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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片式元器件铜镍锡电镀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第一步前处理、第二步电镀铜、第三步电镀

镍、第四步电镀锡、第五步后处理；在前处理的时

候向使用了JY‑P001，其中JY‑P001  30‑60ml/L，

其中PH值3.0‑5.0，温度维持在40‑50℃；片式元

器件铜镍锡电镀工艺是通过优化电镀的工艺，优

化生产线，优化生产方法，良好的维护方式，从而

提高生产线的生产力、产品的品质、从而达到节

能的目的，可以兼容的大部分片式元器件，且批

生产的能力提高至少1倍以上，从而可以大幅度

压缩生产线，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采用本申请

的电镀工艺的品质稳定性强，以最低的成本，确

保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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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片式元器件铜镍锡电镀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前处理、第二步电镀铜、第三步电镀镍、第四步电镀锡、第五步后处理；

在前处理的时候，在前处理槽加入了JY-P001，其中JY-P001  30-60ml/L，其中PH值3.0-

5.0，温度维持在40-50℃；

第二步电镀铜的时候，向镀铜槽内加入焦磷酸铜、焦磷酸钾和JY-Cu001，其中焦磷酸

铜、焦磷酸钾和JY-Cu001的组分为：

焦磷酸铜40-70g/L、焦磷酸钾240-360g/L、JY-Cu001  0.2-0.4ml/L；

维持电镀池内的温度50-70℃，电镀池内的PH值8.2-8.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片式元器件铜镍锡电镀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三步电镀镍

的时候，向镀镍槽内加入硫酸镍、氯化镍、硼酸、JY-Ni003和JY-Ni004，其中硫酸镍、氯化镍、

硼酸、JY-Ni003和JY-Ni004的组分为：

硫酸镍300-360g/L、氯化镍40-60g/L、硼酸40-60g/L、JY-Ni003  5-50ml/L、JY-Ni004 

0.5-1.0ml/L、维持温度50-60℃、维持PH值3.8-4.8；

第四步电镀锡的时候，向镀锡槽内加入硫酸亚锡、JY-Sn005、JY-Sn006、JY-Sn007，其中

硫酸亚锡、JY-Sn005、JY-Sn006、JY-Sn007组分为：

硫酸亚锡25-30g/L、JY-Sn005  80-140g/L、JY-Sn006  150-250g/L、JY-Sn00715-45ml/

L，维持PH值4.0-4.5，温度20-30℃；

第五步后处理的时候，在后处理槽加入JY-BH001，其中JY-BH001的组分

JY-BH001浓度20-40ml/L、维持的温度35-4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片式元器件铜镍锡电镀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JY-

P001为粗化剂，所述的JY-Cu001焦铜添加剂，JY-Ni003镍走位剂，JY-Ni004镍补充剂，JY-

Sn005中性锡络合剂、JY-Sn006中性锡导电液、JY-Sn007中性锡走位剂，JY-BH001锡抗高温

保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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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片式元器件铜镍锡电镀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片式元器件电镀方法，具体涉及一种片式元器件铜镍锡电镀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时现代科技提高，电子产品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依赖与电

子产品；而随着人们对电子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作为电子产品重要组成部分的片式元器

件绝大部分都需要电镀加工；随着用户对品质要求的日益加深，传统的对片式元器件的电

镀加工缺点越来越明显，现有技术中的电镀方法存在镀层的厚度均匀度较差，膜厚不能得

到保证，无法承受高温的冲击，镀层表面易氧化，容易出现不上锡或焊锡不良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够提升电镀元器件的时候镀层厚

度均压，镀层不易氧化的一种片式元器件铜镍锡电镀方法。

[0004]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片式元器件铜镍锡电镀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第一步前处理、第二步电镀铜、第三步电镀镍、第四步电镀锡、第五步后处理；

