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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印刷电路板的制造方法包括：提供第一

内铜箔层及第二内铜箔层，均包括多个待加工位

置；在第一内铜箔层的一待加工位置标记辨识

码，保留另一待加工位置作为铜垫区，并蚀刻其

它待加工位置形成开窗区，保留第二内铜箔层与

辨识码对应的一个待加工位置作为铜垫区，蚀刻

其它待加工位置形成开窗区；在第一、第二内铜

箔层上分别形成一第二内铜箔基板，所述第二内

铜箔基板包括至少两个内铜箔层，并进行辨识码

标记、铜垫区保留以及开窗区蚀刻，使得不同辨

识码之间错位设置，且每一辨识码仅与其它内铜

箔层的一个铜垫区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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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印刷电路板的制造方法，包括：

提供一第一内铜箔基板，所述第一内铜箔基板包括一绝缘的基层以及形成于所述基层

的相对的两个表面的一第一内铜箔层以及一第二内铜箔层，所述第一内铜箔层以及所述第

二内铜箔层均包括多个间隔设置且一一对应的待加工位置；

在所述第一内铜箔层的其中一个待加工位置标记一辨识码，保留另一个待加工位置作

为铜垫区，并蚀刻其它待加工位置以形成开窗区，保留所述第二内铜箔层与所述辨识码对

应的一个待加工位置作为铜垫区，并蚀刻其它待加工位置以形成开窗区；以及

通过增层法在所述第一内铜箔层以及所述第二内铜箔层上形成一第二内铜箔基板，所

述第二内铜箔基板包括至少两个内铜箔层，所述内铜箔层均包括多个间隔设置且一一对应

的待加工位置，在所述内铜箔层上进行辨识码标记、铜垫区保留以及开窗区蚀刻步骤，使得

所述第一内铜箔基板的第一内铜箔层的辨识码和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的内铜箔层的辨识

码之间错位设置，且每一辨识码仅与其中一内铜箔层的一个铜垫区对应，其它内铜箔层与

所述辨识码对应的其它待加工位置均被蚀刻而形成所述开窗区，从而得到所述印刷电路

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印刷电路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形成所述辨识码及所述

铜垫区的待加工位置上涂覆光致抗蚀剂，进行曝光显影，使得所述光致抗蚀剂转变为光致

抗蚀层，且未被所述光致抗蚀层覆盖的所述待加工位置被蚀刻以形成所述开窗区。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印刷电路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的至

少两个内铜箔层包括位于所述第一内铜箔层上的一第三内铜箔层以及位于所述第二内铜

箔层上的一第四内铜箔层，其中，在所述第三内铜箔层与所述第一内铜箔层的铜垫区对应

的其中一个待加工位置标记辨识码，保留所述第三内铜箔层除与所述第一内铜箔基板的辨

识码对应的待加工位置之外的另一个待加工位置作为铜垫区，并蚀刻其它待加工位置以形

成开窗区，蚀刻所述第四内铜箔层的所有待加工位置以形成开窗区。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印刷电路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的至

少两个内铜箔层还包括位于所述第三内铜箔层上的第五内铜箔层至第2n‑1内铜箔层以及

位于所述第四内铜箔层上的第六内铜箔层至第2n内铜箔层，其中，n为自然数，n大于或等于

3，在所述第五内铜箔层至所述第2n内铜箔层上进行辨识码标记、铜垫区保留以及开窗区蚀

刻步骤。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印刷电路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通过增层法继续在最外侧的内铜箔层上分别形成一外铜箔基板，位于所述第一内铜箔

层一侧的外铜箔基板包括一第一外铜箔层，位于所述第二内铜箔层一侧的外铜箔基板包括

一第二外铜箔层，所述第一外铜箔层以及所述第二外铜箔层均包括多个间隔设置且一一对

应的待加工位置；以及

在所述第一外铜箔层与最临近的内铜箔层的铜垫区对应的其中一个待加工位置标记

一辨识码，并蚀刻所述第二外铜箔层的所有待加工位置以形成开窗区。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印刷电路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每一辨识码采用激光打标

技术形成。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印刷电路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内铜箔层至所述

2n内铜箔层、所述第一外铜箔层以及所述第二外铜箔层均包括至少一产品区以及围绕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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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区设置的一非产品区，所述待加工位置位于所述非产品区，每一产品区还进一步被蚀

