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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印制电路板技术领域，具体为一

种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法。本发明通

过使用X‑ray检测仪检测观察预叠结构中同一位

置处定位圆环的相对位置，若定位圆环存在相

交/相切情况，用校准后的OPE冲孔设备钻备用铆

钉孔并预铆合，然后使用X‑ray检测仪再次检测

观察该预叠结构中同一位置处定位圆环的相对

位置，若此时定位圆环不存在相交/相切情况则

可判断先前导致预叠结构出现层间对位偏差的

原因是由OPE冲孔孔偏造成的。本发明方法只需

返钻备用铆钉孔后再使用X‑ray检测仪直接观察

再次形成的预叠结构中定位圆环的相对位置即

可判断铆钉孔是否存在OPE冲孔孔偏，无需使用

二次元量测各层次芯板尺寸进行排除，方法简单

快速，可显著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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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连续生产过程中，用OPE冲孔设备抓取内层芯板上的定位光学点进行定位并钻出

铆钉孔，以相同方法在各内层芯板的相同位置处钻出孔径相同的铆钉孔；将各内层芯板叠

合到一起并在铆钉孔中套入铆钉，形成预铆合结构；然后用X‑ray检测仪检测预铆合结构中

相同位置处各内层芯板上的定位圆环，若定位圆环的图像存在相交或相切现象，则判断该

预铆合结构存在层间对位偏差；

S2、对存在层间对位偏差的预铆合结构，用OPE冲孔设备以S1所述方法在各内层芯板上

钻出孔径相同的备用铆钉孔；且钻备用铆钉孔前先校准所述OPE冲孔设备；

S3、将各内层芯板叠合到一起并在备用铆钉孔中套入铆钉，再次形成预铆合结构；用X‑

ray检测仪检测该预铆合结构中相同位置处各内层芯板上的定位圆环，观察定位圆环的图

像是否存在相交或相切现象；

S4、若定位圆环的图像未出现相交或相切现象，则判断步骤S1中所钻铆钉孔存在OPE冲

孔孔偏，所述层间对位偏差由OPE冲孔孔偏造成；若定位圆环的图像出现相交或相切现象，

则判断步骤S1中所述层间对位偏差由内层芯板的涨缩造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内

层芯板上的定位圆环位于内层芯板的四角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每一内

层芯板上设置有四个大小相同的定位圆环且与其它内层芯板上的定位圆环的大小不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

中，在每一内层芯板上钻八个大小相同的铆钉孔且各内层芯板上的铆钉孔的大小相同。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铆

钉孔位于内层芯板的板边。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

中，在每一内层芯板上钻八个大小相同的备用铆钉孔且各内层芯板上的备用铆钉孔的大小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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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印制电路板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密度互连(HDI)板的层间对位是其制作过程中的技术重点和难点，层间对位控

