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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装置以及显示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发光装置以及显示装置。

尤其公开了一种侧视表面安装发光装置。该发光

装置包括具有底板的侧面定向的封装、以及安装

在表面上的多个发光二极管（LED）。该发光装置

进一步包括电接触的多个接触管脚，使得该多个

接触管脚从封装的一侧伸出，其中所述接触管脚

中的至少一个在与剩余接触管脚相反的方向上

定向。该发光装置的LED设置为在平行于所述安

装表面的方向上发光。一些结构在底板上或是其

一部分上还包括多个结合垫，以便于LED与接触

管脚之间的电连接，其中，相邻的结合垫具有逐

渐变细的形状，使得第一结合垫的最宽部分邻近

第二结合垫的最窄部分。本发明改进了制造技术

并制造更可靠的装置，另外增加了制造简易性和

安装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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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侧面定向的封装，包括底板和与所述底板正交的外表面，所述外表面至少包括倾斜部

分和平坦部分，所述倾斜部分和所述平坦部分是一体的并且彼此对准；

多个LED，安装在所述底板上；

多个接触管脚，与所述多个LED电接触，所述多个接触管脚从所述封装的第一侧伸出，

其中，所述多个接触管脚包括安装表面；以及

第二侧，与所述第一侧正交并且与第三侧相反，其中，所述多个接触管脚中的至少第一

接触管脚和第二接触管脚相比于所述第三侧更接近所述第二侧并且限制在所述第一侧，并

且所述多个接触管脚中的至少第三接触管脚、第四接触管脚以及第五接触管脚相比于所述

第二侧更接近所述第三侧，其中所述第三接触管脚、所述第四接触管脚以及所述第五接触

管脚在所述第一侧上位于所述第一接触管脚和所述第二接触管脚之间，并且其中所述第一

接触管脚和所述第二接触管脚朝向所述第二侧延伸，并且所述第三接触管脚、所述第四接

触管脚以及所述第五接触管脚朝向所述第三侧延伸；

其中，所述LED设置为朝向所述第二侧发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表面与所述底板正交，使得

所述封装能够安装至一表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包括多个结合垫，以便于所

述LED与所述多个接触管脚之间的电连接，其中，相邻的结合垫具有逐渐变细的形状，使得

第一结合垫的最宽部分邻近第二结合垫的最窄部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LED发出不同波长的光，所述

发光装置能够发出所述不同波长的光的组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发出所述不同波长的白

光组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LED包括三种LED。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形成三色像素。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LED包括发红光、发绿光和发

蓝光的LED。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不同波长包括红色、绿色和蓝色

波长。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不同波长的光包括蓝色和黄色

波长的光。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发出具有范围在2700K

至10000K的CCT的光。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发出至少4500K至

8000K的CCT的光。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进一步包括光漫射体。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进一步包括具有光漫

射体的密封剂，所述光漫射体使通过所述密封剂的光物理地散射。

15.一种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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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包括底板和与所述底板正交的外表面，所述外表面至少包括倾斜部分和平坦部

分，所述倾斜部分和所述平坦部分是一体的并且彼此对准；

多个LED，安装在所述底板上；

多个接触管脚，与所述多个LED电接触，所述多个接触管脚从所述封装的第一侧伸出；

以及

第二侧，与所述第一侧正交并且与第三侧相对，其中，所述多个接触管脚中的至少第一

接触管脚和第二接触管脚相比于所述第三侧更接近所述第二侧并且限制在所述第一侧，并

且所述多个接触管脚中的至少第三接触管脚、第四接触管脚以及第五接触管脚相比于所述

第二侧更接近所述第三侧，其中所述第三接触管脚、所述第四接触管脚以及所述第五接触

管脚在所述第一侧上位于所述第一接触管脚和所述第二接触管脚之间，并且所述LED设置

成朝向所述第二侧发光，并且其中所述第一接触管脚和所述第二接触管脚朝向所述第二侧

延伸，并且所述第三接触管脚、所述第四接触管脚以及所述第五接触管脚朝向所述第三侧

延伸；

其中，所述底板包括多个结合垫，以便于所述LED与所述多个接触管脚之间的电连接，

其中，相邻的结合垫具有逐渐变细的形状，使得第一结合垫的最宽部分邻近第二结合垫的

最窄部分。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接触管脚包括安装表面，

使得所述封装能够安装至一表面，其中，所述接触管脚中的至少一个在与剩余的接触管脚

相反的方向上定向，并且其中，所述LED设置为在平行于所述安装表面的方向上发光。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表面与所述底板正交。

