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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

空洞率的方法，包括设计高导热材质线路板焊

盘；设计钢网板；设计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覆焊

接一体化工装；高导热材质线路板涂覆锡膏；TO

封装元器件涂覆锡膏；高导热材质线路板焊接；

TO封装元器件焊接；清洁和TO封装元器件在高导

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的步骤。通过上述方法，将

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TO封装元器件焊接空

洞率降低到10％以内，减少了功率芯片工作过程

中的内阻，提高了焊接品质及产品可靠性，可用

于大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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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率的方法，包括的步骤如下：

1)设计高导热材质线路板焊盘：

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需要焊接TO封装元器件的焊盘上增加导通孔，增加气体排放路

径；

2)设计钢网板：

制作阶梯型钢网板，并在阶梯型钢网板上预留井字形状的排气通道；

3)设计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覆焊接一体化工装：

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覆焊接一体化工装由器件级钢网板、固定架、合成石托盘、胶木底

座组成，工装上部为固定架，下部为胶木底座，器件级钢网板嵌入固定架内，合成石托盘放

置于固定架和胶木底座之间，合成石托盘上具有多个TO封装元器件卡槽；

4)高导热材质线路板涂覆锡膏：

将钢网板和在TO封装元器件上增加了导通孔的高导热材质线路板安装在锡膏印刷机

上，通过锡膏印刷机，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涂覆锡膏；

5)TO封装元器件涂覆锡膏：

将多个TO封装元器件放在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覆焊接一体化工装的合成石托盘上，使

用刮刀进行锡膏涂覆；

6)高导热材质线路板焊接：

将步骤4)涂覆锡膏后的高导热材质线路板放入回流炉进行回流焊接；

7)TO封装元器件焊接：

将在步骤5)完成锡膏涂覆的合成石托盘整体拿出，放入回流炉进行回流焊接；

8)清洁：

将步骤6)和7)回流焊接完成后的高导热材质线路板和合成石托盘取出，使用酒精清洁

回流焊接后溢出的助焊剂和杂质；

9)TO封装元器件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

将多个TO封装元器件从合成石托盘取出，依次放置于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盘相应位

置，并将放置TO封装元器件后的高导热材质线路板整体放入回流炉内，完成回流焊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1)中，需要焊接TO封装元器件的焊盘上增加3×4规格，直径为0.4mm的导通孔。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1)还包括：将高温胶带粘接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另一面，防止漏锡。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2)中，按照0603封装和TO封装锡膏涂覆标准制作阶梯型钢网板。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2)中，制作同时满足0603封装锡膏涂覆标准的0.12mm厚度和TO封装锡膏涂覆标准的

0.2mm厚度的阶梯网板。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合成石托盘上具有30个TO封装元器件卡槽。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

TO封装锡膏涂覆标准厚度制作0.2mm器件级钢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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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

元器件规格需求，对器件级钢网板和合成石托盘进行不同规格的设计，使用时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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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率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SMT组装工艺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TO封

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率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子产品生产中，TO封装元器件在进行焊接时，无论是回流焊接还是波峰焊接，

无论是有铅制程还是无铅制程，最常见的焊接质量隐患就是冷却之后出现一些空洞(气泡)

现象。空洞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焊接质量隐患，它的存在不仅会使焊点的机械强度大大降低，

还会产生各种阻抗，导致接地状况不佳，造成电路串扰、插入损耗以及带来附加的电容与震

荡，对于一些对导热性作出要求的大功率芯片，芯片与焊盘的连接更需要好的接地能力和

散热能力。随着服役时间的延长，焊接空洞极易诱发多种致命的失效模式。

[0003] 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一般采用回流焊形式，但在高导热

材质线路板上TO封装元器件的焊盘、钢网板、焊接方法都会影响到焊接后空洞率过大，在产

品工作中结温升高时，其结电流就会进一步加大，从而将造成恶性循环使结温超过最高限

制值而烧毁芯片。

[0004] 在降低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出现空洞率的同时，需要兼顾批

产产品质量一致性和生产效率问题，无工装保证则会对产品质量带来极大波动并降低生产

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

率的方法，保证产品可靠性的同时提高产品生产效率。

[0006] 本发明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率的方法，包括的步骤如下：

[0008] 1)设计高导热材质线路板焊盘：

[0009] 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需要焊接TO封装元器件的焊盘上增加导通孔，增加气体排

放路径；

[0010] 2)设计钢网板：

[0011] 制作阶梯型钢网板，并在阶梯型钢网板上预留井字形状的排气通道；

[0012] 3)设计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覆焊接一体化工装：

[0013] 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覆焊接一体化工装由器件级钢网板、固定架、合成石托盘、胶

木底座组成，工装上部为固定架，下部为胶木底座，器件级钢网板嵌入固定架内，合成石托

盘放置于固定架和胶木底座之间，合成石托盘上具有多个TO封装元器件卡槽；

[0014] 4)高导热材质线路板涂覆锡膏：

[0015] 将钢网板和在TO封装元器件上增加了导通孔的高导热材质线路板安装在锡膏印

刷机上，通过锡膏印刷机，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涂覆锡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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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5)TO封装元器件涂覆锡膏：

[0017] 将多个TO封装元器件放在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覆焊接一体化工装的合成石托盘

上，使用刮刀进行锡膏涂覆；

[0018] 6)高导热材质线路板焊接：

[0019] 将步骤4)涂覆锡膏后的高导热材质线路板放入回流炉进行回流焊接；

[0020] 7)TO封装元器件焊接：

[0021] 将在步骤5)完成锡膏涂覆的合成石托盘整体拿出，放入回流炉进行回流焊接；

[0022] 8)清洁：

[0023] 将步骤6)和7)回流焊接完成后的高导热材质线路板和合成石托盘取出，使用酒精

清洁回流焊接后溢出的助焊剂和杂质；

[0024] 9)TO封装元器件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

[0025] 将多个TO封装元器件从合成石托盘取出，依次放置于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盘相

