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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和计算机存

储介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及检

测方法和计算机存储介质，所述晶圆缺陷检测方

法包括：在晶圆缺陷扫描系统上建立网格坐标

系，以扫描获得所述晶圆表面上的各个缺陷以及

各个所述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根据

所述各个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从所

述各个缺陷中筛选出第一类缺陷；从所有的所述

第一类缺陷中筛选出第二类缺陷；预先设定构成

每个所述链式缺陷的缺陷个数，根据所述缺陷个

数从所有的所述第二类缺陷中筛选出链式缺陷；

以及根据筛选出的所述链式缺陷的数量输出所

述链式缺陷的诊断结果。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能对

所述晶圆上的所述链式缺陷进行有效的检测、筛

选，以实现对所述链式缺陷的有效的规格管控。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附图4页

CN 109065467 B

2020.11.13

CN
 1
09
06
54
67
 B



1.一种晶圆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一晶圆缺陷扫描系统上建立网格坐标系，并定义所述网格坐标系的坐标原点；

通过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扫描一待检测的晶圆表面，以获得所述晶圆表面上的各个

缺陷以及各个所述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

根据所述各个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从所述各个缺陷中筛选出临近缺陷，定

义为第一类缺陷；筛选出所述第一类缺陷的步骤包括：遍历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扫描出

的所述晶圆表面上的所有所述缺陷，计算出任意2个所述缺陷之间的距离值Sx，以及，将计

算出的每一个所述距离值Sx与一设定的第一规格值Spec1比较，当所述距离值Sx小于所述第

一规格值Spec1时，所述距离值Sx对应的2个缺陷即为所述第一类缺陷；

从所有的所述第一类缺陷中筛选出连续的临近缺陷，定义为第二类缺陷；筛选出所述

第二类缺陷的步骤包括：遍历所有的所述距离值Sx，计算出任意2个所述距离值Sx之间的偏

差值Dx，以及，将计算出的每一个所述偏差值Dx与一设定的第二规格值Spec2比较，当所述偏

差值Dx小于所述第二规格值Spec2时，所述偏差值Dx对应的3个缺陷即为所述第二类缺陷；以

及，

预先设定构成每个链式缺陷的缺陷个数，根据所述缺陷个数从所有的所述第二类缺陷

中筛选出链式缺陷；筛选出所述链式缺陷的步骤包括：定义所述缺陷个数为m，将所有的所

述第二类缺陷中的任意m个顺次连接且得到的连接线任意两条不交叉，以得到m-2个线夹角

值Ax，以及，将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与一设定的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比较，当所述m-2个

线夹角值Ax均符合所述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时，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对应的m个所述第

二类缺陷即构成所述链式缺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晶圆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

为175°～185°。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晶圆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根据筛选出的所述链式

缺陷的数量来输出所述链式缺陷的诊断结果。

4.一种计算机存储介质，其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程序被处理

器执行时实现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晶圆缺陷检测方法。

5.一种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坐标获取单元，用于与一晶圆缺陷扫描系统建立连接，以在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上

建立网格坐标系并定义出所述网格坐标系的坐标原点，以及获取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扫

描出的一待检测的晶圆表面上的各个缺陷以及各个所述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

第一筛选单元，用于根据所述坐标获取单元得到的所述晶圆表面上的各个缺陷在所述

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从所述晶圆表面上的各个缺陷中筛选出临近缺陷，并将筛选出的所

述临近缺陷定义为第一类缺陷；其中，所述第一筛选单元包括：距离计算模块，用于遍历所

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扫描出的所述晶圆表面上的所有所述缺陷，计算出任意2个所述缺陷

之间的距离值Sx；以及，第一比较模块，用于将所述距离计算模块计算出的每一个所述距离

值Sx与一设定的第一规格值Spec1比较，并当所述距离值Sx小于所述第一规格值Spec1时，将

所述距离值Sx对应的2个缺陷定义为所述第一类缺陷；

第二筛选单元，用于从所述第一筛选单元得到的所述晶圆表面上的所有所述第一类缺

陷中筛选出连续的临近缺陷，并将筛选出的所述连续的临近缺陷定义为第二类缺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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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筛选单元包括：距离偏差计算模块，用于遍历所述距离计算模块计算出的所有所

