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80031182.6

(22)申请日 2016.02.0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61549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1.19

(30)优先权数据

2015-110553 2015.05.29 JP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7.11.28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JP2016/053831 2016.02.09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6/194404 JA 2016.12.08

(73)专利权人 西铁城电子株式会社

地址 日本国山梨县富士吉田市上暮地1-

23-1

    专利权人 西铁城时计株式会社

(72)发明人 今井贞人　渡边将英　石井广彦　

平泽宏希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1300

代理人 刘煜

(51)Int.Cl.

H01L 33/50(2006.01)

H01L 33/54(2006.01)

(56)对比文件

JP 2012109478 A,2012.06.07,

JP 2013232484 A,2013.11.14,

JP 2014135526 A,2014.07.24,

JP 2015056552 A,2015.03.23,

JP 2006303122 A,2006.11.02,

审查员 杨慧敏

 

(54)发明名称

发光装置及其制造方法

(57)摘要

提供一种发光装置及其制造方法，其能够极

力地抑制使来自高密度安装的多个发光元件的

出射光与密封发光元件的树脂中所包含的荧光

体所产生的激发光混合而得到的实际的光的色

感与设计值的偏差。发光装置具有：基板；密集地

安装在基板上的多个发光元件；不包含荧光体，

且被配置在多个发光元件的元件之间的第一树

脂；以及含有荧光体，且覆盖多个发光元件的露

出部的周围的第二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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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具有：

基板；

通过固晶被密集地安装在所述基板上的多个发光元件；

第一树脂，其是所述多个发光元件固晶用的粘接剂，不包含荧光体，且通过溢出至所述

多个发光元件的元件之间而被配置在所述元件之间；以及

第二树脂，其含有荧光体，且覆盖所述多个发光元件的露出部的周围，

通过所述第一树脂将所述多个发光元件配置在所述基板上，并在所述第一树脂固化前

将相邻的发光元件彼此的间隔缩小，由此使所述第一树脂溢出至所述多个发光元件的元件

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发光元件以相邻的发光元件彼此的间隔为5μm以上且50μm以下的方式密集地

安装在所述基板上。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具有光学元件，所述光学元件以覆

盖所述第二树脂的方式载置在所述基板上。

4.一种发光装置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通过作为固晶用的粘接剂的、不包含荧光体的第一树脂将多个发光元件配置在基板上

的工序；

通过在所述第一树脂固化前将相邻的发光元件彼此的间隔缩小，使所述第一树脂溢出

至所述多个发光元件的元件之间，从而利用所述第一树脂来填塞所述元件之间的工序；以

及

采用含有荧光体的第二树脂来覆盖所述多个发光元件的露出部的周围的工序。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的填塞的工序中，在所述第一树脂固化之前使相邻的发光元件彼此的间隔缩小

到5μm以上且50μm以下的范围，使所述第一树脂溢出至所述元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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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装置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发光装置及其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已知有在陶瓷基板、金属基板等通用基板上安装有LED(发光二极管)元件等发光

