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partulab.com 

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 

User  Manual 



 

  

前 言 

“警告”用以警示特殊的步骤或操作惯例，如违反该         

警告，可能导致严重伤害或死亡。 

“小心”出现在操作说明之前。如违反这些事项，可能导致 

  设备损坏或数据丢失。 

“注”中包含有重要信息 

本手册使用下列文件编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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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符号 

维护手册符号：在需要用户参考仪器手册时，试用此符号表明。 

下面列出了仪器上或手册中使用的安全符号的一般定义: 

交流直流 

接通（电源） 

切断（电源） 

按钮开关到位 

按钮开关复位 

机壳终端 

与仪器机壳的连接，包括所有外露的金属结构 

待用 

这个警告标志表示危险。它提醒用户如果不正确执行或不遵守某个程

序、操作规程或条件，将会导致人员伤害或死亡。 

这个注意标志表示危险。它提醒用户如果不正确执行或遵守某个程序、

操作规程或条件，将会导致仪器部分或全部损坏。 

这个注解标志表示重要信息。它提醒用户需要理解的必要程序原则或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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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操作要求 

设备不能与危险气体一起使用。使用设备前，请确保待测系统已清除所有

危险气体。当检测含有危险气体的系统时，请将设备的排气装置连接至具

有净化功能或防毒气泄漏的排气装置。接触危险气体可能导致严重伤害或

死亡。 

设备不允许将夹具暴露在空气中启动软件测量，这样会使高温炉全功率升

温导致高温炉损坏，请在操作过程中注意。 

只有按正常使用条件操作才能保证此设备的性能和操作安全。设备外壳

正面、背面和侧面的通风槽旁至少应留4英寸的间隙。操作员应有足够

的空间来安全地执行测试。 

电源和静电敏感器件 

取决于订购的设备配置，首次启动设备之前，请检验设备的配置是否符

合当地的干线电源电压要求 

请使用电涌保护功能来增加测量装置对下列现象所导致的单向瞬变的抵

抗能力： 

□电网切换（即电容器组、电感负载和电动马达等的切换） 

□电网故障 

□间接雷击 

测量系统的许多元件都是静电敏感器件。维护测量系统，特别是维护静

电敏感器件时请配备接地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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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手册中包含的信息可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本手册包含受版权保护的专有信息，

保留所有权利。未经佰力博科技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对本手册的任何部分进行影印、

复制或译为其他语言。©版权归佰力博科技公司所有。 

 

    认 证  
 

 

佰力博科技证明，此产品在出厂发运时符合发布的技术规格。佰力博科技进一步证明

其校准测量可溯源至中国计量院，达到了该研究院的校准设备或其他国际标准化组织

成员国的校准设备允许的范围。 

 

    保 修  
 

 

自产品装运之日起，佰力博科技将就其产品材料和工艺缺陷，为客户提供为期十二个 

(12) 月的保修服务。在保修期内，佰力博科技将有权单方决定维修或更换已证明有缺

陷的产品。为了保证维护或修理质量，请务必将此产品返回到佰力博科技指定的服务

机构。正常使用中的消耗品不属于保修之列。佰力博科技承担的所有保修性零部件的

更换或修理，仅限于佰力博科技认定为由于 (或可追溯至) 原材料或工艺缺陷而导致

的设备故障。如出现对设备的滥用、意外损害、改装、误用或疏忽使用，则本保修所

涵盖的所有销售商责任即告终止。对于保修期内已修理或已更换的零部件，仅在该零

部件原保修期的剩余期限内继续保修。保修期满后，客户应按时价支付之后维修所需

的零部件款、人工费和运输费，客户必须合理保养产品以避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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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和调整 

 
当保修情形发生时，客户必须立即提出保修要求且必须在有效保修期内向佰力博科

技或其授权代表提交保修资料。保修资料中应包括产品序列号、装运日期及对保修

情形的详尽描述。在退回产品以供维修和/或调整之前，客户必须首先获得佰力博

科技或其授权代表所提供的产品退回方式及退回地点的书面授权函。  

 

