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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钎焊方法

(57)摘要

防止回流焊时的软钎料的飞散，且确实地去

除软钎料、电极的表面形成的氧化膜。本发明的

软钎焊方法具备如下工序：将焊膏涂布于印刷基

板上的电极，在该焊膏上安装电子部件的工序；

预热时(区间A)使腔室内为真空状态且约180℃，

将印刷基板加热，从而使焊膏中含有的无残渣用

助焊剂挥发的工序；还原时(区间B)使腔室内为

甲酸气氛且约200℃，将印刷基板加热，从而将形

成于电极等的氧化膜去除的工序；和，正式加热

时(区间C)使腔室内为真空状态且250℃，将印刷

基加热，从而使焊膏中含有的软钎料粉末熔融的

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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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软钎焊方法，其特征在于，具备如下工序：

第1工序，将焊膏涂布于基板上的软钎焊部，在该焊膏上载置电子部件，所述焊膏是混

合软钎料合金和无残渣用助焊剂而成的；

第2工序，使炉内为真空状态且第1温度，将所述基板加热，从而使所述焊膏中所含的所

述无残渣用助焊剂挥发；

第3工序，使所述炉内为还原气氛且第2温度，将所述基板加热，从而至少将所述软钎焊

部的氧化膜去除；和，

第4工序，使所述炉内为真空状态且高于所述第2温度的第3温度，将所述基板加热，从

而使所述焊膏中所含的软钎料熔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钎焊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1工序中，使用金属掩模，将

所述焊膏涂布于所述基板上的所述软钎焊部，所述金属掩模具有与所述基板上的所述软钎

焊部对应的部分开口的开口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软钎焊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软钎料合金的拉伸强度为

55MPa以上、伸长率为40％以下、0.2％屈服强度为40MPa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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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钎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将电子部件软钎焊于印刷基板上的软钎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而言，将电子部件软钎焊于印刷基板上的电极(软钎焊部)的情况下，通过印

刷法或排出法，将焊膏涂布于印刷基板的电极，之后，在回流焊装置的腔室内，对该印刷基

板进行预加热和正式加热，从而将电子部件软钎焊于印刷基板上。

[0003] 焊膏由混合有软钎料粉末和助焊剂的接合材料构成。近年来，在半导体行业、汽车

行业等广泛利用无需回流焊后的软钎焊部中的助焊剂残渣的清洗工序的无残渣焊膏。例如

专利文献1中记载了一种无残渣焊膏，其由如下成分形成：固体溶剂，其在常温下为固体、且

在回流焊温度下蒸发；高粘性溶剂，其在常温下为高粘性流体、且在回流焊温度下蒸发；和，

余量为液体溶剂，其在常温下为液体、且在回流焊温度下蒸发。

[0004] 另外，作为助焊剂的残渣对策，除使用上述无残渣焊膏之外，还已知有如下技术：

使用无助焊剂的预成型坯材料，将电子部件软钎焊于印刷基板上。例如专利文献2中记载了

一种电源模块，其在半导体元件与绝缘金属基板的接合中使用无助焊剂的软钎焊预成型坯

材料。上述情况下，回流焊使用无助焊剂的预成型坯材料，因此，在还原气氛中进行。

[0005] 现有技术文献

[0006] 专利文献

[0007]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04-025305号公报

[0008] 专利文献2：日本特开2008-172120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9] 发明要解决的问题

[0010] 然而，上述专利文献1中记载的软钎焊方法中，存在以下的问题。即，专利文献1中

记载的软钎焊方法中，在正式加热时，以残留有助焊剂的状态，在大气压下或氮气气氛下，

使软钎料熔融，因此，软钎料熔融时助焊剂会飞散，由于该助焊剂的飞散所产生的气势而软

钎料有时也会飞散。作为助焊剂飞散的理由，考虑助焊剂中含有的溶剂成分的残留。

[0011] 因此，本发明是鉴于上述课题而作出的，其目的在于，提供：防止回流焊时的软钎

料的飞散、且能确实地去除软钎料、电极的表面形成的氧化膜的软钎焊方法。

[0012] 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案

[0013] 本发明的软钎焊方法具备如下工序：第1工序，将焊膏涂布于基板上的软钎焊部，

在该焊膏上载置电子部件，所述焊膏是混合软钎料合金和无残渣用助焊剂而成的；第2工

序，使炉内为真空状态且第1温度，将前述基板加热，从而使前述焊膏中所含的前述无残渣

用助焊剂挥发；第3工序，使前述炉内为还原气氛且第2温度，将前述基板加热，从而至少将

前述软钎焊部的氧化膜去除；和，第4工序，使前述炉内为真空状态且高于前述第2温度的第

3温度，将前述基板加热，从而使前述焊膏中所含的软钎料熔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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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发明的效果