述距离值Sx，计算出任意2个所述距离值Sx之间的偏差值Dx；以及，第二比较模块，用于将所

述偏差值Dx与一设定的第二规格值Spec2比较，并当所述偏差值Dx小于所述第二规格值

Spec2时，将所述偏差值Dx对应的3个缺陷定义为所述第二类缺陷；以及，

第三筛选单元，用于预先设定构成每个链式缺陷的缺陷个数，并根据所述缺陷个数从

所述第二筛选单元得到的所述晶圆表面上的所有所述第二类缺陷中筛选出链式缺陷；其

中，所述第三筛选单元包括：缺陷数量设定模块，用于预先设定构成每个所述链式缺陷的缺

陷个数m；连线夹角模块，用于遍历所述第二比较模块得到的所述晶圆所有的所述第二类缺

陷，将任意m个所述第二类缺陷顺次连接且得到的连接线任意两条不交叉，以得到m-2个线

夹角值Ax；以及，第三比较模块，用于将所述连线夹角模块得到的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与一

设定的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比较，且当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均符合所述第三规格的范

围值Spec3时，将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对应的m个所述第二类缺陷定义为所述链式缺陷。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

为175°～185°。

7.如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输出单元，用于根据

所述第三筛选单元筛选出的所述链式缺陷的数量来输出所述链式缺陷的诊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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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和计算机存储介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半导体技术制造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和

计算机存储介质。

背景技术

[0002] 在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制造工艺中，缺陷检测已经成为提升良率的一项重要手段。

目前业内缺陷扫描通常采用总计数(total  count)、递增计数(add  count)、重复计数

(repeat  count)的方式，以及利用机台的自分类软件分类(基于像素大小、形状尺寸等自动

分类)出的粗略类别(rough  bin)的方式来进行缺陷管控，像缺陷位置在晶圆上随机出现的

这种常规缺陷可通过这几种常规方式进行规格设定而实现系统的缺陷检测。但是，像链式

缺陷这种具有特殊分布图(special  map)的缺陷，在处置上要有更高的标准(level)。虽然

这种具有特殊分布图(special  map)的链式缺陷可以被机台扫描出来，但由于没有对其定

义而与常规缺陷混在一起，就不会单独设定规格去判断其是否超出规格(out  of  spec)，因

此，若通过现有的总计数(total  count)等常规方式去检测,就很容易使得常规缺陷和链式

缺陷加在一起后的总计数还是没有达到预警的标准，进而导致无法将这种链式缺陷检测并

警报(alarm)出来。目前，针对链式缺陷的自检测还没有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手段，特别是在

常规缺陷较多的情况下，无法将链式缺陷有效和精准的检测出来。

[0003] 因此，需要一种针对链式缺陷的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和计算机存储介

质，以有效检测出链式缺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和计算机存储介质，以

对链式缺陷进行有效检测，进而对链式缺陷实现有效管控。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晶圆缺陷检测方法，包括：

[0006] 在一晶圆缺陷扫描系统上建立网格坐标系，并定义所述网格坐标系的坐标原点；

[0007] 通过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扫描一待检测的晶圆表面，以获得所述晶圆表面上的

各个缺陷以及各个所述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

[0008] 根据所述各个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从所述各个缺陷中筛选出临近缺

陷，定义为第一类缺陷；

[0009] 从所有的所述第一类缺陷中筛选出连续的临近缺陷，定义为第二类缺陷；以及，

[0010] 预先设定构成每个所述链式缺陷的缺陷个数，根据所述缺陷个数从所有的所述第

二类缺陷中筛选出链式缺陷。

[0011] 可选的，筛选出所述第一类缺陷的步骤包括：遍历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扫描出

的所述晶圆表面上的所有所述缺陷，计算出任意2个所述缺陷之间的距离值Sx；以及，将计

算出的每一个所述距离值Sx与一设定的第一规格值Spec1比较，当所述距离值Sx小于所述第

一规格值Spec1时，所述距离值Sx对应的2个缺陷即为所述第一类缺陷。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09065467 B