元件的COB(Chip  On  Board(板上芯片))发光装置。在这样的发光装置中，采用含有荧光体

的树脂来密封例如发出蓝色光的LED元件，使通过来自LED元件的光激发荧光体而得到的光

混合，从而根据用途而得到白色光等。

[0003] 例如，在专利文献1中，记载了如下的发光二极管，其具备：具有固晶用的安装面的

高热传导性的散热基台；被载置于散热基台上，并具有露出安装面的一部分的孔部以及从

散热基台的外周缘向外方突出的突出部的电路基板；通过孔部而被安装于安装面上的发光

元件；以及对该发光元件的上方进行密封的透光性的树脂体，在突出部的外周缘形成与发

光元件导通的通孔，在该通孔的上表面以及下表面设置有外部连接电极。

[0004] 又，在专利文献2中，记载有如下的LED封装体，其具有：形成有凹部的腔体；以贯通

凹部的底部的状态被安装于腔体中的凸状的散热块(基座部)；被搭载在散热块上的散热基

板(サブマウント基板)；被配置在散热基板上的多个LED芯片；与各LED芯片电连接的引线

框；内包各LED芯片的荧光体层；以及被封入凹部的由硅树脂形成的透镜。

[0005] 又，在这样的发光装置的制造时，例如为了抑制色度的不均，进行了在使分散于树

脂内的荧光体沉降后使树脂固化的处理。例如，在专利文献3中，记载了一种发光元件封装

体的制造方法，其包含：在基板上形成疏液剂(撥液剤)图案的工序；在基板的疏液剂图案的

内侧安装LED芯片的工序；在疏液剂图案的内侧涂敷混合有荧光体的密封树脂的工序；以及

在无风状态下使密封树脂内的荧光体沉降的工序。

[0006] 现有技术文献

[0007] 专利文献

[0008] 专利文献1：日本专利特开2006－005290号公报

[0009] 专利文献2：日本专利特开2010－170945号公报

[0010] 专利文献3：日本专利特开2012－044048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11] 在将透镜等光学元件搭载于发光装置之上而将出射光聚光的情况下，为了提高聚

光性，希望尽可能使发光装置的发光部小型化。然而，要想以一个发光元件来实现发光部的

话，为了确保所需的发光强度而必须使用大型的发光元件，存在制造成本上升、或者对发光

元件的电流供给不均匀从而导致发光效率变差等不良的情况。因此，想到高密度地安装多

个发光元件，在确保所需的发光强度的同时实现小型的发光部。

[0012] 然而，在将多个发光元件安装于基板上，采用含有荧光体的树脂来密封这些发光

元件，使来自发光元件的出射光与由荧光体产生的激发光混合而得到目标白色光等的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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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中，存在实际的出射光的色感与目标光的色感不同的情况。这是因为，为了防止短路，

发光元件彼此之间是隔着某程度的间隔进行安装，因此密封树脂中埋在发光元件彼此之间

的部分中也包含有荧光体，由此，荧光体层中的该光的通过距离因光从发光元件的哪个表

面出射而不同的。由于自发光元件的出射位置以及出射方向的不同，荧光体层中的光的通

过距离发生变化，与荧光体对应的颜色的光的强度也与之相应地变动，因此难以使实际的

出射光的色感与设计值一致。

[0013] 在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发光装置及其制造方法，其极力地抑制了使来

自高密度安装的多个发光元件的出射光与密封发光元件的树脂中所包含的荧光体所产生

的激发光混合而得到的实际的光的色感与设计值的偏差。

[0014] 提供一种发光装置，其特征在于，具有：基板；密集地安装在基板上的多个发光元

件；不包含荧光体，且被配置在多个发光元件的元件之间的第一树脂；以及含有荧光体，且

覆盖多个发光元件的露出部的周围的第二树脂。

[0015] 在上述的发光装置中，优选为，多个发光元件以相邻的发光元件彼此的间隔为5μm

以上且50μm以下的方式密集地安装在基板上。又，上述的发光装置优选为，还具有光学元

件，所述光学元件以覆盖第二树脂的方式载置在基板上。

[0016] 又，提供一种发光装置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在基板上密集地安装多个

发光元件的工序；将不含有荧光体的第一树脂配置在多个发光元件的元件之间的工序；以

及采用含有荧光体的第二树脂来覆盖多个发光元件的露出部的周围的工序。

[0017] 在上述的制造方法的配置的工序中，优选为，从侧方对安装于基板上的多个发光

元件的元件之间注入第一树脂，采用第一树脂来填塞多个发光元件的元件之间。上述的制

造方法中，优选为，第一树脂是用以在安装的工序中使多个发光元件与基板粘接的树脂，在

配置的工序中，使第一树脂溢出至多个发光元件的元件间，从而用第一树脂来填塞多个发

光元件的元件之间。

[0018] 根据上述的发光装置及其制造方法，能够极力地抑制使来自高密度安装的多个发

光元件的出射光与密封发光元件的树脂中所包含的荧光体所产生的激发光混合而得到的

实际的光的色感与设计值的偏差。

附图说明

[0019] 图1的(A)～(C)是发光装置1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

[0020] 图2是发光装置1的放大截面图。

[0021] 图3是带有透镜80的发光装置1’的侧视图。

[0022] 图4是示出LED元件30彼此的安装间隔与发光装置1’的照度的关系的图表。

[0023] 图5的(A)～(C)是示出发光装置1的制造工序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

[0024] 图6的(A)～(C)是示出发光装置1的制造工序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

