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行业UV LED
紫外光固化技术
简介
本文简要介绍了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以及该项技术在电子行业粘合和涂装应用领域的诸多优势。产品
制造商、设备制造商和化学制剂配制商阅读本文后可以了解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的优势并知道如何在
制造工艺过程中应用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本文以下章节展示的具体示例包括制造商如何使用UV LED
紫外光固化技术制造触摸屏、移动电话、微型扬声器和磁盘驱动器等产品。

背景
紫外线（UV）光固化技术是通过利用紫外线能量将液体变为固体的一种光致聚合作用过程。
如图1所示，吸收了紫外线能量之后，光引发剂（PI）将产生自由基，该自由基通过聚合反应过程引发与
粘合剂（单体和低聚物）的交联反应，从而固化或凝固油墨、涂料或粘合剂，而上述整个过程通常只需
在短短数秒钟内就可以完成。

图1 - 紫外线光固化技术光聚合作用过程
自1960年最初推出之后，今天众多制造商已经在各应用领域广泛使用紫外线光固化技术，包括平面艺术
印刷到汽车前照灯涂层等等。事实上，紫外线光固化技术市场仍将不断增长，且由于其具备更高的生产
效率、更优异的质量和性能，以及更好的环境效益价值，因此取代了水基和溶剂基热干燥工艺技术。
传统上而言，大多数的紫外线光固化技术通过在离子化气体（通常为汞）室内产生电弧以激发原子，然
后原子发生衰变，从而产生能够生成紫外线能量的弧光灯，向外发射光子。
发射的光子涵盖范围广泛的光谱，包括一些红外线和可见光，如图2所示。但是，通常只有约20％的光谱
对于紫外线光固化工艺过程来说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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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汞灯与紫外线LED灯的光谱分布比较

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基础知识
UV LED是一种针对紫外线固化技术应用的发光二极管，这种二极管能以一种完全不同的 方式产生紫外线
能量。当电流或电子移动通过称为二极管的半导体器件时，它将以光子的 形式向外发射能量。二极管中
使用的具体材料决定了这些光子的波长。如果使用紫外线发 光二极管，其输出波长范围通常很窄
+/-10nm。上图2中显示了一台395nm紫外线LED灯与 一台典型的汞灯的波长输出比较情况。值得注意的
是，图2中显示的紫外线LED灯和汞灯在 输出强度和波长之间的差异对于理解紫外线光固化工艺过程是十
分关键的。
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已有超过十多年的历史。然而，其独特的输出特性 要求配方设计师
制备出新型的紫外线化学制剂，从而便于充分利用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的诸多优势。为了使油墨、涂
料或粘合剂的紫外线光固化过程更有效果和效率，配方设
计师在寻求通过PI的光谱吸收来交叠紫外灯的波长输出。针对典型的汞灯固化工艺过程而 开发的许多现
有的紫外线配方制剂使用的是广谱性PI。通常在UV LED固化工艺输出范围 内能够吸收一些光谱，但是大
部分PI吸收波长范围被白白浪费。因此，为了获得更有效的 固化效果，可以专门针对UV LED固化工艺技
术研制一种新型配方制剂，使PI能够吸收的 长波紫外线波长范围得以扩大。

优势
与传统的汞灯相比，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使用紫外线LED灯具备的众多极其显著的应 用优势，其中包
括更环保（无臭氧或汞排放），降低基材热量，以及更高的能源效率。除 了这些优势之外，UV LED紫外
光固化技术非常适合用于电子产品制造领域，因为该项技 术具备更高的一致性和可靠的过程控制性能，
且能够降低产品的停机时间，这是满足最终 用户严格需求的必要条件。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还能提供
更精确的粘合效果，这是因 为该项技术可以确保更精确地定位和对齐元器件，然后在短短数秒钟内使粘
合剂固化。通 常，在使用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之后，电子产品制造商可以看到制造效率提高了5-20％
。 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对于传统的水基或溶剂基化学制剂而言，紫外线化学过程可以提供改 进的固化性
能和功能。例如，紫外线涂料具有优异的抗划伤性，在电子显示屏粘合和涂装 应用领域应用广泛，它还
具备杰出的光学性能，如能够减少反射并改进易读性，即使是在 太阳光照射的条件下。
鉴于UV LED紫外光固化灯优异的外形、体积小和重量轻等优点，它非常容易设计用于制 造设备，并且通
过使用行业标准的PLC接口还可以实现简易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 它固化速度较快，制造商可以
实现自动化批量处理，从而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另外，由于 许多电子元件体积都非常小，所以UV LED紫
外光固化灯的聚光灯和光导管非常适合于直 径达10毫米的固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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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的优势

