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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盟通过法令限制电子用品中铅等有害物质的使用，含铅电子产品不久将退出市场，电子封装的无铅化已成 

必然趋势．焊料的无铅化是无铅封装的关键，目前无铅焊料的研究集中在sn基焊料和导电胶粘剂两个方向．文中介绍 

了三种典型无铅焊料体系的不足之处，以及银导电胶研究中的三个难题。另外，关于无铅焊料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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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nd Towards Lead-free in Electronic Packages and Its Chok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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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Ie European Union has passed two prescripts to restrict the use of lead and orther injurant in electronic 

products．-nIe products containing lead will be eliminated in market sOOn．Lead-free solder is the key to electronic assembly 

enginecring(1ead-free package)．Now the research on lead-free solder focuses on two fields：Sn base solder and conductive 

adhesive．’nIe disadvan tages of three typical lead．free solders．and three problems in the conductive adh esive study arc 

discussed．Sofar,thereis nointernational standard abouttheuseoflead．free s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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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用品废弃物造成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国 

政府纷纷制定相应的法规约束电子用品的使用材料和 

废弃物的处理，使电子封装的环境友好化要求成为全 

球趋势。目前电子产品无铅封装已是厂家的卖点和争 

取订单的必备条件，而我国在这方面较国外要滞后。 

无铅化，单就限制铅的使用来讲，技术瓶颈之一在于 

无铅焊料。 

l 欧盟成员国的无铅化进程 

欧盟 1998年4月提出的WEEE／RoHS指令案已于 

2003年2月 l3日生效，其成员国要在 2004年 8月 l3 

日前将该指令案的内容纳入本国法律条文中。WEEE 

是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电子电气废弃物的指令 

案，它要求由制造业者负责回收其可能污染环境的产 

品，并对 电子电气废弃物的处理作了原则性规定； 

Rolls是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 

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指令案，它限制了某些有 

毒有害物质在电子电气产品中的使用，相关内容可以 

参考文献【l_4】。这意味着进入欧盟的电子电气产品要 

满足两个要求：(1)有毒有害物质，包括铅、镉和汞 

等，含量不能超过法律规定值：(2)废弃物的处理要 

符合法律规定，否贝IJ不能进入欧盟市场。 

欧盟各国恰是我国家电等电子产品的大型市场，因 

此摆在国内电子产业面前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做到封 

装无铅化和限量使用有害物质后电器的可靠性不低于 

原来水平，第二是电子产品报废后的处理及回收符合环 

保要求。两个问题都涉及到材料的选择和工艺的修订， 

技术上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还有法律规定、营销策略等。 

目前最为紧迫的是封装的无铅化，因为 2004年 8月 l3 

日起欧盟将实行电子元器件进口无铅化政策；再就是加 

紧开发取代其它有毒物质的新材料，同时部分厂家还要 

对产品进行改造设计以符合废弃物处理的规定。如果我 

国以出口为主的该类企业还不解决无铅和废弃物处理 

的设计问题，那么不久在这种非关税贸易壁垒面前会面 

临出口停滞的危机。表 1列出了全球几大电子电器公司 

产品无铅化的范围及时间安排。 

电子器件中的铅主要存在于用作连接材料的焊料 

或焊膏中，使用无铅焊料是无铅化的关键，无铅焊料 

技术不过关，就无法实现无铅封装的目标。目前无铅 

焊料的研究有金属焊料和导电胶两个方向，这两类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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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材料都有产品出售，并且都有技术缺陷，其应用存 

在诸多条件限制，成本偏高。 
裹1 几个大电子电器公司的无铅化进程 

Tab．1 Thelead-freeprogressof some：bigelectronic company 

公司名称 使用范围 期限 备注 
VCR 2001年3月 Sn-2．5Ag-lBi一0．5Cm 

索尼 Sn-Ag·cu熔焊； 全部 2001焦 
同时采用无卤化基板 

5O％ 2004焦 三菱 四种家用产品 

全部 2005焦 

英特尔 全部 2006证 

手机 2001年末 以 Sn-3．5Ag ．5Cu焊料 

Ericsson 新产品的8O％ 2002焦 为主，与此同时采用无 
实现无铅化 卤化基板 

Phili~ 灯具用基板 1999年 l2月 熔焊：Sn-lAg一5Bi 
通讯产品 5％ 2003焦 

摩托罗拉 以上无铅化 Sn-Ag—Cu 

全部 2OlO年 

2 无铅焊料研究的现状 

2．1 锡基无铅焊料 

金属无铅焊料主要是以锡为基础，添加银、铜、 

铋、锌、铟等第二金属元素组成的合金，并通过微量 

添加第三、第四种金属元素来调整其熔点和力学物理 

性能，表 2给出了锡基二元合金焊料的优缺点。就使 

用温度来看，无铅焊料可以分为三类：高温锡一银(铜) 

