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rgetSystem
对可见目标与

隐藏目标均可进行
自动目标试样制备

的系统

系统模块化、可升级

TargetX选配项用于隐藏目标

TargetZ选配项用于可见目标 

-	 用于制备任何可见或隐藏目标试样，如微小裂缝、夹杂物和
孔隙、氧化层、涂层等

-	 自动制备、清洗和测量

-	 已镶或未镶试样的横截面磨削与平行抛光

-	 实时对准可见（外部）和隐藏（内部）目标

-	 机载双激光测量系统*提供	±5 μm系统精度

-	 IPS——智能制备系统
IPS数据库，提供研磨和抛光表面的磨削率
自动重算磨削率和时间

-	 低操作成本
可以使用任何SiC砂纸，或任何其它耗材

*)国际专利未决。美国专利号 7014531

您的获益：
-	 不丢失试样

-	 大幅缩短制备时间（<	30	min.）

-	 对使用者无技能依赖

-	 制备结果完全可再现

-	 无需使用昂贵的研磨膜

配备TargetDoser加料装置的TargetMaster微抛光系统

双激光测量系统



 

TargetSystem的核心是TargetMaster，
这是一台200 mm的微抛光系

统，配备封闭式抛光室，可
保障制备质量和使用者的

安全。

初始制样步骤中的
磨削量由一个电

子测量系统控制，
其可快速接近目标。

 接着另一个内置的激光测量系
统操纵所需的抛光步骤。TargetMaster可单机工作，也可与TargetZ或
TargetX这两个测试系统中的任一个共同工作。

TargetGrip是TargetMaster专用的一种可调角度试样夹具座。可为其配
置各类试样夹具，如用于更大试样（05756912）、用于横截面磨削
（05756908和05756914）以及用于平行抛光（05756910）。

TargetDoser自动加料装置，
为TargetMaster提供各种
制备方法，并提供制样所
需的悬浮液/润滑剂/清洁
剂等。TargetDoser配有7
台蠕动泵和13种预编程方
法，并可存储200种用户自
定义方法。

得益于± 5 μm的系统精度， 
TargetSystem极其适用于研发
部门或失效分析（FA）实验室
进行目标试样制备或其它高精
度的试样制备。其典型应用领
域为各类需要对特定区域进行检
查的部件，如微电子元器件、分
层剥离或失效件等。可根据需要
对系统的各个组件采用若干种方
式组合。

系统组件

带有40 mm试样座（05756908）和30 mm试样座
（05756914）的TargetGrip

树脂挡板（05756907），配合试样座使用 40 mm模具插件（05756912），
全部镶嵌和部分镶嵌

平行夹具座（05756920）

试样座——横截面磨削试样夹具。
有30 mm（05756914）和40 mm
（05756908）直径可选



 

  



制样模式

TargetMaster提供三种制备模
式，它们即可单独使用，也可
组合使用。

时间目标磨削量

当TargetX与X光设备配合使用
时，它能够实时对准试样的隐藏 
（内部）目标并测量目标值（至
目标的距离）。

如 果 可 见 （ 外 部 ） 目 标 是 检
测 的 主 要 对 象 ， 则 应 选 择
TargetZ。TargetZ强大的视觉系
统可精确对准和测量极微型的目
标。

时间模式用于计时制备，譬如可
用于氧化物抛光，或用于手动控
制试样的磨削量。

TargetZ用于对准和测量具有可见
（外部）目标的试样。

得益于其放大倍数高达680 x的
强大视觉系统，以及其15"的
TFT监视器，即使是微型目标
TargetZ都可轻松识别和对准。

TargetX用于隐藏（内部）目标，
由一个测试系统和一个控制台组
成。测试系统安装在用户的X光
室内（未包含），从外部控制
台进行操作，可进行实时对准
与测量。

例如，对试样进行连续逐层的常
规检测时，您可通过磨削量模式
以±5 μm的精度到达每一层——
并且在到达时自动停止。

TargetSystem摒弃了手工目标抛
光法，手工法在制备对象为微电
子元器件等微观目标时特别不经
济。此时，Target-Master以目
标模式与TargetX或TargetZ其中
一个测试系统组合使用。测试系
统类型的选择取决于所检测试样
的目标为隐藏（内部）目标还是
可见（外部）目标。

概览和细节，带20 μm直径金线BGA铅球，横截面，100 x



x µm

175 µm

50 µm

10 µm



TargetMaster磨削量由两个独立
的测量系统控制。当至目标的距
离大于175 μm时（如图所示），
研磨步骤和磨削量由一个电子测
量系统控制，该测量系统持续测
量至目标的距离。目标距离内的
大部分材料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快
速磨削。

当至目标的距离在175 μm以内
时（如图所示），抛光步骤和磨
削量由一个激光测量系统控制。
该系统采用独特的相对测量技
术，精度高达± 5 μm。

TargetMaster特有的IPS系统可
根据试样和研磨/抛光表面的实
际特性自动调整磨削时间和磨
削率。从而有效地减少测量工作
量，缩短制备时间。

制 备 开 始 前 需 测 量 试 样 高
度，IPS系统可计算出每个步
骤的磨削时间（见图中红色部
分）。磨削时间根据所选制样
方法和基准值确定（初始磨削
率，IRR）。基准值是用于研磨
和抛光表面的理论的、保守的
磨削值，存储在TargetMaster的
IPS数据库中。

