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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科及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方法 利用分隔拙板 ( 12 27,38)將友光二板管的友光面勻焊域匡(13,39)分隔，伙而

在涂布英光粉的工芝步驟中仗將英光粉涂布于友光表面。所迷方法可以匝用于倒裝片拮枸或垂盲拮枸的友光二板管

器件 。可以百接制造白光友光二板管器件而不需要在封裝制程中再采用茨光粉的封裝工芝 伙而筒化了白光友光二

板管器件的制造工乞。



一神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一神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方法，尤其涉及一神采用分隔措板將友光面勻

例如焊哉匡域的其他匡域分隔伙而仗將茨光粉涂布在友光面的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方

法。

背景技木

岌光二板管 LED 是用半旱休材料制作的正向偏置的 PN 結二板管。其友光帆理是舀

在 PN 結丙端注入正向屯流肘，注入的非乎衡裁流子 冉子一空穴肘 在折散迂程中夏合

友光，迭神友射迂程主要肘匝光的自友友射迂程 。制作半早休友光二板管的材料是重摻朵

的，熱乎衡狀恣下的 匠有很多迂移率很高的屯子，P 匡有較多的迂移率較低的空穴。 由

于 PN 錯阻措尾的限制，在常悉下，二者不能友生 自然夏合。而舀拾 PN 結加以正向咄庄肘，

洶因早帶中的屯子則可逃迂 PN 拮的勢皇迸入 凶一側。于是在 PN 結附近稍偏于 P 匡一

迪的地方，她于高能恣的屯子勻空穴相遇肘，便芒生友光夏合。迭神友光夏合所友出的光

厲于自岌輻射。

一般而言，估統的友光二板管 LE 的制造方法是在村底上外延生弋包括 n 型半早

休材料尾、友光尾和 p 型半早休材料尾的尾疊拮枸。隨看友光二板管友射的光的波弋不同，

友光二板管所采用的材料和結枸也不同。例如，肘于友射瞌光和綠光二板管，通常采用盔

宅石作力村底，而采用氮化嫁綑外延結枸作力尾疊結枸。由于盔完石村底力鉑緣村底，所

以友光二板管的明板和阻板均投置在正面。例如，如囤 1 所示，在盔宇石村底 6 上依吹形

成了 n 型氮化嫁尾 5、友光尾 4 、p 型氮化嫁尾 3、透明啦板 2 。 阻板 1 和明板 7 分別形成

于透明屯板 2 和 n 型氮化嫁尾 5 。由于盔宅石村底 6 的散熱性較差，且友光居勻早熱結

枸的距萬大，所以估統的友光二板管只能制造力小面秧和低功率，例如 0．3 咖 . 3 m

的尺寸和 2 m 的使用屯流。

由于肘于友光二板管的友光效率和亮度的要求的不斷提高，倒裝片的友光二板管器件

逐漸取代了上迷的侍統癸型的友光二板管器件，以作力大功率友光二板管器件。如圈 2 所

示，倒裝片忑片 8 的背面作力友光面，井且忑片 8 正面的屯板勻作力早熱結枸的佳基板 9

的熱沉匡貼合。因此倒裝片 8 和基板 9 的熱沉匡接近，散熱效果增加。因此，器件的面秧

可以被增加到 m X mm，使用咄流也可以迭到 300 或 50 ，而功率迭到 1

大功率友光二板管器件主要用于白光照明。而白光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工芝通常需

彿臥本



要封裝茨光粉的封裝工芝 。但是在白光友光二板管的封裝工芝泣程中，茨光粉的涂布雅于

控制，早致白光顏色不均的現象，影晌了友射的白光的色溫和顏色坐枋 伙而早致 良率降

低 。 上迷 何題肘于大功率的白光炭光二板管器件尤力明昱。

友明內容

根据本友明，提供了一神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方法，其利用分隔措板將友光二板管

的友光面勻例如焊我匡的其他匡域分隔，伙而在涂布英光粉的工芝步驟中仗將英光粉涂布

于友光表面，使得可以省略封裝制程中的英光粉封裝工乞。

仇迭地，所迷友光二板管器件力高功率白光友光二板管器件。

仇迸地，本友明可以匝用于倒裝片結枸或垂直結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

根据本友明，提供了一神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方法，所迷友光二板管器件力倒裝片

結枸，所迷方法包括 將至少一介倒裝的茁片貼合在基板的正面上，將分隔措板投置于焊

錢匡上，使得焊絨匡勻作力友光面的茁片的透明基板的背面分隔升，所迷焊我凶投置于基

板的正面上井位于茁片的周迪 將含有茨光粉的漿料通迂涂布方法直接除布在友光面上

通迂加熱蒸友含有笑光粉的漿料中的溶荊而使得芙光粉固化 移除分隔措板 以及分割基

板 以形成草狙的倒裝片結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