[0025] 图7的(A)～(C)是示出发光装置1的制造工序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

[0026] 图8的(A)～(C)是示出发光装置1的制造工序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

[0027] 图9的(A)～(C)是发光装置2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

[0028] 图10的(A)～(C)是示出发光装置2的制造工序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

[0029] 图11的(A)～(C)是示出发光装置2的制造工序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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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12的(A)～(C)是示出发光装置2的制造工序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

[0031] 图13的(A)～(C)是示出发光装置2的制造工序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参照附图对发光装置及其制造方法进行说明。但是，应理解为本发明并不限

定于附图或者以下所记载的实施方式。

[0033] 图1的(A)～图1的(C)是发光装置1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图1的(A)是作为完成品

的发光装置1的俯视图，图1的(B)是沿图1的(A)的IB－IB线的截面图，图1的(C)是沿图1的

(A)的IC－IC线的截面图。发光装置1包含LED元件作为发光元件，例如作为照明用LED、LED

电灯泡等各种照明装置而被利用。发光装置1具有安装基板10、电路基板20、LED元件30、树

脂框40、密封树脂50、透明树脂60以及齐纳二极管70作为主要的构成要素。

[0034] 作为一例，安装基板10是具有基本正方形的形状的、在其上表面的中央具有供LED

元件30安装的安装区域的金属基板。安装基板10还作为使由LED元件30以及后述的荧光体

的粒子所产生的热散热的散热基板而发挥作用，因此，例如由耐热性以及散热性优异的铝

构成。但是，安装基板10的材质只要是耐热性和散热性优异的材质即可，例如也可以是铜等

其他金属。

[0035] 作为一例，电路基板20具有与安装基板10相同大小的基本正方形的形状，在其中

心部具有矩形的开口部21。电路基板20的下表面例如通过粘合片被粘帖固定在安装基板10

的上。在电路基板20的上表面上，形成有+电极侧的配线图案22A和-电极侧的配线图案22B。

又，在位于基板20的上表面的对角的两个角部，形成有用于将发光装置1连接于外部电源的

连接电极23A、23B。连接电极23A是+电极，连接电极23B是-电极，它们被连接于外部电源并

被施加电压，由此发光装置1发光。又，在电路基板20的上表面，除了形成开口部21的外周部

分以及连接电极23A、23B的部分之外，还形成有覆盖配线图案22A、22B的白色保护层24(参

照后述的图5的(A))。

[0036] LED元件30是发光元件的一例，是发出例如发光波段为450～460nm左右的蓝色光

的蓝色LED。在发光装置1中，多个LED元件30排列成格子状地被安装于在电路基板20的开口

部21内露出的安装基板10的中央。在图1的(A)中，特别示出了安装有16个LED元件30的情况

下的例子。LED元件30的下表面例如通过透明的绝缘性的粘接剂等被固定于安装基板10的

上表面。又，LED元件30在上表面具有一对元件电极，如图1的(A)所示，相邻的LED元件30的

元件电极通过电线31相互电连接。从位于开口部21的外周侧的LED元件30引出的电线31被

连接于电路基板20的配线图案22A、22B。由此，电流经由电线31被供给各LED元件30。

[0037] 树脂框40是与电路基板20的开口部21的大小相符的由例如白色的树脂构成的基

本矩形的框体，被固定于电路基板20的上表面的开口部21的外周部分。树脂框40是用于防

止密封树脂50流出的阻挡件，而且使从LED元件30向侧方射出的光朝向发光装置1的上方

(从LED元件30来看是与安装基板10相反的一侧)反射。

[0038] 另外，在发光装置1中，安装基板10上的安装区域、电路基板20的开口部21以及树

脂框40为矩形，但它们也可以是圆形等其他的形状。

[0039] 密封树脂50是第二树脂的一例，其被注入开口部21内，覆盖多个LED元件30的露出

部(例如，LED元件30的上表面、被安装于最外侧的LED元件30的树脂框40侧的侧面等)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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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由此，密封树脂50一体地包覆多个LED元件30以及电线31的整体而进行保护(密封)。例

