于所述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的长尺寸的区段的一

或多个读出元件，所述一或多个读出元件中的每一者与时钟相关联，所述一或多个读出元

件的第一读出元件与所述第一图像流相关联；且

与所述第一读出元件相关联的第一时钟信号经配置以减少由线速度速差引起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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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场系统中的时间延迟积分传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大体上涉及用于半导体晶片的检验系统，且更特定来说，涉及具有时间延

迟积分(TDI)传感器的检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时间延迟积分(TDI)是产生移动二维对象的连续图像的成像过程。在TDI系统中，

将图像光子转换成像素阵列中的光电荷。随着对象移动，光电荷沿着传感器在像素间平行

于移动轴而移位。通过使光电荷移位速率与对象的速度同步，TDI可对移动对象上的固定位

置处的信号强度进行积分以产生图像。可通过变更图像运动的速度且在移动方向上提供更

多/更少像素来调节总积分时间。

[0003] TDI检验系统可用于检验晶片、掩模及/或光罩(reticle)。常规TDI传感器包含形

成为格栅的大光传感器元件(电荷耦合装置(CCD))阵列。举例来说，常规TDI传感器可形成

为1024x128光传感器元件阵列。为了实现比通过使用常规TDI传感器可提供的灵敏度更高

的灵敏度，可将多个TDI像素布置成子像素偏移图案。传感器交错可有利地增加TDI检验系

统的分辨率及抗混叠(anti-aliasing)能力。

[0004] 在越来越小的科技节点处，可期望在高分辨率下显著放大图像，借此促进缺陷检

测。同时，要求更快速的检验，而不管所检验晶片/掩模/光罩的增加的复杂性。为了完成这

些目标，TDI传感器阵列的大小已增加。

[0005] 新兴半导体制造工艺需要对越来越小的颗粒的灵敏度。当前工具根据检测由例如

异常颗粒的缺陷所散射的光子并区分“缺陷”光子与噪声的原理操作。噪声源包含由晶片表

面及空气散射的“噪声”光子以及由传感器及电子装置添加到信号的硬件噪声。由缺陷散射

的光子越多，那么噪声越少，且越容易检测缺陷。

[0006] 然而，由球形颗粒散射的光子的数目与其直径的6次幂成比例。在相同照明下，

12nm颗粒散射的光子数目是24nm颗粒的大约六十四分之一。增加照明光子的数目由于热损

害阈值而不可取，高于所述热损害阈值，照明光子开始损害表面。

[0007] 现存光点扫描技术已达到检验灵敏度的极限。经图案化应用中的技术具有限制经

图案化应用及未经图案化应用所需的检验速度的具体实施方案细节及技术限制，例如可用

激光功率、光学效率、噪声源及XY载台特定实施方案。

[0008] 因此，存在适于极高分辨率、实时、暗场晶片及光罩检验的设备将是有利的。

发明内容

[0009] 因此，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极高分辨率、实时、暗场晶片及光罩检验的新颖方法及

设备。

[0010] 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中，一种晶片扫描系统包含用来收集散射光的成像收

集光学器件。将经照明晶片区域成像到多像素传感器上导致每一像素接收背景信号的分

率，同时将缺陷信号成像到更少数目个像素上，从而增加所述像素的信号/背景及信号/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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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比。较小光点大小使由表面散射的光子的数目与光点的面积成比例地减少。空气散射也

减少。TDI用来基于在晶片的线运动的方向上积分的多个图像信号产生晶片图像。

[0011] 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中，照明系统用光泛射(flood)晶片，且将产生光点的

任务指派给成像收集光学器件。

[0012] 应理解，前文一般描述及下文详细描述两者仅是示例性的及解释性的，且并不限

制本发明。并入于本说明书中且构成本说明书的一部分的附图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且连同

一般描述一起用来解释原理。

附图说明

[0013] 通过参考附图，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可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众多优点，在附图中：

[0014] 图1展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晶片检验系统的框图；

[0015] 图2A展示TDI装置的图形表示及对应信号图案；

[0016] 图2B展示TDI装置的图形表示及晶片的照明图案；

[0017] 图3展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用于扫描晶片的系统的框图；

[0018] 图4展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用于照明并检验半导体晶片的方法的流程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现将详细参考附图中说明的所揭示标的物。本发明的范围仅受权利要求书限制；

