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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

准度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在软板芯板上制作

内层线路；在成品软硬结合板中，软板芯板包括

软板区域和软硬结合区域；在软板芯板上的软板

区域对位压合覆盖膜，然后测量软板芯板的涨缩

系数；在硬板芯板上制作内层线路，并在制作内

层线路时根据软板芯板的涨缩系数进行曝光补

偿；使用同一OPE冲孔机，分别在软板芯板和硬板

芯板上对应铆合的位置处钻铆钉孔；软板芯板和

硬板芯板用不流胶PP预叠合在一起后通过铆钉

铆合，而后压合成生产板。采用本发明方法解决

了压合覆盖膜时引起的压合对位孔偏问题，改善

了软硬结合板压合品质，降低了软硬结合板层偏

报废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CN 108990317 B

2021.05.28

CN
 1
08
99
03
17
 B



1.一种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软板芯板上制作内层线路；在成品软硬结合板中，所述软板芯板包括软板区域和

软硬结合区域；

S2、在软板芯板上的软板区域对位压合覆盖膜，然后测量软板芯板的涨缩系数；

S3、在硬板芯板上制作内层线路，并在制作内层线路时根据软板芯板的涨缩系数进行

曝光补偿；

S4、使用同一OPE冲孔机，分别在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上对应铆合的位置处钻铆钉孔；

S5、软板芯板、硬板芯板和不流胶PP预叠合在一起后通过铆钉铆合，而后压合成生产

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

所述覆盖膜单边比所述软板区域大1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

通过快速压合的方式将覆盖膜与软板芯板完全粘合，而后对软板芯板进行烘烤，使覆盖膜

固化。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

快速压合的参数为：温度180℃，压力80KG，压合时间60s。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5中,

铆合前对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一起进行棕化处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5中，

铆合前，在不流胶PP上对应所述软板区域处开窗，开窗后进行清洁处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开窗的

单边比所述软板区域大0‑0.35m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5后还

包括以下步骤：

S6、生产板依次经过外层钻孔、沉铜和全板电镀的工序；

S7、在生产板上依次制作外层线路和阻焊层，然后进行表面处理；

S8、在生产板上对应软板区域四周的位置处采用激光切割或锣槽的方式进行控深切

割，揭盖后去掉硬板芯板上对应所述软板区域的部分，制得软硬结合板。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8中，

揭盖后，在露出的软板区域边缘与硬板芯板的结合处进行点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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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印制线路板制作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软硬结合板制作过程中，需要进行硬板和软板的压合，压合前软板部分的传统

制作流程为：开料‑内层图形‑OPE冲孔‑内层AOI‑棕化‑贴覆盖膜‑快速压合‑棕化‑后工序；

其中，OPE冲孔的目的是将板边的铆钉孔和槽孔冲出，供后工序中硬板和软板的压合定位使

用，以控制层与层之间的精准对位。

[0003] 按照上述传统流程做法，先进行OPE冲孔，这样在后续覆盖膜快速压合的过程中，

软板在高温下会发生涨缩，从而导致OPE冲孔孔偏，进而导致软板与硬板压合后存在层偏的

问题，且软板和硬板制作内层线路时分开同时制作，也会因压合前软板已存在涨缩造成压

合后层偏，进而造成软硬结合板报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为克服现有的技术缺陷，提供一种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

的方法，采用该方法解决了压合覆盖膜时引起的压合对位孔偏问题，改善了软硬结合板压

合品质，降低了软硬结合板层偏报废率。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的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在软板芯板上制作内层线路；在成品软硬结合板中，所述软板芯板包括软板区

域和软硬结合区域；

[0007] S2、在软板芯板上的软板区域对位压合覆盖膜，然后测量软板芯板的涨缩系数；

[0008] S3、在硬板芯板上制作内层线路，并在制作内层线路时根据软板芯板的涨缩系数

进行曝光补偿；

[0009] S4、使用同一OPE冲孔机，分别在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上对应铆合的位置处钻铆钉

孔；

[0010] S5、软板芯板、硬板芯板和不流胶PP预叠合在一起后通过铆钉铆合，而后压合成生

产板。

[0011] 优选地，步骤S2中，所述覆盖膜单边比所述软板区域大1mm。

[0012] 优选地，步骤S2中，通过快速压合的方式将覆盖膜与软板芯板完全粘合，而后对软

板芯板进行烘烤，使覆盖膜固化。

[0013] 优选地，步骤S3中，快速压合的参数为：温度180℃，压力80KG，压合时间60s。

[0014] 优选地，步骤S5中,铆合前对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一起进行棕化处理。

[0015] 优选地，步骤S5中，铆合前，在不流胶PP上对应所述软板区域处开窗，开窗后进行

清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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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地，步骤S3中，所述开窗的单边比所述软板区域大0‑0.35mm。

