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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件封装技术潮流
微型化设计令电力电子的生产工艺越来越严苛

DELO 工业粘合剂

环
氧树脂几乎专用于需要耐高温、

可抵抗机械作用力，耐化学侵

蚀的情况。它的作用原理是：

环氧树脂虽不尽相同，但为了达到最

高可靠性，它需要与专门的硬化剂配

合使用，才能够保障粘合剂分子间形

成特别紧密的交联。这样才能使得灌

封和封装对于温度和各种介质具备较

高的抵抗力，可以长久地在滚烫的传

动装置润滑油和腐蚀介质中使用。

灌封与封装，最高适用温度达 250℃ 
近些年来，很多工业领域对于电

子组件的温度要求进一步提高。对于

汽车上的传感器或采油设备来说当然

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电力电子设备

来说更是如此，由于流经小型组件的

电流强度越来越大，导致积聚的热量

也因此骤增，进一步提升了耐高温的

要求。

以前，封装最高适用温度可达

180℃，而现在实际应用中却常超过

这一温度。不过，新研发的产品已经

将这一温度极限又提高了 70℃ ，适

用温度范围达到 -65℃到 250℃ 。

尽管含有大量填料，这些耐高温

封装及灌封材料，在提高耐受温度范

围的同时，仍然保持高耐介质性、适

用广泛的粘附力、高强度、稳定的加

为 8 MPa，这相当于 800 N/cm² 。

光固化快速固定工艺，提高了粘合

精度，并形成特定的封装结果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 180℃ 还

是 250℃的条件下，高端工业领域的

灌封及封装粘合剂都为纯热固化产

在全球微型化趋势下，空前增长的电力电子发展及伴随之下更高效的生产效率，是这一高

端行业寻求更高效灌封以及封装技术的主要动力。粘合剂工业对这一趋势作出了积极响

应。市面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众多新研发的产品。

工性能以及良好的流动性。

即使在 250℃ 的条件下储存 500 

小时后，它的拉伸强度仍可达 50 

MPa。就算温度超过 200℃，它仍

具有很高的耐温性与粘合强度。在 

250℃ 下经过 500 小时存储后，其在 

220℃ 的陶瓷上测得的压缩剪切强度

图1. 在最高达250 ℃ 的情况下保护元件免遭腐蚀性物质侵蚀：搭配特殊硬化剂的高温封装工艺 (图片来

源：DELO)

图2. 光固化快速固定技术的出现，使那些要求高可靠性的应用领域拥有了更多可能性 （图片来源 ：D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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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因为添加其中的特殊硬化剂必须在 100℃以上的条件

