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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在表面上具有银层的附银皮膜端子材中，
需进行热处理便可价廉地制造可靠性高的端子
及端子材。在由铜或铜合金组成的基材上依次层
叠有镍层、中间 层及银层 ，所述镍层的 厚 度为
0 .05μm以上且5 .00μm以下并且由镍或镍合金
组成，
所述中间层的厚度为0 .02μm以上且1 .00
μm以下并且为包含银(Ag )及物质X的合金，
所述
物质X包含锡、
铋、
镓、
铟及锗中的一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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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附银皮膜端子材，
其特征在于，
在由铜或铜合金组成的基材上依次层叠有镍层、
中间层及银层，
所述镍层的厚度为0 .05μm以上且5 .00μm以下，
并且由镍或镍合金组成，
所述中间层的厚度为0 .02μm以上且1 .00μm以下，
并且为包含银及物质X的合金层，
所述物质X包含锡、
铋、
镓、
铟及锗中的一种以上。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附银皮膜端子材，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间层形成为双层结构，
所述双层结构由以所述物质X为主成分的第一层及以银
为主成分的第二层构成。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附银皮膜端子材，
其特征在于，
所述镍层合计含有1原子％以上且40原子％以下的磷、硼、钨、硫、锌、锡中的任意一个
以上。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附银皮膜端子材，
其特征在于，
所述镍层为包含非晶质的组织结构。
5 .一种附银皮膜端子，
其由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附银皮膜端子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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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银皮膜端子材及附银皮膜端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附银皮膜铜端子材及使用该铜端子材制造的端子。
[0002] 本申请主张基于2017年8月8日申请的日本专利申请2017-153624号及2018年6月
28日申请的日本专利申请2018-123097号的优先权，
并将其内容援用于此。
背景技术
[0003] 汽车或民 用设备等的电布线的连接中所使用的连接器用端子通常可以使用在铜
或铜合金基材的表面镀有锡、
金、
银等的端子材。其中，
镀有金、
银等贵金属的端子材的耐热
性优异，
因此适合在高温环境下使用。
[0004] 以往，
作为镀有这种贵金属的端子材，
有以下专利文献中所公开的端子材。
[0005] 在专利文献1中，
公开有一种端子材，
被记载为抑制铜向表面扩散而端子的插拔良
好且耐磨损性优异，
所述端子材为在由铜或铜合金组成的母材的表面形成有双层结构的镀
银层，
该双层结构由成为母材侧的下层侧的第一镀银层及形成于第一镀银层上且在镀银端
子的表面上暴露的上层侧的第二镀银层构成。
[0006] 在专利文献2中，
记载有制造在维持高硬度的状态下能够防止接触电阻的增加的
镀银材料。并记载有如下内容：
通过在包含80～110g/L的银、70～160g/L的氰化钾及55～
