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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 软钎焊原理

• 软钎料的种类及性能

• 助焊剂

• 焊锡丝的制备工艺及过程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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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钎焊原理

1、钎焊的定义

        钎焊过程中将钎料加热到高于钎料

熔点，而低于被焊材料熔点的温度，钎

料熔化后填充接头间隙并与被焊材料在

界面处发生冶金作用，从而实现材料的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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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钎焊的分类:软钎焊和硬钎焊

（1）软钎焊: 采用熔点低于450℃的钎料进行
钎焊的工艺。

  主要钎料：SnPb、SnCu、SnAg、SnAgCu、
SnBi、SnSb等。

（2）硬钎焊：采用熔点高于450℃的钎料进行
钎焊的工艺。

  主要钎料：CuP、CuAgP、AgCuZn、AlSi、
NiCr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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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钎焊机理

       从微观角度分析，钎焊是通过“润湿”、“扩
散”、“冶金结合”（界面反应，形成金属间化

合物IMC）三个过程来完成的。    

CuCuCuCu基体基体基体基体

焊点焊点焊点焊点
CuCuCuCu

SnSnSnSn

CuCuCuCu基体基体基体基体

焊点焊点焊点焊点IMCIMCIMCI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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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润湿过程

      熔融钎料借助毛细管表面张力作用沿着被焊金
属表面细微的凹凸及结晶的间隙向四周漫流，从而
在被焊母材表面形成一个附着层，使钎料与母材金
属的原子相互接近，达到原子引力起作用的距离，
这个过程即为熔融钎料对母材表面的润湿。 

润湿过程是形成良好焊点的先决条件润湿过程是形成良好焊点的先决条件润湿过程是形成良好焊点的先决条件润湿过程是形成良好焊点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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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别润湿? 

      一般是用附着在母材表面的钎料与母材的接触
角θ来判别，接触角θ：指沿钎料附着层边缘所作
的切线与钎料附着于母材的界面的夹角。

θ< 90°表示已润湿；

θ≥ 90° 表示未润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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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散

      随着润湿的进行，是指熔化的钎料与被焊材料

中的原子相互越过接触界面进入对方的晶格点阵。

     通常金属原子在晶格点阵中处于热振动状态，

一旦温度升高，原子的活动加剧；原子移动的速度

和数量主要取决于加热的温度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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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冶金结合

    由于钎料与母材互相扩散，在两种金属之间

形成一个中间层---金属间化合物，从而使被

焊材料与钎料之间形成牢固的冶金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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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良好焊点的标准

(1)焊点表面：光滑，没有砂眼，气孔、毛剌等缺

陷。

(2)钎料轮廓：印制电路板焊盘与引脚间应呈弯月

面，润湿角 15°<θ<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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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焊点间：无桥接、拉丝等缺陷。

(4)钎料内部：金属没有疏松现象，钎料与焊件接触

界面上形成金属间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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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钎料的种类及性能

• 锡铅钎料

• 无铅钎料



杭州辛达狼焊接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xindalang.com/

15

1111、锡、锡、锡、锡的的的的物化性能物化性能物化性能物化性能    

（（（（1111）银白色金属，熔点）银白色金属，熔点）银白色金属，熔点）银白色金属，熔点231.9231.9231.9231.9℃。。。。

（（（（2222）具有较强的抗腐蚀能力（常温下锡在空）具有较强的抗腐蚀能力（常温下锡在空）具有较强的抗腐蚀能力（常温下锡在空）具有较强的抗腐蚀能力（常温下锡在空
气中稳定，其原因是锡表面生成一层致密的气中稳定，其原因是锡表面生成一层致密的气中稳定，其原因是锡表面生成一层致密的气中稳定，其原因是锡表面生成一层致密的
氧化物薄膜）。氧化物薄膜）。氧化物薄膜）。氧化物薄膜）。

（（（（3333）能与大多数金属形成稳定的金属间化合）能与大多数金属形成稳定的金属间化合）能与大多数金属形成稳定的金属间化合）能与大多数金属形成稳定的金属间化合
物并具有良好的浸润性。物并具有良好的浸润性。物并具有良好的浸润性。物并具有良好的浸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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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锡合金的优点

• 降低熔点

• 提高焊点强度

• 提高润湿性

• 防止锡晶须

• 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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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钎料的质量控制

• 合金成分控制

• 杂质含量控制

• 产渣量

• 制备工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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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锡铅合金共晶成分中铅含量为锡铅合金共晶成分中铅含量为锡铅合金共晶成分中铅含量为锡铅合金共晶成分中铅含量为38.1wt%38.1wt%38.1wt%38.1wt%，共，共，共，共
晶温度晶温度晶温度晶温度183183183183℃。。。。

