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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说明

SYNIOS® P2720 — 基本信息

摘要

本技术应用文章介绍了 SYNIOS® P2720 (KxDMLx3x) 的 LED 产
品系列。

提供了 SYNIOS® P2720 的构造、操作和加工的基本概述。

适用范围 :
SYNIOS® P2720 (Kx DMLx3x)

作者: Haefner Norbert / Lang Kurt-Jürgen

应用说明编号 AN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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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NIOS® P2720 的构造

产品系列 SYNIOS® P2720 专为用作小尺寸光源而开发，它具有广泛的工作电流，
超薄的设计适用于各种应用 – 从中等功率到大功率。

该产品系列的常用封装包括镀金引线框架和白色环氧模塑料，其中安装了高效的
半导体芯片并进行了电气连接 （图 1).

图 1: 的设计 SYNIOS® P2720

根据亮度要求的不同， SYNIOS® P2720 有三种不同的芯片尺寸可供选择 （500
μm、750 μm 和 1000 μm）。该产品组包括白色、转变黄色、黄色、红色和超红
色，而红色产品组涵盖了从 λdom = 612 nm 至 628 nm 开始的扩展波长范围。白色
版本 (KWDMLy31.SG) 的颜色坐标在 UNECE/FMVSS 的白色区域内。

LED 通过硅树脂进行最终封装，根据型号的不同，采用透明硅树脂或荧光粉填充
硅树脂。有关 SYNIOS® P2720 的可用版本及其具体名称的概览，请访问欧司朗光
电半导体有限公司产品组合。

在该产品系列中，器件的 ESD 稳定性也存在差异。在白色和转变黄色版本中，LED
具有 ESD 保护二极管，根据 ANSI/ESDA/JEDEC JS-001（HBM，类别 3B），其可提
供高达 8 kV 的 ESD 稳定性。根据 ANSI/ESDA/JEDEC JS-001 （HBM，类别 2），其
他所有产品组可提供 2 kV 的 ESD 稳定性。

环氧模塑料

硅树脂封装

白色灌封

焊线

芯片

焊接检查点

引线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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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原则问题，在操作、组装和生产电子器件期间必须遵守常用的 ESD 安
全注意事项。

采用相同焊盘布局和相等小尺寸 (2.7 mm x 2.0 mm x 0.6 mm) 的类似 QFN 的常用设
计由于可互换性而具有与设计灵活性相关的额外利益。例如，使用一个电路板布
局可以实现几个具有不同亮度要求的应用。使用相同的布局时，可以在开发阶段
结束时或在几年后通过不同的芯片尺寸调整亮度。同样，使用相同的电路板布局
时，可以通过该系列的每种颜色的广泛亮度范围实现不同的亮度要求，例如
UNECE 和 FMVSS 规定。

作为没有透镜的小尺寸 LED， SYNIOS® P2720 也非常适合光导应用。

与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的所有 LED 一样， SYNIOS® P2720 产品组也符合
现行的 RoHS 指南 （欧盟和中国）。

B. 操作

根据操作 LED 的通用指南，应格外注意必须消除或尽可能减小弹性硅树脂封装的
机械应力 （例如剪切力）（另请参见技术应用文章 “ 操作硅树脂 LED”）。

通常，应避免使用所有类型的尖锐物体 （例如镊子、指甲等） ，以防止对封装产
生应力或将其穿透，因为这样可能导致元件损坏。为了进行人工组装和贴装，例
如在原型生产过程中，建议使用所谓的真空吸笔（图 2）。通过可单独更换的软橡
胶吸引头最大程度减小 LED 上的有效机械应力。

图 2: 真空吸笔示例

如果除了使用镊子 （防静电）之外别无选择，则只能拾取和操作 LED 的环氧树脂
外壳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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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工操作 SYNIOS® P2720

请注意，即使焊接在 PCB 板上，也必须避免触摸硅树脂，以避免损坏焊线或 LED
外壳。从图 4 可以看出， SYNIOS® P2720 封装在卷带和卷盘中。

通过自动贴装机进行加工时，应注意使用合适的拾放工具，并确保工艺参数符合
封装的特性。

图 4: 在卷带中的位置 — 卷带方法

图 5 显示了对 SYNIOS® P2720 进行无损加工的建议贴装工具设计。

错误！
不要触摸/操作硅树脂封装！

为了正确操作，只能通
过接近底部的侧面拾取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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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SYNIOS® P2720 拾放工具的设计方案 （尺寸单位：mm）

若可能，该吸嘴应在整个表面或沿着封装边缘拾取 LED （图 6）。在存放或贴装
LED 时也是如此。应在整个表面或沿着边缘施力。

图 6: SYNIOS® P2720 的建议拾取区域

由于 SYNIOS® P2720 通常在有防潮包装的卷带中供货，因此在储存时应在工厂
密封。打开气密封装后应立即贴装和加工，然后根据数据表中的湿度水平重新封
装剩余的 LED （请参见 JEDEC-STD-033 — 湿度敏感等级）。

C. 储存

含有 LED 的 PCB 或组件在堆叠时不得向 LED 施力，也不得直接在 LED 上进行操
作。（图 7）

图 7: LED 的错误储存方式

通常，应在焊接后以及后续操作或下一个工艺步骤前，使所有 LED 组件返回室温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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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拾取区域

禁区！
不接触吸嘴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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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含 LED 的组件的正确储存方式

