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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  
测试系统的开
发、制造及支持



FORMULA HF3 测试系统是一套用于测试
超高频率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功能和参数
的自动测试设备。
用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质量控制、新开
发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品种的测试和研究
以及批量产品的生产监控。
FORMULA HF3 测试系统能满足微电子领
域的计量测试标准。

FORMULA®HF3 平台测试系统有

两个型号：FORMULA® HF3 和 

FORMULA® HF3 512， 都是用于

多种高速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功能

测试，包括：微型控制器、静态和

动态存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母片

（master slice）、ASIC、FPGA，

等，信号输出高达256/512，工作频

率高达200MHz。

FORMULA®HF3  
平台测试系统

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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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 HF3 平台测试系

统是为了可靠测试品种超众

多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而研发

的。

这个测试系统的关键技术特

性，由下列数值确定：

FORMULA HF3 平台
测试系统的基本技术
特性和功效

• 通用双向通道数——高达
256/512.

• 功能测试频率——每个通道
高达200MHz。

• 矢量/误差存储——高达64 
М/64 М 。

• 总体定时精度（OTA）——
不超过±700皮秒。

• 完善的测试测量设备。
• 测量全过程和数据管理

自动化。
• 自动探针、带有自动装

料、测试设备和仪器的
操作模式。

• 高容量多点模式。
• 全昼夜连续可靠工作。
• 方便用户的全功能软

件。
• 测量附件快速互换。
• 自动诊断和计量校准。

FORMULA® HF3 测试系统是测量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的

功能完善的自动测试技术，提供：

FORMULA®  测试系统具有模块化常规结构，可以根据测量
范围和测试任务，选配主要的和次要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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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优势

FORMULA HF3/3-512系统的基本子系统

该系统的硬件、软件、设计和技术方法，保证了至关重要的测试特征和性能，适用于测试和
来料检验。
本系统能够对多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进行全面综合测试。

1. 功能测试子系统包括:

• 随机测试功能发生器，用于超大规模集成
电路的功能测试。

• 算法测试发生器，用于测试高速存储超大
规模集成电路和其它规则的逻辑电路。 

高容量矢量存储（64M每个通道）和独立的
误差存储（64M每个通道），能结合通道

之间的存储（高达2G），并支持所有标准
指令，能对实际上有限的容量，创建功能测
试，对VLSI 电路的验证，提供全面的测试覆
盖。
这种自动测试设备通用通道的信号特征，保
证了高质量的 RF（射频）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的测试，并完全满足200MHz功能测试频
率的信号测量的要求。

• 最小脉冲上升和下降沿周
期——(0.7±0.15)纳秒。

• 最小脉冲周期——
(1.65±0.15) 纳秒。

射频信号发送无变形，频率衰减高达1米以上
的距离，这对某些测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FORMULA® HF3测试系统通道的一个独特
之处在于信号特征——上升沿和下降沿周
期——与高达8V的幅度无关。

FORMULA® HF3 测试系统04



范围 来源 数量

0…+6 V; ±250 µA… ±4 А 测量功率源 8/16
-2…+15 V; ±200 nA… ±400 mA 测量电源 8/16
 -2…+13 V; ±200 nA…±150 mA 多路测量通道 8/16
 -2…+11 V;; ±2 µA … ±32 mA 单路测量通道 256/512

2.  参数测量子系统包括： 

这个子系统用于再现并测量静态电气参数，具有下列特点：

• 四段信号范围，包括差动信号，电压范围–1.5 V 到 +13 V，
每个通道独立。

• 测量来源范围

3  这个测量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动态参数的精确子系统，能测

量一个信号的传播延时、脉冲延时、头尾边际，以及超大

规模集成电路的其它暂态特征，精度基于下列特征确定：

• 输入脉冲下降沿（IEPA）±150皮秒。
• 输出脉冲下降沿（OEPA）的测试±250皮秒。
• 总体计时精度（OTA）±700皮秒。
• 脉冲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周期（700±150）皮秒。
• 最小脉冲宽度（1.65±0.05）纳秒。
• 时间标记设定增量是34皮秒。

