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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點探針電阻率測試儀

Napson RT-3000/RG-2000(3000)
高精度四點探針電阻率測試儀切片成型

切片成型 抛光

離子注入 金屬薄膜沈積 擴散
Napson TCR-600

變溫四點探針電阻率測試儀

可提供手動，半自動及全自動四點探針電阻率測試儀
測量範圍1m ~ 1G ohm/sq or 1μ ~ 1M ohm.cm
可支持邊緣修正，溫度補償等功能
可支持變溫測量功能，由常溫至90℃，或更高

Napson Cresbox
半自動四點探針電阻率測試儀

■
■
■
■

Napson RT-70V系列
手動版四點探針電阻率測試儀

測量原理介紹

應用製程

Napson EC-80
手動非接觸式電阻率測試儀

Napson NC-80MAP
半自動非接觸式電阻率測試儀

Napson PVE-80
超低阻測試儀

非接觸式電阻率測試儀
通過渦電流原理進行非接觸式的電阻率測量
擁有手動，半自動及全自動機型，可支持測量2-12吋晶圓
Si, SiC, GaN, GaAs等低阻及高阻半導體材料都可以測量
PVE-80採用勵磁法非接觸式測量原理，可支持超低阻測量功能

■
■
■
■

測量原理介紹

應用製程

測量原理

優勢

四點探針接觸式
測試原理

1. 測量範圍覆蓋大 
2. 採用直接測量法，無需換算/調整 
3. 探針測試區域小

劣勢 樣品會與探針接觸

測量原理

優勢

渦電流
測試原理

1. 非破壞性測量 
2. 不受接觸電阻影響

劣勢
1. 需要標準片調校
2. 樣品厚度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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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專用傅立葉變換紅外光譜儀
Onto Innovation推出QS1200桌上型系統，用於半導體材料內部含量檢測, 如碳
氧含量，硼磷含量等,以及同質磊晶厚度測量和其他應用  
QS1200設計用於先進的半導體工廠，在矽長晶和晶圓製造領域進行材料表徵

■

■

Onto QS-1200
晶圓傅立葉變換紅外光譜儀

應用製程
Onto Innovation推出QS-1200FRS矽晶棒氧含量系統，用於測量半導體輕摻矽晶
棒材料的氧含量成分  
可兼容8″和12″矽晶棒，並支持最長3000mm樣品
可通過訂製軟體和載台，提供整根矽晶棒的氧含量分布圖

■

■
■

Onto QS-1200FRS
晶棒傅立葉變換紅外光譜儀

薄膜厚度測量系統
NanoSpec II擴展了業界公認的NanoSpec系列的範圍和性能，引入了一種新型設計，
具有自動化樣品對準，快速自動對焦和測量重覆性優於1Å, 全自動系列可支持200mm 
Wafer, 半自動系列可支持200mm和300mm Wafer
NanoSpec II結合Onto Innovation功能強大的光譜反射率分析軟件NanoDiffract®，自
動圖案對準的圖像處理和各種光學配置選項，使NanoSpec II實現了同類中最強大的自
動化薄膜測試系統

■

■

Onto Nanospec II
薄膜厚度測量系統

軟體功能 應用製程

長晶

矽晶圓背封膜 薄膜沈積

蝕刻 化學機械研磨

切片成型 磊晶



化學機械研磨切片成型

化學機械研磨切片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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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動平坦度測試儀
可滿足75mm~300mm晶圓大小
採用高精度、高重覆性的電容法測試原理
可測量幾何特征參數，BOW/WARP/STIR等 
可支持加裝自動化模組，實現自動測量功能

電容式雙探頭測量系統可以直接及高精度地測量矽晶圓的真實厚度和幾何
參數，且數據和算法都符合SEMI標準規範。

· 根據SEMI標準，GBIR的算法定義為矽晶圓內最厚與最薄的2點厚度差異值。
· 彎曲度(Bow)及翹曲度(Warp)的測試數據也是遵循SEMI標準規範內的定義來

電容式厚度測量原理

■
■
■
■

電容式厚度測量原理

應用製程

Napson FLA-300
半自動晶圓平坦度測試儀

Napson FLA-300+Autoloader
自動晶圓平坦度測試儀

全自動矽晶圓分選機
可支持200mm和300mm矽晶圓
支持厚度，平坦度，電阻率及PN型判定等測試模組進行分選
支持多Port Station, 可按客戶需要進行客製化Station數量