化学制剂
针对电子应用领域的紫外线化学制剂通常包含丙烯酸酯、硅酮或环氧制剂，其中丙烯酸酯由于具备 更快
的固化速度，因此为制造商之首选。许多配方制剂都是单组分形式，因此其处理和涂覆非常方 便。大部
分的紫外线制剂都是100％固体形式，不会产生溶剂的排放问题，并且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 需求提供各
种不同等级的粘度。这些配方制剂的保质期从6个月到数年不等。对于某些紫外线配方 制剂而言，特别
是那些用于粘合或封装的配方制剂，其中紫外线能量由于存在阴影区域而无法到达 任意位置，因而需要
使用双重固化原理来获得较好的固化效果，例如紫外线加热或潮湿固化。紫外 线胶粘剂可以通过使用注
射器精密点涂来粘附不同的材料，例如金属、玻璃和塑料。

在胶粘剂和涂料中的应用
众多不同的电子产品在其制造过程中都使用了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在这里，本文仅对以下已 有显著
增长的四个应用领域进行介绍，增长原因主要是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移动电子产品得以开 发，元器件
的微型化，以及制造商对于更高生产率的需求。
触摸屏 由于在智能电话、平板电脑、电子书阅读器、移动游戏控制 器和车载导航系统的广泛使用，触摸
屏市场将保持持续性的 增长。亚太地区已经发展成为触控屏制造领域规模最大、增 长最快的区域市场。
相对于弧光灯而言，UV LED紫外光固 化灯在触摸屏制造领域提供了具有更高一致性和可靠性的工 艺流
程，不会造成热敏感元件损坏或变色的情况。

触摸屏
由于在智能电话、平板电脑、电子书阅读器、移动游戏控制
器和车载导航系统的广泛使用，触摸屏市场将保持持续性的
增长。亚太地区已经发展成为触控屏制造领域规模最大、增
长最快的区域市场。相对于弧光灯而言，UV LED紫外光固
化灯在触摸屏制造领域提供了具有更高一致性和可靠性的工
艺流程，不会造成热敏感元件损坏或变色的情况。
一块触摸屏是多个不同层的组合，例如液晶显示器（LCD）
或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玻璃、导电层和非导电层，
以及柔性保护层。每一层都需要涂覆液体光学透明粘合剂（
图4 - 触摸屏显示器
LOCA）以提供强大的粘合力，需要能隔绝水分渗入的保护
性密封层，理想的光学性能以及能够承受阳光照射。UV
LED固化粘合剂配方通常采用丙烯酸或环氧树脂，在365nm 的紫外线波长照射下固化而成，具备优异的
光学性能，如具有透光性、能减少反射、防雾、耐冲击及耐擦伤。对UV LED固化粘合剂很容易去除，且
具备较高的弹性而不会在层与层之间产生收缩或拉伸，因此不会导致图像失真。
组装成一块触摸屏之前，LCD和OLED显示器的制造商也可以使用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UV LED固化灯
具备较低的热量输出，能按需提供固化工艺作业，因此特别有利于防止敏感性元件损坏，能提供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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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速工艺过程。其中，一个特别的应用领域为OLED的边缘封装，该工艺采用环氧树脂和局部固化UV
LED系统以提供精确、高效的固化工艺技术，从而有效隔绝水分渗入。

