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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

其包括基材层，所述基材层上设有二维码镭射

区，位于所述二维码镭射区上的基材层上设有黑

油墨层和设于所述黑油墨层上的白油墨层，所述

白油墨层通过镭射形成有二维码。由于设置了黑

油墨层和白油墨层两层油墨，通过激光镭射把表

层白油墨层进行镭射掉，露出底层的黑油墨层，

激光镭射过的地方显示为黑色，通过这种方式生

成的二维码对比度效果好，容易扫码，同时二维

码也不会掉落破损，防止二维码失效，大幅降低

了劳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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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基材层，所述基材层上设有二维码镭射

区，位于所述二维码镭射区上的基材层设有黑油墨层和设于所述黑油墨层上的白油墨层，

所述白油墨层通过镭射形成有二维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黑油墨层的厚度为

30μm～40μ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白油墨层的厚度为

10μm～20μ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线路板上还设有芯

片，所述芯片两侧的焊盘与所述线路板的连接处点涂有粘结物。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芯片上的焊盘

内侧均额外并联有至少一根引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线路板为FPC，所述

FPC上还设有连接部和与所述连接部连接且远离所述FPC的金手指，所述连接部与所述FPC

连接，所述连接部的两侧设有两个相互错开设置的补强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补强板的宽度

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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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印刷电路板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易于识别的线

路板。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电子产品为了方便产品追溯，都要在线路板上制作二维码，目前传统的作法

是采用打印好二维码的贴纸贴到线路板上，这种作法非常耗人工，而且贴好贴纸的二维码

在生产工序加工过程中非常容易掉落破损，导致二维码失效；另一种作法是直接在线路板

上设置单层白油墨，再在白油墨上丝印二维码，但是这种方法制作的二维码对比度效果不

好，难以扫码，增加劳动成本，严重时也会造成二维码失效。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了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由于设置了黑

油墨层和白油墨层两层油墨，通过激光镭射把表层白油墨层进行镭射掉，露出底层的黑油

墨层，激光镭射过的地方显示为黑色，通过这种方式生成的二维码对比度效果好，容易扫

码，同时二维码也不会掉落破损，防止二维码失效，大幅降低了劳动成本。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其包括基材层，

所述基材层上设有二维码镭射区，位于所述二维码镭射区上的基材层上设有黑油墨层和设

于所述黑油墨层上的白油墨层，所述白油墨层通过镭射形成有二维码。

[0006] 进一步地，所述黑油墨层的厚度为30μm～40μm。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白油墨层的厚度为10μm～20μm。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线路板上还设有芯片，所述芯片两侧的焊盘与所述线路板的连接

处点涂有粘结物。

[0009] 进一步地，每个所述芯片上的焊盘内侧均额外并联有至少一根引线。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线路板为FPC，所述FPC上还设有连接部和与所述连接部连接且远

离所述FPC的金手指，所述连接部与所述FPC连接，所述连接部的两侧设有两个相互错开设

置的补强板。

[0011] 进一步地，两个所述补强板的宽度不一。

[0012]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3] 由于设置了黑油墨层和白油墨层两层油墨，通过激光镭射把表层白油墨层进行镭

射掉，露出底层的黑油墨层，激光镭射过的地方显示为黑色，通过这种方式生成的二维码对

比度效果好，容易扫码，同时二维码也不会掉落破损，防止二维码失效，大幅降低了劳动成

本。

[0014] 芯片两侧的焊盘与线路板的连接处点涂有粘结物。粘结物优选为UV胶，从而增加

连接处的连接强度，降低焊盘短路的几率，保证产品的可靠性，避免强度不够造成的走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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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问题；也可避免在此处使用补强板时显示屏显示白团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的侧视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另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焊盘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又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图3中单层弯折区的改进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再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的说明，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

施方式，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3] 请参阅图1和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易于识别的线路板100，其包括基材层

