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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Automotive electronics currently represent one of the higher semiconductor growth segments. Safety, com-
fort, connectedness and individual expression will drive growth in automotive electronics over the coming decade.

Lead frame packages represent the largest segment of semiconductor packaging with a long track record of reliable and

cost effective options. However, other package formats such as Plastic Ball Grid Array（PBGA）, Stacked Chip Scale

Packages（SCSP）, and Wafer Level Packaging（WLP）, are gaining acceptance. MicroLeadFrame誖（MLF誖 , also

known as QFN）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lead frame packages in the world for its broad range of sizes, long

history of excellent reliability, automotive inspection protocols, and design flexibility. Innovations to MLF誖（QFN）,

such as the side wettable fillets and concavity technology, have enabled more applications for this conventional pack-

aging format. Sensors and MEMS are gaining rapid acceptance in automotive systems with MLF誖 , LGA and“cavity

汽车电子封装趋势，
考量及生产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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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汽车电子是半导体行业成长较快的领域。安全、舒适、互联，和个性化是未来十年成长的主要动力。

可靠性和性价比优势使支架封装仍占主导，而其它封装，如 PBGA、堆叠式芯片尺寸封装（SCSP），和晶圆

级封装（WLP）等，也正得到启用。MLF誖（QFN）应用广泛，具有很好的热电性能和设计灵活性。类似凹槽

侧面可湿性焊点技术的创新，让 MLF誖 这种传统封装更具吸引力。更多传感器和 MEMS 用于汽车应用，封

装形式主要为 MLF誖 , LGA 和“凹槽 MEMS”。资讯娱乐系统需要采用更多类型的封装形式。汽车电子封

装生产所涉及的供应商管理、可靠性测试等因素必须与严格的汽车标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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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汽车电子分类

1 高速发展的汽车电子

从机械系统主导到电子系统主导，汽车领域正

经历深刻变化。目前，汽车电子的复合年成长率为

6.8%（2012~2017）[1]，是半导体行业成长较快的领

域。预计 2013 年汽车半导体器件的产值为 259 亿

美元。据飞思卡尔公司声明，目前车辆电子系统成

本已超总成本的三分之一。图 1展示了汽车电子成

本比例的逐年增长和飞思卡尔公司的目标市场[2]。

对消费者来说，安全是最重要的考量。政府强制

的安全要求保证了相应器件的不断开发和应用，以

避免汽车碰撞和提高碰撞后的存活率。调查表明，

舒适是消费者的第二重要考量，是决定购买的重要

因素。安全性和舒适性是不可妥协的，而价格品牌

等决定其它功能和性能的因素可以有一定的灵活

性。互联性是下一代汽车用户的第三个需求，代表

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互连性在很多国家正成为法

令以保障安全。例如在欧洲，eCall 法令要求所有车

辆与移动系统相连，并可在事故时接通救援服务。这

个法令草案拟定 2015 年 10 月后出厂的车辆必须装

有 eCall 系统。消费者对车辆个性化要求相比过去

更为强烈。新一代开发视汽车为一平台，其某些功

能处于不间断发展状态，与生活品味和个性化紧密

相连（如音乐、联系人、地图、警示、内部环境等）。安

全、舒适、互联和个性化将是未来十年驱动汽车电子

成长的主要动力。

汽车中的半导体器件有四大类，如表 1。这些电

子系统经常交叉，并同时从属多个类别。而且，随着

功能增加，汽车必须同时减轻重量，用于电子系统取

代机械系统，以提供额外能力。

图 2展示了多个由电子系统控制的列于表 1中

的功能。

MEMS”representing three of the most popular package types. Infotainment systems are enabling applications of even

more packaging formats. No matter what package format is used, stringent manufacturing and reliability standards

separate automotive components from other applications. Specialized material selection and process flows, supplier

protocols, inspection criteria, and enhanced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standards can represent new areas of adaptation.

Automotive semiconductor packaging and assembly must be well understood and in alignment with the stringent stan-

dards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Key words院Automotive；Packaging；Sensor；QFN；Infotainment

图 1 电子元件（半导体和传感器）在汽车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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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由半导体和 MEMS 控制的汽车电子系统

