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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路板制作技术领域，特别涉及

一种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通过对钻孔后

的内层芯板进行等离子除胶处理，清除残留胶

渣，不会有贴胶等工艺，防止板面污染，再对内层

芯板进行板电处理，改善镀层的物理性能同时提

高镀铜沉积速率，并且铜面与内层芯板基材表面

都有粗化处理，防止分层爆板，增加表面结合力；

采用特定的图形电镀工艺参数，确保镀液有较好

的分散能力和延展性，保证镀层光亮度;采用钢

网正常贴元器件，锡膏通过各焊盘在钢网上对应

的开孔，在刮刀的作用下将锡均匀的涂覆在各焊

盘上，通过回流焊技术将元器件焊接到焊盘上，

后续工序不会有酸碱药水来腐蚀锡膏，提高锡焊

稳定性，流程简化并且电路集成化节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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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内层芯板上钻孔；

S2：对钻孔后的所述内层芯板进行除胶处理，再对所述内层芯板进行沉铜板电处理；

S3：在所述内层芯板上成像以及蚀刻处理，使得在所述内层芯板上形成线路，在线路制

作时将焊盘的外周尺寸加大；

S4：对形成一定线路的所述内层芯板进行图形电镀，加大线路并增加所述内层芯板面

铜的厚度；

S5：对所述内层芯板表面棕化处理，粗化铜表面；

S6：采用高精度控深锣控制元器件焊盘位的深度成型，并通过高压水洗将锣板粉尘去

除；

S7：回流焊元器件，将元器件与焊盘之间通过机械与电气连接形成电气回路；

S8：采用控深锣将元器件焊盘位周边多余的锡层去除，高压水洗后烘干，在等离子除胶

将锣板粉尘去除，同时粗化所述内层芯板面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板电

流程为上板‑除油‑水洗‑酸洗‑镀铜‑水洗‑水洗‑下板；在镀铜液中添加3～4ml/L的CB‑203

酸性铜光光泽剂，温度18～30℃，电流参数为10～12asf*30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3中焊盘的

外周尺寸加大2mil～4mil。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4中所述内

层芯板面铜的厚度增加至45μm以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4中图形电

镀流程为：进板‑除油‑水洗‑微蚀‑水洗‑酸浸‑电镀铜‑水洗‑酸浸‑电镀锡‑水洗‑出板；在电

镀铜过程中，镀液中包括硫酸铜和硫酸，硫酸铜的浓度为50～80g/L，硫酸的浓度为100～

150ml/L；图形电镀电流参数为13～15asf*60min。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6中，所述

元器件焊盘位深度的加工精度公差为±10μm。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8中控深锣

去除多余的锡层加工精度公差为±15μ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5中棕化的

流程为放板‑酸洗‑水洗‑水洗‑除油‑水洗‑活化‑棕化‑水洗‑水洗‑出板，棕化线的速度为

1.5～1.8m/min。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1中，钻孔

时在所述内层芯板上表面覆盖有一层0.1～0.15mm水溶性镀膜铝片，底层采用高密度酚醛

树脂垫板；钻孔工艺为：进刀速0.8m～1/min ,退刀速18m～20m/min ,钻头转速18～20万/

min，加工速度250～260孔/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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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路板制作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电子产品小型化和高密度、精细化，要求在电路板的一定空间内，集成更多

的元器件，因而需要将一部分元器件集成电路板内。在现有的埋置元器件电路板的生产工

艺中，需要经过贴胶工艺，贴胶容易造成电路板板面污染，容易分层爆板；并且埋置元器件

通过锡焊工艺焊接在电路板后，经过棕化、酸碱药水等湿流程时，锡层容易钝化，需要在电

路板上贴一层保护膜，造成流程复杂、生产工艺繁琐，导致埋置元器件制作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采用本发明提供的

技术方案解决了现有的埋置元器件电路板的生产工艺流程复杂、生产工艺繁琐，导致埋置

元器件制作效率低的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包括以下

步骤：

S1：在内层芯板上钻孔；

S2：对钻孔后的所述内层芯板进行除胶处理，再对所述内层芯板进行沉铜板电处

理；

S3：在所述内层芯板上成像以及蚀刻处理，使得在所述内层芯板上形成线路，在线

路制作时将焊盘的外周尺寸加大；

S4：对形成一定线路的所述内层芯板进行图形电镀，加大线路并增加所述内层芯

板面铜的厚度；

S5：对所述内层芯板表面棕化处理，粗化铜表面；

S6：采用高精度控深锣控制元器件焊盘位的深度成型，并通过高压水洗将锣板粉

尘去除；

S7：回流焊元器件，将元器件与焊盘之间通过机械与电气连接形成电气回路；

S8：采用控深锣将元器件焊盘位周边多余的锡层去除，高压水洗后烘干，在等离子

除胶将锣板粉尘去除，同时粗化所述内层芯板面层。

[0005] 优选的，在步骤S2中，板电的电流参数为10asf*30min。

[0006] 优选的，在步骤S3中焊盘的外周尺寸加大2mil～4mil。

[0007] 优选的，在步骤S4中所述内层芯板面铜的厚度增加至45μm以上，

优选的，在步骤S4中图形电镀流程为：进板‑除油‑水洗‑微蚀‑水洗‑酸浸‑电镀铜‑

水洗‑酸浸‑电镀锡‑水洗‑出板；在电镀铜过程中，镀液中包括硫酸铜和硫酸，硫酸铜的浓度

为50g‑80g/L，硫酸的浓度为100‑150ml/L；图形电镀电流参数为13asf*60min。图形电镀参

数为13asf*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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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在步骤S6中，所述元器件焊盘位深度的加工精度公差为±10μm。