4



[0012] 可选的，筛选出所述第二类缺陷的步骤包括：遍历所有的所述距离值Sx，计算出任

意2个所述距离值Sx之间的偏差值Dx；以及，将计算出的每一个所述偏差值Dx与一设定的第

二规格值Spec2比较，当所述偏差值Dx小于所述第二规格值Spec2时，所述偏差值Dx对应的3

个缺陷即为所述第二类缺陷。

[0013] 可选的，筛选出所述链式缺陷的步骤包括：定义所述缺陷个数为m，将所有的所述

第二类缺陷中的任意m个顺次连接且得到的连接线任意两条不交叉，以得到m-2个线夹角值

Ax；以及，将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与一设定的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比较，当所述m-2个线

夹角值Ax均符合所述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时，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对应的m个所述第二

类缺陷即构成所述链式缺陷。

[0014] 可选的，所述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为175°～185°。

[0015] 可选的，还包括根据筛选出的所述链式缺陷的数量来输出所述链式缺陷的诊断结

果。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计算机存储介质，其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所述计算机程序

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本发明所述的晶圆缺陷检测方法。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包括：

[0018] 坐标获取单元，用于与一晶圆缺陷扫描系统建立连接，以在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

统上建立网格坐标系并定义出所述网格坐标系的坐标原点，以及获取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

统扫描出的一待检测的晶圆表面上的各个缺陷以及各个所述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

坐标；

[0019] 第一筛选单元，用于根据所述坐标获取单元得到的所述晶圆表面上的各个缺陷在

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从所述晶圆表面上的各个缺陷中筛选出临近缺陷，并将筛选出

的所述临近缺陷定义为第一类缺陷；

[0020] 第二筛选单元，用于从所述第一筛选单元得到的所述晶圆表面上的所有所述第一

类缺陷中筛选出连续的临近缺陷，并将筛选出的所述连续的临近缺陷定义为第二类缺陷；

以及，

[0021] 第三筛选单元，用于预先设定构成每个所述链式缺陷的缺陷个数，并根据所述缺

陷个数从所述第二筛选单元得到的所述晶圆表面上的所有所述第二类缺陷中筛选出链式

缺陷。

[0022] 可选的，所述第一筛选单元包括：距离计算模块，用于遍历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

扫描出的所述晶圆表面上的所有所述缺陷，计算出任意2个所述缺陷之间的距离值Sx；以

及，第一比较模块，用于将所述距离计算模块计算出的每一个所述距离值Sx与一设定的第

一规格值Spec1比较，并当所述距离值Sx小于所述第一规格值Spec1时，将所述距离值Sx对应

的2个缺陷定义为所述第一类缺陷。

[0023] 可选的，所述第二筛选单元包括：距离偏差计算模块，用于遍历所述距离计算模块

计算出的所有所述距离值Sx，计算出任意2个所述距离值Sx之间的偏差值Dx；以及，第二比较

模块，用于将所述偏差值Dx与一设定的第二规格值Spec2比较，并当所述偏差值Dx小于所述

第二规格值Spec2时，将所述偏差值Dx对应的3个缺陷定义为所述第二类缺陷。

[0024] 可选的，所述第三筛选单元包括：缺陷数量设定模块，用于预先设定构成每个所述

链式缺陷的缺陷个数m；连线夹角模块，用于遍历所述第二比较模块得到的所述晶圆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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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类缺陷，将任意m个所述第二类缺陷顺次连接且得到的连接线任意两条不交叉，以

得到m-2个线夹角值Ax；以及，第三比较模块，用于将所述连线夹角模块得到的所述m-2个线

夹角值Ax与一设定的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比较，且当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均符合所述

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时，将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对应的m个所述第二类缺陷定义为所

述链式缺陷。

[0025] 可选的，所述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为175°～185°。

[0026] 可选的，还包括输出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第三筛选单元筛选出的所述链式缺陷的

数量来输出所述链式缺陷的诊断结果。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和计算机存储介

质，通过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扫描出第一类缺陷(即临近缺陷)、第二类缺陷(即连续临近缺

