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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了包含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诸如

发光二极管(LED)或LED芯片)的器件、部件和方

法。在一个方面中，一种光发射器器件部件能够

包括：具有镜面表面的金属基板；直接或间接安

装在所述镜面表面上的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

件；以及安装在顶表面上并且电耦合到一个或多

个光发射器器件的一个或多个电部件；其中，一

个或多个电部件能够通过一个或多个非金属层

与所述镜面金属基板间隔开。本文公开的部件能

够导致改善的热管理和光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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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包括：

具有顶表面的金属基板；

在所述金属基板的所述顶表面的至少部分上的镜面表面；

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其被安装在所述金属基板的所述顶表面或所述镜面表面

上；以及

一个或多个电部件，其被安装在所述金属基板的所述顶表面上并且被电耦合到所述一

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电部件通过多个非金属层与所述金属基板

间隔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非金属层包括多个

电介质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所述多个电介质层包括聚酰亚胺基

聚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所述电介质层中的每个电介质层包

括印刷电路板(PCB)。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每个印刷电路板包括FR-4、CEM-3、

CEM-4或相关的复合材料。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所述PCB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层叠：将

一个PCB放置在另一个PCB的顶部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还包括在两个PCB层之间的预浸料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包括

发光二极管(LED)芯片。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被直

接安装在所述金属基板的所述顶表面上或者被直接安装在所述镜面表面上，而没有除了薄

粘合剂层之外的任何介入层。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还包括在所述一个或多个非金属层的上

表面上的焊料掩模。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与具有非金属基板而没有多个非

金属层的器件相比，所述一个或多个非金属层增加所述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导热率。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所述光发射器器件通过引线键合

部被电耦合到所述一个或多个电部件。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非金属层形成梯

级式配置，其中，在第一非金属层与第二非金属层之间具有凹进突缘，其中，至少一个电部

件和引线键合部位于所述凹进突缘处。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非金属层被安装

到所述金属基板并且与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相邻。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非金属层的高度

大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的高度。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还包括与所述一个或多个非金属层相接

触的保持材料，其中，所述保持材料形成围绕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的坝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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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所述保持材料的高度至少与所述

一个或多个非金属层一样高，并且高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

18.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所述保持材料覆盖将所述一个或

多个光发射器器件电耦合到所述一个或多个电部件的引线键合部。

19.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以至少两层来施加所述保持材

料，其中一层在另一层的顶部上。

20.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还包括密封剂，所述密封剂覆盖所述一

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并且被包含在由所述保持材料形成的所述坝状体之内。

2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还包括横切所述一个或多个非金属层的

过孔。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中，焊料掩模被设置在所述一个或多

个非金属层的上表面上，并且被设置在所述一个或多个非金属层的下表面上，其中，在所述

上表面和所述下表面上的所述焊料掩模通过所述过孔相连接。

23.一种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包括：

具有顶表面的金属基板；

在所述金属基板的所述顶表面的至少部分上的镜面表面；

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其被安装在所述金属基板的所述顶表面或所述镜面表面

上；

至少两个非共面表面，其包括电部件并且被安装在所述金属基板的所述顶表面上；以

及

与所述非共面表面中的至少一个非共面表面相接触的保持材料，其中，所述保持材料

形成围绕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的坝状体。

24.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其中，所述非共面表面中的一个非共面表面

被电耦合到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

25.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非共面表面包括一个

或多个印刷电路板(PCB)，所述一个或多个印刷电路板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层叠：将一个PCB

放置在另一个PCB的顶部上。

26.一种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包括：

基板，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被安装在所述基板上；

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中的至少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其被引线键合到第

一电部件，其中，所述第一电部件与所述基板不共面；以及

第二电部件，其与所述第一电部件和所述基板不共面。

27.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其中，所述第二电部件被电连接到所述第一

电部件。

28.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包括保持材料，所述保持材料覆盖或接触所

述第一电部件的至少部分。

29.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光发射器器件，其中，所述第二电部件包括用于电连接的外

部触点。

30.一种形成具有改善的热特性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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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安装在基板的顶表面上，所述基板包括具有镜面上表面的

金属基底；

在所述基板的所述顶表面上并且围绕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设置多个非金属

层；以及

将一个或多个电部件安装到所述非金属层中的至少一个非金属层，其中，所述一个或

多个电部件通过所述非金属层与所述基板的主体间隔开。

31.根据权利要求30所述的形成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方法，其中，所述非金属层包括一

个或多个电介质层，并且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电介质层包括印刷电路板(PCB)。

32.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形成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方法，包括设置至少两个PCB，其

中一个PCB在另一个PCB的顶部上。

33.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形成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方法，还包括在两个PCB之间施加

预浸料层。

34.根据权利要求30所述的形成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方法，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

射器器件包括发光二极管(LED)芯片。

35.根据权利要求30所述的形成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方法，还包括：通过施加引线键合

部将所述光发射器器件电耦合到所述一个或多个电部件。

36.根据权利要求35所述的形成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方法，其中，所述非金属层形成梯

级式配置，其中，在第一非金属层与第二非金属层之间具有凹进突缘，其中，至少一个电部

件和引线键合部位于所述凹进突缘处。

37.根据权利要求30所述的形成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方法，其中，所述非金属层中的一

个或多个非金属层的高度大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的高度。

38.根据权利要求30所述的形成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方法，还包括：应用与所述非金属

层相接触的保持材料，其中，所述保持材料形成围绕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的坝状

体。

39.根据权利要求38所述的形成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方法，其中，所述保持材料的高度

至少与所述非金属层中的一个或多个非金属层一样高，并且高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

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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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二极管(LED)器件、部件和方法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16年11月22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No.15/359517的权益，其公开

内容在此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3] 在本文中所公开的主题总体涉及用于发光二极管(LED)照明的部件、模块和方法。

更具体而言，在本文中所公开的主题涉及具有经改进的性能和可制造性的多层LED器件、部

件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4] 利用光发射器或光发射器器件(诸如发光二极管(LED)或LED部件)的光电设备在

消费电子产品中具有各种应用。一个或多个高亮度LED芯片例如能够被封装在表面安装设

备(SMD)壳体内或顶部安装配置中，以用作热管理和尺寸可能很重要的空间受限的应用中

的光源。一些高亮度LED芯片能够被容纳在塑料、引脚芯片载体(PLCC)中或者在陶瓷、金属

和/或镜面基板中或上。能够针对效率、亮度、耐久性和/或可制造性来改进LED芯片和/或

LED壳体。封装在SMD壳体内的针对LED芯片的典型终端产品例如包括但不限于LED灯泡、商

业/住宅定向照明、一般室内/室外照明、商业显示器、室内橱柜显示器、相机闪光灯、零售和

橱窗显示、应急照明和标志、家用电器以及电视和汽车仪表板。

[0005] LED部件的改进的领域包括增加的导热率以及针对增加的功率输入的容量，同时

保持最佳性能。此外，期望改善LED封装的耐久性。针对高功率或高瓦数应用的封装能够包

含各种设计特征，以增加每瓦特流明(LPW)或每美元流明(LP$)。用于增加导热率和高功率

容量以及耐久性的设计特征例如能够包括：具有金属和镜子的基板，和/或多个电介质层、

预浸料、焊料掩模以及其组合。针对LED部件的其他改进领域包括结合改善例如热特性和/

或最小化整体尺寸或占用面积的设计特征，以在被安装到外部源时有效地利用空间。

[0006] 因此，仍然需要克服或缓解现有技术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模块和方法的缺点的

经改进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模块和方法。具体地，例如，需要经改进的热容量LED、LED部件

和方法，其比现有设备更耐用并且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可制造性以及更高的产量来

生产。

发明内容

[0007] 根据本公开，提供了发光二极管(LED)器件、部件和方法。因此，本公开的目的是提

供改善导热性、功率处理能力以及耐久性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模块和方法。

[0008] 通过在本文中所描述的主题，能够至少全部或部分地实现根据在本文中所公开内

容变得显而易见的这些和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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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9] 在本说明书的剩余部分更具体地阐述了本主题的完整并且可行的公开内容，包括

参考与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相关的附图，在附图中：

[0010] 图1是图示根据本主题的实施例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截面侧视图；

[0011] 图2A、2B和2C是图示本主题的另外的实施例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俯视平面视

图；

[0012] 图3是图示根据本主题的实施例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截面侧视图；

[0013] 图4A、4B和4C是图示本主题的另外的实施例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俯视平面视

