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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树芯槽加工方法及印制

电路板，该方法包括：通过钻咀在印制电路板上

的待加工区域制作对称的两个小圆孔；通过第一

槽刀在两个所述小圆孔之间制作大圆孔，所述大

圆孔分别与两个所述小圆孔相交；通过与所述钻

咀的尺寸相同的第二槽刀分别对两个所述小圆

孔进行返钻，制作除粉尘孔，以去除钻孔粉尘；通

过锣刀在所述小圆孔与所述大圆孔的每个相交

位置制作除毛刺孔，以去除钻孔毛刺。本发明提

供的一种树芯槽加工方法及印制电路板，通过在

加工工艺中增加用于清除毛刺、粉尘、纤维丝的

钻孔，可以完全清除毛刺和纤维丝，杜绝沉铜电

镀后的披锋，达到符合元器件安装的要求，提高

槽孔加工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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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树芯槽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通过钻咀在印制电路板上的待加工区域制作对称的两个小圆孔；

通过第一槽刀在两个所述小圆孔之间制作大圆孔，所述大圆孔分别与两个所述小圆孔

相交；

通过与所述钻咀的尺寸相同的第二槽刀分别对两个所述小圆孔进行返钻，制作除粉尘

孔，以去除钻孔粉尘；

通过锣刀在所述小圆孔与所述大圆孔的每个相交位置制作除毛刺孔，以去除钻孔毛

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树芯槽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通过钻咀在印制电路板

上的待加工区域制作对称的两个小圆孔的步骤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根据待钻小圆孔的尺寸，选择尺寸匹配的钻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树芯槽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通过第一槽刀在两个所

述小圆孔之间制作大圆孔，所述大圆孔分别与两个所述小圆孔相交的步骤之前，所述方法

还包括：

根据待钻大圆孔的尺寸，选择尺寸匹配的第一槽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树芯槽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通过与所述钻咀的尺寸

相同的第二槽刀分别对两个所述小圆孔进行返钻，制作除粉尘孔，以去除钻孔粉尘的步骤

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根据所述钻咀的尺寸，选择与所述钻咀的尺寸相同的钻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树芯槽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锣刀的尺寸为0.70、0.80

或1.0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树芯槽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刺孔切入所述大圆孔3

～4mil，且切入所述小圆孔6～8mil。

7.一种印制电路板，具有树芯槽，其特征在于，所述树芯槽采用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

所述的树芯槽加工方法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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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树芯槽加工方法及印制电路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异形槽孔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树芯槽加工方法及印制电路

板。

背景技术

[0002] 在印制电路板制作过程中，客户为了满足不同元器件安装的要求，会需要设计各

种各样的异形槽孔，比如树芯槽，可参考图1，树芯槽由一个大圆孔加两旁分别相交的小圆

孔组成，呈树芯状。

[0003] 由于钻机主轴在加工这类异形槽孔时是顺时针旋转的，前孔与后孔的相交位置随

着钻机主轴的旋转将毛刺和纤维丝带入孔内，无法切断，形成毛刺、纤维丝等(如图2所示)。

目前暂无其它工具可以对加工后的异形槽孔进行修理，以去除毛刺和纤维丝等，因此，在沉

铜电镀后毛刺和纤维丝会形成金属化披锋，从而影响元器件安装。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树芯槽加工方法及印制电路板，以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6] 第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树芯槽加工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07] 通过钻咀在印制电路板上的待加工区域制作对称的两个小圆孔；

[0008] 通过第一槽刀在两个所述小圆孔之间制作大圆孔，所述大圆孔分别与两个所述小

圆孔相交；

[0009] 通过与所述钻咀的尺寸相同的第二槽刀分别对两个所述小圆孔进行返钻，制作除

粉尘孔，以去除钻孔粉尘；

[0010] 通过锣刀在所述小圆孔与所述大圆孔的每个相交位置制作除毛刺孔，以去除钻孔

毛刺。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树芯槽加工方法中，在所述通过钻咀在印制电路板上的待加工区

域制作对称的两个小圆孔的步骤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0012] 根据待钻小圆孔的尺寸，选择尺寸匹配的钻咀。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树芯槽加工方法中，在所述通过第一槽刀在两个所述小圆孔之间