[0006] 在前处理的时候向前处理槽加入JY-P001，其中JY-P001  30-60ml/L，其中  PH值

3.0-5.0，温度维持在40-50℃；

[0007] 第二步电镀铜的时候，向镀铜槽内加入焦磷酸铜、焦磷酸钾和JY-Cu001，其中焦磷

酸铜、焦磷酸钾和JY-Cu001的组分为：

[0008] 焦磷酸铜40-70g/L、焦磷酸钾240-360g/L、JY-Cu001  0.2-0.4ml/L  维持电镀池内

的温度50-70℃，PH值8.2-8.8；

[0009] 第三步电镀镍的时候，向镀镍槽内加入硫酸镍、氯化镍、硼酸、JY-Ni003  和JY-

Ni004，其中硫酸镍、氯化镍、硼酸、JY-Ni003和JY-Ni004的组分为：

[0010] 硫酸镍300-360g/L、氯化镍  40-60g/L、硼酸  40-60g/L、JY-Ni003  5-50ml/L、JY-

Ni004  0.5-1.0ml/L、维持温度  50-60℃、维持PH值  3.8  -4.8；

[0011] 第四步电镀锡的时候，向镀锡槽内加入硫酸亚锡、JY-Sn005、JY-Sn006、  JY-

Sn007，其中硫酸亚锡、JY-Sn005、JY-Sn006、JY-Sn007组分为：

[0012] 硫酸亚锡25-30g/L、JY-Sn005  80-140g/L、JY-Sn006  150-250g/L、JY-Sn007  15-

45ml/L，维持PH值  4.0-4.5，温度20-30℃；

[0013] 第五步后处理的时候，在后处理槽内加入JY-BH001，其中JY-BH001的组分

[0014] JY-BH001  浓度20-40ml/L、维持的温度  35-40℃。

[0015] JY-P001为粗化剂，JY-Cu001焦铜添加剂，JY-Ni003镍走位剂，JY-Ni004  镍补充

剂，JY-Sn005中性锡络合剂、JY-Sn006中性锡导电液、JY-Sn007中性锡走位剂，JY-BH001锡

抗高温保护液。

[0016] 相比现有技术，本申请的片式元器件铜镍锡电镀工艺是通过优化电镀的工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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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线，优化生产方法，良好的维护方式，从而提高生产线的生产力、产品的品质、从而达

到节能的目的，可以兼容的大部分片式元器件，且批生产的能力提高至少1倍以上，从而可

以大幅度压缩生产线，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采用本申请的电镀工艺的品质稳定性强，以最

低的成本，确保产品品质。

[0017] 说明书附图

[0018] 图1为JY-SnII中性锡示意图。

[0019] 图2为酸性镀锡示意图。

[0020] 图3为石原体系镀锡示意图。

[0021] 图4为仁川体系镀锡示意图。

[0022] 图5为JY-B001焊接后结果示意图。

[0023] 图6为磷酸三钠焊接结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相冲突的

前提下，以下描述的各实施例之间或各技术特征之间可以任意组合形成新的实施例。

[0025] 一种片式元器件铜镍锡电镀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前处理、第二步电镀铜、

第三步电镀镍、第四步电镀锡、第五步后处理；

[0026] 前处理：以压铸型电感2520为例：底材特殊，是由阻抗差、无磁性的铁合金压铸而

成，产品的内部结构是由绕线电感，再由铁合金压铸封装而成，外结构是由特殊封装层进行

绝缘保护；由激光将电感端子将引线剥开，因此在原本阻抗差的铁合金在激光高温雕刻下，

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形成的氧化膜会加大电镀的难度，外保护层怕酸，底材有氧化膜、导

电能力差。

[0027] 以下是传统方式活化、不做前处理与使用JY-P001粗化的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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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0029] JY-P001的PH值工作范围在3.0–4.0对非金属层的腐蚀非常弱，但对金属氧化膜有

非常有效的去除作用；并对金属表面有活化作用。可以大幅度提高后面电镀的效率、降低端

子鼓包的可能性、提高端子的结合力；

[0030] 在前处理的时候，向前处理槽内增加JY-P001，其中JY-P001  30-60  ml/L，其中PH

值3.0-5.0，温度维持在40-50℃；

[0031] JY-P001：去金属表面氧化膜，提高金属表面活性，提高镀层结合力；

[0032] 第二步电镀铜的时候，向镀铜槽内加入焦磷酸铜、焦磷酸钾和JY-Cu001，其中焦磷

酸铜、焦磷酸钾和JY-Cu001的组分为：

[0033] 焦磷酸铜  40-70g/L、焦磷酸钾  240-360g/L、JY-Cu0010.2-0.4ml/L

[0034] 维持电镀池内的温度  50-70℃，PH值  8.2-8.8；

[0035] JY-Cu001：增加药水的渗透能力，使电流密度分布更均匀，镀层均一性更好；

[0036] 在镀铜工艺中，我们发现焦磷酸铜调整到15g/L，焦磷酸钾300g/L，温度60℃时，加

入0.2-0.4ml/L的JY-Cu001时，大幅度的提高镀层均匀度；

[0037] 对于单面端子的产品深镀能力尤其重要，产品本身就是片式，非常容易叠合在一

起，当产品相互叠加时，端子面则变成了死角，非常不利于电镀。通过以上成分的调整、JY-

Cu001的加入及机架的震动辅助，铜膜厚的标准差可以控制1.0以下，以下是利用菲希尔膜

厚仪测量的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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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由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改良后的膜厚均匀度大幅度提高；

