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anxi l 

√ MSL, HAST, TC/TS, PCT, THB. 

√  Shear/pull tester 

√  Drop tester 

√ 焊点可靠性发生仪 

 

√  TMA, DSC, DMA, TGA, 
FTIR, etc 

√  NCP/F, MUF,CUF, TBDB 
adhesives, sputtering, etc. 

 

√ Decap：laser decap / chemical     
decap； 
√ 样品制备：定点/非定点，真空
镶嵌，  
Iron milling 

√ 缺陷检测：OM， SEM， EDX， FIB，
CSAM，X-Ray，红外热像仪，热阻测试 
√ 形貌分析：白光干涉仪，台阶仪，
Shadow moire 

Material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Failure 

Analysi

s 

Reliability and 

Failure Analysis 

Capability 

CSAM 型号：D9600     
厂家：Sonoscan（美国）  

X-Ray 型号：Y.Cheetah     
厂家：YXLON（德国）  

FIB ：Auriga Compact     
厂家：Zeiss（德国）  

SEM 型号：Sigma HD     
厂家：Zeiss（德国）  

可靠性/材料/失效分析能力 

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可靠性与失效分析实验室 



FA主要设备——聚焦离子束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Focused Ion Beam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IB-SEM) 

仪器型号：Auriga Compact     
生产厂家： Zeiss（德国）  • 电子束系统分辨率: 

     1.1nm(20kV)/1.5nm(10kV)/2.5nm(1kV) 
• 离子束系统分辨率: 5nm(30kV,1pA) 
• 电子束加速电压: 0.1-30 kV 
• 离子束加速电压: 0.5-30 kV 
• 电子束流: 4pA-100nA 
• 离子束流: 1pA-50nA 

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附件： 

主要用途： 

• Everhart-Thornley二次电子探测器 
• 组合式二次电子二次离子(SESI)探测器 
• 多路GIS气体注入系统 

• 焊点可靠性失效横截面故障分析 
• 完整的铜制程横截面结构观察 
• 热点测试失效横截面结构分析 
• 材料横截面结构观察 

FIB 在半导体领域的应用 

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可靠性与失效分析实验室 

TSV 转接板 TSV 转接板 LED 芯片 LED 芯片 

Wire bond 封装基板 BGA 焊球 CIS Lens 



FA主要设备——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仪器型号：Sigma HD     
生产厂家：Zeiss（德国）  • 电子束系统分辨率: 

    1.0 nm at 15 kV 
    1.9 nm at 1 kV 
• 电子束加速电压: 0.02 kV-30 kV 
• 电子束流: 4 pA-20 nA 
• 放大倍数: 10-1.000.000x 
 

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附件： 

主要用途： 

• 探测器: ET-SE detector 
                      AsB-detector 
                      In-lens SE-detector 
                      Multi-mode STEM 

• EDS/EBSD能谱探头: X-MaxN80 

• 表面形貌观测 
• 能谱分析 
• 材料组织结构分析 

SEM 在半导体领域的应用 

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可靠性与失效分析实验室 

10*100um TSV 电镀 Trench 结构 TSV RDL再布线层 

Cu pillar bump TSV转接板结构 Cu pillar bump 

三极管 结构 

TSV 侧壁结构 



FA主要设备—— X射线检测系统 
X Ray Detector System 

仪器型号：Y.Cheetah     
生产厂家：YXLON（德国）  

主要技术特点： 

• 几何放大倍数高达3000倍 
• 可检测孔径为10um甚至更小的的TSV结构 
• 最新技术高速平板数字探测器，尤其适合低密度/低对比度材料检测 
• 最大图像传输速度（30fps，像素无压缩），实现实时检测 
• 焦点尺寸<1微米，检测最小缺陷<0.3微米 

设备特点 

• 管功率高达64W，靶功率高达10W 
• 超大载物面积800um*500um，适合批量检测，节约时间 
• 利用编程菜单可快速完成CNC编程，实现高质量批量检测 
• 样品可以360度轴线旋转，±70度倾斜 

X-Ray 在半导体领域的应用 

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可靠性与失效分析实验室 

Copper pillar Flip Chip TSV缺陷检测 

虚焊检测 BGA球空洞检测 分层检测 

Trace Crack 



FA主要设备——超声波扫描电子显微镜 
Scanning Acoustic Microscope (C-SAM) 

仪器型号：D9600     
生产厂家：Sonoscan（美国）  

检测项目： 

• 封装结构内部裂纹 
• 封装结构内部分层缺陷 
• 封装结构内部空洞、气泡、空隙等缺陷 

检测模式： 

• A-Scan mode ---  点扫描 
• B-Scan mode ---  块扫描 
• C-Scan mode ---  层扫描 
• Through Scan mode ---  穿透式扫描 
• Q-BAM(Qualified B-Scan Mode) --- 虚拟横截面扫描 
• Multi-Scan mode --- 多层面扫描 

C-SAM 在半导体领域的应用 

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可靠性与失效分析实验室 

三极管空洞检测 

利用超声波遇到空气100%反射和不同材料对超声波声阻抗不同的特

点，对半导体器件，芯片，材料内部结构进行非破坏性实验分析，

检测因水气或热能造成的裂缝、杂质颗粒、沉淀物、空洞及分层等

失效情况。 

探头频率：15MHz、30MHz、50MHz、100MHz、230MHz 

材料的晶格结构 

裂纹 

分层缺陷、附着物以及其它夹杂物 

杂质颗粒、夹杂物、
沉淀物等 

空洞、空隙、气泡
等 

超声波的主要用途 

晶圆键合空洞检测 Flip chip 空洞检测 晶圆键合空洞检测 



FA主要设备——热变形外貌检测仪 
Shadow Moiré 

仪器型号：Akrometrix AXP     
生产厂家：Akrometrix （美国）  

主要技术指标： 

• 最大样品尺寸400X400mm2 

• 标准误差小于1μm 
• 共面性低于1μm 
• 最大加热温度为300℃ 
• 最高每秒加热1℃ 

Shadow Moiré在半导体领域的应用 

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可靠性与失效分析实验室 

主要用途： 

• 模拟回流过程中的变形过程 
• 晶圆翘曲检测 
• 芯片、基板共面性检测 
• 封装结构失效分析 

设备特点： 

• 配备100LPI，300LPI两种光栅 
• 红外加热，可模拟回流曲线下的变形情况 
• 与温度曲线对应的实时变形量测量 
• 支持多样品同时测试 
 

晶圆 面板 基板 沿对角线翘曲情况 

芯片在回流过程中的变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