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913794.X

(22)申请日 2016.10.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44944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2.22

(73)专利权人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14434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澄江镇

长山路78号

(72)发明人 王仕勇　包旭升　王孙艳　

(74)专利代理机构 江阴市扬子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309

代理人 周彩钧

(51)Int.Cl.

H01L 21/56(2006.01)

H01L 21/50(2006.01)

H01L 23/55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376628 A,2012.03.14,

CN 101728364 A,2010.06.09,

CN 1505149 A,2004.06.16,

CN 1835229 A,2006.09.20,

US 2016111375 A1,2016.04.21,

审查员 亢心洁

 

(54)发明名称

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制造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

结构的制造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取一

板材，所述板材共有三层，第一层为粘性胶，中间

一层为非导电介质，最下面一层为铜箔；步骤二、

将芯片贴装于步骤一的板材上；步骤三、对板材

进行开孔处理，从而露出芯片背面焊盘区域；步

骤四、在基板正面通过电镀形成连接铜柱；步骤

五、将整片板材与基板贴合，并通过回流焊工艺

使连接铜柱与芯片背面焊盘相连接；步骤六、芯

片外围进行塑封料包封；步骤七、将包封后的半

成品切割成单颗单元；步骤八、将切割后的单颗

单元表面覆盖屏蔽金属层。本发明能够解决现有

技术中接地效果不良的问题，能提高生产效率，

简化工艺，起到很好的电磁屏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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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一、取一板材，所述板材共有三层，第一层为粘性胶，中间一层为非导电介质，最下

面一层为铜箔；

步骤二、将芯片贴装于步骤一的板材上；

步骤三、对板材进行开孔处理，从而露出芯片背面焊盘区域；

步骤四、在基板正面通过电镀形成连接铜柱；

步骤五、将整片板材与基板贴合，并通过回流焊工艺使连接铜柱与芯片背面焊盘相连

接，且基板上的接地线路与板材的铜箔进行电性连接，形成接地结构；

步骤六、芯片外围进行塑封料包封；

步骤七、将包封后的半成品切割成单颗单元；

步骤八、将切割后的单颗单元表面覆盖屏蔽金属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中的板材的四个角和边缘区域有用于识别的定位标记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定位标记点为方形、十字形或梯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开孔处理方式为镭射方式或机械冲切方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孔的尺寸比目标芯片小100μ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孔呈矩阵方式排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六包封前对铜箔层进行开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板材与基板贴合的方式为导电胶黏合方式、焊料连接方式或机械卡接连接方式。

9.一种采用如权利要求1中所述方法制得的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其特征在

于：它包括基板（1），所述基板（1）包括接地金属层（1.1），所述基板（1）正面贴装有板材（2），

所述板材（2）包括自上而下依次布置的粘性胶层（2.1）、非导电介质层（2.2）和铜箔层

（2.3），所述铜箔层（2.3）与接地金属层（1.1）相连接，所述板材（2）上设置有开孔（3），所述

开孔（3）上方架设有芯片（4），所述芯片（4）与基板（1）通过多个连接铜柱（5）相连接，所述芯

片（4）外围包封有塑封料（6），所述基板（1）侧面、板材（2）侧面以及塑封料（6）外表面均包覆

有屏蔽金属层（7），所述屏蔽金属层（7）与铜箔层（2.3）侧面相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孔

（3）内填充有塑封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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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制造方法，属于半导体封装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射频封装结构容易受到外界的电磁干扰，当其被安装在电路板上时，应特别

注意相互间的干扰，以免运作发生异常。为了达到屏蔽的效果，在芯片上方设置屏蔽组件，

并将屏蔽组件接地，这样就能屏蔽芯片以免受到外界的电磁干扰。屏蔽组件接地的方式有

多种，有如图1所示，在基板上方设置多个接地导体40，屏蔽层70，屏蔽层70和接地导体40接

触，并接地，以此进行电磁屏蔽，该结构中接地导体是一个个放置在基板上的，作业时间较

长，而且接地导体是用锡膏或者导电胶，通过回流焊或者加热固化之后形成，可能形成的高

度有差异，导致切割的时候可能没有切割到相应的位置，这就会使得屏蔽层和接地导体接

触不良，屏蔽层无法接地，当然影响了屏蔽功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提供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

封装结构的制造方法，它能够解决现有技术中接地效果不良的问题，能提高生产效率，简化

工艺，起到很好的电磁屏蔽效果。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

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步骤一、取一板材，所述板材共有三层，第一层为粘性胶，中间一层为非导电介质，