涵盖众多替代物、修改及等效物。为了清楚起见，并未详细描述与实施例相关的技术领域中

已知的技术材料，以避免不必要地致使本描述不清楚。

[0020] 时间延迟积分(TDI)的过程及相关联硬件在下列专利中更全面地作描述：第8,

772,731号美国专利；第8,624,971号美国专利；第7,952,633号美国专利；第7,609,309号美

国专利及第7,227,984号美国专利。此类过程及硬件在下列专利申请公开案中进一步作描

述：第20140158864号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第20140043463号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第

20130270444号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第20100188655号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第

20060103725号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第20130016346号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及第

20040175028号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所有美国专利及公开的美国专利申请案的全文以引

用方式并入本文中。

[0021] 本发明的实施例可允许窄场TDI图像采集。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窄场应被理解为

足以减少模糊的场纵横比。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TDI传感器可经配置以接收窄通道图像

流且将所得时间延迟图像积分成单晶片图像。

[0022] 本发明的实施例可包含图像收集光学器件，所述图像收集光学器件具有高数值孔

径以用于收集来自R-θ载台上的经照明、未经图案化晶片的散射光子。收集散射光子允许暗

场缺陷检测。

[0023] 参考图1，图中展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晶片检验系统的框图。根据本发明

的晶片检验系统包含至少一个照明源100，例如激光器。在一个实施例中，照明源100可包含

在大约157nm到532nm之间操作的二到五十瓦特锁模激光器。照明源100可产生光，所述光经

配置以按所要角度照明晶片122，以确保反射光不被成像收集光学器件108的系统收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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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促成所要照明图案，可通过一或多个光学元件(例如但不限于一或多个透镜、一或多个滤

光片及一或多个光学元件106)转变光。在一个实施例中，照明源100经配置以照明移动晶片

的窄场部分。应注意，照明可包含所属领域中已知的任何照明轮廓。举例来说，照明可包含

但不限于平顶(flat-top)照明轮廓(例如，在一个或两个维度上)、高斯(Gaussian)照明轮

廓、超高斯照明轮廓或任何其它合适照明轮廓。

[0024] 可由成像收集光学器件108的系统收集来自晶片122的散射光，所述系统经配置以

将经收集光引导到无焦点透镜系统110中。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成像收集光学器件

108分辨光点。为了利用成像收集光学器件108，本发明的实施例可包含具有产生高度并行

采集系统的多个像素而非具有单通道光电倍增管(PMT)或其它单通道检测器的TDI  CCD传

感器。

[0025] 应注意，在高品质光学系统中，分辨率接近衍射极限。例如，对于266nm波长光，分

辨率可小于0.2μm。然而，应认识到，大约0.5μm的实际分辨率是可接受的且表示优于光点扫

描技术的实质改善。在一个实施例中，在光点扫描系统的情况中，照明光点可包含由入射角

伸长(1/cos)的倾斜照明。例如，在70°入射角的情况中，伸长因子是2.92；即，沿入射平面的

方向，倾斜照明光点的大小固有地是法线的2.92倍，这允许不比1μm大太多的分辨率。

[0026] 在另一实施例中，照明光点可包含垂直入射激光照明，所述照明以基本上垂直于

晶片表面的角度照射晶片表面。在本文中应注意，倾斜入射照明在晶片的检验中的利用在

第20130016346号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中大体上作描述，所述专利申请公开案的全文以引