如，作为密封树脂50，使用环氧树脂或者硅树脂等无色且透明的树脂，尤其是具有250℃左

右的耐热性的树脂即可。

[0040] 又，在密封树脂50中分散混合有黄色荧光体等荧光体(后述的图2的荧光体51)。黄

色荧光体是吸收LED元件30所射出的蓝色光并将其波长转换为黄色光的、例如YAG的

(yttrium  aluminum  garnet(钇铝石榴石))等粒子状的荧光体材料。发光装置1射出通过使

来自蓝色LED即LED元件30的蓝色光和由该蓝色光激发黄色荧光体所得到的黄色光混合而

得到的白色光。

[0041] 或者，密封树脂50可以含有例如绿色荧光体和红色荧光体等多个种类的荧光体。

绿色荧光体是吸收LED元件30所射出的蓝色光并将其波长转换为绿色光的、例如(BaSr)

2SiO4：Eu2+等粒子状的荧光体材料。红色荧光体是吸收LED元件30所射出的蓝色光并将其波

长转换为红色光的、例如CaAlSiN3：Eu2+等粒子状的荧光体材料。在该情况下，发光装置1射

出通过使来自蓝色LED即LED元件30的蓝色光和由该蓝色光激发绿色荧光体以及红色荧光

体所得到的绿色光以及红色光混合而得到的白色光。

[0042] 透明树脂60是第一树脂的一例，是与密封树脂50同样的环氧树脂或者硅树脂等无

色且透明的树脂，但与密封树脂50不同，其不含有荧光体。透明树脂60在密封树脂50被注入

开口部21内之前被注入位于多个LED元件30之间的间隙，由此将LED元件30的元件间填满。

即，透明树脂60填塞了多个LED元件30的元件间的各LED元件30的下端至上端的空间。

[0043] 齐纳二极管70为了防止LED元件30被静电等破坏而被设置在电路基板20上。齐纳

二极管70与多个LED元件30并联地连接于配线图案22A、22B(参照后述的图7的(A))，在电压

被反向施加给LED元件30时，使电流旁通来对LED元件30进行保护。

[0044] 图2是发光装置1的放大截面图。在图2中，放大示出了图1的(B)中的LED元件30的

附近。又，在图2中，还示出了密封树脂50中所含有的荧光体51。在发光装置1中，通过在多个

LED元件30的元件之间填充透明树脂60，荧光体51不会进入到元件之间，而是存在于LED元

件30的上表面的上侧。荧光体51可以在密封树脂50内均匀地分散，但在图2中，示出了荧光

体51沉淀在LED元件30和透明树脂60的正上方的状态。

[0045] 假设不存在透明树脂60，密封树脂50也填充在蓝色LED即LED元件30的元件之间，

荧光体51也进入LED元件30的元件之间的话，则与出射自LED元件30的上表面的出射光相

比，出射自侧面的出射光更长地通过黄色荧光体即荧光体51的层而被出射至发光装置的外

部，因此黄色光的强度会变强。即，黄色光的强度根据自LED元件30的出射位置以及出射方

向的不同而变动，因此出射光的色感就会与设计值有偏差。

[0046] 但是，在发光装置1中，由于存在有透明树脂60，所以荧光体51不会进入LED元件30

的元件之间，所以即使是从LED元件30朝侧方出射的光，在通过元件之间而到达LED元件30

的上表面的上侧为止，都不会发生颜色的变化。因此，来自LED元件30的上表面的出射光和

来自侧面的出射光在LED元件30的上表面的上侧通过相同距离的荧光体51的层而被出射到

发光装置1的外部。即，在发光装置1中，出射光在荧光体层中通过的距离是固定的，不取决

于自LED元件30的出射位置和出射方向。因此，在发光装置1中，从LED元件30朝侧方出射的

光不会成为色感不均的原因，实际的出射光的色感与目标的光的色感的偏差不易产生，所

以能够得到色度均匀的出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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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另外，透明树脂60只要配置在元件之间以使荧光体51的粒子不实质地进入多个