[0015] 根据本发明，可以防止回流焊时的软钎料的飞散，且可以确实地去除软钎料、电极

的表面形成的氧化膜。

附图说明

[0016] 图1A为示出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软钎焊方法的工序的一例的图。

[0017] 图1B为示出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软钎焊方法的工序的一例的图。

[0018] 图1C为示出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软钎焊方法的工序的一例的图。

[0019] 图1D为示出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软钎焊方法的工序的一例的图。

[0020] 图2为示出回流焊时的腔室内的温度与气压的关系的一例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边参照附图边对本发明的适合实施方式详细进行说明。

[0022] [软钎焊方法的工序例]

[0023] 图1A～图1D示出本发明的软钎焊方法中的半导体装置的制造工序的一例。图2示

出回流焊时的腔室内的温度与气压的关系(温度曲线)的一例。图2中，左侧的纵轴表示腔室

内的温度，右侧的纵轴表示腔室内的气压，横轴表示时间。

[0024] 本实施方式中，作为回流焊装置100，使用用于进行利用甲酸还原的软钎焊的回流

焊装置。需要说明的是，利用甲酸还原的回流焊装置是公知的，因此，对于详细的说明省略。

[0025] 首先，准备在印刷基板10的与电极(软钎焊部)同一部位形成有开口部的金属掩

模，使该金属掩模的开口部对准印刷基板10的电极后，载置于印刷基板10上。接着，通过移

动刮板使载置于金属掩模上的焊膏20填充至金属掩模的开口部内。焊膏20例如使用的是，

混合由Sn-3.0Ag-0.5Cu形成的软钎料合金和无残渣用助焊剂而成者。通过调整金属掩模的

开口部的开口尺寸、厚度，从而可以形成与任意大小的电极等对应的焊膏20。接着，如图1A

所示那样，将金属掩模从印刷基板10上拆卸后，在焊膏20上载置电子部件30(第1工序)。

[0026] 接着，如图1B所示那样，将安装有电子部件30的印刷基板10输送至回流焊装置100

的腔室内。在腔室内，如图2所示那样，在区间A的预热时，使腔室内为真空状态，且设定为

150～180℃(第1温度)。作为真空度，例如优选10～100Pa。由此，如图1C所示那样，成为焊膏

20中含有的助焊剂完全挥发了的无残渣的状态，成为印刷基板10上仅残留有软钎料粉末22

的状态(第2工序)。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方式中，图1C所示的助焊剂挥发了的状态的“无残

渣”中，如上述，除助焊剂完全挥发而成为没有助焊剂残渣的情况之外，还包括基本未见助

焊剂残渣的情况，具体而言，助焊剂残渣的量成为助焊剂中的1质量％以下。

[0027] 接着，如图2所示那样，在区间B的还原中，向回流焊装置100的腔室内供给甲酸，且

使腔室内从真空状态为大气压状态。另外，正式加热时的腔室内的温度设定为第1温度以上

且低于软钎料的熔融温度的温度(第2温度)。优选设定为比软钎料的熔融温度低10℃～20

℃的温度。由此，向腔室内供给的甲酸成分使印刷基板10的电极、软钎料的表面形成的氧化

膜还原，将电极、软钎料表面的氧化膜去除。即，即使为无助焊剂，也能去除电极、软钎料表

面的氧化膜(第3工序)。

[0028] 接着，如图2所示那样，区间C的正式加热中，腔室内的甲酸被排气，且使腔室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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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压状态为真空状态。作为真空度，例如优选10～100Pa。另外，正式加热时的腔室内的温

度设定为比软钎料的熔融温度高20℃～50℃、优选高20℃～30℃的温度(第3温度)。由此，

如图1D所示那样，通过软钎料熔融，从而电子部件30接合于印刷基板10上的电极(第4工

序)。软钎料熔融时，助焊剂挥发而不残留，因此，还可以防止软钎料的飞散。本实施方式中，

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工序，借助焊膏20将电子部件30软钎焊于印刷基板10上。

