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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装焊过程中造成多层陶瓷电容器（MLCC）的失效类型进行了归纳，结合 DPA 分析图进行对

比判断，对造成失效的原因和环节进行阐述，并从设计改进、工艺方法、装焊过程三方面进行管控、优化，最终

实现 MLCC 的高可靠性装焊。

过程或者试验阶段才

会彻底暴露出来。对

于引入性缺陷采取破

坏性物理分析（DPA： 
Destructive Physical 
Analysis）是一种有

效手段，通过对电容

器的剖面进行金相物

理检查 , 检查器件内

部分层、空洞、裂纹

等缺陷，可有效的对

器件失效模式进行判断，预防设计与

工艺相关的缺陷，最终达到保证产品

质量和可靠性的目的。

根据国内某实验室归纳总结，以

DPA 分析最终结论进行统计，MLCC
在装焊过程中常见的失效类型比例如

图 1 所示。

1.1 板弯失效

板弯失效，又称 45°角失效。

从金相切片图示上显示，见图 2，一

般会在瓷体和金属电极的交接点斜向

上呈线一条近似 45°角的裂纹线。经

过温度冲击、振动试验后，电流集中

片式陶瓷电容采用陶瓷材料作为

绝缘介质，其内部由多个电容

错位叠压而成，简称 MLCC。MLCC
具有体积小、单位体积电容量大、受

温度等环境因素对性能影响小等优

点，在军用通讯、雷达、炮弹引信、

航空、航天、武器系统等领域被广泛

应用。为了适应集成电路和表面贴

装技术的发展 , MLCC 朝着高容量和

小型化的方向发展 , 力求使多层陶瓷

电容器叠层层数多 , 介质层厚度薄。

但随着 MLCC 变得越来越小（薄），

MLCC 装配的难度加大且易出现失效

问题。本文作者结合生产现状，对装

焊过程中出现的 MLCC 失效问题进

行归纳总结，从优化生产工艺和设计

改进着手，最终实现 MLCC 的高可

靠性装焊。

1. MLCC失效类型

MLCC 可靠性高，可长时间稳

定使用，但如果器件存在来料缺陷或

者在装焊过程中产生缺陷，则会对其

可靠性产生影响。器件的来料缺陷，

包含 MLCC 烧结过程中产生的空洞、

烧结裂纹、分层等缺陷 ；器件的引入

缺陷主要包括装焊过程中的各种应力

损伤。

本文以下内容着重讲述装焊过

程 MLCC 的引入缺陷产生的原因，

引入缺陷造成的微裂纹往往很难从外

观上进行分辨，随着温度变化、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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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裂纹位置并使之逐渐发热升温，温

度过高将导致内部电极熔化及瓷体向

外膨胀，最终发生爆裂。

板弯失效形成的原因是主要是

装配过程中印制板受外力弯曲或焊接

后印制板、MLCC 电极端、陶瓷介质

三者的热膨胀系数不同 , 最终使两焊

接端产生相反方向的机械应力，见图

3，应力集中在电容最弱的位置，一

般在瓷体和金属电极的交接点，最终

产生裂缝。

在生产装配过程中，板弯失效多

发生在拼板分割、印制板焊接后、机

械安装等装焊环节。

图 1. MLCC 在装焊过程中常见的失效类型。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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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热冲击失效

