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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双面二维码，所述双面二维

码包括透明介质层，所述透明介质层上镀设有一

层金属层，所述金属层上熔穿有二维码图像。本

发明还提供一种双面二维码制作方法及具有双

面二维码的柔性电路板。本发明通过对透明介质

层表面的金属层进行镭射，以将金属层熔穿形成

二维码图像，保留透明介质层作为二维码图像的

载体，实现了双面均可读取二维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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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面二维码，其特征在于，所述双面二维码包括透明介质层，所述透明介质层上

镀设有一层金属层，所述金属层上熔穿有二维码图像。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面二维码，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层上覆盖有一层保护层。

3.一种柔性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电路板包括基板，所述基板上设置有布线区

域和二维码印刷区域，所述布线区域中布设有多条电缆线，所述二维码印刷区域包括透明

介质层，所述透明介质层上镀设有一层金属层，所述金属层上熔穿有二维码图像。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柔性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维码印刷区域为所述基板上的

所述布线区域的一侧向外延伸出的区域。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柔性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多条电缆线中的至少一条电缆线

在所述布线区域上形成弯折部，所述二维码印刷区域为所述布线区域上的所述弯折部所在

的空白区域。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柔性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多条电缆线呈扁平状。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柔性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层上覆盖有一层保护层。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柔性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层上设定有激光打标区，所

述激光打标区所在的金属层镭射熔穿有所述二维码图像。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柔性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上还设置有光学元件和连接

元件。

10.一种双面二维码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双面二维码制作方法包括：

准备一块透明介质的基材；

在所述透明介质的基材上电镀一层金属层；

在激光设备中设定好二维码图像的信息及编码原则；

通过所述激光设备根据所述信息及编码原则对所述金属层进行镭射，以将所述金属层

熔穿后在所述金属层上形成双面可视的二维码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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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二维码及其制作方法、柔性电路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柔性电路板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双面二维码及其制作方法、柔性

电路板。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子行业产品制作及生产过程中，需要对产品进行标记，便于进行追踪。通常情

况的做法是在柔性电路板(Flexible  PrintedCircuit，FPC)上贴敷二维码，以起到区分产

品的目的。

[0003] 现有技术中，无论是通过油墨喷印二维码的方式还是激光打印二维码的方式，都

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只能在FPC板的一面形成二维码。在遇到不同的工站需要在正反两

面扫描二维码时，则需要进行改机，浪费工时，影响工作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双面二维码，所述双面二维码

包括透明介质层，所述透明介质层上镀设有一层金属层，所述金属层上熔穿有二维码图像。

[000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可选的实施例，所述金属层上覆盖有一层保护层。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柔性电路板，所述柔性电路板

包括基板，所述基板上设置有布线区域和二维码印刷区域，所述布线区域中布设有多条电

缆线，所述二维码印刷区域包括透明介质层，所述透明介质层上镀设有一层金属层，所述金

属层上熔穿有二维码图像。

[000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可选的实施例，所述二维码印刷区域为所述基板上的所述布线

区域的一侧向外延伸出的区域。

[000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可选的实施例，所述多条电缆线中的至少一条电缆线在所述布

线区域上形成弯折部，所述二维码印刷区域为所述布线区域上的所述弯折部所在的空白区

域。

[000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可选的实施例，所述多条电缆线呈扁平状。

[0010]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可选的实施例，所述金属层上覆盖有一层保护层。

[001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可选的实施例，所述金属层上设定有激光打标区，所述激光打

标区所在的金属层镭射熔穿有所述二维码图像。

[001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可选的实施例，所述基板上还设置有光学元件和连接元件。

[001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提供一种双面二维码制作方法，所述双

面二维码制作方法包括：

[0014] 准备一块透明介质的基材；

[0015] 在所述透明介质的基材上电镀上一层金属层；

[0016] 在激光设备中设定好二维码图像的信息及编码原则；

[0017] 通过所述激光设备根据所述信息及编码原则对所述金属层进行镭射，以将所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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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层熔穿后在所述金属层上形成双面可视的二维码图像。

[0018] 本发明通过在透明介质层上设置金属层，将金属层镭射熔穿形成二维码图像，保

留透明介质层作为二维码图像的载体，不仅可以在正面读取到二维码，在反面透过透明介

质层也能读取到二维码，即实现了双面可视的二维码的功能。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双面二维码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柔性电路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柔性电路板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柔性电路板的又一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双面二维码制作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4]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25] 二维码 1

透明介质层 10，220

金属层 12，222

激光打标区 16，226

柔性电路板 2

基板 20

布线区域 21

电缆线 210

二维码印刷区域 22

光学元件 26

连接元件 27

[0026]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描述将参考附图以更全面地描述本发明内容。附图中所示为本发明的示例性

实施例。然而，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施，并且不应该被解释为限于在此阐述的

示例性实施例。提供这些示例性实施例是为了使本发明透彻和完整，并且将本发明的范围

充分地传达给本领域技术人员。类似的附图标记表示相同或类似的组件。

[0028] 本文使用的术语仅用于描述特定示例性实施例的目的，而不意图限制本发明。除

非另外定义，否则本文使用的所有术语(包括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相同的含义。此外，除非文中明确定义，诸如在通用字典中定义的那

些术语应该被解释为具有与其在相关技术和本发明内容中的含义一致的含义，并且将不被

解释为理想化或过于正式的含义。

[0029] 以下内容将结合附图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描述。须注意的是，参考附图中所描绘

的组件不一定按比例显示；而相同或类似的组件将被赋予相同或相似的附图标记表示或类

似的技术用语。

[0030] 参阅图1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二维码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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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1左边的为二维码1，图1右边的为沿二维码的剖切线A-A得到的剖面结构图。所