图；

[0014] 图5是图示根据本主题的实施例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截面侧视图；

[0015] 图6A、6B和6C是图示本主题的另外的实施例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俯视平面视

图；并且

[0016] 图7A、7B、7C和7D是根据本主题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热特性的表格和图形例示。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现在将详细参考在本文中的主题的可能方面或实施例，在附图中示出了其中的一

个或多个的范例。提供每个范例是为了解释主题而并非作为限制。事实上，作为一个实施例

的一部分而例示或描述的特征能够用在另一实施例中，以产生又一另外的实施例。在本文

中公开和设想的主题旨在涵盖这些修改和变化。

[0018] 在一些方面中，在本文中所描述的固态照明装置、LED器件和/或系统以及其制造

方法能够包括各种固态光发射器电配置、颜色组合和/或电路部件，以用于提供具有经改善

的效率、经改善的发射曲线、经增强的输出和/或经优化的颜色产生的固态照明装置。诸如

在本文中所公开的那些装置和方法有利地比一些其他解决方案成本更低、更有效、更生动、

更均匀和/或更亮。

[0019] 除非另外定义，否则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应当被解读为具有与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的含义。还将理解，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应当被解读为具有与

本说明书和相关领域的上下文中的相应含义一致的含义，并且不应当以理想化或者过于正

式的含义来解读，除非在本文中明确地如此定义。

[0020] 在本文中参考作为本主题的理想化方面的示意性图示的截面视图、立体图、正视

图和/或平面视图描述了本主题的各方面。由于例如制造技术和/或公差导致的图示的形状

的变化是可预期的，使得本主题的各方面不应当被解读为限于在本文中所图示的特定形

状。该主题能够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并且不应当被解读为限于在本文中所阐述的特定方面

或实施例。在附图中，为了清楚起见，能够夸大各层和区域的尺寸和相对尺寸。

[0021] 如在各附图中所示的，出于例示性的目的，一些尺寸的结构或部分相对于其他结

构或部分被夸大，并且因此，提供这些结构或部分以例示说明本主题的一般结构。此外，参

考在其他结构、部分或者这两者上形成的结构或部分来描述本主题的各个方面。如本领域

技术人员将意识到的，对在另一结构或部分“上”或“上方”而形成的结构的引用预期可以插

入另外的结构、部分或者这两者。在本文中将对没有介入结构或部分的在另一结构或部分

“上”形成的结构或部分的引用被描述为“直接”形成在所述结构或部分上。类似地，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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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元件被称为“连接”、“附接”或“耦合”到另一元件时，其能够直接连接、附接或耦合到其他

元件，或者可以存在介入元件。相反，当元件被称为“直接连接”、“直接附接”或“直接耦合”

到另一元件时，不存在介入元件。

[0022] 此外，在本文中使用诸如“在...上”、“上方”、“上部”、“顶部”、“下方”或“底部”的

相对术语来描述一个结构或部分与另一结构或部分的关系，如在附图中所示的。将理解，除

了在附图中所描绘的取向之外，诸如“在...上”、“上方”、“上部”、“顶部”、“下方”或“底部”

的相对术语旨在涵盖器件的不同取向。例如，如果附图中的器件被翻转，则被描述为在其他

结构或部分“上方”的结构或部分现在将被定向在其他结构或部分“下方”。类似地，如果附

图中的器件沿着被描述为“上方”的轴、结构或部分旋转，则其他结构或部分现在将定向在

其他结构或部分的“旁边”或“左侧”。相似的附图标记始终指代相似的元素。

[0023] 除非明确记载缺少一个或多个元件，否则在本文中所所用的术语“包括”、“包含”

和“具有”应当被解读为不排除存在一个或多个元件的开放式术语。

[0024] 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一个或多个)电激发发射器”和“(一个或多个)发射器”

是同义术语，并且指代能够产生可见光或近可见光(例如，从红外光到紫外光)波长辐射的

任何器件，例如包括但不限于：氙灯、汞灯、钠灯、白炽灯和固态发射器，包括LED或LED芯片、

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和激光器。

[0025] 术语“(一个或多个)固态光发射器”、“(一个或多个)固态发射器”和“(一个或多

个)光发射器”是同义术语，并且指代LED芯片、激光二极管、有机LED芯片和/或任何其他半

导体设备，其优选被布置为包括：一个或多个半导体层的半导体芯片，能够包括硅、碳化硅、

氮化镓和/或其他半导体材料；基板，其能够包括蓝宝石、硅、碳化硅和/或其他微电子基板；

以及一个或多个接触层，其能够包括金属和/或其他导电材料。

[0026] 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组”、“段”、“串”和“集”是同义术语。如在本文中所使用

的，这些术语通常描述多个LED如何电连接(诸如串联、并联、混合串联/并联)在互斥的组/

段/集内的公共阳极中或者在共同阳极配置中。LED的段能够以多种不同方式来配置，并且

可以具有与其相关联的不同功能的电路(例如，驱动器电路、整流电路、限流电路、分流器、

旁路电路等)，例如，如在共同受让和共同待决的2009年9月24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

No.12/566195、2013年2月15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No.13/769273、2013年2月15日提交的

美国专利申请No.13/769277、2011年9月16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No.13/235103、2011年9

月16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No.13/235127以及2014年5月20日提交的美国专利No.8729589

中所讨论的，上述申请文件的全部内容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文。

[0027] 术语“目标”指代LED芯片段的配置，其被配置为提供预先定义的照明特性，这是针

对照明装置的指定参数。例如，目标光谱功率分布能够描述在特定功率、电流或电压水平下

生成的光的特性。

[0028] 如在本文中所公开的装置、系统和方法能够利用红色芯片、绿色芯片和蓝色芯片。

在一些方面中，用于蓝移黄光(BSY)器件的芯片能够针对不同的分箱(bin)，如在共同拥有、

指定和共同待决的美国专利申请No.12/257804(美国专利公开号为No.2009/0160363)的表

1中所阐述的，该申请的公开内容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文。本文中的装置、系统和方法能够

利用例如紫外(UV)芯片、青色芯片、蓝色芯片、绿色芯片、红色芯片、琥珀色芯片和/或红外

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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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如本文中结合照明装置使用的术语“基板”指代安装构件或元件，在该安装构件或

