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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LED封装体及其制造方法，

其防止在对含有表面形成有包覆层的荧光体粒

子的密封树脂进行了切断或研磨时的、切断面或

研磨面中的荧光体粒子随时间劣化。LED封装体

的制造方法具有：在基板上贴装多个LED元件的

工序；将含有波长转换粒子的透明或透光性的第

1树脂填充至基板上，以密封多个LED元件的工

序，该波长转换粒子是在对来自LED元件的出射

光的波长进行转换的荧光体粒子的表面的至少

一部分上形成包覆层而构成的；进行第1树脂的

切断或研磨的工序；以及在通过切断而露出的第

1树脂的切断面或第1树脂中的进行了研磨的表

面形成不含波长转换粒子的基于第2树脂的保护

层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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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LED封装体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具有：

在基板上贴装多个LED元件的工序；

将含有波长转换粒子的透明或透光性的第1树脂填充至所述基板上，以密封所述多个

LED元件的工序，所述波长转换粒子是在对来自所述LED元件的出射光的波长进行转换的荧

光体粒子的表面的至少一部分上形成包覆层而构成的；

进行所述第1树脂的切断或研磨的工序；以及

在通过所述切断而露出的所述第1树脂的切断面或所述第1树脂中的进行了所述研磨

的表面形成不含所述波长转换粒子的基于第2树脂的保护层的工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进行所述切断或研磨的工序中，对所述第1树脂进行切断，

所述切断面为所述第1树脂的侧面，

在形成所述保护层的工序中，在所述第1树脂的侧面涂覆所述第2树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进行所述切断或研磨的工序中，对所述第1树脂进行切断，并且不切断所述基板而将

其保留，

所述切断面为所述第1树脂的侧面，

在形成所述保护层的工序中，在通过所述第1树脂的切断而形成的所述第1树脂的槽部

中填充所述第2树脂并使其固化，对固化后的所述第2树脂及所述基板的厚度方向的全部进

行切断，由此得到所述第1树脂的侧面被所述第2树脂包覆并且单片化了的LED封装体。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的任一项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进行所述切断或研磨的工序中，对所述第1树脂的上表面进行研磨，

在形成所述保护层的工序中，在所述第1树脂的上表面形成所述保护层。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的任一项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LED元件的每一个为射出蓝色光的蓝色LED元件，

所述荧光体粒子为吸收所述蓝色光的一部分而发出红色光的KSF荧光体。

6.一种LED封装体，其特征在于，具有：

基板；

LED元件，其被贴装在所述基板上；

透明或透光性的第1树脂，其含有波长转换粒子，被填充至所述基板上以密封所述LED

元件，所述波长转换粒子是在对来自所述LED元件的出射光的波长进行转换的荧光体粒子

的表面的至少一部分上形成包覆层而构成的；以及

基于第2树脂的保护层，其不含所述波长转换粒子，对所述第1树脂的表面进行包覆，

所述第1树脂的所述表面包含所述包覆层被切断的所述波长转换粒子的断裂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LED封装体，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2树脂含有散射材料。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LED封装体，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2树脂为透明或透光性的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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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封装体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LED封装体及其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已知基板上贴装有LED(发光二极管)元件并且通过含有荧光体的透光性的树脂密

封该LED元件而得的发光装置(LED封装体)。在这样的发光装置中，混合来自LED元件的光与

由来自LED元件的光激发荧光体而得的光，由此能够根据用途得到白色光等。

[0003] 在专利文献1中，记载有如下的发光二极管的制造方法：用透光性树脂包覆贴装有

多个LED元件的基板上的LED元件，在透光性树脂固化后除去LED元件的中间部分的透光性

树脂，并在由此而形成的槽部中填充光反射性树脂，在光反射性树脂固化后以将光反射性

树脂保留在LED元件的周围的方式切断基板来分离为各个发光二极管。

[0004] 在专利文献2中，记载有如下的面发光体单元：用混入了荧光体的密封用透光构件

密封发光元件而构成的多个面发光体形成在基板的表面部分上，在基板的表面上相邻的面

发光体间填充有散射用透光构件，多个面发光体及散射用透光构件的露出面被透光性膜所

涂覆。

[0005] 现有技术文献

[0006] 专利文献

[0007] 专利文献1：日本专利特开2002－368281号公报

[0008] 专利文献2：日本专利特开2015－026778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9] 荧光体当中，例如有为了防止由于热、湿度或紫外线等外在的原因而导致的劣化，