3、锡铅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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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具有熔点低、耐腐蚀性好，成本低廉，优点：具有熔点低、耐腐蚀性好，成本低廉，优点：具有熔点低、耐腐蚀性好，成本低廉，优点：具有熔点低、耐腐蚀性好，成本低廉，
焊接性能高等。焊接性能高等。焊接性能高等。焊接性能高等。

�用途：广泛应用于电气零部件、元件、引线连用途：广泛应用于电气零部件、元件、引线连用途：广泛应用于电气零部件、元件、引线连用途：广泛应用于电气零部件、元件、引线连
接以及端子和印刷电路板的连接等方面。接以及端子和印刷电路板的连接等方面。接以及端子和印刷电路板的连接等方面。接以及端子和印刷电路板的连接等方面。

�缺点：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缺点：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缺点：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缺点：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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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无铅封装和组装已经是大势所趋，但锡虽然无铅封装和组装已经是大势所趋，但锡虽然无铅封装和组装已经是大势所趋，但锡虽然无铅封装和组装已经是大势所趋，但锡

铅钎料无可替代的独特优点，以及在一些特定领铅钎料无可替代的独特优点，以及在一些特定领铅钎料无可替代的独特优点，以及在一些特定领铅钎料无可替代的独特优点，以及在一些特定领

域还没有开发出合适的无铅钎料（如服务器、存域还没有开发出合适的无铅钎料（如服务器、存域还没有开发出合适的无铅钎料（如服务器、存域还没有开发出合适的无铅钎料（如服务器、存

储器、微处理器以及针型压接连接器等方面使用储器、微处理器以及针型压接连接器等方面使用储器、微处理器以及针型压接连接器等方面使用储器、微处理器以及针型压接连接器等方面使用

的铅含量超过的铅含量超过的铅含量超过的铅含量超过85%85%85%85%的高熔点、高铅含量的锡铅钎的高熔点、高铅含量的锡铅钎的高熔点、高铅含量的锡铅钎的高熔点、高铅含量的锡铅钎

料），这些高铅钎料仍然在欧盟指令和我国指令料），这些高铅钎料仍然在欧盟指令和我国指令料），这些高铅钎料仍然在欧盟指令和我国指令料），这些高铅钎料仍然在欧盟指令和我国指令

的豁免条款之内。因而，锡铅钎料的使用量虽然的豁免条款之内。因而，锡铅钎料的使用量虽然的豁免条款之内。因而，锡铅钎料的使用量虽然的豁免条款之内。因而，锡铅钎料的使用量虽然

在逐年递减，但目前仍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和使用在逐年递减，但目前仍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和使用在逐年递减，但目前仍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和使用在逐年递减，但目前仍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和使用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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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SnSnSn－－－－PbPbPbPb钎料的化学成份及性能钎料的化学成份及性能钎料的化学成份及性能钎料的化学成份及性能    

            根据焊点的电气性能和力学性能要求，工作温度在根据焊点的电气性能和力学性能要求，工作温度在根据焊点的电气性能和力学性能要求，工作温度在根据焊点的电气性能和力学性能要求，工作温度在
150150150150℃以下的选用高锡的锡铅钎料，工作温度在以下的选用高锡的锡铅钎料，工作温度在以下的选用高锡的锡铅钎料，工作温度在以下的选用高锡的锡铅钎料，工作温度在200200200200℃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的选用高铅钎料。的选用高铅钎料。的选用高铅钎料。的选用高铅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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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含量对钎料密度的影响铅含量对钎料密度的影响铅含量对钎料密度的影响铅含量对钎料密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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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铅钎料在锡铅钎料在锡铅钎料在锡铅钎料在150150150150℃时的性能时的性能时的性能时的性能    



杭州辛达狼焊接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xindalang.com/

26

锡铅钎料的低温性能锡铅钎料的低温性能锡铅钎料的低温性能锡铅钎料的低温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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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

4.1 4.1 4.1 4.1 无铅钎料的发展无铅钎料的发展无铅钎料的发展无铅钎料的发展

    起步早：起步早：起步早：起步早：1989198919891989年美国欧地公司年美国欧地公司年美国欧地公司年美国欧地公司(Oatey)(Oatey)(Oatey)(Oatey)就已获得就已获得就已获得就已获得

