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業界量測之優勢



介紹
         

MicReD 的硬體設備可以量測的範圍涵蓋所有的半導體元件。其測試是取決於高精度且完整的暫態熱阻量測技術，經由後處理軟

體 T3SterMaster 針對所量測到的數據將其轉換成元件從 junction 到外在環境的散熱路徑的熱容/熱阻圖。 MicReD 的此項技術可以

完整驗證元件當中每項封裝材料的熱特性像是固晶膠或者是散熱膠材。

MicReD® – Microelectronics Research & Development Ltd. 此技術團隊最初是由匈牙利布達佩斯大學的 4 人 (Vladimír Székely, Márta

Rencz, András Poppe and Éva Nikodémusz) 於 1997 年所成立。此團隊並於 2000 年藉由歐盟的專案開發出 T3Ster  (Thermal Transient 

Test) 暫態熱阻量測儀，專門針對現行半導體元件及發光二極體 (LED) 進行熱特性測試。並在該年正式對外發表且完全符合國際

標準熱阻測試規範  JEDEC 之測試平台。   

專注於半導體及 LED 熱特性量測的 MicReD 團隊在開發出 T3Ster 量測設備之後接著和 Pannonia 大學合作開發出 TeraLED® 系統  

(LEDs光熱耦合量測積分球) 並於 2005 年發表進入市場成為 T3Ster 家族中的一項設備，使整個量測的設備更加的完善。 藉由 

T3Ster 和 TeraLED 的結合可以完整的測試出 LED 的光、熱特性使研發人員更能夠掌握其 LED 的特性。

這樣強大且完整的量測技術底下，MicReD 團隊已在國際上發表過多項文獻於各大期刊中。



 

這樣的量測技術可以產生高精度且再現性高的熱阻數據。

T3Ster  (唸法: “tri-ster”) – 暫態熱阻量測儀是針對半導體元

件封裝之熱特性的一台進階量測設備。 並於 2000 年對市

場發表並上市， T3Ster 的產生已包含多項研發努力在其中

。  T3Ster 是被設計用來快速產生各種 IC 元件可信賴且精

準的各項的熱特性，包括 stacked-die and system-in- package 

devices 以及各種半導體之組件和封裝的量測。 T3Ster 所

產生的結果可以去產生其熱分析模型應用於未來的驗證

。量測 data 亦可和熱流分析軟體 FloTHERM® 結合讓其元

件在各種應用領域當中得到良好的成果。同樣的，T3Ster 

和FloTHERM 的結合運用可讓研發及產品開發人員去全面

解決各項熱設計的挑戰。

T3Ster 除了在暫態熱阻量測技術上對於其配件的擴充也

是非常具有彈性的 (包含像是有thermostat, booster, 

thermocouple pre- amplifiers, JEDEC standard still-air chambers

, test-boards and special fixtures e.g. for TIM measurements).

所有其附屬之量測配件皆是使用 USB port 和 T3Ster 及電

腦作連接 ; 並且透過後處理軟體即可輕易的判讀及了解

結果和 TeraLED 系統做連結更可針對 LEDs 做更完整的光

熱耦合量測。  應用 JEDEC JESD51-1 靜態量測法 ，藉由定

電流輸入給元件利用其大小電流的轉換使其元件先充飽

熱之後再自行降溫，在降溫的過程當中抓取其元件電壓

變化值計算出結果去了解整個封裝層的特性。再應用最

新的量測規範 JEDEC JESD51-14 “transient dual interface 

method” (TDIM) 異介質量測法只需幾分鐘即可得到整個

封裝層精準的溫度對應時間的函數，配合各種不同的量

測環境即可直接得到 RthJC, RthJB 或者RthJA 。並且藉由

其量測可以了解封裝層當中結構的變化及損壞，此數據

亦可產生 compact thermal model 供 FloTHERM 進行模擬

。T3Ster 量測可以表現出整個傳熱路徑從發熱端到環境

的特徵。也可使用在設計整個熱管理設計像是 heat-sinks 

和 heat pipes 的使用，並了結整個封裝層間之介面熱阻，

T3Ster 和一般市售設備之最大差別如下: 

■  快速且便於使用

■  應用範圍廣泛

■  精準溫度量測  (0.01°C) 

■  1 us 量測 解析度

 

T3Ster 應用包括:

■  熱傳路徑建立

■  Die attach  驗證

■  針對晶片和封裝結構層的研究

■  LEDs 光熱特性

■  產生 compact thermal model 提供給 CFD 分析

■  結構層破壞分析

■  材料特性驗證 (i.e., TIM導熱係數)

■  熱模型驗證

■  在實際應用環境及系統中的熱特性驗證

■  LED 多晶分析

T3Ster 的多量測頻道可以針對封裝層做最完整的量測 (單晶或

是多晶封裝)，這對半導體製造商和封裝廠有著絕對的好處，

對於封裝終端客戶來說一樣可以利用 T3Ster 去產生屬於自家

產品的高精度熱特性數據及熱模型。再藉由此量測數據可以

自行建立其產品數據資料庫，並且可以進一步的進行分析和

熱設計。

 T3Ster 量測系統有著和電腦相連接的介面 (任何桌上型電腦和

 筆記型電腦， Windows® 系統)，大小電流的模組提供元件加

 熱和降溫。主系統本身之量測頻道最高可擴充到 8 個頻道，

 客戶可以依照自行需求在標配的兩個量測頻道和 8 個頻道做

 選擇。當然除此之外，整套系統尚有多樣配件可以依需求進

 行選配和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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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充性強- 多樣化配件可供選擇

