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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

材料及其制造方法，该LED材料具体由LED芯片和

LED封装材料组成，其中LED芯片具体为以碳化硅

为衬底，以氮化镓为芯体，两个电极为分别分布

在芯体的表面和底部的L型电极，其中氮化镓芯

体内按氮化镓总质量添加有2.5％的二氧化硅、

1.6％的铟、1.2％的砷和0.6％的铝；LED封装材

料具体为：将乙烯基硅与硅氧烷聚合成乙烯基硅

高聚物、聚氢基硅氧烷与乙烯基氢基硅树脂聚合

成含氢基高聚物，再将两种高聚物在抑制剂和铂

催化剂的作用下合成的有机硅树脂。本发明不采

用蓝宝石为衬底，能适用于大曲面、高韧性、抗老

化、电气性能好、可根据输出信号性质的不同发

射不同特征的光线，并通过曲面显示增加聚焦

度，用于多功能家庭用的LED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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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该LED材料具体由LED芯片和LED封装材料组成，

其特征在于：其中LED芯片具体为以碳化硅为衬底，以氮化镓为芯体，两个电极为分别分布

在芯体的表面和底部的L型电极，其中氮化镓芯体内按氮化镓总质量添加有2.5％的二氧化

硅、1.6％的铟、1.2％的砷和0.6％的铝；LED封装材料具体为：将乙烯基硅与硅氧烷聚合成

乙烯基硅高聚物、聚氢基硅氧烷与乙烯基氢基硅树脂聚合成含氢基高聚物，再将两种高聚

物在抑制剂和铂催化剂的作用下合成的有机硅树脂；

该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LED芯片制备

①准备氮化镓光电器件原料，并在原料中按质量比例添加2.5％的二氧化硅、1.6％的

铟、1.2％的砷和0.6％的铝；

②准备80nm-150nm厚的碳化硅衬底；

③在碳化硅衬底上直接通过缓慢生长的方式制取氮化镓基LED芯体；

④在氮化镓基LED芯体上添加使电流可以纵向流动的L型电极，并使两个电极分别设置

在芯体的上表面和底部；

⑤采用100℃-120℃稳定化处理20min-30min，即获得所需LED芯片；

2)LED封装材料的制备

①准备乙烯基硅树脂、含乙烯基封端的聚硅氧烷；

②准备聚氢基硅氧烷、乙烯基氢基硅树脂；

③将步骤①准备的乙烯基硅树脂和含乙烯基封端的聚硅氧烷高聚合为高聚物，获得乙

烯基硅与硅氧烷聚合成的乙烯基硅高聚物；

④将步骤②准备的聚氢基硅氧烷和乙烯基氢基硅树脂高聚合为含氢基高聚物；

⑤准备合成有机硅树脂用抑制剂和铂催化剂；

⑥以步骤③获得的乙烯基硅高聚物、步骤④获得的含氢基高聚物和步骤⑤获得的抑制

剂和铂催化剂为原料，合成高折射率有机硅树脂，该高折射率有机硅树脂即为所需LED封装

材料；

3)LED材料最终成型

①采用LED封装材料热融后将LED芯片封装起来，露出LED芯片上的L型电极两端，即获

得所需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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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显示材料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及其制造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LED显示屏(LED  display)是一种平板显示器，由一个个小的LED模块面板组成，用

来显示文字、图像、视频、录像信号等各种信息的设备。

[0003] LED，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缩写)。它是一种通过控制半导体发光二

极管的显示方式，由镓(Ga)与砷(As)、磷(P)、氮(N)、铟(ln)的化合物制成的二极管，当电子

与空穴复合时能辐射出可见光，因而可以用来制成发光二极管。在电路及仪器中作为指示

灯，或者组成文字或数字显示。磷砷化镓二极管发红光，磷化镓二极管发绿光，碳化硅二极

管发黄光，铟镓氮二极管发蓝光。

[0004] 但现有技术中常规使用以蓝宝石为衬底的纯氮化镓芯片及环气树脂封装材料，但

使用蓝宝石作为衬底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晶格失配和热应力失配，这会在外延层中产生大

量缺陷，同时给后续的器件加工工艺造成困难。蓝宝石是一种绝缘体，常温下的电阻率大于

1011Ω/cm，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制作垂直结构的器件；通常只在外延层上表面制作n型和p型

电极(如图1所示)。在上表面制作两个电极，造成了有效发光面积减少，同时增加了器件制

造中的光刻和刻蚀工艺过程，结果使材料利用率降低、成本增加。随着功率型LED的发展，环

氧树脂已不能满足要求，但其作为LED封装材料具有良好的粘接性能、介电性能，且价格低

廉、操作简便，鉴于有机硅材料性能上的优点及降低成本上的考虑，通过物理共混和化学共

聚的方法使有机硅改性环氧树脂成为众多研究方向。通过有机硅材料增韧改性环氧树脂可

以改善其分子链的柔性，降低其内应力，进而改善开裂问题；利用有机硅的良好耐热性和强

耐紫外光特性进行改性以提高环氧树脂的耐老化性、差耐热性、耐紫外光等问题。纯氮化镓

芯片本身材料较脆，发光色谱单一，不适用于现在家用LED显示屏曲面设计的常规使用情

况。

[0005] 因此，市面上急需一种不采用蓝宝石为衬底，能适用于大曲面、高韧性、抗老化、电

气性能好、可根据输出信号性质的不同发射不同特征的光线，并通过曲面显示增加聚焦度，

用于多功能家庭用的显示屏用LED材料。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不采用蓝宝石为衬底，能