           US4879096           US4879096           US4879096           US4879096专利专利专利专利

有影响的几个世界专利有影响的几个世界专利有影响的几个世界专利有影响的几个世界专利

    （（（（1111）千住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的）千住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的）千住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的）千住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的JS3027441JS3027441JS3027441JS3027441专利专利专利专利

    （（（（2222）艾奥瓦州立大学的）艾奥瓦州立大学的）艾奥瓦州立大学的）艾奥瓦州立大学的US5527628US5527628US5527628US5527628专利专利专利专利

    （（（（3333）千住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的）千住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的）千住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的）千住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的CN1496780ACN1496780ACN1496780ACN1496780A专利专利专利专利

Sn-Ag-CuSn-Ag-CuSn-Ag-CuSn-Ag-Cu系系系系

Sn-CuSn-CuSn-CuSn-Cu系系系系

SnSnSnSn－－－－AgAgAgAg－－－－CuCuCuCu－－－－BiBiBiBi系系系系

                    （（（（4444）韩国三星电机株式会社的）韩国三星电机株式会社的）韩国三星电机株式会社的）韩国三星电机株式会社的CN1139605ACN1139605ACN1139605ACN1139605A、、、、CN1139606ACN1139606ACN1139606ACN1139606A和和和和
          CN1139607A          CN1139607A          CN1139607A          CN1139607A专利专利专利专利
                    （（（（5555）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的）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的）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的）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的CN1198117ACN1198117ACN1198117ACN1198117A专利专利专利专利

Sn-BiSn-BiSn-BiSn-Bi系系系系
Sn-ZnSn-ZnSn-ZnSn-Zn系系系系

4444、无铅钎料、无铅钎料、无铅钎料、无铅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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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现状国内研究现状国内研究现状国内研究现状

    起步较晚起步较晚起步较晚起步较晚    

    研究机构主要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研究机构主要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研究机构主要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研究机构主要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
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

自自自自2003200320032003年后焊锡行业加大了无铅钎料研发力度年后焊锡行业加大了无铅钎料研发力度年后焊锡行业加大了无铅钎料研发力度年后焊锡行业加大了无铅钎料研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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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2 4.2 4.2 无铅钎料的必要条件：无铅钎料的必要条件：无铅钎料的必要条件：无铅钎料的必要条件：

工艺特性工艺特性工艺特性工艺特性

•熔点熔点熔点熔点

•润湿性润湿性润湿性润湿性

（（（（CuCuCuCu、、、、NiNiNiNi、、、、AuAuAuAu））））

焊点可靠性焊点可靠性焊点可靠性焊点可靠性

•机械特性机械特性机械特性机械特性

•热疲劳特性热疲劳特性热疲劳特性热疲劳特性

•耐腐蚀性耐腐蚀性耐腐蚀性耐腐蚀性

•耐迁移性耐迁移性耐迁移性耐迁移性

作业性作业性作业性作业性

•成品率成品率成品率成品率

•相对产渣量相对产渣量相对产渣量相对产渣量

无铅钎料应具备的条件无铅钎料应具备的条件无铅钎料应具备的条件无铅钎料应具备的条件



杭州辛达狼焊接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xindalang.com/

30

217-221Sn-3.0Ag-0.5Cu

221Sn-3.5AgSn-Ag

217-221

217-221

217-226

227-229

227-300

227

熔化温度（℃）

Sn-0.7Cu

Sn-3.0Cu

Sn-0.3Ag-0.7Cu

Sn-3.5Ag-0.75Cu

Sn-4.0Ag-0.5Cu

Sn-Ag-Cu

Sn-0.6Cu-0.1Ni

Sn-Cu

成分合金系

4.3 4.3 4.3 4.3 无铅钎料的种类无铅钎料的种类无铅钎料的种类无铅钎料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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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5

139

120

230-240

170-190

198

熔化温度（℃）

Sn-56Bi-1Ag
Sn-Bi

Sn-49InSn-In

Sn-58Bi

Sn-5SbSn-Sb

Sn-7Zn-5Bi

Sn-9.0Zn
Sn-Zn

成分合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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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g-CuSn-Ag-CuSn-Ag-CuSn-Ag-Cu系无铅钎料由于具有熔点低、焊接性相对较高和系无铅钎料由于具有熔点低、焊接性相对较高和系无铅钎料由于具有熔点低、焊接性相对较高和系无铅钎料由于具有熔点低、焊接性相对较高和
综合力学性能良好等优点，被公认为是目前性能最佳的无铅综合力学性能良好等优点，被公认为是目前性能最佳的无铅综合力学性能良好等优点，被公认为是目前性能最佳的无铅综合力学性能良好等优点，被公认为是目前性能最佳的无铅
钎料。钎料。钎料。钎料。    

