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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微粉填料对环氧灌封材料，陛能的影响
刘运学１－一。王晓丹２，范兆荣２，谷亚新１．一，礼航２。杨水林２

（１东北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０４；２沈阳建筑大学材料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１６８）
摘要：以液态双酚Ａ环氧树脂为基料，苯酐为固化荆，咪唑类为促进剂，苄基缩水甘油醚为稀释荆，硅微
粉为填料制得了性能优异的电器灌封材料。考察了硅微粉的种类及用量对环氧灌封材料的凝胶化时
间、冲击强度、吸水率、体积电阻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活性硅微粉对提高环氧灌封材料的性能有利，当活
性硅微粉用量为１５０质量份时。环氧灌封材料的综合性能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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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纯的环氧树脂具有高的交联结构，存在质
脆、耐热性不够好、抗冲击韧性差等缺点。而电子封

１．４性能测试
１．４．１体积电阻率：采用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

装用环氧灌封材料要求具有快速固化、耐热、低应

司生产的ｚｃ４６Ａ型高阻计，按照ＧＢ厂ｒ １４１０—２００进

力、低吸湿性和低成本。因此有必要研究环氧灌封

行测试。

材料体系中各组分对固化物性能的影响，指导实际

１．４．２冲击性能：采用深圳瑞格尔仪器有限公司生

生产．设计出综合性能较佳的配方。不仅降低了材

产的Ｒ）（Ｊ一２２型液晶显示冲击试验机．按ＧＢ厂ｒ

料的成本。还改善了灌封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电学性

１０４３—１９９３进行测试。

能。其次利用正交设计安排实验，分析环氧灌封材

１．４．３玻璃化转变温度：采用承德试验机有限责任

料主要组成部分对固化物性能的影响，从而进一步

公司生产的ｘｗＪ一５００Ｂ型热机分析仪。

得出综合性能最佳的配方。该实验得出的固化物影

１．４．４吸水率：按塑料吸水性试验方法ＧＢ厂Ｉ’１０３４—

响因数及配方对实际生产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１９９８进行测试。

１

１．４．５凝胶时间：采用平板小刀法，测试温度为

实验部分

２００℃。

１．１原料与试剂
Ｅ一５ｌ环氧树脂，固化剂混合物，活性稀释剂（苄

２结果与讨论
硅微粉是一种常见的同体无机填料，普通的硅

基缩水甘油醚），硅微粉：６００目，皆为工业品。
１．２实验仪器及设备

微粉不与环氧树脂灌封材料组分发生反应，是属于

旋片式真空泵；增力电动搅拌机；电热套；真空

惰性填料。为了更好地使硅微粉与环氧树脂相容。

干燥箱；常规玻璃仪器。

提高材料的性能．常对硅微粉进行表面改性。即硅

１．３工艺流程

微粉通过偶联剂处理形成活性硅微粉。

电子封装用环氧灌封材料制备工艺流程见图１。

活性硅微粉是以普通的硅微粉为原料．经硅烷
偶联剂按特定的工艺处理制得ｆｌＪ。硅微粉表面形成

徊一＋回一圈．＋圃

匹匦一圈
』

圈１

电子封装用环氧灌封材料制备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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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极薄而牢固的硅烷偶联剂膜。表面的有机基团
与环氧树脂和固化剂的反应基团在一定的条件下
起交联反应，从而表现出了填料的活性。改性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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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ｌ