[0040] 第三步电镀镍的时候，向镍槽内加入硫酸镍、氯化镍、硼酸、JY-Ni003和  JY-

Ni004，其中硫酸镍、氯化镍、硼酸、JY-Ni003和JY-Ni004的组分为：

[0041] 硫酸镍300-360g/L、氯化镍  40-60g/L、硼酸  40-60g/L、JY-Ni003  5-50ml/L、JY-

Ni004  0.5-1.0ml/L、维持温度  50-60℃、维持PH值  3.8  -4.8；

[0042] JY-Ni003：依附在高电流区，拉平高低电流区差距，从而降低了高区烧焦的几率；

提高电流应用范围，镀层的均一性；

[0043] JY-Ni004：提高药水的渗透能力，增加药水的深度能力，使电流密度分布更加均

匀，膜厚均匀度更好；

[0044] 在镀镍环节中我们使用了JY-NI003及JY-NI004添加剂，与传统糖精钠、十二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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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酸钠来相比较，深镀能力更强，电流使用的范围更宽。以片式电阻0603  400  片100K的产

品为例，镍膜厚要求5微米；传统的工艺镀镍电流需要125安倍140  分钟，但使用JY-Ni003和

JY-Ni004以后，电流可以用到135安倍，作业时间可以压缩到120分钟。电子电镀与五金电镀

差异很大，虽然通过哈氏片3安倍3分钟，可以看出15ASD的电流密度下，镍表面外观依然非

常美观，但使用JY-Ni003和  JY-Ni004与传统的工艺相比，同样是135安倍的电流下，传统工

艺有一定的上锡不良的现象，而使用了JY-Ni003与JY-Ni004焊锡依然非常饱满。

[0045] 第四步电镀锡的时候，向镀锡槽内加入硫酸亚锡、JY-Sn005、JY-Sn006、  JY-

Sn007，其中硫酸亚锡、JY-Sn005、JY-Sn006、JY-Sn007组分为：

[0046] 硫酸亚锡25-30g/L、JY-Sn005  80-140g/L、JY-Sn006  150-250  g/L、JY-Sn007  15-

45ml/L，维持PH值4.0-4.5，温度20-30℃；络合锡离子，提高药水导电能力，提高电流密度；

[0047] 在镀锡工艺中是本工艺的难点之一，锡作为镍层重要的保护层，不但要保证一定

的厚度还需要晶格的细致，才能保证蒸汽老化后的焊锡结果(产品放在沸水上由蒸汽老化8

小时后，再进行焊锡实验)；

[0048] 图1、图2、图3、图4是JY-SnII镀锡工艺与市场其他镀锡工艺的晶格对比。

[0049] 由图片可以看出，JY-SnII锡的晶格直径大约在5微米左右，基本可以达到市场同

类镀锡晶格水准；

[0050] JY-SnII镀锡工艺中，与其他同类工艺最大的优势就是粘片少，在合理陪镀物、转

速、滚桶设计下，甚至可以做到没有双片。

[0051] 第五步后处理的时候，在后处理槽内加入JY-BH001，其中JY-BH001的组分

[0052] JY-BH001浓度20-40ml/L、维持的温度35-40℃；依靠JY-BH001形成纳米保护膜；

[0053] 采用JY-B001后处理保护，更为绿色，可以再低温条件(传统的磷酸三钠在  50-70

℃，JY-B001工作温度35-40℃)下在锡表面形成纳米保护膜，在SMD焊接时，不但可以保证可

焊性，还能保证锡表面的抗氧化能力；

[0054] 图5、图6是用X光的拍摄的SMD焊接后使用JY-B001保护与磷酸三钠中和的焊接对

比：

[0055] JY-P001为粗化剂，JY-Cu001焦铜添加剂，JY-Ni003镍走位剂，JY-Ni004镍补充剂，

JY-Sn005中性锡络合剂、JY-Sn006中性锡导电液、JY-Sn007中性锡走位剂，  JY-BH001锡抗

高温保护液

[0056] 上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基础上所做的任何非实质性的变化及替换均属于本发明所

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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