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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酸铜添加剂及其制备方

法与应用，所述酸铜添加剂包括按质量分数计的

如下组分：2‑巯基苯骈咪唑15‑20％、硫代乙酸乙

酰烷基酯5‑9％、二硫代丙烷磺酸钠2‑6％、二硫

代氨基甲酸酯2‑5％、N,N‑二乙基丙炔胺1‑5％、

N‑丁基‑N‑甲基溴化哌啶1‑5％、六氰高铁酸钾1‑

6％、脂肪醇聚氧乙烯醚6‑10％，剩余成分为水。

本发明的酸铜添加剂，针对孔径较小的孔填充能

力强，镀层均匀、深镀能力和整平能力强，同时所

得电沉积铜光亮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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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酸铜添加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酸铜添加剂包括按质量分数计的如下组分：

剩余成分为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铜添加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酸铜添加剂包括按质量分

数计的如下组分：

剩余成分为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铜添加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酸铜添加剂包括按质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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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计的如下组分：

剩余成分为水。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酸铜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称取配方量的各成分，混合，搅拌至完全溶解，即得所述酸铜添加剂。

5.一种电镀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电镀液中包含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酸铜添加

剂。

6.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酸铜添加剂在深孔电镀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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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酸铜添加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镀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深孔电镀的酸铜添加剂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印制电路板是电子工业的重要部件之一，广泛地应用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

从日常生活中的数码产品、家用电器到工业生产的数控机床、人工智能装置，再到航空航天

的人造卫星、载人飞船，都采用印制电路板作为集成电路的载体。印制板上的孔分为三种，

即埋孔、盲孔和通孔，埋孔位于印制板内部，从表面看不到；盲孔是没有贯穿基材的孔，从印

制板的一侧外表面可以看到；通孔是贯穿基材的孔，从印制板的顶层和底层都可以看到。

[0003] 在印刷板路的制造中，需要采用镀铜工艺对这些直径在微米级别的孔进行填充。

添加剂对电镀铜的性能有很大影响，酸铜电镀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加工与使用，只有

板面及孔内的酸铜镀层厚度均匀，才能够保证镀层的强度和导电性能，这就需要加强镀液

的深镀与整平能力。随着印刷板向着高精度方向的发展，对镀铜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

有的酸铜添加剂根据作用分类为光亮剂、整平剂等，各添加剂种类繁多，添加操作复杂、工

艺过程难以控制。对于孔径较小的孔填充时，普通的酸铜添加剂更是无法实现深镀与整平

能力的要求，难以有效填充，不适合高密度、高精度的小孔径印刷板。因此需要进一步开发

酸铜添加剂，以实现平整光滑的铜沉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适合于深孔电镀的酸铜添加剂。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酸铜添加剂，所述酸铜添加剂包括按质量分数计的如

下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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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0008] 剩余成分为水。

[0009] 本发明的酸铜添加剂中，2-巯基苯骈咪唑、硫代乙酸乙酰烷基酯、二硫代丙烷磺酸

钠和二硫代氨基甲酸酯能够产生协同作用，通过竞争吸附，加快成核速度；同时还可以吸附

在活性点较高的晶面，使金属离子在这些活性点的反应变慢，因此可以加速铜的沉积，使结

晶细致。六氰高铁酸钾作为无机添加剂很容易扩散到微孔内，它在孔中间的浓度要高一些，

加快此处的沉积。N，N-二乙基丙炔胺和N-丁基-N-甲基溴化哌啶，由于其特殊的官能团会选

择性地吸附在微观表面凸起的部分或者电流密度较大的区域，抑制铜离子在此处的还原，

改善孔内镀层厚度的均匀性，并提高镀层质量。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酸铜添加剂包括按质量分数计的如下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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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0012] 剩余成分为水。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酸铜添加剂包括按质量分数计的如下组分：

[0014]

[0015]

[0016] 剩余成分为水。

[0017] 本发明第二方面提供了第一方面所述的酸铜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包括：

[0018] 称取配方量的各成分，混合，搅拌至完全溶解，即得所述酸铜添加剂。

[0019] 本发明第三方面提供了一种电镀液，该电镀液中包含第一方面所述的酸铜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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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0020] 本发明第四方案提供了第一方面所述的酸铜添加剂在深孔电镀中的应用。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2] 本发明的酸铜添加剂，针对孔径较小的孔填充能力强，镀层均匀、深镀能力和整平

能力强，同时所得电沉积铜光亮性好，解决了现有的镀铜添加剂种类繁多，用量难控等问

题，实现了复合添加剂的一体化。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PCB上的深孔电镀后的测试点的位置示意图，其中，a，b，c，d，e，f均为测试