[0017] 优选地，步骤S5后还包括以下步骤：

[0018] S6、生产板依次经过外层钻孔、沉铜和全板电镀的工序；

[0019] S7、在生产板上依次制作外层线路和阻焊层，然后进行表面处理；

[0020] S8、在生产板上对应软板区域四周的位置处采用激光切割或锣槽的方式进行控深

切割，揭盖后去掉硬板芯板上对应所述软板区域的部分，制得软硬结合板。

[0021] 优选地，步骤S8中，揭盖后，在露出的软板区域边缘与硬板芯板的结合处进行点胶

处理。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通过在软板区域压合覆盖膜后，先测量出软板芯板的涨缩系数，而后制作

硬板芯板的内层线路时根据该涨缩系数进行曝光补偿，确保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的层间对

准度，分别在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的对应位置处采用同一OPE冲孔机钻出铆钉孔，使钻的铆

钉孔一致化，提高两板上铆钉孔对位的精准度，解决了压合覆盖膜时引起的OPE孔偏问题，

且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同时一起冲孔，保障了铆钉孔的对准度，改善软硬结合板压合品质，

降低软硬结合板层偏报废率；并且在钻完铆钉孔后，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再一起进行棕化

处理，即在相同条件环境下同时进行棕化处理，进一步提高两板之间的层间对准度，防止分

开进行棕化处理出现层偏的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更充分的理解本发明的技术内容，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作进一步介绍和说明。

[0025] 实施例

[002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软硬结合板的制作方法，其中包括提高软硬结合板层间对准度

的方法，具体工艺如下：

[0027] (1)、开料：按拼板尺寸520mm×620mm开出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软板芯板厚度

0.1mm，外层铜箔厚度为0.5OZ，所述软板芯板包括软板区域和软硬结合区域；硬板芯板厚度

0.18mm，外层铜箔厚度为0.5OZ。

[0028] (2)、内层线路制作(负片工艺)：内层图形转移，用垂直涂布机在软板芯板上涂布

感光膜，感光膜的膜厚控制8μm，采用全自动曝光机，以5‑6格曝光尺(21格曝光尺)在软板芯

板上完成内层线路曝光；内层蚀刻，将曝光显影后的软板芯板蚀刻出内层线路，内层线宽量

测为3mil；内层AOI，然后检查内层线路的开短路、线路缺口、线路针孔等缺陷,有缺陷报废

处理，无缺陷的产品出到下一流程。

[0029] (3)、棕化：通过化学反应的方式，在软板芯板铜层表面生成一种棕色氧化层，使铜

面的粗糙度变大，增强压合时与覆盖膜的结合力。

[0030] (4)、贴覆盖膜：在软板芯板上的软板区域对位贴合覆盖膜，且覆盖膜单边比软板

区域大1mm；该覆盖膜为聚酰亚胺(PI材料)。

[0031] 其中，贴合前，根据软板区域的形状，在与软板芯板相同尺寸的覆盖膜上对应软硬

结合区域进行开窗处理。

[0032] (5)、快速压合：通过高温高压的方式，短时间内将覆盖膜的胶层(环氧树脂)与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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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芯板的软板区域完全粘合，达到保护软板区域的效果；快速压合的参数为：温度180℃，压

力80KG，压合时间60s。

[0033] (6)、烤板：软板芯板在150℃下烘烤1h，使覆盖膜完全固化。

[0034] (7)、内层线路制作(负片工艺)：先测量出软板芯板的涨缩系数，用垂直涂布机在

硬板芯板上涂布感光膜，感光膜的膜厚控制8μm，根据软板芯板的涨缩系数进行曝光补偿，

采用全自动曝光机，以5‑6格曝光尺(21格曝光尺)在硬板芯板上完成内层线路曝光；内层蚀

刻，将曝光显影后的硬板芯板蚀刻出内层线路，内层线宽量测为3mil；内层AOI，然后检查内

层线路的开短路、线路缺口、线路针孔等缺陷,有缺陷报废处理，无缺陷的产品出到下一流

程。

[0035] (8)、OPE冲孔：使用同一OPE冲孔机，分别在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上对应铆合的位

置处冲出压合定位用的铆钉孔。

[0036] (9)、开窗：选用尺寸为520mm×620mm的不流胶PP，在不流胶PP上对应软板区域处

开窗，该开窗尺寸单边比软板区域大0‑0.35mm，且开窗时一并去掉对应铆钉孔处不流胶PP。

[0037] (10)、清洁：对开窗后的不流胶PP进行清洁处理，去除不流胶PP表面的脏污，保证

后期压合时的结合力。

[0038] (11)、棕化：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在相同的条件和环境下一同进行棕化处理，通过

化学反应的方式，在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铜层表面生成一种棕色氧化层，使铜面的粗糙度

变大，增强压合时与不流胶PP的结合力。

[0039] 上述中，通过在软板区域压合覆盖膜后，先测量出软板芯板的涨缩系数，而后制作

硬板芯板的内层线路时根据该涨缩系数进行曝光补偿，确保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的层间对

