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热管理性能：

电动车辆和电子产品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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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持续改进电池供电设备，满足客户期望？

缩小尺寸和提高功率等特性虽然可以提高产品的性价比，但也意味着热

量的增加。	

电池的尺寸越小、功率越大，产生的热量便会越多，因此热管理材料便

成为了生产高性能电池组的关键因素。

 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提高性能

 缩小设备尺寸

 提高使用安全性

 提升价值

随着电池供电技术的普及，客户期望：

客户期望推动创新

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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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辆，包括汽车、公交车、火车、非道路车辆、船舶和飞机，都是当下普遍使用的交通工

具。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希望在提高功率效率和行驶里程的同时，降低组件尺寸、质量和价

格，以节约空间并降低成本。	

长行驶里程和/或高动力车辆需要更高功率密度的电气组件，例如电池、电机和发电机以及相关的

功率电子器件。	

开发适用于电动车辆和其他应用的更高功率密度的电子设备的一个关键挑战在于，管理较小的大

功率设备（如车载电池充电器、DC/DC转换器、电机及其逆变器）所产生的热量。经证明，导热

灌封胶是快速有效地将热量从功率部件传导到散热基板的理想方法。	

使用热管理材料可以独特的方式将高热导率和低粘度相结合，从而最大程度降低温升，缩短达到

稳定温度所需的时间，同时保持电绝缘特性。粘度指的是材料的流动阻力。低粘度或高流动性有

助于应用内的空气置换，从而提高散热的速率。这些优点可提高效率，延长组件使用寿命，从而

实现高性能充电器和功率电子器件。

热管理已成为设计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性能、促进安全使用、提升价值、

都需要定制的热管理解决方案。 

成本导向型的热管理解决方案可优化流程，并提高产品性能。以下页面将介绍热管理材料及其 

应用。

当前市场需要定制化热管理解决方案

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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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理市场和产品

热管理材料包括各种热传导材料,用于管理散热问题,并提高各种市场中产品功率密度的限制。

灌封和封装

凝胶和硅脂

填缝剂和胶粘剂

产品

• 硅胶、环氧树脂和聚氨酯

• 硅胶

• 硅胶、环氧树脂、聚氨酯和丙烯酸	

市场

• 汽车

• 照明

• 能源

• 交通应用

• 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

• 工业应用

• 微电子设备

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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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化学成分

硅胶

聚氨酯

环氧树脂

丙烯酸

硅胶具有灵活的工作温度范围（-75°C至+200°C），

是用途最广的化学品之一。相应的硅胶产品有助于保

护易碎的电子组件和模块，其中耐高温性和永久的柔

软性始终是优先考虑事项。硅胶由各种填充或未填充

的铂金硫化或缩合聚合材料组成。硅胶自动评定为UL 

RTI 150等级，许多硅胶具有UL 94 V-0等级。

聚氨酯在无需耐高温性的情况下十分有用。对于电子

封装，聚氨酯可在低温应用中发挥最佳效果，其中压

力敏感型电子设备需要具备防水性或防振性。低粘度

的聚氨酯包括柔软的凝胶、半刚性的铸造材料，专为

各种应用而定制。

各种应用中的环氧树脂具有用途广泛、耐用、粘性、

耐化学性和耐高温性。此外，从极其柔软到高刚度的

铸造材料，灌注或未灌注，环氧树脂各不相同，但均

具有导热性/导电性和阻燃性。

丙烯酸胶粘剂主要用于粘结金属、复合材料和

众多热塑性材料。它们几乎无需表面处理或底

漆，并可在室温下固化。用于粘结装配件的

丙烯酸具有抗冲击性、出色的低温和高温性

能、理想的使用疲劳寿命和高结构强度。

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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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组