系；中温锡—锌系；低温锡一铋系。下面将简述三种典 

型无铅焊料体系的问题。 
裹 2 Sn基二元合金无铅焊料 

Tab．2 Thebinary alloylead-free solderofSnbase 

成分 优点 缺点 

延伸率差：热疲劳性差； Bi 熔点低
；结合强度高 熔融温度高 

熔点低；浸润性高；热疲 熔融温度范围窄；经时性 
In 差；焊料有残渣：蠕变性 劳性好 

差；价格高 Sn 

熔点高l强度高：熔融温 浸润性差
； 电阻高；焊料 Zn 度范围大

；热疲劳性好； 
价格低 有残渣；焊接要N2保护 

熔融沮度范围大；强度 Ag
、 Cu 熔点高；产生合金层过多 高

：热疲劳性好 

(1)Sn—Ag-Cu系 

这种合金具有优良的物理性能和高温稳定性，与 

电镀 Sn-Pb层之间兼容性较好 (偶有脱焊现象)。焊料 

中Ag3Sn相成网状结构， Sn相被 Ag3Sn相包覆，使 

得焊料具有较高的剪切强度、韧性以及高温稳定性。 

与 Sn．Pb焊料相比，Sn—Ag—Cu系焊料的熔点高。 

Sn．Pb的熔点是 183℃，回流焊温度为 230℃，而 

Sn-Ag—Cu合金的熔点高达 217℃，要应用该焊料就要 

提高回流焊的温度，这对回流焊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待焊的器件及基板的耐热性也受到了考验。共晶温度 

过高限制了该焊料的推广使用。 

(2)Sn—Zn系 

Sn—Zn系合金的熔点在 198℃附近，与 Sn—Pb焊料 

很接近，两者的工艺设备可以共享。但 Zn容易氧化， 

实装性较差。日本厂家通过改良焊剂，可以在大气中 

钎焊，实装效果不亚于 Sn—Pb焊料。Sn—zIl系焊料与 

其它含 Bi焊料同样，也存在与 Sn—Pb电镀层的兼容性 

问题。目前，添加 3％Bi的Sn—zn合金已达到实用化， 

但二次返修时，会发生类似脱焊的现象；该焊料的最 

佳成分及用量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在不降低浸润性的 

范围内Bi含量越低越好，以提高焊接的可靠性。 

(3)Sn—Bi系 

Sn—Bi合金的共晶点为 139℃，采用这种焊料的实 

装温度可降到 200℃以下，可以减少能量消耗。但其 

延展性差，脆性大，剥离强度低，在意外冲击下往往 

产生剥离；与 Sn—Pb镀层的兼容性也不好。通过添加 

Ag等可以提高其延展性。这类合金可以用在对耐热温 

度要求不高的电器上，譬如家电制品。 
一

种无铅焊料至少应满足五个要求才能大规模使 

用：熔点适中；浸润性优良；力学性能合格；抗疲劳 

性能优良：电阻率低。目前的无铅焊料满足这五个基 

本要求还有难度，往往顾此失彼，这是金属无铅焊料 

研究的难点，也是其难以大面积推广使用的原因。 

2．2 导电胶 

导电胶在电子封装领域使用量逐渐增大，用于表 

面贴装和印制线路板等。关于导电胶的基本介绍可以 

参考文献[5，6】，简单说就是在树脂中添加金属粉末使 

之固化后起到胶粘和导电的作用。下面将主要介绍银 

粉掺合型导电胶制备中的三个基本难题。 

(1)电阻率过高 

导电胶的电阻率高低与银粉的添加量、形状和粒 

径分布等密切相关。电阻分三个部分：集中电阻、隧 

穿电阻和银粉内阻r7．8】。集中电阻是电流流过极小的导 

电连接触点而被汇集压缩时产生的电阻；隧穿电阻是 

电子因隧道效应穿过金属粒子之间空隙、覆盖的有机 

薄膜或氧化物层时产生的电阻。 

银粉的内阻对导电胶电阻的贡献很小，随着银粉 

添加量的增加，隧穿电阻的贡献由大变小，因为银粉 

量增加后，银粉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集中电阻则逐 

渐增加，添加量超过一定值之后，集中电阻对银粉的 

电阻贡献占主导。集中电阻与银粉之间的接触面积大 

小成反比，同等添加量的球状和片状银粉制成的导电 

胶，片状银粉导电胶的电阻率要大大低于球状银粉导 

电胶，所以银导电胶填充的一般是片状银粉。但若在 

片状银粉导电胶体系中添加球状银粉会降低电阻率， 

实验得出添加质量分数约为 10％。 

导电胶的电阻率要小于x0-~n·cm才能在实际封 

装中应用，通过片状银粉和球状银粉混用，选择合适 

的树脂体系，可以达到该要求。 

(2)剪切强度不够 

剪切强度本质上决定于树脂、固化剂、助剂及固 

化条件，但也很大程度上受银粉的形状、大小、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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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量及其与树脂间的粘结状况的影响。从复合材料 