18.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LED发出不同波长的光，所

述发光装置能够发出所述不同波长的光的组合。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发出所述不同波长的

白光组合。

20.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LED包括三种LED。

21.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形成三色像素。

22.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LED包括发红光、发绿光和

发蓝光的LED。

23.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不同波长包括红色、绿色和蓝

色波长。

24.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不同波长的光包括蓝色和黄色

波长的光。

25.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发出具有范围在

2700K至10000K的CCT的光。

2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发出至少4500K至

8000K的CCT的光。

27.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进一步包括光漫射

体。

28.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进一步包括具有光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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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体的密封剂，所述光漫射体使通过所述密封剂的光物理地散射。

29.一种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发光二极管和平面显示元件的组合，所述组合包

括：

平面的显示元件；以及

发光装置，定位在所述显示元件的周边上，所述发光装置包括：

侧面定向的封装，包括底板和与所述底板正交的外表面，所述外表面至少包括倾斜部

分和平坦部分，所述倾斜部分和所述平坦部分是一体的并且彼此对准；

多个LED，安装在所述底板上；

多个平面接触管脚，与所述多个LED电接触，所述多个接触管脚从所述封装的第一侧伸

出，其中，所述接触管脚包括安装表面；以及

第二侧，与所述第一侧正交并且与第三侧相对，其中，所述接触管脚中的至少第一接触

管脚相比于所述第三侧更接近所述第二侧并且从所述第一侧延伸到所述第二侧，并且所述

接触管脚的第二接触管脚沿着与所述接触管脚中的所述第一接触管脚不同的方向朝向所

述第三侧仅在所述第一侧上延伸；

其中，所述LED设置为朝向所述第三侧发光。

30.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表面与所述底板正交，使

得所述封装能够安装至一表面。

31.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包括多个结合垫，以便于

所述LED与所述多个接触管脚之间的电连接，其中，相邻的结合垫具有逐渐变细的形状，使

得第一结合垫的最宽部分邻近第二结合垫的最窄部分。

32.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LED发出不同波长的光，所

述发光装置能够发出所述不同波长的光的组合。

33.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发出所述不同波长的

白光组合。

34.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LED包括三种LED。

35.根据权利要求34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形成三色像素。

36.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LED包括发红光、发绿光和

发蓝光的LED。

37.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不同波长包括红色、绿色和蓝

色波长。

38.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不同波长的光包括蓝色和黄色

波长的光。

39.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发出具有范围在

2700K至10000K的CCT的光。

40.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发出至少4500K至

8000K的CCT的光。

41.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进一步包括光漫射

体。

42.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装置进一步包括具有光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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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体的密封剂，所述光漫射体使通过所述密封剂的光物理地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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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装置以及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发光装置以及显示装置，尤其涉及发光二极管（LED），特别是涉及在侧

视表面安装（side-view  surface  mount）应用中使用并产生白光的封装LED。

背景技术

[0002] 发光二极管的基本物理性质在本领域中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以下来源中予以解

释，所述来源包括但不限于Sze ,Physics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半导体装置物理

学），第二版(1981)以及Sze,Modern  Semiconductor  Device  Physics（现代半导体装置物

理学）(1998)。发光二极管的实际应用也是众所周知的，并在许多来源中予以有用的说明，

包括，LED  Lighting  Systems（LED照明系统）,NLPIP  Lighting  Answers（NLPIP照明解答），

第7卷，第3期，2003年5月,以及Schubert ,Light  Emitting  Diodes（发光二极管）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

[0003] 侧视表面安装发光二极管（也叫做“侧视者（side-looker，sidelooker）”）是以这

样的方式封装的LED，即，使得LED与电路板的平面或类似底座平行地发射其辐射束。进而，

可产生白光的侧视者二极管用于包含在相对小的装置（例如，手机、个人数字助理（PDA）、便

携式游戏装置和类似应用的彩色屏幕显示器）中。

[0004] 这些应用通常使用液晶显示器（LCD）、极化材料和滤色片来产生全色效果。因为示

例性液晶不会产生光，所以其通常与光源和其他显示元件一起使用，以便产生所需的可视

输出。由于许多原因（低成本、长使用寿命、可靠性），发光二极管在这种显示器中经常用作

光源。因此，产生白光的LED特别用于这种目的。

[0005] 在物理上尺寸小或低功率的显示应用（例如手机）中，一种设计沿着其它显示元件

的边缘或周边放置白色LED二极管。当将LED放在此位置中时，其提供基本上平行于显示器

而不是垂直于显示器的输出。因此，以相对于限定的平面（通常是电路板或显示元件）横向

地引导其输出的方式封装的二极管被称为侧视表面安装二极管或“侧视者”。

[0006] 通常，发光二极管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产生白光。在一种方法中，将互补色（例如，红