■ 完全符合國際標準規範 JEDEC 的量測方式 

■ Real-time 量測

■ 持續的開發，強大的技術背景及技術支援服務

■ 利用桌機或筆電控制量測且方便連接介面

■ T3ster 適用範圍廣大且市場利用價值高

T3Ster 遵循 JEDEC JESD51-1 規範之靜態量測法可以快速

的 real-time 進行量測。這樣 ”連續性量測” 的技術配合 

T3Ster 高精度的設備可以在高時間解析度的情況下得

到高準確度、高訊噪比的暫態熱曲線圖。當然，對於

符合 JEDEC JESD51-1 的動態量測法亦可在 T3Ster 當中

進行量測。 T3Ster 總是遵守其最新的 JEDEC 熱測試規

範進行測試，像是 JESD51-14 “transient dual interface 

method”(TDIM) 異介質量測法去量測出半導體封裝元

件 junction-to-case 熱阻，也就是所謂的 Rthjc。又或者

是 JESD51-5x 系列 LED 熱測試規範測試其 LED 以及 MIL 

standard 750E 測試其 transistors。

伴隨著設備，T3Ster 還有軟體的部分並分為量測軟體以及後

處理軟體。除了利用量測軟體進行量測以外，後處理軟體可

以得到各種的量測結果。在 MicReD T3Ster 軟體的獨特技術下

，量測完畢後可以自動產生數據如下:

■  Pulse暫態熱阻曲線圖

■  Zth (時間對應熱阻曲線圖)

■  Tj 溫度變化

■  結構函數 (structure functions)

結構函數將可明確定義出

■  junction-to-ambient 熱阻和 JEDEC 規範定義的熱特性像

   是 junction-to-case 熱阻 (使用最新的 JEDEC 規範 JESD51-14)

■  各結構層熱阻以及熱容值

■  散熱路徑所經過的材料特性及幾何尺寸

硬體選配擴充包括 :

■  額外的量測頻道

■  增壓穩壓系統( Booster): 可提供從 100W 至千瓦的電流 

■  額外添加附件可以同時驅動多個 junction

■  不同 type 的熱電偶: 提供 J、K、T type 熱電耦可同時偵

    測元件不同位置的溫升 

■  Thermostat 溫控平台: 用來校正元件 TSP，並可控溫用來

     做熱阻量測，此設備可透過 T3Ster 操作軟體來控制

■  still-air chamber : 符合 JEDEC51-2A 的自然對流箱，用來

    量測 Rthja

■  TeraLED (光熱耦合量測積分球): 針對 LEDs 進行光和熱特

    性之量測

■  DynTIM : 可用來量測散熱材料之導熱係數

介紹



技術總覽

根據 JEDEC 規範靜態量測法  (JESD51-1) T3Ster 是使用定電

流的量測，在量測時會輸入給元件大小不同的電流使元件

先充飽熱之後再切換至較小電流使其降溫，利用這大小電

流的切換在元件開始降溫時 T3Ster 即開始截取其元件因受

溫度影響電壓的變化値直到元件達到溫度平衡為止。這樣

的量測方式稱之為電性量測法，再利用元件本身所校正出

的溫度敏感參數 :  temperature sensitive parameter (TSP)  

( e.g.PN junction的順向偏壓或者是 MOSFET的 threshold 電

壓 ) 去求得其元件在此量測過程當中溫度的變化。

在測量時需要 power driving units 針對其 power 做快速的

轉換，而 measurement channels 可以在 1us 的高精度時間

解析度下截取數據。T3Ster 主系統可以藉由系統本身和電

腦軟體界面去控制量測頻道截取其數據，而本身在系統上

最多可以擴充至 8 個量測頻道以應付不同的需求。在量測

的參數控制以及數據的求解軟體上可以利用 USB 介面把 

T3Ster 系統和桌機或者是筆電做連接，在電腦上直接控制

軟體做量測並進行數據求解。

T3Ster 可以適用於量測多種不同的半導體元件，幾乎所有元件

皆可以進行測量如下: 

Live IC 晶片可以通過利用其中的 substrate diodes 進行其測試。 

在三種不同給定的量測配置中可以擇一使用。

 power step 有三中不同模式去使用

固定電壓下之電流轉換

固定電流下之電壓轉換

電壓及電流轉變



對於不同種類的半導體量測元件接線，在 T3Ster 的

量測軟體當中會顯示出該元件如何進行接線以確保

其元件正常開通作動，接而進行正確的量測，如下

圖所示:

高精度，差分輸入放大器對於量測頻道來說是很重要的

關鍵，在進行量測時提供了非常好的訊噪比，因此可以

進行很精密的量測。在這樣的量測方式底下，不需要輸

入非常大的加熱電流將元件的 junction 溫度升高及即可

以得到非常高品質的量測結果。憑藉著這樣高精度的機

台，T3Ster 可以提供非常好的量測品質且可以得到非常

精準的數據應用於現今市場上的各種元件。

NID-method 複雜的數學模式 (網絡定義模型) 嵌入至 T3Ster軟

體當中配合其 T3Ster 硬體在進行高精度且連續的暫態熱阻量

測下可以產出良好的數據結果。 此外，在軟硬體的良好搭配

下可以提供給使用者一個完整的熱測試工作站。 這樣的一個

單一機台可被允許量測多樣化的熱測試在一個標準的封裝結

構下的結構函數 (structure function) 可以去判斷這個元件在散

熱路徑當中封裝層所產生的損壞；像是單晶中固晶膠的脫層

，soldering 損壞，結構問題，以及關乎至成本問題的所使用

的封裝材料特性，皆可利用量測來得知其結果。 T3Ster 後處

理軟體也會將所量測到的數據直接輸入後也可直接得到該元

件的熱模型，且此模型也可以直接運用在像  FloTHERM 這樣

的工業熱流模擬軟體上面進行分析。

聰明的元件校正, 快速的暫態量測:

■  K-factor 是被定義在這個元件所使用的量測電流下溫度和

     電壓變化的關係。

■  利用元件本身的特性在真實狀況下進行量測。

彈性的數據截取速率: 數據截取的速率是利用量測軟體進行

控制的，可以在 1µs and 8s 之間的截取時間區間當中去決定

截取的頻率。每次截取的數據點為 200-300 個數據點 。

技術總覽



T3Ster 量測控制軟體是配置在 T3Ster 硬體設備組件的

其中之一項並可在 Windows® 系統下進行操作且使用

USB 介面進行設備和電腦的連接，且任何的筆電和桌

上型電腦皆可使用來進行控制量測。量測完畢之後，

所有量測數據皆可傳回電腦上並利用 office 來進行分

析和解析。

所有量測參數設定，像是電壓範圍、電流大小、加熱與

否狀態的控制，皆是由量測軟體裡進行控制的。在量測

的軟體當中也有清楚的圖示告知避免其接線錯誤造成元

件損毀。在量測的過程當中，實際暫態熱阻的變化也會

由軟體視窗顯現出來，並由設備將數據逐步紀錄下來。

除了量測控制之外，在量測數據的分析上  (based on the 

NID method)  也提供了 T3SterMaster 後處理軟體針對所

量測到的數據進行解析，可以在數秒內得到該量測原件

所有的結果。

而軟體內建的 materials browser 可以方便的輸入材料性

質在結構函數 (structure functions) 上定義其在封裝內的

材料幾何尺寸  (e.g. 散熱路徑的橫切面區域)

T3Ster 多頻道電源供應 (或者簡單稱為 T3Ster extension boxes)

是被設計用來讓 T3Ster 提供多組電流給予元件，該配件可以

提供多組大小電流給予元件，使其在量測上更為方便。

T3Ster-Boosters 為 T3Ster 的選擇配件之一，是用來使 T3Ster 

可以輸出更高的電流或者是電壓。是屬於其外加電源來符合

其T3Ster 多頻道輸出的架構。基本上 booster family 提供的電

流輸出可以到達千瓦等級 (kWatts)。 有兩種不同的 boosters 

可供選擇 : 低電壓 / 高電流 或者是 高電壓 / 低電流，完全取

決於是運用在何種量測元件上；像是 IGBT 量測又或者是串連

 LED  測試。



T3Ster Boosters 典型運用包括:

■  高功率元件量測，像是 thyristors or IGBTs
■  高功率 LED 組件量測，像是 Light-Bar
■  VLSI chips 的 Substrate Diode 量測



Thermostat 乾式溫控平台是被設計用來校正待測元件的

溫度敏感參數 (TSP) 以及控制不同的溫度變化針對待測

物進行量測，不管是校正元件或者是溫度的控制皆可由

量測軟體在電腦上直接進行。

Thermostat 的量測控制軟體可以自動的控制溫度的變化

以及針對元件的溫度敏感參數 (TSP) 進行自動的校正。透

過軟體內建的自動校正系統在數分鐘內即可以完成溫度

敏感參數的校正。在量測的當下，透過 T3Ster 軟體內手

動模式可以設定在此量測環境中所需要的溫度，Thermostat 

會自行將溫度控制在所設定的溫度點上，確保量測的準

確度。因此 Thermostat 可良好的控制其溫度邊界條件。

Dual cold-plates 同樣是屬於 T3Ster 的溫控模組配件之一，

但其散熱模式是使用水冷式系統。同樣的可以使用來做

校正以及元件熱阻的量測

除了 Mentor Graphics 所屬的 thermostat 之外，Dual cold

-plates 可以手動或自動的去調整量設時所需的溫度，但

須配合第三方的冰水機 (搭配型號如: JULABO©, Cole-Parmer©, 

Lauda©, Haake©, Hart Scientific© or Arroyo Instruments©) 

，也同樣由 T3Ster 軟體所控制及可使用。

在每台 Booster 當中皆包含內建的電源供應器且感應電流的

提供源。但為了達到高瓦數的需求，外加的電源供應器也是

需要的。可以選擇 Agilent© 電源供應器來做搭配，同樣的可

以在 T3Ster 量測控制軟體當中的 T3Ster-Booster plug-in 模組

來進行設定和 T3Ster 主系統做連接 進行量測。

當然 Boosters 是可以進行升級的，舉例來說，可以升級至 

280 V 的高電壓是可以透過其電壓轉換及安全開關去量測其

 LED 模組。

當我們連接高電流的 T3Ster-Booster , 此配件根據 MIL-STD 750E 

的規範在 BJT-s 的量測下可以控制 VCB 的輸出。 此連接配件搭

配和 T3Ster 主系統和高電流的 T3Ster-Booster 一起使用時，在

使用最先進的 Mentor T3Ster 卓越的瞬態量測能力底下，根據 

MIL-STD 750E 所要求的所有電壓電流源皆可進行操作輸出，進

行標準的測試。

熱電偶前置放大器，該配件同樣完整提供三種不同型號

 J (PN: 239882), K (PN: 239883) 或 T (PN: 239884) 供其使用。

當此配件和主系統做連接時，主系統本身的量測頻道可

以直接針對元件的 junction 溫度度做量測而該配件即可

以針對使用者所需偵測的其他溫度點進行測試，例如: 

元件的封裝體外部或者是 PCB 板本身的溫升表現。



T3Ster 快速的熱阻量測當中，量測頻道在截取數據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在截取的速度上是以微秒的速度進行數據截

取，量測的時候在大小電流轉換之後大約前幾十個微秒所

截取到的數據通常為元件在量測時所產生固有的電訊號 

(電訊號產生時間的長短取決於元件本身的特性) 接著才會

是元件本身熱訊號的變化。所以在量測時截取的時間越快

元件本身的熱訊號截取就會越完整，使整體的量測誤差值

減到最小。完整的熱訊號截取對於量測時元件本身的散熱

路徑所產生的結構函數來說是有著極大的誤差影響，所以

T3Ster 的量測頻道可以在最短的 1 微秒的截取速度下截取

到所有的訊號。這些細節對於針對半導體元件或 LEDs 進

行失效分析和封裝結構層的熱阻分析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基本的 T3Ster 主系統當中即標配兩組量測頻道，但系統