而在荧光体粒子的表面形成有包覆层的荧光体。在使LED元件的密封树脂含有这样的荧光

体粒子并且对该密封树脂进行切断或研磨来制造各个LED封装体的情况下，一部分的荧光

体粒子的包覆层由于该切断或研磨也会被切断，从而在密封树脂的切断面或研磨面中露出

荧光体粒子的断裂面。于是，会丧失包覆层的劣化防止的效果，因此在切断面中会发生荧光

体粒子的劣化，并且随着时间经过，密封树脂会部分地变色或者LED封装体的发光色会偏离

设计好的颜色。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LED封装体及其制造方法，防止在对含有表面形成有

包覆层的荧光体粒子的密封树脂进行了切断或研磨时的、切断面或研磨面中的荧光体粒子

的随时间劣化。

[0011] 提供一种LED封装体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具有：在基板上贴装多个LED元件的

工序；将含有波长转换粒子的第1透光性树脂填充至基板上，以密封多个LED元件的工序，该

波长转换粒子是在对来自LED元件的出射光的波长进行转换的荧光体粒子的表面的至少一

部分上形成包覆层而构成的；对第1透光性树脂进行切断的工序；以及在露出的切断面即第

1透光性树脂的侧面形成不含波长转换粒子的基于第2透光性树脂的保护层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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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是，在形成上述保护层的工序中，在切断工序中单片化了的LED封装体中的

第1透光性树脂的侧面涂覆第2透光性树脂。

[0013] 优选的是，在上述切断工序中，不切断基板而将其保留，在形成工序中，在通过切

断而形成的第1透光性树脂的槽部中填充第2透光性树脂并使其固化，对固化后的第2透光

性树脂及基板的厚度方向的全部进行切断，由此得到第1透光性树脂的侧面被第2透光性树

脂包覆并且单片化了的LED封装体。

[0014] 也可以是，在形成上述保护层的工序中，在第1透光性树脂的上表面形成保护层。

[0015] 另外，提供一种LED封装体，其特征在于，具有：基板；LED元件，其被贴装在基板上；

第1透光性树脂，其含有波长转换粒子，并被填充至基板上以密封LED元件，该波长转换粒子

是在对来自LED元件的出射光的波长进行转换的荧光体粒子的表面的至少一部分上形成包

覆层而构成的，第1透光性树脂的侧面为切断面，其切断面包含包覆层被切断的波长转换粒

子；以及基于第2透光性树脂的保护层，其不含波长转换粒子，对第1透光性树脂的切断面进

行包覆。

[0016] 另外，提供一种LED封装体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具有：在基板上贴装多个LED

