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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粉形貌 与尺寸对导电胶电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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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北京 100084；2．振华亚太高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贵州 贵阳 550018) 

摘要：从导电性角度考查银粉颗粒形貌和粒径大小对导电胶电阻率的影响。用不同形貌和不同平均粒径的银粉， 

按相同配方制成导电胶，比较其体电阻率。结果发现不同形貌的银粉体系的电阻率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填充片状银 

粉的体系电阻率与银粉平均粒径成反比，在 5—12肛m内，平均粒径越大电阻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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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 orphologies and Size of Ag Particle on Electrical 

Performance of Conductive Adhesive 

XIONG Sheng．hu ，YANG Rong．chun ，WU Dan-jing ，ZHENG Dong．feng ，TIAN Min．bo 

(1．Department of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2．ZhenhuaAsia·Pacific 

High·Tech Electronic Materials Co、，Ltd，Guiyang 550018，China) 

Abstract：The effects of silver particles morphologies and size on the electrical bulk resistivity of conductive adhesive 

were described．By different Ag powder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es and average diameter,their resistivities were compared in 

the same resin system．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orphologies influences resistivity greatly，where a distinction exists in 

exponential value between the different Ag powder．Furthermore，resistivity inverses with the particle size in the flake powder 

filled system．When the average diam eter increases in the region of 5-1 2 u m，resistivity de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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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银的电阻率为 1．59x10-6I'~·cm，导热系数为 

408 W／(m·K)，常温下其导电和导热能力是金属中最 

好的：银化学性质稳定，不易氧化，即使表层被氧化 

其氧化物也有一定导电性，因此银微粉在电子浆料中 

用途极为广泛。银粉做填料的缺点之一是成本高，二 

是在湿热环境下容易发生迁移⋯，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有研究人员采用镀银铜粉 或其它贱金属粉代替纯 

银粉做填料以节省成本，但都存在工艺复杂、易氧化 

及可靠性等问题。对高性能导电胶来说，银粉仍然是 

最佳填充材料。 

目前导电胶粘剂的电阻率过大 (10-3~10-4~·cm) 

是影响其应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与银粉的形貌和 

尺寸密切相关。日本工业技术开发研究所制备的特殊 

形貌的银粉HJ，如图 1(a)(b)(C)所示，针状突起 

粉、杆状突起粉和花卉状突起粉，配成导电胶后，在 

填充量只有 65％ (质量分数)的情况下，前两种粉体 

系的电阻率在 lxl0 Q·cm左右。第三种粉在平均粒 

径为 5岬 时电阻率竟然达到 6．6xl0-6Q·cm，低于 

Sn—Pb焊料的电阻率 1．78x10-5~·cm。 

笔者选用不同形貌和粒径的银粉，观察形貌和尺 

寸对导电胶的电性能的影响，讨论了造成电阻率差异 

的原因，并提出了制备低电阻率导电胶的方法。 

1 实验 

1．1 原材料 

共选用 7种银粉，1号为球形粉，2~6号为片粉， 

7号为无定形粉，数据见表 1，所有粉粒径均为正态分 

布。除 1号银粉外其它均为振华亚太高新电子材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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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生产，粉体形貌如图 1的 (d)(e)(f)所示： 

体系采用环氧树脂。 
表 1 银粉平均粒径 

Tab．1 Average diameter ofAg particles 

树脂 差别不大。 

Bm 4．75 75 607 32 7．99 11 43 58 平均粒径 ， I l 5． I ． I 7． 1 1 ． I 8． 

(a)针状突起粉 

垒 

(c)花卉状突起粉 

翌 

(b)杆状突起粉 

竺 巴 

(d)球形粉 

(e)片状粉 (f)尢定彤粉 

图 1 银粉扫描电镜照片 
Fig．1 Morphologies ofAg particles by SEM 

1．2 测试方法 

测试方法参考文献【5】，采用如下简单的方法：在 

载玻片上涂覆长 60 mm，宽 3 mm的线条，在恒温炉 

中 150℃固化 30 min，冷却后用 DT--3900型电阻测 

量仪测量电阻，用螺旋测微器测定膜厚度 (取 5点测 

量记平均值)，根据公式／9=R·s／Z计算电阻率，s为 

线条横截面面积，Z为线长，每个样品 6条线取平均 

值。 

2 结果与讨论 

2．1 形貌对电性能的影响 

实验结果如表 2所示，球形银粉电阻在仪器测试 

量程以外；片粉和无定形粉的电阻率在同一个数量级， 

表2 不同形貌的银粉体系的电阻翠 

Tab．2 Resistivityof systemswithdifferentmorpholo~esfiller 

根据传统复合材料导电理论：有效介质理论和渗 

流理论[6】，银粉颗粒在树脂体系中相互接触是导电的 

原因，这两种理论能很好地解释复合材料从绝缘体向 

导体转变的现象，但没有考虑填料粒径、接触面积和 

距离等细节问题，体系的正负温度效应、压阻现象都 

证明了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银粉表层存在分散剂， 

甚至薄的氧化物层【7 】，在胶固化后有聚合物包覆，这 

些物质都能影响体系的电性能。电子透过这些薄层时， 

会受到阻碍，即存在隧穿电阻，薄层的物理特性影响 

着体系的电性能。另外，电流在经过极小的导电接触 

点被汇集压缩时会受到阻碍，也就是集中电阻，集中 

电阻的大小受接触面积的大小控制。可以用式 (1)描 

述体系的电阻 J： 

R = Ro+ ／d + Z／a (1) 