陷)和链式缺陷，以对所述链式缺陷进行有效的检测和筛选；同时，对链式缺陷的规格进行

定义，以实现对所述链式缺陷的有效的规格管控。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晶圆缺陷检测方法的流程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晶圆缺陷检测方法中的网格坐标系下4个缺陷的示意图；

[0030] 图3是图2所示的4个缺陷顺次连接后产生的各线夹角的示意图；

[0031] 图4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晶圆缺陷检测系统的系统框图；

[0032] 图5a和图5b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晶圆缺陷检测系统的效果示意图。

[0033] 其中，附图1～5b的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34] P1～P14-缺陷；S1～S3-距离值；D1、D2-偏差值；A1、A2-线夹角值；1-晶圆缺陷检测系

统；2-晶圆缺陷扫描系统；3-晶圆；11-坐标获取单元；12-第一筛选单元；13-第二筛选单元；

14-第三筛选单元；15-输出单元；121-距离计算模块；122-第一比较模块；131-距离偏差计

算模块；132-第二比较模块；141-缺陷数量设定模块；142-连线夹角模块；143-第三比较模

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优点和特征更加清楚，以下结合附图1～5b对本发明提出的晶

圆缺陷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和计算机存储介质作进一步详细说明。需说明的是，附图均采

用非常简化的形式且均使用非精准的比例，仅用以方便、明晰地辅助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

目的。

[0036] 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一种晶圆缺陷检测方法，参阅图1，图1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

晶圆缺陷检测方法的流程图，所述晶圆缺陷检测方法包括：

[0037] 步骤S1-A、在一晶圆缺陷扫描系统上建立网格坐标系，并定义所述网格坐标系的

坐标原点；

[0038] 步骤S1-B、通过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扫描一待检测的晶圆表面，以获得所述晶

圆表面上的各个缺陷以及各个所述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

[0039] 步骤S1-C、根据所述各个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从所述各个缺陷中筛选

出临近缺陷，定义为第一类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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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步骤S1-D、从所有的所述第一类缺陷中筛选出连续的临近缺陷，定义为第二类缺

陷；

[0041] 步骤S1-E、预先设定构成每个所述链式缺陷的缺陷个数，根据所述缺陷个数从所

有的所述第二类缺陷中筛选出链式缺陷；

[0042] 步骤S1-F、根据筛选出的所述链式缺陷的数量来输出所述链式缺陷的诊断结果。

[0043] 下面参阅图2和图3更为详细的介绍本实施例提供的晶圆缺陷检测方法。图2是本

发明一实施例的晶圆缺陷检测方法中的网格坐标系下4个缺陷的示意图，图3是图2所示的4

个缺陷顺次连接后产生的各线夹角的示意图。

[0044] 首先，参阅图2，按照步骤S1-A，在一晶圆缺陷扫描系统上建立网格坐标系，并定义

所述网格坐标系的坐标原点。从图2中可看出，所述网格坐标系的坐标原点(0,0)可以为所

述晶圆的中心，所述网格坐标系中每个网格的长和宽的尺寸都可设定为单位长度1，所述单

位长度1的实际尺寸可以为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最高分辨率下的1个或几个像素的尺寸。

[0045] 然后，参阅图2，按照步骤S1-B，通过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扫描一待检测的晶圆

表面，以获得所述晶圆表面上的各个缺陷以及各个所述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

所述缺陷在网格坐标系中都有对应的坐标。假如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此次扫描出4个点缺陷

(即形状和尺寸均符合点缺陷的定义要求)，分别标记为P1、P2、P3和P4，由于每个网格的长

和宽的尺寸都设定为单位长度1，那么点缺陷P1、P2、P3和P4的坐标分别为(-4,1)、(-2,3)、

(-1,4)和(1,6)。

[0046] 然后，参阅图2，按照步骤S1-C，根据所述各个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从

所述各个缺陷中筛选出临近缺陷，定义为第一类缺陷。筛选出所述第一类缺陷的步骤包括：

遍历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扫描出的所述晶圆表面上的所有所述缺陷，计算出任意2个所

