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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电子连接器行业也不例外。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连接器制造商降低了端子接触点的金镀层厚度，以达

到客户的需求。金镀层厚度的降低涉及到所有计算机行业以及电信行业、工控设

备、消费性电子产品等。 

为了理解当中的意义，了解其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50μ 英寸厚度的金镀层覆盖在镍镀层上是很常用的，电信行业甚至采用

100μ 英寸厚度的金镀层。由于 70年代初黄金的价格不断上涨，降低金镀层厚度的

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同时随着私营企业成为连接器市场的主力军，这种压力在持续

增加。终端客户和连接器公司都进行了大量研究，以确定多少的金镀层厚度才能够

保证功能正常和符合技术要求。尽管进行这些研究很费时，但可以全面且长时间地

暴露在环境中。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终端客户与制造商共同合作和数据分享。在此

基础上，共同建立了 30μ 英寸厚度的金镀层的新标准。与此同时，随着电镀技术

不断进步，选择性局部电镀和连续性电镀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在往后的 20 年里，

一直到 90 年代早期到中期，30μ 英寸厚度的金镀层作为工业的行业标准。在此期

间，大量数据（包括实际数据和实验室数据）和经验积累验证了这变更的可行性。 

与此同时，随着新市场和新环境的到来，以及微电路和芯片技术不断发展，电

子产品的应用范围日益广泛，尤其是在最近 5年，而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到不久的

将来。最近，在一股新的利益驱使下，将金镀层厚度低于 30μ 英寸级别的降低到

2~3μ 英寸厚度。这一做法没有在金镀层厚度要求 30μ 英寸以上的级别执行。基本

上，这种做法是配合市场的需求而没有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决定的，在某种情况下这

是不负责任的。经常听到制造商的评论：“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价格竞争力，此外，

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不良报告”。 



薄金的定义被认为金镀层厚度小于 10μ 英寸的黄金电镀层。为弄清楚这样的

镀金层结构到底是超级节省成本还是埋下了定时炸弹，有必要重新研究常见的接触

系统失效机理，例如： 

 

a）腐蚀、边缘蠕变和孔隙腐蚀； 

b) 由热或振动引起的微动腐蚀； 

c）扩散、迁移； 

d) 干湿氧化机理。 

 

以上根据时间依赖机制，实际应用中可能在几周到几年内才会发生。失效发生

决定于应用场合和环境的污染程度。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与连接器设计要求也有很

大的关系，例如： 

a) 正向力 ； 

b) 耐久等级要求（磨损）； 

c) 端子数量（是 40 针的还是 400 针的连接器）； 

d) 电气要求（传输电源、信号、高速率信号等）； 

e) 连接器环境是否屏蔽； 

f) 端子接触界面结构； 

g) 刮擦； 

h) 寿命终止考量。 

 

在过去的 3 到 5 年里，有报道称接触点使用薄金镀层的问题越来越多。这导

致重新评估这样的镀金层结构的必要性。除了一两项在研究外，其他的研究还没有

全面性地展开，但已经针对到具体的问题。以下这些研究抽样结果说明了问题的重

点所在。 

 

耐久性与湿度 

耐久性测试是指连接器在周期性重复插拔后、接触点磨损后测试验证其接触结

构的稳定性。磨损后可能会出现一两个问题：镀层被磨掉露出金属底材或在两接触

面之间残留磨损的碎屑。 

 

一项研究，例如下表对各种规格连接器进行了研究。包括以下的研究内容： 

a) 插拔耐久次数：1、25、50 次； 

b) 电镀层厚度：30-40μ 英寸金/镍，5-10μ 英寸金/镍； 

c) 连接器类型：边卡连接器，Din 连接器，D.Submin 连接器； 

d) 测试方法：DMG (Dimethylglyoxime，丁二酮肟)-斑点测试，温湿循环。 

 

DMG 测试很简单，耐久测试后，根据 EIA(电子工业协会)364,TP(测试程

序)85，将端子触点浸入 DMG 溶液中。如果金层被磨损露出镍底材，它将有一个

明亮的红色斑点。以下是测试结果： 

 



插拔 1 次：≤ 10 μ 英寸镀金层---有很小一点， 

30 μ 英寸镀金层---没有斑点； 

插拔 25 次：≤ 10 μ 英寸镀金层---有持续磨损的痕迹， 

30 μ 英寸镀金层---没有斑点； 

插拔 50 次：≤ 10 μ 英寸镀金层---有严重磨损的痕迹， 

30 μ 英寸镀金层---有一些斑点。 

 

    对连接器增加温湿循环测试。温度在 25°C 至 65°C 之间，湿度在 90-95%

之间持续循环十天时间。使用 100 毫安的测试电流和 20 毫伏的测试电压测试

LLCR(低阶接触阻抗)，以防止破坏已经形成的任何表面膜或氧化物。记录 LLCR

变化值，测试结果请参考表 1. 

