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B 2021.06·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1.06 177·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浅谈贴片变压器的生产工艺
黄兴高，王波，张放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518000

引言

随着电子技术进一步发展，电源模块必须具有高效率

和高功率密度，以节省电源模块的空间、降低功耗和温升。

磁性器件是电源模块的“心脏”，而采用传统的插针式结构

无法解决目前电源模块高频化、高效率、高功率密度与热

设计等技术瓶颈。对于在电源模块中占大体积的磁性器件

必须采用贴片式新设计方案，减少电源模块的体积及提高

电源模块的性能。

本文以二次电源模块所用的主变压器为案例，在生产

过程及应用中出现的不良现象 ：如开路、短路、耐压不良

等，结合设计、生产工艺、材料、设备等方面来剖析其原因，

并提出相关解决方案。

1 认识不良现象：开路、短路、耐压不良

开路 ：是指同一绕组线圈中的铜线路径断开，导致电

流截止的现象。通常情况下，开路是因为绕线张力过大、

焊锡时间长导致铜线熔损或受外力导致铜线断裂所致，另

焊锡时出现假焊虚焊时也可能引起开路现象的发生。

短路 ：是指不同绕组或同一绕组在异常情况下发生短

接，导致电流贯通而引起电性不良。通常短路是同一绕组

首尾线交叉相通或不同绕组相邻的两根线挤压相通、绕线

线尾桥接至相邻 PIN 脚或焊锡连锡所致。

耐压不良 ：绕组与绕组之间或绕组与铁芯之间无法承

受测试电压而导致放电击穿的一种现象，一般是因为铜线

受损造成安全距离不足所致。

2 贴片变压器在生产中常见的异常描述

在生产过程中导致贴片变压器出现开路、短路、耐压

不良等异常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我们以 05E 系列贴片生产

为例进行说明，其主要生产流程如下 ：绕线→焊锡→组装→

点胶→烘烤→测试→平面度检测→编带包装。但在实际生产

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发生工序集中在绕线站和焊锡

站，其它站别所引起的不良均与本体受到外力损伤所致，并

且可以通过改善绕线与焊锡作业方式，辅助生产制程的优化

改善来降低制程风险。下面以 05E 系列机种为例将在绕线

与焊锡站引起的不良状况用图片进行展示说明，具体如下 ：

图一：开路

图二：短路

图三：耐压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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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图表可看出，只有管控好绕线站与焊锡站，才