的是为改变普通硅微粉表面原有的性质，即极性改

测试结果表明，硅微粉经活化后，使得填充灌

为非极性。从而改善硅微粉与环氧树脂的亲和性、

封材料的体积电阻率得到提高。因为经偶联剂处理

相容性。以及加工流动性、分散性，增强硅微粉与树

后．硅微粉表面由亲水性变成疏水性。环氧树脂的

脂界面之间的结合力。提高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电学

润湿性提高．填料与树脂之间通过偶联剂化学键结

性能，增加填充量，降低生产成本等｜习。

合。使灌封材料的电性能大幅度提高。

我们采用相同的环氧树脂灌封材料的配方（硅
微粉８０ＰＨＲ）、配制工艺及固化条件，用硅微粉和活

２．３硅微粉种类对灌封材料吸水率的影响

众所周知灌封材料的材料吸水后将导致材料

性硅微粉作填料，对固化物的性能进行了对比。

的介电性能变差．电阻率下降。因此选择硅微粉也

２．１硅微粉种类对灌封材料凝胶时间的影响

要考虑它们对环氧灌封材料吸水率的情况。图４为

凝胶化是环氧树脂固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现象。
凝胶化时间的测定对于制定环氧灌封材料的固化
工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普通硅微粉与活性硅微
粉对灌封材料凝胶时间的比较，见图２。

普通硅微粉与活性硅微粉对灌封材料吸水率的比
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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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硅微粉对灌封材料凝胶化时间一温度曲线的比较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总体的趋势是．凝胶化时
间随温度的增加而减短。普通硅微粉和活性硅微粉
填充环氧树脂材料，在相同温度下，测试的凝胶化时
间相近。普通硅微粉通过硅烷偶联剂处理后变成活
性硅微粉。使得颗粒表面带有能与环氧树脂和固化
剂起反应的基团．但是这种变化对体系的反应活性
不影响，也就是不影响正常的灌封工艺和固化条件。
２．２硅微粉种类对灌封材料体积电阻率的影响
电学性能是环氧树脂用于电子灌封材料的一
个很重要的指标。体积电阻率是评价电学性能的指
标之一。图３为普通硅微粉与活性硅微粉对灌封材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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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硅微粉对灌封材料体积电阻率的比较

料体积电阻率的比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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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硅微粉加入量／份

活性硅微粉加入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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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５活性硅微粉的添加量对环氧灌封材料性能的影响

从图５㈤可以看出，材料的冲击强度随着活性

必然下降。

硅微粉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弱。当硅微粉含量为１５０

从图５（ｄ）中可以看出，材料体积电阻率随着活

份时，材料的冲击强度最大。我们也发现，纯环氧树

性硅微粉含量的增加而降低。纯的环氧树脂同化物

脂是脆性材料，断裂面是平整的，但是材料冲击后

具有很高的体积电阻率。而体系中活性硅微粉的加

的断裂面却出现少量的微波状，微褶形，这是因为

入．导致引入其他的无机盐杂质。随着引入杂质的

加入一定量的硅微粉能起到增韧作用。当受外力

增加．材料的体积电阻率下降。

时，硅微粉粒子作为应力集中能引发大量的银纹，

３

结论

３．１

对于环氧灌封胶来说．活性硅微粉比普通硅微

同时还能终止银纹的增长．而这些都需要能量，从
而改善材料的冲击性能。但是随着硅微粉用量的增

加，体系粘度增大，硅微粉在体系中的分散性下降，
造成局部团聚现象．从而会使材料的冲击强度下降。
从图５（ｃ）中可看出，材料的吸水率随着体系活

性硅微粉含量的增加而下降。活性硅微粉是经过偶
联剂处理。在其颗粒表面具有一层极薄而牢固的硅

粉对提高其性能有利。
３．２活性硅微粉对环氧灌封胶的力学性能及电学
性能均产生影响。综合考虑活性硅微粉的加入量以
１５０质量份为宜（相对于环氧树脂而言）。
参考文献：
［１］赵世琦，云会明等．冈０性粒子增韧环氧树脂的研究［Ｊ】．中