任何退回检测的产品应按销售商指明为可接受的方式运输，且客户预付运费。如果

未及时提出保修要求，或对改装项目提出保修要求，或未按佰力博科技可接受的运

输方式退回保修产品，则销售商有权拒绝保修。 

 

当为了检测和检查或任何其它原因而退回产品时，客户应对错误包装或搬运而造成

的损害以及运输过程中的产品遗失负责，任何情况下，佰力博科技全权负责产品故

障原因和性质的认定，且此认定为最终裁定。如果佰力博科技发现其产品被无故退

回且仍可正常使用，将会通知客户并将该产品退回客户，而运费及产品的检测和检

查费用需由客户承担。  

 

 

 

    保修范围之外的项目 

  
正常保修范围之外的项目包括：铂电极、K型热电偶，以及明显的客户滥用或误用

造成设备故障等， 这些项目应视为保修范围之外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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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操作  

 

为了便于用户操作，本操作手册制定一套完整的示例操作教程，该示例将帮助用户 

理解佰力博科技开发的设备仪器，佰力博将不对由示例程序或其使用引起的任何专

利、商标、版权或其它所有权的侵权行为负责。佰力博科技不保证示例程序没有对

第三方的这些权利造成侵权。但是，佰力博科技不会故意侵权或提供侵犯第三方专

利、商标、版权或其它所有权的软件。 

 

    佰力博服务 

 

❑  提供1年免费维修，终身维护服务 ; 

 ❑  提供出厂检验报告 ,提供日常预防性维护服务 ; 

 ❑  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及服务 ; 

 ❑  NIST可追溯性校准泄漏检测和验证服务 ; 

 ❑  免费培训服务 ;  

 ❑  软件免费升级服务 。 

 

    联系佰力博 

 

客服部E-mail：sales@partulab.com   

技术部E-mail：tech@partulab.com 

服务热线：400-600-9734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partulab.com 

mailto:sales@whpusite.com
mailto:%0d技术部E-mail：
mailto:tech@whpus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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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 门  
 

                    本章介绍如何安装和启动设备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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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将仪器与Keithley2400源表连接 

测量导线连线顺序 ：    

黑色插头 - 黑色插孔  , 

红色插头 - 红色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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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与2400源表通讯设置 

 

1、硬件连接 

        

        

 

 

2、2400源表通讯设置 

 

MENU->COMMUNICATION->GPIB->ADDRESS=27->ENTER->SCPI 

ADDRESS=27 

 

3、软件通讯接口设置 

 

启动软件->系统设置 

 

通讯接口设置 

温控仪串口：COM1 

电路板串口：COM2 

2400源表串口：GPIB1::27:INSTR 

 

 

 

4、通讯成功判断 

启动软件，如果指示灯变红，表示通讯没有成功，如果通讯变绿，表示通讯成功； 

 

仪器后面板USB USB- GPIB 2400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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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镊子夹好样品，轻轻放置在夹具的下电极上，保持样品在下电极正中心。 

手动旋转升降台，让夹具和样品一起沉

入炉膛中，旋转过程中请不要用力过猛。让

夹具和炉膛口连接没有太大缝隙即可。 

第三步：   样品的放置操作 

轻轻扭动探针控制器，使上电

极缓缓降落，直至四根探针轻轻接

触到样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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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 介 
  

本章介绍设备仪器基本参数和技术规格，并描述前面板、后面板和屏

幕显示的名称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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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丰富，价格合理的测量系统 

为了更方便的研究高温条件下材料的导电性能，佰力博

科技已经研发出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该系

统可以测量硅、锗单晶（棒料、晶片）电阻率、测定硅

外延层、扩散层和离子注入层的方块电阻以及测量导电

玻璃（ITO）和其它导电薄膜的方块电阻，该设备按照单

晶硅物理测试方法国家标准并参考美国 A.S.T.M 标准而

设计的，专用于高温、真空及气氛条件下测试半导体材

料电学性能的最佳测量系统。 

 