D. 清洁

从目前看来，禁止对 SYNIOS? P2720 进行任何直接的机械或化学清洁。

如果必须进行清洁，可以使用异丙醇 (IPA)。通常建议不要使用其他物质清洁
SYNIOS® P2720，尤其是不要进行超声波清洗。

对于布满灰尘的 LED，建议通过净化的压缩空气 （例如中央气源或喷雾罐）进行
简单的清洁。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事先测试所有材料和方法，尤其是损坏是否与元件相关。

有关清洁的注意事项也可以在相应的数据表中找到。

E. 加工

通常， SYNIOS® P2720 产品系列与现有的工业 SMT 加工方法兼容，因此目前的
组装技术可以用于贴装工艺。根据 JEDEC 对每种 LED 进行单独焊接的条件可在相
应的数据表中找到。建议在标准 N2 环境下采用具有强制对流的标准回流焊工艺贴
装元件，其中典型的无铅 SnAgCu 金属合金用作焊料。图 9 显示了建议峰值温度为
245°C 的无铅焊接的温度曲线。在此情况下，建议检查所有新 PCB 材料和设计的
曲线。作为一个好起点，可以使用焊膏制造商提供的建议温度曲线。然而，不得
超过数据表中规定的曲线最高温度。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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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根据 JEDEC J-STD-020E 进行无铅回流焊的温度曲线

 开发电路时，应特别注意 LED 在电路板上的位置和方向。根据 LED 位置和方向的
不同，LED 上的机械应力会发生改变。通常，建议在焊接后避免电路板出现所有
扭曲、翘曲、弯曲和其他形式的应力，以防 LED 外壳或焊点断裂。因此，不得用
手分离电路板，而应使用专门设计的工具单独进行。

有关 PCB 类型、焊盘、焊接模板、空隙、回流焊后检查和设计验证等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技术应用文章 “ 加工 SMT LED”。

SYNIOS? P2720 在焊接过程中具有良好的自对准功能，另外由四个润湿指示器提供
支持 （图 ）。

图 10: 具有润湿指示器的仅底部端接触点

图 11 显示了红外线焊接过程前后的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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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焊接期间 SYNIOS® P2720 的自对准

如果应用要求较窄的 LED 集群，请注意，由于存在短路风险，必须避免外壳之间
的直接并排接触。

F. 总结

SYNIOS® P2720 系列设计为小尺寸高通量光源。封装的设计允许使用各种芯片尺
寸来满足不同的亮度水平和广泛的工作电流。

LED 主要侧重于汽车应用，根据 IEC 60810“ 道路车辆用灯 - 性能要求 ” 的指导原
则进行鉴定。此外，根据以下测试条件，SYNIOS® P2720 产品组具有改善的耐腐
蚀性：

40°C/90% RH/15 ppm H2S/336 小时；

= 比 IEC 60068-2-43 严格 (H2S) [25°C/75% RH/10 ppm H2S/21 天 ]

= 关于相关气体 (H2S)，比 EN 60068-2-60 （方法 4）严格 [25‘C/75% RH/200
ppb SO2，200 ppb NO2，10 ppb Cl2/21 天 ]。

相关信息也可在 LED 产品的数据表中找到。

目前，该产品组包括汽车首选的白色、黄色、红色和超红色。

SYNIOS® P2720 通常在卷带和卷盘中供货，与现有的工业 SMT 加工方法兼容，
因此通常的所有组装技术均可用于组装。

还应牢记，LED 不适合任何直接的机械或化学清洁。

焊接“前” - LED 在拾放时偏移 焊接“后” - 封装的自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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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牢记：LED Light for you 是您为 LED 照明
项目寻找信息或全球合作伙伴时的理想之选。

www.ledlightforyou.com

关于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
德国慕尼黑的欧司朗是全球领先的两家照明灯制造商之一。位于雷根斯堡（德国）的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有限公
司是它的子公司，为客户提供基于照明、传感器和可视化应用半导体技术的解决方案。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有限
公司在雷根斯堡（德国）、槟城（马来西亚）和无锡（中国）设有生产基地。它的北美总部设在森尼韦尔（美
国），亚洲总部设在香港。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还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销售办事处。欲了解更多信息，请
访问网站   www.osram-os.com.

免责声明

在使用本文档信息之前，请仔细阅读以下条款和条件。若您不同意这些条款或条件的，请勿使用本信息。
本一般资料文件所载的信息系我司谨慎拟订，但仍基于德国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按现状”提供的信
息基础上。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不对该等信息承担任何保证或责任，无论明示或暗示，包括但不限于对
任何正确性、完整性、市场性、适用性、所有权或不侵犯权利的保证。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在任何情况
下均不对因使用本信息而产生的任何直接、间接、特殊、附带、惩戒性、后果性或惩罚性损害赔偿承担任何责
任(无论基于何种法律理论)。即使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被告知可能存在损害，以上限制性声明仍应适
用。若由于某些司法管辖不允许排除某些保证或责任限制，上述限制和排除可能不适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欧
司朗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的责任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仍应适用。

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可随时更改其提供的信息，而无需通知用户，且没有义务提供与所提供信息相关的
任何维护或支持。欧司朗所提供的资料是根据特殊条件提供的，这意味着不能排除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本文件未明确授予的任何权利均予以保留。除使用本文件提供的信息的权利外，不授予任何其他权利，也不应
推断存在任何需要授予进一步权利的义务。任何与专利和专利申请有关的权利和许可均被明确排除在外。

除非适用法律要求，未经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的事先书面许可，禁止以任何形式复制、传输、分发或存
储本文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 (OSRAM Opto Semiconductors GmbH)

总部:

Leibnizstr. 4
93055 雷根斯堡
德国
www.osram-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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