能解决开路、短路、耐压不良等不良现象的发生。

3 造成贴片变压器异常的原因与分析

我们将从材料、设备、工装、人员及工艺方法等方面

做简要分析与原因说明。以 05E 系列贴片生产为例，该系

列主要材料清单如下表如示 ：

从以上物料清单就可知道，其产品本体尺寸在 5mm

左右，引脚长度只有 0.5mm，铜线直径小于 0.1mm。若

采用传统工艺生产会非常的困难，下面对 3 种不良发生的

原因分别作剖析说明 ：

（1）开路不良

1.1) 绕线开路 ：绕线缠脚时铜线受力过大，有被 PIN

脚棱角割断线而无法完成缠脚动作，从而导致缠脚圈数不

足或直接发生断线开路的现象。这时需减小缠脚张力和缠

脚速度以改善铜线受力状况，确保缠脚不发生断线。

1.2）焊锡开路 ：我们知道锡有溶解铜（俗称“吃铜”）

的现象，焊锡时间一长铜线就会变细或被直接焊断引起开

路，该型变压器铜线直径只有 0.08mm~0.09mm，因此

焊锡时间必须进行严格控制 ；另焊锡时间若不够又有可能

引起虚焊假焊，导致 PIN 脚未上锡而引发的另一种开路现

象发生。

1.3）受高温开路 ：因铜线太细，产品过回流炉受高

温时，产品材料会发生“热胀冷缩”现象，引脚处的铜线

在焊锡后变硬，抗形变性能降低，有发生断裂的隐患。因

此在绕线时需对绕线张力进行管控，避免铜线受力过大拉

伸变细。在焊锡时除监控焊锡时间外还需监控焊锡深度，

避免焊锡过深导致铜线硬化发生受高温开路的情况。

1.4）其它开路 ：除在绕线和焊锡站引起的开路外，

其它制程引发的开路通常是因为铜线或引脚受到外力影响

而造成铜线断裂导致，因此在制程管控中避免产品与产品

产品骨架图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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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产品与外界物体之间发生碰撞或摩擦是重中之重。