触摸屏控制和显示，操作直观、使用方便 

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采用一体化集成设计，

只需要简单连接系统与美国Keithley2400源表测量导

线，开机后按照触摸屏程序提示操作，操作直观、使用

方便。 

 

坚固可靠，您可信赖的质量 

每套系统在出厂前都需要做温度极限测试和温度校准测

试实验，确保每一个产品稳定、可靠。保证所有产品都

满足>20000小时无故障工作，Partulab把您的介电性能

测量提升到全新水平。 

 

相关网址 

要了解有关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以及其它

Partulab 产品详细情况，请访问: 

www.partulab.com 

性能特性 

■ 测量温度：室温---600°C； 

■ 控温精度：±1°C ; 

■ 升温斜率：1-5°C /min； 

■ 电阻率：10-5 ～105 Ω.cm ; 

■ 电导率：10-5 ～105 s/cm 

■ 方块电阻：10-4 ～106 Ω/□  

■ 电阻：10-5 ～105 Ω； 

■ 真空度：10 Pa（标配），高真空另选； 

■ 采用双电组合测量模式，不用进行系数修正； 

■ 可以测量高温、真空、气氛下薄膜方块电阻和薄层电阻

率； 

■ 可以分析方块电阻和电阻率ρv随温度T变化的曲线； 

■ 可以自动调节施加在样品的测试电压，以防样品击穿； 

■ 可以与美国Keithley2400源表配套测量半导体材料； 

■ 可以通过USB传输数据，数据格式是Excel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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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MS-800 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采用手动升降平台，该平台可

以将样品和电极夹具一起热沉到高

温炉中，并保证样品和测量传感器

尽可能接近，确保测量温度与样品

温度的一致性；高温炉膛采用进口

纤维一体开模铸造而成，最高温度

可以达到1100°C ，内部配有超温

报警电路，确保炉膛不易烧坏，采

用先进的工程塑料开模，外观美

观，是实验室产品的首选。 

手动升降平台，让您的操作更加轻松、快捷、稳定、可靠 

双电测量组合测量，消除探针和样品的自身的影响 

评估半导体材料薄层方块电阻和薄片电阻率通常都采用四探针测

量方法，佰力博通过自主研发的

耐高温四探针测量夹具以及配合

双电测测量方法，避免测量结果

受样品大小，探针间距等影响，

探针采用碳化钨材料，绝缘采用

99氧化铝陶瓷，在抽真充气氛保

护的条件可以最高耐温600°C 。 

探针是特殊加工，针尖是半球

状，以防探针划破薄膜。经过无数次模式试验，确保测量结果一

致性。 

自主研发耐高温四探针夹具，重复性和稳定性更高 

经典直排四探针法测试电阻率在半导体材料、微电

子硅蕊片和各类半导体膜、导电膜等的研究与生产

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检测手段。但

长时间以来经典直排四探针法限于I14 V23单一方

式，要求使用等距离的探。如果针间距离不等或探

针有游移,都会造成测量误差;当被测片较小或在大片

边缘附近测量时,要计入电场畸变的影响进行边界修

正,不同情况下的修正因子公式各异，也都很复杂,能

够直查的修正因子数据量有限,实用中有时难以快速

保证最终结果准确度。 

目前双电测组合(亦称双位组合) 四探针法有三种模

式：模式（1），模式（2），模式（3），HRMS-

800薄膜方块电阻测量系统采用模式（2），通过用

计算机对三种模式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证明:

对无穷大被测片三种模式都一样,可是测量小片或大

片边缘位置时,模式(2) 更好, 它能自动消除边界影响

的能力,略优于模式(3) , 更好于模式(1) 。 

 

Partulab  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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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高温四探针，不氧化、测量重复性和可靠性更好 