本身可因使用者需求最多可以擴充至八組，當使用者安裝

新的量測頻道的同時軟體本身可以進行自動偵測去抓到所

有新安裝的量測頻道。

當要量測多個 LED 時可以使用 T3Ster LED String Tapper 的配

件進行量測，當完整的 LED 串進行通電時，該配件可以單

獨抓取單顆的順向偏壓值進行熱阻的量測，使用此種方式

量測最多可以一次連接四個 LED ，同時使用兩組時最多可

以一次量測八個 LED。

Mentor 提供了符合 JEDEC JESD51-2A 的自然對流箱  (1 ft3) 讓使用

者在自然對流的環境下進行 Rthja 的量測。 此自然對流箱可以容

易的去調整到連接各種不同符合 JEDEC 的測試版並輕易的可以和

設備做連接。

Cold plates 不只可以使用來做元件溫度敏感參數的校正也可以

用來做熱阻的測試，兩個冷板的上下兩端是相同的且在量測時

可以帶走更高的瓦數。也可將此冷板分離單獨使用。此冷板在

量測時可以完全符合 JEDEC JESD51- 14 去量測到  junction-to-case 

的熱阻值，該冷板也可以搭配市售多種不同的冰水機針對待測

元件進行其散熱，軟體本身除了控制 Mentor 本身的  thermostat 

，也可以手動或自動去控制第三方的冰水機  (JULABO®, Cole-Parmer®

, Lauda®, Haake®, Hart Scientific® or Arroyo Instruments®)。上述

所列的冰水機型號皆可以由 T3Ster 軟體進行控制。



在功率 LEDs 當中，部分的電能都會被轉換光能量，因此

在進行 LED 的量測時也必須將這部分考慮進去，而 TeraLED

則是針對 LED 提供了光熱耦合量測的積分球。利用不同

的溫度及操作電流除了測量其高功率 LED 的熱特性之外

也可針對光的部分；像是流明值、發光效率、光通量..