LED元件30的元件之间即可，未必要填满多个LED元件30的元件之间的从各LED元件30的下

端至上端的空间整体。例如，LED元件30的元件间的上端被透明树脂60填塞且元件间存在有

气泡，因此一部分中存在未填充透明树脂60的部位也是可以的。

[0048] 在图2中，示出了在开口部21的内壁和位于外周侧的LED元件30之间的外周部分52

中也填充有透明树脂，且荧光体51未进入的状态。为了使得出射光在荧光体层中通过的距

离为固定从而避免色感的变动，优选为在外周部分52中也填充透明树脂60。但是，如果能使

荧光体51沉淀，并在外周部分52也以与LED元件30的上侧基本相等的厚度来配置荧光体51，

则未必需要利用透明树脂60将外周部分52填满。或者，可以在外周部分52填充不含有荧光

体的白色树脂来替代透明树脂60。

[0049] 图3是带有透镜80的发光装置1’的侧视图。在将发光装置1用作照明装置时，如图3

所示，透镜80例如以覆盖密封树脂50的方式配置在电路基板20的上表面。透镜80是光学元

件的一例，对从发光装置1内的多个LED元件30出射的光进行聚光，并向发光装置1’的上方

出射。为了易于搭载透镜80，在电路基板20上扩展未被密封树脂50覆盖的区域的面积，确保

搭载透镜80的平面区域即可。在发光装置1中，多个LED元件30被密集地安装，能够不减少元

件数量地缩窄发光部(发光区域)，所以能够使来自LED元件30的出射光高效地入射至透镜

80。

[0050] 另外，可以根据发光装置1的用途，将例如滤光片等透镜80以外的光学元件载置在

电路基板20之上。例如，可以使来自发光装置1内的多个LED元件30的光通过平板形状的光

学元件出射而不是通过透镜80出射。

[0051] 图4是示出LED元件30彼此的安装间隔与发光装置1’的照度的关系的图表。图表的

横轴是LED元件30彼此的安装间隔d(μm)，纵轴是以将安装间隔d设为0mm时的来自发光装置

1’的出射光的照度为基准的相对照度I。另外，各LED元件30为1mm见方的矩形，透镜80的入

射端部为直径10mm的圆形。在图4中，分别示出了安装间隔d为30μm时和为50μm时的、通过了

透镜80的出射光的相对强度I的最大值(Max)、平均值(Ave)以及最小值(Min)。如图4所示，

关于相对强度I的最小值，由于透镜80的组装的偏差，安装间隔d为30μm时和为50μm时，与安

装间隔d为0μm时相比下降了20％左右。但是，关于相对强度I的最大值和平均值，在图示的

范围中是基本固定的，并不取决于安装间隔d。

[0052] 为了通过透镜80来聚光，LED元件30彼此的安装间隔d越狭窄则发光点越小，因此

较为优选。但是，为了避免例如相邻的LED元件30彼此间发生短路，安装间隔d需要确保最低

5μm左右。又，如果使安装间隔d过宽，则相对于透镜80的入射端部的直径来说，多个LED元件

30所产生的发光直径变大，会产生光的损失，因此来自发光装置1’的出射光的照度会下降。

例如，在使用图4的测量中所采用的透镜80的情况下，安装间隔d的上限优选为50μm左右。

又，安装间隔d为50μm左右以下的话，则在发光装置1的制造时，在LED元件30的元件之间填

充透明树脂60的工序就变得容易。因此，多个LED元件30优选为，以相邻的LED元件30彼此的

间隔为5μm以上且50μm以下的方式密集地安装在安装基板10上。

[0053] 然而，如果改变透镜80的大小、形状，例如使用比图4的测量中所采用的透镜大的

透镜作为透镜80等，则LED元件30彼此的安装间隔d的上限能够增大至200μm左右。因此，相

邻的LED元件30彼此的安装间隔可以是5μm以上且200μ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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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图5的(A)～图8的(C)是示出发光装置1的制造工序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图5的