高温四探针是在常温四探针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再与自主设

计的真空气氛电学测量炉配套，可以保证探针在抽真空充惰

性气体保护条件高温下不氧化。为了保证真空以及探针上下

移动，佰力博设计一套耐高温四探针测量夹具系统，该夹具

系统利用真空直线导入器将四探针进行上下移动，再通过手

动升级台将整个夹具系统热热沉到高温炉中，高温炉口采用

O圈密封，风冷却系统确保四探针真空不氧化。 

最新的薄膜电学性能评估测试软件是采用Labview平台开发的，软件已经集成

所有与薄膜相关的电学性能测试功能，目前该软件已经得到中科院光电所和上

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多位专家的认可。 

    软件可以常温，变温，恒温条件的薄层方块电阻和薄片电阻率的测量，同时

保证夹具良好接触，增加探针自检功能和薄膜均匀性测试功能。该软件是目前

国内四探针功能最强大的软件。 

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可以与美国Keithley2400

源表完美结合，无需手动操作Keithley2400源，全自动测

试，探针自检，确保仪器稳定可靠。 

源电压：5μV to 210V，测量电压1μV to 211V,源电流：

50pA to 1.05A，测量电流:10pA to 1.055A,测量电阻：

0.1mΩ to 211MΩ,是研究薄膜方块电阻最佳测量仪器。 

 

方块电阻：10 –4～106 Ω/□ ，电阻率：10 –5～105 Ω·cm ，

如果需要测量范围扩展的话，可以配置Keithley2182纳伏

表，可以测量更低的半导体或导体材料，具体详细信息，

请登录网站查看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 

HRMS-800与Keithley2400源表完美结合 

国内最完善的薄膜电学性能评估测试软件 

避免电流过大以及探针接触产生电火花现象 

佰力博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采用软硬件相结

合方式解决探针第一次接触样品产生电火花现象，有效

避免因电火花使薄膜样品损坏。 

经过多次试验证明确保探针和薄膜接触产生电火花现

象。该夹具的设计已经得到中科院光电所和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测试认可。 

自带温度校准功能电极夹具系统，让测量温度尽可能与

样品实际温度保持一致 

佰力博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采用一个测温传

感器，高温炉控温和样品测温采用同一个传感器，保证

样品每次采集的问题都是样品实际问题。为了进一步模

拟样品真实温度，将传感器直接接触样品下方的绝缘垫

片，确保样品问题与传感器温度保持一致，经过试验证

明，误差不超过1°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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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参数： 

温度范围： 室温-600°C  

显示精度：±0.1°C，控温精度：±1°C  

升温斜率：3°C /min (典型值） 

电阻率：10-5 ～105 Ω.cm ; 

方块电阻：10-4 ～106 Ω/□  

电导率：10-5 ～105 s/cm 

电阻：10-5 ～105 Ω； 

可测半导体材料尺寸 ：薄膜直径： Φ15～30mm；厚度＜4mm 

 

2400源表测量范围: 

源电压：5μV to 210V，测量电压：1μV to 211V 

源电流：50pA to 1.05A，测量电流:10pA to 1.055A 

测量电阻：100mΩ to 200MΩ 

最低源功率：22W 

 

高温四探针测试探头  

探针间距：2±0.01mm  

探针压力: 0～2kg可调,最大压力约2kg  

针间绝缘材料：99陶瓷或红宝石 

针间绝缘电阻：≥1000MΩ； 

 

物理性能 

供电：220V± 10%，50Hz 

功率：1100 VA最大， 电流5A 

工作环境：0°C - 55°C，存储条件：- 40 C 至70°C 

尺寸(高×宽×深)：666mmX658mmX425mm 

重量：3.75 kg（ 8.27 lb） 

预热时间30 分钟 

保修期1 年 

PARTULAB  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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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安装和外形（不含升降台） 

图-2后面板 图-1 前面板 

图-3 左侧面板 图-4 右侧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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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 Part Number 

HRMS-800  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  室温-300°C HRMS8H001   

HRMS-800  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  室温-600°C ,带真空和气氛 HRMS8H002 

NOTE: 

