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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 

技术资料 

材料物理性能表征和测量行业领军品牌 

测量温度：室温 - 6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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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力博科技，位于中国·光谷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是一家专业从事

真空、高低温、磁学和电学测量等领域的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高科技企业。佰力博科技是普斯特科技专门针对材料物理性能表征和

测量成立的一家新公司，整个公司是由普斯特科技材料物理性能表征和

测量事业部发展而成 。  

2006年公司涉入材料物理性能研究，2007年公司正式成立材料物理性

能表征事业部，是国内首家从事高低温环境下研究材料物理电学性能表

征测量的科技型企业，2013年普斯特科技将材料物理性能表征测量事业

部分离出来，取名为佰力博科技，并注册“partulab”商标，以后普斯

特科技所有材料系统均由佰力博科技生产销售，以前所有普斯特科技销

售的产品均由佰力博科技进行售后服务及升级。  

 

 

 

 

 

 

 

 

 

 

用户见证：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简称光电所）始建于1970年，是中国科学

院在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研究所。 

胡承刚，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该产品是为中国科学院光

电技术研究所定制研发机型，主要用于测量薄膜和薄片高温方块电阻和

电阻率测量。目前该设备已经过我院验收，感谢佰力博公司技术人员大

力支持，完成项目测试。开发前期有些小问题，经过1年的测试及实验，

佰力博技术人员积极升级改造，目前我们的设备运行良好。 

科研VIP窗口合作客户 36个 

安徽大学 

武汉工程大学 宁波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工业VIP窗口合作客户 2个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深圳大学 

国营第161厂  

常州瑞声科技  

华中科技大学 

更多客户请登录官网 

佰力博科技是普斯特科技的一部分，致力于材料物理性能表征

和测量领域研究的高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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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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http://www.partu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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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到高温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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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配有超温报警电路，确保炉

膛不易烧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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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电测测量，消除探针和样品自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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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真空充气氛

保护的条件可以最高耐温600°C。半球状针尖避免探针划破薄

膜。经过无数次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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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4V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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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ulab  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 

产品概述 

目前双电测四探针法有三种模式：模式（1），模式

（2），模式（3），HRMS-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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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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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高温四探针，不氧化 

为了保证探针在高温下不氧化，炉膛采用密封结构设计，可

以进行抽真空和充气氛。手动升降台将整个夹具沉到高温炉

中，以O圈密封。 

佰力博设计的真空位移夹具可将探针在真空、气氛条件下进

行上下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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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MS-800可以实现常温，变温，恒温条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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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四探针测量最强大的软件。 

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可以与美国Keithley2400源

表完美兼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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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

题，可有效避免因电火花使薄膜样品损坏。 

经过多次试验证明探针和薄膜接触不会产生电火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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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自带温度校准功能，让测量温度尽可能与样品

实际温度保持一致 

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控温和测温采用同一个

传感器，保证样品每次采集的温度都是样品实际温度。 

        为了进一步模拟样品真实温度，系统可以通过已

知样品的居里温度校准测温传感器。该设计可以避免样

品因导热性能不同带来测量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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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ULAB  HRMS-800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 

针对科研领域半导体材料电阻率和方块电阻测量解决方案 

薄层电阻测量及应用 

通过外延生长、杂质扩散工艺或离子注入掺杂工艺在单晶衬底上形成一层异型薄层(如在N型衬底上形成P型层或在P型衬底上

形成N型层)，或通过真空蒸发工艺、溅射工艺在绝缘材料上覆盖一层金属薄膜。这些结构的薄层电阻值在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