系统会使用这些基准值开始制
备试样。在了解试样和制备表
面特性后，系统会停止制备进
程，确定实际的已磨削材料量。
以此计算出该步骤第一部分的实
际磨削率。然后采用这一新的实
际磨削率完成这一步骤剩余部分
的制备，以此类推（见图中绿色
部分）。对于制备要求不高的工
件，我们也可以通过降低制备

 IPS的工作原理

•	采用相对激光测量技术保证测量精度 

•	任何步骤第一部分的磨削率均来自内置数据库（基准值）

•	中断制备，进行激光测量，重新计算磨削率和时间

•	按新的磨削率完成剩余步骤 

电子测量系统

激光测量系统

Target

精度来进一步缩短制备时间。
时间/精度因素是用于精调作为
TargetMaster测量基础的运算
法则的工具。默认的时间/精度
因素对应设置是“3”，可以将
其降低至“2”或“1”。如增
加时间/精度因素，制备时间可
能会变长；但总体来说，它依赖
于当前的IRR值。

双测量
系统

IPS, 智能试样
制备系统

机载双激光测量系统确保± 5 μm的系统精度

实际的制备曲线计算出的制备曲线

为了更方便地使用TargetSystem，我们建议您配
置倒置式显微镜。使用此类显微镜后用户可观察
装夹在试样夹具座（TargetGrip）内的试样。

如使用立式显微镜，则可能有必要从试样夹具
座内磨削试样，因为试样夹具座＋试样的总高
度超出了显微镜的高度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需要对试样进行额外抛光，其原始注册信息
就可能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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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TargetSystem
采用几个简单步骤即自动完成目标试样制备

试样贴附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试样直接
粘贴在一次性试样座（横截面
磨削试样夹具）上。可以选择
对试样进行固定

放置在测试系统上
把TargetGrip固定在TargetZ
（用于可见目标）上或TargetX
（用于隐藏目标）上

对准
目标的
实时对准

将TargetGrip安装到
TargetMaster
将TargetGrip固定在
TargetMaster的试样
移动座中

测量
测量与目标之间的距
离。测量数据将传输
到TargetMaster

选择方法
在自动加料装置
中选择一种合适
的方法并传输到
TargetMaster

研磨/抛光
自动制备预选目标

检查
在显微镜下检查
试样夹具座

固定在试样夹具座中
将试样座固定在TargetGrip
上；TargetGrip是一种高精
度的试样夹具座



技术数据 

TargetSystem 
系统精度 在20oC / 68oF ± 2oC / 4oF温度条件下为 
 ± 5 μm 

TargetMaster微抛光系统 
直径 200 mm / 8" 
磨盘转速 40 - 300 rpm，步长10 rpm 
试样夹具座转速 20 - 150 rpm，步长10 rpm 
作用力 10 - 75 N，步长5 N 
旋转方向 顺时针/逆时针 
电机功率 250 W / 0.33 HP 

软件与电子 
控制器 触控板 
存储器 FLASH-ROM / RAM / NV-RAM 
LC显视器 240 x 128 点，带背光 

噪声等级 
制备期间 54 dB (A) 
清洗期间 72 dB (A) 

工作环境 
温度 5-40°C / 41-104°F  
湿度 35-50% 相对湿度 

电源 
电压/频率 200-240 V / 50-60 Hz 
输入电源 单相（N+L1+PE）或两相（L1+L2+PE）  
 电气安装必须符合“II类安装标准”。 
额定载荷功率 700 W  
无功功率 16 W  
额定电流 3.5 A  
最大电流 6.9 A  
自来水水压 1-10 bar / 14.5-145 psi 
进水口 1/2" 或 3/4" 
出水口 32 mm / 1 1/4" 直径 
压缩空气气源 6 mm / 1/4" 直径 
压缩空气气压 6-10 bar / 87-145 psi 
压缩空气质量 符合 ISO 8573-1, 5.6.4  
排气 32 mm / 1 1/4" 直径 
排气最小气流量 30 m³ / 1059 ft³ 每小时 

尺寸与重量 
宽度 820 mm / 32.3" 
深度 860 mm / 33.9" 
高度 595 mm / 23.4" 
重量 115 kg / 253.5 lbs 

TargetGrip可调角度试样夹具座 
试样尺寸 40 mm直径(05756901)或30 mm直径(05756916)  
横截面磨削 40 mm直径试样座，横截面磨削试样夹具 
 (05756908)，最大试样尺寸29 x 20.5 mm 
 30 mm直径试样座，横截面磨削试样夹具 
 (05756914)，最大试样尺寸23 x 20.5 mm 
平行抛光 40 mm直径平行夹具座，平行抛光试样夹具 
 (05756910)，最大试样尺寸19 x 18 mm 
 30 mm直径平行夹具座，平行抛光试样夹具 
 (05756920)，最大试样尺寸15 x 9 mm 
可调角度 ± 5度 
试样夹具座直径 58 mm 
重量 0.58 kg / 1.27 lb