色、绿色和蓝色）的多个LED组合，以产生白光。在另一方法中，将在可见光谱的更高能量的

部分（即，蓝光、紫光或紫外光）中发光的发光二极管与在可见光谱的更低能量的范围中发

光的磷光体一起使用；例如，磷光体在由更高能量的光子激励时发出黄光。当适当地选择

时，由二极管发出的辐射与由磷光体发出的黄光辐射一起产生白光。

[0007] 在一些情况中，红-绿-蓝二极管方法可提供更真实的颜色的优点，但是，典型地需

要每个LED色彩的主动反馈和控制。可替换地，具有磷光体方法的单个二极管在物理结构和

电路方面稍微更简单，因为其仅需要一种（通常是蓝色）LED和一种或多种磷光体，典型地由

二极管芯片附近的密封剂承载。可减小输出的其他因素包括：磷光体的量和组分、其位置、

密封剂的组分和几何形状、以及封装的几何形状。

[0008] 改进制造技术并制造更可靠的装置是有利的。另外，增加制造简易性和安装效率

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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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

[0010] 在一个方面中，本公开包括一种发光装置，其包括侧面定向的封装，该封装包括底

板。该装置进一步包括安装在底板上的多个发光二极管（LED）。此外，该装置包括与该多个

LED电接触的多个接触管脚。该多个接触管脚从封装的一侧伸出，其中，接触管脚包括安装

表面，其中所述接触管脚中的至少一个在与剩余接触管脚相反的方向上定向。该装置的LED

设置为在平行于所述安装表面的方向上发光。

[0011] 进一步地，安装表面与底板正交，使得封装能够安装至一表面。

[0012] 进一步地，底板包括多个结合垫，以便于LED与多个接触管脚之间的电连接，其中，

相邻的结合垫具有逐渐变细的形状，使得第一结合垫的最宽部分邻近第二结合垫的最窄部

分。

[0013] 进一步地，封装进一步包括与底板正交的外表面，外表面至少包括倾斜部分和平

坦部分。

[0014] 进一步地，每个LED发出不同波长的光，发光装置能够发出不同波长的光的组合。

[0015]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发出不同波长的白光组合。

[0016] 进一步地，多个LED包括三种LED。

[0017]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形成三色像素。

[0018] 进一步地，多个LED包括发红光、发绿光和发蓝光的LED。

[0019] 进一步地，不同波长包括红色、绿色和蓝色波长。

[0020] 进一步地，不同波长的光包括蓝色和黄色波长的光。

[0021]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发出具有范围在2700K至10000K的CCT的光。

[0022]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发出至少4500K至8000K的CCT的光。

[0023]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进一步包括光漫射体。

[0024]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进一步包括具有光漫射体的密封剂，光漫射体使通过密封剂

的光物理地散射。

[0025] 在另一方面中，本公开包括一种发光装置，其包括具有底板的封装。该装置还包括

安装在底板上的多个发光二极管（LED）。该装置进一步包括与该多个LED电接触的多个接触

管脚。该底板包括多个结合垫（bond  pad，焊盘），以便于LED与该多个接触管脚之间的电连

接，其中，相邻的结合垫具有逐渐变细的形状，使得第一结合垫的最宽部分邻近第二结合垫

的最窄部分。

[0026] 进一步地，多个接触管脚从封装的一侧伸出，其中，接触管脚包括安装表面，使得

封装能够安装至一表面，其中，接触管脚中的至少一个在与剩余的接触管脚相反的方向上

定向，并且其中，LED设置为在平行于安装表面的方向上发光。

[0027] 进一步地，安装表面与底板正交。

[0028] 进一步地，封装进一步包括与底板正交的外表面，外表面至少包括倾斜部分和平

坦部分。

[0029] 进一步地，每个LED发出不同波长的光，发光装置能够发出不同波长的光的组合。

[0030]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发出不同波长的白光组合。

[0031] 进一步地，多个LED包括三种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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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形成三色像素。