■
■
■

應用製程

Napson NC-6800
皮帶式矽晶圓分選機

Napson NC-2000FLA
機械手式矽晶圓分選機



切片成型

半導體材料PN極性測試儀
可提供非接觸式及便攜式PN型檢測儀
可提供接觸式PN型檢測儀，針對重摻超低阻及超高阻半導體材料使用

■
■

少子壽命測試儀
針對半導體晶種，晶棒及晶塊的少子壽命進行量測
可提供DC-PCD和RF-PCD兩種測試原理

■
■

擴散電阻測試儀
擴散電阻測試儀主要是針對半導體制程中的擴散層，離子注入層以及磊
晶層等工藝進行電阻率及載流子濃度的監控
運用了特殊的點接觸探針蛇口，可沿著樣品的研磨表以非常微小的步進
測試半導體材料的每一局部的擴散電阻值，從而測量出電阻率和載流子
濃度（摻雜雜質濃度）及其分布

■

■

應用製程測試原理

測試原理

Napson PN-12a
接觸式PN型檢測儀

Napson PN-50a
非接觸式PN型檢測儀

Napson HF-100DCA
直流陽極氧化法少子壽命測試儀 

Napson HF-90R
光電導衰減法少子壽命測試儀

Napson SRS-2010
擴散電阻測試儀

Napson PN-8LP
便攜非接觸式PN型檢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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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光源

半導體材料

P型半導體材料的電位圖

N型半導體材料的電位圖

高溫熱探頭 低溫冷探頭

半導體材料

測試電壓

長晶

接觸式PN判定原理

非接觸式PN判定原理



矽晶圓背封膜 薄膜沈積

蝕刻 化學機械研磨

抛光 來料檢測切片成型

晶圓製程中檢測 矽晶圓表面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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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製程

應用製程

桌上型晶圓厚度測試儀
運用高精度電容式非破壞性測量原理
觸控面板操作，並顯示測量結果
可支持5點及TTV厚度測試功能
可支持測量矽棒切片,蝕刻片,研磨片,拋光片及帶有圖形的矽片
無需無塵室級別即可測量
可為客戶客制自動上下料或多點測量方案

■
■
■
■
■
■

晶圓表面缺陷檢測儀
nSpec® 可快速提供缺陷數量和等級
生成詳細的報告與Mapping 圖
nSpec®可以分析晶圓、磊晶片與襯底圖像，包括圖形化或者切割後的晶圓，
甚至可以分析獨立器件

■
■
■

桌上型膜厚測試系統
NanoSpec3100經典的延續 
搭載光譜分析軟體，可同時測量多層膜的膜厚（通常為3層），以及測量光學參數（n，k）
可設定詳細參數以適用於各類膜，用途更為廣泛
通過設定高感度高分解偵測頭（選配），氧化膜可測量至70μm，同時配合使用100倍物鏡
（可觀察至點半徑0.75μm）

■
■
■
■

測試原理 應用製程

Toho Tohospec3100
手動膜厚測試儀

 Pegasus PG300WT
手動晶圓厚度測試儀

Nanotronics nSPEC
矽晶圓表面缺陷測試儀

鹵素燈泡

圖像傳感元件



黃光 蝕刻

蝕刻 化學機械研磨 金屬薄膜沈積 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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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V(矽穿孔)蝕刻深度測量系統

矽基光電晶圓參數測試系統

測試主要功能：臨界尺寸（CD），蝕刻深度，薄膜厚度
CD精度（1δ）:﹤0.2%
蝕刻測量精度（1δ）:﹤0.005%
膜厚測量範圍 : 10nm~350μm
膜厚測量精度（1δ）:﹤0.005%

■
■
■
■
■

多角度偏振光的光譜反射（搭配UV光源後可達190nm-1700nm）
可以達到2×10-5 的折射率測量解析度
自動測量平臺及自動對焦功能
帶旋轉補償器設計的光譜橢圓儀
小斑點(在50x50μm的範圍內測量)
多角度差分偏振技術(MADP)，採用SCI專利的差分功率譜密度(DPSD)技術。
廣泛的應用，包括擴散、CVD、蝕刻、CMP和SOI。