力学角度看，银粉的填充量有一个最佳值，超过了这 

个值，聚合物网络结构的连续性遭到破坏，导电胶的 

强度会立即下降。要提高剪切强度可以减少银粉的填 

充量，但这样会使导电胶的电阻率上升，必须找到一 

个合适的填充值，满足力学和电学性能的要求。 

复合材料的聚合物如果和填料间存在中间相或化 

学吸附力学性能一般较好。如果在导电胶中，让银粉 

与聚合物之间形成比较牢固的中间相，通过中间相传 

递应力，则可以明显提高剪切强度。剪切强度要超过 

15 MPa(GB7 124---86)才合格。 

(3)常温保存期短 

目前国内外市售的导电胶大都在低温下运输和保 

存，常温下 (25℃)两三天就会逐渐固化，运输和储 

存成本高。如果能够延长常温保存期，这会给厂家很 

多方便。 

延长常温保存期涉及到树脂的固化过程。树脂在 

没有添加固化剂的情况下是非常稳定的，可以保存很 

长时间，将双酚 A型环氧树脂加热到200℃也不会发 

生聚合固化。当加入固化剂时，树脂的环氧基，在固 

化剂官能团的攻击下迅速开环而交联，形成聚合物。 

因此要延长常温保存期就要阻碍固化剂官能团与 

树脂的交联反应。从化学反应的活化能角度看，所用 

的固化剂的活化能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值：常温时，活 

化能相对较高，固化反应基本不发生：高温时 (一般 

150℃左右)，活化能相对较低，反应很快进行。另外， 

还可以用物理的方法阻碍固化剂与树脂的接触而达到 

常温长期保存的目的．在固化剂表面包上一层微胶囊， 

高温时胶囊才熔化，常温下反应不会发生。 

解决保存期短的问题，要选择合适的固化剂及助 

剂，不管用物理还是化学方法，都会影响到力学性能 

和电学性能，这是难点所在。 

银导电胶的电阻率和剪切强度合格是其在实装 

中应用的前提条件，老化实验检验合格后才能正式使 

用：常温保存期短的问题给运输和生产带来不便，不 

妨碍使用。 

要彻底实现无铅封装，待焊的电子器件材质不能 

含铅，其电镀的Sn-Pb层也要改成无铅镀层，如Sn-Ag、 

Sn．Cu、Sn-Bi等。另外，无铅焊料的润湿性一般不好， 

需要研制特别的助焊剂 (导电胶除外)。总之，无铅焊 

料的研究和使用牵涉的工艺的方方面面，问题很多。 

现阶段的各种无铅焊料各有相应的使用范围，还没有 
一 种能满足各种实装要求，也没有一种能与sn-Pb焊 

料媲美。在封装过程中可以根据无铅焊料的温度特性 

采取分阶段焊接的策略，以实现无铅封装的目标，不 

过这使工艺变得更复杂。 

3 无铅焊料标准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无铅焊料性能检测和评定 

的标准，关于标准的讨论正在进行中。日本作为一个 

电子电气设备大国，实施无铅化封装起步很早，现在 

无铅化程度和技术均处于领先地位(NEC公司于2002 

年末已实现全部产品的无铅化)，但其国内至今没有一 

个统一标准。欧美诸国制造商在无铅技术方面落后于 

日本，打算通过制定标准来掌握主动权，追赶在实用 

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制造商，以加快无铅化的 

进程。美国的Jabil等公司正在制定关于材料、回流焊 

温度、PCB装配过程和检测等方面统一的标准，因为 

无铅焊锡焊接温度和焊接性能的试验方法等还没有统 
一  

。 日本国内各厂商也在积极讨论标准制定并参与 

欧美标准的协商，标准的制定者必定是以有利于实现 

本国企业的最大利益为宗旨来书写，一旦欧美的生产 

测试等标准国际化，日本积累多年的大量无铅化成果 

(技术和设备)就会因为不符标准规定而付之东流。 

中国作为家电生产大国，在电子领域也占有一席 

之地，标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国内厂商及相关人 

员要采取积极的姿态参与标准的制定，争取将我国厂 

商的部分意志写进标准。 

4 结束语 

在电子封装产业无铅化进度我国比国外要落后， 

WEEF_~oHS指令案的生效和欧美日大厂商较快的无 

铅化封装进程对我们是个严峻的挑战，必须积极应对。 

尽管现阶段技术难点多、成本很高，各厂商仍应分类 

别、分层次加紧推进本厂无铅化的步骤，以期早日降 

低成本，获取更多利润。 

在锡基焊料的替代品导电胶粘剂研发这一块，我 

们与国外的差距并不大，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 

加紧研发，有所突破，将会改变我们无铅焊料研究完 

全被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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