[0033] 进一步地，多个LED包括发红光、发绿光和发蓝光的LED。

[0034] 进一步地，不同波长包括红色、绿色和蓝色波长。

[0035] 进一步地，不同波长的光包括蓝色和黄色波长的光。

[0036]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发出具有范围在2700K至10000K的CCT的光。

[0037]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发出至少4500K至8000K的CCT的光。

[0038]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进一步包括光漫射体。

[0039]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进一步包括具有光漫射体的密封剂，光漫射体使通过密封剂

的光物理地散射。

[0040] 在又一方面中，本公开包括一种显示装置，其包括发光二极管和平面显示元件的

组合，该组合包括基本上平面的显示元件和定位在显示元件的周边上的发光装置。发光装

置包括具有底板的侧面定向的封装、以及安装在底板上的多个发光二极管（LED）。该发光装

置还包括与该多个LED电接触的多个接触管脚，该多个接触管脚从封装的一侧伸出，其中，

接触管脚包括安装表面，其中所述接触管脚中的至少一个在与剩余接触管脚相反的方向上

定向；其中，LED设置为在平行于安装表面的方向上发光。

[0041] 进一步地，安装表面与底板正交，使得封装能够安装至一表面。

[0042] 进一步地，底板包括多个结合垫，以便于LED与多个接触管脚之间的电连接，其中，

相邻的结合垫具有逐渐变细的形状，使得第一结合垫的最宽部分邻近第二结合垫的最窄部

分。

[0043] 进一步地，封装进一步包括与底板正交的外表面，外表面至少包括倾斜部分和平

坦部分。

[0044] 进一步地，每个LED发出不同波长的光，发光装置能够发出不同波长的光的组合。

[0045]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发出不同波长的白光组合。

[0046] 进一步地，多个LED包括三种LED。

[0047]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形成三色像素。

[0048] 进一步地，多个LED包括发红光、发绿光和发蓝光的LED。

[0049] 进一步地，不同波长包括红色、绿色和蓝色波长。

[0050] 进一步地，不同波长的光包括蓝色和黄色波长的光。

[0051]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发出具有范围在2700K至10000K的CCT的光。

[0052]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发出至少4500K至8000K的CCT的光。

[0053]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进一步包括光漫射体。

[0054] 进一步地，发光装置进一步包括具有光漫射体的密封剂，光漫射体使通过密封剂

的光物理地散射。

[0055] 本发明改进了制造技术并制造更可靠的装置，另外增加了制造简易性和安装效

率。

[0056] 基于结合附图的以下详细描述，本发明及其实现方式的以上目的和其他目的与优

点将变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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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57] 图1是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方式的侧视表面安装装置的底视图。

[0058] 图2是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方式的侧视表面安装装置的顶视图。

[0059] 图3是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方式的侧视表面安装装置的后侧视图。

[0060] 图4是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方式的侧视表面安装装置的前侧视图。

[0061] 图5是现有技术的侧视表面安装装置的前侧视图，其中突显出结合垫区域。

[0062] 图6是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方式的侧视表面安装装置的前侧视图，其中

突显出结合垫区域。

[0063] 图7是现有技术的侧视表面安装装置的前侧视图，其中突显出顶部边缘区域。

[0064] 图8是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方式的侧视表面安装装置的前侧视图，其中

突显出顶部边缘区域。

[0065] 图9是包含了根据本发明的侧视表面安装装置的使用的显示元件的示意性透视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6] 图1至4示出了相对于本公开的示例性侧视表面安装装置结构。在其最宽泛的语境

中，本发明是这样的发光二极管，其包括封装支撑部、以及位于该封装支撑部上的至少一个

半导体芯片。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封装支撑部可能是反射性的（或者，可包括反射元件），

以增强光输出。反射封装可由白树脂形成，例如，聚邻苯二甲酰胺（例如，来自于美国，佐治

亚州，阿尔法利塔，Solvay  Advanced  Polymers,L.L.C.的AMODEL），或耐热聚酰胺树脂（例

如，日本，东京，Kuraray  Co.,Ltd的GENESTAR）。在用于芯片的接触材料比封装材料具有更

高的反射性的实施方式中，增加触点相对于封装底板140的面积可增加所产生的装置的亮

度。在接触材料比封装具有更小的反射性的实施方式中，减小触点相对于封装所覆盖的面

积以增加整体反射率可能是有利的。

[0067] 芯片包括：在光谱的可见光或UV部分中发光的有源区域（层，p-n结）、与封装上的

芯片电连通的金属触点、覆盖封装中的芯片的密封剂，并且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在密封剂

