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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进Sub-fab辅助系统对于
极紫外光刻工艺的实施至关重要

作者：Nicolai Tallo, Edwards公司产品经理

随着EUV光刻技术进入大规模生产，采用成熟而系统的方法

来跟踪和防止停机意味着可以节省成本，这直接影响到企业利

润。Edwards公司在此阐述了一种数据驱动方法是怎样成倍地

收回成本的。

确定备件库存优先级和预先备货，确定常见故障的根本原

因以及在持续改进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直观上的。

   

计算可用性—SEMI E-10
图 1 是 SEMI E-10 定义的示意图（时间为 X 轴）。可

用性是设备正常运行时间占总运行时间的百分比。等待备

今
年，极紫外（EUV）光刻技术有望用于多个晶圆厂

的大规模生产（HVM）当中。预计 EUV 光刻机的

总投资最高以亿美元为单位，如此高的投资资本需

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确保设备更有效更广泛的应用。

光刻在整个半导体工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停机导致的

成本更加突显光刻的“瓶颈”作用，因此 EUV 停机将不

可避免地造成巨大的生产损失。

Sub-fab 辅助系统（例如提供工艺真空和减排的系统）

是 EUV 光刻中的关键备件。这些系统的故障带来的可用

性成本和生产损失，与 EUV 系统本身故障造成的损失等

同。要使整套系统的可用性最大化，就需要数据驱动的程

序，该程序可以识别潜在的故障模式并分配资源以减轻可

能产生的后果，并优先考虑最有可能以及成本最高的原因。

能在需要时就有合适的备件，是系统可用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针对采用数据驱动方法来管理 EUV 机台配套 sub-fab

系统的备件库存，该方法将清楚地表明它自身的潜在价值，

可最大程度地提高整个系统的可用性，并将生产损失减至

最低。

数据驱动的方法首先需要一致性，基于标准的数据以

及足够量的数据。在过去的十年中，Edwards 已经从 100

多个 EUV 真空系统中获取了数据，截至撰写本文时，该

数据 100% 包括了当前安装的 EUV 系统数据。严格应用

SEMI E-10 标准作为计算可用性的基础，可以确保数据内

的一致性。该数据基于已安装基础上的全部可用性报告，

用于定义、优化和更新可用性矩阵，该矩阵又反过来用于 图1. SEMI E-10定义了用于计算系统可用性的各种时间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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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花费的时间是维护延迟，它包括在计划内或计划外的

停机时间中。图 2 显示了系统每周的可用性报告的范例。

这种方式的报告可以通过识别关键问题以及各种部件和所

需方案，来进行有效的管理。

可用性矩阵

可用性矩阵（柱状图）的开发和使用，是“及时”（JIT）

理念应用于备件库存管理中的关键推动力。这是一个持续

改进的过程，旨在通过全球知识、局部应用来最大程度地

降低客户的风险。图 3 展现了正在改进中的周期循环。

类似于图 2 中的摘要报告，图 4 是影响系统可用性的

每项活动的详细矩阵图。除了对活动的描述之外，矩阵还

包括有关发生频率，一种采用不同方式计算维护时间（以

分钟计）的方法，以及维护对于可用性的影响。这种细节

的等级是计算整体工具可用性的必要组成部分，并允许基

于此优先级的计算，而不是仅仅基于 sub-fab 的可用性。

这种细节程度对于计算整体工具可用性是非常有必

要的，并允许基于优先级而不仅是 sub-fab 的可用性。比

方说这些备件可能放置在现场、可及范围内、另一个房间

或另一栋大楼中，诸如此类，所需考虑事项须记录在这个

矩阵中，可供分析。在全球已安装的基础上对该类信息进

行统计分析，可以评估每个部件对系统可用性的影响，并

确定可能在何处需要哪些部件。基于这种方法，可允许人

们利用全局洞察力来进行本地化的库存管理。

持续改进

初始可用性矩阵是在系统设计期间，主要根据设计工

程师，组件供应商和内部测试的输入来开发的。矩阵会根

据从现场报告的信息不断更新，以确定真正的可用性。该

图2. 基于标准的系统可用性报告为汇报和持续改进计划提供了可操作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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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持续改进是针对数据收集、分析和执行的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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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活动 每年的频率 维修时间 部件位置 对可用性影响

部件A 每年保养 1 5hrs 现场(2hrs) 0.08%

部件B 非计划保养 0.5 4hrs 仓库(4hrs) 0.05%

部件C 非计划保养 0.5 1.5hrs 系统边(0.5hrs) 0.01%

图4. 可用性矩阵包括有关影响系统可用性的每个事件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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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还提供了定义特定改进项目的基础。图 5 显示了一系

列改进对总体可用性的预期影响。可用性矩阵提供的硬数

据，支持进行故障分析以及与组件供应商一起改进设计和

测试的主动方法。基于证据的方法可以促进长期合作中合

作关系的发展。图 6 显示了与气体传感器供应商一起实施

的改进项目结果，该项目旨在减少与其传感器相关维护事

件的数量。

下一步包括引入智能健康监控系统，该系统可以在备

件需求出现之前就很好地预测出这种需求。如有必要，可

以提醒供应商为及时部署所需组件做准备。这对于具有复

杂供应链的长交货期部件特别有价值。半自动过程降低了

等待关键部件的停机时间风险。

小结

EUV 光刻系统的高成本及其在制造过程中作为瓶颈

的现实，使得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可用性成为当务之急。同

时必须对支持 EUV 操作所需的 sub-fab 关键厂务系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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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可用性矩阵允许将资源智能分配给可能对系统可用性产生最大影响的改进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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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予相同的优先级。sub-fab 的

故障直接影响 EUV 工艺的可

用性，并带来相同的生产损

失成本。持续改进的数据驱

动型程序对于优化可用性至

关重要。我们在文中描述了

该方法在备件库存管理中的

应用，这也是可用性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使用诸

如 SEMI E-10 之 类 的 标 准，

以确保用于构建可用性矩阵

的数据质量和一致性。该方

法还需要从广泛的已安装系统中获得历史数据。考虑到

EUV 系统的高成本和停机造成的生产损失风险，必须尽

一切努力优化 sub-fab 系统的可用性，在这方面的任何妥

协都有可能被证明是在小钱上的精打细算而已。

对图 5 中心附近的小型区域进行放大后在图 6 中显

示，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最小的空洞也具有明亮的反射中心。

其他差异化功能使得用 X 射线和超声波在检测样品

时都很有用。两者都会被所穿透的固体材料衰减，但衰减

程度不完全相同。超声波在易于形变的材料中衰减非常快 , 

如聚合物，但是在诸如陶瓷材料中衰减的速度则要慢得多。

X 射线通过高密度材料时会更快速地衰减。例如，IGBT

模块的金属基板容易透射超声，可以方便地对内部特征进

行成像；然而对于 X 射线束，则在光束进行低对比度细

节的有效成像之前，就把射线束吸收掉。

要尽可能充分地表征内部结构的可疑异常，当这点成

了关键点后，使用 X 射线和超声波很有可能会得到更全

面和可诊断的数据。X 射线可能会漏掉很薄但很重要的间

隙，但超声波会发现它。超声可能会漏掉多个界面之下的

空洞时， X 射线却能发现它。两种工具的互补性对诊断产

品质量是相当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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