■
■
■
■
■
■
■

Filmtek2000M-TS系列
TSV蝕刻深度測量系統

SCI Filmtek 4000
矽基光電矽晶圓參數測試系統

應用實例

應用製程

通孔直徑
蝕刻深度

掃描電鏡

蝕刻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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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IGBT/MOSFET動靜態測試機
提供晶圓晶片到襯板成品模組的動靜態參數檢測
依據IEC 60747 測試標準
提供各種電流電壓範圍的機型選擇
動靜態獨立系統或二合一測試系統
手動機型兼顧研發和批量生產
依據客戶需求訂製矽晶圓/襯板/模組的全自動分選系統

■
■
■
■
■
■

產品應用

IGBT晶圓/矽晶圓/襯板/模組全自動測試產線
根據客戶應用需求定制
搭配PRO AC DC或TRds各系列測試主機
全自動探針臺CP測試系統
全自動KGD測試平臺
模組線集成加熱冷卻平臺/雷射讀碼/絕緣耐壓等
可採用輸送帶或推車上下料系統

■
■
■
■
■
■

應用製程

Lemsys PRO AC DC 動靜態測試機

Lemsys IGBT 全自動測試分選系統

Lemsys TRds 動靜態測試機

Lemsys DMS快恢二極體測試機Lemsys 高壓大電流壓接模塊測試機

Discrete：
AC-100A/1KV

Automotive Module:  
AC- 4KA/1.5KV (SC 11KA) 
DC-4KA/3KV

動態 500A/4.5KV (SC 4KA)
靜態 500A/10KV up to
          500A/10KV

動態 4KA/6KV (SC 11KA)
靜態 4KA/10KV

動態 8KA/6KV (SC 18KA)
靜態 8KA/10KV

Primepack/Presspack:  
AC- 8KA/4.5KV (SC 18KA)
DC-8KA/10KV

AIndustry Module: 
AC-2KA/1.5KV (SC 11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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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asus PG2000D 
半自動雙面探針臺

Wentworth M200HV
手動高壓探針臺

Wentworth M200/300FA
200mm/300mm手動實驗室分析探針臺

高精度探針座

Wentworth S200/S300FA
8”/12”半自動實驗室分析探針臺

實驗室級晶圓探針臺
支援100至300mm晶圓測量
手動/半自動/全自動機型選擇
支援雙面探針測試
-60C-300℃變溫選配
10KV耐壓大電流應用
RF高頻探針
客製化及其他選配方案

■
■
■
■
■
■
■

產線型晶圓探針臺
支援100至200mm晶圓分選
提供單面和雙面探針模式
兼容wafer及擴片後測試
可整合不同類型測試機臺
應用於diode/discrete/MEMS/Photo device等產品應用

■
■
■
■
■

Pegasus FAPG150
200mm全自動單面/雙面探針臺

可選配功能

應用製程

IC電性能測試

應用製程

IC電性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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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曝光機，光照度計

可提供手動，半自動及全自動的曝光機
OAI的曝光機都是經過大量驗證的模塊化平臺，是增強型高性能高分辨率曝光系
統，以極具吸引力的價格提供高水平的性能
OAI曝光機的模組化光罩對準器平台採用更先進的技術以更實惠的價格生產出強
大的系統
光照度計適用於所有主流曝光機

■
■

■

■

OAI Model 6000
全自動曝光機

晶圓

光罩

OAI Model 800E
半自動曝光機

OAI Model 659
便攜式光照度計

半導體晶圓等級LED標準光源、光學量測系統 GS-1290-光學特性量測設備
CMOS/CCD Camera
全光譜/任意顏色可調/高精度/高穩定性與均勻性
波長範圍涵蓋380-1000nm
超高亮度可達30000nits.
NVLAP 認可的ISO/IEC 17025校準精確度

■
■
■
■
■

獨特設計

應用製程

高精度光譜儀, 波長可涵蓋380-1700nm
提供變溫, 上升與衰減時間對比光學數據的關係圖
提供絕對功率、光譜與電性參數以及光電轉化效率

■
■
■

黃光

RS-7-4 Wafer Probe Illuminator
配合探針台應用於晶圓等級測試

RS-7-4 Wafer Probe Illuminator
光纖輸出機型可實現多通道同時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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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四點探針薄膜電阻測試系統
可提供各玻璃世代尺寸的全自動四點探針薄膜電阻測試
全球同應用最高業績廠牌，具有超高測量精度，重覆性
可根據客戶需求客製化及增加各類附加測試功能