70mg/L的硒的镀银液中，
在液温12～24℃、
电流密度3～8A/dm2下且在镀银液中的氰化钾的
浓度与电流密度的乘积为840g·A/L·dm2以下的范围内进行电镀，
在基材上形成由银组成
的表层，
从而制造该镀银材料，
表层的优先取向面为{111}面，
在50℃下加热168小时之后的
{111}面的X射线衍射峰的半值宽相对于加热之前的{111}面的X射线衍射峰的半值宽之比
为0 .5以上。
[0007] 在专利文献3中，
公开有如下镀银材料，
即，
在由铜或铜合金组成的基材上形成有
由镍组成的基底层，
且在该基底层的表面上形成有由银组成的厚度10μm以下的表层。并记
载有如下内容：
在该镀银材料中，
将基底层的厚度设为2μm以下，
优选设为1 .5μm以下，
将表
层的{200}方位的面积分数设为15％以上，
优选设为25％以上，
弯曲加工性良好。
[0008] 在专利文献4中，
公开有一种电接点用贵金属包覆材料。并记载有如下内容：
在该
贵金属包覆材料中，
在导电性金属基体与贵金属层之间形成有平均晶体粒径为0 .3μm以上
的镍、钴、锌、铜等中的一层以上的基底层，
抑制在高温环境下的基体成分的扩散而长期可
靠性高。
[0009] 专利文献5示出了一种由镀合金的中间层以及镀银表层或镀银合金表层构成的具
有高耐热性的耐热、
耐腐蚀性镀银材料，
所述镀合金的中间层相对于金属材料的母材含有
0 .05～20wt％的磷，
且剩余部分由镍及不可避免的杂质组成或由镍、钴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组成。
[0010] 专利文献1：
日本特开2008-169408号公报
[0011] 专利文献2：
日本特开2015-110833号公报
[0012] 专利文献3：
日本特开2014-181354号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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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专利文献4：
日本特开2015-137421号公报
[0014] 专利文献5：
日本特开2001-3194号公报
[0015] 专利文献1～3所记载的发明中通过最优化镀银层的结构来提高接触电阻等端子
特性，
但是由于需要镀两次，
镀银浴的组成明显受到限定等，
因此制造方法变得复杂。
[0016] 专利文献4所记载的发明中通过扩大底镀层的晶体粒径来提高贵金属触点的可靠
性，
但是为了底镀层扩大化而需要进行热处理，
因此存在铜合金的组织也扩大化而无法获
得所期望的材料特性等问题。
[0017] 专利文献5所记载的发明中，
作为镀合金中间层的镀镍合金皮膜为微晶，
铜通过晶
界扩散至银表面，
因此存在若不增大膜厚则暴露于200℃这样的高温时耐热性不充分等问
题。
并且，
有时由于热负荷，
镀镍合金层中的磷扩散到银表面上而损害触点可靠性。
并且，
若
镀镍或镀镍合金层的厚度厚，
则冲压时的模具消耗变得严重。
由于镀镍合金层缺乏韧性，
因
此若加厚则进行冲压加工时容易产生裂缝。
因此，
希望镀镍合金层等的厚度尽可能薄。
发明内容
[0018] 本发明是鉴于这种情况而完成的，
其目的在于，
在表面上具有银层的附银皮膜端
子材中，
价廉地制造可靠性高的端子及端子材。
[0019] 关于本发明的附银皮膜端子材，
在由铜或铜合金组成的基材上依次层叠有镍层、
中间层及银层，
所述镍层的厚度为0 .05μm以上且5 .00μm以下并且由镍(Ni)或镍合金组成，
所述中间层的厚度为0 .02μm以上且1 .00μm以下并且为包含银(Ag)及物质X的合金层，
所述
物质X包含锡(Sn)、
铋(Bi)、
镓(Ga)、
铟(In)及锗(Ge)中的一种以上。
[0020] 该附银皮膜端子材的镍层防止来自基材的铜的扩散而提高耐热性，
银层的耐热性
优异。中间层为包含银及物质X的合金层，
物质X与镍层的镍及银层的银中的任意一个均容
易合金化。
因此，
具有如下效果，
即，
提高各层之间的密合性，