用方式并入前文中。

[0027] 在另一实施例中，收集透镜掩模系统112可将经聚焦光划分成多个通道以传递到

TDI元件118。收集透镜掩模系统112可包含用于多达五个通道的光束分离器。举例来说，收

集透镜掩模系统112可包含三个通道。可通过增强器114或收集透镜掩模系统112处的电子

轰击装置增强光感测。

[0028] 在本文中应注意，TDI数据采集允许在高功率及受控照明强度下使用连续波或准

连续波激光。TDI宽度的选择包含由R-θ载台运动引起的几何模糊与照明强度之间的折衷。

在另一实施例中，TDI时钟的调整可用来连续改变单光学配置中的检验。

[0029] 在一个实施例中，可通过使用光学元件106获得顶帽形(tophat)轮廓。在另一实施

例中，可获得其中两个或更多个窄长高斯光点在切向轴上稍微分离但在径向轴上光点大小

重叠达约一半的顶帽形轮廓。就此来说，由TDI积分实行的总计强度导致近顶帽形轮廓。

[0030] 此外，本发明的额外实施例可包含多光点照明。在本文中应注意，可以所属领域中

已知的任何方式实行多光点照明。举例来说，晶片的检验中使用的多光点或“多重拼贴

(multi-patch)”照明在第20130016346号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中详细地作描述，所述专利

申请公开案的全文以引用方式并入前文中。

[0031] 在另一实施例中，收集透镜掩模系统112可将经聚焦、分离光的一或多个通道传递

到增强器114或传感器中继器116。在一个实施例中，增强器114是可切换的且可移出光学路

径且由传感器中继器116取代，使得增强器114仅用于低光层。在另一实施例中，在亮层(例

如极粗糙膜)的情况中，图像直接中继到TDI元件118，使得增强器114的寿命可延长且可避

免增强器114的额外模糊。

[0032] 在本文中应注意，增强器114及传感器中继器116可提供例如5到50光子/光子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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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增益。此外，在增强器114之后通过TDI元件118的光感测可具有在0.2到1.0的范围内的量

子效率。在一个实施例中，TDI元件118经配置用于接收一或多个通道光学流。在一个实施例

中，第一流可具有按TDI元件118的单像素或有限数目个像素取样的光学分辨率。在另一实

施例中，第二流可具有按TDI元件118的单像素或有限数目个像素取样的光学分辨率。在另

一实施例中，第一流及第二流可具有按TDI元件118的不同数目个像素取样的不同光学分辨

率。TDI元件118可包含但不限于接收不同流的单TDI芯片、单独TDI芯片或独立TDI相机。在

另一实施例中，第一流及第二流可具有相同光学分辨率。

[0033] 在一个实施例中，可将来自TDI元件118的信号发送到图像处理计算机120，以从单

独信号流产生多个晶片图像124。在另一实施例中，图像处理计算机120可基于来自检测器

的数据流产生晶片图像124。在一些实施例中，例如可利用从10个到10000个像素中的任一

者，且可利用从100kHz到100Mhz中的任一者的线速率或实现所要晶片处理量的任何线速

率。在本文中应注意，上述值及范围仅出于说明目的而提供且不应被解释为限制本发明。

[0034] 在另一实施例中，在高灵敏度扫描的情况中，晶片122的旋转的线速度可达到大约

0.1m/s。在另一实施例中，在针对晶片的某些半径进行高处理量扫描的情况中，与晶片122

的旋转相关联的线速度可达到100m/s。举例来说，可想象从<0.1m/s到>100m/s的线速度。在

本文中应注意，上述线速度范围仅出于说明目的而提供且不应被解释为限制本发明。

[0035] 虽然本发明的大部分集中于未经图案化晶片的检验，但在本文中应认识到，本发

明的原理及各个实施例可扩展到经图案化晶片的检验。未经图案化晶片的检验在第

20130016346号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详细地作描述中，所述专利申请公开案的全文以引用

方式并入前文中。

[0036] 虽然描述具有某些性质或性质范围的元件，但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可明白，可设