元件上、中或者其上方能够布置、支撑和/或安装多个固态光发射器(例如，LED)。基板例如

能够是部件基板、芯片基板(例如，LED基板)或者子面板基板。可用于在本文中所描述的照

明装置的示例性基板例如能够包括印刷电路板(PCB)和/或相关部件(例如，包括但不限于

金属芯印刷电路板(MCPCB)、柔性电路板、电介质层压板、基于陶瓷的基板等)，具有被布置

在其一个或多个表面上的FR4和/或电迹线的陶瓷板，高反射率陶瓷(例如，氧化铝)支撑面

板，和/或被布置成接收、支撑和/或向固态发射器传导电力的各种材料和构造的安装元件。

在本文中所描述的电迹线向发射器提供电力，用于电激活和照射发射器。电迹线可以经由

反射覆盖物可见和/或覆盖，例如焊料掩模材料、Ag或者其他适合的反射体。

[0030] 在一些实施例中，除了至少一些其他电路和/或电路元件之外，一个基板能够用于

支撑多组固态光发射器，诸如功率或电流驱动部件和/或电流切换部件。在其他方面，除了

至少一些其他电路和/或电路元件之外，能够使用两个或更多个基板(例如，至少主基板以

及一个或多个辅基板)来支撑多组固态光发射器，诸如电力或电流驱动部件和/或温度补偿

部件。第一和第二(例如，主和辅)基板能够被设置在彼此上方和/或下方，并且沿着不同的

平面，彼此相邻(例如，并排)，具有彼此相邻设置的一个或多个共面，垂直布置，水平布置，

和/或相对于彼此以任意其他取向来布置。

[0031] 根据本文中的主题的各方面的固态照明装置能够包括在硅、碳化硅、蓝宝石或

III-V氮化物生长基板上制造的基于III-V氮化物(例如，氮化镓)的LED或激光芯片，包括

(例如)由Durham,N.C.的Cree公司制造和销售的LED。这样的LED和/或激光芯片能够被配置

为操作用于使得通过基板以所谓的“倒装芯片”取向来发光。这样的LED和/或激光芯片也能

够没有生长基板(例如，之后去除生长基板)。在一些情况下，LED能够包括红色-III-V芯片，

但是不包括诸如InGaAlP、GaAsP等的氮化物。

[0032] 能与在本文中所公开的照明装置一起使用的LED能够包括水平结构(在LED芯片的

同一侧上具有两个电触点)和/或垂直结构(在LED芯片的相对侧上具有电触点)。例如，水平

结构的芯片(具有或不具有生长基板)能够倒装芯片键合(例如，使用焊料)到载体基板或印

刷电路板(PCB)，或者引线键合部。垂直结构的芯片(具有或不具有生长基板)的第一端子能

够焊料键合到载体基板、安装焊盘或印刷电路板(PCB)，并且第二端子能够引线键合到载体

基板、电部件或PCB。

[0033] 电激活的光发射器(诸如固态发射器)能够个体地使用或者成组地使用以发射光

来刺激一种或多种发光材料(例如，磷光体、闪烁体、发光油墨、量子点)的发射，并且生成在

一个或多个峰值波长处的光或者至少一种期望的感知颜色(包括能够被感知为白色的颜色

的组合)的光。在本文中所描述的照明装置中包含发光材料(也被称为“发冷光”)材料能够

通过在发光体支撑元件或发光体支撑表面上施加直接涂覆材料来实现(例如，通过粉末涂

覆、喷墨印刷等)，将这样的材料添加到透镜中，和/或通过将这样的材料嵌入或分散在发光

体支撑元件或表面内。用于制造具有与其集成的平面化磷光体涂层的LED的方法例如在

Chitnis等人于2007年9月7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No.2008/0179611中进行了讨论，该

申请的公开内容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文。

[0034] 其他材料，诸如光散射元件(例如，颗粒)和/或折射率匹配材料能够与包含发光材

料的元件或表面相关联。如在本文中所公开的装置和方法能够包括不同颜色的LED，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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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多个能够是发出白色的(例如，包括具有一种或多种发光材料的至少一个LED)。

[0035] 在一些方面中，一个或多个短波长固态发射器(例如，蓝色和/或青色LED)能够被

用于刺激来自发光材料的混合物或发光材料的离散层(包括红色、黄色和绿色发光材料)的

发射。不同波长的LED能够存在于同一组固态发射器中，或者能够设置在不同组的固态发射

器中。各种波长的转换材料(例如，发光材料，也被称为发光体或发光介质，例如，如在2003

年7月29日发布的美国专利No .6600175和2008年10月9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

No.2009/0184616中所公开的，所述申请中的每个公开内容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文)是本领

域技术人员公知并且可获得的。

[0036] 在一些方面中，如在本文中所描述的发光装置和系统包括针对不同颜色的固态光

发射器的多个集合的(例如，一个集合针对第一颜色，并且至少第二集合针对不同于第一颜

色的第二颜色)。在一些方面中，所述多个集合中的每个集合包括相同颜色的至少两个固态

光发射器(例如，峰值波长一致)。在一些方面中，固态发射器的多个集合中的每个集合适于

发射一种或多种不同颜色的光。在一些方面中，固态发射器的多个集合中的每个集合适于

发射相对于彼此不同的一种或多种颜色的光(例如，固态发射器的每个集合发射至少一个

峰值波长，该峰值波长不是由固态发射器的另一集合发射的)。可以使用在共同受让和共同

待决的美国专利申请No.14/221839中所描述的电路和/或技术来提供根据本主题的目标性

和选择性激活固态发射器的各集合的各方面，该申请的公开内容先前通过引用并入上文。

[0037] 关于固态发射器的术语“颜色”指代在电流通过时由芯片发射的光的颜色和/或波

长。

[0038] 本主题的一些实施例可以使用固态发射器、发射器封装、固定件、发光材料/元件、

电源元件、控制元件和/或方法，诸如如在美国专利No.7564180；No.7456499；No.7213940；

No.7095056；No.6958497；No.6853010；No.6791119；No.6600175；No.6201262；No.6187606；

No.6120600；No.5912477；No.5739554；No.5631190；No.5604135；No.5523589；No.5416342；

No.5393993；No.5359345；No.5338944；No.5210051；No.5027168；No.5027168；No.4966862

和/或No.4918497，以及美国专利申请公开No.2009/0184616；No.2009/0080185；No.2009/

0050908；No .2009/0050907；No .2008/0308825；No .2008/0198112；No .2008/0179611；

No .2008/0173884；No .2008/0121921；No .2008/0012036；No .2007/0253209；No .2007/

0223219；No.2007/0170447；No.2007/0158668；No.2007/0139923和/或No.2006/0221272；

于2006年12月4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No.11/556440中所描述的；前述专利、公开专利申请

以及专利申请序列号的公开内容通过参考并入本文，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039] 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发光装置”和“模块”是同义的，并且并非限制，除了其能

够发光。亦即，发光装置能够是：照亮区域或体积的器件或装置，所述区域或体积例如是结

构、游泳池或水疗中心、房间、仓库、指示器、道路、停车场、车辆、标牌(例如，道路标志、广告

牌)、船舶、玩具、镜子、船只、电子设备、船、飞机、体育场、计算机、远程音频设备、远程视频

设备、手机、树、窗户、LCD显示器、洞穴、隧道、庭院、灯柱；或者照亮外壳的设备或设备阵列；

或者用于边缘或背光照明的设备(例如，背光海报、标牌、LCD显示器)、灯泡、灯泡更换(例

如，更换AC白炽灯、低压灯、荧光灯等)、户外照明、安全照明、室外住宅照明(墙壁安装、后/

立柱安装)、天花板固定/壁灯、橱柜照明、灯具(地板和/或台面和/或桌子)、景观照明、轨道

照明、任务照明、专用照明、绳索灯、吊扇照明、档案/艺术展示照明、高振动/冲击照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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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等、镜子/梳妆台照明、聚光灯、高棚照明、低棚照明或者任何其他发光设备。

[0040] 当前公开的主题涉及具有包括LED的光源的LED封装结构的不同实施例。LED封装

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布置并且相对较小，同时是高效、可靠并且具有成本效益。根据本公开

的实施例能够具有不同形状的密封剂，但是与具有完全半球形密封剂的相似LED封装相比，

能够以改进的或相似的效率发射。在多个LED被安装在基板上的一些实施例中，能够控制每

个LED芯片之间的间隔以优化从LED封装输出的光的强度。根据本公开的LED封装也能够更

小并且制造成本更低。

[0041] 在一些实施例中，LED封装能够包括具有平面表面的密封剂，这导致特定量的光在

密封剂内经历全内反射(TIR)。使用平面表面能够以不同的形状提供增加的灵活性，这些形

状能够被用于使通常被布置成使TIR光最小化的常规半球形透镜之外，并且平面表面的使

用能够允许更紧凑的LED封装。一些实施例能够包括基底上的一个或多个LED，其具有用于

将电信号施加到一个或多个LED的触点和迹线。LED和LED周围的表面能够由一层磷光体材

料覆盖。在一些实施例中，密封剂能够包括透明材料，其在LED和基底上方呈立方体形状或

大致立方体形状。转换材料层能够是将来自LED的光转换为另一种颜色或波长的光的类型，

并且转换层能够具有厚度和浓度，使得在其第一次通过转换材料时转换的LED光少于全部。

[0042] 根据本公开的不同LED封装能够具有不同形状的密封剂以产生期望的发射轮廓和

发射效率。一些实施例能够包括密封剂，其中，并非所有表面都是平面的，其中，一些表面包

括平面表面和弯曲表面的混合组合。这些实施例中的一些实施例能够包括安装在基底上的

一个或多个LED，其中，密封剂具有上弯曲表面和平面侧表面。上表面的曲率半径能够大于

基底的长度或宽度的一半，其中，平面表面包括密封剂的截断部分，使得密封剂不悬置在基

底的边缘上。这能够导致具有弯曲边缘的平面表面，如下所描述的。具有平面密封剂和平

面/弯曲密封剂的LED封装在标题为“LED  Package  with  Encapsulant  Having  Curved  and 

Planar  Surfaces”的美国专利申请序列No.13/957290中完整描述，该申请的全部内容通过

引用并入本文。

[0043] 在一些实施例中，本文的公开内容涉及许多不同的特征和布置，其能够改善或定

制根据本公开的LED封装的发射特性。这些能够包括但不限于：经改进的磷光体层组成和覆

盖，在不同层中的特定硅氧烷的使用，LED的分组，截短(或立方)密封剂，在多个LED之间的

间隔，磷光体层的布置和/或改进的反射层覆盖。在一些实施例中，这些特征中的一些或全

部特征的使用能够导致LED封装以改善的流明密度发射光。

[0044] 本文参考特定实施例描述了本文的公开内容，但是应当理解，本文的公开内容能

够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体现，并且不应当被解释为限于本文阐述的实施例。特别地，下文关