(B)、图5的(C)、图6的(B)、图6的(C)、图7的(B)、图7的(C)、图8的(B)以及图8的(C)分别示出

沿图5的(A)的VB－VB线、VC－VC线、图6的(A)的VIB－VIB线、VIC－VIC线、图7的(A)的

VIIB－VIIB线、VIIC－VIIC线、图8的(A)的VIIIB－VIIIB线以及VIIIC－VIIIC线的截面。

[0055] 在发光装置1的制造时，首先，如图5的(A)～图5的(C)所示，将安装基板10与具有

开口部21的电路基板20重叠地贴合在一起。然后，如图6的(A)～图6的(C)所示，多个LED元

件30相互隔着5～50μm的间隔地被安装于在电路基板20的开口部21内露出的安装基板10的

上表面上。此时，在电路基板20的上表面的配线图案22A和配线图案22B之间，还安装有齐纳

二极管70。接下来，如图7的(A)～图7的(C)所示，接近的LED元件30彼此通过电线31相互电

连接，从开口部21的外周侧的LED元件30引出的电线31被连接于配线图案22A、22B。此时，齐

纳二极管70也通过电线71连接于配线图案22A、22B。

[0056] 接着，如图8的(A)～图8的(C)所示，在电路基板20的上表面的开口部21的外周部

分固定树脂框40。然后，将不含有荧光体的透明树脂60配置在多个LED元件30的元件之间，

进一步地，采用含有荧光体的密封树脂50来覆盖多个LED元件30的露出部的周围，对多个

LED元件30的整体进行密封。通过以上的工序，完成了图1的(A)～图1的(C)所示的发光装置

1。

[0057] 例如，使LED元件30相互隔着5～50μm的间隔地粘接在安装基板10上，在固晶用的

粘接剂固化之后，透明树脂60从上方被注入元件之间。或者，可以从侧方将透明树脂60注入

至被安装在安装基板10上的多个LED元件30的元件之间，利用毛细现象使该树脂在元件之

间扩散，由此采用透明树脂60将多个LED元件30的元件之间填塞。通过这些方法，多个LED元

件30的元件间的从各LED元件30的下端至上端的空间被透明树脂60填塞。尤其是在利用毛

细现象的情况下，LED元件30彼此的安装间隔优选为50μm左右以下。

[0058] 或者，可以通过固晶用的粘接剂隔着比较大的间隔地将LED元件30配置在安装基

板10上，并在粘接剂固化前将元件彼此的间隔缩到5～50μm的范围以使粘接剂溢出至元件

间，由此用粘接剂来填塞元件间。在该情况下，不需要另外将透明树脂60注入元件之间，用

于使多个LED元件30粘接于安装基板10的粘接剂(固晶胶)相当于第一树脂。

[0059] 或者，填充于多个LED元件30的元件间的透明树脂60可以是例如为了保护电线31

而覆盖LED元件30的上表面的涂料等。即，可以不另行将透明树脂60注入元件之间，而是将

涂料兼用作透明树脂60。

[0060] 图9的(A)～图9的(C)是发光装置2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图9的(A)是作为完成品

的发光装置2的俯视图，图9的(B)是沿图9的(A)的IXB－IXB线的截面图，图9的(C)是沿图9

的(A)的IXC－IXC线的截面图。发光装置2具有安装基板10’、LED元件30、树脂框40、密封树

脂50、透明树脂60以及齐纳二极管70作为主要的构成要素。发光装置2与发光装置1的不同

点在于，没有发光装置1中具备的具有开口部21的电路基板20。

[0061] 安装基板10’是例如由陶瓷构成的绝缘基板，在其上表面的中央具有供LED元件30

安装的安装区域。在发光装置2中，与发光装置1同样地，多个LED元件30也排列成格子状地

被安装于安装基板10’的中央。在安装基板10’的上表面，与发光装置1的电路基板20同样

地，形成有+电极侧的配线图案22A和-电极侧的配线图案22B，在位于安装基板10’的上表面

的对角的两个角部，形成有连接电极23A、23B。又，在安装基板10’的上表面，除了LED元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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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装区域的外周部分以及连接电极23A、23B的部分之外，还形成有覆盖配线图案22A、22B