制不良会引起通盲孔不匹配、内开、内短等严重品质问题。影响HDI板的层间对位精度的因

素很多，从内层芯板的补偿系数、菲林管控公差、曝光精度、蚀刻收缩率、钻孔精度、流程涨

缩，到内层芯板压合前的OPE冲孔(即铆钉孔冲孔)精度、铆/熔合精度，以及压合过程中的压

力分布均匀性，无一不影响着HDI板压合后的层间对位品质。

[0003] 目前业界对HDI板压合前的铆钉孔冲孔主要是使用专业的OPE冲孔机进行，比较知

名的有祥舜、Multiline、SCHMOLL(狮馍)等品牌，其原理均是通过OPE冲孔机定位和抓取内

层芯板四边的4个定位光学点(内层图形工序中在内层芯板四边蚀刻出的直径为1.5mm的小

PAD)，然后8支钻针齐下钻出8个铆钉孔，以备压合前铆合各内层芯板使用。具体的，HDI板常

规的压合流程包括：内层芯板OPE冲孔→内层AOI→棕化→预铆合(→二次元测量涨缩)→铆

合→压合，其中预铆合是将OPE冲孔的各内层芯板空套铆钉，预铆合后检测同一位置处各内

层芯板上的定位圆环，观察定位圆环的影像是否存在相交或相切的现象，若存在证明内层

间存在对位偏差，然后利用二次元量测各内层芯板的尺寸并与理论尺寸进行比较，若各内

层芯板的实际尺寸相比理论尺寸在±75μm的控制公差以内，则判断该内层对位偏差由OPE

冲孔孔偏导致；若各内层芯板的实际尺寸超过±75μm的控制公差，则判断该内层对位偏差

是由内层芯板涨缩不一致而导致。再根据不同情况作出调整，以保证压合层间对位精度。

[0004] 随着OPE冲孔机器使用年限的逐渐增加，模具的精度和旋转对准度会出现大幅度

下降，这样必然会造成OPE冲孔不稳定，导致OPE冲孔偏孔问题。一旦OPE冲孔机将部分铆钉

孔冲偏而没有在做首件预铆合时检查出来，将直接导致层间对位不正，引起通盲孔不匹配、

内开、内短等严重品质问题。现有技术通过使用二次元测量各内层芯板涨缩尺寸以排除法

方式判断OPE冲孔孔偏问题，费时费力，影响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现行HDI板OPE冲孔孔偏的判断方法费时费力，效率低的问题，提供一

种通过X‑ray检查仪进行直观判断，可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法。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在连续生产过程中，用OPE冲孔设备抓取内层芯板上的定位光学点进行定位并

钻出铆钉孔，以相同方法在各内层芯板的相同位置处钻出孔径相同的铆钉孔；将各内层芯

板叠合到一起并在铆钉孔中套入铆钉，形成预铆合结构；然后用X‑ray检测仪检测预铆合结

构中相同位置处各内层芯板上的定位圆环，若定位圆环的图像存在相交或相切现象，则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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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该预铆合结构存在层间对位偏差。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内层芯板上的定位圆环位于内层芯板的四角处。

[0010] 进一步地，每一内层芯板上设置有四个大小相同的定位圆环且与其它内层芯板上

的定位圆环的大小不同。

[0011] 进一步地，在每一内层芯板上钻八个大小相同的铆钉孔且各内层芯板上的铆钉孔

的大小相同。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铆钉孔位于内层芯板的板边。

[0013] S2、对存在层间对位偏差的预铆合结构，用OPE冲孔设备以S1所述方法在各内层芯

板上钻出孔径相同的备用铆钉孔；且钻备用铆钉孔前先校准所述OPE冲孔设备。

[0014] 进一步地，在每一内层芯板上钻八个大小相同的备用铆钉孔且各内层芯板上的备

用铆钉孔的大小相同。

[0015] S3、将各内层芯板叠合到一起并在备用铆钉孔中套入铆钉，再次形成预铆合结构；

用X‑ray检测仪检测该预铆合结构中相同位置处各内层芯板上的定位圆环，观察定位圆环

的图像是否存在相交或相切现象。

[0016] S4、若定位圆环的图像未出现相交或相切现象，则判断步骤S1中所钻铆钉孔存在

OPE冲孔孔偏，所述层间对位偏差由OPE冲孔孔偏造成；若定位圆环的图像出现相交或相切

现象，则判断步骤S1中所述层间对位偏差由内层芯板的涨缩造成。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8] 本发明通过使用X‑ray检测仪检测观察预叠结构中同一位置处定位圆环的相对位

置，若定位圆环存在相交/相切情况，用校准后的OPE冲孔设备钻备用铆钉孔并预铆合，然后

使用X‑ray检测仪再次检测观察该预叠结构中同一位置处定位圆环的相对位置，因备用铆

钉孔是由刚校准后的OPE冲孔设备所钻，不存在冲孔孔偏或可忽略不计，若此时定位圆环不

存在相交/相切情况则可判断先前导致预叠结构出现层间对位偏差的原因是由OPE冲孔孔

偏造成的，若此时定位圆环存在相交/相切情况则可判断先前导致预叠结构出现层间对位

偏差的原因是由内层芯板的涨缩造成的。通过本发明方法，对于存在层间对位偏差的预叠

结构，只需返钻备用铆钉孔后再使用X‑ray检测仪直接观察再次形成的预叠结构中定位圆

环的相对位置即可判断铆钉孔是否存在OPE冲孔孔偏，无需使用二次元量测各层次芯板尺

寸进行排除，方法简单快速，可显著提高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实施例中以铆钉孔进行预铆合，定位圆环的图像出现相交或相切情形的示