述缺陷之间的距离值Sx；以及，将计算出的每一个所述距离值Sx与一设定的第一规格值

Spec1比较，当所述距离值Sx小于所述第一规格值Spec1时，所述距离值Sx对应的2个缺陷非

常临近，甚至是紧靠在一起并有部分边缘区域重合，这两个缺陷即为所述第一类缺陷。其

中，当所述的2个缺陷的坐标分别为(a1,b1)和(a2,b2)时，所述距离值Sx＝((a2-a1)2+(b2-

b1)2)1/2。从图2中可看出，扫描出的所述晶圆表面上的所述缺陷共4个，所述4个缺陷分别为

P1、P2、P3和P4，所述4个缺陷的坐标分别为(-4,1)、(-2,3)、(-1,4)和(1,6)，则根据计算所

述距离值Sx的公式，计算所述缺陷P1和P2之间的距离值S1为 所述缺陷P2和P3之间的

距离值S2为1，所述缺陷P3和P4之间的距离值S3为 当设定的所述第一规格值Spec1为3

时，所述距离值S1、S2和S3都小于所述第一规格值Spec1，那么距离值S1对应的所述缺陷P1和

P2、距离值S2对应的所述缺陷P2和P3、以及距离值S3对应的所述缺陷P3和P4均为临近缺陷，

即点缺陷P1、P2、P3和P4均被筛选为所述第一类缺陷。

[0047] 然后，参阅图2，按照步骤S1-D，从所有的所述第一类缺陷中筛选出连续的临近缺

陷，定义为第二类缺陷。筛选出所述第二类缺陷的步骤包括：遍历所有的所述距离值Sx，计

算出任意2个所述距离值Sx之间的偏差值Dx；以及，将计算出的每一个所述偏差值Dx与一设

定的第二规格值Spec2比较，当所述偏差值Dx小于所述第二规格值Spec2时，所述偏差值Dx对

应的3个缺陷就是连续临近的，这三个缺陷甚至是依次紧靠在一起并且相邻两个缺陷均有

部分边缘区域重合，这三个缺陷即为所述第二类缺陷。从图2中可看出，所述距离值S1与S2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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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所述偏差值D1为 所述距离值S2与S3之间的所述偏差值D2为 当设定的所

述第二规格值Spec2为2时，比对分析所述偏差值D1和D2与所述第二规格值Spec2的大小，结

果显示所述偏差值D1和D2都小于所述第二规格值Spec2，则所述偏差值D1对应的所述缺陷

P1、P2和P3和所述偏差值D2对应的所述缺陷P2、P3和P4都是连续临近的，即所述缺陷P1、P2、

P3和P4均被筛选为所述第二类缺陷。

[0048] 然后，参阅图2和图3，按照步骤S1-E，预先设定构成每个所述链式缺陷的缺陷个

数，根据所述缺陷个数从所有的所述第二类缺陷中筛选出链式缺陷。筛选出所述链式缺陷

的步骤包括：定义所述缺陷个数为m，将所有的所述第二类缺陷中的任意m个顺次连接且得

到的连接线任意两条不交叉，以得到m-2个线夹角值Ax；以及，将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与一

设定的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比较，当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均符合所述第三规格的范围

值Spec3时，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对应的m个所述第二类缺陷即构成所述链式缺陷。其中，

所述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为175°～185°(例如为178°、180°、182°等)。从图2和图3可看

出，当设定能构成链式缺陷的最少的缺陷个数m为3时，顺次连接点缺陷为P1、P2、P3可以得

到一个线夹角值A1，顺次连接P2、P3、P4可以得到另一个线夹角值A2，而且所述线夹角值A1和

A2都是180°，比对分析所述线夹角值A1和A2与所述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即175°～185°)

的大小，结果显示所述线夹角值A1和A2符合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因此，所述2个线夹角

值A1和A2对应的4个缺陷P1、P2、P3和P4构成所述链式缺陷。当设定能构成链式缺陷的最少的

缺陷个数m为4时，顺次连接点缺陷为P1、P2、P3、P4可以得到一个线夹角值A1、值A2，而且所述

线夹角值A1和A2都是180°，均属于175°～185°内，即符合所述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的规