�关注最多的是美国关注最多的是美国关注最多的是美国关注最多的是美国NEMINEMINEMINEMI推荐的推荐的推荐的推荐的Sn-3.9Ag-0.6CuSn-3.9Ag-0.6CuSn-3.9Ag-0.6CuSn-3.9Ag-0.6Cu，欧盟推荐，欧盟推荐，欧盟推荐，欧盟推荐
的的的的Sn-3.8Ag-0.7CuSn-3.8Ag-0.7CuSn-3.8Ag-0.7CuSn-3.8Ag-0.7Cu和日本和日本和日本和日本JEITAJEITAJEITAJEITA推荐的推荐的推荐的推荐的Sn-3.0Ag-0.5CuSn-3.0Ag-0.5CuSn-3.0Ag-0.5CuSn-3.0Ag-0.5Cu。这三。这三。这三。这三
种钎料的性能差异不大。种钎料的性能差异不大。种钎料的性能差异不大。种钎料的性能差异不大。Sn-3.0Ag-0.5CuSn-3.0Ag-0.5CuSn-3.0Ag-0.5CuSn-3.0Ag-0.5Cu因具有更低的成本因具有更低的成本因具有更低的成本因具有更低的成本
而倍受推崇。而倍受推崇。而倍受推崇。而倍受推崇。        

�缺点：缺点：缺点：缺点：AgAgAgAg含量太高，成本很高含量太高，成本很高含量太高，成本很高含量太高，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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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4 4.4 4.4 4.4 4.4 4.4 4.4 无铅钎料的选择原则无铅钎料的选择原则无铅钎料的选择原则无铅钎料的选择原则无铅钎料的选择原则无铅钎料的选择原则无铅钎料的选择原则无铅钎料的选择原则

（（（（（（（（11111111）熔点合适（固）熔点合适（固）熔点合适（固）熔点合适（固）熔点合适（固）熔点合适（固）熔点合适（固）熔点合适（固////////液相温度），凝固区间小。液相温度），凝固区间小。液相温度），凝固区间小。液相温度），凝固区间小。液相温度），凝固区间小。液相温度），凝固区间小。液相温度），凝固区间小。液相温度），凝固区间小。        

（（（（（（（（22222222）润湿速度和润湿力高。）润湿速度和润湿力高。）润湿速度和润湿力高。）润湿速度和润湿力高。）润湿速度和润湿力高。）润湿速度和润湿力高。）润湿速度和润湿力高。）润湿速度和润湿力高。        

（（（（（（（（33333333）物理、力学性能优异。）物理、力学性能优异。）物理、力学性能优异。）物理、力学性能优异。）物理、力学性能优异。）物理、力学性能优异。）物理、力学性能优异。）物理、力学性能优异。        

（（（（（（（（44444444）氧化速率低。）氧化速率低。）氧化速率低。）氧化速率低。）氧化速率低。）氧化速率低。）氧化速率低。）氧化速率低。        

（（（（（（（（55555555）原材料成本低。）原材料成本低。）原材料成本低。）原材料成本低。）原材料成本低。）原材料成本低。）原材料成本低。）原材料成本低。

（（（（（（（（66666666）与现有的焊接设备和工艺兼容。）与现有的焊接设备和工艺兼容。）与现有的焊接设备和工艺兼容。）与现有的焊接设备和工艺兼容。）与现有的焊接设备和工艺兼容。）与现有的焊接设备和工艺兼容。）与现有的焊接设备和工艺兼容。）与现有的焊接设备和工艺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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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Sn-Ag-Bi

Sn-Ag-Cu-Bi

Sn-Ag

Sn-Ag-Cu

 

 

回流焊用无铅钎料回流焊用无铅钎料回流焊用无铅钎料回流焊用无铅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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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g-Cu-Sb Sn-Zn-Bi

Sn-Ag-Cu-Bi

Sn-Ag

Sn-Cu

Sn-Ag-Cu

 

 

手工烙铁焊用无铅钎料手工烙铁焊用无铅钎料手工烙铁焊用无铅钎料手工烙铁焊用无铅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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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g-Bi

Sn-Ag-Cu-Bi

Sn-Ag-Sb

Sn-Ag

Sn-Ag-Cu

Sn-Cu

 

 