中包括磷光体，其可在比由芯片发出的更长波长（更低能量）的可见光谱中响应于由芯片发

出的波长而发出辐射。芯片在侧视方向上定向，并且由多个芯片或一个芯片发出的波长与

由磷光体发出的波长的组合在色度图上的适当边界内发出白光。

[0068] 在这里，参考某些实施方式描述本发明，但是应理解，本发明可以许多不同的形式

实现，并且不应将其解释为限制于这里阐述的实施方式。特别地，下面相对于某些侧视表面

安装装置来描述本发明，但是应理解，该装置可适合于其他使用。除了这里描述的那些实例

之外，该装置和系统还可与许多不同的封装、系统和应用一起使用，其中许多是基于LED的。

[0069] 应理解，当一个元件被称为位于另一元件“上”时，其可直接位于该另一元件上，或

者也可存在插入元件。此外，这里可用关系术语（例如，“内部”、“外部”、“上部”、“上方”、“下

部”、“之下”和“下方”以及相似的术语）来描述一个元件与另一元件的关系。应理解，这些术

语旨在包含除了图中所示的方向之外的装置的不同方向。

[0070] 虽然这里可能用顺序术语第一、第二等来描述各种元件、部件、区域和/或部分，但

是这些元件、部件、区域和/或部分不应限于这些术语。这些术语仅用来将一个元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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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或部分与另一元件、部件、区域或部分区分开。因此，在不背离本发明的教导的前提下，

以下讨论的第一元件、部件、区域或部分可叫做第二元件、部件、区域或部分。

[0071] 如这里使用的，术语“光源”、“芯片”或“发射器”可用来表示单个光发射器或用作

单个光源的多于一个的光发射器。例如，可用该术语来描述单个蓝色LED，或可用该术语来

描述附近的作为单个光源发光的红色LED和绿色LED。因此，除非以其它方式明确说明，否则

不应将术语“光源”、“芯片”或“发射器”解释为是表示单元件结构或多元件结构的限制。

[0072] 在这里参考横截面图示（其是示意图）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同样地，元件的

实际厚度可以是不同的，并且，例如，由于制造技术和/或公差的结果，预期会有与图示的形

状不同的变型。因此，图中所示的元件本质上是示意性的，并且，其形状并非旨在示出装置

的区域的精确形状，也并非旨在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73] 图1至4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侧视表面安装装置的底视图、顶视图和侧视图。将把