电机

充电器

功率电子器件

随着电池技术不断升级以提高能量密度、充电期间的

热管理能力和放电过程对于优化性能至关重要。针对

不同电池类型的兼容性和工艺定制化是关键要素。圆

柱形电池通常需要胶粘剂或灌封胶。软包电池通常使

用填缝剂。方形电池可使用胶粘剂、灌封胶或填缝剂

三种类型胶粘剂。

热量导致电机功率下降，使用寿命缩短。导热环氧树

脂和硅胶灌封和封装胶有助于管理热量，提高功率

密度，并延长电机使用寿命。研究表明，使用LORD 

CoolTherm® 材料时，温度最高可下降50°C、或者功

率输出最高可提高30%。 

封装胶和填缝剂可提高电感器和变压器中的热流动、

优化充电期间的性能并提高产品使用寿命。低粘度的

封装胶易于流入细缝中、充分浸渍形状不规则的磁性

组件,有助于置换空气并降低电感器的噪音。使用预

先灌装的组件、填缝剂甚至可在组件与散热基板之间

形成热界面。

为了延长功率电子器件的使用寿命，需要保持低

热阻，并防止组件受冲击、湿气和碎片的影响。

低粘度、高导热性灌封和封装胶可提供稳固的

热界面，并保护精密的电子组件。其他热界面

材料-凝胶、硅脂、胶粘剂和填缝剂 - 不仅可提

高散热，同时具有出色的隔绝效果和减振性。

导热应用示例

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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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灌封和封装？

灌封和封装类型

为什么电子产品需要灌封和封装？

灌封和封装通常指外壳中含有电子设备的材料。成功应用灌封和封装产品需要平衡材料的各种性能。

粘度是关键的考虑因素，因为高粘度产品难以涂敷，且无法与低粘度产品一样尽可能多的排除空气。

热管理材料具有不同名称，具体取决于其最终用途：

• 热管理

• 结构装配件

• 阻燃性

• 提高可靠性和产品使用寿命

• 免受有害条件和环境的影响（示例：温度控制、减轻冲击和振

动、音频阻尼、电气绝缘、防水和化学保护）

铸造 灌封 密封封装

涂料在电子器件上形成一层

薄材料。

灌封胶包覆外壳中的所有电子

器件。

密封剂覆盖外壳中的部分电子

器件。

封装胶可封装无外壳的电子

器件。

二、	灌封和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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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示例

灌封和封装材料可用于以下应用：

涂层材料可用于以下应用：

• 车载充电器

• 逆变器

• 无线充电器垫

• 电池组

• 电子点火线圈和发动机控制模块

• 盖封

• 电路板组件装配

• 驾驶等级和车轮转速传感器

• 胎压传感器

• 照明镇流器和高压气体放电灯

• 电容器、开关、连接器和继电器

• DC/DC转换器

• 发动机/传输控制器

• 电池组件

• 无线电板

二、	灌封和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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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封和封装需要考虑的关键特性

特性/属性 测量要素 产品概述

粘附强度

弹性强度或刚度 

 

 

 

散热 

环保 

 

易于打胶/流动 

 

密度 

 

凝胶时间

剪切强度 (MPa)

杨格模量	(MPa @ °C) 

 

 

 

导热率 (W/m·K) 

 

吸湿性%等 

 

粘度 (cPs @ °C)

 

 

比重	(SG)

 

 

分钟/小时

• 需要将零件连接在一起。可连接外部夹具

• 可根据条件进行变化（固化阶段、湿度、温度	等）

• 高模量

»		材料不可“再加工，”高粘接性，如果移除材料，组件将受损	

• 低模量

»		材料可以“再加工”，低粘接性，充分适应表面	，适应膨胀适配

• 单个材料通过各种组件进行三维散热

• 平衡粘度（  TC = 	填充量	=  粘度）

• 防湿层/化学屏障

• 防止振动/物理损坏/逆向工程（知识产权问题）

• 低粘度易于填充组件之间的缝隙

• 高粘度=灌封时的工艺难度

• 平衡散热

• 指的是材料相对于水（标准）的密度

• 水：SG = 1, 水泥：SG = 3.15, 乙醇：0.78, SC-320: 3.1

• 加入催化剂到凝胶成型所需时间。

	 *凝胶时间是指成型后不再流动的时间。

二、	灌封和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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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填缝剂和胶粘剂？