1，所述基材层1上设有二维码镭射区200，该二维码镭射区200用于镭射二维码，位于所述二

维码镭射区200上的基材层1上设有黑油墨层2和设于所述黑油墨层2上的白油墨层3，所述

白油墨层3通过镭射形成有二维码。由于设置了黑油墨层2和白油墨层3两层油墨，通过激光

镭射把表层白油墨层3进行镭射掉，露出底层的黑油墨层2，激光镭射过的地方显示为黑色，

通过这种方式生成的二维码对比度效果好，容易扫码，同时二维码也不会掉落破损，防止二

维码失效，大幅降低了劳动成本。

[0024] 进一步地，所述黑油墨层2的厚度为30μm～40μm。所述白油墨层3的厚度为10μm～

20μm。该厚度为常用的紫外线激光刚好能镭射穿的厚度，而且激光镭射后周围无粉尘，具有

节拍和效率高的优点。下层的黑油墨层2厚度要比上层白油墨层3厚度厚的原因是避免激光

功率能量波动，防止黑油墨层2被激光镭射穿导致伤到线路板100的基材层1。

[0025] 请参阅图3，进一步地，所述线路板100上还设有芯片300，所述芯片300两侧的焊盘

与所述线路板100的连接处点涂有粘结物400。粘结物400优选为UV胶，从而增加连接处的连

接强度，降低焊盘短路的几率，保证产品的可靠性，避免强度不够造成的走线开裂问题；也

可避免在此处使用补强片时显示屏显示白团的问题。

[0026] 进一步地，每个所述芯片300上的焊盘内侧均额外并联有至少一根引线，引线与原

有的线路并联，如果所述芯片300上的焊盘外侧的连接线因强度不够而开裂，额外并联的引

线仍然可以实现电连接，进一步降低焊盘短路的几率，保证产品的可靠性。

[0027] 请参阅图4，进一步地，所述焊盘上设有多个各自独立设置的锡膏301，所述锡膏

301用于SMT芯片。多个锡膏301相互独立设置，分成多个小块的锡膏301，使锡膏301不会过

多的集中在一处，避免产生高低不平；小块的锡膏301也更容易排出水汽，不易形成水泡，避

免水泡引起的高低不平，从而避免影响芯片与焊盘的连接，提高产品良率。

[0028] 进一步地，每个所述锡膏301设有过孔，所述过孔通过导线连接导通，其用于将上

下层电路导通。

[0029] 进一步地，多个所述锡膏301呈阵列分布。所述锡膏301为4个或8个。从而使锡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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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均匀分布在焊盘上。

[0030] 进一步地，所述锡膏301的形状为正方形或圆形。这些形状制作简单，易于加工，且

产生的效果好，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0031] 请参阅图5，进一步地，所述线路板100为FPC，所述FPC上还设有连接部101和与所

述连接部101连接且远离所述FPC的金手指102，所述连接部101与所述FPC连接，所述连接部

101的两侧设有两个相互错开设置的补强板103。当拔出线路板100时，两侧补强板103给线

路板100的压力并不在同一条线段上，弯折时应力也不会集中在同一条直线上，由此避免应

力集中，金手指102处的线路容易微断的问题，提高产品良率。

[0032]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中所指的两个相互错开设置的补强板103可以是分别设于

两个不同位置；也可以是中心点位置相同，但两个补强板103的宽度不同，其只要使两个补

强板103弯折时的应力不集中在同一条直线上即可，其可避免应力集中，金手指102处的线

路容易微断的问题，提高产品良率。本实施例中，补强板103包括第一补强板和第二补强板，

每个补强板103的宽度各不相同，其中心点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以使补强板103的边缘处相

互错开，而不集中在同一条直线上。

[0033] 请参阅图3和图6，进一步地，所述连接部101包括单层弯折区1011，所述单层弯折

区1011上设有若干个圆孔1012，若干个所述圆孔1012的圆心的连线与单层弯折区1011的弯

折方向垂直，所述圆孔1012避开线路区。由于圆孔1012整齐地排列在单层弯折区1011上，在

弯折连接部101时可以通过该圆孔1012作为参照，以保证弯折时不会发生偏移现象，进而避

免由于拉扯力较大引起的连接部101断裂和显示爆灯等不良现象，同时由于设置了多个圆

孔1012，也可使连接部101更易于弯折，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防止FPC弯折时折断。

[0034] 请参阅图1和图7，进一步地，位于非二维码镭射区200的基材层1的上表面设置有

电路层4，基材层1的下表面设置有金属散热层5，其设置方式可以为电路层4、金属散热层5

分别通过双面胶粘贴于基材层1上。由于基材层1的厚度较薄，线路板100上的热量可以通过

基材层1扩散到金属散热层5，该金属散热层5能够有效增大线路板100的散热面积，起到均

匀散热的作用，从而提高了线路板100的散热效率。其中基材层1可以为聚酰亚胺、聚酯、聚

砜或聚四氟乙烯中的任意一种，双面胶为丙烯酸胶层或环氧树脂胶层中的任意一种，该金

属散热层5可以为铜箔层。

[0035] 进一步地，还包括至少一个贯穿基材层1、电路层4以及金属散热层5的通孔6，该通

孔6的内壁设置有与电路层4、金属散热层5接触的导热层，利用通孔6处良好的导热性能，可

电性连接基材层1两侧的电路层4以及金属散热层5，发挥良好的导热功能，且导热层可提供

导热功能，以达到良好的散热效果。其中，该导热层可以为铜胶导电油墨层。

[0036] 进一步地，在通孔6内设置有与外部导热结构连接的导热体，该导热体从电路层4

的一侧与外部导热结构相连接，还与通孔6内的导热层相接触，以使得电路层4、金属散热层

5可以通过通孔6与外部导热结构相连接，从而使得线路板100中的热量通过该通孔6中的导

热体扩散至外部导热结构，以进一步提高线路板100的散热效率。优选地，为了使通孔6可以

与外部导热结构相连接，该通孔6设置于线路板100的边缘位置。

[0037] 进一步地，该金属散热层5为均匀散热结构，其结构可以为网状结构、条状结构、波

浪状结构或蜂窝状结构中的任意一种，通过该均匀散热结构，能够更好地提高散热效果。

[0038] 以上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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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但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的形式所获得

的技术方案，均应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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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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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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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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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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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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