适用于大曲面、高韧性、抗老化、电气性能好、可根据输出信号性质的不同发射不同特征的

光线，并通过曲面显示增加聚焦度，用于多功能家庭用的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及其

制造方法。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

料，该LED材料具体由LED芯片和LED封装材料组成，其中LED芯片具体为以碳化硅为衬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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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化镓为芯体，两个电极为分别分布在芯体的表面和底部的L型电极，其中氮化镓芯体内按

氮化镓总质量添加有2.5％的二氧化硅、1.6％的铟、1.2％的砷和0.6％的铝；LED封装材料

具体为：将乙烯基硅与硅氧烷聚合成乙烯基硅高聚物、聚氢基硅氧烷与乙烯基氢基硅树脂

聚合成含氢基高聚物，再将两种高聚物在抑制剂和铂催化剂的作用下合成的有机硅树脂。

[0008] 上述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LED芯片制备

[0010] ①准备氮化镓光电器件原料，并在原料中按质量比例添加2.5％的二氧化硅、

1.6％的铟、1.2％的砷和0.6％的铝；

[0011] ②准备80nm-150nm厚的碳化硅衬底；

[0012] ③在碳化硅衬底上直接通过缓慢生长的方式制取氮化镓基LED芯体；

[0013] ④在氮化镓基LED芯体上添加使电流可以纵向流动的L型电极，并使两个电极分别

设置在芯体的上表面和底部；

[0014] ⑤采用100℃-120℃稳定化处理20min-30min，即获得所需LED芯片；

[0015] 2)LED封装材料的制备

[0016] ①准备乙烯基硅树脂、含乙烯基封端的聚硅氧烷；

[0017] ②准备聚氢基硅氧烷、乙烯基氢基硅树脂；

[0018] ③将步骤①准备的乙烯基硅树脂和含乙烯基封端的聚硅氧烷高聚合为高聚物，获

得乙烯基硅与硅氧烷聚合成的乙烯基硅高聚物；

[0019] ④将步骤②准备的聚氢基硅氧烷和乙烯基氢基硅树脂高聚合为含氢基高聚物；

[0020] ⑤准备合成有机硅树脂用抑制剂和铂催化剂；

[0021] ⑥以步骤③获得的乙烯基硅高聚物、步骤④获得的含氢基高聚物和步骤⑤获得的

抑制剂和铂催化剂为原料，合成高折射率有机硅树脂，该高折射率有机硅树脂即为所需LED

封装材料；

[0022] 3)LED材料最终成型

[0023] ①采用LED封装材料热融后将LED芯片封装起来，露出LED芯片上的L型电极两端，

即获得所需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

[0024] 与现有技术比较，本发明由于采用了上述方案，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不采用蓝宝

石衬底，通常，GaN基材料和器件的外延层主要生长在蓝宝石衬底上，而使用蓝宝石作为衬

底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晶格失配和热应力失配，这会在外延层中产生大量缺陷，同时给后续

的器件加工工艺造成困难，同时蓝宝石是一种绝缘体，常温下的电阻率很大，在这种情况下

无法制作垂直结构的器件；通常只在外延层上表面制作n型和p型电极，即在上表面制作两

个电极，造成了有效发光面积减少，同时增加了器件制造中的光刻和刻蚀工艺过程，结果使

材料利用率降低、成本增加，由于P型GaN掺杂困难，当前普遍采用在p型GaN上制备金属透明

电极的方法，使电流扩散，以达到均匀发光的目的，但是金属透明电极一般要吸收约30％～

40％的光，同时GaN基材料的化学性能稳定、机械强度较高，不容易对其进行刻蚀，因此在刻

蚀过程中需要较好的设备，这将会增加生产成本，蓝宝石的硬度非常高，在自然材料中其硬

度仅次于金刚石，但是在LED器件的制作过程中却需要对它进行减薄和切割(从400nm减到

100nm左右)，添置完成减薄和切割工艺的设备又要增加一笔较大的投资，蓝宝石的导热性

能不是很好(在100℃约为25W/(m·K))，因此在使用LED器件时，会传导出大量的热量；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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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面积较大的大功率器件，导热性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为了克服以上困难，本

