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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系列的前四篇文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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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文章（发表

于《半导体芯科技》2019 年 8/9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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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可靠性缺陷最简单的方法就

是减少整体缺陷，因此本系列的前几

篇文章着重介绍了用于改善半导体生

产制程的制程控制策略。除了传统的

制程控制之外，一个使用得越来越多

的补充办法是，利用在线缺陷数据来

判定每一个芯片是否合格。在对可靠

性影响最大的几个关键制程步骤中，

采用这种被称为筛选的技术对 100％

每个缺陷都有同等机率造成芯片致命

故障。如果不对缺陷的可靠性风险做

出仔细评估，就可能造成不合理的“矫

枉过正”– 本来可以在整个使用寿命

期间正常运行的芯片也会被标记剔

除。

为了最好地实现既提高质量又不

会矫枉过正的双重目标，筛选必须成

功识别在 ppb 级质检环境中最有可能

出现故障的芯片，同时允许合格芯片

通过质检。一种称为在线缺陷零件平

均测试（I-PAT ™）的新型芯片级筛

选方法由此产生。I-PAT 是一种统计

方法，用于识别可靠性故障发生风险

概率较高的芯片。

Process Watch系列文章探讨了半导体行业工艺控制的关键概念：缺陷检测、量

测和数据分析。本文是汽车行业半导体器件工艺控制策略的系列文章之第五篇。

提升芯片可靠性的统计方法

作者： David W. Price, Douglas G. Sutherland 和 Jay Rathert，KLA公司

图1.大部分零件（芯片）的数据都在狭窄的蓝色分布范围内。零件平均测试限度之外的任何零件尽管完全

合乎规格也都将因其可靠性风险而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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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芯片和 100％的晶圆进行检测。在

检测中未通过预设缺陷率标准的芯片

被“筛出”或“标记”– 并将其从汽

车供应链中剔除。剔除的标准通常是

根据反复出现的客户退货，并且对这

些产品进行故障分析以揭示容易引起

问题的工艺层、芯片区域和缺陷类型。

在采用 8D 研究 5 对可靠性问题的来

源进行辨识和表征之后，许多领先的

汽车半导体客户将坚持让他们的 IC

供应商采用有针对性的筛选作为预防

措施，以确保完成零缺陷的质量目标。

筛选所用的检测晶圆缺陷图上通

常有太多缺陷，这是汽车芯片制造商

所面临的挑战。当然，并非芯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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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平均测试（PAT）由汽车电

子委员会（AEC）于 1997 年 6 首次

认可，目前已被广泛使用。其理念是

采用电气测试，将每个零件的性能参

数与大量产品的数据分布进行比较和

评估。那些虽然符合规格但在产品

正态分布之外的芯片将被视为异常零

件。实际结果表明，这些异常零件更

容易产生可靠性故障，因此可以将其

从供应链中剔除。参数化零件平均测

试（P-PAT）的理念现在已经进一步

发展并涵盖其他几种不同的辨识异常

芯片的方法。

图 1 显示了该测试的基本理念。

芯片 A 来自主要数值分布的中间，芯

片 B 则远低于零件平均测试的下限。

因此，芯片 B 多半会被剔除以免其造

成可靠性风险。

在线缺陷零件平均测试（I-PAT）

是将这个异常零件分析原则扩展用于

在线缺陷数据。目前已经确定 7，在

给定芯片中可靠性缺陷的发生率与缺

陷总数呈线性正比。如果芯片 A 的

缺陷数目是芯片 B 的十倍，那么即使

两个零件在最终测试中都完全正常运

行，芯片 A 也有十倍的可能性会发

生可靠性故障。这种简单的关系可以

离与最终良率损失，并以此确定针对

该元件可以接受的质量风险。

图 2 显示了晶圆上四个不同工艺

层的芯片累计缺陷数目。

I-PAT 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

可以很容易地加进大多数晶圆厂的筛

选方法中。一旦到位，可以通过将特

定的在线缺陷类型与工厂的可靠性经

验、探测数据、老化和最终测试数据

以及客户退货等信息相关联并加以改

进。这将指明那些与良率和可靠性最

为相关的工艺层和缺陷及其界定属

性。而这些属性（如工艺层、缺陷类型、

大小和位置）可以让已知的可靠性风

险缺陷的识别更加便捷。

一旦确定了缺陷属性和可靠性风

险之间的相关性，就可以通过为每个

缺陷类型分配权重并创建每个芯片的

潜在缺陷概率指数（LDPI）以提升性

能。使用LDPI时，采用了相同的 I-PAT

统计异常芯片的原则，但现在每个缺

陷都根据其可靠性风险的相关性进行

了加权。

使用加权 I-PAT 而不是总缺陷数

有助于剔除与可靠性的相关性较弱的

缺陷，并提高相关性强的缺陷信号。

图3. I-PAT异常芯片缺陷识别结合探测和最终测试资料可以完善合格/剔除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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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学公式 1 来表示，其中 P (LRD)