这些图理解为本质上是示意性的，因此为了清楚起见而示出形状和尺寸，而不是作为对特

定装置的精确图示。

[0074] 传统的侧视表面安装装置通常包括从该装置的壳体伸出的多个接触管脚。这些管

脚通常附接至安装表面，并且通过这些管脚提供通向其内部的发射器的电流。通常，这些管

脚均设置在装置的一侧上并且在一个方向上定向。这可使得难以接触所有管脚，并提供不

平衡的装置，减小了安装可靠性。一些装置可包括多个管脚，这些管脚是细长的并且围绕转

角部弯曲，以在装置的其他侧上提供附加的接入（aceess，访问，接触）区域。然而，由于这些

细长且弯曲的部分可能折断（这不是希望出现的），所以这些管脚具有更低的可靠性。

[0075] 图1示出了装置100的底视图。装置100包括封装102，该封装进而包括从底表面伸

出的多个接触管脚106。这些接触管脚106设置成使得其沿着封装102的可接触安装表面的

底表面。在此结构中，示出了6个接触管脚106，提供了与3个光发射器110的连接。然而，可使

用任何数量的接触管脚，以便与装置内的任何数量的光发射器连接并对其供电。接触管脚

106中的一子集（subset，一些）在底表面上沿与剩余的接触管脚106相反的方向伸出。此结

构与传统结构不同，在传统结构中所有管脚被定向在相同方向上。本结构或其变型至少提

供这样的优点：更平衡的封装、提供更简单且更可靠的安装，同时仍使用可从底表面或安装

表面接入的接触管脚。使管脚在相同表面的相反方向上伸出，可提供平衡特性。另外，如果

所有管脚都位于装置的一侧上，那么组件PCB布局难以设计。此外，这些管脚设置在其可从

那里接入的表面上且在不同方向上定向，从而与在封装侧面周围弯曲的管脚不同（这些管

脚由于断裂而不太可靠）。

[0076] 图2是在底部上具有接触管脚106的装置100的顶视图。如图示出的，封装102具有

可用密封剂112填充的腔体。图4所示的腔体可包括底板140，该底板可容纳一个或多个光发

射器110的安装。光发射器110将具有与接触管脚106的电连接。如果希望的话，此腔体可包

括反射表面。

[0077] 另外，腔体可由透镜覆盖、由密封剂填充、或保持原样。在一些结构中，密封剂可包

括散射材料、漫射体、或光转换材料。密封剂部分地或完全地填充封装102中的凹陷或腔体，

并可相对于封装的其它几何形状形成弯月面。另外，密封剂可包括改进光提取（light 

extraction）的特征。一些光提取改进特征可包括表面纹饰、粗糙化、或成型；然而，也可使

用任何光提取改进特征。可在密封剂中包括漫射体，以增强光输出。如这里使用的，漫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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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任何帮助在密封剂内更有效地散射光并由此增强总输出的颗粒或表面特征。典型地，漫

射体是陶瓷，并可相对于芯片、封装几何形状和磷光体来选择或设计。

[0078] 例如，用作漫射体的二氧化硅颗粒提供这样的折射率，即，其值接近于通常的密封

剂，并由此用作“更弱的”漫射体。这导致低损耗。SiO2也是容易且可广泛获得的。可将碳化

硅（SiC）用作漫射体，其也具有相对低的损耗，但是，其高折射率使得其成为强漫射体，这在

一些情况中是有利的。然而，与二氧化硅相比，碳化硅通常更难以以小颗粒尺寸起作用。例

如二氧化钛（TiO2）的其他陶瓷是容易获得的，因而如果需要，也可包含这种陶瓷。除了陶瓷

之外，或者除了将这些分散在密封剂中之外，实际上可将漫射体预先形成为单独的块，然后

将其定位在所希望的地方。

[0079] 用覆盖封装102中的芯片110的基本上透明的密封剂填充图2的腔体。虽然在图1中

未示出密封剂，但是，如果示意性地描述，其将部分地或完全地填充封装102中的凹槽或腔

体，所述凹槽或腔体由腔体的斜壁和底板140限定。

[008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密封剂可包括磷光体。磷光体将在可见光谱中发出辐射，且具

有比由光发射器发出的辐射更低的能量，并且响应于由光发射器发出的波长而发出辐射。

[0081] 图3示出了装置100的后侧视图。此视图示出了接触管脚106和从封装102伸出的栅

极108。图4示出了装置100的前侧视图，使得我们可在腔体的底板140处看到封装102中的腔

体中。封装102包括四个向下倾斜的（或者在一些情况中，垂直的）壁部，所述壁部限定包括

底板140的凹槽或腔体。一个或多个半导体芯片110位于底板140上，并由此位于封装102上。

虽然将芯片110示意性地示出为矩形110，但是将理解，其包括有源区域，典型地包括多个外

延层和p-n结，所述有源区域在光谱的可见光或紫外光部分中发光。芯片可以倒装晶片结构

安装，或者可具有与结合垫114连接的一个或多个引线结合部。典型地，芯片110的导电部分

与结合垫114中的一个电接触，而引线结合部将芯片110与另一结合垫114连接，如用中心芯

片110示出的。在其他结构中，例如最左侧的芯片，可使用两个引线结合部来与两个结合垫

114连接。而且，虽然将结合垫示意性地示出为具有特定形状，但是将理解，可使结合垫的部

分具有不同的形状，以适应适当的电路板互补装置，从而可将结合垫根据需要成型。然而，

结合垫114的位于结合垫之间的逐渐变细的部分是将在下面更详细地讨论的特征。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结合垫114可以是金属引线框元件。

[0082] 在各种实施方式中，可在该装置内使用多种发射器或芯片。在一些结构中，发射器

可包括RGB发射器。其他结构可包括红色和绿色发射器，红色发射器，蓝色发射器，绿色发射

器，或白色发射器。在又一些结构中，可使用其他数量和类型的组合的发射器。在使用发白

光的光发射器（而不是各种颜色的发射器）的实施方式中，半导体芯片由宽带隙半导体材料

（例如，碳化硅（SiC）或III族氮化物）形成。实例包括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Cree,Inc.