元件的工序；将含有波长转换粒子的透明或透光性的第1树脂填充至基板上，以密封多个

LED元件的工序，该波长转换粒子是在对来自LED元件的出射光的波长进行转换的荧光体粒

子的表面的至少一部分上形成包覆层而构成的；进行第1树脂的切断或研磨的工序；以及在

通过切断而露出的第1树脂的切断面或第1树脂中的进行了研磨的表面形成不含波长转换

粒子的基于第2树脂的保护层的工序。

[0017] 优选的是，在进行切断或研磨的工序中，对第1树脂进行切断，切断面为第1树脂的

侧面，在形成保护层的工序中，在第1树脂的侧面涂覆第2树脂。

[0018] 优选的是，在进行切断或研磨的工序中，对第1树脂进行切断并且不切断基板而将

其保留，切断面为第1树脂的侧面，在形成保护层的工序中，在通过第1树脂的切断而形成的

第1树脂的槽部中填充第2树脂并使其固化，对固化后的第2树脂及基板的厚度方向的全部

进行切断，由此得到第1树脂的侧面被第2树脂包覆并且单片化了的LED封装体。

[0019] 也可以是，在进行切断或研磨的工序中，对第1树脂的上表面进行研磨，在形成保

护层的工序中，在第1树脂的上表面形成保护层。

[0020] 优选的是，多个LED元件的每一个为射出蓝色光的蓝色LED元件，荧光体粒子为吸

收蓝色光的一部分而发出红色光的KSF荧光体。

[0021] 另外，提供一种LED封装体，其特征在于，具有：基板；LED元件，其被贴装在基板上；

透明或透光性的第1树脂，其含有波长转换粒子，被填充至基板上以密封LED元件，该波长转

换粒子是在对来自LED元件的出射光的波长进行转换的荧光体粒子的表面的至少一部分上

形成包覆层而构成的；以及基于第2树脂的保护层，其不含波长转换粒子，对第1树脂的表面

进行包覆，第1树脂的表面包含包覆层被切断的波长转换粒子的断裂面。

[0022] 优选的是，第2树脂含有散射材料。

[0023] 优选的是，第2树脂为透明或透光性的树脂。

[0024] 根据上述LED封装体及其制造方法，能够防止对含有表面形成有包覆层的荧光体

粒子的密封树脂进行了切断或研磨时的、切断面或研磨面中的荧光体粒子的随时间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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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LED封装体1的立体图。

[0026] 图2的(A)～(C)是用于对LED封装体1的制造工序进行说明的图。

[0027] 图3是沿图1的III－III线的LED封装体1的截面图。

[0028] 图4是LED封装体2的立体图。

[0029] 图5的(C)～(E)是用于对LED封装体2的制造工序进行说明的图。

[0030] 图6是LED封装体3的截面图。

[0031] 图7是LED封装体4的截面图。

[0032] 图8是LED封装体5的截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一边参照附图，一边对LED封装体及其制造方法进行说明。但是，还望理解本

