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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贴片变压器拒焊
黄兴高，徐沁，王洁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引言

随着电子技术进一步发展，对电源模块的要求越来越

高，作为电源模块“心脏”的磁性器件之一，贴片变压器

显得尤为重要。新型贴片式的设计方案，要求减少电源模

块的体积和提高电源模块的性能，那贴片变压器的生产工

艺就更为严格和苛刻！

本文以 05E 系列贴片主变压器的常见异常现象—拒焊

为案例，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关解决方案以供参考。

一、模块中贴片变压器拒焊现象

引脚上锡不良

引脚附锡不良

引脚偏位

1、引脚上锡不良 ：是指变压器引脚在模块 PCB 板中

完全没有上锡的现象。通常情况下，上锡不良是因为变压

器引脚氧化所致，跟变压器的储存、运输（包括生产产线

摆放、周转等）、助焊剂有关。

2、引脚附锡不良 ：是指引脚底板能上锡，但没有爬

锡的不良现象，简称爬锡不良（退润湿现象），通常情况

下是变压器引脚上的锡与 STM 时所用的锡膏兼容性不好，

或变压器引脚出现轻微氧化现象所致。

3、引脚偏位 ：是指 SMT 后引脚不在 PCB 板焊盘

中，超出了焊盘，存在与其他焊盘短路风险，除因产品轻，

SMT 时没有施加外力固定造成移位外，通常情况也是由于

引脚轻度氧化、引脚底部有脏污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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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脚氧化、发黄、发黑

二、造成贴片变压器拒焊的因素

造成变压器引脚拒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1、变压器引脚镀层不满足要求。

2、变压器储存的环境温湿度超出要求或超出储存期

限。

3、助焊剂使用不合理，没有清除干净，造成后期引

脚氧化。

三、拒焊分析

1、骨架引脚镀层对可焊性的影响

试验方案 A ：详见表一，骨架引脚无镍层，骨架镍层

加厚到≥ 2µm，两种状态分别做 8 小时、16 小时蒸汽老

化对比可焊性。

试 验 方 案 B ： 状 态 一 ： 电 镀 Ni ≥ 2µm，Sn 

3~8µm ；状态二 ：电镀 Ni ≥ 1µm，Sn，Sn 3~8µm ；

两种状态分别完成折弯试验，看引脚折弯处是否开裂。试

验结果见下表三 ：

表一 ：试验方案 A
样品 型号 电镀 Ni 电镀 Sn

1 EE503（EE5.0） 不镀 Ni ≥ 7.6µm
2 EE503（EE5.0） ≥ 2µm 3~8µm
3 EE506-03-01 不镀 Ni ≥ 7.6µm
4 EE506-03-01 ≥ 2µm 3~8µm

可焊性试验结果 ：详见表二，骨架做蒸汽老化 8 小时

后，可焊性满足要求 ；做蒸汽老化 16 小时后，可焊性不

满足要求，附锡困难。其中，EE5.0 骨架（不镀 Ni）：引

脚 180 只有 9 只引脚不合格，比例 5.00% ；EE5.0 骨架

（电镀 Ni ≥ 2µm）：引脚 180 只有 2 只引脚不合格，比

例 1.11% ；EE506 骨 架（ 不 镀 Ni）：EE506 骨 架（ 不

表二 ：试验方案 A 蒸汽老化结果

                   型 号

状 态

骨架 8 小时

蒸汽老化

骨架 8 小时

蒸汽老化
EE5.0

海鸥型

EE506

（C 型）

EE5.0

海鸥型

EE506

（C 型）
不镀 Ni，

电镀 Sn ≥ 7.6µm
OK OK 5.00% 6.25%

电镀 Ni ≥ 2µm，

电镀 Sn3~8µm
OK OK 1.11% 2.08%

表三 ：试验方案 B 折弯试验结果
                          型  号

状  态
EE5.0 海鸥型 EE506（C 型）

状态一：电镀 Ni ≥ 2µm，

电镀 Sn3~8µm
40% 15%

状态二：电镀 Ni ≥ 1µm，

电镀 Sn3~8µm
OK OK

状态一 ：EE5.0（海鸥型）骨架 120 只引脚，有 48

只引脚开裂，不良比例 40% ；EE506（C 型）骨架 160

只引脚，有 24 只引脚折弯处开裂，不良比例 15%。状态二：

两种结构的骨架折弯均 OK，折弯图片下图。

镀 Ni）：引脚 240 只有 15 只引脚不合格，比例 6.25% ；

EE506 骨架（电镀 Ni ≥ 2µm）：引脚 240 只有 5 只引

脚不合格，比例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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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做蒸汽老化 8 小时后，可焊性均满足要求 ；做

16 小时后，不同状态均有不同比例的可焊性不良，Ni 层

加厚可焊性不良比例明显减小，但 Ni ≥ 2µm 骨架折弯时

骨架折弯开裂实物图片

开裂风险非常大。 

2、存储期限对可焊性的影响

存储期限 ：存储期限应包括从厂家加工制作完成到应

用公司实际加工应用的时间段。在存储期内（通常为 2 年）

的物料应满足 J-STD-002 规定的可焊性要求。说明 ：对

于化学锡镀层的焊接型器件，存储期限必须大于 6 个月。

运输和存储环境条件 ：推荐的元器件存储环境条件见

表四。在 2 年的存储期内（包括传送运输时间），不满足

以下条件的天数不能超过 90 天。

试验方案C：从库存中取16PCS产品分别做蒸汽老化、

不蒸汽老化和陶瓷基板可焊性、焊槽可焊性试验。

1）蒸汽老化 8 件，4 件上陶瓷基板，4 件做焊槽法。

2）未蒸汽老化 8 件，4 件上陶瓷基板，4 件做焊槽法。 

试验结果见表五 ：

表四 推荐的元器件存储条件
指标 温度 相对湿度 可还原性硫 二氧化硫 氯化物 氨气 灰尘
要求 -10~35℃ 20~70% ≦ 0.2g/m3 ≦ 10g/m3 ≦ 0.1g/m3 ≦ 0.1g/m3 ≦ 20g/m3