为什么电子产品需要填缝剂和胶粘剂？

填缝剂属于导热性材料，通过提高设备组件的稳定性、振动控制和电气绝缘功能管理不同或者凹凸不平的

表面。新一代填缝剂适用于大剂量应用（升/组件vs毫升/组件）。	

胶粘剂可提高电子组件的强度，并具有导热性和高粘结强度。

• 热管理

• 最终结构装配件的稳定性

• 振动保护

• 排热或导热

• 外观或设计吸引力

• 提高可靠性和产品使用寿命

• 免受有害条件和环境的影响（示例：温度控制、减轻冲击和

振动、电气绝缘、水保护和化学保护）

应用示例

LORD公司工程师将与您合作，满足设计方面的热管理要求。

三、	填缝剂和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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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缝剂需要考虑的关键特性

特性/属性 测量要素 产品概述

硬度

 

散热

电气绝缘

易于打胶/流动

 

密度

凝胶时间

粘附强度

使用胶粘剂时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邵氏OO (0-100) 

邵氏A (0-100) 

邵氏D (0-100) 

导热率(W/m·K)

 

 

介电强度（kV/mm或V/mil） 

粘度	(cPs @ °C) 

触变性（触变指数）

比重(SG)

分钟/小时

剪切强度	(MPa)

• 尺度重叠。参见示例：

»		软糖熊：10	邵氏	OO

»  LORD填缝胶：~50邵氏	OO

»		橡皮：62邵氏OO/20邵氏 A

»		鞋跟：60邵氏A/30邵氏	D

»		安全帽：80 邵氏	D

• 单个材料通过各种组件进行三维散热

• 与粘度的关系（  TC = 	填充量	= 	粘度）

• 防湿层/化学屏障

• 防止振动/物理损坏/逆向工程（知识产权问题）

• 剪切变稀（例如，感觉就像牙膏或蛋黄酱）

• 触变性不垂流。它们在低速运动时具有高粘度，在高速运动时具有

低粘度（例如，蛋黄酱）

• 指的是材料相对于水（标准）的密度

• 水：SG = 1; 水泥：SG = 3.15; 乙醇：0.78, SC-320: 3.1

• 加入催化剂到凝胶成型所花费的时间

• 需要将零件连接在一起。可与夹具相结合

• 可根据条件进行变化（固化阶段、湿度、温度	等）

三、	填缝剂和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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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凝胶和硅脂？

为什么电子产品需要凝胶和硅脂

导热凝胶属于单组份硅胶界面材料，相比于目前其他的热界面材料，具有极低的热阻性。	

导热硅脂属于非反应性硅胶或聚醚材料，适用于后期需要从设备中拆除散热基板的应用。

凝胶、硅脂等同样具有极低的热阻性。

LORD提供一系列凝胶和硅脂产品，以满足特定规格的要求。LORD凝胶能提高材料的热稳定性。我们的热

界面材料具有出色的隔离效果和减振性。

TIM类型 kTIM (W/mK) 特点 优点 劣势

硅脂 

凝胶 

1 - 6 

2 - 3

• 典型的含有陶瓷颗粒的单组分

硅胶体系

• 低粘度液体，G" > G' 

• 典型的含有陶瓷或金属颗粒的

硅胶或烯烃体系

• 固体材料，G' > G" 

• 高导热性

• 胶层薄(25-50 µm）

• 低粘度

• 无需固化

• 固化前符合表面粗糙度的

要求

• 胶层薄（25 µm）

• 无析出

• 可返修/低应力

• 良好的湿热老化性

（85%/85度）

• 易析出和固液分离

• 需要固化

• 导热率	kTIM 低于硅脂

• 粘结强度低于胶粘剂

四、 凝胶和硅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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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专业的热管理解决方案需要充分了解首要需求和各种热管理材料