当 MLCC 焊接时，由于 MLCC
的内外陶瓷的膨胀幅度不一样，易从

焊接端头开始形成带有弧形的裂痕，

图 4 为 MLCC 热冲击失效外观图，

图 5 为热冲击失效 DPA 图。

热冲击失效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温度曲线缺陷、焊接过程或焊接后温

度跳跃变化、未充分考虑器件的温度

特性而选用不适合工艺方法等造成。

在生产装配过程中，热冲击失效

多发生在波峰焊、补焊、手工焊等环节。

1.3 机械损伤失效

MLCC 由多个电容错位叠压而

成。陶瓷材料本身特性脆弱，多层叠

加后，受外力作用易断开而导致电容

失效。

在生产装配过程中，由机械损伤

引发的失效多发生在器件周转、表面

贴装、手工焊接、印制板清洗等环节。

1) 器件周转环节：器件磕碰、

跌落，可造成开裂；见图 6。
2) 表面贴装环节：吸嘴下行设

置高度误差，板面布局较集中无法使

用支撑柱或未使用支撑柱，可造成开

裂；见图 7。
3) 手工焊接环节：焊接过程烙

铁头或防静电镊子按压器件本体、器

件两端头焊锡量过多或不均匀，可造

成开裂，见图 8。
4) 印制板清洗环节：手工清洗

用力过大、清洗方法错误或清洗刷头

过硬，可造成开裂；若器件在前工序

已造成了内部裂纹存在，则 MLCC

在清洗工序中可能造成电极和陶瓷本

体脱落的现象，见图 9。
                                     
1.4 过压过流失效

施加在元器件上的激励稳定性

是保证元器件正常工作的重要条件，

而当外界电压或电流超过器件的最大

技术条件时，器件的性能会减弱甚至

损坏，而这种伤害俗称过度电性应力，

简称 EOS ；从 DPA 分析图可以看出，

遭受过度电性应以伤害的 MLCC，其

裂纹从内部开始呈爆炸状分散，如图

10 所示。

除去产品电路系统未设计限压、

限流保护方案因素外，在生产装配过

程中，造成器件过应力伤害最有可能

的原因就是静电伤害，因此装焊过程

的静电防护应该贯穿于产品的整个生

产、调试期。

1.5 其它类型失效

器件的保管与存放是容易忽视

的环节，比如湿敏器件的存放，空

气中的湿气通过扩散进去器件材料

的内部，而在回流焊过程中器件暴露

于 200℃的温度下，快速的湿气膨胀，

材料的不匹配以及材料界面的劣化等

因素的共同作用会导致器件内部的开

裂或分层；另外存储环境不匹配或者

超保质期器件氧化造成可焊性差等因

素都是器件失效原因之一，图 11 为

MLCC 焊接端头因为可焊性差造成的

焊点空洞缺陷。

                        
2. 改进与要求

根据上述造成 MLCC 器件失效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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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从以 3 个方面进行改进、优

化和加强。

2.1 设计与结构的改进

针对板弯失效模式应首先从结

构设计布局上进行优化，应充分考虑

MLCC 的尺寸、容量和电压特性对比。

同等材质、尺寸和电压值的 MLCC，
容值越高，介质层数就越多，每层就

越薄；同等材质、容量和耐压值的，

尺寸越小，每层就越薄；介质越薄越

容易断裂。因此，布局时要充分考虑

印制板的变形方向与 MLCC 的安装

方向以及器件的特性，板面尺寸。比

如拼板分割时，分割线边缘处所受的

机械应力最大，见图 12，在 EDA 板

面布局时，器件位置应尽量远离分割

线且选择平行于分割线布置，可减少

所受应力；通孔元器件布局和铆接接

线柱的焊盘孔应与 MLCC 布局留有

安全距离。PCB 板安装时应，板上的

连接器附近加装滤波电容，进行连接

器插拔时，若连接器周围没有板面支

撑设计，PCB 板产生翘曲变形也可

导致附近的器件产生裂纹，因此可考

虑在连接器周围增加安装孔或垫柱设

计，以减少插拔过程印制板的变形。

其次，从工艺设计流程上进行优化，

通过制作托盘工装，将丝网印刷→表

面贴装→回流焊接→裁板这种工艺流

程改为表贴喷印→表面贴装→回流焊

接工艺流程，以托盘工装为载体连接

各小板，可省去拼板后再裁板的工步，

图 13 为某产品使用托盘工装后的效

果图。

若板面布局受结构因素影响无

法更改，可适当考虑降档选择引线封

装的电容或者采用开路式设计①的电

容器或带有支架的电容进行替代。

2.2 工艺的改进

工艺方法选择上应多考虑MLCC
的温度特性和尺寸，避免热应力造

成的缺陷。比如 1210 以上的大尺寸

MLCC，在选择焊接工序时，不宜采

用波峰焊接，因为大尺寸的电容导热

设计不如小尺寸，容易造成电容受热

不均匀，从而产生破坏性应力。而一

但焊接方法确定为波峰焊接或回流焊

接时，应注意焊接设备的温度曲线设

置，温度曲线应由授权的工艺技术人

员负责设定，验证、修改和发布；参

数设置中跳跃温度不能大于 150℃，

温度变化不能大于 2℃ / 秒，预热时

间应大于 2 分钟以上，焊接完毕不能

采取辅助降温设备，应自然随炉温冷

却。典型有铅的 MLCC 波峰焊接曲

线见图 14 所示，典型有铅的 MLCC
回流焊曲线见图 15 所示。

手工焊接前，应增加焊接前的预

热工序，根据尺寸的不同，预热时间

也有所不同，见表 1 ；预热时 ESD 镊

子和 MLCC 应同时放置在加热台上，

可以避免镊子接触 MLCC 时产生温

度变化；同时为避免器件的过热损伤，

应逐个预热、逐个焊接。焊接时，焊

料高度应有所控制，因为焊锡冷却后

产生收缩力，若器件电极两端焊料高

图 11

图 12 

图 13

图 15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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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一致则产生大小不等的收缩力，后期环节外力作用于