等等光的數據進行量測和解析。

TeraLED 被設計用來當作 MicReD T3Ster 主系統之附屬設

備，用來對 LED 進行全面的量測。在和 T3Ster 連接之後

，會先進行光的測量部分，當元件通電到達熱穩態之後

即開始進行光學部分的測試，測試完畢之後元件將會關

閉這時 T3Ster 即開始針對熱阻進行測試。 而 TeraLED 本

身可以和 T3Ster 主系統以及 power boosters 增壓穩壓系

統做完美的組合連結進行完整的測試。

TeraLED 硬體包含了通量的量測系統，此設備為精度相當

高的儀器，配合其附屬的濾波器及參考光源可以對元件

所有光特性及輻射測試。當然，TeraLED 本身也配置有完

整的電子控制系統。

積分球 提供了穩定的溫度控制平台載具可以用來固定代

測元件，也提供了reference LED 和不同濾波器的 detecter 

，並且可以用來連接第三方的配件，如光譜儀。TeraLED 

的硬體規格也分為 2 種不同大小的規格；分別是 30 公分 

(PN: 23988) 和 50 公分 (PN:253162)。

TeraLED  電子控制系統 是連接到量測控制電腦進行所有

的操作和量測 。在積分球系統當中，可以單獨進行 LED 

光特性的量測，在和  T3Ster 和  power booster 搭配連接

之後可以直接進行完整的光熱耦合量測。

溫度控制載台 分別依據 30 cm 和  50 cm 大小的積分球提

供不同的載台。在 30 cm 的積分球當中提供了內徑為 55

 mm 、面積 40x400 mm2 的元件乘載平台，可控制溫度為

+10..+90 ℃ 且底下的 heat sink 的散熱能力為 10 W。 在 50cm 的

積分球則配置較不相同的內徑為 120 mm 的水冷及和 30cm 積分

球相同底下具有 heat sink 的兩種不同元件乘載台，且散熱能力

可以到  50 W。 (其中在水冷的載台上可以基於所使用的冷卻液

體來決定其散熱能力) 。 在 50cm 積分球的 TeraLED 水冷散熱載

台上可和 T3Ster 所連接的第三方冰水機相同，在 TeraLED 的連結

上，如使用冰水機一樣可以由 TeraLED 量測軟體進行溫度的控制

，且一樣的支援以下廠牌的冰水機  (e.g.  JULABO®, Cole-Parmer®, 

Lauda®, Haake®, Hart Scientific® or Arroyo Instruments®)。

技術總覽



TeraLED 操作軟體是非常好上手且容易使用的，一樣是一

套全自動的量測軟體，可以針對像是光通量、輻射通量

、發光效率、色座標..等相關參數和 T3Ster 相同可以透過

操作不同溫度/電流來進行自動化量測。當然，關於 LED 

的電特性和熱特性一樣可以被量測出來。所有量測出來

的數據則會像 T3Ster 後處理軟體所呈現的一樣，會表現

出各種圖表供使用者進行分析。TeraLED 軟體也可以自動

和 T3Ster 和 T3Ster-Booster 軟硬體做連結 ; 可以針對更為

高壓且焊在 MCPCB 的 LED 元件進行量測 (110 V or 230 V)。

TeraLED 是專門針對全球各大 LED 製造商的需求而開發的

，為 LED 提供獨特且完整的測試。在這樣的 一套積分球

系統底下，一開始可以投資非常少的成本單獨利用積分

球進行一些光特性的測試；像是光通量..等等。 接著可

以再更進一步的和 T3Ster 做結合進行全面的光熱耦合量

測，除了光特性之外，對於熱特性也可以全面的了解。

當使用者得到這些數據之後，可以對 LED chip 失效、封

裝結構的狀況有更精確且完整的分析。 進而全面掌握元

件特性。

TeraLEDView 可以將積分球所量測到的數據轉換成各式的

圖表又或者是像電流和溫度對應的函數 (either ambient or 

junction) 圖供使用者進行分析。最終可以掌握此 LED 完整

的特性。

技術總覽



T3Ster-Master 是一個相容性很高的軟體 (可相容於 Windows®

所有版本系統 ) 。 主要是針對 T3Ster 所量測到的數據進

行後處理的動作。 所有其他來源的熱暫態曲線圖幾乎皆

可以使用此軟體來處理 : 模擬熱暫態圖 (和從中導出的所

有函數) 可以輕鬆且方便的和測量出的熱暫態曲線圖進行

比較。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可以有效的去比對模擬和其量測的結果，透

過模擬和量測所得到的結構函數相互驗證，可以更加確認整體封

裝結構的實際狀況。

多個 T3Ster 的測量結果可以同時放在一張圖中進行數據的比對，

進而再藉由 JEDEC JESD51-14 所定義的量測規範從中去定義出

junction-to-case 的熱阻值又或者是可去發現封裝結構中損壞造成

元件失效的所在。

除了可以得到最完善的量測結果之外，在最新版本的 T3Ster-Master

軟體中也可將所量測到的結果轉成.xctm 檔提供給 FloTHERM 輸出

成 compact model 進行分析。



DynTIM 是一個高精度的測試環境，用於測量熱介面材料

的導熱係數並且在量測時一樣是和 T3Ster 做連結來進行

測試的動作。此設備主要可以用來量測膠質及軟性的導

熱材料；像是 thermal greases 或者是 thermal Pads 。 當

然對於具有黏性的和固體散熱材料同樣的是可以用來進

行量測。

使用 DynTIM 系統進行量測時是將待測物體置於真實的熱

環境之中，並放置在實際的二極體及銅製冷板載台之間，

系統可以精準的算出兩平面之間實際的距離且解析度到達

1 微米。這樣一來系統可以很準確的去量測到待測材料的

真實厚度  BLT (BondLine Thickness) 。

基於使用材料厚度及熱阻變化的對應關係來當做基準來

進行導熱係數的測試，這樣的測試方式是符合 ASTM D5470

規範標準的測試法。溫度的量測是透過裝置在機台上半

部的二極體進行，在精準的溫度量測 (解析度0.01°C) 以

及配合輸入電流所產生的功率計算之下可以得到具有高

再現性的量測結果。

DynTIM 利用 T3Ster 在高溫下精準測量的技術，Dyn-TIM 

的操作控制是利用 T3Ster 來控制，在這樣的一個鏈結操

作底下，可以簡單且自動的得到精準的結果。

在下方的銅製載台上面，同樣的是利用第三方的冰水機

來控制溫度。DynTIM 的量測操作軟體和 T3Ster 測量軟體

相同一樣可以用來自動或手動控自第三方冰水機的溫度

，所支援的廠牌如: JULABO®, Cole-Parmer®, Lauda®, Haake®, 

Hart Scientific® or Arroyo  Instruments®

DynTIM 可以測試三種不同符合 ASTM 的導熱材料如以下方法進

行量測:

對於 Type I 材料，像是 greases 和 pastes ，在量測這樣的材料時

 DynTIM 系統會嚴格的控制其厚度而不對於待測樣品施加任何壓

力。 假設是低黏性的材料，在不施加壓力的情況底下，在量測

當中隨著厚度的減少多餘的材料將會離開待測空間。 

對於 Type II 材料，像是稍具黏性的膠材如 Thermal Pad ，使用具

有限制的壓力控制待測材料的厚度，確保材料在量測時候度不會

產生其誤差，所以除了厚度控制之外，壓力控制也是其中選項之

一。

對於 Type III 材料，不可壓縮固體材料，此類型材料為利用壓力

控制，需量測不同厚度的相同性質材料進而進行待測物導熱係

數之計算。

上述所說明的量測方式在 DynTIM 的量測控制軟體當中皆有支援

可直接進行操作，使用者只需在量測前進行選擇待測物屬於哪

個類別及可以開始行量測。

此外，透過廣泛的 TIMs 材量測，使用者可以自行選擇最佳的材

料進行使用，再配合上 T3Ster 設備本身對於熱特性的量測，可

以去完全的了解到再不同的環境底下元件的散熱設計，須配合

何種散熱材料才最為適當。

DynTIM 量測所得到的材料導熱係數的熱特性一樣可以使用在 

CFD 模擬軟體當中，像是  FloTHERM  或  FloEFD 。

技術總覽



 針對功率元件可能發生之失效原因於產線端即進行自動化測試與診斷。 近年來因能源產
業興起，不論是消費性或工業電力電子系統的需求逐漸增加，諸如航空業、電動車、高速鐵路、發電機或再生能源產業。 相關

產業之功率電子元件供應商也將從傳統委託製造的生產模式轉型，以期能提供更加穩健且具有高可靠度的產品。 MicReD Power 

Tester 1500A 可以供給元件數萬次、甚至近百萬次的功率循環 (power cycle) ，並可即時紀錄與診斷元件於作動時發生破壞 (failure

-in-progress) 的原因。

Mentor MicReD Power Tester 1500A 是一台可應用於產線

端與實驗室分析之設備。它除可進行自動功率循環測試

外，更可同時產生大量的分析數據，用以分析元件在作

動下的即時破壞診斷。它被設計用來處理功率電力電子

元件或模組之壽命測試需求，並藉此來測試元件或模組

的可靠度。

MicReD Power Tester 1500A 係將過往 MicReD T3Ster®  應用於電

子元件、LED 等系統之暫態熱阻量測與分析能力加以精進，並

實現於高功率電力電子產業的嶄新技術。MicReD Power Tester 

1500A 是一台可同時提供完全自動化之功率測試與功率循環設

備，測試期間完全不需變更待測元件之測試環境。簡易的觸碰

螢幕界面 (simple touch screen) 不僅讓工程師於實驗室進行待測

元件之破壞性分析，更可以讓作業員於工廠產線端方便地進行

實驗操作。

即時診斷

600A

1500A

•  The Power Tester 600A 被設計可以用來 一次同時測試 16 顆元件 (每個待測元件可同時提供 3 V 電壓 )