发明不限定于附图或以下所记载的实施方式。

[0034] 图1是LED封装体1的立体图。LED封装体1作为发光元件，是包含LED元件并利用荧

光体的波长转换来射出白色光等的发光装置，例如被用作各种照明用的LED光源。LED封装

体1具有贴装基板10、LED元件20、密封树脂30以及透明树脂膜40作为主要的构成要素。此

外，LED元件20的个数不限定于1个，LED封装体也可以是贴装基板10上贴装有多个LED元件

20的封装体。

[0035] 贴装基板10是具有用于将LED元件20连接至外部电源的未图示的2个连接电极，并

且在上表面贴装有LED元件20的基板。例如，贴装基板10可以是陶瓷基板，也可以是将耐热

性及散热性优良的铝或铜等金属基板与形成有LED元件20的配线图案及连接电极的绝缘性

的电路基板贴在一起而得的基板。或者，贴装基板10也可以是具有供LED元件20贴装并供密

封树脂30填充的凹部，并且设置有用于将LED元件20连接至外部电源的2个引线电极的LED

封装体的基体。

[0036] LED元件20例如是由射出从紫外区域到蓝色区域的波长的光的氮化镓基化合物半

导体等构成的元件。以下，以LED元件20为发出发光波段为450～460nm左右的蓝色光的蓝色

LED元件的情况进行说明，但LED元件20也可以是射出其他波长的光的元件。LED元件20通过

芯片键合而贴装在贴装基板10的上表面，LED元件20的正负电极通过2根键合线21(以下，简

称为线21)而电连接于贴装基板10上的连接电极。在LED封装体具有多个LED元件20的情况

下，LED元件20彼此也通过线21而电连接。

[0037] 密封树脂30为第1树脂(或第1透光性树脂)的一例，是透明的，或者具有透光性。透

光性表示并非完全透明但能半透明地透过光。密封树脂30含有对来自LED元件20的出射光

的波长进行转换的荧光体粒子(波长转换粒子)，被填充至贴装基板10上以一体地密封LED

元件20及线21。荧光体粒子可以均匀地分散在密封树脂30内，也能以在密封树脂30内越往

下方浓度越高的方式在贴装基板10的上表面附近沉降。密封树脂30例如由环氧树脂或硅树

脂等构成。

[0038] 密封树脂30所含有的荧光体可以是1种也可以是多种。例如，密封树脂30含有作为

黄色荧光体的YAG荧光体以及作为红色荧光体的KSF荧光体。其中，KSF荧光体(K2SiF6：Mn4+)

吸收LED元件20所射出的蓝色光的一部分，发出在610～650nm的波长区域中具有峰值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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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光。在该情况下，LED封装体1射出白色光，该白色光通过混合来自LED元件20的蓝色光与

由此激发黄色荧光体及红色荧光体而得的黄色光及红色光而得到。

[0039] 透明树脂膜40为基于第2树脂(或第2透光性树脂)的保护层的一例，不含荧光体粒

子，对密封树脂30的四周的侧面进行包覆。如后文所述，密封树脂30的侧面为制造LED封装

体1时形成的切断面，透明树脂膜40是涂覆在密封树脂30的切断面上的防湿涂层。此外，由

于密封树脂30的上表面(与贴装基板10相反一侧的表面)并非切断面，因此透明树脂膜40未

设置在密封树脂30的上表面。透明树脂膜40例如也由环氧树脂或硅树脂等构成。密封树脂

30与透明树脂膜40的材质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另外，优选的是，密封树脂30与透明树脂膜