波峰焊用无铅钎料波峰焊用无铅钎料波峰焊用无铅钎料波峰焊用无铅钎料



杭州辛达狼焊接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xindalang.com/

37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17221
227

183

Sn-3.0Ag-0.5CuSn-3.5AgSn-0.7CuSn-37Pb  

熔
点
/
℃

50

60

70

80

90

100

7876
72

92

Sn-3.0Ag-0.5CuSn-3.5AgSn-0.7CuSn-37Pb  

扩
展
率
/
%

Sn-37Pb

无铅钎料的缺点无铅钎料的缺点无铅钎料的缺点无铅钎料的缺点

熔点高熔点高熔点高熔点高

润湿性远低于锡铅钎料润湿性远低于锡铅钎料润湿性远低于锡铅钎料润湿性远低于锡铅钎料

焊点表面质量差焊点表面质量差焊点表面质量差焊点表面质量差

熔点熔点熔点熔点 扩展率扩展率扩展率扩展率

Sn-37PbSn-37PbSn-37PbSn-37Pb

Sn-0.7CuSn-0.7CuSn-0.7CuSn-0.7Cu
Sn-3.5AgSn-3.5AgSn-3.5AgSn-3.5Ag

Sn-3.0Ag-0.5CuSn-3.0Ag-0.5CuSn-3.0Ag-0.5CuSn-3.0Ag-0.5Cu

4.54.54.54.5无铅与锡铅钎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对比无铅与锡铅钎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对比无铅与锡铅钎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对比无铅与锡铅钎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对比

Sn-3.0Ag-0.5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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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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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3.0Ag-0.5CuSn-3.5AgSn-0.7CuSn-37Pb

7.57.57.5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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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3.0Ag-0.5CuSn-3.5AgSn-0.7CuSn-37Pb
 

电
阻

率

0

10

20

30

40

50

60

48

55

38

31

Sn-3.0Ag-0.5CuSn-3.5AgSn-0.7CuSn-37Pb  

拉
伸
强
度

/
M
P
a

0

3

6

9

12

15
13

13.7

8.6

3.3

Sn-3.0Ag-0.5CuSn-3.5AgSn-0.7CuSn-37Pb  

蠕
变

强
度

/
M
P
a

密度密度密度密度 电阻率电阻率电阻率电阻率

拉伸强度拉伸强度拉伸强度拉伸强度 蠕变强度蠕变强度蠕变强度蠕变强度

Sn-37PbSn-37PbSn-37PbSn-37Pb

Sn-0.7CuSn-0.7CuSn-0.7CuSn-0.7Cu
Sn-3.5AgSn-3.5AgSn-3.5AgSn-3.5Ag

Sn-3.0Ag-0.5CuSn-3.0Ag-0.5CuSn-3.0Ag-0.5CuSn-3.0Ag-0.5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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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铅钎料的优点无铅钎料的优点无铅钎料的优点无铅钎料的优点

密度低，有利于节约成本密度低，有利于节约成本密度低，有利于节约成本密度低，有利于节约成本

电连接性能高：电阻率低电连接性能高：电阻率低电连接性能高：电阻率低电连接性能高：电阻率低

焊点可靠性高：强度高焊点可靠性高：强度高焊点可靠性高：强度高焊点可靠性高：强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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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64.64.6无铅钎料微观组织无铅钎料微观组织无铅钎料微观组织无铅钎料微观组织

L -> CuL -> CuL -> CuL -> Cu6666SnSnSnSn5555 + (Sn) + (Sn) + (Sn) + (Sn)

SnSnSnSn－－－－0.7Cu0.7Cu0.7Cu0.7Cu钎料微观组织钎料微观组织钎料微观组织钎料微观组织

Sn-CuSn-CuSn-CuSn-Cu二元合金相图二元合金相图二元合金相图二元合金相图

共晶成分：Sn-0.7％Cu
共晶温度：227℃

CuCuCuCu含量增大含量增大含量增大含量增大

 Cu Cu Cu Cu6666SnSnSnSn5555生成量增加生成量增加生成量增加生成量增加

    钎料强度增大钎料强度增大钎料强度增大钎料强度增大     钎料塑性降低钎料塑性降低钎料塑性降低钎料塑性降低

CuCuCuCu6666SnSnSnSn5555热稳定性差热稳定性差热稳定性差热稳定性差

综合力学性能一般综合力学性能一般综合力学性能一般综合力学性能一般

Sn
Cu
钎
料
合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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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gL ->AgL ->AgL ->Ag3333Sn + (Sn)Sn + (Sn)Sn + (Sn)Sn + (Sn)

Sn-AgSn-AgSn-AgSn-Ag二元合金相图二元合金相图二元合金相图二元合金相图

共晶成分：共晶成分：共晶成分：共晶成分：Sn-3.5Sn-3.5Sn-3.5Sn-3.5％％％％AgAgAgAg
共晶温度：共晶温度：共晶温度：共晶温度：221221221221℃