式中：凰是银粉内阻； 是银的本征电阻率：d是接 

触点的直径； 是量子隧穿电阻率：a是接触点的面 

积；f是颗粒之间绝缘 (氧化物、树脂等)的厚度。 

体系的电阻与接触面积等密切相关。 

根据上式，可以解释填充形貌不同的银粉的体系 

电性能差异的原因。球与球之间的接触是点接触，隧 

穿电阻和集中电阻都很大，以至于出现电阻超过量程 

的现象，电阻率很高。片粉的接触面积大，面间距基 

本一致，集中电阻小，所以电性能好，电阻率低。无 

定形粉平均粒径是 8．58岫 ，从图 1(f)可以看出， 

它是由亚微米级的银颗粒 (一次粒子)聚集而成，配 

成导电胶后，银粉 (二次粒子)形状不规则，能互相 

啮合，总体接触良好，因此和片粉体系在电阻率上差 

别并不大。 

日本的花卉状粉制成的导电胶电性能比片粉的要 

好，可以看到其形貌类似在不规则球上长出片状物， 

片状物向空间伸展，各个 

方向都可以和其它颗粒接 

触，见图 1(c)；而由图 1 

(e)可见，片状粉是二维 

的，在空间有取向，只在 

固定的方向上搭接，填充 

量很大，见图2导电胶固 

化后的断面形貌。同片粉 

相比，在接触面积类似的 

情况下，花卉状粉多了在 

图2 导电胶固化后断面形貌 
Fig．2 Section view of cured 

conductive adhesive 

空间接触的机会，因此花卉状粉在质量分数为65％低 

填充量下电阻率就降到 lxlO_5Q·cm以下，针状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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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和杆状突起粉体系电阻率就大些 们。 

2．2 尺寸对电性能的影晌 

如表 3所示，在 5～12 lma范围内，电阻率随着银 

粉的平均粒径增加而降低。 
表3 电阻率和银粉平均粒径的关系 

Tab．3 Relation between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average diameter 

编号 p／rn·cm) ， 
● 

2 4．23×10_3 

4 一 

萝s 
3 2．62．xl0-3 暑z 
4 2．24×10_3 - 

5 I_75×10-3 0

．  

’l。I’I。I‘l。l。l 

5 6 7 8 9 10 ll 12 
6 7．15xl0-4 平均粒径 ／uIn 

据式 (1)可以做如下解释：导电胶的电阻值包括 

银粉内阻 (可以忽略)，隧穿电阻和集中电阻，在相同 

填充量的体系中，平均粒径小的银粉的颗粒间接触面 

积相对要小，电子在颗粒内部运行路程短，隧穿次数 

增加，集中电阻和隧穿电阻比较大，因此电阻率高， 

粒径大的粉电阻率就低。 

2．3 降低电阻率的途径 

从式 (1)可以看出要显著降低电阻率，就要增大 

粉体间的接触面积，降低粉体间的隧穿电阻和集中电 

阻。因此有以下途径：(1)制造具有特殊形貌的银粉， 

其平均粒径在保证导电胶工艺性能的条件下应尽可能 

大，让银粉有更大的接触机会和接触面积；(2)降低银 

粉表层包覆物厚度或改变其物理特性，如对银粉进行 

溶剂处理 或选用不同的树脂体系。 

由于 目前尚不具备大量制造具有特殊形貌银粉的 

技术，用方法 (2)获得低电阻率导电胶。选用片状银 

粉，对其进行表面处理后，更换旧有树脂体系，配制 

出了电阻率小于 5xl0-5Q·cm的导电胶，比一般导电 

胶的电阻率小 1个数量级。 

3 结论 

银粉的形貌对导电胶的电性能有极大的影响，形 

貌不同，体电阻率会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选用具有 

特殊形貌的银粉，会极大地降低体系的电阻率。 

常用的片状银粉填料，可以用无定形银粉取代， 

两者电性能并无显著差异。减小银粉表层包覆物的厚 

度或选用不同物理特性的树脂，能显著降低电阻率。 

银粉的平均粒径大小也影响体系的电阻率，电阻 

率一般与平均粒径成反比。在工艺允许的范围内，应 

尽可能选平均粒径大的银粉做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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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峰会论坛"在北京举行 
5月25日，由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联合主办，中国电子基础产 

品装备公司、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信息中心承办的 “2005年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峰会论坛’’在北京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周子学司长、陈伟副司长、王秉科副司长、张恩惠助理巡 

视员、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潘爱华副主任、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进出口管理处高素梅处长等 

领导出席了此次会议，并为第十八届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颁奖。 

在会上，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王秉科副司长、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基础产品 

处季国平处长先后发言；他们深入分析了我国电子元件产业的发展现状，并鼓励元件百强企业抓住机遇，做大 

做强，成为产权明晰、主业突出、技术领先、综合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中国电子信息发展研究院资 

深专家、教授董云庭、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林元芳分别做了专题报告：还有三位电子元件百强企 

业的总经理做了大会经验交流。 

在会上，正式公布了 “2005年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名单，并颁发了证书和奖杯，还向 “2004年度中国 

电子元件行业出口创汇前 10名企业”颁发了证书和奖杯。 

共有 150多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中包括来自北京电视台、《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电子报》等 

近 2O家媒体的记者，本次会议是历届电子元件百强会议规模最大的一次。各领导充分肯定了电子元件百强峰会 

对表扬元件百强、宣传元件百强、服务元件百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指示承办方要把明年的会议办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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