烷偶联剂膜，从而改变了颗粒表面原有的性质，即

从原来的极性变成非极性，使之具有憎水的作用。
因此，体系中活性硅微粉含量增加，材料的吸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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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3条)
1.学位论文 哈恩华 环氧灌封材料的制备、结构与性能研究 2004
首先通过共混技术,分别用普通硅微粉和活性硅微粉制备出填充改性环氧材料,实验结果表明,填充改性后,耐热性和电性能明显提高,线膨胀系数显著
降低.其中活性硅微粉比普通硅微粉在力学性能尤其是冲击强度、浸水后的电性能和耐吸水性方面效果更好.采用原位分散聚合法制备了环氧树脂/纳米
SiO<,2>材料,并通过透射电镜(TEM)、扫描电镜(SEM)、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等对材料的结构与性能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结果表明,所制备的环氧树脂/纳
米SiO<,2>材料具有纳米材料的结构特征,对于提高环氧树脂的力学性能、热学性能及其电性能等都有作用,其中线膨胀系数明显降低,冲击强度和弯曲强
度在SiO<,2>含量3％附近出现最大值,分别提高112％和109％.认为材料制备时所采用的硅烷偶联剂,使降低了纳米SiO<,2>的表面能,有利于纳米
SiO<,2>粒子在环氧树脂中的分散并易被大分子链浸润,对材料纳米结构的形成和性能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因材料中纳米SiO<,2>用量少,粘度变化
很小,对工艺性能没有多大影响.在环氧树脂/蒙脱土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中,用十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通过阳离子交换的方法对蒙脱土进行了有机化处理
,使蒙脱土由亲水性变成亲油性,其层间距也由原来的1.2nm扩大到2.2nm.用X射线衍射仪、透射电镜等研究了有机蒙脱土在环氧体系中的插层、剥离行为
,并测试了所制材料的性能.结果表明,环氧树脂与有机蒙脱土的相容性好;混合条件和固化剂是影响有机蒙脱土在环氧树脂中剥离的两个重要因素,在一定
的混合条件下并选用合适的固化剂可以使蒙脱土在环氧树脂中完全剥离;剥离型环氧树脂/蒙脱土纳米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电性能、热性能以及吸水性
能与纯环氧树脂固化物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和改善.在各种不同制备方法研究的基础上,选用不同的改性体系制备出环氧灌封材料,并对其性能作了评
价.结果表明,活性硅微粉对环氧灌封材料的热变形温度和电学性能提高较为显著,尤其在浸水后,电学性能降低幅度很小,但活性硅微粉用量较大,材料的
工艺性能明显降低;纳米SiO<,2>对环氧灌封材料具有显著的增强和增韧作用,冲击强度、弯曲强度由原来的13.95 kJ/m<'2>和64.95 MPa分别提高到
27.64kJ/m<'2>和136.68MPa.蒙脱土使环氧灌封材料的冲击强度和弯曲强度由纯环氧树脂的14.24kJ/m<'2>和91.96MPa分别提高到18.24kJ/m2和109.84
MPa;耐热性得到了很大提高,当有机蒙脱土含量为5％时纳米复合材料玻璃化温度比纯环氧固化物的高出13.2℃;热变性温度最大提高16℃;线膨胀系数当
蒙脱土含量为1％时,环氧灌封材料的线膨胀系数比未加时降低了44％,吸水率明显下降.

2.期刊论文 李芝华.谢科予.郑子樵.LI Zhi-hua.XIE Ke-yu.ZHENG Zi-qiao 磨碎玻璃纤维/聚氨酯/环氧灌封材料
的形态结构与力学性能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8(1)
采用真空灌注工艺,制备磨碎玻璃纤维(MG)/聚氨酯(PU)/环氧(EP)灌封材料,并对其力学性能和微观结构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PU含量的增加
,PU/EP共混聚合物的拉伸和冲击强度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当PU含量为15%时,共混聚合物的综合力学性能最佳,拉伸强度为60.57 MPa,冲击强度为23.56
k.J/m2,与EP相比分别提高32.77%和115%.为进一步提高材料的强度,并保持良好韧性,采用添加MG的方法来增强PU/EP.当MG与EP的质量比为1:1时,材料的
拉伸强度达到79.72 MPa,与PU/EP相比提高31.95%,而冲击强度为17.83kJ/m2,仍保持较高水平;同时,与相同含量的活性硅微粉相比增强PU/EP材料的拉伸
强度和冲击强度分别提高18.91%和11.51%.