Sn-3.5AgSn-3.5AgSn-3.5AgSn-3.5Ag钎料微观组织钎料微观组织钎料微观组织钎料微观组织

εεεε：：：：AgAgAgAg3333SnSnSnSn

AgAgAgAg含量增大含量增大含量增大含量增大

 Ag Ag Ag Ag3333SnSnSnSn生成量增加生成量增加生成量增加生成量增加

    钎料强度增大钎料强度增大钎料强度增大钎料强度增大     钎料塑性降低钎料塑性降低钎料塑性降低钎料塑性降低

 Ag Ag Ag Ag3333SnSnSnSn热稳定性好热稳定性好热稳定性好热稳定性好

综合力学性能良好综合力学性能良好综合力学性能良好综合力学性能良好

SnSnSnSn
AgAgAgAg
钎钎钎钎
料料料料
合合合合
金金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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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gL ->AgL ->AgL ->Ag3333Sn + CuSn + CuSn + CuSn + Cu6666SnSnSnSn5555 + (Sn) + (Sn) + (Sn) + (Sn)

Sn-Ag-CuSn-Ag-CuSn-Ag-CuSn-Ag-Cu三元合金富锡侧相图三元合金富锡侧相图三元合金富锡侧相图三元合金富锡侧相图

共晶成分：共晶成分：共晶成分：共晶成分：Sn-3.8Sn-3.8Sn-3.8Sn-3.8％％％％AgAgAgAg－－－－0.7Cu0.7Cu0.7Cu0.7Cu
共晶温度：共晶温度：共晶温度：共晶温度：217217217217℃

Sn-3.8Ag-0.7CuSn-3.8Ag-0.7CuSn-3.8Ag-0.7CuSn-3.8Ag-0.7Cu钎料微观组织钎料微观组织钎料微观组织钎料微观组织

SnSnSnSn
AgAgAgAg
CuCuCuCu
钎钎钎钎
料料料料
合合合合
金金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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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BiBiBiBi）））） + (Sn) + (Sn) + (Sn) + (Sn)

Sn-57BiSn-57BiSn-57BiSn-57Bi钎料微观组织钎料微观组织钎料微观组织钎料微观组织

Sn-BiSn-BiSn-BiSn-Bi二元合金相图二元合金相图二元合金相图二元合金相图 共晶成分：共晶成分：共晶成分：共晶成分：Sn-57Sn-57Sn-57Sn-57％％％％BiBiBiBi
共晶温度：共晶温度：共晶温度：共晶温度：139139139139℃

钎料强度较高，但塑性较差钎料强度较高，但塑性较差钎料强度较高，但塑性较差钎料强度较高，但塑性较差

SnSnSnSn
BiBiBiBi
钎钎钎钎
料料料料
合合合合
金金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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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点界面微观形貌焊点界面微观形貌焊点界面微观形貌焊点界面微观形貌

4.7 4.7 4.7 4.7 无铅焊点的界面反应无铅焊点的界面反应无铅焊点的界面反应无铅焊点的界面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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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g-CuSn-Ag-CuSn-Ag-CuSn-Ag-Cu焊点界面微观形貌焊点界面微观形貌焊点界面微观形貌焊点界面微观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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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CuCuCu基板表面为基板表面为基板表面为基板表面为NiNiNiNi镀层时的焊点界面微观形貌镀层时的焊点界面微观形貌镀层时的焊点界面微观形貌镀层时的焊点界面微观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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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易形成热应力集中，形成界面易形成热应力集中，形成界面易形成热应力集中，形成界面易形成热应力集中，形成微裂纹微裂纹微裂纹微裂纹微裂纹微裂纹微裂纹微裂纹

IMCIMCIMCIMC

焊点界面焊点界面焊点界面焊点界面变脆变脆变脆变脆变脆变脆变脆变脆，，，，力学性能变差力学性能变差力学性能变差力学性能变差

IMCIMCIMCIMC过厚：过厚：过厚：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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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温度对润湿力的影响焊接温度对润湿力的影响焊接温度对润湿力的影响焊接温度对润湿力的影响

4.8 4.8 4.8 4.8 无铅焊接工艺参数的制订无铅焊接工艺参数的制订无铅焊接工艺参数的制订无铅焊接工艺参数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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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温度对开始润湿时间的影响焊接温度对开始润湿时间的影响焊接温度对开始润湿时间的影响焊接温度对开始润湿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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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温度升高焊接温度升高焊接温度升高焊接温度升高                    润湿能力增强润湿能力增强润湿能力增强润湿能力增强
        