抑制进行加热时因镍表面被在
银层扩散的氧气氧化而形成使接触电阻上升的镍氧化物层，
防止镍层与银层之间的剥离。
但是，
中间层的厚度小于0 .02μm时提高密合性的效果不充分，
若厚度超过1 .00μm则在弯曲
加工时产生裂缝。
[0021] 镍层的厚度小于0 .05μm时，
在膜中产生针孔并无法抑制铜的扩散而耐热性可能会
下降，
若超过5 .00μm则在弯曲加工时可能会产生裂缝。
[0022]
另外，
镍成分从镍层扩散到中间层中，
因此有时中间层的镍层侧的部分包含一部
分镍。
[0023] 在本发明的附银皮膜端子材的实施方式中，
所述中间层优选形成为双层结构，
所
述双层结构由以所述物质X为主成分的第一层及以银为主成分的第二层构成。
[0024] 能够通过物质X为主成分的第一层来提高镍层与银层之间的密合性。
并且，
能够通
过银为主成分的第二层来阻碍银层中的氧气扩散而抑制镍氧化物的形成，
能够抑制在加热
时电阻上升。
[0025] 在本发明的附银皮膜端子材的实施方式中，
所述镍层优选合计含有1原子％以上
且40原子％以下的磷(P)、硼(B)、
钨(W)、
硫(S)、
锌(Zn)及锡(Sn)中的任意一个以上。
[0026] 在该附银皮膜端子材中，
基于银层的耐热性通过镍层中的来自基材的铜的防止扩
散效果而保持，
若防止扩散效果受损则铜扩散到银层的表面，
可能形成氧化铜而耐热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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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0027]

镍层合计含有1原子％以上且40原子％以下的磷、硼、
钨、
硫、锌及锡中的任意一个
以上，
因此防止扩散效果较好。这些添加元素集中在镍的晶界中，
抑制来自基材的铜通过镍
晶界的的扩散。磷、硼、
钨、
硫、
锌及锡的合计小于1原子％时，
抑制来自基材的铜的扩散的效
果不充分，
若超过40原子％则皮膜变脆，
在加工时变得容易产生裂缝。
[0028] 在本发明的附银皮膜端子材的实施方式中，
所述镍层优选为包含非晶质的组织结
构。
[0029] 在镍层的非晶质的部位中，
由于晶界消失而铜的扩散路径变少，
因此能够进一步
抑制铜的扩散。
[0030]
另外，
优选使镍层整体非晶质化，
但是即使非晶质及晶质混合存在，
也能够抑制铜
的扩散。
[0031] 本发明的附银皮膜端子由所述附银包覆端子材组成。
[0032] 根据本发明，
在基材上设置了镍层，
因此防止来自基材的铜的扩散而能够有效地
发挥银层的耐热性，
且使前述中间层介于其镍层与银层之间，
因此镍层与银层的密合性高
并能够维持优异的耐热性。
此时，
能够提供可靠性高的端子材。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将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端子材的表面部分模式化的剖视图。
[0034] 图2是形成有包含锡的浓度为60原子％左右的第一层及锡的浓度为20原子％左右
的第二层的中间层的铜端子材的TEM图像。
[0035] 图3是表示试样No .4的截面的TEM图像。
[0036] 图4是表示图3所示的试样No .4的端面的EDS测量结果的图。
[0037] 图5是表示试样No .11的截面的TEM图像。
[0038] 图6是图5所示的试样No .11的镍层的受限视场衍射图。
[0039] 图7是表示试样No .15的加热后的截面的TEM图像。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说明。
[0041] 如图1所示，
本发明的附银皮膜端子材1具有由铜(Cu)或铜合金板组成的基材2、
形
成于该基材2的表面上的由镍(Ni)或镍合金组成的镍层3、形成于该镍层3上的由包含银
(Ag)及物质X的合金组成的中间层4以及形成于该中间层4上的由银(Ag)或银合金组成的银
层5。