根掘本岌明，迂提供了一神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方法，所迷友光二板管器件力垂百

結枸，所迷方法包括 將至少一介垂直鈷枸的志片拮枸貼附在基板的正面上，咳心片結枸

包括依吹投置的 n 側屯板、n 型半早休尾、友光居、p 型半早休尾和透明屯板侯，咳透明

咀板侯作力咳茁片結枸的友光面，焊錢匠投置于部分的透明屯板尾上 將分隔措板役置于

焊我匹上，將焊哉匡勻作力咳茁片結枸的暴露的透明屯板尾分隔升 將含有笑光粉的漿料

通迂涂布方法直接除布在透明屯板尾上 通迂加熱蒸岌含有英光粉的漿料中的溶荊而使得

芙光粉固化，伙而形成英光粉尾 移除分隔措板 以及切割基板 以形成卑狙的垂百鈷枸的

友光二板管器件。

根掘本友明，迂提供了一神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方法，所迷友光二板管器件力倒裝

片結枸，所迷方法包括 將至少一介倒裝的茁片拮枸通迂金厲接合尾貼合在基板的正面上，

部分的咳金厲接合尾投置于核茁片拮枸的周迪部分下，使用分隔措板，使得咳部分的金厲

接合尾勻形成于核茁片結枸的背面的 n 型半早休尾分隔升 將含有笑光粉的漿料通迂涂布

方法直接涂布在咳茁片結枸的 n 型半早休居上 通迂加熱蒸友含有英光粉的漿料中的溶荊

而使得芙光粉固化 移除分隔措板 以及切割基板以形成革狙的倒裝片結枸的友光二板管

器件。



伏迭地，上迷制造方法胚包括在英光粉居和倒裝或垂直結枸的茁片之同役置表面粗化

侯，伙而增加茨光粉尾在友光面上的粘接力。

根据本友明，可以直接制造白光友光二板管器件而不需要封裝制程中的英光粉封裝工

芝，伙而筒化了白光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工乞。

附圈悅明

圈 1 力估統的友射盔光和錄光的友光二板管的結枸示意團

團 2 力采用倒裝片結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的結枸示意團

團 3 力制造倒裝片結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工芝中所使用的分隔措板的平面示意團

團 4 力采用圈 3 所示的分隔措板制造倒裝片結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剖面示意團

團 5 力制造另一倒裝片拮枸的友光二板管的工乞中所使用的分隔拙板的乎面示意團

團 6 力采用囤 5 所示的分隔拙板制造的另一倒裝片結枸的友光二板管的剖面示意團

囤 7 力制造垂直拮枸的友光二板管的工乞中所使用的分隔拙板的平面示意圈 以及

圍 8 力采用團 7 所示的分隔揩板制造垂直結枸的友光二板管的剖面示意因。

具休安施方式

以下鈷合附圍和突施例肘本友明作迸一步的碗明。

根据本友明，利用分隔措板將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友光面勻例如焊絃因的其他匡域分

隔，伙而在涂布英光粉的工乞步驟中仗將英光粉涂布于友光表面，提高了茨光粉涂布的均

勻性，井可以省略封裝制程中的英光粉封裝工乞步驟 。本友明可以匝用于倒裝片結枸或垂

百鈷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

圈 3 昱示了制造倒裝片結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工芝中所使用的分隔措板的平面示

意團。 圍 4 力采用圍 3 所示的分隔措板制造倒裝片拮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剖面示意團。

團 4 所示，將至少一介具有由比如盔完石制成的透明基板 8 的志片結枸以倒裝片的形式

貼合在例如佳、氮化鋁、銅、氮化嫁或氧化辟等材料制成的基板 9 的正面上。咳透明基板

8 的背面上投置透明屯板尾 10 以作力咳忑片結枸的友光面。力了增加在后鍥的工芝中涂

布在上迷茁片結枸上的英光粉的粘接力，胚可以在透明屯板侯 10 上投置表面粗化尾 14

舀然根据需要，也可以不投置表面粗化尾 14 。焊錢匡 13 投置于咳忑片結枸的周迪。分隔

擋板 12 被投置于焊我匡 13 ，使得焊錢匡勻作力出光面的透明砲板尾 10 分隔升。 圈 3

昱示了舀基板 9 形成有多介倒裝片形式的茁片結枸肘所采用的分隔拙板的平面示意團。



分隔拙板的升口的大小勻茁片結枸的尺寸相匝。接看，將含有笑光粉的漿料通迂滴注、旋

涂等的涂布方法直接涂布在表面組化尾 14 。 通迫加熱蒸友含有英光粉的漿料中的溶荊

而使得英光粉固化，伙而形成英光粉尾 11。之后，移除分隔拙板 12。通迂上迷方法，可

以使得英光粉均勻地涂布井固化在咳茁片拮枸的友光表面上，伙而可以避免再在封裝制程

中采用英光粉的封裝工乞。隨后，將基板 9 切割以茨得卓狙的倒裝片結枸的友光二板管器

件。

團 5 昱示了制造另一倒裝片結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工芝中所使用的分隔措板的乎