表 I 

LLCR 变化值（毫欧姆） 

 
 ≤ 10 μ 英寸 30 μ 英寸 

耐久次数 平均变化 最大变化 平均变化 最大变化 

A) 边卡连接器(100

支端子) 

    

1次 -0.2 +2.1 -0.5 +1.5 

25次 +6.6 +113.8 0.0 +1.0 

50次 +50.7 +612.3 -0.2 +1.2 

B)Din 连接器（96 支

端子） 

    

1次 +0.2 +0.5 0.0 +0.5 

25次 +2.8 +15.8 +0.2 +0.6 

50次 +4.1 +32.8 +0.1 +0.3 

C)D-Submin 连接器

（25支端子） 

    

1次 +0.1 +0.3 0.0 +1.1 

25次 +0.3 +6.8 +0.4 +1.9 

50次 +3.6 +46.7 +0.1 +1.8 

 

本研究使用的连接器是从市面上代理商那里采购的，三款连接器分别对应三家

不同的制造商。上述两种不同厚度镀层的结果比较是明显。事实上，当连接器只插

拔一次时，镀金层≤ 10μ 英寸厚度是能维持接触系统稳定的，但随着插拔次数的

增加，其接触系统稳定性退化是急剧增加的。边卡连接器是“开放型”（没有遮

蔽）设计的连接器，端子接触点直接暴露的潮湿环境中。Din 和 D-Submin 连接

器通常设计带有很好的遮蔽结构加以保护。即使 Din 和 D-Submin 连接器有遮蔽

结构保护，使用薄金镀层的连接器稳定退化还是很明显的。 

 

这三款连接器的正向力都在 100-125gf 之间，但因其接触点的结构差异很难

对接触系统进行直接的比较。对连接器的分析比较如下： 

 



A )  边卡连接器：配合的卡在金手指边缘上会有个倒角。然而这个倒角比较粗

糙，有如“砂纸”般纹理。这粗糙的倒角表面是导致金镀层在插拔 25 次和 50 次

很快被磨损而裸露镍底层的原因。将这些连接器暴露在温湿环境中进行循环测试，

迫使湿气进入连接器内部，就像“呼吸换气”一样。镍暴露在正常的空气中会氧

化。这种温湿环境会加速其氧化，直到氧化层厚度增加到一定程度而达到平衡（一

般为 70 到 80 埃）。这种薄膜具有较强的韧性和较大的电阻特性。 

 

B)  Din 和 D-Submin 类型连接器:这两种连接器配合部分相对平滑。其产生的磨

损属于粘着磨损，损害相对比较少，虽然其的镍镀层也是裸露在外，但其没有边卡

连接器那么明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其设计有很好的遮蔽结构加以保护。但是其

还是接近不稳定的状态（在插拔 50 次以后），虽然其变化幅度不明显（这仍然不

可以接受，但不是毁灭性的）。 

 

恶劣环境 

全球各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恶劣环境。实际上，没有一个有良好环境的地区。

长期以来，高浓度气体一直作为环境评估测试用。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其没有

加入加速条件。现流行的巴特尔混合流动气体测试方法是用 3 到 4 种低浓度气体

混合在一起的环境测试方法。它是以多年的测试数据为依据的。 

 

在评估连接器时，那些背板上有部分连接器通常是没有匹配而长时间裸露的，

这些连接器通常是针型公端类。这里选择卡类型并模拟其的应用。这种情况下端子

没有很好的保护和环境隔离。此外，很多测试程序要求在测试前做 25 次的耐久插

拔。图表二是对不同连接器未进行匹配情况下、持续测试不同时间的各种研究结果

的汇整。 

 

表二 

暴露（测试）时间（未匹配-天） 
 2天 4天 6天 10天 

镀金层厚度 

（微英寸）） 

等级II 等级II 等级II 等级II 

≈5 μ  S-M M-U M-U U 

≈10 μ  S-M S-U M-U U 

15 μ  S S-M S-M M-U 

30 μ  S S S S-M 

 