CostCostCostCostθθθθ====

TTTT增大增大增大增大                            降低降低降低降低            θ降低

�焊接温度过高的缺点焊接温度过高的缺点焊接温度过高的缺点焊接温度过高的缺点
                （（（（1111）易导致被焊材料过热、过烧、组织粗化，从而弱）易导致被焊材料过热、过烧、组织粗化，从而弱）易导致被焊材料过热、过烧、组织粗化，从而弱）易导致被焊材料过热、过烧、组织粗化，从而弱
                                    化被焊材料的力学性能。化被焊材料的力学性能。化被焊材料的力学性能。化被焊材料的力学性能。
                （（（（2222）易造成溶蚀等焊接缺陷。）易造成溶蚀等焊接缺陷。）易造成溶蚀等焊接缺陷。）易造成溶蚀等焊接缺陷。
                （（（（3333）界面金属间化合物层过厚。）界面金属间化合物层过厚。）界面金属间化合物层过厚。）界面金属间化合物层过厚。

�焊接温度过低的缺点焊接温度过低的缺点焊接温度过低的缺点焊接温度过低的缺点
                （（（（1111）钎料润湿性变差）钎料润湿性变差）钎料润湿性变差）钎料润湿性变差,,,,黏度大黏度大黏度大黏度大
                （（（（2222）钎料和被焊材料之间的冶金结合能力不强）钎料和被焊材料之间的冶金结合能力不强）钎料和被焊材料之间的冶金结合能力不强）钎料和被焊材料之间的冶金结合能力不强,,,,易形易形易形易形    
                                    成冷焊点成冷焊点成冷焊点成冷焊点

lg

slsg

σ
σσ −

lg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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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时间对润湿力的影响焊接时间对润湿力的影响焊接时间对润湿力的影响焊接时间对润湿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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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焊接时间需考虑的要素：制订焊接时间需考虑的要素：制订焊接时间需考虑的要素：制订焊接时间需考虑的要素：

�润湿时间润湿时间润湿时间润湿时间

�钎料与母材间的相互作用特性钎料与母材间的相互作用特性钎料与母材间的相互作用特性钎料与母材间的相互作用特性

�焊件尺寸焊件尺寸焊件尺寸焊件尺寸

�焊接温度焊接温度焊接温度焊接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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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无铅钎料使用厂家需注意的问题无铅钎料使用厂家需注意的问题无铅钎料使用厂家需注意的问题无铅钎料使用厂家需注意的问题

�元器件要无铅元器件要无铅元器件要无铅元器件要无铅、可焊性好、耐高温、可焊性好、耐高温、可焊性好、耐高温、可焊性好、耐高温

�焊接焊接焊接焊接设备设备设备设备要耐高温、要耐高温、要耐高温、要耐高温、耐腐蚀耐腐蚀耐腐蚀耐腐蚀

�积极探索无铅焊接工艺积极探索无铅焊接工艺积极探索无铅焊接工艺积极探索无铅焊接工艺

�定期分析定期分析定期分析定期分析锡炉中无铅钎料的锡炉中无铅钎料的锡炉中无铅钎料的锡炉中无铅钎料的元素含量元素含量元素含量元素含量

�使用无铅钎料专用助焊剂使用无铅钎料专用助焊剂使用无铅钎料专用助焊剂使用无铅钎料专用助焊剂

�焊接过程中要将有铅和无铅钎料隔离焊接过程中要将有铅和无铅钎料隔离焊接过程中要将有铅和无铅钎料隔离焊接过程中要将有铅和无铅钎料隔离

电子企业要与钎料供应商密切合作，找到一个电子企业要与钎料供应商密切合作，找到一个电子企业要与钎料供应商密切合作，找到一个电子企业要与钎料供应商密切合作，找到一个
最适合本企业的无铅焊接工艺最适合本企业的无铅焊接工艺最适合本企业的无铅焊接工艺最适合本企业的无铅焊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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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助焊剂的种类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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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助焊剂的作用