TargetDoser自动加料装置 
容量 悬浮液/润滑剂用蠕动泵4台，  
 OP-S用蠕动泵1台， 
 皂液用蠕动泵1台， 
 酒精用蠕动泵1台 

加料等级 
悬浮液 0.2-4.0 ml，分20次 
复合型悬浮液 0.2-12.0 ml，分20次 
润滑剂 0.2-12.0 ml，分20次 
OP-S 20.0-90.0 ml，分20次 

软件与电子 
控制器 触控板 
存储器 FLASH-ROM / RAM / NV-RAM 
LC显视器 240x128点，带背光 

网络连接 
Struers LAN 模块 选配件 

工作环境 
温度 5-40°C / 41-104°F  
湿度 35-50% 相对湿度 

电源 
电压 由TargetMaster供应24V、1A直流电 

尺寸与重量 
宽度 200 mm / 8” 
深度，不含加料瓶托盘 210 mm / 8.3” 
深度，含加料瓶托盘 550 mm / 21.7” 
高度 380 mm / 15” 
重量，不含加料瓶托盘 8.5 kg / 18.7 lbs 
重量，含加料瓶托盘 10.0 kg / 22.0 lbs 

TargetX隐藏（内部）目标测试系统 
软件与电子 
控制器 触控板 
存储器 FLASH-ROM / RAM / NV-RAM 

工作环境 
温度 5-40°C / 41-104°F.  
湿度 35-50% 相对湿度 

电源 
电压/频率 200-240V / 50-60 Hz 
输入电源 单相（N+L1+PE）或两相（L1+L2+PE）  
 电气安装必须符合“II类安装标准”。 
额定载荷功率 50 W  
无功功率 10 W  
额定电流 0.25 A  
最大电流 1.0 A  
 
尺寸与重量 
宽度 705 mm / 27.7” 
深度 385 mm / 15.1” 
高度 285 mm / 11.2” 
重量 13 kg / 28.6 lbs 

 
 



200 µm

规格    编号 

TargetMaster    
用于自动目标制备的200 mm的微抛光系统。  05756128 
自带试样夹具座（05756901）和直径200 mm的  
MD-Disc（02426920）。 
加料装置（05756904）需要另外购买。 

TargetGrip    
可调角度试样夹具座，用于40 mm直径试样。  05756901 
可调角度试样夹具座，用于30 mm直径试样。  05756916 
 
TargetDoser    
用于提供和储存制备耗材及制备方法的自动加料装置。 05756904 
带有悬浮液/润滑剂用蠕动泵6台，OP-S用蠕动泵1台。 

TargetX    
内部（隐藏）目标用测试系统。   05756903 
与X射线配合使用。TargetX不自带X射线设备。 

TargetZ    
外部（可见）目标用测试系统。   05756902 
带有15" TFT 视频监视器。 

Struers LAN 模块    
用于局域网连接的网络适配器。   05626101 

试样座    
用于横截面磨削的40 mm直径试样夹具（一次性使用）。 05756908 
最大试样尺寸29 x 20.5 mm。50个。 
用于横截面磨削的30 mm直径试样夹具（一次性使用）。 05756914 
最大试样尺寸23 x 20.5 mm。50个。 

平行夹具座  
40 mm直径。平行抛光用的试样夹具（可重复使用）。 05756910 
最大试样尺寸19 x 18 mm。 

30 mm直径。平行抛光用的试样夹具（可重复使用）。 05756920 
最大试样尺寸15 x 9 mm。  

接合器	Ø40	mm转Ø25	mm 
可将Ø25 mm/1"试样镶嵌在Ø40 mm TargetGrip中。 05756905 
也可用作可移除的SEM镶样。 

树脂挡板    
配合试样座（05756908和05756914）使用的金属标签。 05756907 
50个。 

40	mm直径模具插件    
模具插件，与40 mm直径镶样模配合使用。  05756912 
最大试样直径35 x 20 mm。50个。 
  
测试针  
用于配合平行夹具座使用。10个，带O形环。  05756915 
可重复使用。 

   

技术数据 

TargetZ可见（外部）目标测试系统 
软件与电子 
控制器 触控板 
视频显示 15" TFT监视器 

工作环境 
温度 5-40°C / 41-104°F.  
湿度 35-50% 相对湿度 

电源 
电压 由TargetMaster供应24V、1A直流电 
视频监视器 200-240V / 50-60 Hz 

尺寸与重量 
宽度 235 mm / 9.3" 
深度 315 mm / 12.4" 
高度 205 mm / 8.1" 
重量 15 kg / 33 lbs 

 
Struers设备符合适用的国际指令以及附属标准的规定   
（欲了解细节，请联系当地供应商）。

钢上PVD镀铬层的
可能腐蚀点，50 x

同上，500 x

供图：Corus Group，荷兰

供图：Volkswagen AG，德国

金属镀层的镀锌层上，
气泡直径约2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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