40的透光率为80％以上，吸水率为1％以下。

[0040] 图2的(A)～图2的(C)是用于对LED封装体1的制造工序进行说明的图。在制造LED

封装体1时，首先，如图2的(A)所示，在贴装基板10的上表面通过芯片键合固定多个LED元件

20，各LED元件20的正负电极通过引线键合而被连接至贴装基板10上的连接电极(贴装工

序)。接着，如图2的(B)所示，含有上述荧光体的密封树脂30被填充至贴装基板10的上表面，

从而各LED元件20及其线21被一体地密封(密封工序)。此时，也可以在使密封树脂30保持在

未固化的状态下，例如花数小时使密封树脂30内的荧光体在贴装基板10及LED元件20的上

表面自然沉降后，再使密封树脂30固化。

[0041] 其后，如图2的(C)所示，沿切断线L纵横切断贴装基板10及密封树脂30，从而分割

多个LED元件20(切断工序)。在此基础上，针对每个单片化的LED封装体，通过例如喷涂或蒸

镀等方法，在露出的切断面即密封树脂30的侧面涂覆透明树脂膜40(保护层的形成工序)。

由此，完成图1所示的LED封装体1。

[0042] 图3是沿图1的III－III线的LED封装体1的截面图。在图3中，为了说明密封树脂30

的切断面的状态，夸张地图示了KSF荧光体的粒子，因此各要素的大小关系未必正确。由于

KSF荧光体为水溶性的，与YAG荧光体等相比耐湿性较低，因此如图3中放大所示，在KSF荧光

体的粒子61的表面形成有包覆层(防湿涂层)62。以下，为了方便，也将形成有包覆层62的荧

光体粒子61称为“波长转换粒子60”。

[0043] 若密封树脂30在制造LED封装体1时的切断工序中被切断，则如图3所示，在密封树

脂30的侧面会露出包覆层62被切断的波长转换粒子60的断裂面。由于KSF荧光体耐湿性较

低，且波长转换粒子60自身被像这样切断，从而会丧失包覆层62的效果。因此，若就那样放

置，则由于空气中的水分等会使包含在其切断面上的的KSF荧光体劣化，出射光的颜色变为

与设计好的颜色不同的颜色。特别是，在使荧光体粒子在密封树脂30内沉降的情况下，由于

荧光体粒子密集在贴装基板10的上表面附近且该部分被切断，因此会更显著地发生KSF荧

光体的劣化。

[0044] 然而，在LED封装体1中，在密封树脂30的切断面上涂覆有透明树脂膜40，由此即使

在切断工序中波长转换粒子60的断裂面露出，由于其断裂面被透明树脂膜40覆盖，因此也

不会接触外部空气。另外，由于密封树脂30的上表面并非切断面，因此波长转换粒子60的断

裂面不会露出。因此，在LED封装体1中，即使在使用容易随时间劣化的KSF荧光体的情况下，

也可防止荧光体的劣化，防止发光色的变色。另外，由于透明树脂膜40为透光率高的树脂，

因此即使附加了透明树脂膜40，LED封装体1的亮度也几乎不会降低。

[0045] 图4是LED封装体2的立体图。LED封装体2具有贴装基板10、LED元件20、密封树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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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透明树脂壁50作为主要的构成要素。LED封装体2除去LED封装体1的透明树脂膜40被替