刻以形成导电线路。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印刷电路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铜箔基板还包括一

胶层，在标记所述第一外铜箔基板的辨识码时，所述胶层被穿透，从而暴露与所述第一外铜

箔基板的辨识码对应的铜垫区，并蚀刻所述第一外铜箔基板的辨识码除码孔外的表铜部

分。

9.一种印刷电路板，包括：

一第一内铜箔基板，包括一绝缘的基层以及形成于所述基层的相对的两个表面的一第

一内铜箔层以及一第二内铜箔层，所述第一内铜箔层以及所述第二内铜箔层均包括多个间

隔设置且一一对应的待加工位置，所述第一内铜箔层的其中一个待加工位置标记有一辨识

码，另一个待加工位置被保留作为铜垫区，其它待加工位置被蚀刻以形成开窗区，所述第二

内铜箔层与所述辨识码对应的一个待加工位置被保留作为铜垫区，其它待加工位置被蚀刻

以形成开窗区；

第二内铜箔基板，分别形成于所述第一内铜箔层以及所述第二内铜箔层上，所述第二

内铜箔基板包括至少两个内铜箔层，所述内铜箔层均包括多个间隔设置且一一对应的待加

工位置，所述内铜箔层也设有辨识码、铜垫区以及开窗区，所述第一内铜箔基板的第一内铜

箔层的辨识码和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的内铜箔层的辨识码之间错位设置，且每一辨识码仅

与其中一内铜箔层的一个铜垫区对应，其它内铜箔层与所述辨识码对应的其它待加工位置

均被蚀刻而形成所述开窗区。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印刷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的至少两个内

铜箔层包括位于所述第一内铜箔层上的一第三内铜箔层以及位于所述第二内铜箔层上的

一第四内铜箔层，其中，在所述第三内铜箔层与所述第一内铜箔层的铜垫区对应的其中一

个待加工位置标记有辨识码，所述第三内铜箔层除与所述第一内铜箔基板的辨识码对应的

待加工位置之外的另一个待加工位置被保留作为铜垫区，其它待加工位置被蚀刻以形成开

窗区，所述第四内铜箔层的所有待加工位置均被蚀刻以形成开窗区。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印刷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的至少两个内

铜箔层还包括位于所述第三内铜箔层上的第五内铜箔层至第2n‑1内铜箔层以及位于所述

第四内铜箔层上的第六内铜箔层至第2n内铜箔层，其中，n为自然数，n大于或等于3，所述第

五内铜箔层至所述第2n内铜箔层上标记有辨识码。

12.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印刷电路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外铜箔基板，分别形成于最

外侧的内铜箔层上，位于所述第一内铜箔层一侧的外铜箔基板包括一第一外铜箔层，位于

所述第二内铜箔层一侧的外铜箔基板包括一第二外铜箔层，所述第一外铜箔层以及所述第

二外铜箔层均包括多个间隔设置且一一对应的待加工位置，所述第一外铜箔层与最临近的

内铜箔层的铜垫区对应的其中一个待加工位置标记有一辨识码，所述第二外铜箔层的所有

待加工位置被蚀刻以形成开窗区。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印刷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每一内铜箔层、所述第一外铜箔层

以及所述第二外铜箔层均包括至少一产品区以及围绕所述产品区设置的一非产品区，所述

待加工位置位于所述非产品区，每一产品区内形成有导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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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电路板及该印刷电路板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路板制造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印刷电路板以及该印刷电路板的制造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为实现PCB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通常需要在PCB上标记字符、一维码、二维码

等辨识码来记录该PCB的身份信息以供追溯，且PCB加工信息的记录以及品质的追溯需自内

层向外层逐层展开。然而，辨识码的辨识技术(如，CCD视觉辨识技术)需要在辨识码直接可

视的条件下进行。对于增层式高密度互联板(Build‑up  multi‑layer  High  Density 

Interconnector  Board)而言，由于是从核心层以增叠技术压合胶片以及铜箔层来增加层

数，经过胶片和铜箔层的覆盖后，内层的辨识码无法被识别，导致内层的信息无法被追溯。

因此，难以实现各线路层之间的身份串联。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印刷电路板及其制造方法，能够解决以上问题。