想波长的许多变化、具有各种光学性质的扫描光学器件及元件。举例来说，在TDI元件118的

情况中，针对较高处理量，可在积分方向上并像像素。举另一实例来说，在TDI元件118的情

况中，可将读出时钟设置为不同频率，以适应沿螺旋扫描半径的线速度变化。

[0037] 参考图2A，图中展示TDI  CCD的图形表示及对应信号图案。例如，图中展示经配置

用于晶片202的经照明部分的TDI扫描的TDI  200。举例来说，在具有以选定角度照明晶片的

照明源的系统(如图1中展示)中，TDI  200可经定向使得TDI  200的垂直轴与R-θ扫描的径向

方向重合，且水平轴(其是TDI  200的TDI读出方向208)与r-θ扫描的切向方向重合。在一个

实施例中，与沿径向轴的光强度206相关联的照明轮廓包含顶帽形轮廓，其用于实现沿切向

轴的均匀灵敏度及光强度204。进一步应注意，与光强度206相关联的照明轮廓可包含所属

领域中已知适于提供局限于窄宽度的能量轮廓的合适照明轮廓，例如但不限于高斯轮廓

等。在晶片移动时，来自TDI  200的信号的时间延迟积分经同步使得电荷以与移动晶片相同

的线速度转移。在一个实施例中，TDI  200可包含大约1024个垂直像素及128个水平像素。在

本文中应注意，上述电荷耦合装置的像素的数目仅出于说明目的而提供且不应被解释为限

制本发明。

[0038] 参考图2B，图中展示TDI的图形表示及晶片的照明图案。在一个实施例中，TDI传感

器200扫描旋转晶片。在另一实施例中，与TDI传感器200的长度耦合的旋转方向产生晶片相

对于TDI传感器200的不同部分的线速度速差(disparity)。举例来说，旋转晶片可跨TDI传

感器200中最接近晶片中心的部分中的窄照明场212产生较缓慢线速度，且跨TDI传感器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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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接近晶片边缘的部分中的窄照明场212产生较快速线速度。

[0039] 虽然颗粒在TDI积分方向上移动的线速度取决于颗粒沿TDI传感器200的长度的相

对位置而变化，但在时间延迟积分期间的电荷积分速度跨整个场大体上恒定。线速度相较

于电荷积分速度的差异导致图像模糊及缺陷信号降级。另外，晶片上点的弧路径与时间延

迟积分期间的电荷积分直线之间的差异也导致图像模糊。举例来说，由弧路径207引起的模

糊趋向于占主导地位。

[0040] 在另一实施例中，针对成像系统的像素大小或光学分辨率量测模糊，其优选小于

光学分辨率的分率。在另一实施例中，可用窄照明场212最小化模糊，所述窄照明场212用来

组合TDI传感器200的高光效率与R-θ扫描的高速度以实现高灵敏度及高速晶片检验。在另

一实施例中，成像系统可用朝向晶片中心(在此处归因于小旋转半径，线速度较低且模糊较

强)的较长积分时间来补偿由图像模糊引起的灵敏度损耗。

[0041] 在一个实施例中，TDI传感器200包含多个读出元件216、220，在本文中也称为“分

接头”。在一个实施例中，读出元件216、220中的每一者对应于TDI传感器200的单独部分。在

另一实施例中，可由可变时钟信号214、218驱动读出元件216、220中的每一者或TDI传感器

200中对应于读出元件216、220中的每一者的部分。在一个实施例中，每一可变时钟信号

214、218经配置以在TDI传感器200相对于照明场212的线速度归因于晶片的旋转而变化时

控制到读出元件216、220的读出信号。在另一实施例中，可用第一时钟信号214相较于第二

时钟信号218的变异补偿归因于TDI传感器200的不同部分的距离的线速度差异。

[0042] 在本文中应注意，朝向晶片中心的较长积分时间可导致晶片损坏。因而，可基于

TDI传感器200距晶片的旋转轴的距离调整窄照明场212的强度，以避免晶片损坏。

[0043] 参考图3，图中展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用于扫描晶片的系统的框图。在一