（2）短路不良

2.1）绕线短路 ：绕线缠脚线尾未按要求去除掉，导

致线尾与相邻 PIN 脚相接，焊锡时连接在一起而引发短路。

2.2）焊锡短路 ：除因为线尾问题引发的短路，焊锡

站还可能因为 PIN 脚脱离锡面的速度、时间与角度等参数

没有配合好，导致相邻 PIN 脚有锡连接在一起而导致的短

路。

2.3）熔损短路 ：通常是因为焊锡时间长，铜线导热

引发漆皮受损而引起。

2.4）交叉短路 ：在绕线过程中，因线路交叉未进行

有效隔离而引起短路事件发生。此点必须对绕线工艺进行

探究，避免线路交叉问题出现。

（3）耐压不良

3.1）材料耐压等级不足导致耐压不良 ：

3.1.1）普通 0.08mm~0.09mm 的铜线耐温最高只

能到 260℃，而客户制程环境已到 260℃，因此选择使用

该等级铜线不适合。

3.1.2）P180 线在焊锡时，助焊剂在挥发进入线包内

后会腐蚀铜线，导致漆皮爆裂而针孔数会增加，从而增加

耐压不良风险。

3.2）绕线导致的耐压不良 ：

3.2.1）铜线在经过绕线路径时受损 ：铜线所经过路径

必须经过陶瓷环、羊毛毡与导轮保护，避免铜线与所接触

物直接相摩擦导致受损而引起耐压不良发生。

3.2.2）张力控制 ：张力对排线平整度、出入槽位置准

确性有直接影响。张力小会导致线包大而影响后工序生产，

张力过大会导致铜线拉伸变长，漆皮受损而导致抗耐压力

下降。

3.2.3）导针位置控制 ：导针的高度、角度对铜线的

漆皮受损程度也有直接影响，在绕线过程中需确认导针不

碰到骨架边缘和绕组线外，而需定期对导针本体进行监控，

防止导针磨损引起漆皮受损。

3.2.4）绝缘隔离胶带失效 ：层与层、绕组与绕组之间

的绝缘胶带偏移导致铜线外漏或漏包胶带引起的隔离胶带

失效，也是导致绕线耐压不良的原因之一。

3.2.5）线尾引起耐压不良 ：绕线时线尾未去除掉，导

致包在线包内，测试时对内放电引起耐压不良。

3.3）焊锡导致的耐压不良 ：  

3.3.1）焊锡短路引起的耐压不良。

3.3.2）焊锡引起漆皮熔损导致安规距离不足。

3.3.3）爆锡导致锡珠飞溅到线包内部或骨架上，导致

安规距离不足而引起耐压不良。

3.4）产品传递过程中受外力破坏受伤而引起耐压不

良。

4 贴片变压器利用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进
行改进

为有效控制贴片变压器不良项目的发生，需采用以下

新型生产工艺进行生产作业，具体如下表 1 ：

4.1）新材料 ：

4.1.1） 改为新型铜线 ：应用环境要求严苛，产品必

须确保在长期工作条件下性能稳定可靠，同时无铅回流炉

（260℃）的生产工艺，必须使用高安全等级的铜线才能满

足要求。因此改选用 E180 铜线，E180 铜线与传统使用

的 P180 铜线的参数对比如下 ：

表 1
产品代号 P180 E180
产品名称 Polysol 180 Estersol 180
概括说明 改良聚氨酯 聚酯亚胺

特性 温度 370℃时直焊性佳，耐热性高 高温下可焊，耐热性能高和优良的抗化学品性

应用
汽车用线圈 ( 如继电器线圈

和点火线圈 )、变压器、螺线管
微型电机、微型变压器、汽车用线圈

温度指数 192℃ 195℃
软化击穿温度 230℃ ~260℃ 265℃ ~315℃
热冲击温度 210℃ 260℃

可焊性 2.0s / 390℃ 2.0s /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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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过回流炉后两种铜线进行针孔测试效果照片如下 ：

4.1.2） 修改骨架 PIN 脚长度，增加缠脚圈数，预留

焊锡空间。

4.2） 新设备 ：

4.2.1） 绕线设备升级及管控点 ：因产品尺寸及线材直

径的限制，设备精度必须控制在 0.02mm 以下才能进行

生产，通常普通精密绕线机的精度在 0.1mm 左右已无法

满足要求，必须导入高精度精密绕线机才能实现，并需对

以下几点进行管控 ：

a. 张力大小 ：铜线张力直接影响排线平整度、出入线

槽位置、缠脚圈数及铜线受力大小。

b. 绕线速度 ：绕线及缠脚速度不可过高，避免铜线受

力过大造成其拉伸变细而影响电性。

c. 导针高度 ：为确保排线的平整度，导针出线高度需

尽可能抵近线包，防止铜线偏移。

d. 铜线路径检查 ：不定时对铜线所经过路径必须经过

陶瓷环、羊毛毡与导轮进行检查。更换线路后需点检确认。

e. 针孔管控 ：需每 2H 进行一次针孔测试，以便及时

发现铜线漆皮受损隐患。

f. 设备检修 ：技术人员对实时追踪设备运行状况，并

在保养调试后对产品做必要外观与测试，确保无衍生品质

隐患产生。

4.2.2） 焊锡设备升级及管控点 ：要实现焊锡预留一圈

的目标，除需要 0.02mm 以上高精度的焊锡运行精度外，

还需对以下几点进行管控 ：

a. 焊锡温度 ：所用设备必须有精准控制温度的能力，

其温度正负公差必须小于 10℃。

b. 焊 锡 时 间 ： 因 产 品 铜 线 直 径 只 有

0.08mm~0.09mm，焊锡时间长铜线会变细或直接焊断

路，时间不够又可能引起虚焊假焊，焊锡时间不可超过 1 秒。

c. 焊锡深度 ：铜线焊锡后会变硬，特别是细铜线受力

抗形变力变的很差，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有断线风险发生，

因此如何控制精准控制焊锡深度变的尤为重要。为避免该

品质风险，焊锡的最佳效果是 PIN 脚引线预留一圈不上锡，

使铜线保持其柔韧性。

d. 助焊剂浓度 ：在焊锡过程中，助焊剂也是影响焊锡

效果的一个重要因子。助焊剂浓度太大，锡爬升会很快，

无法控制焊锡深度，浓度太低，漆皮无法熔锡，因些必须

对助焊剂的浓度进行监管。

e. 锡面平稳 ：因焊锡要求精度在 ±0.1mm 以内，锡

面的轻微抖动都有可能造成焊锡的不良，因此必须选用高

精密度焊锡机且需增加防锡面抖动装置才能实现。

g. 锡成分监控 ：做过变压器的人都知道，锡会吃

铜，焊锡时间越高，锡槽内的铜含量需越高，而铜含量

高，焊接效果会变差，一般正常情况下，锡铜含量比例在 

0.3%~1.0% 为宜。因此建议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检测锡

的成分变化情况，及时做出调整。

4.3） 新工艺 ：

4.3.1） 优化出入线方式 ：

4.3.2） 焊锡预留 1 圈作业，防止铜线硬化，保持铜线

韧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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