于具有不同配置的LED的特定LED封装来描述本文的公开内容，但是应当理解，本文的公开

内容能够用于具有其他LED配置的许多其他LED封装。LED封装还能够具有下文所描述的那

些之外的许多不同的形状，诸如矩形，并且焊盘和附接焊盘能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布置。

在其他实施例中，能够控制不同类型的LED的发射强度以改变整个LED封装发射。

[0045] 在本文中所描述的实施例是参考一个LED或多个LED，但是根据本文的公开内容并

且在一些方面中，在本文中所使用的LED可以包括LED芯片或者任何其他适合的一种或多种

结构。例如，在本文中所使用的LED能够是单片LED的单独接头。例如，LED不是完全独立的

LED芯片，而是每个LED都能够是LED区域，所有LED区域都位于具有不同类型的单片接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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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板上。在LED之间以及在公共基板之上的台面(mesa)能够延伸到特定层，或者能够一

直延伸到公共基板或者从公共基板延伸。因此，单片LED能够在公共基板上包括多于一个

LED接头，并且LED之间的间隙能够由至少部分地分离LED的台面形成。

[0046] 在本文中所描述的部件能够具有不同于所示的那些的不同的形状和尺寸，并且能

够包括一个或不同数量的LED。还应当理解，下文所描述的实施例利用共面光源，但是应当

理解，也能够使用非共面光源。还应当理解，LED光源可以包括可以具有不同发射波长的多

个LED。如上文所提到的，在一些实施例中，LED中的至少一些LED能够包括利用黄色磷光体

覆盖的蓝光发射LED以及红光发射LED，从而导致来自LED封装的白光发射。在多个LED封装

中，LED能够串联互连，或者能够以不同的串联和并联组合互连。

[0047] 本文参考作为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示意性图示的截面视图图示来描述本公开的实

施例。这样，各层的实际厚度能够是不同的，并且例如由于制造技术和/或公差导致的图示

形状的变化是预期的。本公开的实施例不应当被解释为限于在本文中所图示的区域的特定

形状，而是包括例如由制造导致的形状偏差。由于正常的制造公差，被图示或描述为正方形

或矩形的区域通常具有圆形或弯曲的特征。因此，图中所图示的区域本质上是示意性的，并

且其形状并不旨在图示设备的区域的精确形状，并且并不旨在限制本文公开的范围。

[0048] 本文的公开内容提供了对先前公开的LED封装、器件和/或部件的改进。根据本公

开的LED封装的一个优点在于：其被配置为相对于不恰当的处理更加稳健。例如，并且如下

文更详细讨论的，本文公开的不同LED封装实施例能够包括多个印刷电路板(PCB)层，其被

配置为围绕LED芯片和相关联的引线键合部，这在一些实施例中能够提供额外程度的LED封

装的强度和/或为LED芯片、引线键合部等提供保护性特征。此外，在一些方面中，保持材料

或坝状体(dam)能够与一个或多个PCB耦合，并且在一些实施例中与密封剂耦合，以保护LED

和/或引线键合部免于不恰当的处理。

[0049] 本公开还提供了许多改进，包括但不限于：经改善的光反射率、导热率和/或效率。

在一些方面中，在本文中所提供的LED封装和/或部件能够被配置为能够处理更高功率的输

入，同时仍然保持导热率。在一些方面中，在本文中所提供的LED封装和/或部件能够被配置

为每输入产生经改善的、增加的和/或优化的流明输出(即，每美元的高流明(LP$))。

[0050] 在一些实施例中提供了光发射器器件部件，其包括：具有顶表面的金属基板，在金

属基板的顶表面的至少部分上的镜面表面，被安装在金属基板的顶表面或镜面表面上的一

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以及被安装在金属基板的顶表面上并且被电耦合到一个或多个光

发射器器件的一个或多个电部件，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电部件通过多个非金属层与金属

基板间隔开。所述非金属层能够包括一个或多个电介质层，诸如，例如聚酰亚胺基聚合物。

此外，电介质层能够包括印刷电路板(PCB)，包括FR-4、CEM-3、CEM-4或者相关的复合材料。

[0051] 在一些方面中，并且如本文中进一步讨论的，至少两个PCB被一个在另一个的顶部

上地层叠。在一些方面中，这样的配置还能够包括在两个PCB层之间的预浸料层。与具有非

金属基板但是不具有多个非金属层的器件相比，非金属层(例如，两个或更多个PCB)能够增

加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导热率。

[0052] 在一些方面中，所述非金属层被安装到金属基板并且与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

相邻。所述非金属层的高度能够被配置为大于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的高度，并且在一

些实施例中能够被配置为还包括与所述非金属层相接触的保持材料，其中，所述保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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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围绕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的坝状体。所述保持材料的高度能够至少与所述非金属

层一样高，并且高于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此外，所述保持材料能够被配置为覆盖将一

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电耦合到一个或多个电部件的引线键合部。

[0053] 在本文中还提供了制造所公开的LED器件的方法。例如，提供了一种形成具有经改

善的热性能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的方法，包括将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安装在基板的顶

表面上，所述基板包括具有镜面上表面的金属基底，在基板的顶表面上并且围绕一个或多

个光发射器器件沉积多个非金属层，并且将一个或多个电部件安装到所述非金属层中的至

少一个非金属层上，其中，一个或多个电部件通过非金属层与基板主体间隔开。所述非金属

层能够包括电介质层，其中，所述电介质层能够包括PCB。在一些方面中，至少两个PCB能够

被一个在另一个的顶部上地层叠。在一些方面中，能够在两个PCB层之间施加预浸料层。在

一些实施例中，焊料掩模能够被施加在非金属层的上表面上。在一些方面中，光发射器器件

能够通过施加引线键合部而被电耦合到一个或多个电部件。

[0054]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非金属层能够被定位成形成梯级式配置，其中，在第一非金

属层与第二非金属层之间具有凹进突缘(recessed  ledge)，其中，至少一个电部件和引线

键合部能够被定位在凹进突缘处以提供更多保护地点。在一些方面中，所述非金属层的高

度能够被配置为大于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的高度。

[0055] 在一些方面中，一种方法还能够包括施加与一个或多个非金属层相接触的保持材

料，其中，所述保持材料能够形成围绕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的坝状体。在一些实施例

中，所述保持材料的高度能够至少与所述非金属层一样高，并且高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

射器器件。

[0056] 将参考图1-7来描述本主题的实施例。现在参照图1-6，光发射器器件部件能够包

括能够被安装在基板上的光发射器器件部件或LED部件，并且在一些方面中能够包括一个

或多个PCB，在一些方面中，靠近管芯附接表面具有金属层或金属镀层。在一些方面中，基板

能够是金属的或非金属的(例如，陶瓷)。通常，期望基板对可见光具有高反射性(例如，大于

约90％)并且提供热传导和机械支撑。例如，陶瓷材料(包括含有氧化铝的陶瓷材料)是包含

这些所需特性的材料。在其他实施例中，并且如本文进一步描述的，金属材料能够被用作基

板。

[0057] 图1图示了光发射器封装或LED部件(通常被标记为110)的截面视图。如例如在图1

中所示的LED部件110能够包括陶瓷基板或主体112，其能够具有任何适合的形状和配置。在

一些实施例中，使用基于陶瓷的LED部件(包括基板112)能够提供经改善的反射以及因此提

高的效率。由于热管理性能，陶瓷材料还能够预期用于LED部件。例如，氧化铝材料(AL2O3)具

有相对低的热阻、低湿度敏感性、在高温环境下的优异可靠性以及优异的散热能力。因此，

在一些方面中，陶瓷能够是高反射性的但是具有相对低的导热率，并且因此能够最适合于

高效率或高流明每瓦(LPW)的应用。

[0058] 在一个方面中，陶瓷基板112能够包括使用低温共烧陶瓷(LTCC)材料和工艺铸造

的陶瓷主体。具体地，例如，陶瓷基板112能够包括由薄的生陶瓷带铸造的基板。所述陶瓷带

能够包括本领域已知的任何陶瓷填充材料，例如，诸如具有0.3至0.5重量百分比的玻璃料

的氧化铝(Al2O3)或氮化铝(AlN)的玻璃陶瓷。当烧制陶瓷带时，玻璃料能够被用作陶瓷带内

的粘合剂和/或烧结抑制剂。能够通过铸造厚层的玻璃料、陶瓷填料、一种或多种额外的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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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剂和挥发性溶剂的悬浮分散体来形成生带(green  tape)。能够在低温下加热铸造层以除