此外，大量的电子器件将被用于混合动力和电

动汽车中。除了通用电子器件外，电动汽车还将使

用电力发动机、变频器、直流转换器、控制元件、传感

器，和高压电池等[3]。

2 支架封装的主导地位

支架封装非常可靠，在汽车电子中占主导地位。

因其较长的产品周期，一些十年前的支架封装产品

至今还在继续生产和使用。

支架封装在汽车领域有着最广泛的应用。SOIC

（Small Outline Integrated Circuit）、TSSOP （Thin

Shrink Small Outline Package）、SSOP （Shrink Small

Outline Package），和 PDIP （Plastic Dual In-Line

Package）封装可以用于胎压监测（TPMS）、底盘驱

动和制动系统功能的实现。TQFPs （thin quad flat

package）和 MQFPs（Metric Quad Flat Pack）用于封

装发动机控制系统中的微控制器。

甚至 SOT/SCs（Small Outline Transistor）、LQFPs

（Low-profile Quad Flat Package） 和 PLCCs（Plastic

Leaded Chip Carrier） 封装形式也在汽车电子中使

用。最主要的支架封装形式是微支架封装（MLF誖 ），

也称 QFN（Quad Flat No-lead Package）。MLF誖 的

应用十分广泛。

这并不排除非支架类封装形式的使用。事实上，

PBGAs （Plastic Ball Grid Array）、小间距 FBGAs

（小于 1.0mm） 甚至堆叠式芯片尺寸封装（SCSP）

都在使用。在某些特定应用中，如传输控制模块，小

间距封装（0.5mm）正被逐渐接受。

微控制器在汽车中的应用成长迅速。虽然MLF誖
（QFN）是主要的封装形式，但在发动机控制系统

中，PBGAs 和高传热性能的 TEPBGAs 也得到很好

应用。细间距 BGA（FBGAs）支持移动互联、语音，

和 GPS 系统。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WLP）也正逐

渐被广泛地应用于汽车系统中。

模拟芯片、微控制器和传感器数量最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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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模拟芯片占汽车电子市场的 41%，而微控制器

占 39%。它们是汽车中最广泛使用的芯片。普通汽

车大约有 25 到 100 个微控制器（MCUs），而高端汽

车微控制器的使用会超过 300 个。新型通信、娱乐

和计算等应用使 MCU 个数急速增多。先进的停车

系统，如自动停车、先进的巡航控制、避免碰撞和无

人驾驶都需要微控制器（MCUs）。同时，定位、稳定、

气候和发动机性能监测等传感器使用也需要相应的

微控制器[4]。虽然也会用到 TQFPs 和 MRFPs，典型

16 位和 32 位微控制器需要较多引脚的封装形式，

如 PBGA 或 QFP，以支持发动机控制模块和正在兴

起的智能汽车系统。其它微控制器（MCU）封装形

式也正从 PBGA 转向 FBGA。

3 使用 MLF/QFN/DFN

Amkor 在 1999 年引入 MLF誖（QFN）封装，今

天它已成为最广泛使用的支架封装之一。MLF誖 封

装尺寸小到 2x2mm（非常受欢迎），大到 13x13mm，

可以支持单芯片和多芯片封装。多样性的MLF誖 封

装用以满足各类特殊应用。已经量产的 0.35mm 厚

度的MLF誖 正转向 0.28mm 厚的 MLF誖 ，并同样使

用标准制程。多达 180 个管脚数的双排MLF誖 已经

量产，而且没有多芯片堆叠的限制。线焊所用的金线

直径约 0.6mils （1mil=25.4mm），铜线直 径 约

0.7mils。图 3 是众多用于汽车系统中的MLF誖 封装

产品[5]。

使用MLF誖 取代 Dual-in-line 和 TSOP/QFPs 的

趋势增长迅速。高热传导率的塑封材料应用和焊锡

类芯片黏着材料的应用也加强了这一趋势。

MLF誖 的平均失效寿命一直很好。汽车装配需

要良好的封装引脚到 PCB 线路板的焊锡成形来提

高可靠性。Amkor 的凹槽侧面可湿性焊点技术有利

于形成这样的优质焊点，并易于自动监测，因为凹槽

可以控制MLF誖 引脚的焊锡量。凹槽侧面可湿性焊

点技术对切割式或冲孔式的MLF誖 都适用。图 4展

示了 MLF誖 的带凹槽的引脚（左侧）和控制良好的

焊点成形（右侧）。

4 传感器的蓬勃发展

世界各地政府法令对汽车中传感器和 MEMS

的使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 70 年代的美国，

汽车入风系统的压力传感器，如歧管进气绝对压力

传感器（MAP）和大气压力传感器（BAP），提高了

燃油使用效率。而在 80 和 90 年代，新的压力传感器

图 3 汽车电子系统中使用 MLF誖 封装的 IC 和 MEMS（历史悠久，质量可靠，适于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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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车辆中的抬头显示系统