注： 1. 不含二氧化硫（SO2）； 

 2. 含插拔耐久； 

 3.  S = 稳定(< +15 mΩ，Δ R)； 

     M = 轻微的 (+15 to +50 mΩ , Δ R)； 

U =  不稳定的(>+50 mΩ , Δ R)； 

4. 没有使用表面封孔剂。 

 



对等级 II 的测试分析看出，对于镀金层厚度≤10 μ 英寸的结果取决于端子接

触结构、正向力、镀层致密性、表面条件等。镀金层厚度 30 μ 英寸的结果不受这

些因素影响包括 6 天的暴露时间。失效包含空隙腐蚀和边缘蠕变。在配合状态下

进行同样测试其结果相接近，但其可接受的比例有所增加。这是连接器屏蔽结构

（遮蔽等）的作用。 

 

 

热环境 

下表说明了标准的 DIN 型连接器在温度寿命测试研究的结果。测试的环境条

件为 85 摄氏度 500 小时。所有背板连接器都是针型公端类（插头型连接器），而

“子”卡的连接器为 90 度的弯母座连接器。结果表明（除了制造商 4）这样的接

触结构采用 10 μ 英寸和 30 μ 英寸金镀层厚度能在该环境测试中保持稳定。对制

造商 4 的接触点进行孔隙测试表明，公母端子接触点上存在较大的孔隙，这也意

味着镍底层裸露严重。制造商 4 的电镀品质是被认为质量比较差的。其他制造商

业也同样进行了孔隙测试。尽管 10μ 英寸厚的镀金产品确实存在空隙，但它不是

很大，在接触区域有 1~2 个。本文章中所提及的结果是典型连接器在 85 摄氏度

下测试的结果。只要总的空隙没有问题，系统都能保持稳定。然而，有迹象表明，

随着温度的升高，潜在的问题也在增加。虽然这不是一个腐蚀性的环境，这项研究

表明电镀的致密性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 

 

表 III 

 低阶接触阻抗 

 10 μ 英寸 30 μ 英寸 

制造商 1 +5.7 m +3.8 m 

制造商 2 +11.9 m +5.8 m 

制造商 3 +10.6 m +4.8 m 

制造商 4 +592.3 m +6.3 m 

 

总结 

    上面研究讨论的结果与其他在进行的研究结果相似。本质上，不管什么产品系

列或制造商（除非电镀质量存在问题），30 μ 英寸厚度镀金层产品具有很好稳定

性能。薄金镀层似乎缺乏这样的稳定性。 

 

如上所述，镀薄金的产品性能因制造商不同和产品系不同而有差异。撇开基本

的条件（如耐久性），那些镀薄金的产品性能表现令人满意可能与下面这些因素有

关： 

 

a) 电镀的品质（制程能力）； 

b) 正向力大小； 

c) 接触界面形状与结构； 

d) 表面粗糙度条件； 



e) 端子（接触点）遮蔽技术。 

 

    上述条件表面，镀薄金产品或许能满足使用要求，但必须按照已知的产品性能

要求严格控制产品。这也就是说，采用合适的技术，这种薄金产品可以使用在特定

的场合。 

 

另一方面，普遍认为在没有特定性能要求的情况下可使用薄金镀层，这是一个

问题。第二个危险的问题是，某连接器在某特定场合上应用成功，认为也可以用在

其他的场合上。这也是一个“定时炸弹”。但很遗憾，这正是当今大部分行业的思

维。基于现在的见解和“不惜一切代价出售”观念，一个新的标准规则正在形成，

它解答了本文标题中提及的基本问题。 

 

Peel 的规则： 

任何人使用、采购、销售、制造或者指定镀薄金的通用插座/连接器产品，其

应承受所有问题与后果。 

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则被废弃。然而，没有正确的数据支持性能和没有

整体观念一致性，这是不会消失的。一定要记住，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降低成本

是很重要的，但前提是产品必须保证功能正常。恰如本文题目所暗示，工程师是时

候思考、改变“不惜一切代价出售”的观念了。 

 

 

译后语： 

以上文章是作者发表于多年前，主要研究对象是有稳定可靠连接要求的服务器

类产品。研究让大家更清楚地知道镀金层对连接器的重要性。但现在，消费性电子

产品更新换代快，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针对一些低端产品连接器端子接触点镀金层

再一次被降低到 0.8 μ 英寸，更有甚者不镀金。对于这类连接器，它们不是系统

核心连接部件，不需要长时间匹配工作，只在有需要时才接上用一会儿，即使稍有

不导通，可以拔出再插入使用。成本、技术、商用永远是工程师需要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