■
■
■

In-line薄膜電阻測試模組
可提供In-line薄膜電阻測試，不僅可針對導電玻璃，也可以提供解決方案至Roll to 
Roll導電薄膜製程
使用非接觸渦電流測試原理，高效且高精度實時In-line監控
可根據客戶需求進行測試功能訂製

■

■
■

應用制程

應用制程

手持式薄膜電阻測試儀
DUORES可同時搭配四探針及非接觸式渦電流法測試探頭的手持式薄膜電阻測試儀
EC-80P是一款量測範圍廣的桌上型渦電流法薄膜電阻測試儀
RT-70V/TS-7D是一款搭配RT-70V測試主機的高精度桌上型四點探針薄膜電阻測試儀

■
■
■

液晶阻抗測試儀
RST-100液晶阻值測量系統，為LCD業界對液晶品質管控需要而設計開發的
測量儀器可搭配任意高阻值測量儀器
標準化治具, 只須設定液體電阻之基本參數
治具本身經特殊處理, 可隔除接線的雜訊及環境的干擾

■

■
■

Napson RT-3000/RS-1300 & RS-2000TR
全自動四點探針薄膜電阻測試儀

Napson NC-700
In-line薄膜電阻測試儀

Pegasus RST-100
液晶阻抗測試儀 

Napson NC-600

Napson EC-80P
手持式渦電流薄膜電阻測試儀

Napson RT-70V/TS-7D
手持式四點探針薄膜電阻測試儀

Napson DUORES
手持式二合一薄膜電阻測試儀

ITO塗佈 金屬薄膜沈積

ITO塗布

應用製程

液晶來料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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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ine 面電阻測試儀
運用四探針原理，進行高精度及快速地測量電池片的擴散面電阻
可支援220x220mm或更大尺寸的電池片
DF-9P作為高產能Off-line 面電阻測試，可以支援同時9點測試，測試時間小於
10秒

■
■
■

In-line接觸式擴散面電阻測試儀
運用四點探針高精度的測量原理，可同時最多測量9點
與自動化廠商具有豐富的合作經驗，具有MES搭配，數據整合處理等軟體功能
擁有客製化軟體，可與Off-line四探針面電阻儀快速校準，進行測量數據修正

■
■
■

Napson RG-200PV
半自動面電阻測試儀 Napson DF-100

In-line接觸式面電阻測試儀

太陽能模擬器
OAI的高性價比標準太陽能模擬器可提供均勻且高準直的光線  
根據選配，太陽能模擬器的輸出功率為350W-5,000W
OAI太陽模擬器系統基於35多年經驗與實績的紫外線技術，提供可重覆，可靠
，恒定的輸出

■
■
■

太陽能矽晶圓電阻率分選儀模組
太陽能矽晶圓電阻率量測模組  
可選裝厚度PN型判定功能
通過網線接口連接電腦實現數據傳輸 

■
■
■

In-line非接觸式擴散面電阻測試儀
運用光學測量原理，進行非接觸式的擴散面電阻值測量
擁有客製化軟體，可與離線面電阻測試儀快速校準，進行測量數據

■
■

OAI TriSOL Class AAA Solar Simulators
太陽能模擬器

Napson NC-100PV
非接觸式電阻率測量模組

SCI Filmtek IS

Napson DF-9P
9探針快速面電阻測量儀

薄膜厚度及反射率測試儀
可提供全光譜波段光源，同時測量多層薄膜厚度。
可提供手動，半自動等型號。
可提供Filmtek IS反射率測試儀

■
■
■

SCI Filmtek Solar
膜厚測試儀 反射率測試儀

Napson IRS-100
In-line非接觸式方阻測試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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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quatek.com.tw

(台北)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08號4樓
郵遞區號︰11493
電話︰+886-2-27973357
傳真︰+886-2-27973957

(新竹)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六路一段96號2樓
郵遞區號︰30271
電話︰+886-3-6577776
傳真︰+886-3-6577779

(高雄)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60號3樓之1
郵遞區號︰80787
電話︰+886-7-3855821

http://www.quatek.com.tw
E-mail:sales@quate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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