标准配置含主机、薄膜四探针夹具、测量分析软件、标准样品工具箱、电源线、测量导线、测试报告、操作

说明书。选件：测量仪器和真空泵客户应根据需要单独购买，带真空气氛的机型真空泵选件必须选。 

01 选件  

  /A  2400数字源表,USB-GPIB卡及测量电缆 HRMS8H01A 

  /B  旋片真空泵 HRMS8H01B 

  

02 附件  

 薄膜四探针更换套件 EXPLHS-4 

干泵密封圈更换套件 EXPLIDP3SeaL 

 真空泵油1L EXPLOIL-1 

 油雾过滤器 EXPLGLQ 

 温度控制板替换件 EXPLWKB 

 高温传感器替换件 EXPLK-1000 

  

PARTULAB  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 

订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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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 装 
 

本章介绍设备仪器系统软件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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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安装环境要求 

 

 1、软件环境   

 

①、Windows 7(包含家庭基础版、专业版、旗舰版)；   

注：查看操作系统： 

点击屏幕左下角“开始”按钮； 

右键点击“计算机”项； 

选择“属性”点击查看当前系统是否为windows7系统。 

 

②、Microsoft.NET Framework 4.0 （安装GPIB卡驱动时提示需要的运行环境） 

注：可进入微软官方网站进行下载：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7718； 

 

③、AccessDatabaseEngine2010（系统使用access数据库保存测量数据） 

④、Microsoft office 2007（测量数据导出Excel格式支持）；   

 

2、硬件环境 

 

①、剩余磁盘空间：1GB以上；  

②、CPU：2.0Ghz以上； 

③、内存：2GB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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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安装步骤   

 

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软件安装步骤非常简单，一路点击“下一步”按钮即可快速完成安装。打开高温

四探针测量系统安装包所在文件夹，鼠标左键双击“setup.exe”安装程序，如下图所示:  

在安装目录界面，点击“浏览”按钮，可更改程序安装的路径，这里建议您将程序安装在非系统所在

分区。如下图所示，我们将主程序安装在D盘目录下，选择安装路径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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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安装完成后。用户可在电脑桌面点击“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的快捷方式，开始使用高温四探

针测量系统。 

程序安装过程中，会实时显示当前安装的进度。如果是首次安装，程序大约会需要3-5分钟的时间完成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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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量操作示例 
 

本章介绍设备仪器测量系统的各部分技术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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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介绍 

打开软件系统后，将进入系统功能界面，有八个功能选项，依次是“高温炉预热”、“变温谱”、

“时间谱”、“I-V谱”、“数据分析”、“系统设置”、“恢复出厂”、“在线帮助”。如下图所

示： 

点击右上角“X”，系统将会提示：是否退出系统。 

 

点击“是”即可退出系统。 



 

25 

高温炉预热 

界面有温度监控，参数设置，指令按钮，仪器通信状态指示，系统执行状态指示等。 

1.炉膛内气压控制 

设定好“抽气时间”，“充气时间”后，点击【开始抽气】或【开始充气】 

 

2.炉膛温度控制 

设定好“设定温度”，“升温斜率”，“保温时间”后，点击【开始加热】 



 

26 

变温谱 

界面有测量参数显示，参数设置，指令按钮，仪器通信状态指示，系统执行状态指示等，如下图 

温度谱实现按设定温度间隔测量样品参数，得到温度谱特性曲线。 

在开启试验前，先按实际要求进行探针检查。 

填写样品信息，选择与样品对应的“测量功能”，及“双电测组合模式”。设定“电流输出”，“电压量

程”，“比较电压”等参数后，点击【开始试验】，启动试验。 

当试验完成后，系统会提示，注意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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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谱 

界面有测量参数显示，参数设置，指令按钮，仪器通信状态指示，系统执行状态指示等，如下图 

在每个设定温度点，按时间间隔测量相关参数，得到时间谱曲线； 

在开启试验前，先按实际要求进行探针检查。 

填写样品信息，选择与样品对应的“测量功能”，及“双电测组合模式”。设定“电流输出”，“电压量

程”，“比较电压”等参数后，点击【开始试验】，启动试验。 

系统将按设定参数，自动完成试验，当试验完成后，系统会提示，注意保存数据。 



 