的最佳应用。	

下一个热门的热管理解决方案是液态-注胶型填缝剂，它具有较低的界

面阻力，任何形状均可应用，并可适应任何设计变化。此外，填缝剂

的热性能与零件公差无关。

相比同样导热率和厚度的导热垫，LORD液态-注胶型填缝

剂具有较低的热阻。这主要是由于填缝剂具有填充（微观层

面上）粗糙相邻表面的能力，因此可显著降低界面热阻。填

缝剂具有出色的热性能、易组装性、低应力、能形成大、可

变的胶层和较低成本，因此是热管理材料的理想选择。

导热性：热量通过受保护的材料以及提供保护（TIM）的材料的速率，计量单位

为瓦特每米开尔文或W/(m·K)

 热阻：穿过热界面材料所测量的热流，而非单个材料的特性

热管理解决方案应考虑以下因素：

五、	选择液态-注胶型
	 热界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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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计量-混合-注胶（MMD）系统？

计量-混合-注胶（MMD）系统用于从包装容器中打胶。由于大容量/高流速应用通常与LORD填缝剂材料相

关，因此使用自动化MMD工艺，以尽可能减少材料浪费，缩短周期时间，并降低整体成本。

为什么使用MMD设备？

• 始终精确、一致地混合双组分聚合物体系

• 1:1至100:1的混合比例，低粘度到高粘度 

• 打胶前，通过机械搅拌和脱气处理，最大程度

提高生产效率，对于胶筒，需要在包装前搅拌

和手动脱气

LORD与众多专注于这些类型材料分配的设备制造商建立合作关系。如果您对LORD填缝剂材料的自动化

MMD流程有任何疑问，请咨询LORD代表。

• 执行高重复性的注射量

• 实现大容量生产	

• 减少浪费（处理胶筒）

• 节约成本：以成本/容积计算，散装胶粘剂成本

低于胶筒，通常在1到4个财政季度即可获得投

资回报，具体取决于生产量

六、	计量-混合-注胶（MMD）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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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应用中的热管理

运输行业的电气化趋势推动电机向越来越高的功率密度发展。电机及其电力电子驱动器中良好的热

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特别是铜（I2R）损耗，并且可以提高性能、可靠性和效率。	

研究表明，采用LORD高导热性材料的灌封或封装工艺，可以显著降低额定负荷下电机的工作

温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工作温度显著降低，这与更高的电机效率和使用高导热性材料时

的两位数的输出功率增加相关。另外，这些电机在严苛的热循环过程中具有高抗裂性，为设

计持久耐用、高热效率的电机奠定了基础，可在较小尺寸下达到更高的功率/扭矩。

建议在设计阶段集成LORD解决方案，以便在设计上尽可能优化电机的灌封，充分利用灌封材料的高导热性。

• 浸渍高导热性材料的电机的热点温度通常比纯

清漆电机低40°C 至45°C，比使用标准环氧树脂

灌封的电机低20°C左右。

• 在加速老化试验中，使用CoolTherm® EP-3500 

灌封胶灌封的电机最为持久耐用，灌封材料中

无应力开裂。	

• 提高既定电机尺寸的可用功率/扭矩

• 降低输送所需功率/扭矩的电机尺寸 

• 通过降低工作温度，可显著延长电机的使用寿

命

相比未灌封的电机，使用导热性材料灌封的电机具有

更高的性能。我们的研究发现：

根据电流情况，热点温度的下降可使电机设计人员：	

七、 LORD 热管理解决方案改 
	 进产品并提升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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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热管理解决方案，提高产品的耐用性、安全性和性能，同时提升品牌。	