[0029] 实施例

[0030] 接着，对变更腔室内的温度、气压等回流焊条件进行回流焊时的回流焊后的空隙

的发生、助焊剂残渣、软钎料的飞散分别进行了验证。回流焊装置使用ATV  Technologie 

Gmbh公司制的SRO700。

[0031] 首先，制作由Sn-3.0Ag-0.5Cu形成的软钎料粉末，将作为无残渣用助焊剂的NRB60

与软钎料粉末进行混合，制作焊膏。接着，在铜板上涂布焊膏，在该焊膏上载置8mm见方的Si

芯片后，变更腔室内的温度、气压等回流焊条件进行软钎焊。最后，对于进行了软钎焊的铜

板，使用X射线检查装置，确认了回流焊后的空隙的发生和软钎料的飞散，使用电子显微镜

确认了助焊剂残渣。

[0032] (1)空隙的评价方法

[0033] 将X射线的倍率设为7倍，利用图像处理软件进行空隙率的测定。

[0034] ○：空隙率为1％以下。

[0035] ×：空隙率超过1％。

[0036] (2)软钎焊的评价方法

[0037] 如果软钎焊能正常进行则记作○，如果软钎焊无法进行则记作×。

[0038] 表1示出各回流焊条件下的回流焊后的空隙的发生、助焊剂残渣和软钎料的飞散

的结果。

[0039] [表1]

[0040]

[0041] 实施例1中，如表1所示那样，区间A中的预热时在真空状态下将焊膏加热，使助焊

剂完全挥发，因此，在回流焊后也未确认到助焊剂残渣。另外，区间C中的正式加热时，助焊

剂已经挥发，因此，也未确认到源自助焊剂的软钎料的飞散。进而，利用甲酸将氧化膜去除，

因此，也可以正常地进行软钎焊。软钎料熔融时，由于为真空状态，因此，也未确认到空隙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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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与此相对，比较例1中，如表1所示那样，区间A中未形成真空状态，因此，无法使助

焊剂完全挥发。因此，区间C中，使软钎料熔融时，助焊剂会以空隙的形式残留。之后，进行正

式加热的过程中残留的助焊剂挥发，会产生软钎料的飞散。比较例2中，仅进行1分钟的区间

B的基于甲酸的还原，因此，氧化膜会残留而未被充分去除，无法进行软钎焊。比较例3中，未

使区间C为真空状态。另外，区间B中，利用甲酸进行了氧化膜的去除，即使停止甲酸的供给，

甲酸也会残留在软钎料的周围，因此，使软钎料熔融时，甲酸会以空隙的形式残留。

[0043] 如以上说明那样，根据本实施方式，使预热时间比以往设定为更长、且此时使腔室

内为真空状态，因此，预热时可以使助焊剂完全挥发，可以确实地防止软钎料熔融时的软钎

料的飞散。另外，上述情况下，采用甲酸气氛回流焊，因此，也可以进行无助焊剂下的软钎

焊。使用甲酸进行回流焊时，可以在氢等还原气氛中进行回流焊。由此，可以在无空隙的状

态下边防止软钎料飞散边进行软钎焊，且可以省略助焊剂清洗工序。另外，助焊剂可以不含

去除氧化膜所需的活性剂。

[0044] 另外，根据本实施方式，使用金属掩模将焊膏20涂布于电极上，因此，软钎料粉末

22只要能制成软钎料粉末就可以使用任意组成。例如，也可以使用难以作为预成型坯加工

的难加工性的Sn-Sb系、Bi-Sn系软钎料等。作为难加工性的条件，软钎料合金的拉伸强度

(拉伸强度)为55MPa以上、伸长率(断裂伸长率)为40％以下、0.2％屈服强度(偏移法)为

40MPa以上。伸长率为关于金属加工的特性，伸长率如果小，则形成加工变困难。拉伸强度、

断裂伸长率、0.2％屈服强度的各测定方法依据JIS  Z  2241。0.2％屈服强度为塑性变形开

始的载荷，该值如果高，则加工所需的力变大。拉伸强度有时作为求出冲裁加工所需的力的

指标使用，该值如果高，则冲裁加工变困难。如果满足这些条件，则无法使软钎料较薄地延

伸，或进行冲裁时，产生龟裂、缺口。作为体现这样的特性的软钎料合金，例如可以举出：含

有10质量％以上的Sb的Sn-Sb系软钎料合金、含有80质量％以上的Bi的Bi-Sn系软钎料合

金。另外，通过调整金属掩模的开口直径、厚度，从而可以根据半导体元件、电极的形状、大

小而以任意的大小形成焊膏20。即，即使使用难加工性的软钎料材料的情况下，也可以自由

地设计软钎料形状。

[0045] 需要说明的是，利用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定

于上述实施方式中记载的范围。在不脱离本发明的主旨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实施方式加

以各种变更或改良。

[0046] 附图标记说明

[0047] 10 印刷基板(基板)

[0048] 20  焊膏

[0049] 22 软钎料粉末

[0050] 24  助焊剂

[0051] 30 电子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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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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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D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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