的芯片，Cree,Inc.是本申请的受让人。请参见Cree的产品[网上]http://www.cree.com/

productslindex.htm（2006年4月）。由于这些芯片的宽带隙的能力，这些芯片趋向于在可见

光谱的蓝色部分中发光。因此，在光谱的黄色部分中发光的磷光体是与发蓝光的二极管芯

片互补的理想物。示例性芯片可在短至380nm的波长中（即，以UV）发光，并可包括在3伏（V）

或更小的正向电压下（在20毫安（mA）的电流下）操作的芯片。该芯片可包括被粗糙化的或透

镜状的表面或衬底，以增强光提取。

[0083] 磷光体的组合可与发蓝光或发UV的芯片一起使用，以产生白光；所述组合例如，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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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和黄色、蓝色和绿色和红色、以及蓝色和绿色和黄色和红色。使用三种或更多种颜色可提

供选择特殊白光点和更好的显色性的可能。还可期望的是，具有多于一个的发射峰值的LED

在激励一个或多个磷光体时将是有用的，以产生白光。

[0084] 如这里使用的，通常在本领域中，用术语“白色”来描述产生两种或更多种发射的

装置的输出，当所述两种或更多种发射组合时，对于人眼来说看起来像是白色的阴影。特别

地，照明装置有时按其“相关色温”（CCT）分类，其将特定装置的颜色与加热至特定温度的参

考光源进行比较。根据本发明的装置具有至少4500K至8000K的CCT，在一些情况中，具有

2700K至10000K的CCT。

[0085] 在典型实施方式中，密封剂由一种或多种组分形成，所述组分被选择成用于其物

理、光学和化学性质。用于密封剂的典型组分包括硅树脂、环氧树脂、弹性体、某些凝胶、热

塑性树脂、以及丙烯酸树脂。通常，密封剂在相关频率内应是透明的，并且应阻止与芯片、封

装、磷光体或漫射体中的材料的化学反应，或对于所述化学反应来说是惰性的。在可能的程

度上，密封剂应阻止光化学反应，并应提供所需的环境保护和必要的物理强度。这些特殊因

素中的每一个在特定情况中都可能是更重要的，因此，最佳选择可能根据特定应用而改变。

[0086] 典型地，密封剂的折射率（IR）的范围应在大约1.4和大约1.6之间。密封剂的特征

可进一步在于那些在此范围内具有稍微更高（1.5-1.6）或稍微更低（1.4-1.5）的折射率的

密封剂。高折射率密封剂具有优点，但是可能不像更低折射率的材料那样好地发射。另外，

1.4-1.5的折射率范围内的材料趋向于可更广泛地获得。

[008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密封剂具有负弯月面。可为了各种目的而选择弯月面的深度