[0042] 基材2只要由铜或铜合金组成，
则其组成并不受特别限定，
但是优选表面的加工变
质层被去除的基材。
[0043] 镍层3可以由纯镍或镍合金中的任意一个构成，
但是优选由在镍中含有磷(P)、硼
(B)、
钨(W)、
硫(S)、
锌(Zn)及锡(Sn)中的任意一个以上的合金组成。通过在镍中含有磷、硼、
钨、
硫、
锌及锡中的任意一个以上，
具有防止来自基材2的铜的扩散的效果，
并且耐热性得到
提高。磷、硼、
钨、
硫、
锌及锡中的任意一个以上的含量优选为1原子％以上且40原子％以下，
厚度优选为0 .05μm以上且5 .00μ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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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层3为包含非晶质的组织结构。在镍层3的非晶质的部位中，
由于晶界消失而使
铜的扩散路径变少，
因此能够进一步抑制铜的扩散。优选使镍层3整体非晶质化，
但是即使
非晶质及晶质混合存在，
也能够抑制铜的扩散。
[0045] 中间层4为包含银及物质X的合金层。
物质X包含锡(Sn)、
铋(Bi)、
镓(Ga)、
铟(In)及
锗(Ge)中的一种以上。这些元素与镍层3的镍及银层5的银中的任意一个均容易合金化，
因
此提高各层之间的密合性，
能够防止镍层3与银层5之间的剥离。
并且，
具有如下效果，
即，
抑
制进行加热时因镍的表面被氧化而形成电阻层(电阻上升)，
从而抑制电阻的上升。
[0046]
例如，
中间层4形成为双层结构，
所述双层结构由物质X为主成分的第一层与Ag为
主成分的第二层构成。通过位于镍层3侧的第一层，
能够提高镍层3与银层5之间的密合性，
并且通过位于银层5侧的第二层，
能够阻碍银层5中的氧气扩散从而抑制镍氧化物的形成，
能够抑制在加热时电阻上升。另外，
中间层4可以为单层结构。并且，
由于镍成分从镍层3扩
散到中间层4中，
因此有时中间层4的镍层3侧的部位(第一层)包含一部分镍。
[0047] 其中，
中间层4的厚度小于0 .02μm时，
提高密合性的效果不充分，
若厚度超过1 .00μ
m则在弯曲加工时产生裂缝。
[0048] 银层5具有提高端子材1的耐热性的效果，
厚度优选为0 .5μm以上且2 .0μm以下。
[0049] 接着，
对该端子材1的制造方法进行说明。
[0050] 作为基材2准备铜板或铜合金板，
清洁其表面，
并且利用化学抛光液进行蚀刻来去
除表面的加工变质层，
从而使基材2的晶面暴露于表面。
[0051] 接着，
在如此调整了表面的基材2的表面，
通过电解电镀层叠各镀层(镍层3、
中间
层4、
银层5)。
[0052] 为了形成镍层3，
可以使用通常的镀镍浴，
即以硫酸镍(NiSO4)、硼酸(H3BO3)为主成
分的瓦特浴及以氨基磺酸镍(Ni(NH2SO3) 2)、硼酸(H3BO3)为主成分的氨基磺酸浴等。在形成
镀镍磷合金层时，
在镀镍浴中添加亚磷酸。浴的温度为40℃以上且55℃以下、
电流密度为
2
2
1A/dm 以上且40A/dm 以下是适当的。
此时，
在镀镍浴中适量添加亚磷酸或二甲胺硼烷、
钨酸
盐等合金化成分(例如，
添加20g/L以上且40g/L以下的亚磷酸)。
由此，
实现镍层3的非晶化，
镍层3成为包含非晶质的组织结构。
[0053]
用于形成镀纯镍层作为镍层3的电镀浴可以使用瓦特浴、
氨基磺酸浴等。
[0054] 关于中间层4，
在将其例如设为包含银及锡的合金层时(物质X为Sn时) ，
通过在已
形成的镀镍层上实施镀锡，
之后实施用于形成银层5的镀银来形成。此时，
在这些镀层之间
发生镍、锡、
银的相互扩散，
因此中间层4包含银、锡及镍。该相互扩散通过在常温(5℃～35
℃)以上放置24小时以上而缓慢进行，
但是也可以通过在100～150℃下进行10～60分钟的
加热处理来强制性地进行。
[0055] 此时，
用于形成镀锡层的镀锡或镀锡合金能够通过公知的方法，
例如有机酸浴(例
如酚磺酸浴、链烷磺酸浴或链烷醇磺酸浴)、酸性浴(氟硼酸浴、