面示意團。囤 6 力采用圍 5 所示的分隔措板制造的另一倒裝片鈷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剖

面示意團。如團 6 所示，將不具有透明基板的至少一茁片結枸通迂接合金屈尾 2 1 接合在

例如佳、氮化侶、銅、氮化嫁或氧化辟等材料制成的基板 20 的正面上。咳茁片結枸包括

投置勻接合金厲尾 2 1 相肘的反射金厲居 22 以及依吹投置的友光疊尾。所迷友光疊尾包括

例如 p 型氮化嫁的 p 型半早休 23、量子阱友光尾 24 和例如 n 型氮化嫁的 n 型半早休居 25

團 6 所示的志片拮枸勻團 4 所示的茁片拮枸的一介不同之她在于圈 6 的茁片鈷枸己鋒剝萬

了例如盔主石的透明基板。力了增加在后裝的工乞中涂布在上迷忑片結枸上的英光粉的粘

接力，胚可以在 n 型半早休居 25 上投置表面粗化屋 28 。舀然根据需要，也可以不役置表

面粗化尾 28 。分隔拙板 27 布置在投置于所迷岌光結枸周迪的接合金厲尾 2 1 上，使得咳

部分的接合金厲尾 2 1 勻作力岌光面的 n 型半旱休尾 25 分隔升。分隔措板 27 的升口的大

小弓 n 型半早休尾 25 的乎面尺寸相匝。接看，將含有笑光粉的漿料通迂滴注、旋涂等的

涂布方法直接涂布在表面粗化房 28 上。通迂加熱蒸友含有笑光粉的漿料中的溶荊而使得

芙光粉固化，伙而形成英光粉尾 26。之后，移除分隔拙板 27。隨后，將佳基板 20 切割以

孜得革狙的倒裝片拮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通迂上迷方法，可以使得茨光粉均勻地除布井

固化在茁片的友光表面上，伙而可以避免再在封裝制程中采用英光粉的封裝工芝。

圈 7 昱示了制造垂直結枸的岌光二板管的工芝中所使用的分隔措板的平面示意團。團

8 力采用團 7 所示的分隔拙板制造垂直拮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剖面示意圈。如圍 8 所示，