准度，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对位叠合后再对两者一起进行钻出铆钉孔，解决了压合覆盖膜

时引起的OPE孔偏问题，且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同时一起冲孔，保障了铆钉孔的对准度，改

善软硬结合板压合品质，降低软硬结合板层偏报废率；并且在钻完铆钉孔后，软板芯板和硬

板芯板在相同环境下同时进行棕化处理，即，进一步提高两板之间的层间对准度，防止分开

进行棕化处理出现层偏的问题。

[0040] (12)、压合：将软板芯板和硬板芯板用不流胶PP预叠合在一起后(具体排板顺序由

上到下为硬板芯板、不流胶PP、软板芯板、不流胶PP、硬板芯板)，通过铆钉孔用铆钉先进行

铆合，然后根据板料Tg选用适当的层压条件将叠合板进行压合，形成生产板。

[0041] 上述中，硬板芯板中对应软板区域部分在压合前不进行开窗处理，而是在后期成

型工序后通过激光切割或锣槽的方式去除，可有效的保护软板区域不被药水咬蚀和机械磨

损擦花。

[0042] 上述中，通过在不流胶PP上的开窗尺寸与覆盖膜的尺寸配合使压合后覆盖膜的边

缘被不流胶PP压住，进一步防止后期揭盖时覆盖膜一并被揭去，且采用不流胶PP进行压合，

在开窗处不会有流胶，方便后期控深切割和揭盖。

[0043] (13)、外层钻孔：根据钻孔资料，使用机械钻孔的方式，在生产板上钻孔。

[0044] (14)、沉铜：在孔壁上通过化学反应的方式沉积一层薄铜，为后面的全板电镀提供

基础，背光测试10级，孔中的沉铜厚度为0.5μm。

[0045] (15)、全板电镀——根据电化学反应的机理，在沉铜的基础上电镀上一层铜，保证

孔铜厚度达到产品要求，根据完成孔铜厚度设定电镀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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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16)、制作外层线路(正片工艺)：外层图形转移，采用全自动曝光机和正片线路菲

林，以5‑7格曝光尺(21格曝光尺)完成外层线路曝光，经显影，在生产板上形成外层线路图

形；外层图形电镀，然后在生产板上分别镀铜和镀锡，根据要求的完成铜厚设定电镀参数，

镀铜是以1.8ASD的电流密度全板电镀60min，镀锡是以1.2ASD的电流密度电镀10min，锡厚

3‑5μm；然后再依次退膜、蚀刻和退锡，在生产板上蚀刻出外层线路；外层AOI，使用自动光学

检测系统，通过与CAM资料的对比，检测外层线路是否有开路、缺口、蚀刻不净、短路等缺陷。

[0047] (17)、阻焊、丝印字符：通过在生产板外层制作绿油层并丝印字符，绿油厚度为：

10‑50μm，从而可以使生产板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可以减少环境变化对其的影响。

[0048] (18)、表面处理(沉镍金)：阻焊开窗位的焊盘铜面通化学原理，均匀沉积一定要求

厚度的镍层和金层，镍层厚度为：3‑5μm；金层厚度为：0.05‑0.1μm。

[0049] (19)、成型：根据现有技术并按设计要求锣外形，外型公差+/‑0.05mm。

[0050] (20)、激光切割(锣平台)：在生产板上对应软板区域四周的位置处采用激光切割

的方式进行控深切割，而后通过揭盖将生产板上对应软板区域的废料从产品上剥离(揭盖

后去掉硬板芯板上对应所述软板区域的部分)，露出内部的软板区域部分，形成平台，制得

软硬结合板。

[0051] 上述中，激光切割方法适用于2‑6层板，且与软板芯板相邻的硬板芯板厚度在

0.2mm以下的软硬结合板的制作；因不流胶PP上的开窗处没有流胶，不存在激光灼烧流胶从

而造成生产板的品质出现问题，因此可采用激光切割的方式进行控深切割，且通过激光切

割的方式可保证揭盖后形成的平台内的边缘上不会产生毛刺，保证边缘整齐圆滑，提高成

品板的品质，且相对控深锣盲槽的方式，可有效提高切割的效率，进而提高软硬结合板的生

产效率。

[0052] (21)、点胶：在露出的平台边缘的结合处进行点胶处理(即对平台边缘的软板芯板

与硬板芯板的结合处点上胶水)，增强结合处的强度，防止在弯折或拉扯时结合处出现裂开

的现象。

[0053] (22)、电测试：测试成品板的电气导通性能，此板使用测试方法为：飞针测试。

[0054] (23)、FQC：检查成品板的外观、孔铜厚度、介质层厚度、绿油厚度、内层铜厚等是否

符合客户的要求。

[0055] (24)、包装：按照客户要求的包装方式以及包装数量，对成品板进行密封包装，并

放干燥剂及湿度卡，然后出货。

[0056] 以上对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

对本发明实施例的原理以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适用于帮助理解本

发明实施例的原理；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实施例，在具体实施方

式以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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