去挥发性溶剂。用于陶瓷主体112的生陶瓷带能够有利地包括所需的任意厚度，因此在需要

时有助于更薄的尺寸。在另一方面中，可以使用HTCC。陶瓷主体112还能够包括陶瓷材料，在

所述陶瓷材料中包含任何各种散射颗粒。适合的散射颗粒的范例例如能够包括Al2O3、TiO2、

BaSO4和/或AlN的颗粒。在一个方面中，能够基于成本考虑以及其机械、光学、电学和热特性

来选择Al2O3颗粒。在又一方面中，基板能够是相对简单的结构，没有介入层，诸如通过薄膜

或厚膜工艺生产的那些(例如，生产裸基板的CoorsTek以及其他几种)。这样的基板能够与

其他材料(例如，氧化锆)一起烧制，以改善光学和机械特性。

[0059] 参照图1，陶瓷基板112例如能够被形成为没有任何空腔或凹陷，使得一个或多个

LED芯片114被设置在陶瓷基板112上并且能够安装到陶瓷基板112上。作为一个范例，基板

112能够包括表面，诸如上表面，其能够但是不必沿着单个平面来设置。一个或多个LED芯片

(诸如LED芯片114)能够被直接安装到主体112的表面上，其中，在基板112与LED芯片114之

间仅有薄的粘合剂层(例如，硅树脂或环氧树脂)(即，没有任何介入层，诸如金属层或者其

他层，如例如在图1中所示的)。

[0060] LED芯片114例如能够通过引线键合部WB或者任何其他适合的技术被电连接到一

个或多个电部件。引线键合部WB能够包括电导线或导管材料。如在本文中所使用的，电部件

例如能够但不限于包括电迹线、引脚、电焊盘、金属镀层、接触或键合焊盘，或者任何其他适

合的电部件。例如，金属镀层122能够包括铜箔，所述铜箔具有设置在其上的能引线键合的

金或银部分。在一些情况下，能够提供两个或更多个金属板122，并且其能够用作阴极，并且

其他的用作阳极，用于向LED芯片114提供电流以照射LED芯片内的有源层。在一些方面中，

这样的LED芯片114能够被称为顶侧接触芯片或管芯。备选地，LED芯片114可以是键合到一

个或多个电部件的倒装芯片，诸如例如金属镀层122。也可以使用任何其他适合的键合技

术。

[0061] 无论具体连接如何，在一些实施例中，金属镀层122能够通过一个或多个附加层或

部件与陶瓷基板112分离。例如，如在图1中所示的，能够将粘合剂层124施加到基板112的上

表面，在该上表面上能够定位印刷电路板(PCB)基底层116，在该基底层上能够定位PCB金属

层118。此外，在一些方面中，焊料掩模120能够被定位或层叠在上表面上，包括在PCB金属层

118上、在PCB基底层116上或者在这两者上。

[0062] 粘合剂层124能够被配置为将PCB  116粘合到基板112。粘合剂层124能够包括例如

有机基粘合剂、压敏粘合剂(PSA)和/或环氧树脂或硅树脂粘合剂。

[0063] 通过使用一个或多个介入层(例如，粘合剂层124、PCB基底层116和/或PCB金属层

118)将LED芯片114和电部件/金属镀层122连接到基板112，在一些实施例中，LED部件110的

可制造性能够大大改善。具体地，例如，现有技术的方法在某些方面可能需要资源密集型过

程，其中，通过物理气相沉积等将种子层沉积在基板上，并且在种子层上镀铜以在基板上产

生电迹线。其他金属通常被镀在铜上以使其能引线键合。这样的方法相对于基板112可能需

要许多额外的处理步骤，并且这些额外的处理步骤可能在陶瓷表面上留下污染物，所述污

染物可能难以去除并且可能对性能(例如，亮度)和器件的可靠性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在一

些方面中，使用一个或多个介入层能够允许金属镀层122以相对简单的过程被粘合到基板

112上。在这样的配置中，迹线图案能够与基板112分开形成，并且使用层压技术，诸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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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层印刷电路板工业中的技术人员已知的粘合剂膜的热压和/或超压室(即，高压釜)

层压技术，来施加。

[0064] 印刷电路板116/118能够包括柔性印刷电路板(“松紧带”PCB)，诸如PCB基底116，

其包括聚合物类薄膜，能够在一层或多层柔性塑料树脂(例如，聚酰亚胺，来自DuPont的

Kapton)内具有至少一个导电层，诸如PCB金属118。在一些方面中，粘合剂层124能够包括带

状粘合剂，其被设置在松紧带上以便将PCB  116/118容易地连接到基板112。然而，应当认识

到，PCB  116/118能够包括在多层PCB或弹性PCB中使用的任何材料，包括预浸材料、增强层

压板(例如，玻璃增强环氧树脂、使用碳纤维的材料)以及非增强材料。

[0065] 如在图1中进一步图示的，可以将附加部件集成到LED部件110中以改善其性能和

可制造性。例如，LED部件110还能够包括在一个或多个位置中、特别是在部件110的上表面

上的电绝缘焊料掩模120。焊料掩模120能够被设置在PCB  116/118上，并且在一些实施例

中，被至少部分地设置在金属镀层122上和/或与金属镀层122相邻地设置，使得当使用焊料

将一条或多条导线附接到电焊盘(未示出)时，焊料将被包含在预定区域内。选取白色焊料

掩模能够改善LED部件110的整体反射率。

[0066] LED部件110还能够包括保持材料，诸如保持材料128或130，其被至少部分地围绕

LED芯片114所在的发射区域设置，其中，保持材料128/130能够被称为坝状体。保持材料

128/130例如能够被分配。在施加或放置保持材料128/130之后，诸如例如通过分配保持材

料128/130，能够将密封剂E设置在由此形成的凹陷内。诸如密封剂E1或E2的密封剂能够包

含一种或多种磷光体，使得从一个或多个LED芯片114发射的光能够产生所需波长的发射。

密封剂E1或E2能够被选择性地填充到设置在保持材料128/130的一个或多个内壁之间的空

间内的任何适合的水平。例如，密封剂E1/E2能够被填充到接近或等于保持材料128/130的

高度的水平或者填充到保持材料之上或之下的任何水平。密封剂E的水平能够是任何合适

方式的平面的或弯曲的，诸如凹形或凸形。能够首先分配保持材料128，并且随后并且单独

地(或同时地)分配保持材料130。仅保持材料128能够被分配，而不具有额外高度的保持材

料130，其中，保持材料128的高度随后允许密封剂的水平(诸如由密封剂E2的顶线下方的虚

线所示的)比在还使用保持材料130时的水平(E1)更低。然而，通过还使用保持材料130，保

持材料130的增加的高度允许密封剂E1的水平更高和/或允许使用可能接近、甚至在或者甚

至高于保持材料140的垂直高度的可能的次要光学件。

[0067] 在一些方面中，保持材料128/130能够被配置为具有至少与PCB116/118一样高的

高度，和/或至少与金属镀层122一样高，并且在一些方面中，如在图1中所示的，高于焊料掩

模120和/或金属镀层122的上表面。这样的配置允许引线键合部WB，并且特别是引线键合部

与金属镀层的连接，其由保持材料128/130进行保护。在一些方面中，保持材料128/130能够

以两层施加以实现期望的高度，即，第一层应用于填充在基板112的上表面和PCB  116/118

的边缘之间的梯级，并且第二层应用于保持材料的第一层的顶部以覆盖引线键合部WB。在

一些实施例中，引线键合部WB能够任选地包括“M形环”形状，诸如在共同拥有的美国专利

No.D753612中所公开的形状。

[0068] 图2A至图2B是在图1中所描绘的LED部件110的平面视图，其示出了具有陶瓷基板

以及一个PCB层的LED部件的面板构造设计。图2A示出了PCB布线，并且特别是PCB基底层116

形成仅例如但不限于基本上为方形的主体，基本上在该方形主体的中心处具有圆形开口。

说　明　书 10/17 页

14

CN 109983849 A

14



形状也能够是任何其他形状或配置，诸如圆形或配置。图2B示出了包括PCB金属层118和焊

料掩模120的其他层。在圆形开口的最内部分以及一个或多个接触焊盘上也可见金属镀层

122。最后，图2C图示了具有在图1中所示的所有层的LED部件110，包括例如陶瓷基板112。

LED部件110的一个角能够包括标志，例如，正(+)或负(-)符号，用于标识LED部件110的特定

侧的电特性。例如，正(+)或负(-)符号能够指定部件的包括阳极或阴极的一侧。

[0069] 尽管在图2A至2C中未示出，但是如在图1的截面视图中所示的，诸如LED或LED芯片

114的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能够安装到圆形开口中或者被设置在圆形开口中。图1的截面视