个实施例中，在暗场配置中，用光源以选定角度照明晶片400上的窄长场，使得仅散射光子

由成像收集光学器件402的系统收集。在另一实施例中，与光源相关联的照明光学器件及收

集光学器件402可包含用于控制偏光的光学元件。在另一实施例中，然后将来自成像收集光

学器件402的光束传递到无焦点透镜系统406。在另一实施例中，图3的系统可包含任何额外

光学元件或所属领域中已知的光学元件。举例来说，所述系统可包含但不限于用于将来自

成像收集光学器件402的光束引导到所述系统的额外部分的一组镜。

[0044] 在一个实施例中，可将来自无焦点透镜系统406的光束引导到傅里叶(Fourier)平

面光束分离器407。就此来说，傅里叶平面光束分离器407可将光束分离成多个光学通道。在

一个实施例中，傅里叶平面光束分离器407包含偏光光束滑动立方体及一或多个掩模。

[0045] 在另一实施例中，可将来自光束分离器407的第一光束发送到第一透镜系统408，

所述第一透镜系统408将第一光束聚焦于第一TDI相机416上。在另一实施例中，第一光束可

透射穿过内插在第一透镜系统408与第一电荷耦合装置相机416之间的光束反转元件424。

在另一实施例中，第一TDI相机416可经配置用于第一放大。

[0046] 在另一实施例中，可将来自光束分离器407的第二光束发送到第二透镜系统410，

所述第二透镜系统410将第二光束聚焦于第二TDI相机418上。在另一实施例中，第二光束可

透射穿过中继透镜系统414。在另一实施例中，增强器412可内插在第二透镜系统410与中继

透镜系统414之间以增强原本弱的光束。在另一实施例中，第二TDI相机418可经配置用于不

同于第一放大的第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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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在另一实施例中，可将来自光束分离器407的第三光束发送到第三透镜系统420，

其将所述第三光束聚焦于第三TDI相机422上。在另一实施例中，第一TDI相机416及第三TDI

相机422可为一个组合装置，借此第一光束及第三光束各自聚焦于所述组合装置的一部分

上。举例来说，第一TDI相机416及第三TDI相机422可包含利用单TDI传感器的两侧的分离读

出。在此实施例中，单TDI传感器的一侧随晶片移动，而单TDI传感器的相对侧上的信号以相

反方向移动。

[0048] 在另一实施例中，额外光束可源自光束分离器407。举例来说，从光束分离器407的

另一部分收集的第四光束及从第一光束、第二光束、第三光束或第四光束中的一者的相同

部分收集但具有不同偏光的第五光束。在另一实施例中，第四光束及第五光束可利用现存

耦合装置相机416、418、422，或可相似于第一光束及第三光束共同利用耦合装置相机。

[0049] 在另一实施例中，可利用来自耦合装置相机416、418、422中的至少一者的信号以

通过TDI产生晶片图像。就此来说，在晶片随时间推移而移动时，每一耦合装置相机416、

418、422产生对应于经照明场的信号。

[0050] 参考图4，图中展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用于照明并检验半导体晶片的方

法的流程图。在一个实施例中，用长窄照明场照明600晶片。在另一实施例中，在R-θ载台上

扫描601晶片，其中检验系统将来自移动晶片的散射光子聚集602成光束。在另一实施例中，

然后将光束分离603成多个通道。在另一实施例中，通过第一时间延迟积分电荷耦合装置接

收且延迟604第一光束，通过第二时间延迟积分电荷耦合装置接收且延迟608第二光束，且

通过第三时间延迟积分电荷耦合装置接收且延迟612第三光束。

[0051] 在另一实施例中，来自第一TDI的信号可延迟达对应于移动晶片的线速度的持续

时间。同样地，来自第二TDI的信号可延迟达对应于移动晶片的线速度的持续时间，且来自

第三时间延迟积分电荷耦合装置的信号可延迟达对应于移动晶片的线速度的持续时间。在

另一实施例中，可基于每一TDI传感器像素距晶片的旋转轴的不同距离调整、滤波或以其它

方式转变来自每一信号流的个别信号或个别信号的部分，以补偿归因于跨场的线速度的差

异的模糊。在另一实施例中，可对来自第一信号流的信号进行积分606以形成第一晶片图

像；可对来自第二信号流的信号进行积分610以形成第二晶片图像；且可对来自第三信号流

的信号进行积分614以形成第三晶片图像。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将明白，本发明不限于三个

信号流，且本文中描述的原理适用于包含N个信号流的系统。

[0052] 此外，可通过处理器分析每一信号流以检测缺陷。可个别地或与彼此相关地分析

对应于从经照明晶片收集的散射光的信号流，或通过组合所述信号流进行分析。

[0053] 据信，通过本发明的实施例的前文描述，将理解本发明及其许多伴随优点，且将明

白，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及精神的情况下或在不牺牲本发明的所有材料优点的情况下，

可对本发明的组件的形式、构造及布置作出各种改变。前文中描述的形式仅是本发明的解

释性实施例，所附权利要求书意图涵盖且包含此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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