意图；

[0020] 图2为实施例中以备用铆钉孔进行预铆合，定位圆环的图像未出现相交或相切情

形的示意图；

[0021] 图3为实施例中以备用铆钉孔进行预铆合，定位圆环的图像出现相交或相切情形

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更充分的理解本发明的技术内容，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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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一步介绍和说明。

[0023] 实施例

[002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法。

[0025] 首先，依次通过涂膜、曝光、显影和蚀刻工序，在内层芯板上制作内层线路，在内层

芯板的四边上分别制作定位光学点(直径为1.5mm的小PAD)，以及在内层芯板四角处分别制

作一个大小相同的定位圆环。以相同方法在各内层芯板四角处的相同位置均制作一个定位

圆环且与其它内层芯板上的定位圆环大小不相同，无涨缩的各内层芯板叠合在一起时，各

内层芯板上的定位圆环的垂直投影影像为同心圆环。

[0026] 快速判断HDI板OPE冲孔孔偏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S1、在连续生产过程中，用OPE冲孔设备抓取内层芯板上的定位光学点进行定位并

在内层芯板的板边钻八个大小相同的铆钉孔，以相同方法在各内层芯板的相同位置处钻出

孔径相同的铆钉孔。

[0028] 内层芯板经内层AOI检测，无异常的内层芯板进入下一工序。

[0029] 将各内层芯板叠合到一起并在铆钉孔中套入铆钉，形成预铆合结构；然后用X‑ray

检测仪检测预铆合结构中相同位置处各内层芯板上的定位圆环，若定位圆环的图像存在相

交或相切现象，则判断该预铆合结构存在层间对位偏差。如图1所示，由X‑ray检测仪检测到

同一角处的定位圆环，其中的3个定位圆环相对另外的5个定位圆环整体向右偏且部分定位

圆环相交/相切，表示该预叠结构中有3块内层芯板相对于另外5块内层芯板整体向右偏移，

该预叠结构存在层间定位偏差。

[0030] S2、校准OPE冲孔设备，对存在层间对位偏差的预铆合结构，用刚校准后的OPE冲孔

设备以步骤S1所述的方法在各内层芯板上钻八个大小相同的备用铆钉孔。

[0031] S3、将各内层芯板叠合到一起并在备用铆钉孔中套入铆钉，再次形成预铆合结构；

用X‑ray检测仪检测该预铆合结构中相同位置处各内层芯板上的定位圆环，观察定位圆环

的图像是否存在相交或相切现象。

[0032] S4、若定位圆环的图像未出现相交或相切现象，如图2所示，则判断步骤S1中所钻

铆钉孔存在OPE冲孔孔偏，所述层间对位偏差由OPE冲孔孔偏造成；若定位圆环的图像出现

相交或相切现象，如图3所示，则判断步骤S1中所述层间对位偏差由内层芯板的涨缩造成。

[0033] 通过本实施例方法，对于存在层间对位偏差的预叠结构，只需返钻备用铆钉孔后

再使用X‑ray检测仪直接观察再次形成的预叠结构中定位圆环的相对位置即可判断铆钉孔

是否存在OPE冲孔孔偏，无需使用二次元量测各层次芯板尺寸进行排除，方法简单快速，可

显著提高生产效率。

[0034] 以上所述仅以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内容，以便于读者更容易理解，

但不代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仅限于此，任何依本发明所做的技术延伸或再创造，均受本发

明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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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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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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