卤素浴、硫酸浴、焦磷酸浴
等)或者碱浴(钾浴或钠浴等)来进行。浴的温度为15℃以上且35℃以下、
电流密度为1A/dm2
以上且10A/dm2以下是适当的。
[0056] 在该工序中所形成的镀锡层的厚度优选为0 .02μm以上且1 .1μm以下，
若过薄则中
间层的厚度不足，
若过厚则锡过度侵蚀镍而在镍层3中可能产生缺陷。
[0057] 在构成中间层4的物质X为铋时，
在镀镍层上形成铋层。该铋层的厚度优选为0 .02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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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以上且1 .1μm以下。
[0058] 在构成中间层4的物质X为镓时，
在镀镍层上形成镓层。该镓层的厚度优选为0 .02μ
m以上且1 .1μm以下。
[0059] 在构成中间层4的物质X为铟时，
在镀镍层上形成铟层。该铟层的厚度优选为0 .02μ
m以上且1 .1μm以下。
[0060] 在构成中间层4的物质X为锗时，
在镀镍层上形成锗层。该锗层的厚度优选为0 .02μ
m以上且1 .1μm以下。
[0061]
用于形成银层5的电镀浴只要使用作为通常的镀银浴的镀氰化银浴即可。浴的温
度为15℃以上且35℃以下、
电流密度为0 .1A/dm2以上且3A/dm2以下是适当的。此时，
为了更
加提高密合性，
可以在镀银之前实施冲击镀银。
[0062] 如此制造的端子材1加工成端子的形状以供使用。
在汽车内布线等连接器中暴露
于高温环境下，
但是镍层3作为阻挡层而发挥功能，
因此耐热性优异，
能够有效地防止来自
基材2的铜的扩散，
能够稳定地维持银层5所具有的高耐热性及低接触电阻等优异的特性。
尤其，
在镍层3中含有磷、硼、钨、硫、锌及锡中的任意一个以上时较有效，
在镍层3的非晶质
的部位中，
由于晶界消失而铜的扩散路径变少，
从而使防止扩散效果较好。
[0063] 在镍层3与银层5之间设置有由包含银及物质X的合金组成的中间层4，
因此提高各
层之间的密合性，
能够防止镍层3与银层5之间的剥离。并且，
通过中间层4能够防止进行加
热时氧气从银层5扩散到镍层3，
因此能够抑制因镍的表面被氧化而形成电阻层。
[0064] 而且，
在中间层4为第一层与第二层的双层结构时，
镍层3与银层5的密合性进一步
得到提高，
能够更有效地防止他们的剥离，
并且阻碍银层5中的氧气扩散而抑制镍氧化物的
形成，
从而能够抑制在加热时电阻上升。
[0065] 而且，
能够通过利用蚀刻处理调整基材2的表面来进行电镀等简单的方法进行制
造，
并且能够价廉地制造。
[0066] 实施例
[0067]
制作各层的成分不同的试样1～15，
并比较了各自的结构或成分、性质等。对所有
试样1～15使用Cu-Zn类合金(Mitsubishi Shindoh Co .,Ltd .制“MNEX”(注册商标))作为基
材，
利用硫酸100g/L、
过氧化氢30g/L、
氯离子10mg/L、
1-丙醇2mL/L的组成的化学抛光液蚀
刻20秒钟，
清洁铜表面来调整了表面。
[0068] 之后，
形成了镀镍层或镀镍合金层。例如试样4中，
使用硫酸镍六水合物240g/L、
氯
化镍35g/L、硼酸30g/L、
亚磷酸10g/L、pH＝2 .6的镀镍浴，
在基材2上以0 .1μm的厚度形成了
镀镍磷合金层。其他各试样也同样地，
通过在上述镀镍浴中添加适量(50g/L)的合金化成分
(亚磷酸(试样4、
10、
11、
15)或二甲胺硼烷(试样9)、
钨酸盐(试样8))等来使含有成分分别不
同而制作了镀镍层或镀镍合金层。
[0069] 关于中间层，
例如试样4中，
使用甲磺酸浴来形成了0 .05μm的镀锡层之后，
使用氰
化浴依次进行冲击镀银及镀银来形成了1μm的厚度的银层，
从而获得了具有含有锡的中间
层的端子材。试样3中，
使用由酰胺硫酸铟(III)和酰胺硫酸及酰胺硫酸钠、
氯化钠组成的电
镀浴形成了镀铟层之后，
以与试样4相同的方式形成了银层，