•  設備整體可以輸出 600 A 和 48 V 總功率為 29 kW

•  該設備可以同時串接 8 台，至多可以一次量測 128 顆元件 

•  根據目前國際規範的要求 (至少一次量測 77 個元件，至少需要  5 台設備) 一次可以量測 128 個元件已經超過並可以滿足汽車

    OEMs 商對於供應商的供貨測試要求 

•  由堅固及方便的觸碰式工業電腦控制

•  和其他 Mentor 的 Power Testers 系列產品不同， Power Tester 600A 可支援在外部不同形式的溫控冷板上進行測試的解決方案

   ，提供了對於待測元件和溫控平台最大的靈活性

•  支援外部冷卻的解決方案進而以最大限度降低元件測試的資本支出 (CAPEX)



MicReD Power Tester 1500A  除量測電流、電壓與晶片溫

度，更可同時利用結構函數來記錄並分析封裝結構層的

損壞。這台設備可以用於提升封裝技術、加速可靠度測

試，以及產品量產之先期批量檢測。

當在進行功率循環時，即時的結構函數分析可以讓使用

者了解元件損壞的程度、循環的次數以及元件損毀之原

因，排除在實驗室做事後檢驗的必要。如此一來，已不

再需要同時利用多個元件進行量測，找出其達到損壞前

所可以承受的循環次數。同樣地，也不需要再做額外的

熱特性量測去確認元件開始產生退化。元件在量測時只

需固定和連結在設備上並且在開始前設定好循環的次數

和量測參數即可。

使用 MicReD Power Tester 1500A 系統，功率電力電子元件

供應商將可以設計更多可靠的元件封裝製程，並提供給客

戶可信賴的產品規格。

MicReD Power Tester 1500A 的測試結果以及所產生的特

徵化數據亦可匯入 FloTHERM 和 FloEFD 等熱流模擬分析

軟體中，並針對完整模型 (detailed model) 做更詳細的校

正和驗證。

"即時"結構函數診斷:可以快速的獲得像是元件在作動中

的損壞、功率循環的次數以及元件損壞的原因。

友善的觸碰操作界面:  可以記錄量測中多項的數據資訊，像是

電流、電壓和晶片溫度;亦可藉由詳細的結構函數分析，記錄

封裝結構因熱產生之變化

在操作中可採用不同的動力驅動方式:  固定功率與開/關時間，

固定的封裝表面溫度振幅，固定的接面 (junction) 溫度上升，

固定的功率提供。

不需針對元件進行事後的檢測和破壞性測試分析:  不需如 X 光

(x-ray)，超音波 (ultrasonic) ，光學檢測或其他成本較高的破壞

性檢測。

簡單的操作方式:  工程師和產線作業員兩者皆可操作。

設備安全性的提升:  過溫保護、煙霧和冷卻水漏液的偵測系統

，即使操作人員不在設備旁亦可確保設備之操作安全。

同時的測試:  可同時量測三個元件( 每個最大可同時提供500 A)

。

操作期間可以遠程監控:  可在平板或電腦上追蹤其進度。 

具公信力的測試技術:   將全世界廣泛使用的 T3Ster 先進

暫態熱量測技術應用於功率迴圈測試，以得到更準確之

元件熱特性。

適用於各種功率元件的測試:   包括金氧半場效電晶體  

(MOSFETs)，絕緣閘雙極電晶體 (IGBTs)，和功率二極體

(diodes)。

連續地進行功率循環直到元件損壞:   測試中元件不需移除，

可以有效地節省時間。

技術優勢



The 1500A Power Cycling Test Station 是被設計來針對 IGBT

，MOSFET 和 diode 進行信賴性測試和熱阻測試。以下所

列的為此設備的規格，安全裝置以及量測功能說明。

電性規格
■  驅動電流大小

    。 0 – 1500 A 驅動電流，解析度 500 mA，精度 0.5%

           •  3組量測頻道， 同時量3顆則每顆最大  500A 

           •  50 ms switch-on time

           •  100 µs switch-off time

    。VCE 電壓可提供0 – 8 V

    。VGS 電壓 0 – 30 V，解析度 0.1 V，精度 0.5%

■  感測電流大小

    。感測電流共三組: 3x ±1000mA/8 V, 解析度 0.5 mA ，

          精度 0.5%

    。7 組溫度量測裝置

           •  1 組 PT 100  出口溫度Sensor / 散熱冷板，解析度

                0.1°C，精度 0.5°C

           •  1 組 PT 100 溫度 Sensor / 散熱冷板至 量測 case溫

               度，解析度 0.1°C，精度 0.5°C

           •  3 組外接溫度sensor，可以量測 DUT 封裝表面溫

             度變化。可以使用 NTC 或 thermocouple. 精度取

             決於所使用的sensor本身。

    。 Gate電流量測: 200 pA -100 µA , 解析度25 pA 

設備在量測時，在三個量測頻道下可以單獨量測一顆元

件且最大電流可以提供至1500A，又或者可以同時量測

三顆，每顆最大電流可提供至500A。在同時量測三顆

元件的情況底下，須使用相同的接線方式和量測模式，

設備會針對這三顆元件同步進行量測。

■  量測容許規格

    。3 組暫態量測頻道

    。±10V 輸入電壓

    。最高12 µV 解析度

    。1µs 時間解析度

 