28 

界面有测量参数显示，参数设置，指令按钮，仪器通信状态指示，系统执行状态指示等，如下图 

I-V谱 

在每个设定温度点，按电压或电流间隔测量相关参数，得到对应曲线。 

在开启试验前，先按实际要求进行探针检查。 

填写样品信息，选择“测量模式”，并设定相关扫描参数。 

选择相应量程等参数后，点击【开始试验】，启动试验。 

系统将按设定参数，自动完成试验，当试验完成后，系统会提示，注意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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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界面分为样品试验数据树，试验参数，试验数据，波形曲线等几部分，如下图 

本功能模块可对各个功能测试得到的数据进行统一的分析处理，并生成报表。 

打开某个样品的试验数据文件后，会在左侧列出该样品的全部试验，选中某个试验，即可对该试验的试验

信息，试验数据，曲线都能进行分析，处理，并导出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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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 

界面有系统运行相关参数设置，系统执行状态指示等，如下图 

在本界面下，对系统进行的参数进行设置，这里主要是与三个仪器的通信参数，请按实际连接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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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出厂 

本界面分成两列，如下图 

在本界面下，可使仪器恢复出厂设置，所有参数均将恢复到出厂状态，请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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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护及保养 
 

          本章描述了使用设备仪器时应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如何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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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检查是否工作正常 

 

 

通电检查 

 

将总电源打开，检查系统各个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清洁仪器预防措施： 

 

1、始终保持连接器的清洁。  

2、不要用手触摸连接器的接触表面。 

3、不能将已损坏或有刮痕的连接器插入测试端口。 

4、任何情况下均禁止使用研磨剂。  

5、清洁未知终端和直流源端口以外的部件。 

6、用干的或带有少量酒精的软布轻轻擦拭部件。 

 

 

 

 

 

 

 

1、为了保护用户免受电击伤害，清洁仪器之前务必要拔下插座的电源电缆。 

2、请勿清洁仪器的内部元件。 

3、污斑或者是对连接器的其它损害都会显著影响测量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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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要求维修、替换、常规校准等的预防措施  

 

 

运送仪器时的预防措施 

 

如果有必要将仪器运送到佰力博科技的服务中心，请遵守以下指示。  

 

待运送的设备  

 

若要求在服务中心维修仪器或对仪器进行常规校准，用户只需将不带任何安装选件的主机运

送到服务中心。除非特殊说明，一般没有必要运送其附件。  

 

包装 

 

运送仪器时，使用普通包装和减振器，或具有相同效果的抗静电包装材料。 

  

 

运送地址  

 

有关距离最近的佰力博科技服务中心的地址请直接在本手册最后的客户联系部查找。本仪器

的校准周期为一年。佰力博科技建议用户请求服务中心对仪器进行每年一次的常规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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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见问题 
 

 本章全面介绍了设备仪器常见故障以及故障排除指南，方便用户及时

快速解决问题。如果下面的内容没有涉及到，请及时联系佰力博科技

的售后服务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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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障 现 象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1 显示屏故障 

电源线未接入 

电源开关未开 

● 检查电源线路  

● 请打开电源开关 

保险丝烧坏 
● 请检查保险丝是否烧坏，

如果烧坏请更换10A以下

保险丝。 

2 

触摸屏故障 ● 请联系厂家售后服务人员 

风扇故障 

 

电源线未接入 

电源开关未开 

● 检查电源线路  

● 请打开电源开关 

保险丝烧坏 

● 请检查保险丝是否烧

坏，如果烧坏请更换

10A以下保险丝。 

风扇故障 ● 请联系厂家售后服务人员 

   设备故障 



 

37 

故 障 现 象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3 炉膛不升温 

电源线未接入 ● 检查电源线路  

温控未通讯 
● 如图3所示检测软件温

控所示灯是否亮起（如

没亮请检查R232串口

是否接好）  

炉膛电阻丝损坏 
●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丝

的电阻（20Ω和50Ω

为我们常用电阻如没

有电阻请联系厂家售

后服务人员）  

线路损坏 ● 请联系厂家售后服务

人员 

升温设置不正确 ● 如图4所示在这个界面

正确设置升温数据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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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验数据 
 