图代表沿图2C的线X取得的截面视图，其特征在于LED部件110的各层中的每个层。

[0070] 图3图示了光发射器封装或LED部件(通常被标记为110)的截面视图。例如在图3中

所示的LED部件110能够包括金属基板140，其例如包括但不限于铝、铜等等，其能够是任何

适合的形状和配置。在金属基板140的顶部上，能够提供镜子或反射表面142。在一些实施例

中，使用包括金属基板140和镜子142的金属基底镜子基板能够提供相对高的导热率，特别

是与基于陶瓷的基板相比。因此，在一些方面中，镜面金属基板能够最适合于高功率或者每

美元/成本高流明(LP$)的应用。

[0071] 镜子或反射表面142例如能够但不限于如在图3中所示地定位和设置在基板140

上。在另一方面中，镜子142能够任选地定位和/或设置在基板140的任何表面或区域上，例

如包括在基板140的底表面上(即，与其上设置有一个或多个LED芯片114的顶表面相对的表

面)。镜子140例如能够包括金属反射体(例如，银层和/或铝层)、白色热化合物或者已知的

任何其他材料以限制通过基板140的底表面的损失，由此进一步改善LED部件110的全反射。

[0072] 再次参照图3，金属基板140例如能够形成为没有任何空腔或凹陷，使得一个或多

个LED芯片114被设置在基板140上并且能够安装到基板140上。作为一个范例，基板140能够

包括表面，诸如上表面，其能够但是不必沿着单个平面来设置。一个或多个LED芯片(诸如

LED芯片114)能够被直接安装到基板/主体140的表面上，其中，在基板140与LED芯片114之

间仅具有薄的粘合剂层(例如，硅树脂或环氧树脂)(即，没有任何介入层，诸如金属或其他

层，如例如在图3中所示的)。

[0073] LED芯片114能够诸如通过引线键合部WB或者任何其他适合的技术被电连接到一

个或多个电部件。引线键合部WB能够包括电导线或导管材料。如在本文中所使用的，电部件

例如能够但不限于包括电迹线、引脚、电焊盘、金属镀层、接触或键合焊盘，或者任何其他适

合的电部件。例如，金属镀层122能够包括铜箔，该铜箔具有设置在其上的引线键合的金或

银部分。在一些情况下，能够提供两个或更多个金属板122并且其能够用作阴极，并且其他

的能够用作阳极，用于向LED芯片114提供电流以照射LED芯片内的有源层。在一些方面中，

这样的LED芯片114能够被称为顶侧接触芯片或管芯。备选地，LED芯片114可以是键合到一

个或多个电部件的倒装芯片，诸如例如金属镀层122。也可以使用任何其他适合的键合技

术。

[0074] 无论具体连接如何，在一些实施例中，金属镀层122能够通过一个或多个附加层或

部件与基板140分离。例如，如在图3中所示的，能够将粘合剂层124施加到基板140的上表面

或镜子142的上表面，在该上表面上能够定位印刷电路板(PCB)基底层116，在该基底层上能

够定位PCB金属层118。此外，在一些方面中，焊料掩模120能够被定位或层叠在器件110的上

表面上，包括被定位或层叠在在PCB金属层118上、在PCB基底层116上或者这两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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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粘合剂层124能够被配置为将PCB  116粘合到基板140和/或镜子142上。粘合剂层

124能够包括例如有机基粘合剂、压敏粘合剂(PSA)和/或环氧树脂或硅树脂粘合剂。

[0076] 通过使用一个或多个介入层(例如，粘合剂层124、PCB基底层116和/或PCB金属层

118)将LED芯片114和电部件/金属镀层122连接到基板112，在一些实施例中，LED部件110的

可制造性能够大大改善。具体地，例如，现有技术方法在某些方面可能需要资源密集型过

程，其中，通过物理气相沉积等将种子层沉积在基板上，并且在种子层上镀铜以在基板上产

生电迹线。其他金属通常被镀在铜上以使其可以引线键合。这样的方法相对于基板140可能

需要许多额外的处理步骤，并且这些额外的处理步骤可能在陶瓷表面上留下污染物，所述

污染物可能难以去除并且可能对性能(例如，亮度)和器件的可靠性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在

一些方面中，使用一个或多个介入层能够允许金属镀层122以相对简单的过程粘合到基板

140。在这样的配置中，迹线图案能够与基板140分开形成，并且使用层压技术，诸如例如利

用多层印刷电路板工业中的技术人员已知的粘合剂膜的热压和/或超压室(即，高压釜)层

压技术，来施加。

[0077] 印刷电路板116/118能够包括柔性印刷电路板(“松紧带”PCB)，诸如PCB基底116，

其包括聚合物类薄膜，其能够在一层或多层柔性塑料树脂(例如，聚酰亚胺，来自DuPont的

Kapton)内具有至少一个导电层，诸如PCB金属118。在一些方面中，粘合剂层124能够包括带

状粘合剂，其被设置在松紧带上以便将PCB  116/118容易地连接到基板140和/或镜子142。

然而，应当认识到，PCB  116/118能够包括在多层PCB或弹性PCB中使用的任何材料，包括预

浸材料、增强层压板(例如，玻璃增强环氧树脂、使用碳纤维的材料)以及非增强材料。

[0078] 如在图3中进一步图示的，能够将附加部件集成到LED部件110中以改善其性能和

可制造性。例如，LED部件110还能够包括在一个或多个位置中、特别是在部件110的上表面

上的电绝缘焊料掩模120。焊料掩模120能够被设置在PCB  116/118上，并且在一些实施例中

被至少部分地设置在金属镀层122上和/或与金属镀层122相邻设置，使得当使用焊料将一

条或多条导线附接到电焊盘(未示出)时，焊料将被包含在预定区域内。选取白色焊料掩模

能够改善LED部件110的整体反射率。

[0079] 在图3中所示的LED部件110还能够包括保持材料，诸如保持材料128或130，其被至

少部分地围绕LED芯片114所在的发射区域设置，其中，保持材料128/130能够被称为坝状

体。保持材料128/130例如能够被分配。在施加或放置保持材料128/130之后，诸如例如通过

分配保持材料128/130，能够将密封剂E设置在由此形成的凹陷内。诸如密封剂E1或E2的密

封剂能够包含一种或多种磷光体，使得从一个或多个LED芯片114发射的光能够产生所需波

长的发射。密封剂E1或E2能够被选择性地填充到被设置在保持材料128/130的一个或多个

内壁之间的空间内的任何适合的水平。例如，密封剂E1/E2能够被填充到接近或等于保持材

料128/130的高度的水平或者被填充到保持材料之上或之下的任何水平。密封剂E1或E2的

水平能够是任何合适方式的平面的或弯曲的，例如凹形或凸形。能够首先分配保持材料

128，并且随后并且单独地(或同时地)分配保持材料130。仅保持材料128能够被分配，而不

具有额外高度的保持材料130，其中，保持材料128的高度随后允许密封剂的水平(诸如由密

封剂E2的顶线下方的虚线所示的)比在还使用保持材料130时的水平(E1)更低。然而，通过

还使用保持材料130，保持材料130的增加的高度允许密封剂E1的水平更高和/或允许使用

可能接近、甚至在或者甚至高于保持材料140的垂直高度的可能的次要光学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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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在一些方面中，保持材料128/130能够被配置为具有至少与PCB116/118一样高的