从而获得了具有含有铟的中间
层的端子材。试样8中，
使用由氯化镓(III)及硫酸钠组成的电镀浴而形成了镀镓层之后，
以
与试样4相同的方式形成了银层，
从而获得了具有含有镓的中间层的端子材。对于其他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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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分别在形成包含物质X的镀层之后进行镀银，
从而获得了具有中间层的端子材。
[0070] 对如以上所制作的试样1～15，
作为镍层的解析，
利用聚焦离子束加工装置制作观
察试样(端子材1)的薄膜片 ，使用球差校正扫描透射电 子显微镜 (Cs-STEM ：Spherical
aberration correction Scann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制Titan G2 ChemiSTEM)实施了电镀/基材界面的截面观察。
以
2500～80000倍的观察倍率实施，
通过基于STEM-EDS的线路分析，
确认了在电镀/基材界面
上的元素分布。
[0071] 在表1中，
与镍层中的合金成分含有率一同示出的括号内的元素符号表示镍层中
所包含的成分。例如，
试样No .1～3的镍层3不包含合金成分而由镍(Ni)形成，
试样No .4的镍
层3由包含2原子％的磷(P)的镍合金(Ni-P合金)形成。
[0072] 关于非晶相的存在，
将500nm2的视场中观察到的非晶质组织的面积为10％以上的
情况判断为“有”，
将观察到的非晶质组织的面积小于10％的情况判断为“无”。
[0073] 在分别形成包覆在表面上的镀层之前，
利用x射线荧光膜厚仪测量各镀层的厚度。
在表1中，
与中间层厚度一同示出的括号内的元素符号相当于上述物质X。例如，
试样No .1
中，
可知中间层由包含银及铋的合金组成，
其厚度为1 .00μm。
[0074] 关于中间层是单层结构还是双层结构的判断，
通过STEM-EDS中的物质X的浓度分
布来进行了判断。例如，
图2所示的端子材中形成有双层结构的中间层，
该双层结构由包含
物质X(锡)的浓度为60原子％左右的物质X主体的层(第一层)及物质X的浓度为20原子％左
右的银主体的层(第二层)构成。
[0075] 对各试样评价了加热后的接触电阻、
镍层3与银层5的镀层间剥离及弯曲加工性。
[0076] 关于接触电阻 ，
制作具有半径为1 .0mm的半球状凸部的试样及平板试样，
并且在
200℃下加热500小时之后使两个试样接触来进行了测量。具体而言，
使用具有称重传感器
的压缩试验机来使上述半球状凸部与平板试样抵接，
在该状态下开始测量平板试样及具有
半球状凸部的试样之间的接触电阻 ，
逐渐增加赋予两者之间的接触负荷，
使用四端子法测
量了达到了负荷2N时的接触电阻。将此时的电流值设为10mA。
[0077] 关于镍层3与银层5的镀层间剥离，
将加工成半径为1 .0mm的半球状凸部的试样在
200℃下加热500小时，
通过SEM观察半球状凸部的截面并判定了有无银层5与镍层3之间的
剥离。在银与镍的界面以0 .5μm以上的长度存在0 .1μm以上的宽度的间隙时，
判定为有剥离。
[0078] 关于弯曲加工性的评价，
根据JCBA(日本伸铜协会技术标准)T307的试验方法(项
目4)进行了弯曲试验。即，
以弯曲的轴相对于轧制方向成为正交方向的方式从特性评价用
条材获取多个宽度10mm×长度30mm的试验片，
将该试验片作为基材2而如上述对其实施各
种表面处理(清洁、
电镀等) ，
使用弯曲角度为90度且弯曲半径为0 .5mm的W型夹具，
以9 .8×
103N的负荷进行了W弯曲试验。
[0079] 之后，
利用立体显微镜观察弯曲加工部，
评价了弯曲加工性。将在弯曲试验后的弯
曲加工部中没有确认到明显的裂纹的程度评价为优“A”，
将在电镀面上局部产生细微的裂
纹但是没有确认到铜合金母材(基材2)的暴露的程度评价为良“B”，