下才会融化，随后才能与树脂产生反应。

尽管近期面世的双固化灌封材料也需要进行热固化

工艺。不过，这类混合产品可以在初期通过光固化进行预

固定——如此可提高粘合精度，形成特定的溢胶边，使得

更易于处理已初步固定的元件。

更重要的是，在能够保护芯片的圆顶封装应用中，使

用这一工艺会在表面先形成一张表皮，从而“冻结”住胶

滴的形状，使其在后续热固化过程中不会流动。这意味着

指定形状的圆顶封装可用于微型化设计所要求的空间窄小

的电路板上。与可替代的筑坝填充方案相比，光固化工艺

还能够节省一个加工步骤。

在两个阶段的固化工序中，粘合剂先在 UV 光下照

射 1 到 5 秒，时间长短取决于 LED 灯的光强。在常用的

FR4 电路板上，粘合剂通过光预固化的剪切强度可以超过

1N。随后 FR4 电路板在 150℃的温度下通过热固化 30 分

钟达到其最终剪切强度 50MPa。

可光固化的环氧树脂拥有适用广泛的粘附力，而且因

其优异的触变流动性，非常容易加工操作。由于混合的化

学结构，温度极限略低于那些纯耐高温化合物。但前者在

180℃的条件下性能仍然很优秀。它的耐介质性也极强：

在传动装置润滑油、汽油或甲醇等腐蚀介质里放置 500 小

时以后，它的力学性能仅发生轻微变化。对于可损伤大多

数粘合剂性能的印刷油墨，该产品也显示出了高耐抗性。

堆叠的胶滴构筑出精细的结构

另一种叫做筑坝封装的方法，不仅能适应日趋微型化

的设计潮流，而且可靠度很高。它们可先形成一堵又薄又

高的墙，特别适用于汽车与工业应用领域。

它们的特殊之处在于比起前一代“筑坝”产品，填

料更细腻，因此可以用针状点胶设备点出直径最小为 

250 μm 的用于封装的胶滴。凭借超高的粘度（最高可达

160,000 mPa），这种粘合剂的另一特性就是高抗流动性。

粘合剂的高宽比可达 2.5，这意味着胶滴的高度达到宽度

的两倍也不会倒塌。

以上这些性能使得这种易于处理的粘合剂尤其适合

应用于细微的结构，例如作为传感器之间极窄的分隔墙体。

粘合剂的堆叠被称作 " 堆积坝 "（dam stacking），（根据不

同的粘合剂）这种工艺也有可能各胶层无需单独固化即可

堆积起来，这简化了生产流程。

这些不坍塌的“筑坝”产品同样对于酸、油和其它腐

蚀性物质具备优秀的抵抗力，而且具有很低的吸水性。它

们的适用温度最高可达 200℃。在室温条件下，它在 FR4

电路板上的压缩剪切强度达到 49 MPa。即使是在 200℃的

环境下储藏 500 小时以后，这一数值仍然维持在 43 MPa，

仅有轻微下降。

它的热膨胀系数（CTE）为 24 ppm/K，接合 180℃的

玻璃化温度，可以使其在很大的温度范围内保持极低的翘

曲度。因此，封装内部的应力得以最小化。

这类“筑坝”产品有两种不同的规格：一种是纯热固

化粘合剂，另一种是抗流动性更高的双固化粘合剂。用户

可以通过设定特定的时间和温度，灵活地控制固化过程。

例如，在 150℃时用 20 分钟完成固化，或者在 125℃时用

90 分钟完成固化。由于这种粘合剂流动性极低，因此高

宽比得以保持不变。胶层高度在整个热固化过程中亦不会

改变。

低翘曲率成全了大面积芯片灌封

无论对于可靠性的要求有多高，制造商仍然会把成本

效益放在异常重要的位置上。在芯片

生产与芯片的再加工上，比如芯片封

装领域，各大制造商均倾向于选择性

价比更合理的工艺。在这一潮流下，制

图3. 在芯片和传感器周围构建精密的结构：专为电子元件研发的新”筑坝”粘

合剂（图片来源: DELO）

图4. 印刷电路板的大面积封装（图片来源：D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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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他们制定工艺设计理念，以确定自己的设备要求。

气体供应商向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提供的反馈信息

有助于确定土地和公用设施的总需求。

 第 2 阶段：定标后，气体供应商开始采购主要部件，

并转入详细设计和制造。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开始

准备现场，包括气体生产场地、建造其晶圆厂设施并

订购设备。

 第 3 阶段：气体供应商开始建设项目。最先建造的两

个装置是大宗氮气供应储罐和将气体供应连接到晶圆

厂的管道。在本阶段末，这两个项目将会联结到一起：

气体工厂开始利用卡车向晶圆厂厂房供应大宗氮气，

以吹扫设施管道并安装第一批设备。

 第 4 阶段：在气体生产场地建造完成后，将启动气体

现场发生器并进行资格认证。大宗气体和备用供应链

开始运作。而在晶圆厂中，设备安装完成，并开始启

动设备。

 第 5 阶段：晶圆厂继续实施其项目，依次进行设备验

证和工艺验证，最终开始工艺量产。随着生产量的增

加，气体需求量也不断提高，气体供应量也会随之相

应增加。

总结

大宗气体是半导体和显示屏工厂供应支出的重要部

分。高效供应通常要求现场生产、存储和输送。这些设施

与晶圆厂同步建造，一旦工厂主体厂房竣工，就需要立即

交付第一批认证合格的气体。由于项目在土地配置、公用

设施需求和资本支出方面影响重大，大宗气体供应商从新

项目筹划立项开始阶段就与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紧密合

作，以正确估算用量、采购安装调试设备，并建设和运行

大宗气体设施以供应气体和支持项目量产。

从 120 多年前的首批液化和空气分离专利及设备到现

在最大、最高效的装置，林德公司是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

提供所需产品和解决方案的领导者。林德工程负责设计、

制造并建设氮气、氧气、氩气，氢气、氦气和二氧化碳的

生产设施，在全球已有数千个装置项目投入运营。林德拥

有并为包括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的大量客户

运营气体供应装置。林德开创了令人瞩目的科学园区供应

模式，在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等地为众多客

户和晶圆厂集群，通过管道供应大宗气体。此外，林德还

向全球客户提供产地来源丰富和供应链投资组合多样化的

氦气产品。 

造商们越来越多地将大量相同的元件组装在一块印刷电路

板上，随后将这些元件完全封装起来，最后再把它们分割

成多个单独的已封装好的元件。另一种方法是对完全组装

完毕的印刷电路板进行封装，而不是用外壳来保护电路板

免遭环境影响。

大面积灌封可以显著地缩短加工时间，大大节约成

本。但在实际应用中，这一方法经常遭遇瓶颈。在面对高

化学应力和热应力时，大面积封装这一加工方式会在固化

过程中造成印刷电路板的翘曲。这导致元件之间产生张力，

令单独分割变得困难。造成翘曲的原因是印刷电路板和封

装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不相同，前者为 10-20 ppm/K，后者

通常高于 20 ppm/K。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满足对可靠度要求极高的应用

领域的需求，我们研发出了优化的封装材料，其特点是热

膨胀系数极低，仅为 11 ppm/K。这样就把翘曲度降到最低，

令这种封装材料成为高效率大面积芯片封装的最佳选择。

客户还可以选择添加不同的荧光剂，以监控点胶工

艺，在粘合剂固化之前检测所有元件是否已完全覆盖。对

于高价值元件来说，这一选项绝对值得考虑。

目前来说，这类产品的温度上限是 16℃，而且具备

出色的防潮性和耐介质能力。此外，就算基材不加热，它

们仍具有优异的流动性，也可以配合使用筑坝填充工艺达

到效果。使用这种封装材料时，您还可以设置不同的固

化参数：在温度为 150℃ 时，最多只需 20 分钟即可迅速

固化；对于单组分的产品，您可以选择将固化温度降低到 

100℃；对于双组分的产品，您可以选择将固化温度设为 

125℃。这样一来，即使是对温度相当敏感的元件也能够

可靠地固化。

结论

承受最高 250℃的温度、高机械负荷，并且长久地接

触具有腐蚀性的介质：在严苛的环境条件下，高端封装材

料与灌封用料是保护敏感电子元件的关键因素。众多新研

发的产品使得如今的制造商们能够满足逐步升高的电力电

子设备的技术要求，满足呼声渐涨的微型化需求，同时提

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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