定，4个缺陷P1、P2、P3和P4就构成了所述链式缺陷。

[0049] 最后，按照步骤S1-F，根据筛选出的所述链式缺陷的数量来输出所述链式缺陷的

诊断结果。输出的所述链式缺陷的诊断结果可以为OK信息或NG信息，当筛选出的所述链式

缺陷的数量小于定义的所述缺陷个数m时，输出的所述诊断结果为OK信息，所述OK信息的形

式可以是直接在测试项目的判定栏位显示“OK”的形式，而与之相对的，当筛选出的所述链

式缺陷的数量大于或等于定义的所述缺陷个数m时，输出的所述诊断结果为NG信息，所述NG

信息就是直接在测试项目的判定栏位显示“NG”的形式；当然，所述OK信息和NG信息也可以

是其他形式，例如所述OK信息的形式可以是将测试数据的字体保持原有设定的颜色(例如

黑色)的形式，与之对应的NG信息的形式就是将测试数据的字体变为红色；再例如所述OK信

息的形式是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高亮显示构成所述链式缺陷的各个缺陷的形式，与之对应

的NG信息就是在检测系统跳出报警提示框；再例如，所述OK信息和与之对应的NG信息均采

用输出检测报告的形式。

[0050]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晶圆缺陷检测方法，包括：在一晶圆缺陷扫描系统上建立

网格坐标系，通过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扫描一待检测的晶圆表面，以获得所述晶圆表面

上的各个缺陷以及各个所述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根据所述各个缺陷在所述网

格坐标系中的坐标从所述各个缺陷中筛选出第一类缺陷；从所有的所述第一类缺陷中筛选

出第二类缺陷；预先设定构成每个所述链式缺陷的缺陷个数，根据所述缺陷个数从所有的

所述第二类缺陷中筛选出链式缺陷；以及，根据筛选出的所述链式缺陷的数量来输出所述

链式缺陷的诊断结果，从而能够对所述晶圆上的所述链式缺陷进行有效的检测、筛选，以实

现对所述链式缺陷的有效的规格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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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一种计算机存储介质，其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所述计算机

程序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以上步骤S1-A至步骤S1-F所述的晶圆缺陷检测方法。本发明的计

算机存储介质可以直接嵌入安装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中，以对原有的晶圆缺陷扫描系统进

行升级，使其具有检测链式缺陷的功能。本发明的计算机存储介质中的计算机程序被处理

器执行时，能够对所述晶圆上的所述链式缺陷进行有效的检测、筛选，以实现对所述链式缺

陷的有效的规格管控。

[0052] 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一种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参阅图4，图4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

晶圆缺陷检测系统的系统框图，所述晶圆缺陷检测系统1包括坐标获取单元11、第一筛选单

元12、第二筛选单元13、第三筛选单元14和输出单元15。下面详细说明所述晶圆缺陷检测系

统1：

[0053] 所述坐标获取单元11用于与一晶圆缺陷扫描系统2建立连接，以在所述晶圆缺陷

扫描系统2上建立网格坐标系并定义出所述网格坐标系的坐标原点，以及获取所述晶圆缺

陷扫描系统2扫描出的一待检测的晶圆3表面上的各个缺陷以及各个所述缺陷在所述网格

坐标系中的坐标。具体举例可参考以上步骤S1-A和步骤S1-B，在此不再赘述。

[0054] 所述第一筛选单元12用于根据所述坐标获取单元11得到的所述晶圆3表面上的各

个缺陷在所述网格坐标系中的坐标，从所述晶圆3表面上的各个缺陷中筛选出临近缺陷，并

将筛选出的所述临近缺陷定义为第一类缺陷。所述第一筛选单元12包括：距离计算模块

121，用于遍历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2扫描出的所述晶圆3表面上的所有所述缺陷，计算出