制作大圆孔，所述大圆孔分别与两个所述小圆孔相交的步骤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0014] 根据待钻大圆孔的尺寸，选择尺寸匹配的第一槽刀。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树芯槽加工方法中，在所述通过与所述钻咀的尺寸相同的第二槽

刀分别对两个所述小圆孔进行返钻，制作除粉尘孔，以去除钻孔粉尘的步骤之前，所述方法

还包括：

[0016] 根据所述钻咀的尺寸，选择与所述钻咀的尺寸相同的钻咀。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树芯槽加工方法中，所述锣刀的尺寸为0.70、0.80或1.00mm。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树芯槽加工方法中，所述毛刺孔切入所述大圆孔3～4mil，且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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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小圆孔6～8mil。

[0019] 第二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印制电路板，具有树芯槽，所述树芯槽采用如第

一方面所述的树芯槽加工方法制得。

[002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树芯槽加工方法及印制电路板，通过在加工工艺中增加

用于清除毛刺、粉尘、纤维丝的钻孔，可以完全清除毛刺和纤维丝，杜绝沉铜电镀后的披锋，

达到符合元器件安装的要求，提高槽孔加工的品质。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它的附图。

[0022] 图1是现有技术中树芯槽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现有技术中孔内带毛刺、纤维丝等残留物的树芯槽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树芯槽加工方法及印制电路板的流程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钻小圆孔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钻大圆孔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钻除粉尘孔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钻除毛刺孔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8图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所有钻孔孔位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可以理解的是，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发明，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定。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

于描述，附图中仅示出了与本发明相关的部分而非全部结构。

[0031] 实施例一

[0032] 请参阅附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一种树芯槽加工方法的流程示意图，该方

法适用于加工树芯槽的场景。该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3] S101、通过钻咀在印制电路板上的待加工区域制作对称的两个小圆孔，如图4所

示；

[0034] 需要说明的是，树芯槽有横向和竖向的两种，本实施例以横向的树芯槽为例，竖向

的同理。

[0035]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S101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0036] 根据待钻小圆孔的尺寸，选择尺寸匹配的钻咀。

[0037] S102、通过第一槽刀在两个所述小圆孔之间制作大圆孔，所述大圆孔分别与两个

所述小圆孔相交，如图5所示；

[0038]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S102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0039] 根据待钻大圆孔的尺寸，选择尺寸匹配的第一槽刀。

[0040] 此步骤后，钻出的树芯槽是初步状态，即小圆孔内存在钻孔粉尘，大圆孔与小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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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交位置存在钻孔毛刺，因此需要去除。

[0041] S103、通过与所述钻咀的尺寸相同的第二槽刀分别对两个所述小圆孔进行返钻，

制作除粉尘孔，以去除钻孔粉尘，如图6所示；

[0042]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除粉尘孔的大小与所述小圆孔的大小一致且位置重叠，目的

就是为了去除钻孔粉尘。

[0043]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S103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0044] 根据所述钻咀的尺寸，选择与所述钻咀的尺寸相同的钻咀。

[0045] S104、通过锣刀在所述小圆孔与所述大圆孔的每个相交位置制作除毛刺孔，以去

除钻孔毛刺，如图7所示。

[0046] 需要说明的是，图7仅以在其中两个相交位置制作除毛刺孔为例。

[004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锣刀的尺寸为0.70、0.80或1.00mm。所述毛刺孔切入所述大圆

孔3～4mil，且切入所述小圆孔6～8mil。

[004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树芯槽加工方法，通过在加工工艺中增加用于清除毛

刺、粉尘、纤维丝的钻孔，可以完全清除毛刺和纤维丝，杜绝沉铜电镀后的披锋，达到符合元

器件安装的要求，提高槽孔加工的品质。

[0049] 实施例二

[0050] 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一种印制电路板，具有树芯槽，所述树芯槽采用如实施例一

所述的树芯槽加工方法制得。

[0051]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印制电路板，通过在加工工艺中增加用于清除毛刺、粉

尘、纤维丝的钻孔，可以完全清除毛刺和纤维丝，杜绝沉铜电镀后的披锋，达到符合元器件

安装的要求，提高槽孔加工的品质。

[0052] 至此，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

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

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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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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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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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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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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