高度，和/或具有至少与金属镀层122一样高的高度，并且在一些方面中，如在图3中所示的，

高于焊料掩模120和/或金属镀层122的上表面。这样的配置允许引线键合部WB，并且特别是

引线键合部与金属镀层的连接，其由保持材料128/130进行保护。在一些方面中，保持材料

128/130能够以两层施加以实现期望的高度，即，第一层被应用于填充在基板140/镜子142

的上表面与PCB  116/118的边缘之间的梯级，并且第二层被应用于保持材料的第一层的顶

部以覆盖引线键合WB部。

[0081] 图4A至图4C是在图3中所描绘的LED部件110的平面视图，其示出了具有陶瓷基板

和一个PCB层的LED部件的面板构造设计。图4A示出了PCB布线，并且特别是PCB基底层116例

如仅仅但不限于形成基本上为方形的主体，其中，基本上在该方形主体的中心处具有圆形

开口。形状也能够是任何其他形状或配置，诸如圆形或配置。图4B示出了包括PCB金属层118

和焊料掩模120的另外的层。在圆形开口的最内部分以及一个或多个接触焊盘上也可见金

属镀层122。图4C图示了具有在图3中所描绘的所有层的LED部件110，包括例如金属基板

140。LED部件110的一个角可以包括标志，例如，正(+)或负(-)符号，用于标识LED部件110的

特定侧的电特性。例如，正(+)或负(-)符号能够指定部件的包括阳极或阴极的一侧。

[0082] 尽管在图4A至图4C中未示出，但是如在图3的截面视图中所示的，诸如LED或LED芯

片114的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能够安装到圆形开口中或设置在圆形开口中。图3的截面视图

代表沿图4C的线X取得的截面视图，其特征在于LED部件110的每个层。

[0083] 图5图示了光发射器封装或LED部件(通常被标记为110)的截面视图。在图5中所描

绘的LED部件110包括附加材料层，附加材料层，特别是与图1和图3中的那些相比，例如提供

具有多层基板的LED部件。

[0084] 更具体地，通过范例而非限制，如例如在图5中所示的LED部件110能够包括金属基

板140，其能够是任何适合的形状和配置。在金属基板140的顶部，能够提供镜子或反射表面

142。在一些实施例中，使用包括金属基板140和镜子142的金属基镜子基板能够提供相对高

的导热率，特别是与基于陶瓷的基板相比。因此，在一些方面中，镜面金属基板能够最适合

于高功率或每美元/成本高流明(LP$)的应用。

[0085] 镜子或反射表面142例如能够但不限于如在图5所示的定位和设置在基板140上。

在另一方面中，镜子142任选地能够替代地定位和/或设置在基板140的任何表面或区域上，

例如包括在基板140的底表面上(即，与其上设置有一个或多个LED芯片114的顶表面相对的

表面)。镜子140例如能够包括金属反射体(例如，银层)、白色热化合物或者已知的任何其他

材料以限制通过基板140的底表面的损失，由此进一步改善LED部件110的全反射。

[0086] 再次参照图5，金属基板140例如能够形成为没有任何空腔或凹陷，使得一个或多

个LED芯片114设置在基板140上并且能够安装到基板140上。作为一个范例，基板140能够包

括表面(诸如上表面)，其能够但不必沿单个平面设置。一个或多个LED芯片(诸如LED芯片

114)能够被直接安装到基板/主体140的表面上，其中，在基板140与LED芯片114之间仅具有

薄的粘合剂层(例如，硅树脂或环氧树脂)(即，没有任何介入层，诸如金属或其他层，如例如

在图3中所示的)。

[0087] LED芯片114例如能够通过引线键合部WB或者任何其他适合的技术电连接到一个

或多个电部件。如在本文中所使用的，电部件例如能够但不限于包括电迹线、引脚、电焊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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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镀层、接触或键合焊盘，或者任何其他适合的电部件。引线键合部WB能够包括电导线或

导管材料。例如，金属镀层122能够包括铜箔，该铜箔具有设置在其上的能引线键合的金或

银部分。在一些情况下，能够提供两个或更多个金属板或镀层122并且其能够用作阴极，并

且其他的用作阳极，用于向LED芯片114提供电流以照射LED芯片内的有源层。在一些方面

中，这样的LED芯片114能够被称为顶侧接触芯片或管芯。备选地，LED芯片114可以是键合到

一个或多个电部件的倒装芯片，诸如例如金属镀层122。也可以使用任何其他适合的键合技

术。

[0088] 无论具体连接如何，在一些实施例中，金属镀层122能够通过一个或多个附加层或

部件与基板140分离。例如，如在图5中所示的，能够将粘合剂层124施加到基板140的上表面

或镜子142的上表面，在所述上表面上能够施加材料层，例如多个印刷电路板(PCB)、焊料掩

模和/或预浸料层。粘合剂层124能够被配置为将PCB  150/152和/或焊料掩模120粘合到基

板140和/或镜子142。粘合剂层124例如能够包括有机基粘合剂、压敏粘合剂(PSA)和/或环

氧树脂或硅树脂粘合剂。

[0089] 通过使用一个或多个介入层(例如，粘合剂层124、PCB基底层150和/或PCB金属层

152)将LED芯片114和电部件/金属镀层122连接到基板140，在一些实施例中，LED部件110的

可制造性能够大大改善。具体地，例如，现有技术方法在某些方面可能需要资源密集型过

程，其中，通过物理气相沉积等将种子层沉积在基板上，并且在种子层上镀铜以在基板上产

生电迹线。其他金属能够被镀在铜上以使其能引线键合。这样的方法相对于基板140可能需

要许多额外的处理步骤，并且这些额外的处理步骤可能在陶瓷表面上留下污染物，所述污

染物可能难以去除并且可能对器件的性能(例如，亮度)和可靠性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在一

些方面中，使用一个或多个介入层能够允许金属镀层122以相对简单的过程粘合到基板140

上。在这样的配置中，迹线图案能够与基板140分开形成，并且使用层压技术，诸如例如利用

多层印刷电路板工业中的技术人员已知的粘合剂膜的热压和/或超压室(即，高压釜)层压

技术，来施加。

[0090] 在图5中所描绘的实施例中，提供多个PCB、焊料掩模和预浸料层，在一些实施例

中，以形成一个或多个或者至少两个非共面的层或表面。例如，第一PCB基底层150能够靠近

镜面基板140/142来定位，在其上能够定位第一PCB金属层152。在一些方面中，第一PCB基底

层150和第一PCB金属层152能够一起被称为第一PCB层。第二PCB层能够构建在第一PCB层

上，所述第二PCB层包括第二PCB基底层154和第二PCB金属层156，如在图5中所描绘的。此

外，在一些方面中，焊料掩模120能够被定位或层叠在器件110的上表面上，包括在第二PCB

金属层156上、在第二PCB基底层154上或者在这两者上。此外，在一些方面中，焊料掩模120

能够在第一PCB基底层150下方延伸，在一些实施例中，通过过孔160。在一些方面中，预浸料

158或预浸料层能够被定位在第一PCB层150/152与第二PCB层154/156之间。

[0091] 印刷电路板150/154能够包括柔性印刷电路板(“松紧带”PCB)，包括聚合物类薄

膜，其能够在一层或多层柔性塑料树脂(例如，聚酰亚胺，来自DuPont的Kapton)内具有至少

一个导电层，诸如PCB金属152/156。在一些方面中，粘合剂层124能够包括带状粘合剂，其被

设置在松紧带上以便将PCB  150/152或焊料掩模120容易地连接到基板140和/或镜子142

上。然而，应当认识到，PCB  150/154能够包括在多层PCB或弹性PCB中所使用的任何材料，包

括预浸材料、增强层压板(例如，玻璃增强环氧树脂、使用碳纤维的材料)以及非增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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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方面中，PCB  150/154或者其他合适的材料能够形成包括电部件并且被安装在金属