[0009] 优选的，在步骤S8中控深锣去除多余的锡层加工精度公差为±15μm。

[0010] 优选的，在步骤S5中棕化的流程为放板‑酸洗‑水洗‑水洗‑除油‑水洗‑活化‑棕化‑

水洗‑水洗‑出板，棕化线的速度为1.5m/min。

[0011] 优选的，在步骤S1中，钻孔时在所述内层芯板上表面覆盖有一层0.1mm水溶性镀膜

铝片，底层采用高密度酚醛树脂垫板；钻孔工艺为：进刀速0.8m/min,退刀速18m/min,转速

18万/min，250孔/min。

[0012] 由上可知，应用本发明提供的可以得到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方案通过对钻孔后

的内层芯板进行等离子除胶处理，清除残留胶渣，不会有贴胶等工艺，防止板面污染。再对

内层芯板进行10asf*30min的板电处理，改善镀层的物理性能同时提高镀铜沉积速率，并且

铜面与内层芯板基材表面都有粗化处理，防止分层爆板，增加表面结合力；采用特定的图形

电镀工艺参数，确保镀液有较好的分散能力和延展性，保证镀层光亮度，采用钢网正常贴元

器件，锡膏通过各焊盘在钢网上对应的开孔，在刮刀的作用下将锡均匀的涂覆在各焊盘上，

通过回流焊技术将元器件焊接到焊盘上，后续工序不会有酸碱药水来腐蚀锡膏，提高锡焊

稳定性，流程简化并且电路集成化节约空间。

[0013]

附图说明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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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

例或现有技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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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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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附图。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流程框图。

[0016]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埋置元器件电路板制作工艺，如图1所

示，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内层芯板上钻孔。

[0019] 本实施例中，内层芯板的板厚为0.15mm，通过钻孔设备进行钻孔加工时，先在内层

芯板的上表面覆盖有一层0.1mm水溶性镀膜铝片，通过铝片导热实现内层芯板在钻孔加工

中散热，保证内层芯板不会变形，同时在内层芯板底面垫一层高密度酚醛树脂垫板，其中，

钻孔设备的参数工艺为：钻头进刀速0.8m/min,退刀速18m/min,钻头转速18万/min，钻孔设

备钻孔效率为250/min。

[0020] S2：对钻孔后的内层芯板进行除胶处理，再对所述内层芯板进行沉铜板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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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内层芯板钻孔加工完成后会产生残留胶渣，为此，需先对内层芯板等离子除胶1