 本章列举了两组设备仪器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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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报表1 

 

 

一、试验信息 

 

 

 

二、试验曲线 

 

 

 

试验员：佰力博                                                           试验日期：2015年11月30日13时  

样品编号： ITO-PER-1 样品厚度： 0.370000 样品类型： 薄层方块电阻 

探针模式： 模式1 探针间距： 2.800000 修正系数：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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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记录 

 

 

时间 

标签 

(S) 

温度 

(℃) 

薄层方块 

电阻 

(Ω/□) 

模式 

  

V2+ 

正向 

电压 

(mV) 

V24- 

反向 

电压 

(mV) 

V24 

平均 

电压 

(mV) 

V23+ 

正向 

电压 

(mV) 

V23- 

反向 

电压 

(mV) 

V23 

平均 

电压 

(mV) 

0 15.0 11.151656 模式1 22.7 -22.8 22.8 27.1 -27.1 27.1 

267 19.0 11.157209 模式1 22.8 -22.8 22.8 27.1 -27.2 27.1 

521 23.0 11.166877 模式1 22.8 -22.8 22.8 27.1 -27.2 27.1 

777 27.0 11.180614 模式1 22.8 -22.8 22.8 27.1 -27.2 27.2 

1035 31.0 11.195665 模式1 22.7 -22.8 22.8 27.1 -27.2 27.1 

1292 35.0 11.213266 模式1 22.8 -22.8 22.8 27.1 -27.2 27.2 

1555 39.0 11.229467 模式1 22.8 -22.8 22.8 27.2 -27.3 27.2 

1827 43.0 11.248249 模式1 22.9 -22.9 22.9 27.2 -27.3 27.3 

2045 47.0 11.264215 模式1 22.9 -22.9 22.9 27.2 -27.4 27.3 

2308 51.0 11.282920 模式1 22.9 -22.9 22.9 27.3 -27.4 27.4 

2573 55.0 11.302073 模式1 23.0 -23.0 23.0 27.3 -27.5 27.4 

2813 59.0 11.320336 模式1 23.0 -23.0 23.0 27.4 -27.5 27.4 

3031 63.0 11.337044 模式1 23.1 -23.0 23.0 27.4 -27.6 27.5 

3281 67.0 11.356256 模式1 23.1 -23.1 23.1 27.4 -27.6 27.5 

3537 71.0 11.375947 模式1 23.1 -23.1 23.1 27.5 -27.7 27.6 

3789 75.0 11.393586 模式1 23.2 -23.1 23.2 27.5 -27.7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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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报表2 

 

 

一、试验信息 

 

 

 

二、试验曲线 

 

 

 

试验员：佰力博                                                           试验日期：2015年12月01日13时  

样品编号： 4-ITO-YHY-2 样品厚度： 0.370000 样品类型： 薄层方块电阻 

探针模式： 模式1 探针间距： 2.800000 修正系数：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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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标签 

(S) 

温度 

(℃) 

薄层方块 

电阻 

(Ω/□) 

模式 

  

V24+ 

正向 

电压 

(mV) 

V24- 

反向 

电压 

(mV) 

V24 

平均 

电压 

(mV) 

V23+ 

正向 

电压 

(mV) 

V23- 

反向 

电压 

(mV) 

V23 

平均 

电压 

(mV) 