发明将GaN光电器件直接生长在硅衬底上，从而改善导热和导电性能，硅衬底的芯片电极还

可采用两种接触方式，分别是L接触(Laterial-contact，水平接触)和V接触(Vertical-

contact，垂直接触)，通过这两种接触方式，LED芯片内部的电流可以是横向流动的，也可以

是纵向流动的，由于电流可以纵向流动，因此增大了LED的发光面积，从而提高了LED的出光

效率，因为硅是热的良导体，所以器件的导热性能可以明显改善，从而延长了器件的寿命，

碳化硅衬底的导热性能(碳化硅的导热系数为490W/(m·K))要比蓝宝石衬底高出10倍以

上，使用碳化硅衬底的芯片电极为L型，两个电极分布在器件的表面和底部，所产生的热量

可以通过电极直接导出；同时这种衬底不需要电流扩散层，因此光不会被电流扩散层的材

料吸收，这样又提高了出光效率；2.5％的二氧化硅、1.6％的铟、1.2％的砷和0.6％的铝添

加在氮化镓中，可以明显改善LED芯材的韧性，同时增加光谱的丰富性，使其可以根据需要

而灵活调整；随着功率型LED的发展，环氧树脂已不能满足要求，但其作为LED封装材料具有

良好的粘接性能、介电性能，且价格低廉、操作简便，鉴于有机硅材料性能上的优点及降低

成本上的考虑，通过物理共混和化学共聚的方法使有机硅改性环氧树脂成为众多研究方

向。通过有机硅材料增韧改性环氧树脂可以改善其分子链的柔性，降低其内应力，进而改善

开裂问题；利用有机硅的良好耐热性和强耐紫外光特性进行改性以提高环氧树脂的耐老化

性、差耐热性、耐紫外光等问题，而本发明获得的有机硅树脂折射率为1.53，透光率99％，固

化收缩率为2％，耐紫外测试和耐湿性良好，因此可以获得不采用蓝宝石为衬底，能适用于

大曲面、高韧性、抗老化、电气性能好、可根据输出信号性质的不同发射不同特征的光线，并

通过曲面显示增加聚焦度，用于多功能家庭用的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该LED材料具体由LED芯片和LED封装材料组

成，其中LED芯片具体为以碳化硅为衬底，以氮化镓为芯体，两个电极为分别分布在芯体的

表面和底部的L型电极，其中氮化镓芯体内按氮化镓总质量添加有2.5％的二氧化硅、1.6％

的铟、1.2％的砷和0.6％的铝；LED封装材料具体为：将乙烯基硅与硅氧烷聚合成乙烯基硅

高聚物、聚氢基硅氧烷与乙烯基氢基硅树脂聚合成含氢基高聚物，再将两种高聚物在抑制

剂和铂催化剂的作用下合成的有机硅树脂。

[0027] 上述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1)LED芯片制备

[0029] ①准备氮化镓光电器件原料，并在原料中按质量比例添加2.5％的二氧化硅、

1.6％的铟、1.2％的砷和0.6％的铝；

[0030] ②准备100nm厚的碳化硅衬底；

[0031] ③在碳化硅衬底上直接通过缓慢生长的方式制取氮化镓基LED芯体；

[0032] ④在氮化镓基LED芯体上添加使电流可以纵向流动的L型电极，并使两个电极分别

设置在芯体的上表面和底部；

[0033] ⑤采用110℃稳定化处理25min，即获得所需LED芯片；

[0034] 2)LED封装材料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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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①准备乙烯基硅树脂、含乙烯基封端的聚硅氧烷；

[0036] ②准备聚氢基硅氧烷、乙烯基氢基硅树脂；

[0037] ③将步骤①准备的乙烯基硅树脂和含乙烯基封端的聚硅氧烷高聚合为高聚物，获

得乙烯基硅与硅氧烷聚合成的乙烯基硅高聚物；

[0038] ④将步骤②准备的聚氢基硅氧烷和乙烯基氢基硅树脂高聚合为含氢基高聚物；

[0039] ⑤准备合成有机硅树脂用抑制剂和铂催化剂；

[0040] ⑥以步骤③获得的乙烯基硅高聚物、步骤④获得的含氢基高聚物和步骤⑤获得的

抑制剂和铂催化剂为原料，合成高折射率有机硅树脂，该高折射率有机硅树脂即为所需LED

封装材料；

[0041] 3)LED材料最终成型

[0042] ①采用LED封装材料热融后将LED芯片封装起来，露出LED芯片上的L型电极两端，

即获得所需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

[0043] 实施例2：

[0044] 整体与实施例1一致，差异之处在于：

[0045] 上述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6] 1)LED芯片制备

[0047] ②准备80nm厚的碳化硅衬底；

[0048] ⑤采用100℃稳定化处理20min，即获得所需LED芯片；

[0049] 实施例3：

[0050] 整体与实施例1一致，差异之处在于：

[0051] 上述多功能曲面显示屏用LED材料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2] 1)LED芯片制备

[0053] ②准备150nm厚的碳化硅衬底；

[0054] ⑤采用120℃稳定化处理30min，即获得所需LED芯片；

[0055]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仅为了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

发明。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

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

本发明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

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7591464 B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07591464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