的白色保护层24(参照后述的图10的(A))。

[0062] 树脂框40是与安装基板10’的安装区域的大小相符的由例如白色的树脂构成的、

与发光装置1的树脂框相同的基本矩形的框体。但是，树脂框40也可以是圆形等其他的形

状。密封树脂50被注入至安装基板10’上的由树脂框40包围的部分，一体地包覆多个LED元

件30的整体来进行保护(密封)。与发光装置1中的密封树脂50相同地，密封树脂50是分散混

入有荧光体的、硅树脂等具有耐热性的树脂。

[0063] 与发光装置1中的透明树脂60同样地，透明树脂60是不含有荧光体的环氧树脂或

者硅树脂等无色且透明的树脂。透明树脂60在密封树脂50被注入之前被注入存在于多个

LED元件30之间的间隙，由此将元件间填满以使荧光体不进入LED元件30的元件之间。齐纳

二极管70在安装基板10’上与多个LED元件30并联地连接于配线图案22A、22B(参照后述的

图12的(A))，在电压被逆向施加于LED元件30时，对LED元件30进行保护。

[0064] 在发光装置2中，由于存在有透明树脂60，密封树脂50内的荧光体不会进入LED元

件30的元件之间，因此出射光在荧光体层中通过的距离是固定的，而不取决于自LED元件30

的出射位置和出射方向。因此，在发光装置2中，实际的出射光的色感与目标的光的色感的

偏差也不易产生，能够得到色度均匀的出射光。

[0065] 另外，在发光装置2中，也只要荧光体51的粒子不实质地进入多个LED元件30的元

件之间即可，透明树脂60未必要填满多个LED元件30的元件之间的从各LED元件30的下端至

上端的空间整体。

[0066] 又，在发光装置2中，也优选为，在树脂框40和位于外周侧的LED元件30之间的外周

部分也填充透明树脂60或者白色树脂。但是，如果能使密封树脂50内的荧光体沉淀，并在外

周部分也以与LED元件30的上侧基本相等的厚度来配置荧光体，则未必需要利用透明树脂

60或者白色树脂将外周部分填满。

[0067] 又，在发光装置2中，也可以以覆盖密封树脂50的方式将与发光装置1’同样的透镜

80等光学元件载置在安装基板10’的上表面。又，在发光装置2中，也与发光装置1同样地，优

选为，以相邻的LED元件30彼此的间隔在5μm以上且50μm以下、或者5μm以上且200μm以下的

方式将多个LED元件30密集地安装在安装基板10’上。

[0068] 图10的(A)～图13的(C)是示出发光装置2的制造工序的俯视图以及截面图。图10

的(B)、图10的(C)、图11的(B)、图11的(C)、图12的(B)、图12的(C)、图13的(B)以及图13的

(C)分别示出沿图10的(A)的XB－XB线、XC－XC线、图11的(A)的XIB－XIB线、XIC－XIC线、图

12的(A)的XIIB－XIIB线、XIIC－XIIC线、图13的(A)的XIIIB－XIIIB线以及XIIIC－XIIIC

线的截面。

[0069] 在发光装置2的制造时，首先，准备图10的(A)～图10的(C)所示那样的、形成有配

线图案22A、22B、连接电极23A、23B以及白色保护层24的安装基板10’。然后，如图11的(A)～

图11的(C)所示，将多个LED元件30相互隔着5～50μm的间隔地安装于安装基板10’的中央。

此时，在安装基板10’的上表面的配线图案22A和配线图案22B之间，还安装有齐纳二极管

70。接下来，如图12的(A)～图12的(C)所示，接近的LED元件30彼此通过电线31相互电连接，

从安装区域的外周侧的LED元件30引出的电线31被连接于配线图案22A、22B。此时，齐纳二

极管70也通过电线71连接于配线图案22A、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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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接着，如图13的(A)～图13的(C)所示，在安装基板10’的安装区域的外周部分固定

树脂框40。然后，将不含有荧光体的透明树脂60配置在多个LED元件30的元件之间，进一步

地，采用含有荧光体的密封树脂50来覆盖多个LED元件30的露出部的周围，对多个LED元件

30的整体进行密封。通过以上的工序，完成了图9的(A)～图9的(C)所示的发光装置2。

[0071] 另外，发光装置1、2中的透明树脂60可以是白色树脂。即，采用不含有荧光体的白

色树脂作为第一树脂，也能与发光装置1、2同样地，使得实际的出射光的色感与目标的光的

色感的偏差不易产生，能够得到色度均匀的出射光。

[0072] 又，在上述的发光装置1、2中，LED元件30通过引线键合来安装，但上述的构成也同

样能够适用于LED元件被倒装芯片式安装的发光装置。即，如果用透明树脂来填塞被密集地

倒装芯片式安装在安装基板上的多个LED元件的元件之间，则密封树脂内的荧光体就不会

进入元件之间，因此与发光装置1、2同样地，实际的出射光的色感与目标的光的色感的偏差

不易产生，能够得到色度均匀的出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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