将虽然没有铜合金母材
的暴露但是产生了大于评价为良“B”的程度的裂纹的程度评价为合格“C”，
将因所产生的裂
纹而使铜合金母材(基材2)暴露的程度评价为不合格“D”。另外，
关于试样1～15，
没有弯曲
加工性的评价为C的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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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结果示于表1中。
[表1]

[0082]

[0083]

根据该结果明显看出，
具备由包含银及物质X(锡、
铋、
镓、
铟及锗中的一种以上)的
合金组成并且厚度为0 .02μm以上且1 .00μm以下的中间层的试样No .1～11的端子材在加热
后的接触电阻较小，
且也没有确认到镍层与银层的剥离，
可认为铜的扩散得到抑制。并且，
可知弯曲加工性也良好。其中，
具备中间层且在镍层中含有1原子％以上且40原子％以下的
磷、硼、
钨、
硫、
锌及锡中的任意一个以上的试样No .4～11的接触电阻尤其小并为良好。
[0084] 图3是表示试样No .4的截面的TEM图像，
图4是表示试样No .4的端面的EDS测量结果
的图。在图4的EDS测量结果中示出了图3的TEM图像中的A-B线中的各成分，
左端为A点，
右端
为B点。
[0085] 如图3、
图4所示，
试样No .4中形成有包含银(Ag)及锡(Sn)的中间层，
锡主体的层
(第一层)位于镍层侧，
并且锡也扩散到银层侧而形成有银主体的Ag-Sn合金层(第二层)。
从
镍层扩散的Ni成分尤其较多地存在于第一层中。
[0086] 图5是表示试样No .11的截面的TEM图像，
图6是试样No .11的镍层的受限视场衍射
图。
[0087] 如图5及图6所示，
试样No .11中，
镍层(Ni-P合金)、
中间层、
银层形成为以该顺序层
叠的层结构，
因此加热后的接触电阻最小且没有确认到镍层与银层的剥离，
从而铜的扩散
得到抑制。其中，
图5所示的图像中的由方形包围的区域Ar1的受限视场衍射图中，
如图6所
示，
在通过受限视场衍射解析镍层的结构时，
没有发现明显的衍射点，
因此可知为包含非晶
质的组织结构。
[0088]
相对于此，
试样No .12不具有中间层，
因此接触电阻大且确认到镍层与银层之间的
剥离。试样No .13的镍层过薄，
因此阻挡效果不充分，
接触电阻大，
并且中间层的厚度厚，
因
此在弯曲加工时确认到裂缝。试样No .14的中间层的厚度薄，
因此镍层与银层的密合性差而
确认到剥离，
并且由于镍层过厚，
因此在弯曲加工时确认到裂缝。
[0089] 图7是表示试样No .15的加热后的截面的TEM图像。
如图7所示，
若加热不具有中间
层的试样No .15，
则在镍层与银层的界面形成镍氧化物层(NiO层)。该镍氧化物层成为高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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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层(绝缘体或高电阻体) ，
因此即使铜没有扩散到银层的表面，
接触电阻也会增加。因此，
试样No .15中确认到镍层与银层之间的剥离。
[0090] 产业上的可利用性
[0091] 通过在由铜或铜合金组成的基材上所设置的镍层，
防止来自基材的铜的扩散而能
够有效地发挥银层的耐热性，
且通过在镍层与银层之间所设置的中间层，
镍层与银层的密
合性高并能够维持优异的耐热性。
[0092] 符号说明
[0093] 1-端子材(附银皮膜端子材)，
2-基材，
3-镍层，
4-中间层，
5-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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