表五 库存物料蒸汽试验可焊性验证
试验方案 C 示意图

上陶瓷基板

焊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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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可焊性结果来看，蒸汽老化和不蒸汽老化两

种状态，焊槽法和陶瓷基板法两种试验方法，可焊性均合格。 

3、焊料选材不当对可焊性的影响

试验方案 D ：使用锡铜 & 锡银铜材质分别浸焊，浸焊

时间、次数保持一致。其中，一部分 8h 蒸汽老化，一部

分 16h 蒸汽老化。

试验结果 ：详见表六，骨架做蒸汽老化 8 小时后，可

焊性均满足要求 ；做蒸汽老化 16 小时后，可焊性不满足

要求，附锡困难。锡铜浸焊 ：EE5.0 海鸥型引脚 240 只

有 12 只引脚不合格，比例 5.00% ；锡银铜浸焊 ：EE506

（C 型）引脚 240 只有 16 只引脚不合格，比例 6.67%。

表三 ：试验方案 B 折弯试验结果
        型  号

                 

状  态

EE506（C 型）

骨架 8 小时蒸汽老化 骨架 16 小时蒸汽老化

锡铜 OK 5.00%
锡银铜 OK 6.67%

结论 ：8 小时老化可焊性符合要求，16 小时老化不满

足要求，焊料锡铜稍优于锡银铜。

试验方案 E: 酸性助焊剂对可焊性的影响。

1）取库存物料外观观察。疑似有异物残留。

2）进行 PIN 表面成分分析，发现表面镀层有漏镍（说

明表面锡层已被破坏），且成分中含有大量的 C/O 元素。

推测为有机物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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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询各批次出厂前切片，表面锡层厚度大于

10um，可焊性测试结果也正常。取引脚光亮、上锡正常

的库存品分别刷异丙醇、无水乙醇、J001 助焊剂、S001

助焊剂（偏酸性助焊剂），常温下放置 24 小时，发现刷

S001 助焊剂引脚发乌，证明锡层被破坏的原因是偏酸性

助焊剂残留导致表面锡层腐蚀。图片如下。

3）进行切片分析，发现 PIN 表面锡层不满足镀层标准，

少数严重的 PIN 脚完全没有锡层。

PIN 脚焊盘表面的锡完全看不到

PIN 脚焊盘表面中心有锡，边缘没有锡

4）对库存物料不做任何预处理，直接做浸锡可焊性

验证，图片见下。

PIN 脚焊盘表面完全不附锡

PIN 脚焊盘中心位置少量附锡，边缘不附锡

库存品切片

刷异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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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 ：偏酸性助焊剂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经

过长时间后能导致镀锡层腐蚀，从而影响可焊性。

四、改善方案：

结合上诉结论，建议以下三点 ： 

1、结合切片、可焊性试验验证及折弯试验验证 ：Ni

层有助于可焊性，但 Ni 层≥ 2um，折弯时开裂风险非常大，

建议骨架来料将 Ni 层加厚 Ni ≥ 2µm，电镀 Sn3~8µm。 

2、焊料锡铜可焊性优于锡银铜，可考虑将焊料改为

使用锡铜。

3、偏酸性助焊剂残留导致表面锡层腐蚀，建议生产

时使用 PH 值 6 以下的助焊剂。

五、检验贴片变压器拒焊的常用方法

切片、金相观察。从上述的现象可以知道，通常情况

下拒焊是因为变压器引脚镀层发生了变化，与锡膏焊接发

生了不能完全融合所造成的，所以利用切片，通过高精度

放大镜分析镀层是否符合要求来判定镀层是否异常或存在

焊接隐患。

蒸汽老化。因变压器存在生产、储存、运输等过程环

境影响引脚镀层发生变化，蒸汽老化就是评估模拟在生产、

储存、运输过程可能会发生的环境影响，加速老化，使隐

患提前展现出来的验证方法。蒸汽老化标准 ：蒸汽温度 ：

93±3℃ ；蒸汽时间 ：8H±15min。

可焊性（陶瓷基板法和焊槽法）：可焊性主要是模拟

SMT 上锡温度焊锡，然后观察上锡和外观是否满足判定标

准，其中陶瓷基板法是用陶瓷基板作 PCB 板，在引脚位置

刷一层锡膏（锡膏厚度约 0.15-0.3mm，模拟 PCB 板上

锡钢板厚度），变压器摆放在陶瓷基板上，采用过回流焊的

形式焊接；焊槽法则是采用锡炉，把温度调到 245±5℃后，

引脚的 1/3 浸入锡面 3S 拿出，观察上锡和外观是否满足

判定标准。

焊槽法标准 ：锡面温度 ：245±5℃ , 浸锡时间 ：3S。

陶瓷基板法标准 ：引脚峰值温度≥ 265℃，265℃以

上时间≥ 10s。

判定标准 ：外观无异常，浸焊后引脚附锡面积 >95%。

刷 J001 助焊剂

库存品切片

刷无水乙醇

刷 S001 助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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