咳忑片結枸包括依吹役置在基板 32 上方的 n 側屯板 33、n 型半早伸尾 34 、友光居 4 1、p

型半早休尾 35 和透明屯板尾 36 。透明屯板尾 36 作力友光表面。 力了增加在后鏤的工芝

中涂布在上迷忑片結枸上的茨光粉的粘接力，迂可以在透明咀板尾 36 上役置表面粗化侯

40 。 舀然根掘需要，也可以不役置表面粗化尾 40。焊錢因 39 位于部分的表面粗化尾 40

上。圈 7 昱示了舀基板 32 上形成有多介垂直拮枸的茁片拮枸吋所采用的分隔措板 38 的乎

面示意圍，勻圈 3 和圈 5 所示的分隔措板 12 和 27 不同，團 7 所示的分隔揩板 38 汪具有

分隔焊錢匠 39 的部分 。分隔揩板 38 的升口的形狀和大小勻作力茁片鈷枸的友光面的形



狀和大小相匝。接看，將含有笑光粉的漿料通迂滴注、旋涂等的涂布方法直接涂布在友光

面上。通迂加熱蒸友含有笑光粉的漿料中的溶荊而使得英光粉固化，形成英光粉尾 37

之后，移除分隔措板 38 。通迂上迷方法，可以使得茨光粉均勻地涂布井固化在茁片的友

光表面上，爪而可以避免在封裝制程中再采用英光粉的封裝工芭。隨后，將基板 32 切割

以孜得卑狙的垂直結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

本友明也可以匝用于其他拮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尤其可以匝用于具有茨光粉居的大

功率白光二板管器件。

根掘本友明，利用分隔拙板將友光二板管的友光面勻焊我匡分隔，伙而在涂布茨光粉

的工芝步驟中仗將英光粉涂布于友光二板管的友光表面，提高了英光粉涂布的均勻性。肘

于白光友光二板管器件而吉，胚可以 由此控制白光的色溫勻顏色坐枋的均勻度 。因此可以

直接制造白光友光二板管器件而不需要在封裝制程中再采用英光粉的封裝工芝，伙而筒化

了白光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工乞。



杖 利 要 求

1、一神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方法，利用分隔措板將友光二板管忑片的友光面占焊

錢凶分隔，伙而在涂布英光粉的工乞步驟中仗將英光粉涂布于友光二板管志片的友光表

面。

2、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中所迷友光二板管器件力高功率白光岌光二板管

器件 。

3、根据杖利要求 1 或 2 所迷的方法，其申所迷友光二板管器件力倒裝片結枸或垂直

結枸。

4、一神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方法，所迷友光二板管器件力倒裝片結枸，所迷方法

包括

將至少一介倒裝的忑片拮枸帖合在基板 9 的正面上，咳忑片結枸包透明基板 8

和投置于透明基板 8 的背面上的透明屯板侯 10 ，咳透明屯板尾 10 力咳忑片

鈷枸的友光面，焊哉匠 13 投置于基板 9 的正面上井位于所迷至少一介忑片結枸的

周迪

將含有笑光粉的漿料通迂涂布方法直接涂布在透明屯板尾 10 上

通迂加熱蒸友含有英光粉的漿料中的溶荊而使得芙光粉固化，伙而形成芙光粉尾

11

移除分隔措板 12 以及

切割基板 9 以形成卑狙的倒裝片結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

5、根掘杖利要求 4 所迷的方法，所迷方法胚包括在所迷透明屯板尾 10 和茨光粉

尾 11 之何投置表面粗化尾 14

6、根据杖利要求 4 或 5 所迷的方法，其中所迷友光二板管器件力高功率白光友光二

板管器件。

7、一神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方法，所迷友光二板管器件力倒裝片結枸，所迷方法

包括

將至少一介倒裝的忑片鈷枸通迂投置于咳茁片結枸和基板 20 之同的金厲接合尾

2 1 貼合在基板 20 的正面上，咳茁片結枸包括投置勻接合金厲侯 2 1 相肘的反射

金厲尾 22 和作力友光面的 n 性半早休尾 25 ，且接合金厲尾 2 1 的一部分投置于

咳茁片結枸的周迪

分隔措板 27 布置在投置于所迷茁片結枸周迪的接合金厲侯 2 1 上，使得咳部分



的金厲接合尾 2 1 勻 n 型半早休侯 25 分隔升

將含有英光粉的漿料通迂涂布方法直接涂布在咳忑片拮枸的 n 型半早休尾 25 上

通迪加熱蒸友含有英光粉的漿料中的溶荊而使得英光粉固化，爪而形成英光粉侯

26

移除分隔措板 27 以及

切割基板 20 以形成革狼的倒裝片結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

8 、根掘杖利要求 7 所迷的方法，所迷方法胚包括在所迷 n 型半昱休侯 25 和茨光

粉尾 26 之同投置表面粗化尾 28 o

9、根据杖利要求 7 或 8 所迷的方法，其中所迷友光二板管器件力高功率白光友光二

板管器件 。

10、一神友光二板管器件的制造方法，所迷友光二板管器件力垂百結枸，所迷方法包

括

將至少一介垂直拮枸的志片結枸貼附在基板 32 正面上，咳忑片結枸包括依吹役置

的 n 側屯板 33 、n 型半早休尾 34 、友光尾 4 1 、p 型半早休尾 35 和透明屯

板尾 36 ，咳透明屯板尾 36 作力咳茁片鈷枸的友光面，焊錢匡 39 投置于部分的

透明屯板尾 36 上

將分隔措板 38 投置于焊錢匡 39 上，將焊錢匡 39 勻作力咳茁片鈷枸的暴露

的透明屯板尾 36 分隔升

將含有茨光粉的漿料通迂涂布方法直接涂布在透明屯板居 36

通迂加執蒸岌含有茨光粉的漿料中的溶荊而使得芙光粉 固化，爪而形成茨光粉侯

37

移除分隔措板 38 以及

切割基板 32 以形成革狙的垂直結枸的友光二板管器件。

1 1、根掘杖利要求 10 所迷的方法，所迷方法胚包括在所迷透明屯板侯 36 和英光

粉侯 37 之同投置表面粗化尾 40

12、根掘杖利要求 10 或 1 1 所迷的方法，其中所迷友光二板管器件力高功率白光友光

二板管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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