微型扬声器
随着智能电话、平板电脑和其他移动电子设备的普及，微型扬声器
的市场也在不断增长。该项应用的挑战是需要将不同材料（金属、
纸张、塑料）进行粘合，减小温度对敏感元件的影响以及高速高精
度的要求。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使用丙烯酸粘合剂和通常为
365nm的紫外光，可以实现可靠、高效的生产工艺过程。例如，在
音圈与振膜的粘接中，振膜通常由聚酯薄膜、纸张或金属制造而成
，整个过程仅需2-3 秒，且UV LED紫外光固化灯的“冷固化”性能不
会损坏娇柔易损的振膜材料。
图5 - 触摸屏显示器

凭借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微型扬声器的生产速度可高达6000件
/每小时。为了确保提供准时交货服务，在固化之后可立即通过
OEM 进行测试，从而省去了用于保持现有库存量的要求。

移动电话
除了上述提及的触摸屏和微型扬声器应用之外，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非常适合用于装配和涂装移动电
话的摄像头模组、镜头、耳机听筒、麦克风和外壳。UV LED紫外光固化灯可以在大批量生产作业时长期
保持一致性的输出，具备较低的热量输出，且能避免敏感性
组件损坏，使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成为移动电话组件组装
领域的有效解决方案。此外，UV LED紫外光固化灯具备小尺
寸和高功率的特性，可以容易地融入高效的制造工艺过程。

图6 - 移动电话

当前，移动电话中的紧凑型相机模组的组装都使用UV LED紫
外光固化技术来粘合微型元器件。为了将透镜托架与图像传
感器连接在一起，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采用了一种自动化
系统，能将紫外粘结剂精确地涂敷在传感器外壳上。接着，
采用精确的定位系统准确地将透镜托架定位在传感器外壳上
。最后，UV LED紫外光固化灯可以在数秒内使粘合剂固化完
毕。由于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具备较高的效率，因此移动
电话组件的生产率可高达900件/每小时。

磁盘驱动器
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是磁盘驱动器（HDD）元器件的粘合剂固化的理想应用技术，例如悬架、读/写磁
头，和磁头臂组件。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针对这些应用领域具备更高的可靠性、生产率和产量。紫外
线固化胶粘剂具备较低除气性，在很短的固化时间内可轻松
完成滴涂。悬架部件，即通常所说的磁头万向架组件（HGA）
，用于支撑旋转磁盘表面上的读/写磁头。悬架总成还携带着
从读/写磁头传送到磁盘驱动器的电子信号。由于磁盘驱动器
的体积已变得越来越小，悬架和读/写磁头限制在更为严格的
设计公差范围内。因此，更加难以精确、可靠地定位读/写磁
头，从而不能保证安装悬架的同时还能保持其导电性。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则提供一种快速固化黏性，可以将各个部
件组合在一起，同时，涂覆的导电性粘接剂将暴露在高温环
境下加以固化。最近，磁头万向架组件（HGA）的生产通过利
用基于环氧树脂或丙烯酸酯化学组分的导电性UV LED紫外光
固化技术固化的配方制剂来消除两种不同粘合剂的使用需 求
图7 -磁盘驱动器
。这种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产量和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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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由于具备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工艺过程，同时能减小对热敏感元件的损坏，能 够确
保电子产品制造商获得更高的收益率和生产率。由于UV LED紫外光固化灯仅需很小的空间， 因此可以很
容易地将UV LED紫外光固化灯集成到较小的空间内。UV LED紫外光固化灯不会产生臭 氧排放或危险性汞
废物，因此，该技术被认为是目前市场上可行的最环保、最安全的紫外线光固化 技术方案。
电子胶粘剂和涂料供应商都可以使用与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相配套的配方制剂，该配方制剂易 于精确
处理和涂覆，且工艺过程速度很快，因而在电子制造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众多电子产品制造 商都已在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使用过程中受益匪浅，从而得以改进他们的生产工艺流程。触摸 屏、移动电话、微
型扬声器和磁盘驱动器仅仅是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的几个具体商业化应用实 例。已在使用弧光灯紫外
线固化技术，或需要提高生产率的电子产品制造商都应该着眼于UV LED紫外光固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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