次，再普通除胶1次，没有贴胶等工艺，有效防止板面污染，实现彻底清除残留胶渣，进而对

内层芯板进行沉铜板电处理，沉铜流程为：上板‑膨松‑水洗‑除胶‑除油‑水洗‑微蚀‑水洗‑

酸洗‑水洗‑沉铜‑下板。

[0022] 其中，膨松过程是通过将内层芯板浸泡在膨松缸上，使孔壁上的胶渣软化，膨松缸

内需循环过滤，膨松缸的药水成分为SW‑01膨松剂30％、NaOH10g/L；生产每千尺板面需添加

8L膨松剂和150gNaOH，浸泡温度60‑70℃，时间7‑8min。

[0023] 除胶过程是利用高猛酸钾的强氧化性，使板在此碱性槽中将已被软化的胶渣氧化

反应，分解溶去，除胶缸的药水成分为初始量NaOH40g/L，KMnO445‑60g/L,生产每千尺板面

需添加1.6kgKMnO4和160gNaOH,浸泡温度65‑80℃，时间12‑18min。

[0024] 进一步的，板电的目的在于加厚孔内镀铜层使导通良好，板电流程为上板‑除油‑

水洗‑酸洗‑镀铜‑水洗‑水洗‑下板。其中，镀铜工序中在镀铜缸中添加3ml/L的CB‑203酸性

铜光光泽剂，电流参数为10asf*30min，改善镀层的物理性能同时提高镀铜沉积速率。

[0025] S3：在内层芯板上成像以及蚀刻处理，使得在内层芯板上形成线路，在线路制作时

将焊盘的外周尺寸加大。

[0026] 通过成像以及蚀刻等工艺使得在内层芯板上形成线路，在线路制作时将焊盘的外

周尺寸加大2mil‑4mil，为回流焊溢出锡膏留出空间。

[0027] S4：对形成一定线路的内层芯板进行图形电镀，加大线路并增加内层芯板面铜的

厚度。

[0028] 在平板电镀后，内层芯板经过干膜曝光显影后需要经过图形电镀，图形电镀的目

的在于加大线路和孔内铜厚，确保其导电性能和物理性能。

[0029] 内层芯板经过贴膜曝光显影形成一定的线路，图形电镀针对干膜没有覆盖的铜面

进行选择性加厚。图形主要流程如下：进板‑除油‑水洗‑微蚀‑水洗‑酸浸‑电镀铜‑水洗‑酸

浸‑电镀锡‑水洗‑出板。令内层芯板面铜的厚度增加至45μm以上，图形电镀的电流密度

13asf*60min，防止夹膜产生。其中，在除油过程中采用酸性环境除油，为了避免碱性物质对

有机干膜腐蚀，在微蚀过程中采用过硫酸钠和硫酸，在微蚀药水中需保持3‑15g/L的铜离子

浓度，以保证微蚀速率控制在0.5‑1.5μm/min。在电镀铜过程中硫酸铜为镀液中的主液，硫

酸铜浓度控制在50g‑80g/L，这个浓度的硫酸铜可以实现提高允许的电流密度。镀液中硫酸

的浓度控制在100‑150ml/L，确保镀液有较好的分散能力和延展性，保证镀层光亮度。

[0030] S5：对所述内层芯板表面棕化处理。

[0031] 棕化的流程为放板‑酸洗‑水洗‑水洗‑除油‑水洗‑活化‑棕化‑水洗‑水洗‑出板，通

过棕化处粗化铜表面、增大结合面积，增加表面结合力。

[0032] 其中，酸洗槽药液含有SPS  、H2S04  ,主要作用是除去板子表面的氧化物及異物。

SPS药液浓度为5‑40g/L,H2S04  浓度为5‑40m/L。

[0033] 棕化槽内药液含有:A‑plus、H202、H2SO4，A‑plus的药液浓度为90‑120ml/L,硫酸

的药液浓度为45‑  55ml/L,双氧水的药液浓度为  33‑40m1/L。棕化线的速度为1.5m/min，实

现颜色均匀，没有擦花等不良现象产生，增强内层芯板与PP的结合力，避免压合分层爆板的

问题。

[0034] S6：采用高精度控深锣控制元器件焊盘位的深度成型，并通过高压水洗将锣板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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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去除。

[0035] 通过高精度控深锣加工元器件焊盘位成型，一片板对应通过一个轴加工完成，元

器件焊盘位深度的加工精度公差为±10μm。再通过高压水洗将锣板粉尘去除，再次不步骤

中不使用酸洗。

[0036] S7：回流焊元器件，将元器件与焊盘之间通过机械与电气连接形成电气回路。

[0037] 采用钢网正常贴元器件，锡膏通过各焊盘在钢网上对应的开孔，在刮刀的作用下

将锡均匀的涂覆在各焊盘上，通过回流焊技术将元器件焊接到焊盘上，其中在步骤S3中线

路制作时将焊盘的外周尺寸加大2mil‑4mil，就是为回流焊溢出的锡膏留出空间，保证元器

件与焊盘之间具备稳固的机械与电气性能，且后续工序不会有酸碱药水来腐蚀锡膏，提高

锡焊稳定性。

[0038] S8：采用控深锣将元器件焊盘位周边多余的锡层去除，高压水洗后烘干，在等离子

除胶将锣板粉尘去除，同时粗化所述内层芯板面层。

[0039] 元器件通过回流锡焊在焊盘位上后，在焊盘位周边形成余锡，为了防止余锡刮伤

到元器件，通过控深锣将元器件焊盘位周边多余的锡层去除，控深锣的加工公差控制±15

微米，将周边焊盘加大圈去除，使得元器件留有2mil空间，防止伤元器件。控深锣去除多余

的锡层后，通过高压水洗后烘干，水洗速度为1m/min，烘干时注意将元器件下水汽烘干完

整，防止微短路，再通过等离子除胶将锣板上的粉尘去除，同时将板面层粗化，增加芯板与

PP结合力，防止压合爆板，再将之前钻完孔的PP板压合形成电路板。

[0040] 本发明方案通过对钻孔后的内层芯板进行等离子除胶处理，清除残留胶渣，不会

有贴胶等工艺，防止板面污染。再对内层芯板进行10asf*30min的板电处理，改善镀层的物

理性能同时提高镀铜沉积速率，并且铜面与内层芯板基材表面都有粗化处理，防止分层爆

板，增加表面结合力；采用特定的图形电镀工艺参数，确保镀液有较好的分散能力和延展

性，保证镀层光亮度，采用钢网正常贴元器件，锡膏通过各焊盘在钢网上对应的开孔，在刮

刀的作用下将锡均匀的涂覆在各焊盘上，通过回流焊技术将元器件焊接到焊盘上，后续工

序不会有酸碱药水来腐蚀锡膏，提高锡焊稳定性，流程简化并且电路集成化节约空间。

[0041] 以上所述的实施方式，并不构成对该技术方案保护范围的限定。任何在上述实施

方式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该技术方案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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