这个子系统是基于自动测试设备的通用测量通道。

4. BIST技术

鉴于开发人员需要在测试阶段，对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进行电
路内的测试，我们的FORMULA® HF超级测试系统能够采用
BIST技术。一个JTAG接口，集成到自动测试系统（ATE），
支持所有标准功能，包括填充FPGA的配置文档，为此，还
采用了一个与STAPL语言支持集成的JAM PLAYER。

单通道PPMU的使用，能对基体上或外壳内微电路，进行多点模式并行高速测试。
每个32通道针电子模块中的高压“33通道”有高达15V的电压，可用于FLASH和ROM编
程，以及用于操作放大器和比较器等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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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FORMULA® HF超级系统，
测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外部摄动

FORMULA测试系统的设计，包括硬件和软
件，为测试微电路创造了最优条件，包括用
于测试结合测量，例如，采用热流单元和流
体室。

我们为FORMULA® HF3测试系统，专门开发
了一个原创的耐热的UAP适配器，带有弹簧
装置，也可用于FORMULA® HF3-512测试系
统，用来测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高达256 
信号输出。POGO-PIN触点安装在UAP适配
器上的一块很小的面积中，能配用紧凑的配
件，降低测量的配套成本。

测量温度直接作用于弹簧基座，没有导线，
没有信号质量损失。

我们为FORMULA® HF测试系统专门开发了
一套原创的新一代接入系统，用于在正常条
件下和温度范围–60 °C 到 +125 °C之间
测量。

利用精密弹簧装置，可靠、方便、快速安
装、便捷装拆测量配件，为大型配件和
POGO-PIN触点，有专用的框架，保证了至
少一百万次配件连接。

这种自动测试设备配有外接设备接口，包括
探针、测试设备和外部工具。

测量单元旋转控制器有电控接头，提供任何
操作模式下最优的工作站工效条件。



FORMULA® HF3测试系统软件包

FORMULA® HF3测试系统软件包是FormHF
方法，带有单一图形界面（GUI），用于测
量过程的各阶段。只用“5步”就能开发调
试这个软件，进行测量并分析误差。
该系统支持测试系统诊断和校准控制，并自
动生成测试报告。
通过FormHF方法，可创建记录、限制人工进
入设备和数据库的权限，自动跟踪全部过程。

FormHF软件包实质上是一个把繁杂的测量
程序开发和排除故障的过程，实现自动化测
量的系统，已经有很多领域的技术专家们采
用了这个系统，而不需要编程语言。它还支
持全部的微电路标准的测试方法，以及来自
eVCD, WGL, SVF 和 INTEL/HEX格式的测试
转换。

STEP 1
DATA IMPORT & DUT 
CONFIGURATION

STEP 2
TEST PROGRAM 
DEVELOPMENT 

STEP 3
SOCKET BOARD 
CALIBRATION & DUT 
CONTACT TEST

STEP 4
TEST DEBUG

STEP 5
CHARAC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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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结果制作文件

测试过程控制，包括自动生
成数据文件，以确定与所测
试元件的设定与需求是否一
致。测试报告可以生成不同
的详细程度，从简单的“接
受/拒绝”检验到测量模式和
每个微电路，每个参数的综
合报告。可以按照任何批次
时段、微电路种类和其它标
准，生成统计报告。

自动测试设备集成了分析工
具，用于分析测量和排除故
障过程中的功能和参数误差
分析。这些工具包括：
• 逻辑分析器硬件
• 示波器
• 误差图

分析和展示

测试记录有保存，并且可以很容易转换成用户所用的标准格
式，并作为误差的管理文件和计量基础，以及来料检验阶段
的质量跟踪和投诉依据。

下列工具用于研究超大规模
集成电路的适用范围和可靠
性：SHMCO图表和DRV分
析。

FormHF软件包，作为一个
整体，将测试程序的开发，
转变成模块化部分的组合，
把测试开发和排除故障的时
间，缩短到几天之内。

测量的图表解读，能快速评
估测量结果，研判测量工具
的能力，即在某个影响范围
内测得的结果，发现对超大
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和/或生
产技术进行修改的必要性，
进而做出修正。

