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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系列的前三篇文章 1-3 探讨了汽车半导体制造商为

了更好地满足客户挑战性的质量要求所能够采取的

方法。首篇文章（发表于《半导体芯科技》2019 年

2/3 月刊）探讨了汽车 IC 可靠性故障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抗

击这些故障所需要的“零缺陷”理念。第二篇文章（发表

于《半导体芯科技》2019 年 4/5 月刊）讨论了汽车晶圆厂

针对减少工艺缺陷所实施的持续改进计划和策略，因为这

些缺陷可能产生芯片可靠性的问题。第三篇文章（发表于

《半导体芯科技》2019 年 6/7 月刊）着重探讨了针对捕获

潜在（可靠性）缺陷所需的提升工艺控制灵敏度的要求。

本篇文章旨在探讨整个汽车晶圆厂的制程偏移监控策略，

以便快速找到并剔除不合格的材料。

制造汽车 IC 的半导体工厂通常提供整套汽车服务

（ASP）。这些 ASP 提供个性化的工艺 - 其中包括更多工艺

控制和工艺监控等，或保证使用最佳的工艺设备。ASP 的

目标是协助确保所生产的芯片可以满足汽车行业严格的可

靠性要求。

但即便采用整套汽车服务，偏移也在所难免，因为

它存在于任何受控工艺之中。认识到

这一点，汽车半导体厂特别注意为其

关键工艺层建立综合控制计划，这

也成为其工艺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

（PFMEA）的一部分。控制计划详细

说明了受到监控的工艺步骤及其监控

方式 – 包括指定的检测灵敏度、采样

频率以及所采用的确切工艺控制系统

信息等细节。精心设计的控制计划能

够检测到所有偏移，并防止“独特的”

晶圆因采样不足而漏网并溜出厂门。

此外，该计划将清楚地指出每一次制

程偏移中哪些晶圆受到了影响，从而

可以将其隔离并更充分地处置 - 确保不合格的器件不会被

无意地运送出厂。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整套汽车服务的控制计划与消费

产品 IC 生产的控制计划相比往往需要更全面的检测和量

测。在晶圆厂中，对采用同一设计规则的汽车和非汽车产

品的工艺控制进行基准数据分析，其结果表明晶圆厂为汽

车产品采用了更多的缺陷检测步骤以及更多类型的工艺控

制（检测和量测）。数据显示就平均而言：

• 汽车流程所采用的缺陷检测步骤大约多 1.5 到 2 倍

• 汽车流程使用更加频繁的采样，不仅是批次采样百分

比更高而且每批次采样晶圆也更多

• 汽车流程使用更高的灵敏度以捕获较小缺陷，因其可

能会对可靠性产生影响。

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典型的汽车晶圆厂需要比

消费产品制造同行增加 50% 的工艺控制能力。仔细观察

一下会看到这些能力的确切部署方式。

图 1 显示了在同一晶圆厂中汽车和非汽车工艺流程的

检测点之间的批次数量示例。由于检测步骤数量更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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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显示了汽车工艺流程（蓝色）和非汽车（基准）工艺流程（粉红色）对比检测点之间受影响的批次数

量示例。汽车工艺流程在FEOL有更多的检测点，因此在偏移发生时受影响的批次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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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存在缺陷偏移，则可以在汽车流程中更快 地发现。而

迅速发现偏移则可以减少受影响的批次数量：少量并更为

明确的批次中有更多的缺陷，这有助于满足汽车芯片可追

溯性的要求。然后这些偏移批次被单独隔离并进行 100%

的高灵敏度晶圆检测，以便决定其处置方式是释放、报废

或在适用时降级至非汽车应用。

整套汽车服务中的额外检测点也带来更多的益处， 因

其缩小了偏移潜在原因的范围，所以寻找偏移根本原因就

变得更为简便。缩小潜在原因的范围也有助于 8D 调查更

为迅速有效 4，方便寻找并解决问题。与看似显而易见的

预测相反，因为减少了生产线上的变化，增加检测点数量

反而会减少生产周期时间 5。

虽然提高检测能力有助于对工艺偏移进行监控和控

制，但汽车 IC 质量仍存在着风险。因为每个晶圆在晶圆

厂中通过众多工艺反应腔室的路径可能各不相同，所以数

百个工艺步骤中的微小变化和微小变化的总和可能会产生

“独特”的晶圆。这样的晶圆很容易通过一个严重依赖于

次级采样的控制计划，让受影响的芯片进入供应链。为解

决这一问题，许多汽车晶圆厂正在将高产量宏观缺陷检测

设备加入其设备组合中，对于每一批次进行更多晶圆的扫

描。这一举措显著提高了捕获独特晶圆并防止其进入汽车

供应链的可能性。

新一代宏观缺陷检测设备 6 可以将许多老一代明场和

暗场晶圆缺陷检测设备的灵敏度和缺陷捕获能力结合到一

个平台之中，并且可以每小时运行近 150 个晶圆，从而降

低拥有成本。在采用较大设计技术节点的 200mm 晶圆厂

中，该检测产能的提升通常可以捕获以前未能检测到的多

个低水平偏移，如图 2 所示。

在先进设计技术节点的晶圆厂中，宏观缺陷检测设备

缺乏必要的灵敏度，因而无法取代宽带等离子和激光扫描

晶圆缺陷检测设备在传统生产线监控和图案晶圆偏移监控

中所占据的角色。然而，它们的高产能已经使其在增强现

有采样计划和捕获独特晶圆的晶圆级缺陷分布特征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汽车控制策略的最新发展是采用晶粒级别的缺陷检

测筛选。该项技术其中的一种，称为在线缺陷部件平均测

试（I-PAT ™），使用异常值检测技术来进一步增强晶圆厂

的识别能力，找出那些可能通过电气测试但由于潜在的缺

陷而在未来产生可靠性失效的晶粒。我们将在本系列的下

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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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每批5个晶圆（黄色圆圈）的传统采样计划可能不会检测到单个独特的晶

圆偏移（红色方块）。高产能宏缺陷检测设备弥补了采样不足带来的风险，防

止漏网之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