基板的顶表面上的一个或多个或者至少两个非共面表面。在一些实施例中，这些非共面表

面中的一个或多个非共面表面可以被电耦合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

[0092] 如上文提到的，焊料掩模120能够被定位或层叠在器件110的上表面上，包括在第

二PCB金属层156上、在第二PCB基底层154上或者在这两者上。在一些方面中，其还能够被配

置为从上表面在第一PCB基底层150下方连续地延伸，在一些实施例中通过过孔160。焊料掩

模120能够被至少部分地设置在金属镀层122上和/或设置为与金属镀层相邻，使得当使用

焊料将一条或多条导线附接到电焊盘(未示出)时，焊料将被包含在预定区域内。选取白色

焊料掩模能够改善LED部件110的整体反射率。

[0093] 在一些实施例中，过孔160能够包括在多层PCB和预浸料内设置或掩埋的导热过

孔，如在图5中所描绘的。这样的配置在一些方面能够提供传导热量的通路，诸如由LED  114

产生的热量。在一个方面中，多个导热过孔160能够被用于耗散从一个或多个LED芯片114释

放的热量。导热过孔160能够通过使热量流过一个或多个LED芯片114的路径和任何介入层

(例如，PCB  150、152、154和/或156)而从LED部件110传导出热量。导热过孔160能够包括本

领域已知的任何导热材料，例如金属银，其能够有助于最小化在LED芯片与外部散热片或表

面之间的结温差，由此延长LED部件110的寿命。

[0094] 在图5中，LED部件110还能够包括保持材料，诸如保持材料128或130，其被至少部

分地围绕LED芯片114所在的发射区域设置，其中，保持材料128/130能够被称为坝状体。保

持材料128/130例如能够被分配。在施加或放置保持材料128/130之后，例如通过分配保持

材料128/130，能够将密封剂E1/E2设置在由此形成的凹陷内。诸如密封剂E1或E2的密封剂

能够包含一种或多种磷光体，使得从一个或多个LED芯片114发射的光能够产生所需波长的

发射。密封剂E1或E2能够被选择性地填充到被设置在保持材料128/130的一个或多个内壁

之间的空间内的任何适合的水平。例如，密封剂E1/E2能够被填充到接近或等于保持材料

128/130的高度的水平或者被填充到保持材料之上或之下的任何水平。密封剂E1或E2的水

平能够是任何合适方式的平面的或弯曲的，例如凹形或凸形。能够首先分配保持材料128，

并且随后并且单独地(或者同时地)分配保持材料130。能够仅分配保持材料128，而不具有

额外高度的保持材料130，其中，保持材料128的高度随后允许密封剂的水平(例如由密封剂

E2的顶线下方的虚线示出)比在还使用保持材料130时的水平(E1)更低。然而，通过还使用

保持材料130，保持材料130的增加的高度允许密封剂E1的水平更高和/或允许使用可能接

近、甚至在或者甚至高于保持材料140的垂直高度的可能的次要光学件。

[0095] 因此，在一些方面中，保持材料128/130能够被配置为具有至少与PCB、预浸料和焊

料掩模一样高的高度，如在图5中所描绘的。更具体地，坝状体或保持材料128/130能够被配

置为至少与金属镀层122一样高，并且在一些方面中，如在图5中所描绘的，高于焊料掩模

120和/或金属镀层122的上表面，其全部在第一和第二PCB的顶部上。这样的配置允许引线

键合部WB，并且特别是引线键合部与金属镀层的连接，其由保持材料128/130进行保护。

[0096] 在一些实施例中，与第二PCB层154/156相比，第一PCB层150/152能够提供朝向LED

芯片114更向内延伸的内部突缘，并且处于较低的高度处。换句话说，当从上到下观察时，例

如，如在图6A-6C中所示的，针对第一PCB层150的中心切口小于针对第二PCB层154的中心切

口。由多层布置提供的这种梯级式配置提供内部突缘，在其上能够应用金属镀层122或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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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该PCB层150突缘上的金属镀层122提供了用于引线键合部WB的位置，该位置凹入并且

防止与外力的无意接触，由此使LED部件110更加稳健。因为引线键合部WB既凹陷低于第二

PCB层154的高度又被保持材料128/130覆盖，所以不太可能受到外力的冲击和损坏。

[0097] 在一些方面中，保持材料130能够以两层施加以实现期望的高度，即，第一层(诸如

保持材料128)被应用于填充在基板140/镜子142的上表面与第一PCB  150/152的边缘之间

的梯级，并且第二层被应用于保持材料128/130的第一层的顶部以覆盖引线键合部WB。无论

是应用于一层、两层还是更多层，保持材料128/130能够被配置为覆盖在第一PCB层150和第

二PCB层154之间的凹进突缘，并且保护引脚键合WB。

[0098]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PCB层154的高度能够被配置在任何期望的高度或厚度，以

实现在第一PCB层和第二PCB层之间的梯级的期望深度。保持材料128/130的深度能够被配

置为对应于该深度/高度，以便至少与多个层(例如包括焊料掩模120的上表面)的水平延

伸，或者在一些方面在所述多个层上方延伸。在一些方面中，保持材料128/130的深度能够

对应于多层PCB、预浸料和焊料掩模的总高度，其能够根据层的数量和/或每个层的相对厚

度按照需要进行调节。

[0099] 在一些方面中，并且仍然参考例如图5，诸如LED部件110的LED部件能够包括基板

(诸如基板140)，以及安装或设置在所述基板上的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诸如LED或LED

芯片114)，其中，LED部件包括多个非共面表面，并且其中，基板能够是金属或非金属的，并

且其中，基板包括或不包括镜面表面。在该配置或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中的

至少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能够被引线键合到第一电部件，诸如第一PCB层(诸如第一

PCB层150/152)的金属镀层122，并且其中，金属镀层122与基板和/或基板上的一个或多个

光发射器器件的顶表面不共面。LED部件的第二电部件(诸如第二PCB层154/156的金属镀

层)能够与第一电部件不共面，并且还与基板以及基板上的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器件的顶

表面不共面。所述第二电部件能够被电连接到第一电部件。尽管不是必需的，但是保持材料

能够覆盖或接触第一电部件的至少一部分。所述第二电部件能够包括用于与LED部件电连

接的外部触点。

[0100] 图6A至图6C是在图5中所描绘的LED部件110的平面视图，其示出了具有陶瓷基板

和一个PCB层的LED部件的面板构造设计。图6A示出了PCB布线，并且特别是PCB基底层150例

如形成仅但不限于基本上为方形的主体，基本上在该方形主体的中心处具有圆形开口。形

状也能够是任何其他形状或配置，诸如圆形或配置。图6B示出了包括PCB金属层156和PCB层

154的另外的层。最后，图6C图示了具有在图5中所描绘的所有层的LED部件110，例如包括镜

子142和过孔160。LED部件110的一个角能够包括标志，例如，正(+)或负(-)符号，其用于标

识针对LED部件110的特定侧的电特性。例如，正(+)或负(-)符号能够指定包括阳极或阴极

的部件的一侧。

[0101] 尽管在图6A至图6C中未示出，但是如图5的截面视图中所示的一个或多个光发射

器(诸如LED或LED芯片114)能够安装到或设置在圆形开口中。图5的截面视图代表沿图6C的

线X取得的截面视图，其特征在于LED部件110的层中的每个层。

[0102] 图7A和图7B提供的数据证明例如但不限于所公开的LED部件和器件的改进的热特

性。该数据用于例如在本文中所公开的LED部件和器件。LED部件和器件的不同特征能够意

指诸如图7A中以及其他的数据是不同的。图7A是根据本公开配置的示例性LED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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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B1512)的性能数据的表格汇编。图7B是比较具有Al与HRA(铝镜与高反射率氧化铝)的示

例性LED部件(CXB1512)以及随着增加的电流(mA)对ΔT与散热器的影响的曲线图。铝镜和

高反射率氧化铝基板被用作示例性材料，其用于收集在本文中所呈现的数据。在图7A和图

7B中，曲线图中以及表格的第4列和第5列中的数据是在给定电流(第3列)下由具有给定散

热器温度(第2列)的IR相机测量的LES(光发射表面)的温度。第6列是在4(陶瓷)与5(金属)

之间的差异。该曲线图示出了相对温度随电流的变化：在0电流时，ΔTLES为0或者施加的电

流将曲线中的值添加到散热器温度。图7C和图7D示出了所公开的LED部件和器件的经改进

的光学特性。图7C示出了针对具有镜面基板与陶瓷基板的示例性LED部件(CXB1512)随着增

加功率(W)的流明输出。图7D示出了针对具有镜面基板与陶瓷基板的示例性LED部件

(CXB1512)随着增加功率(W)的每瓦流明(LPW)。图7C和图7D示出了图7A和图7B中概述的针

对两种产品的流明和LPW性能差异。特别地，陶瓷在较低功率下开始具有更好的流明/LPW性

能，但是由于热特性而随着增加电流更快的下降。结果，针对陶瓷的曲线在金属曲线下交

叉。至少有一个结论是陶瓷更适合低功率和高LPW应用，但是金属更适合高功率和高流明/

美元应用。

[0103] 在附图中示出并且在上文描述的本公开的实施例是可以在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

内做出的许多实施例的范例。可以想到，诸如在本文中所公开的那些LED部件的配置可以包

括除了具体公开的那些之外的许多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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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A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22

CN 109983849 A

22



图2B

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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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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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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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A

说　明　书　附　图 5/8 页

26

CN 109983849 A

26



图6B

图6C

图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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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B

图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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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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