路生产中都是需要受到精确控制的重要工艺参数。半导体薄层电阻的大小取决于薄层中掺入杂质的情况。当杂质分布形式确定

后，通过测量薄层电阻就能推算出表面杂质浓度，在半导体工艺中，广泛使用四探针法测量薄层电阻 。 

真空镀铝流延聚丙烯薄膜 

真 空 镀 铝 流 延 聚 丙 烯 薄 膜，简 称 为 

VMCPP，采用高真空镀铝及等离子表面

处理技术在镀铝级共挤流延聚丙烯薄膜

基材的处理面镀一层厚度为1.5—2.5Ω/

□的铝层，薄膜非处理面采用低温热封聚

丙烯原料，具有良好的热封性能、亮丽

的光泽，对紫外线、水蒸气及氧气均有

良好的阻隔性。  

FTO透明导电薄膜 

采用超声喷雾法制备FTO透明导电薄膜，

平均透光率在可见光区达到80-85%，面

电阻最低可达5Ω/□ ，平均在12Ω/□ ，

实验室薄膜太阳能电池所使用的透明导电

玻璃就是使用该法制备，广泛应用于显示

器，太阳能电池，节能建筑，汽车加热玻

璃，防盗玻璃等领域。 

ITO导电膜 

ITO导电膜是指采用磁控溅射的方法，在

透明有机薄膜材料上溅射透明氧化铟锡

(ITO)导电薄膜镀层并经高温退火处理得

到的高技术产品。ITO膜层的厚度不同，

膜的导电性能和透光性能也不同。高阻

抗ITO导电膜（PET-ITO），方块电阻：

300～500 Ω/□  ，低阻抗 ITO导电膜

（PET-ITO）表面电阻：90±15 Ω/□  

ITO导电玻璃 

ITO导电玻璃按电阻分，分为高电阻玻璃

（电阻在150~500Ω）、普通玻璃（电阻

在60~150Ω）、低电阻玻璃（电阻小于

60Ω）。高电阻玻璃一般用于静电防护、

触控屏幕制作用；普通玻璃一般用于TN类

液晶显示器和电子抗干扰；低电阻玻璃一

般用于STN液晶显示器和透明线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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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片电阻率测量 

本系统符合GBT1552-1995 硅、锗单晶电阻率测定方法，适用于测量试样厚度和从试样边缘与任一探针端点的最近距离二者均

大于探针间距的4倍的硅、锗单晶的体电阻率以及测量直接大于探针间距的10倍、厚度小于探针间距4倍的硅、锗单晶圆片的电

阻率，测量范围硅为：1X10-3~3X102Ω·m ,锗：1X10-3~1X103Ω·m  

N型高阻硅单晶 

高阻硅是制备光电探测器的关键材料,这

种材料制备难度大,对工艺有很高的要

求。为了满足各种探测器件的要求,各国

都努力开发不同规格的高阻硅。研制的N

型高阻高寿硅是为工程项目用器件配套

的半导体材料。该材料要求纯度高,且电

阻率范围窄。要 N型电阻率在 3000～

4000Ωcm范围内。 

导电陶瓷 

 导 电 陶 瓷 具 有 抗 氧 化、抗 腐 蚀、抗 辐

射、耐高温和长寿命等特点，可用于固体

燃料电池电极、气敏元件高温加热体、固

定电阻器、氧化还原材料、铁电材料和高

临界温度超导材料等方面。液相共沉淀法

制得的BaPbO3导电陶瓷的室温电阻率约

为3.4×10-4 Ω·cm ，常压法获得致密的碳

化 硅 烧 结 体，体 积 密 度 为 3.12g/

cm3， 电阻率为0.165Ω·m。 

单晶硅扩散薄膜 

利用POCl3液态源法对单晶体硅片进行

扩散，扩散后采用四探针测量方块电阻

。方块电阻100Ω/□左右 ，扩散层中方

块电阻R□与扩散到半导体中的有效杂质

总量成反比。如果逐层地除去一定厚度

的硅表面，且每除去一层就测量一次方

块电阻R□，则随着硅片中有效杂质总量

的减少，测得的方块电阻R□将逐次增大

。 

 金属镍诱导p型多晶硅薄膜  

利用电子束蒸镀方法及重掺杂p型硅为

蒸发源在K8玻璃衬底上沉积非晶硅薄膜

,采用镍诱导晶化法在氮气氛围下进行退

火 处 理 制 备 出 p 型 多 晶 硅 薄 膜 

,随着晶化温度的提高晶化程度先增强后

减弱。优化晶化温度使30mm，厚p型

多晶硅薄膜的方块电阻达到300Ω/□,在

可见光范围的透射率超过10%。  

锗单晶电阻率与温度关系的研究 

随着红外热成像技术的不断发展，热像

仪在科研和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在红外热像仪中制作窗IZl、透镜及滤光

片的材料中，锗单晶是最主要的一种红

外光学材料，其中电阻率是锗单晶一个

非常重要的参数。采用直排四探针电阻

率测试仪，通过高温四探针测量系统可

以得出了锗单晶电阻率随温度变化的规

律。  

锑化铟单晶 

金属锑和铟在高温熔合而得，具闪锌矿

型结构的晶体。立方晶系闪锌矿型结

构，晶格常数0.6478nm。密度5.775g/

cm3。熔点525℃，本征载流子浓度1.1

× 1022/m3，本 征 电 阻 率 6 × 10-2  Ω ·

cm，较纯晶体的电子和空穴迁移率为10

和0.17m2/(V·s)。用于制作远红外光电

探测器、霍耳器件和磁阻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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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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mmX425mmX395mm 

重量：3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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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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安装和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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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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电阻率测量系统 HRMS-900 

测量温度：室温-900°C，带真空和气氛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partulab.com/hexyc/hrms900gwj.html 

扫一扫，产品二维码，直接查看产品详情 

PARTULAB  材料物理表征和测量行业领导品牌 

值得关注的产品 

高温介电温谱测量系统 HRMS-1000V 

测量温度：室温-1000°C，带真空和气氛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partulab.com/bwjdc/vdms2000hg_1.html 

扫一扫，产品二维码，直接查看产品详情 

高温介电温谱测量系统 HRMS-1000 

测量温度：室温-1000°C，不带真空和气氛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partulab.com/bwjdc/hdms1000gw.html 

扫一扫，产品二维码，直接查看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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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