任意2个所述缺陷之间的距离值Sx；以及，第一比较模块122，用于将所述距离计算模块121

计算出的每一个所述距离值Sx与一设定的第一规格值Spec1比较，并当所述距离值Sx小于所

述第一规格值Spec1时，将所述距离值Sx对应的2个缺陷定义为所述第一类缺陷。具体举例

可参考以上步骤S1-C，在此不再赘述。

[0055] 所述第二筛选单元13用于从所述第一筛选单元12得到的所述晶圆3表面上的所有

所述第一类缺陷中筛选出连续的临近缺陷，并将筛选出的所述连续的临近缺陷定义为第二

类缺陷。所述第二筛选单元13包括：距离偏差计算模块131，用于遍历所述距离计算模块121

计算出的所有所述距离值Sx，计算出任意2个所述距离值Sx之间的偏差值Dx；以及，第二比较

模块132，用于将所述偏差值Dx与一设定的第二规格值Spec2比较，并当所述偏差值Dx小于所

述第二规格值Spec2时，将所述偏差值Dx对应的3个缺陷定义为所述第二类缺陷。具体举例

可参考以上步骤S1-D，在此不再赘述。

[0056] 所述第三筛选单元14用于预先设定构成每个所述链式缺陷的缺陷个数，并根据所

述缺陷个数从所述第二筛选单元13得到的所述晶圆3表面上的所有所述第二类缺陷中筛选

出链式缺陷。所述第三筛选单元14包括：缺陷数量设定模块141，用于预先设定构成每个所

述链式缺陷的缺陷个数m；连线夹角模块142，用于遍历所述第二比较模块132得到的所述晶

圆3所有的所述第二类缺陷，将任意m个所述第二类缺陷顺次连接且得到的连接线任意两条

不交叉，以得到m-2个线夹角值Ax；以及，第三比较模块143，用于将所述连线夹角模块142得

到的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与一设定的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比较，且当所述m-2个线夹

角值Ax均符合所述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时，将所述m-2个线夹角值Ax对应的m个所述第二

类缺陷定义为所述链式缺陷。其中，所述第三规格的范围值Spec3为175°～185°(例如为

178°、180°、182°等)。具体举例可参考以上步骤S1-E，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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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所述输出单元15用于根据所述第三筛选单元14筛选出的所述链式缺陷的数量来

输出所述链式缺陷的诊断结果，输出的所述链式缺陷的诊断结果可以为OK信息或NG信息。

输出所述OK信息或NG信息的判定原则和内容在步骤S1-F已做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0058] 另外，参阅图5a和图5b，图5a和图5b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晶圆缺陷检测系统的效

果示意图，从图5a和图5b中可看出，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检测出所述晶圆上的所有位置

随机的常规缺陷和具有特殊分布图的所述链式缺陷。其中，当所述链式缺陷包括所述缺陷

P5、P6、P7和P8构成的所述链式缺陷L1，以及所述缺陷P9、P10、P1、P12、P13和P14构成的所述

链式缺陷L2，且设定构成所述链式缺陷的缺陷个数m为5时，那么，经过所述晶圆缺陷检测系

统的检测之后，所述晶圆缺陷检测系统上最终只显示出包含有所述缺陷个数大于5的所述

链式缺陷L2中的6个所述缺陷P9～P14。因此，所述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可排除所述常规缺陷

和未超出设定的所述缺陷个数的所述链式缺陷的干扰，以实现对超出规格的所述链式缺陷

的检测，进而实现对所述链式缺陷的规格管控。

[0059]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的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装置而独立

于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之外，也可以与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集成为一体，晶圆缺陷检

测系统和所述晶圆缺陷扫描系统分别为同一个装置的一个组成部分。

[0060]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晶圆缺陷检测系统包括用于获取缺陷坐标的坐标获取单

元、用于筛选临近缺陷的第一筛选单元、用于筛选连续临近缺陷的第二筛选单元、用于筛选

链式缺陷的第三筛选单元和用于输出筛选结果的输出单元，能够对所述晶圆上的所述链式

缺陷进行有效的检测、筛选，以实现对所述链式缺陷的有效的规格管控。

[0061] 上述描述仅是对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描述，并非对本发明范围的任何限定，本发

明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根据上述揭示内容做的任何变更、修饰，均属于权利要求书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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