表 2 传感器及相应系统

图 4 左图是凹槽侧面可湿性焊点技术的带凹槽的焊点；右

图上方是切割式 1mm 间距 QFN，而下方是 0.5mm 间距的 QFN

和加速度计被用于感应事故并适时启动安全气囊。

2000 年后的 TREAD 法令要求所有新的载人汽车和

小型卡车安装轮胎压力监视系统以发现潜在的轮胎

破损，而电子产品稳定控制法令（ESC）推动了加速

度计和陀螺仪的开发和应用。今天，全球有关汽车

的法令正促使更多传感器投入使用，以达到驾驶安

全，排放减少，和燃油效率的提高。事实上，汽车中

传感器的数量已经从 10 几个增加到 100 多个。

根据战略分析，从 2012 年到 2017 年，汽车传感

器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6.8%，产值从 169 亿美元

增加到 235 亿美元[6]。传感器的增长率在世界各主

要汽车生产地是不同的。到 2020 年之前，用于安全

系统的传感器是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各国政府对

电子稳定控制和中国对安全气囊的强制要求，主要

汽车供应商的成长率达到 15%和 20%之间。

传感器最初使用密封式封装，用于安全气囊和

防锁制动系统。这种传感器将MEMS 安装在凹槽式

封装内，是传感器中的最大类别。虽然第一个安全

气囊的 MEMS 传感器的封装在过去 20 多年间基本

没变，汽车电子封装技术却经历了长足进步。今天，

MEMS 的封装通常集成多个传感器。而这些传感器

在应力管理、封装处理，及信号传输上通常有很大差

异性。

在汽车辅助系统中，如抬头显示（HUD）、资讯

娱乐和监测界面等，传感器使用正趋流行并逐渐标

准化。图 5是抬头显示技术的一个例子。利用夜视、

导航和成像技术，将由紫外激光产生的图像投射到

前车玻璃表面[7]。另一个方法来自 TI 的 DLP 技术。

因其较好的成像能力，DLP 正成为 HUD 新的趋势。

MLF誖 、LGA和“凹槽MEMS”是三个最受欢迎的封

装类别。光学传感器趋于使用 inframe MLF誖 和 LGA

的封装形式。流体传感器要求在封装体用凹槽或金

属盖通孔将外界流体与内部传感器相连。

传感器封装的关键在于使用现有的封装技术平

台，以尽快进入大规模生产（每月几千万产量），控

制成本，缩短入市时间，并应用现成的可靠性和质量

保障系统。虽然传感器芯片仍然高度专有化，但专用

传感器封装正逐渐被标准芯片封装形式取代。

因可靠性和适于快速量产，MEMS 被广泛应用

于汽车各部。表 2是一些用于汽车的传感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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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讯娱乐对汽车的改变