i 是第 i 个芯片包含潜在可靠性缺陷

（LRD）的概率，Ni 是芯片 I 上的缺

陷总数，m 是比例常数（0 <m << 1）。

P (LRD)i = Ni m       Eq. 1

在最基本的 I-PAT 使用中，可以

将一个或多个关键筛选层的缺陷数目

汇总，以获得晶圆上每个芯片的累积

缺陷数目，并对该数据采用异常零件

确定方法。由此筛选出的异常芯片中

包含可靠性缺陷的统计概率是最高

的。有了这些信息，汽车制造厂可以

有意识权衡并划分异常零件的离群距

图2.晶圆上所有芯片的缺陷率可以用直方图（帕累托图）显示。大多数芯片只有0-1个缺陷，但是一小部

分将会是高缺陷率的异常零件。 I-PAT方法允许工厂选定异常零件的限度，对于给定的器件或客户在合适

的风险和良率损失之间做出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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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仅仅凭借总缺陷数的异常芯片就可以显著提高芯片可

靠性，但采用加权方法可以更加有效。它通过减少矫枉过

正（剔除好芯片）和要求不严（没有标识坏芯片）来提供

更有效的筛选。

I-PAT 的在线异常芯片检测也可以与探测和测试数据

相结合，在测试决策过程中加入缺陷信息决定边缘芯片的

去留（图 3）。该技术突出了通过探测和测试的风险芯片，

并且还被更有效地用于指导区域零件平均测试，发现那些

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漏网的风险芯片（图 4）。

通过制程控制降低整体缺陷率仍然是在汽车零缺陷

环境中提升可靠性的主要方法。偏移监控和持续改进计划

是制程控制的基础，需要时间和纪律 - 但对于降低制程设

备缺陷率是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例如 I-PAT 筛选，正

在逐渐被推广使用。作为传统制程控制的补充方法，筛选

是 IC 汽车制造厂向客户提供优质产品的最快捷和最便宜

的方式。筛选技术提供了识别和阻止单个高风险芯片进入

供应链所需的安全网，是实现自动驾驶所需的亚 ppb 质量

目标的下一步。

关于作者：

David W. Price 博士和 Jay Rathert 博士是 KLA 公司的资深

总监。 Douglas Sutherland 博士是 KLA 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在过

去的 15 年中，他们直接与 50 多家半导体 IC 制造商合作并协助

制造商针对各种特定市场优化其整体制程控制策略，包括汽车可

靠性战略、传统晶圆厂成本和风险优化，以及先进设计规则的上

市时间。 Process Watch 系列文章总结了他们在参与合作中所观

察到的一些普适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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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过电气测试

未通过I-PAT和电气测试

未通过I-PAT

图4. 区域零件平均测试（G-PAT）能够将那些未通过电气测试的坏芯片附近的

芯片也筛选出来，尽管这些芯片本身可以通过电气测试 。缺陷引导G-PAT方法

采用I-PAT来识别具有相同缺陷源的其他缺陷异常芯片，在使用先前的方法时

这些芯片可能会漏网。在这个划痕的示例中，蓝色表示的高风险芯片可能会进

入汽车供应链并造成可靠性故障。

10 月 23 日，真空解决方案供应商普发真空在无锡举

行盛大的新工厂开业仪式。新工厂启动后，普发真空在

无锡的生产面积将是现有的两倍，能够更好地满足本土

客户的需求，并促进其在真空镀膜、半导体等市场的战

略增长。

随着近年来中国对于集成电路行业的投入不断加大，

普发真空也迎来的发展的新机遇。提供更加完整的系列解

普发真空无锡新工厂开业  深化在华服务与布局
决方案与多样化的产品组合是普发真空的一大竞争优势。

普发真空关注细分领域的发展，过去几年来，普发真空先

后收购了多家公司以完善产品系列，提升市场覆盖率。针

对不同的半导体客户，普发真空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为

共同促进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普发真空与 OEM 们紧密合

作，竭力跟进 OEM 们提出的更高要求，在真空技术方面

为 OEM 的创新提供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