最下面一层为铜箔；

[0006] 步骤二、将芯片倒置贴装于步骤一的板材上；

[0007] 步骤三、对板材进行开孔处理，从而露出芯片正面焊垫区域；

[0008] 步骤四、在基板正面通过电镀形成连接铜柱；

[0009] 步骤五、将整片板材与基板贴合，并通过回流焊工艺使连接铜柱与芯片正面焊垫

电性连接，且基板上的接地线路与板材的铜箔进行电性连接，形成接地结构；

[0010] 步骤六、芯片外围进行塑封料包封；

[0011] 步骤七、将包封后的半成品切割成单颗单元；

[0012] 步骤八、将切割后的单颗单元表面覆盖屏蔽金属层。

[0013] 步骤一中的板材的四个角和边缘区域有用于识别的定位标记点。

[0014] 所述定位标记点为方形、十字形或梯形。

[0015] 所述开孔处理方式为镭射方式、机械冲切方式或化学蚀刻方式。

[0016] 所述孔的尺寸需小于目标芯片尺寸。

[0017] 所述孔呈矩阵方式排列。

[0018] 所述板材与基板贴合的方式为导电胶黏合方式、焊料连接方式或机械卡接连接方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6449440 B

3



式。

[0019] 所述覆盖方式是化学汽相沉积、化学电镀、电解电镀、喷涂、印刷或溅镀的工艺方

法。

[0020] 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它包括基板，所述基板包括接地金属层，所述

基板正面贴装有板材，所述板材包括自上而下依次布置的粘性胶层、非导电介质层和铜箔

层，所述铜箔层与接地金属层相连接，所述板材上设置有开孔，所述开孔上方架设有芯片，

所述芯片与基板通过连接铜柱电性连接，所述芯片外围包封有塑封料，所述基板侧面、板材

侧面以及塑封料外表面均包覆有屏蔽金属层，所述屏蔽金属层与铜箔层侧面相连接。

[0021] 所述开孔内填充有塑封料。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3] 1、用于接地的铜箔被塑封料和基板之间的粘性材料粘接，避免了在切割时因切割

应力导致接地铜块剥离的几率，降低了因接地不良导致屏蔽效果不良的问题；

[0024] 2、采用先贴装芯片，后贴装整块铜箔，然后整体回流的方式，提升效率，从而降低

了生产成本；

[0025] 3、本发明还易于实现芯片底部空腔和芯片底部填充的方式，其中芯片底部的空腔

方式可用于一种表面声波传感器的封装；

[0026] 4、整片板材和整片基板进行贴合，可简化工艺，节省材料和时间；

[0027] 5、接地导体不需要单颗进行设置，可整体形成，提高效率，增加产品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现有的一种屏蔽组件接地方式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另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31] 图4~图10为本发明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的制造方法的各工序流程

图。

[0032] 其中：

[0033] 基板1

[0034] 接地金属层1.1

[0035] 板材2

[0036] 粘性胶层2.1

[0037] 非导电介质层2.2

[0038] 铜箔层2.3

[0039] 开孔3

[0040] 芯片4

[0041] 连接铜柱5

[0042] 塑封料6

[0043] 屏蔽金属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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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45]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的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封装结构，它包括基板1，所述

基板1包括接地金属层1.1，所述基板1正面贴装有板材2，所述板材2包括自上而下依次布置

的粘性胶层2.1、非导电介质层2.2和铜箔层2.3，所述铜箔层2.3与接地金属层1.1相连接，

所述板材2上设置有开孔3，所述开孔3上方架设有芯片4，所述芯片与基板1通过多个连接铜

柱相电性连接，所述芯片4外围包封有塑封料6，所述基板1和板材2侧面以及塑封料6外表面

均包覆有屏蔽金属层7，所述屏蔽金属层7与铜箔层2.3侧面相连接。

[0046]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的开孔3内填充有塑封料6。

[0047] 其制作方法如下：

[0048] 步骤一、参见图4，取一特殊的板材，其共有三层，第一层为粘性胶，中间一层为非

导电介质（具有一定的弹性），最下面一层为铜箔；该板材的四个角和边缘区域有用于识别

的定位标记点，该定位标记点可为方形、十字形或梯形等形状；

[0049] 步骤二、参见图5，将芯片倒置贴装于步骤一的板材上；

[0050] 步骤三、参见图6，对板材进行开孔处理，从而露出芯正面焊垫区域；

[0051] 步骤四、参见图7，在基板正面通过电镀形成连接铜柱；

[0052] 步骤五、参见图8，将整片板材与基板贴合，并通过回流焊工艺使连接铜柱与芯片

正面焊垫电性连接，且基板上的接地线路与板材的铜箔进行电性连接，形成接地结构；

[0053] 步骤六、参见图9，芯片外围进行塑封料包封；

[0054] 如果芯片底部需要填充的话，需要在板材上进行开槽，以便于塑封料的流动；如果

芯片底部需要保持空腔结构，则无需在板材上做开槽处理；

[0055] 步骤七、将包封后的半成品切割成单颗单元，侧面露出板材；

[0056] 步骤八、参见图10，将切割后的单颗单元表面覆盖（除基板背面）屏蔽金属层，屏蔽

金属层可为金、银、铜、镍、铬、锡、铝等或以上多种金属材料的组合，其屏蔽接地通过板材侧

面和基板的接地金属层来实现，覆盖方式可以是化学汽相沉积、化学电镀、电解电镀、喷涂、

印刷或溅镀等工艺方法。

[0057] 除上述实施例外，本发明还包括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变换或者等效替换

方式形成的技术方案，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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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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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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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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