（该深度被定义为封装壁和弯月面之间的距离），典型地，所述深度的范围从0（平弯月面）到

500微米。介于大约320微米和280微米之间的弯月面深度提供更窄的视角（90°-110°）和更

高的颜色均匀性。大约260微米之间的深度在更宽的视角（110°-120°）下提供颜色均匀性。

[0088] 如果希望的话，密封剂可形成圆顶（透镜）。在典型实施方式中，圆顶可在封装102

的顶部上方具有大约60微米和400微米之间的高度。根据弯月面44或圆顶60的尺寸和形状，

可产生接近朗伯的远场图案。某些形状可帮助使光提取最大化，但是，这样做可能会以一些

颜色均匀性为代价（即，折衷）。然而，如果希望的话，可调节磷光体和漫射体的位置，以获得

所需结果。

[0089] 如在背景技术中进一步提到的，封装可包含三个芯片，以形成产生白光的三色像

素。三色像素提供这样的优点：不需要滤色器也不需要磷光体来产生白光。然而，这种像素

将需要附加的导线和电路。

[0090] 这些示意图趋向于示出以相对于封装的几何形状对准的方式的芯片；例如，图4所

示的方向。然而，可使芯片不同地定向（典型地，在平面中旋转或交错），以更有效地提取光。

这种方向可通过特别避免使矩形芯片的长轴与矩形封装的长轴匹配来改进颜色均匀性。

[0091] 图5是描述了现有技术侧视装置的侧视图。图5中突显出的区域520示出了2个矩形

形状的结合垫514。装置500内的区域是有限的，并且因此希望有效地组织结合垫和其他部

件。所示传统的结合垫514具有矩形形状，并且并排地布置。因此，其仅可根据每个结合垫的

宽度而容纳引线结合球，所述引线结合球的尺寸小于结合垫的可用面积的空间的一半。在

装置内使用正方形或矩形结合垫可限制或减小可使用的引线结合球的尺寸和材料。

[0092] 图6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侧视表面安装装置的前侧视图。突显出的区域120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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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方面的逐渐变细的结合垫114。这些结合垫114设置在与图5突显出的

区域520中的那些区域相似的区域中。然而，这些结合垫114具有逐渐变细的形状，使得一个

结合垫114的较窄部分邻近第二结合垫114的较宽部分。尽管结合垫114通常占据与图5突显

出的区域520中所示的那些区域相同的区域，但是此逐渐变细的形状允许在每个结合垫114

上使用更大的引线结合球。这允许使用更大的引线结合球，并允许在引线结合球结合中使

用更多种材料，因为减小或消除了尺寸限制。

[0093] 尽管未在图中特别示出为单独的元件，但是，那些熟悉二极管的人将认识到，可将

芯片110以一些方式固定至底板140。在一些情况中，使芯片与诸如银环氧树脂或低共溶合

金的材料导电地附接。其他导电附接包括导电带和导电热塑性材料（即，分散有第二组分以

产生导电路径的塑料）。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这种导电粘合剂是必需的或有利的，但是可能

造成光损耗的附加可能性。例如，银环氧树脂趋向于在使用中是不透明的。因此，其在使用

中的导电优点将与可能的光损耗保持平衡。

[0094] 对于在芯片与封装之间不需要直接导电连接的设计，可用非导电材料执行连接。

这些可包括与密封剂相同的（或相关的）材料、或胶带（关于这一点，多个手机元件被典型地

附接）、或之前被称为包括热塑性塑料、环氧树脂、硅树脂和丙烯酸树脂的树脂中的一种。

[0095] 图7是描述了现有技术侧视装置的前侧视图。图7突显出的区域630示出了具有平

坦边缘635的矩形形状的装置。此平坦表面或边缘635在引线框制造和模制中造成困难。无

法从塑料PPA模制工具中释放（release脱模）得到完全平坦的表面，并且必须使用模制释放

剂（mold  releasing  agent，脱模剂）。然而，脱模剂可能污染封装。用完全倾斜的边缘代替

脱模剂也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将难以与真空处理一起工作。

[0096] 图8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侧视表面安装装置的前侧视图。突显出的区域130示出

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方面的装置的一个边缘。如所示出的，此边缘包括两个倾斜部分132和

平坦部分134。将倾斜部分和平坦部分组合允许在不使用脱模剂的情况下而从模具释放装

置，同时仍具有可用于真空处理的平坦部分。这与图7突显出的区域630中的那些不同，区域

630包括仅具有平坦部分的一侧。这些结构（诸如所示出的结构）允许使用模制工具、真空处

理，并可能减小制造限制和低效。

[0097] 图9是根据本发明的装置在显示元件的环境中的示意性透视图。显示元件主要用

74表示，并且基本上是平面的。如前所述，显示元件74的最终用途可落在许多应用内，其中

手机、个人数字助理和便携式游戏装置是目前广为认可的种类。这些应用均包含许多设计

和功能元件，为了清楚起见，这些设计和功能元件未在图9中呈现。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对这些显示元件很了解，然而，由此可将本发明包含于这种应用中，而不需要进行过度的实

验。

[0098] 图9由此示出了定位在显示元件74的周边77上的两个装置75和76，并用箭头80示

出了该装置在平行于显示元件74的平面的主要方向上引导光。显示元件74还可包括所示意

性地示出的附加元件，例如，液晶显示器81、一个或多个滤色器82、以及可能的极化薄膜83。

[0099] 虽然已经参考其某些优选结构详细描述了本发明，但是其他变型也是可能的。本

发明的实施方式可包括各幅图中所示的兼容特征的任何组合，并且，不应将这些实施方式

限制于那些清楚示出和讨论的内容。因此，本发明的实质和范围不应限制于上述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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