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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世摩半导体对接+接口解决方案 
卓越的性价比以及超高的测 
试可靠性

所有宜世摩半导体对接和接口产品都是标准化特征，适用于任何传统分选机， 
探针台和测试头。

当然，我们的产品也可根据您的需求来增加特征-我们也提供直接对接解决方案。

宜世摩半导体专业设计人员研发个性化的测试头机械手、对接和接口解决方案， 
用在前端/后端的测试中。 

基于和客户合作共同确定一个彻底的测定以及需要，宜世摩半导体提供综合服务： 
选择合适设备来完成新的设计，从而实现优化的/高效率的测试单元。

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提供卓越的设计和技术支持。

降低由于操作错误而对测试硬件造成的无意损害。

智能设计-高质量生产-最新产品-几乎免维修

投资回报迅速-减少设置时间-增加测试产量-长期价值

非常短的设计和交货时间另加定制安装/培训服务。

宜世摩成套交易

 为每个指定目的定制适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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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接口系统

dib-changing system

helios

cam-dock

pib-lock

clamp shell

少于1分钟的快速简易 
的换板时间 

键操作

软件控制 
Z方向的调整

简单+耐用

更经济的

创新的电气操作功能

高重复性

Z位置记忆功能

Z轴重复性误差+/-20 µm

在X轴和 Y轴重复性误差+/-25 µm

高达4Kn的锁紧力（每个对接模块高达1000N）

电力同步的对接模块

20 mm 的Z位置调整范围

节约成本/时间的操作

机械对接方案

精准对接

重复精度

和inTEST的完全兼容

高对接力

兼容现有解决方案

模块化+耐用的设计

无电线断裂/拉伸

铰接式探测塔托盘和锁紧机械装置

便于从探针台的上面更换测试板

铰接式探测塔

线性压缩pogo-pin

高重复性

高锁紧力

简单+耐用

容易换板

易接触测试板

处理探针塔时安全

高效省时的操作

电力解决方案

特殊设计

易换测试板

兼容多种测试头和分选机/探针台类型

低成本机械解决
方案

自动板测试头的特殊设计

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预定位，预固定或k-dock适配板

锁紧机械（如泰瑞达公司的FLEX系列，内部下拉）

高重复性

兼容多种测试头类型

极高的重复性：在更换测试板的过程中， 
机械测试头和分选机保持链接

短期拿回投资回报

专用于最终测试

对接/分离的单序列操作

停止动力特征

可调的 z-stack

触控面板操作 - 可编程的用户界面

适用性低温测试

坚固耐用的设计



特种设备+配件

stiffeners 测试版加强筋

探针卡加强筋

更经济和免维护

扩展应用空间

manual test adapter 线性的pogo-pin压缩

铰接的测试卡支架

便利探针塔定位

安装在测试头加强筋上

用于手动测试或调试

可用在多种不同测试头和探针塔类型

用在探针台的简易手动测试 

test sockets
按客户规格设计 
socket

高效能的弹簧探针

为高达16GHZ的高频率设计

55°C/-67°F 到 150°C/302°F的温度范围

每个IC都有一个socket基座（3x3 to 9x9 QFN（

socket从工程到生产的一键开关模式

超过500,000个的压缩周期

Kelvin试验适用性

免用工具插入和制动装置的互换

最小0.3 mm的引脚间距

mechanical test head housing
用于装载定制的信号检查器卡

完全集成的对接和测试板锁定

适合单个和大批量生产

标准尺寸和定制尺寸

换板时锁定和解锁更快、更简单

在装载板上大的应用空间

根据客户要求可选通道板的数量

对接设计符合客户内部对接标准/尺寸

可集成机械手

定制化设计方案

的触屏显示

4个对角/交叉测量的距离传感器

0.05 mm的测量公差

USB连接

测量结果可保存和传输到电脑

可固定安装在一些探针塔中

工具在对接调整中提供精准的反馈-与宜世摩的HELIOS对接系统完美结合。

工具可以消除探针塔或对接系统未接触或压缩过度-便于客户故障排除

探针塔位置测试工具

适用各种探针塔类型

易操作

快而易的 socket更换

调试容易

可用QFP延长器

各种测试头加强器

pogo tower planarity +  
pin compression measurement tool

给加长的测试板 
并且带有安全罩



探针塔

pogo tower triton

pogo tower FLEX modular

combo 350 pogo tower

通用于不同测试机类型（如ETS-364,  
Nextest Magnum HV, HD等） 
 - 内环：7” · 640 to 1,280 针 
 - 中环：9” · 1,280 针 
 - 外环：11” · 1,280 to 2,496 针

多种类型的适配环可供选择

每环高达1,280针（共高达3,840针）

通用-兼容现有的解决方案

完全兼容现有的探针塔

360 / 900 / 1,080 / 1,320 / 1,620 / 2,070 针

每单个模块有90个信号针的18管脚模块和每单个模块有 
45个信号针的10管脚模块

应用空间：224平方厘米和114平方厘米

各种的pogo-pin模块选择

多样配置

泰瑞达 标准化

pogo tower J750
按客户需求的pogo pin模块选择的
多样化

可按客户需求提供多样的pogo pin模块 
 - 标准: 1,496 针 
 - xt:  1,904 针 
 - 完整: 2,992  针

兼容现有的探针塔

泰瑞达 标准化

pogo tower midas
通用-兼容现有的解决方案

完全兼容现有的探针塔

标准化单元/尺寸的设计易于装配/维护和灵活配置

使用销钉配置，同时适用于50 Ohm  的“伪”标准

信号管脚（每个信号管脚有4个接地装置）

12管脚模块，每模块有160针

场兼容

可按客户需求提供多样的pogo pin模块

可配置 800到4,800针

兼容所有标准的探针台

模块化结构使弹簧针和弹簧块替代容易，同样便于维护

带低温测试盖板 

各种的pogo pin 
模块可供选择

可自由配置

扩展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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