0 30.0 76.801058 模式1 14.2 -14.3 14.2 17.5 -17.6 17.6 

590 45.0 77.287280 模式1 14.3 -14.3 14.3 17.6 -17.7 17.7 

1182 60.0 77.868125 模式1 14.4 -14.5 14.4 17.7 -17.9 17.8 

1769 75.0 78.529132 模式1 14.6 -14.6 14.6 17.9 -18.0 18.0 

2358 90.0 79.253988 模式1 14.7 -14.7 14.7 18.0 -18.2 18.1 

2937 105.0 79.259325 模式1 14.7 -14.7 14.7 18.0 -18.2 18.1 

3529 120.0 79.259325 模式1 14.7 -14.7 14.7 18.0 -18.2 18.1 

4114 135.0 79.259325 模式1 14.7 -14.7 14.7 18.0 -18.2 18.1 

4708 150.0 82.272735 模式1 15.3 -15.2 15.3 18.7 -19.0 18.8 

5296 165.0 82.883153 模式1 15.4 -15.3 15.4 18.8 -19.2 19.0 

5895 180.0 83.299903 模式1 15.5 -15.4 15.5 18.8 -19.3 19.1 

6489 195.0 83.543246 模式1 15.6 -15.4 15.5 18.9 -19.3 19.1 

7095 210.0 83.744414 模式1 15.6 -15.4 15.5 18.9 -19.4 19.2 

7693 225.0 84.010714 模式1 15.7 -15.5 15.6 18.9 -19.5 19.2 

8292 240.0 84.427505 模式1 15.8 -15.5 15.7 19.0 -19.6 19.3 

8890 255.0 84.990554 模式1 15.9 -15.6 15.8 19.1 -19.8 19.4 

9493 270.0 85.625047 模式1 16.1 -15.7 15.9 19.2 -20.0 19.6 

10093 285.0 86.272814 模式1 16.2 -15.8 16.0 19.3 -20.2 19.7 

10694 300.0 87.004797 模式1 16.4 -16.0 16.2 19.4 -20.4 19.9 

11299 315.0 88.038867 模式1 16.6 -16.1 16.4 19.7 -20.7 20.2 

11903 330.0 89.589404 模式1 16.9 -16.4 16.7 20.0 -21.1 20.5 

12507 345.0 91.566992 模式1 17.3 -16.8 17.1 20.4 -21.6 21.0 

13107 360.0 92.763425 模式1 17.5 -17.0 17.3 20.6 -21.9 21.3 

13704 375.0 91.606682 模式1 17.3 -16.7 17.0 20.3 -21.6 21.0 

14306 390.0 88.866761 模式1 16.8 -16.2 16.5 19.6 -21.0 20.3 

14729 400.0 87.655561 模式1 16.6 -15.9 16.3 19.3 -20.8 20.1 

试验记录 



欢迎订阅免费的 

http://www.partulab.com/Spread/dzqkdyq.html 

根据您的选择, 即时呈送产品和应用软件新闻。 

 佰力博   

           优势服务 

优势服务旨在确保设备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最佳状态，为您

的成功奠定基础。我们不断投资开发新的工具和流程，努力提

高校准和维修效率，降低拥有成本，以便您保持卓越的竞争

力。您还可以使用网上服务更有效地管理设备和服务。通过共

享测量与服务方面的专业经验，我们能够帮助您设计创新产

品。 

www.partulab.com 

佰力博电子期刊 

如欲获得佰力博科技的产品、应用和服务信息, 请与

佰力博公司联系。如欲获得完整的产品列表, 请访问: 

http://www.partulab.com/product/ 

请通过 Internet、电话、传真得到测试和测量帮助。 

 

热线电话: 400-600-9734 

 

佰力博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总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大道光谷总部国际5-708 

电话：027-86697559 

传真:   027-87055053 

销售：sales@partulab.com 

技术：tech@partulab.com 

网址：http://www.partulab.com 

 

生产工厂： 

地址：武汉市庙山经济开发区庙山三路 

电话：027-86697559 

传真:  027-87055053 

邮编：430000 

佰力博科技渠道合作伙伴 

www.partulab.com 

黄金搭档: 佰力博科技的专业测量技术和丰富产品 

与渠道合作伙伴的便捷供货渠道完美结合。 

本文中的产品指标和说明可不经通知而更改 ，出版号: 5990-6618CHCN  ，2015年 05月 印于武汉，Partulab Technologies, Inc.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