述二维码1可以包括，但不限于：透明介质层10，所述透明介质层10上镀设有金属层12，所述

金属层12上熔穿有二维码图像。

[0032] 所述透明介质层10为透明介质的基材。

[0033] 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中，可可将所述金属层12上的中间区域设为激光打标

区16，通过激光设备对所述激光打标区16所在的金属层12进行镭射，将所述激光打标区16

所在的金属层12熔穿，从而在金属层12上形成了双面可视的二维码图像。由于金属层12下

方为透明介质层10，则实现了从正反两面均能读取到二维码的功能。

[0034] 根据实际应用情况事先在激光设备中设定好所述二维码图像的信息及编码原则，

按照设置好的信息及编码原则对所述激光打标区16所在的金属层12进行镭射，形成对应的

二维码图像。所述二维码图像中包含有产品的信息，所述二维码图像可以由字母和数字组

成。

[0035] 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二维码1还可以包括保护层(图中未显示)。所

述保护层覆盖在所述金属层12上，用于保护所述二维码图像。所述保护层呈磨砂状，呈磨砂

状的保护层既可以保护所述二维码图像，同时还可以减弱反射到扫描设备的扫描窗口上的

反射光，以防止反光，提高扫描所述二维码图像的成功率。

[0036] 同时参阅图2-4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柔性电路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7] 柔性电路板2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基板20，所述基板20上设置有布线区域21和二

维码印刷区域22。其中，所述布线区域21中布设有多条电缆线210，所述多条电缆线210呈扁

平状。所述二维码印刷区域22用于印刷双面可视的二维码。

[0038] 由于基板20为黑色不透明材料，若在所述基板20上直接印刷二维码，则只能从正

面读取到二维码，无法从背面读取到二维码。如图3所示，在所述基板20上的所述布线区域

21的一侧向外延伸出一个透明介质层220，所述透明介质层220所在的区域作为所述二维码

印刷区域22。在所述透明介质层220上镀设一层金属层222，通过激光设备对所述金属层222

进行镭射，将所述金属层222熔穿，从而在金属层222上形成了双面可视的二维码图像。由于

二维码印刷区域22下方为透明介质层220，则实现了从正反两面均能读取到二维码的功能。

[0039] 虽然在图3所示的柔性电路板2上实现了正反两面均可读取到二维码的功能，但是

由于在所述基板20上向外延伸出了一块二维码印刷区域22，增大了整个柔性电路板2的面

积。如图4所示，设置所述多条电缆线210的走向，使得所述多条电缆线210中的至少一条电

缆线210在布线区域21上形成弯折部。将所述布线区域21上的所述弯折部所在的空白区域

作为二维码印刷区域22。通过在所述二维码印刷区域22上设置透明介质层220，在所述透明

介质层220上镀设一层金属层222，通过激光设备对所述金属层222进行镭射，将所述金属层

222熔穿，从而在金属层222上形成了双面可视的二维码图像。由于二维码印刷区域22下方

为透明介质层220，则实现了从正反两面均能读取到二维码的功能。且，二维码印刷区域22

位于所述布线区域21中，不会增加柔性电路板2的面积。

[0040] 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金属层上设定有激光打标区226，所述激光

打标区226所在的金属层222镭射熔穿有所述二维码图像。通过设置激光打标区226，使得使

用激光设备对金属层进行镭射熔穿形成二维码图像时，将二维码图像固定在特定区域，从

而方便机台上的扫描设备读取二维码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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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所述金属层222上还可以覆盖一层保护层

(图中未示)。所述保护层呈磨砂状，呈磨砂状的保护层既可以保护所述二维码图像，同时还

可以减弱反射到扫描设备的扫描窗口上的反射光，以防止反光，提高扫描所述二维码图像

的成功率。

[0042] 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基板20上还可以设置有光学元件26和

连接元件27。其中，所述光学元件26可以包括摄像头、镜头、准直器等。所述连接元件27可以

为钢片。

[0043] 参阅图5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双面二维码制作方法的流程图。所述双面二

维码制作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根据不同的需求，该流程图中步骤的顺序可以改变，某些

可以省略。

[0044] S11，准备一块透明介质的基材。

[0045] S12，在所述透明介质的基材上电镀一层金属层。

[0046] S13，在激光设备中设定好二维码图像的信息及编码原则。

[0047] S14，通过所述激光设备根据所述信息及编码原则对所述金属层进行镭射，以将所

述金属层熔穿后在所述金属层上形成双面可视的二维码图像。

[0048] 本实施例，通过采用激光打标的方式，将透明介质的基材表面的金属层熔穿，保留

透明介质的基材作为二维码图像的载体，实现了正反两面均能读取到二维码图像的效果。

[0049] 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双面二维码制作方法还可以包括：在

所述金属层上设定激光打标区，通过所述激光设备对所述激光打标区所在的金属层进行镭

射，以将所述金属层熔穿后在所述金属层上形成双面可视的二维码图像。

[0050] 通过设置激光打标区，使得使用激光设备对金属层进行镭射熔穿形成二维码图像

时，将二维码图像固定在特定区域，制作出的二维码图像相对于整个透明介质的基材，风格

统一，位置固定。

[0051] 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双面二维码制作方法还可以包括：在

所述金属层上还覆盖一层保护层。

[0052] 设置所述保护层呈磨砂状，呈磨砂状的保护层既可以保护所述二维码图像，同时

还可以减弱反射到扫描设备的扫描窗口上的反射光，以防止反光，提高扫描所述二维码图

像的成功率。

[0053] 上文中，参照附图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

能够理解，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各

种变更和替换。这些变更和替换都落在本发明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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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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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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