3.学位论文 谢科予 高强高韧耐高温环氧灌封材料的研究 2007
本文采用真空灌注工艺，以高性能环氧树脂TDE-85、固化剂甲基四氢苯酐(MeTHPA)为主体，采用弹性聚氨酯(PU)为增韧剂，应用互穿聚合物网络技
术，形成环氧/聚氨酯互穿聚合物网络(IPN)，同时采用磨碎玻璃纤维(MG)进行填充改性，制备了高强高韧耐高温环氧树脂灌封材料。
利用扫描电镜(SEM)、差示扫描量热(DSC)、拉伸实验、冲击实验、体积电阻率测试等实验方法和检测手段，研究了不同环氧树脂TDE-85、711、E51和固化剂甲基四氢苯酐(MeTHPA)、甲基纳迪克酸酐(MNA)对灌封材料力学性能、热性能和电性能的影响；探讨了端羟基丁腈橡胶(CTBN)增韧剂、分子量
为1000、2000的聚醚二元醇(PPG210、PPG220)为原料合成的PU增韧剂对灌封材料力学性能、热性能和电性能的影响；研究了磨碎玻璃纤维(MG)、氮化铝
(AlN)和硅微粉(SiO<,2>)三种填料及其各自的含量对灌封材料的力学性能、热性能和电性能的影响；并对填料的混杂效应对灌封材料力学性能与电性能
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研究结果表明：①与缩水甘油酯型环氧树脂711及双酚A型环氧树脂E-51相比，采用脂环族缩水甘油酯型环氧树脂TDE-85制备的灌封材料的拉伸强度
、冲击强度、玻璃化温度、体积电阻率，分别达到79.72 MPa、17.83 kJ/m<'2>、144℃和2.78×10<'14> Ω·cm，具有最佳的综合性能。②MeTHPA固化
的灌封材料的拉伸强度、半寿温度、体积电阻率均高于MNA固化的灌封材料，但冲击强度和玻璃化温度则略低于MNA固化的灌封材料。③CTBN和PU增韧剂
的加入可以有效提高灌封材料的力学性能，但灌封材料的热性能与体积电阻率略有下降。用增韧剂CTBN与PU改性环氧灌封材料时，形成互穿聚合物网络
的PU增韧方法效果优于形成“海岛结构”的CTBN增韧改性方法，其中PPG210为原料合成的PU增韧改性灌封材料的拉伸强度与冲击强度分别为79.72MPa和
17.83 kJ/m<'2>，与CTBN增韧改性灌封材料相比，分别提高了20.02％，22.54％。④填料的加入提高了灌封材料的拉伸强度、耐热性，但灌封材料的冲
击强度和体积电阻率略有下降。随着填料含量的增加，灌封材料的拉伸强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AlN、SiO<,2>增强灌封材料的冲击强度随填料
含量的增加而减小；MG增强灌封材料的冲击强度则随填料含量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在m<,填料>/m<,TDE-85>=100/100的条件下，采用高强高韧MG制备的
灌封材料具有最佳的综合性能。⑤MG/SiO<,2>与MG/AlN混杂填料的混杂效应对灌封材料力学性能以及电性能的影响与所选用填料的混杂比以及填料种类
的不同有关。MG/SiO<,2>与MG/AlN混杂增强灌封材料的拉伸强度主要由具有较高长径比的MG决定。MG/SiO<,2>和MG/AlN增强灌封材料在冲击强度和体积
电阻率上的不同变化规律，是由于AlN与SiO<,2>填料种类的不同，对增强体系产生不同的混杂效应所造成的。⑥制备出了一种高性能新型灌封材料。当
m<,PU>/m<,(TDE-85+MeTHPA)>=15/85，m<.MG>/m<,TDE-85>=100/100时，灌封材料的拉伸强度、冲击强度、体积电阻率分别为79.72 MPa、17.83
kJ/m<'2>、144℃和2.78×10<,14> Q·cm，均超过了项目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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