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更好地

理解本发明并能予以实施，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5]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26] 实施例1

[0027]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酸铜添加剂，其配方如下：

[0028]

[0029] 剩余成分为水。

[0030] 将上述各组分混合，配制成酸铜添加剂。然后混合230g/L五水硫酸铜(铜源)、55g/

L硫酸和70ppm氯离子作为基础酸铜溶液，添加上述配制的添加剂5ml/L。将配制的镀液用于

孔径30μm、孔深70μm盲孔的印刷板上沉积铜镀层。镀液温度25℃，电流密度2A/dm2，电沉积

时间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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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实施例2

[003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酸铜添加剂，其配方如下：

[0033]

[0034]

[0035] 剩余成分为水。

[0036] 将上述各组分混合，配制成酸铜添加剂。然后混合235g/L五水硫酸铜、50g/L硫酸

和80ppm氯离子作为基础酸铜溶液，添加上述配制的添加剂5ml/L。将配制的镀液用于孔径

35μm、孔深80μm盲孔的印刷板上沉积铜镀层。镀液温度25℃，电流密度2.5A/dm2，电沉积时

间1h。

[0037] 实施例3

[003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酸铜添加剂，其配方如下：

[0039]

[0040] 剩余成分为水。

[0041] 将上述各组分混合，配制成酸铜添加剂。然后混合240g/L五水硫酸铜、52g/L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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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75ppm氯离子作为基础酸铜溶液，添加上述配制的添加剂5ml/L。将配制的镀液用于孔径

37μm、孔深75μm盲孔的印刷板上沉积铜镀层。镀液温度25℃，电流密度2A/dm2，电沉积时间

1h。

[0042] 实施例4

[004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酸铜添加剂，其配方如下：

[0044]

[0045] 剩余成分为水。

[0046] 将上述各组分混合，配制成酸铜添加剂。然后混合234g/L五水硫酸铜、53g/L硫酸

和75ppm氯离子作为基础酸铜溶液，添加上述配制的添加剂5ml/L。将配制的镀液用于孔径

37μm、孔深75μm盲孔的印刷板上沉积铜镀层。镀液温度25℃，电流密度2A/dm2，电沉积时间

1h。

[0047] 实施例5

[004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酸铜添加剂，其配方如下：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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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剩余成分为水。

[0052] 将上述各组分混合，配制成酸铜添加剂。然后混合237g/L五水硫酸铜、55g/L硫酸

和70ppm氯离子作为基础酸铜溶液，添加上述配制的添加剂5ml/L。将配制的镀液用于孔径

40μm、孔深70μm盲孔的印刷板上沉积铜镀层。镀液温度25℃，电流密度2.5A/dm2，电沉积时

间1h。

[0053] 对比例1

[0054] 混合237g/L五水硫酸铜、55g/L硫酸和70ppm氯离子作为基础酸铜溶液。将配制的

镀液用于孔径40μm、孔深70μm盲孔的印刷板上沉积铜镀层。镀液温度25℃，电流密度2A/

dm2，电沉积时间1h。

[0055] 对比例2

[0056] 混合234g/L五水硫酸铜、53g/L硫酸和75ppm氯离子作为基础酸铜溶液。将配制的

镀液用于孔径37μm、孔深75μm盲孔的印刷板上沉积铜镀层。镀液温度25℃，电流密度2A/

dm2，电沉积时间1h。

[0057] 实验例

[0058] 对实施例1-5、对比例1-2配制的电镀液进行深镀能力的检测：

[0059] 在PCB板面上选取区域，铣切成小块，漂锡后灌胶，打磨并抛光至通孔直径处，用微

蚀液对抛光的平面进行微蚀，然后在金相显微镜下进行测量电镀铜层的厚度。孔口读取4个

数据，孔中读取2个数据，为了确保切片制作的质量，同时测量上下孔径的大小，具体如附图

1所示。

[0060] 然后计算各电镀液的深镀能力，所得结果如表1所述。

[0061] 其中，深镀能力的计算公式是：

[0062]

[0063] δa、δd、δc、δf——PCB孔口最厚的厚度(mm)

[0064] δb、δe——PCB孔中最薄的厚度(mm)。

[0065] 表1实施例1-5、对比例1-2的电镀液的深镀能力

[0066]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对比例1 对比例2

100％ 98％ 97％ 100％ 100％ 47％ 45％

[0067] 从表1的结果可知，实施例1-5的电镀液，其深镀能力远高于对比例1-2，这表明实

施例1-5中的镀层更加均匀。因此，本发明的酸铜添加剂适合于深孔电镀。

[0068]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是为充分说明本发明而所举的较佳的实施例，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基础上所作的等同替代或变换，均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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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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