• 除去被钎焊金属表面的氧化膜

• 防止焊接时钎料和焊接表面再氧化

• 降低钎料的表面张力

• 有助于热量传递到焊接区

θθθθ

润湿角润湿角润湿角润湿角

θθθθ＞＞＞＞90909090oooo    不浸润不浸润不浸润不浸润

θ≤θ≤θ≤θ≤90909090oooo    浸润浸润浸润浸润

θθθθ助焊剂助焊剂助焊剂助焊剂

基体金属基体金属基体金属基体金属 基体金属基体金属基体金属基体金属

钎料钎料钎料钎料
钎料钎料钎料钎料氧氧氧氧

化化化化
物物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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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属表面氧化膜及其去除机制 
�在常规环境条件下，母材（固态金属）和钎料（固
态或熔融状态）的表面上都覆盖一层表面膜。习惯
上，人们将其统称为氧化膜。

�亲氧的铝、钛、铬、铍等金属表面上就存在一层致
密的氧化膜。

�铜、铁等金属除与氧结合形成氧化物之外，还与二
氧化碳有较强的亲和力，因而此类金属表面上除氧化
物之外，还常有碱式碳酸盐。

�锡、锌等金属表面上除含有氧化物外，还有氢氧化
物，如Sn(OH)2或Zn(OH)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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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氧化膜的去除

�钎前去膜

指在钎焊进行之前要采用一定的方式去除母材表面
的氧化膜及油污，最常用的方法是化学清洗，如：
用酸或碱的稀水溶液来去膜。

�钎焊时去膜

仅进行钎前清洗还远不能满足钎焊的要求，因为在
清洗后的存放和钎焊加热的过程中，母材和钎料的
表面上还会再次形成一层薄薄的氧化膜。因此在钎

焊时仍须采取一定的去除氧化膜和相应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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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钎焊时氧化膜的去除机制

• 物理方式：如机械刮擦使氧化膜破碎，或是采用超
声波振动方法，利用超声波的空化作用使母材表面
的氧化膜脱落；

• 化学方式：即利用钎剂与母材表面氧化膜的反应来
达到去除氧化膜的目的。多数钎剂钎焊过程都是通
过化学机制来去除氧化膜的，但在此过程中的反应
却是多种多样的，其作用方式可以是使氧化膜溶
解，也可以是使氧化膜与基体金属的结合被削弱而

剥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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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助焊剂的作用原理

            2HX + MO → M2+  +  2X-  +H2O

            2RCOOH + MO → M2++ 2RCOO- +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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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机软钎剂

（1）无机盐类软钎剂

（2）无机酸类软钎剂 

• 有机软钎剂

（1）树脂基软钎剂（以松香为主体）

（2）非树脂基软钎剂

• 其它

（1）免清洗钎剂

（2）水溶性钎剂

（3）醇溶性钎剂 

3333、软钎剂的种类、软钎剂的种类、软钎剂的种类、软钎剂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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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活性松香助焊剂(R)
– 无活化剂，即将纯水白松香溶于有机溶剂中

• 中等活性松香助焊剂(RMA)
– 将松香溶于含有轻度活性活化剂的有机溶剂中，残留无离子及腐蚀性

• 活性松香助焊剂(RA)

– 较RMA型有更高活性，多用于工业生产，焊后建议清洗

• 合成树脂助焊剂(SA)
– 较水溶性有机助焊剂有更高活性且更易清洗

• 超活性松香助焊剂(SRA)
– 最强的且最有效松香型助焊剂，用于非常难焊接的部件。必须进行清洗

按活性程度分：按活性程度分：按活性程度分：按活性程度分：



杭州辛达狼焊接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xindalang.com/

62

• 松香是一种天然树脂，呈浅黄色，有特殊气味，溶于酒精、
丙酮、甘油、苯等有机溶剂，不溶于水。

• 松香是几种化合物的混合物，成分随原料的来源而发生变
化，组成中约有70-80%为松香酸、10-15%为d-海松香酸和l-
海松香酸。

• 松香作为钎剂是因为松香酸可以和氧化铜等金属氧化物发生
反应，生成松香铜之类的金属化合物：

           2C19H29COOH+CuO→(C19H29COO)2Cu+H2O↑

    松香铜是一种绿色半透明的类似松香状的物质，它易于和
未参加反应的松香混合，留下裸露的金属铜表面以便钎料润
湿。松香酸不与纯铜发生反应，因而无腐蚀问题。

松香简介松香简介松香简介松香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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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增强松香的活性而加入各种活化
剂，这就构成了活化松香钎剂。

      随着活化剂的加入，松香钎剂的去除
氧化膜能力得到有效的增强，但其腐蚀性
也相应地增加。因此采用高活性松香钎剂
钎焊的接头，钎焊后要进行彻底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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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焊锡丝制备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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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焊焊焊
锡锡锡锡
丝丝丝丝
生生生生
产产产产
工工工工
艺艺艺艺
流流流流
程程程程
图图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