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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联讯仪器的 WLR3500 晶圆老化测试系统适用于产品可靠性筛选和批量生产品质监控， 

主要特性： 

⚫ 支持 SiC,GaN 晶圆产品的老化 

⚫ HTGB 和 HTRB 集成在一个抽屉，可以在线切换 GB 和 RB 老化模式 

⚫ 支持参数测试 Idss、Igss、Vth、Rdson. 

⚫ 支持 MAP 数据绑定，数据可追溯 

⚫ 高精度漏电流测试，最高精度漏电流分辨率可以到 0.1nA 

⚫ 支持氮气保护，防止高压打火和 PAD 氧化 

⚫ 系统硬件过流保护，短路电流瞬时响应，响应时间<100nS 

⚫ 高耐温设计，抽屉加热相关都耐 200 度设计 

⚫ 温度均匀性可以做到±1℃，准确性<1℃，分辨率 0.1℃ 

⚫ 软件支持本地数据和数据库上传，支持 MES 对接 

⚫ 支持在线编辑测试 Recipe 

⚫ 支持在线编辑测试 SPEC 

⚫ 软件支持三级权限管理和多账号管理 

 

系统介绍 

WLR3500 系统设计用于一次进行 5 个晶圆的单次 HTGB 和 HTRB 老化,可以自

动切换老化条件，可以对每个产品进行 Vth 的测试，可以根据不同配置需求满足不同

成本要求，给客户进行可配置的研发应用和高容量生产应用，老化时间可以从几分钟

到几十个小时，甚至几千小时，每通道单独的过电流保护来被测器件，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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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数据用于分析 

 

 

 

夹具耐压指标 

夹具最大耐压 2000V 

抽屉耐压指标 

抽屉最大耐压 3000V 

漏极电压源指标   

电压设置精

度 

量程 设置分辨率 精度(1 年) ±(%读数+ 偏置) 

3000 V  100mV 0.5%+10 V 

50V 1m V 0.1%+0.2 V 

过冲 <1% (典型值)   

总功率 20W      

通道数量 1（每个老化大单层） 

漏极电压表指标 

电压表显示

精度 

量程 显示分辨率 精度(1 年) 

±(% 读数+偏置) 

3000V 100mV 0.5%+10 V  

50V  1m V 0.1%+0.2 V 

 通道数量 1（每个老化大单层） 

 

漏极电流表指标 

电流显示精

度 

量程 显示分辨率 精度(1 年) 

±(% 读数+偏置) 

100 mA 10 uA 1% + 100 μA  

10 mA 1 uA 1% + 10 μA  

500 μA 50 nA 1% + 500 nA  

2 μA 0.2 nA 1% + 2 nA 

 通道数量 1（每个老化大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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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极电压源指标   

电压设置精

度 

量程 设置分辨率 精度(1 年) ±(%读数+ 偏置) 

±50 V 1m V  0.1%+0.2 V 

过冲 <1% (典型值) 

总功率 25mW    

通道数量 1（每个老化大单层） 

栅极电压表指标 

电压表显示

精度 

量程 显示分辨率 精度(1 年) 

±(% 读数+偏置) 

±50V 1mV 0.1%+0.2 V 

 通道数量 1（每个老化大单层） 

 

 

 

 

栅极电流表指标 

电流显示精

度 

量程 显示分辨率 精度(1 年) 

±(% 读数+偏置) 

 10mA 1 uA 1% + 10 μA  

500uA 5nA 1%+0.5uA 

10uA 0.1nA 1%+10nA 

500 nA 50 pA 1% + 2 nA  

100 nA 10 pA 1% + 0.5 nA  

 通道数量 1 路,（每个老化大单层） 

 

 

源极电流表指标 

电流显示精

度 

量程 显示分辨率 精度(1 年) 

±(% 读数+偏置) 

1 mA 100 nA 1% + 5 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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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μA 1 nA 1% + 50 nA  

 通道数量 700（每个老化大单层） 

整体架构 

 

 整体架构分为:A 硬件电路部分，B 抽屉整体部分，C 夹具部分和 D 机架部分组成 

 

系统硬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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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WLR3500 硬件架构图 

 

如图 1 所示硬件主要有带有高压的 HTRB 功能板，低压高精度的 HTGB 功能板，MCU 控

制板组成电源驱动系统，背板，抽屉板，夹具板主要将电源输出到产品。 

 

 

 

 

夹具设计架构 

 
 热沉+高压 

陶瓷板 

加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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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具带加热功能，加热功率 300W，室温到 175 度 20 分钟以内，热沉内部有

温度传感器，温度均匀性可以做到±1℃，精度小于 1℃，分辨率 0.1℃。有

陶瓷板进行高压隔离，外框可以进行密封耐压，最高耐压 0.6mPa,可以防止高

压打火。 

  

 

 

   

系统功能 

WLR3500系列的主要系统参数功能如下 

参数 指标 

适用产品 GaN,SiC Wafer 

适用封装 4 寸，6 寸 Wa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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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指标和软件 

老化参数 HTGB,HTRB 

测试参数 Igss,Idss,Vth,Rdson 

系统尺寸 
1200(W)X1900(H)X1300(D) 

 

系统功耗 <6kW 

氮气保护 >0.6mPa 接入 

温度范围 常温-200℃ 

电压范围 栅极±50V，源极 3000V 

系统通道 
 

712 

系统层数 5 层 

电流电压过冲 任何情况下没有过冲 

MES 对接 支持 MES 对接 

参数 指标 

工作温度 15-30C 

存储温度 -10-50C 

工作湿度 40-70% 

存储湿度 <90% 

工作海拔 0-2km 

供电功率 200-240Vac, 30A, 50-60Hz 

电磁兼容 满足欧盟 EMC 标准 

安全 满足欧盟安全标准 

认证 CE 认证 

软件系统 Windows 

软件语言环境 V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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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信息 

 

– 一年免费保修 

– 附件包括 

 系统操作说明书 

 系统软件说明书 

 系统维护说明书 

 出厂验证报告 

 易损件清单 

 负载板 

 探针备件 
 

软件功能 

测试计划编辑，测试条件和参数 Spec 设置，晶圆描

述，MES 接口，测试数据管理和分析，校准维护，故

障诊断 

WLR3500 联讯标准晶圆老化测试测试系统 

选件信息 

FIXTURE 根据客户晶圆尺寸定制夹具 

CAL 校准选件 



 

本文档中的产品规格和说明，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2022/06/06 

关于我们 

 

联讯仪器成立于 2017 年，位于苏州高新区湘江路 1508 号，是中国领先的测试测量仪器和设备供应商，通过集成测试测量仪器设备及自动

化测试系统，为客户提供集成和定制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公司专注于高速光通信的测试设备与测量仪表，如激光器芯片测试、激光器芯片老化、硅光芯片测试、TO组件老化和光收发模块测试等。此

外，公司积极拓展半导体集成电路测试测量领域，集成 KGD,WLR和 WAT测试机及其他开发项目，为客户提半导  体集成电路的整体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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