图11.  
逻辑分析器

FORMULA® HF3 测试系统08



外部开发媒介 

FORMULA测试系统的软
件环境，是自我满足的，
但这并不把开发人员限制
于只能使用任何FormHF软
件，开发人员也能使用具
有所需的С++/Pascal语
言支持的集成的开发环境
（IDE）。这种方法提供了
新的可能性，当有必要“
人工”改变自动生成的程
序代码时，使用非标准的
测量方法来完成。

服务和计量支持自动化
FormHF软件包是一种智能
工具，可以使FORMULA测
试系统的维护自动化，并
把维护需求减到最小。
FormHF软件服务包，覆盖
全面的FORMULA HF3测试
系统的操作，包括：设备
性能测试、缺陷检验和计
量达标验证。

图12.  
误差图

图14.  
观察器

图13.  
示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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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构

FORMULA系统交货包装，包括必要的
支承板的标准安装框架和供用户独立
开发配件所需的全套文件。

框架适合于安装任何尺寸的配件。

常规的和工厂备好的
TestBox® 测试方法

为了让FORMULA测试系统的用户们
可以更快达到业务目标，尽快收回投
资，FORM公司提供多种方案：工厂备
好的和常规的TestBox® 测试方法，在
正常条件下和极端温度下用于测量特
定种类的微电路。

  

每个TestBox® 测试方法包
括：

• 连接特定种类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
专用工具

• 一张带有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测
量软件的光盘

• 一份带有“测试盒”操作手册的数
据单

• 制造厂保证书

本公司测试实验室的经验丰富的工程
师团队，开发了测试方法的方案和
软件。TestBox® 测试方法是对应于
ECB（英国电子部件局）规则和电子
元件、技术要求和用户规格的工作成
果。

通过购买TestBox® ，用户就能显著缩
短把其产品推向市场的时间。

现在，FORMULA测试系统的用户们，
已经开发出了550多种测试方法，为电
子元件的质量控制，提供稳定的计量
支持。



这个FORMULA® HF3超级测试系统，具有模
块化主体结构，并可根据测量方法种类说明
中所示的设计版本，修改常规的硬件和软件
配置。
每个测试系统的配置，取决于用户任务的分

析、需求和优先选择，也反映在交货规格
单，以及每套系统的数据表上。
交货套装包括全套操作和测量文件，以及最
初校准证书。

FORM公司作为开发者和制造者，提供FOR-
MULA测试系统保证服务和操作维护。
硬件保证期为1年，并提供工程师赴现场免
费服务，进行保修和不定期的计量校准。
保证期结束时，本公司为客户提供一份服务
合同，按照每个用户的要求，提供技术服务
和计量服务。
本公司的技术支持服务，为FORMULA测试
系统的用户们，提供下列无限期免费服务：

• 通过电话、邮件和传真，提供咨询，操作
现场咨询，或来本公司咨询。

• 故障分析，方法协助。
• 远程ATE（自动测试系统）诊断，故障检

测。
• 软件版本升级。
• 安排维护和维修。
• 引入新的ATE（自动测试系统）选配和新

的测试方法。

• 1年保证期
• 发货到用户的地址，安

装、连接到用户的设施。
• 针对FORMULA自动测试

设备的操作规则和测试程
序开发，对用户人员进行
培训。

• 应用TestBox® 测试方
法，对测试系统试运行，

FORMULA测试系统的交货配置

制造厂保证和用户技术支持

交货时间和价格

FORMULA® HF3测试系统
的交货期为9~15周，取决
于具体配置。

• 把FORMULA® HF3测试系统集成到用户
的技术、信息和测试设施上，包括具有外
部连接设备，工具和IT网络。

• 在自动测试设备的工作地点，进行定期维
护、修理和计量服务。

• 组建基于FORMULA® HF3测试系统的工
作站，具有保证测量跟踪性能的数据库。

• 根据典型的选项列表，或用户的选项开
发，扩展自动测试设备的配置。

制造厂的服务

为了缩短用户服务的时间，降低费用，FORM公司为FORMULA 

HF超级测试系统的用户们，提供如下技术服务：

价格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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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30, Moscow,  
Ochakovskoe shosse, 34
+7 495 269 7590 
+7 495 269 7591
Support:  
+7 495 775 4662
info@form.ru 
www.form.ru

FORM公司开发、生
产、交货、支持符
合英国电子部件局
（ECB）规则的操作
中的FORMULA测试
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