  。連續即時監控元件量測時每個循環的電壓及閘道電流的表現。

■  設備電源供應需求

   。三相，440V， 45A 輸入

   。皆由設備本身監控

設備硬體規格
■  尺寸大小: (長 x 寬 x 高，不包含固定腳架): 1400mm x 900mm

       x 1300mm

■  重量: 大約 500kg , 含箱約540kg 

■  兩組溫控冷板 (400x300 mm), 一組用來校正，一組用來量測。

   。對於元件TSP校正需外接 Julabo冰水機來進行校正。 

   。量測溫控平台建一使用製程水。

   。對於冰水機所使用的流體及製程水都是外接的，連接點位

         於機台後方。

   。具有相當方便的製具來進行待測元件的連接及固定。

   。量測不因待測元件的大小及所擺放的位置而受限，具有相

         當大的彈性空間。

■  在其量測時，量測區域會由隔熱閘門附蓋著，以確保量測順

     利進行。

■  設備本身配有一台15” touch-screen工業電腦可供觀察量測數

     據 。

安全規格
■  該系統配備了標準的四色塔燈，以指示操作狀態。

■  設備在量測時配備以下安全裝置，如有觸發即會造成大電

     流停止輸出。

   。煙霧警示

   。過溫警示

   。溫控冷板漏液警示

   。溫控冷板流量警示

   。緊急停止按鈕

 



■  大電流輸出僅僅會在隔熱閘門蓋下關閉及操作人員未
     碰觸到量測區域時才會輸出。

量測操作規格
■  電腦控制

   。 設備的控制以及軟體的操作都是利用其所配置的工

         業電腦。

   。 使用者操作介面易上手並非常友善使用。

   。 可選擇工程師或者是作業員操作模式。

   。 可以即時監控量測數據或者由外部網路監控及USB

          進行下載。

■  量測模式

   。 Rth 熱阻量測模式

          •   對於熱阻以及 junction 溫度的暫態測試均是按

              照 JEDEC JESD 51-1 靜態量測法。 

          •   基於此量測結果產生其結構函數(Structure functions)。

          •   支援JEDEC JESD 51-14異介質量測法 (dual interface 

                method) 定義其 Rthjc。

  。  結合功率迴圈 (Power Cycling) + Rth 熱阻測試模式 

          •   系統在做功率迴圈測試時會附加一個壓力給予

              待測元件並在定期的Rth 測試底下可以去監控 

                die-attach 的損壞情況或者是其他封裝結構的

              失效狀況。

          •   系統的功能可即時在監控元件電壓、閘極電流

              或者是外加溫度感測器的數據在每個循環及時

              間底下。

          •   Rth 熱阻的量測頻率可由使用者自行定義。 如

              系統偵測到元件閘極電流異常或者是元件操作

              電壓上升也會自動增加熱阻的量測頻率。

 

 。 此系統也支援不同的控制模式 :

■  Constant ton and toff : 溫度變化對於元件所產生的影響，無

    補償。

■  Constant ΔTC : 調整電流控制待測元件底板溫度

■  Constant ton and toff  : 溫度變化對於元件退化所產生的影響

     。在無補償的情況底下，利用電控閥門去控制冷卻水流量大

      小調整底下溫控平台的溫度

■  Constant ΔTJ : 利用輸出電流的控制使元件在循環中維持固定

      的Junction溫度變化量。

■  Constant ΔP : 控制電流輸出在循環中維持一定的功率。

 



 

The MicReD Industrial Power Tester 600A 提供對於車用功

率元件之自動信賴性測試和即時破壞診斷，並可立即了

解元件故障原因。在消費性電子及工業電子系統的能源

需求目前正快速增加中，電力電子供應商及OEM廠商也

面臨著提供電動車高度可靠度元件的強大挑戰。 The 

Power Tester 600A可以提供待測模組或元件數萬甚至數

百萬次的功率循環，並在量測的當下可以即時針對元件

進行故障破壞診斷和確認。

即時破壞診斷
The Power Tester 600A是 Mentor Graphics MicReD硬體系

統中最新開發的量測設備，可建置在製造以及實驗室的

環境中，此設備可以自動進行功率循環且針對元件之即

時破壞檢測可自行生成各式的量測數據進行確認。此設

備最主要是用來針對元件的使用壽命進行測試，進一步

的確認其功率模組在終端產品上面應用的可靠度。

600A
 幫助製造商製造出更可靠的車輛

•  The Power Tester 600A 被設計可以用來 一次同時

   測試16顆元件 (每個待測元件可同時提供 3 V電壓 )

•  設備整體可以輸出 600 A和 48 V 總功率為29 kW

•  該設備可以同時串接 8台，至多可以一次量測 

    128 顆元件 

•  根據目前國際規範的要求 (至少一次量測 77 個元

    件，至少需要  5 台設備) 一次可以量測 128 個元

    件已經超過並可已滿足汽車 OEMs 商對於供應商

    的供貨測試要求 

•  由堅固及方便的觸碰式工業電腦控制

•  和其他 Mentor Graphics的 Power Testers 系列產品

    不同， 600A Power Tester 可支援在外部不同形式

    的溫控冷板上進行測試的解決方案，提供了對於

    待測元件和溫控平台最大的靈活性

•  支援外部冷卻的解決方案進而以最大限度降低元

    件測試的資本支出 ( CAPEX)