LORD帮助客户将创意转换为长期价值。联系我们，详细了解如何定制和扩展业界领先的	

CoolTherm® 产品，满足您的特定要求。

• 提升性能：LORD灌封胶具有高导热性

和低粘度，因此具有出色的传热性。 

• 保护电子设备：LORD灌封胶具有

防尘、防潮和减震的功能。	

• 降低组件应力：LORD灌封胶

固化时具有低收缩率。

• 低脱气选项：LORD可为敏感型电子应

用提供低ppm硅氧烷解决方案。	

• 防震保护：LORD填缝剂保持粘性

和柔软的特性，以减缓振动。

LORD CoolTherm® 灌封和封装 LORD CoolTherm® 填缝剂

LORD CoolTherm® 导热环氧树脂和有机硅灌

封胶有助于管理热量，助您提高电机的功率

密度、延长使用寿命。LORD研究表明，使用

LORD CoolTherm® 材料时，温度最高可下降

50°C，或者功率输出最大可提升30%。

我们的导热灌封胶具有电气隔离和保护作用，

其低粘度有助于充分浸渍，并置换空气。

导热填缝剂通过填充导致（散热）低效的缝隙

和微小空间，获得最佳的组件性能。LORD填

缝剂属于原位成型解决方案，固化成凝胶，可

以减轻因热膨胀差异和弯曲引起的应力。

七、 LORD 热管理解决方案改 
	 进产品并提升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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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设计的灵活性：不再受限于机械固定装置，

并能够粘结多种基材。

• 保护电子设备：LORD导热胶粘剂具有电气绝缘

功能，适用于高压和低压应用。

LORD CoolTherm® 胶粘剂 LORD CoolTherm® 凝胶和硅脂

LORD CoolTherm® 胶粘剂专为标准MMD设

备而配置，可确保应用的结构完整性。我们

的导热胶粘剂不仅可提供机械强度，还可在

热量可能引发问题的应用中提供热连接。

LORD提供一系列凝胶和硅脂，以满足您的特定需求，

包括专为倒装芯片、PPGA、BGA、microBGA、DSP

芯片、图形加速器芯片和其他大功率电子元件而

设计的高效传热凝胶。所配置的凝胶可抑制许多

热界面材料中所观察到的渗出、分离和挤出。

示例：CoolTherm® SG-21硅脂可与一系列设备联

用，例如倒装芯片、PPGA、BGA、microBGA、DSP

芯片、图形加速器芯片和高速存储设

备。CoolTherm® SG-21硅脂的触变特性有助于

将散热基板固定到位，便于后续的机械固定。 

LORD凝胶通过阻止挤出提高热性能的稳定性。

七、	LORD 热管理解决方案改
进产品并提升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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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与洛德合作

四十多年来，LORD公司专注于开发满足严苛应用要求的世界级热管理解决方案。LORD公司的产品系列

包括灌封和封装材料、填缝剂、胶粘剂、凝胶和硅脂，包含各种化学成分：硅胶、环氧树脂、聚氨酯和丙

烯酸。 

LORD可与您合作，为发热产品提供世界领先的解决方案，帮助您实现客户所期待的价值和性能。 

LORD凭借专业的技术知识和对客户需求的深刻了解，提供各种定制解决方案。

• CoolTherm® 产品组合包括各种解决方案

• 产品持久耐用，具有各种防护特性

• 专注于组件和设备的安全性

• 防热、防止振动以及其他有害条件和环境

• 各种化学品和应用

• 定制产品和配方

• 丰富的产品系列

• 定制配方

• 更快的开发

• 全球分布

• 直接联系LORD技术支持团队和发明人

• 经济有效的合作

• 拥有40多年的定制经验，满足特定产品的性能

要求

• 拥有电动车辆、微电子设备和LED市场方面的

专业知识

• 与OEM和供应链合作	

同类最佳的产品性能

解决方案

快速上市

重要的业务合作伙伴

丰富的经验



21

LORD公司是一家多元化的技术和制造公司，主要开发高度可靠的胶粘剂、涂料、运

动管理设备以及可以显著降低风险并改进产品性能的传感技术。90多年来，LORD一

直与客户保持密切合作，并提供创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航空航天、国防、汽车和工业

解决方案。 

LORD的全球总部设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卡瑞市，在26个国家拥有约3,000名员工，在

世界范围内拥有19个生产基地和10个研发中心。

LORD.com/CoolTherm

客户支持中心（美国和加拿大） 
+1.877.ASK.LORD (275.5673)

九、	关于洛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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