换为透明树脂壁50这一点以外，具有与图1的LED封装体1相同的构成。

[0046] 透明树脂壁50为基于第2树脂(或第2透光性树脂)的保护层的一例，与透明树脂膜

40同样不含荧光体粒子，对密封树脂30的四周的侧面进行包覆。透明树脂壁50例如由与LED

封装体1的透明树脂膜40相同的树脂构成，但侧方的厚度比透明树脂膜40大，且与包围密封

树脂30的框架树脂相当。另外，透明树脂壁50也优选为透光率为80％以上，吸水率为1％以

下。

[0047] 图5的(C)～图5的(E)是用于对LED封装体2的制造工序进行说明的图。在制造LED

封装体2时，首先，在贴装基板10的上表面贴装多个LED元件20，通过含有上述荧光体的密封

树脂30密封各LED元件20及线21。与这些工序对应的图与关于LED封装体1的图2的(A)及图2

的(B)相同，因此这里省略图示。

[0048] 接着，如图5的(C)所示，例如，刮掉密封树脂30的厚度方向的全部而保留贴装基板

10，从而形成槽部31。在此基础上，如图5的(D)所示，通过在密封树脂30的槽部31中填充透

明树脂，并使该透明树脂固化，从而形成透明树脂壁50。进一步地，如图5的(E)所示，沿切断

线L切断透明树脂壁50及贴装基板10的厚度方向的全部，从而分割成多个LED元件20。由此，

完成图4所示的LED封装体2。

[0049] 在LED封装体2中，也与LED封装体1同样地，即使在使用容易随时间劣化的KSF荧光

体的情况下，也可防止荧光体的劣化，防止发光色的变色。另外，由于透明树脂壁50为透光

率高的树脂，因此LED封装体2也能从侧面射出光，从而确保较宽的指向性。

[0050] 不限定于单片化用的切断，在制造LED封装体时，如果有对密封树脂30进行切断的

工序或者对密封树脂30的表面进行研磨的工序，则通过在密封树脂30的切断面或研磨面形

成保护层，同样能够得到荧光体的劣化防止和发光色的变色防止的效果。

[0051] 图6是LED封装体3的截面图。在图6中，与图3同样地示出了LED封装体3的铅垂方向

的切断面。LED封装体3具有贴装基板10、LED元件20、密封树脂30以及透明树脂膜40'作为主

要的构成要素。LED封装体3在密封树脂30的上表面也设置了透明树脂膜40'，这一点与图1

的LED封装体1不同，在其他方面则具有与LED封装体1相同的构成。

[0052] 透明树脂膜40'为基于第2树脂(或第2透光性树脂)的保护层的一例，不含荧光体

粒子，对密封树脂30的四周的侧面及密封树脂30的上表面进行包覆。如LED封装体3那样，荧

光体的劣化防止用的保护层可以以不仅包覆密封树脂30的侧面，还包覆密封树脂30的整个

露出面的方式形成。例如，在制造LED封装体时对密封树脂30的上表面进行研磨的情况下，

由于研磨而产生的波长转换粒子60的断裂面会在密封树脂30的上表面露出，因此在密封树

脂30的上表面也形成透明树脂膜40'为佳。

[0053] 此外，厚度比透明树脂膜40大的LED封装体2的透明树脂壁50也能以包覆密封树脂

30的四周的侧面和密封树脂30的上表面的方式形成。

[0054] 图7是LED封装体4的截面图。在图7中，也与图3同样地示出了LED封装体4的铅垂方

向的切断面。LED封装体4在LED封装体1、3的透明树脂膜40，40'被替换为透明树脂膜40”这

一点上与图1、6的LED封装体1、3不同，在其他方面则具有与LED封装体1、3相同的构成。LED

封装体4的透明树脂膜40”为基于第2树脂(或第2透光性树脂)的保护层的一例，仅被设置在

密封树脂30的上表面。在制造LED封装体时，如果没有对密封树脂30的侧面进行切断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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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而有对密封树脂30的上表面进行研磨的工序，则也可以如LED封装体4那样，仅在波长转

换粒子60的断裂面会露出的密封树脂30的上表面形成透明树脂膜40”。

[0055] 图8是LED封装体5的截面图。在图8中，也与图3同样地示出了LED封装体5的铅垂方

向的切断面。LED封装体5在LED封装体4的贴装基板10被替换为引线框架10’这一点上与图7

的LED封装体4不同，在其他方面则具有与LED封装体4相同的构成。

[0056] 引线框架10’具有载置LED元件20的芯片焊盘11和与芯片焊盘11间隔开的端子部

12、13。在芯片焊盘11与端子部12之间、以及芯片焊盘11与端子部13之间分别填充有绝缘树

脂35。由此，芯片焊盘11与端子部12互相电绝缘，芯片焊盘11与端子部13也互相电绝缘。端

子部12、13的截面分别呈大致J字状弯曲，端子部12的端部形成有外部引线部14，端子部13

的端部形成有外部引线部15。LED元件20被载置于芯片焊盘11的载置面11a上，经由线21与

端子部12、13电连接。

[0057] 在制造LED封装体5时，虽然没有对密封树脂30的侧面进行切断的工序，但有时会

对密封树脂30的上表面进行研磨。因此，在波长转换粒子60的断裂面会露出的密封树脂30

的上表面形成有透明树脂膜40”。在对密封树脂30的侧面进行研磨的情况下，透明树脂膜同

样也可形成在其研磨面上而不限定于上表面上。

[0058] 透明树脂膜40、40'、40”以及透明树脂壁50不限定于完全透明的树脂膜，也可以是

具有透光性的半透明的树脂。特别是在LED封装体2中，在想让光射出到上方的情况下，可以

将透明树脂壁50替换为白色树脂壁。另外，特别是覆盖密封树脂30的上表面的透明树脂膜

40'、40”可以含有散射材料。只要使用散射材料，光就会在透明树脂膜内扩散，由此能够使

密封树脂30的整个上表面均匀地发光。

[0059] 此外，即使在使用KSF荧光体以外的荧光体的情况下，只要是该荧光体在粒子表面

形成劣化防止的包覆层并且在制造LED封装体时具有对密封树脂30进行切断或研磨的工

序，则通过与LED封装体1～5同样地形成透明树脂膜40、40'、40”或透明树脂壁50，就能得到

荧光体的劣化防止和发光色的变色防止的效果。

[0060] 另外，LED元件20的贴装方法不限定于引线键合，也可以是倒装芯片。另外，即使与

LED封装体1～5不同地、例如在LED元件20的上表面载置波长转换用的荧光体板的情况下，

只要该荧光体板的表面为切断面或研磨面，则通过同样在其表面形成透明树脂膜或透明树

脂壁，也能得到荧光体的劣化防止和发光色的变色防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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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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