MLCC 本体易造成电极拉脱现象。因此，手工焊接时，电

极两端的焊料高度已控制在电容本体高度的 1/3 ～ 2/3 位

置为宜，见图 16。手工焊接全过程，禁止烙铁头直接接

触电容电极或本体；若在工艺文件规定时间内未焊好，应

等焊点冷却后再复焊，复焊次数不得超过两次；以上的内

容，应切实落实到相关文件中。

2.3 产品防护及其它要求

由于陶瓷介质的脆性，任何环节所受的机械外力损

伤都有可能对 MLCC 造成潜在的失效隐患。因此，全程

的防护思想应该深入产品的全流程环节，在以下可能对

MLCC 产生失效的环节应做到“六应该、六禁止”原则。

1) 存 储 环 节，MLCC 的 存 储 温 度 范 围 应 控 制

在 -10℃～ 30℃，相对湿度小于 70%RH；且周围不能有氯、

硫磺之类的腐蚀性物质存在。超期使用的器件应检测器件

的可焊性方能使用，严禁破坏电容的原包装存储或可焊性

测试不合格器件进行装焊。

2) 周转配送环节，器件应装入专用料带中周转和配

送，严禁裸放或多料周转。

3) 贴装环节，吸嘴的下行高度应设置准确，器件更

换或布局调整后应及时对参数进行调整，基板的支撑杆应

均匀放置于贴装电容的附近，严禁无支撑或支撑分布不均

衡现象存在。

4) 焊接环节，器件应轻拿轻放，预热焊接，为求贴

板安装严禁钮子按压器件本体，焊接温度和次数应在工艺

文件可允许的范围进行。

5) 清洗环节，动作应轻柔，严禁垂直于器件方向进

行手工清洗，且慎用或禁用超声清洗工艺。

6) 测试环节，应合理优化测试方案，周期性通断和

环境温度的周期性变化 , 会使 PCB、陶瓷、电极三者的热

膨胀失配从而使器件产生裂纹的可能性；测试电路中无限

压、限流保护设计，可引起器件过压、过流失效。

以上任意环节，有可能造成 MLCC 瓷体破损或微裂

纹的动作或不确定的判断，都应对器件进行更换，以免增

加后期排故难度。

3. 结论

MLCC 属于新型电子元器件，是电子信息产品不可

或缺的基本组件之一；它在各类军用、民用电子产品的多

种电路中被广泛应用。因此，MLCC 的装焊质量控制显得

尤为重要，所以产品的可靠性不仅是设计出来的，也是生

产出来的，而检验只能验证产品的可靠性，不能提高产品

的可靠性；从产品设计、生产工艺、过程管控三管齐下，

才是实现高可靠 MLCC 装焊的三个基本途径。

图 16

表 1. 预热时间要求。

序号 封装类型 预热参数

1 0402、0603、0805 120℃， （40～50）s

2 1206、1210、1812 120℃， （60～70）s

3 2220、2225、3035 120℃，（90～100）s

Electrolube 于慕尼黑电子展推出全新的 HTSX 系列超高性

能热界面材料及 GF300UT 超薄液态间隙填充剂。

HTSX 是一种有机硅热界面材料，相对其姊妹产品硅胶传热

复合物（SHTC, Silicone Heat Transfer Compound）更加适应极端的

工作条件；它具有较高的导热性，操作温度范围更宽、热稳定性

更好，同时显著减少了油渗现象。HTSX 符合 RoHS-2 标准，作为

非固化导热焊膏材料，它易于使用，若有必要的话也适用于返修。

HTSX 是理想的散热材料，或者作为组件之间的热间隙填

充材料，目的是给电子设备导热。在 -50℃至 +200℃工作温度范

围内，HTSX 具有 1.58 W/mK（保护热板）和 1.05W/mK（热流）

的高导热率。在需要有效和可靠热耦的电气及电子元器件，以及

热导或散热相当重要的任何表面上，HTSX 材料首当其冲。该材

料能用 35ml 注射器和 830g 药筒包装，方便使用。

GF300UT 超薄液态间隙填充剂是一

款高度导热的产品。两部分产品是硅胶

基座填充材料，具有优异的热性能、长

期可靠性和合规性。GF300UT 的工作温

度范围在 -50℃至 + 200℃之间，可在室

温下固化或快速加热。该材料的热导率

为 3.0W/mK，与传统的间隙填充材料不

同，GF300UT 可实现非常低的黏合剂层

厚（0.035mm），因而热阻较低。GF300UT 具有优异的触变性能

和低粘度，可轻易用于点胶、丝网印刷和模版印刷。GF300UT
固化后这种液态间隙填充产品会形成低模量弹性体可消除抽空。

GF300UT 的典型应用包括汽车电子、计算机、半导体、电信、

LED 和集成栅极双极晶体管（IGBT）。 

先进热管理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