资讯娱乐和车辆互联概念将推动更多较新封装

的使用，尽管这些封装可能需要改进，如材料和结构

的改进，以通过更加严格的汽车行业验证。如没有

适当的改进，目前很多用于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的

封装形式是不能被接受的。

今天，OnStar 可以打开车门，远程启动车辆，提

供监控数据，处理诊断材料，并通过智能手机进行通

讯。声音启动系统和提供车内减噪功能的MEMS 麦

克风将被用于高端汽车中。抬头显示系统使驾驶员

在处理信息时，目光无需离开前方道路，从而提高驾

驶安全。此外，信息互联车辆和无人驾驶车辆也展

示了未来的应用可能。双排和多排封装形式 （如

MLF誖 ，LGA，和凹槽类封装等）将用于此类应用，而

最受欢迎的资讯娱乐芯片的封装形式正转向

FCBGAs。

6 汽车电子生产的特殊性

汽车工业设定元件的寿命是几十年，而不是几

年，并要求保证极端环境中的使用。环境和可靠性

标准通常使开发周期长达四年，这包括大量可靠性

试验和现场试验。在组装领域，汽车业要求拥有最

佳执行和零缺陷容忍。要达到这个目标，很多因素

需要考虑。一些系统，如稳定控制、安全气囊和抗锁

定制动，通常需要特殊的生产流程、材料和检测方法

来保障性能和长期可靠性。

6.1 客户标准

封测服务（OSAT）公司的客户根据其汽车设计

要求，最终决定封装生产和测试流程。现有的六级

汽车规格，对性能要求有不同标准。因此，让汽车客

户了解封测行业十分重要，有利于选择和设计最佳

性能价格比的封装形式。

6.2 材料选择

为了满足汽车可靠性要求，在元件设计早期就

要考虑材料选择，并考虑应用环境。例如，优化塑封

材料（EMC）和芯片黏结（DA）材料以应对高温和

高应力环境需求。在很多情况下，为了满足环境条

件，必须使用高热导率 EMC材料。

此外，必须考虑材料可能会暴露在恶劣的化学

环境（油污，汽油，和水态化学物）中，或室外环境

（雨，冰）中。还有，在发动机运行，或牵引控制过程

中，或在减震和操纵系统，刹车盘和刹车轮中所引起

的强烈震动和冲击，可能要求使用特殊材料，如，恰

当的焊线尺寸和类型、焊线涂层、胶状涂层、支架或

特殊多层基板设计，等。

6.3 供应链管理

让封测公司了解产品在汽车中的使用环境是重

要的。汽车行业有自己的供应链评估和审核流程。其

中一套流程审核规则来自德国汽车工业界（VDA

6.3）。另一套规则，ISO／TS16949，主要用于建立质

量管理系统和强化缺陷减少，并减少供应链中的变

数和浪费。虽然借鉴了国际汽车工作组 （IATF）

的成果，多数大型亚洲汽车公司有自己的质量管理

需求。所以，封测公司（OSAT）需要了解这些需求，

并成为支持这些标准的合作伙伴。封测公司要与自

身供应链厂商沟通，提高供应商质量，制定书面规

则，实施最好方法（BKM）管理，并在后续的资质证

明或特殊测试等要求上与供应商保持一致。

受禁矿物质或金属是全球汽车供应链的重要方

面。每个供应商必须建立相应流程来保证所使用的

材料符合政府、企业和客户政策的要求。

6.4 生产流程

安全、动力传动和底盘系统的可靠性要求最高，

可能需要采用特殊的材料、设备和生产流程。

汽车生产可能包括额外的清洁步骤或流程控制

监测。可能需要改进基本装配流程，如使用安全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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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尽量减少各式焊线脱落。另一个流程改进的例子

是对封装支架表面粗糙化，以加强塑封材料（EMC）

和支架的黏合性。此外，芯片黏合材料可能需要

100％的覆盖率以保证芯片和基板的黏合。

6.5 监测标准

汽车应用中通常需要特殊的检测流程和采样方

式。这在典型的流程之外又增加了额外步骤。类似

的，能够检查 PCB 板上的封装器件也是汽车组装的

重要要求。虽然较薄的 PCB 板可以使用ｘ光检查，

但当 PCB 的双面都密集布满元件时，检查将变得困

难。前述的凹槽侧面可湿性焊点技术（图４）可以

形成优质焊点，并有利于焊点检查。侧面可湿性焊

点已成为一个汽车标准。

6.6 质量计划

先进产品质量计划（APQP）是在 1980 年代由

美国三大汽车厂商（福特、通用、克莱斯勒）联合制

定的。这是汽车行业中类似“６sigma 设计”的规则。

对汽车相关产线实施APQP 管理，维系了汽车控制

计划中的统一性，并能够对汽车中的所有元件实施

最高生产标准。

6.7 可靠性测试

合格标准由汽车电子委员会制定。AEC-Q100

列出了关键的芯片和封装应力测试方法。在芯片、

封装和板级测试中，电子元件必须足够坚实以通过

这些环境测试。

6.8 电测试和批次筛查

汽车组装后的测试是终极筛查测试，用以保证

元件性能和整机运行合格。消费品和汽车测试的根

本差别在于对统计数据和潜在危险的处理。例如，

很多消费类电子产品允许再次测试，并允许产品通

过测试。相反，采用更先进的统计学筛查方法的汽

车标准可能会拒绝整个生产批次。汽车行业的目标

是零缺陷率，如果不能很好解释某批次低合格率的

原因，那么整个批次就是不正常生产，存在潜在危

险，需要剔除。

6.9 专用产线和人员培训

客户有时要求专用产线和设备的配置。这包括

特殊培训人员、防错系统、或全自动流程系统。有时

也需要对半成品（WIP）进行特殊标识。

6.10 变换控制

汽车标准极为严格，其变换周期管理通常以数

年计算，而不是常见的用于普通商品的以季度计算。

如果因安全和可靠性原因启动变换，在保证通过所

有相关严格测试的情况下，变换周期可以加快。变换

控制通常要与客户的变换审核委员会协调，以评估

技术危险和可能的后续问题。预警管理机制可以不

断提高生产水平。

7 总结

我们正见证汽车电子业激动人心的变革与发

展，更多电子系统将用于汽车设计的各个方面，并带

给我们难以置信的驾驶体验。同时，多种封装平台在

如此多样化的汽车环境中的加速发展，也为我们提

供了众多创新机遇。汽车电子封装生产有其特殊性，

在材料选择、供应链控制、生产流程和质量控制等方

面必须严格遵循汽车标准。

感谢

衷心感谢电子封装测试委员会允许我们以中文

形式再次发表本文。本文原载于MEPTEC 2013 秋季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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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智浦启动全新的 NFC Windows 应用大赛

恩智浦半导体近日宣布在微软公司和联想的支持下启动他们全新的 NFC Windows 应用大赛。该竞

赛特别专注于为运行Windows 8 或 Windows 8.1 的 PC 和平板电脑开发近距离无线通信（NFC）应用，鼓

励学生和专业人士打破思维定势并提交他们的想法以争取获胜机会。（来自恩智浦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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