Power Tester 600A 為 MicReD T3Ster® 暫態熱特性量

測技術和特徵的工業級應用。可用來驗證正在開發

中的電力電子產品的性能; 如: 功率元件、 LEDs， 

板端及系統及功率模組。

 Power Tester 系列是一台具有獨一無二技術的設備

，在這樣的一台量測設備上可以測試其待測元件的

電和熱的特性並同時可以進行功率循環，在測試當

中可以確認元件當下所產生的狀況，在整個測試過

程中皆不需將待測元件取下。方便易上手的觸碰螢

幕可以讓操作技術員在在產線上直接使用也可讓故

障分析工程師在實驗室環境中進行使用。 

Power Tester 600A 會紀錄其所使用的感測電流，

電壓和 junction 溫度並同樣會生成結構函數去紀

錄元件封裝結構當中的物理變化及結構損壞。該

設備可以在元件大量生產之前用於提升和加速封

裝技術的發展、信賴性測試、產品批次的品質確

認。 



在進行功率循環的當下，設備即時所產生的結構函數

可以分析因遭受損壞所導致的失效狀況，而且可以直

接從測試結果了解待測元件的故障原因，無須再將元

件送至失效實驗室進行分析。

在這樣的量測技術底下，對於多個元件進行冗長且反

覆的量測之後再到實驗室進行損壞分析的過程已不再

需要，Power Tester 600A 系統將會在量測時截取最

大量的量測數據以提供操作者進行即時的分析，因此

在使用該設備時，待測元件只需在最初時在設備上架

設好並將所有的測試條件設定完成，即可以開始進行

量測直到元件損壞為止，不需在將元件反覆的取下進

行分析。

經 Power Tester 600A 所測試出的結果和熱特性數據可

以直接匯入 Mentor FloTHERM 熱流分析模擬軟體，針

對軟體模擬裡元件複雜熱模型相互進行校正以確認模

擬結果和量測的準確性。 

Power Tester 600A 系統可支援各產業之電子元件供應

商， 一級供應商，和汽車 OEMs 供應鏈的可靠度測試

需求。有助於加快引進寬能隙功率半導體( wide-band

– gap semiconductors) 等新技術，同時確保電動汽車的

高可靠度以及 HEV 高功率應用，以盡量減少故障發生

降低保修成本。

技術優勢
現場測試技術 : 基於 T3Ster 先進的熱測試硬體解決方案

去應用於全球各工業得到精確的熱特性參數。

可測試各種功率元件: 包括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

(MOSFETs)、絕緣閘雙極電晶體 (IGBTs) 和功率二極體 (power

 diodes)皆可用來進行量測。

連續性的測試直到元件損壞: 節省時間的測試，免去了將

元件卸下至實驗室進行分析的時間，利用此設備測試可

以不需進行重複元件拆卸及繁瑣的實驗室分析，將測試

時間縮至最短。

友善且方便的觸碰介面: 可以記錄所有測試的數據和資

料，像是: 電流值、電壓值、接面溫度，並且可以利用

詳細的結構函數 (structure function) 分析元件內部封裝

結構的損壞。

可使用不同的條件進行測試: 固定的 power on/off 時間

，固定元件底板的溫度變化，固定的 junction溫升，固

定功率，以上皆可當作固定條件進行測試，確認其元

件變化。

“即時”結構函數 (Structure Function) 的失效分析: 可即

時獲取結果確認，如:失效的狀況，循環的次數，及引發

失效的原因。.

不需至實驗室進行破壞性分析:不需使用到 X-ray，ultrasonic 

或 visual等高成本的破壞性分析實驗。

簡易的操作: 工程師或產線操作員皆可以進行操作。

並聯測試: 最高可一次測試 16個元件對於單一設備 (最大

可提供600 A)。

可利用遠端連線: 可連線到自己的電腦或筆電進行操作。

6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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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package development, reliability testing, and batch 
checking of incoming parts before production. While run-
ning power cycles, the real-time structure-function analysis 
provides failure in progress information caused by the 
competing damage mechanisms the part may suffer, so 
that the cause of the failure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e 
test results,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a lab post-mortem. 

Conducting lengthy iterations of cycling measurements 
on multiple samples combined with lab assessment dur-
ing the testing process to try to detect damage caused by 
degradation during the testing process is no longer neces-
sary. The Power Tester 600A ensures that the maximum 
amount of information is captured over the duration of the 
test, so that nothing is missed. The device under test only 
has to be mounted and connected once and removed or 
replaced when it has failed; thus, the cycling configuration 
is defined at the start. 

The test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data produced by the 
Power Tester 600A can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entor Graphics FloTHERM thermal simulation software to 
provide automated calibration of detailed package thermal 
models. 

The Power Tester 600A supports the reliability needs of the 
supply chain across power electronics component vendors, 
Tier 1 suppliers, and automotive OEMs, helping to spee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wide-band–
gap semiconductors, while ensuring high reliability of 
automotive EV, and HEV powertrain and other high-power 
applications to minimize field failures and warranty costs. 

TECHNICAL HIGHLIGHTS
Field-Tested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T3Ster advanced 
thermal testing hardware solution used in industries 
worldwide for accurate thermal characterization.

Test a Wide Range of Power Electronics: Includes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MOSFETs), 
insulated-gate bipolar transistors (IGBTs), and power 
diodes.

Conduct Continuous Power Cycling until Failure: Save 
time by eliminating the need to remove components for 
lab testing, time consuming lab testing, then remounting 
them back onto tester for more cycling.

User-Friendly Touch-Screen Interface: Can record 
a broad range of information during test, such as cur-
rent, voltage, and die temperature sensing; and detailed 
structure function analysis is used to record changes in the 
package’s thermal structure. 

Apply Different Powering Strategies during Operation: 
Constant power on/off time, constant case temperature 
swing, constant junction temperature rise, and constant 
applied power.     

“Real-Time” Structure Function Diagnostics: Obtain 
results such as failure in progress, number of cycles, and 
failure cause quickly.

No Lab Post-Mortem or Destructive Failure Analysis: 
Eliminate the need for X-ray, ultrasonic, or visual and costly 
destructive failure analysis.

Easy to Operate: Can be used by both specialists and 
production personnel.

Concurrent Testing: Up to 16 samples (maximum 
600 A).

Remote Monitoring during Operation: Follow testing 
progress on a tablet or computer.

Maximum load current 600 A

Pulse current duration 0.5 s to DC load

Automated k-factor calibra-
tion for thermal testing

As many as 16 samples in 
series

Automated failure detection 
based on

UCE, ΔTj, Tjmax, Rth increase

Data recording UCE before and after switch-
ing, ΔTj, Tjmax, Tjmin, ΔP, ΔTj/
ΔP, structure functions, Igate

Gate current measurement 
range and resolution

250 pA –100 µA , 2.5 pA 
resolution

Voltage measurement time 
base

1 µs

Gate driving voltage -30 V to +30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