应位置，并将放置TO封装元器件后的高导热材质线路板整体放入回流炉内，完成回流焊接。

[0026]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需要焊接TO封装元器件的焊盘上增加3×4规格，直径

为0.4mm的导通孔。

[0027]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还包括：将高温胶带粘接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另一面，防

止漏锡。

[0028]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按照0603封装和TO封装锡膏涂覆标准制作阶梯型钢

网板。

[0029]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制作同时满足0603封装锡膏涂覆标准的0.12mm厚度

和TO封装锡膏涂覆标准的0.2mm厚度的阶梯网板。

[0030] 其特征在于，所述合成石托盘上具有30个TO封装元器件卡槽。

[0031] 其特征在于，根据TO封装锡膏涂覆标准厚度制作0.2mm器件级钢网板。

[0032] 其特征在于，根据元器件规格需求，对器件级钢网板和合成石托盘进行不同规格

的设计，使用时进行更换。

[0033] 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4] 本发明的一种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率的工艺方

法，将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TO封装元器件焊接空洞率降低到10％以内，减少了功率芯

片工作过程中的内阻，提高了焊接品质及产品可靠性，可用于大规模生产。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方法设计的焊盘示意图；

[0036] 图2为本发明网板示意图；

[0037] 图3为本发明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覆焊接一体化工装俯视图；

[0038] 图4为本发明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覆焊接一体化工装实物图；

[0039]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TO封装元器件降低空

洞率的工艺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40] 图6(a)(b)为本发明所用工艺与现有工艺焊接后效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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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连接结构进行详细说明。

[004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TO封装元器件时降低空洞率的工

艺方法，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43] 在原有线路板PCB设计基础上在TO封装线路板焊盘处增加直径为0.4mm  3×4的导

通孔开孔设计，如图1所示，为焊接过程中形成的气体提供排放渠道，并用高温胶带对线路

板另一面进行保护，防止漏锡。

[0044] 设计同时满足0603封装锡膏0.12mm厚度和TO封装锡膏0.2mm厚度的阶梯网板，阶

差可达到0.08mm，保证锡膏厚度符合标准要求，避免焊接过程中锡膏涂覆不均匀形成气体

凹槽进而无法排出气体，并将钢网板设计为呈井字形状，为焊接过程中形成的气体提供释

放的通道，如图2所示。

[0045] 分别在TO封装元器件和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涂覆锡膏后，过回流炉进行焊接，之

后清理焊接后溢出的助焊剂和杂质，再将TO封装元器件放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相对应的焊

盘上一起过回流炉焊接。

[0046] 设计制造可同时完成30个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覆和焊接的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

覆焊接一体化工装，该工装可一次性放置30个TO封装元器件于合成石托盘内，根据不同封

装尺寸，网板规格和合成石托盘可进行更换，使用刮刀对TO封装元器件进行上锡后，仅需整

盘拿出合成石托盘，并将合成石托盘放置于回流炉链条上，整盘进行回流焊接即可完成TO

封装元器件焊接。合成石可耐受300℃高温，是目前回流焊接中常用的材料，如图3、图4所

示。

[0047] 一种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TO封装元器件降低空洞率的工艺方法的流程示

意图如图5所示。包括的步骤如下：

[0048] 1)设计高导热材质线路板焊盘：

[0049] 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需要焊接TO封装元器件的焊盘上增加导通孔，增加气体排

放路径，并将高温胶带粘接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另一面，防止漏锡；

[0050] 2)设计钢网板：

[0051] 按照0603封装和TO封装锡膏涂覆标准制作阶梯型网板，并为TO封装网板预留井字

形状的排气通道；

[0052] 3)设计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覆焊接一体化工装：

[0053] 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覆焊接一体化工装由器件级钢网板、固定架、合成石托盘、胶

木底座组成，工装上部为固定架，下部为胶木底座，器件级钢网板嵌入固定架内，合成石托

盘放置于固定架和胶木底座之间，合成石托盘上具有30个TO封装元器件卡槽；

[0054] 4)高导热材质线路板涂覆锡膏：

[0055] 将钢网板和在TO封装元器件上增加了导通孔的高导热材质线路板安装在锡膏印

刷机上，通过锡膏印刷机，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涂覆锡膏；

[0056] 5)TO封装元器件涂覆锡膏：

[0057] 将30个TO封装元器件放在TO封装元器件锡膏涂覆焊接一体化工装的合成石托盘

上，使用刮刀进行锡膏涂覆；

[0058] 6)高导热材质线路板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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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将步骤4)涂覆锡膏后的高导热材质线路板放入回流炉进行回流焊接；

[0060] 7)TO封装元器件焊接：

[0061] 将在步骤5)完成锡膏涂覆的合成石托盘整体拿出，放入回流炉进行回流焊接；

[0062] 8)清洁：

[0063] 将步骤6)和7)回流焊接完成后的高导热材质线路板和合成石托盘取出，使用酒精

清洁回流焊接后溢出的助焊剂和杂质；

[0064] 9)TO封装元器件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

[0065] 将30个TO封装元器件从合成石托盘取出，依次放置于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盘相

应位置，并将放置TO封装元器件后的高导热材质线路板整体放入回流炉内，完成回流焊接。

[0066] 图6(a)(b)为本发明所用工艺与现有工艺焊接后效果对比图，经验证，使用本发明

涉及的工艺方法，在高导热材质线路板上焊接TO封装元器件空洞率均＜5％，相比之前的焊

接后空洞率在30％左右有了较大幅度的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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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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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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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a)

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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