[000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印刷电路板的制造方法，包括：

[0005] 提供一第一内铜箔基板，所述第一内铜箔基板包括一绝缘的基层以及形成于所述

基层的相对的两个表面的一第一内铜箔层以及一第二内铜箔层，所述第一内铜箔层以及所

述第二内铜箔层均包括多个间隔设置且一一对应的待加工位置；

[0006] 在所述第一内铜箔层的其中一个待加工位置标记一辨识码，保留另一个待加工位

置作为铜垫区，并蚀刻其它待加工位置以形成开窗区，保留所述第二内铜箔层与所述辨识

码对应的一个待加工位置作为铜垫区，并蚀刻其它待加工位置以形成开窗区；以及

[0007] 通过增层法在所述第一内铜箔层以及所述第二内铜箔层上形成一第二内铜箔基

板，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包括至少两个内铜箔层，所述内铜箔层均包括多个间隔设置且一

一对应的待加工位置，在所述内铜箔层上进行辨识码标记、铜垫区保留以及开窗区蚀刻步

骤，使得不同辨识码之间错位设置，且每一辨识码仅与其中一内铜箔层的一个铜垫区对应，

其它内铜箔层与所述辨识码对应的其它待加工位置均被蚀刻而形成所述开窗区，从而得到

所述印刷电路板。

[0008]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印刷电路板，包括：

[0009] 一第一内铜箔基板，包括一绝缘的基层以及形成于所述基层的相对的两个表面的

一第一内铜箔层以及一第二内铜箔层，所述第一内铜箔层以及所述第二内铜箔层均包括多

个间隔设置且一一对应的待加工位置，所述第一内铜箔层的其中一个待加工位置标记有一

辨识码，另一个待加工位置被保留作为铜垫区，其它待加工位置被蚀刻以形成开窗区，所述

第二内铜箔层与所述辨识码对应的一个待加工位置被保留作为铜垫区，其它待加工位置被

蚀刻以形成开窗区；

[0010] 一第二内铜箔基板，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包括至少两个内铜箔层，所述内铜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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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形成于所述第一内铜箔层以及所述第二内铜箔层上，所述内铜箔层均包括多个间隔设

置且一一对应的待加工位置，所述内铜箔层也设有辨识码、铜垫区以及开窗区，不同辨识码

之间错位设置，且每一辨识码仅与其中一内铜箔层的一个铜垫区对应，其它内铜箔层与所

述辨识码对应的其它待加工位置均被蚀刻而形成所述开窗区。

[0011] 本发明实施例的印刷电路板中，所述辨识码之间错位设置，且每一辨识码沿Z方向

仅与其中一内铜箔基板的一个铜垫区对应，其它内铜箔层与所述辨识码对应的其它待加工

位置P均被蚀刻而形成所述开窗区，因此，可通过X射线扫描任一内铜箔层的辨识码，而且，X

射线扫描任一内铜箔基板的辨识码所穿过的金属密度相同，如此，读取过程中无需调整X射

线的参数，可通过同等能量的X射线读取任意层别的内铜箔基板的辨识码信息。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一较佳实施例的第一内铜箔基板的剖视示意图。

[0013] 图2为图1所示的第一内铜箔基板省略基层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在图2所示的第一内铜箔基板上标记辨识码、蚀刻开窗区后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0015] 图4为在蚀刻图3所示的第一内铜箔基板以形成导电线路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在图4所示的第一内铜箔基板上形成第二内铜箔基板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在图5所示的第二内铜箔基板上标记辨识码以及蚀刻开窗区后的立体结构

示意图。

[0018] 图7为在图6所示的第二内铜箔基板上蚀刻导电线路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8为在图7所示的第二内铜箔基板上继续形成第三内铜箔层基板的立体结构示

意图。

[0020] 图9为在图8所示的第三内铜箔基板上标记辨识码、蚀刻开窗区以及蚀刻导电线路

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10为在图9所示的第三内铜箔基板上形成外铜箔基板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1为在图10所示的外铜箔基板上标记辨识码、蚀刻开窗区以及蚀刻导电线路后

形成的印刷电路板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2为在图11所示的印刷电路板的剖面示意图。

[0024] 符号说明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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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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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 请参阅图1至图12，本发明一较佳实施方式提供一种印刷电路板100的制造方法。

根据不同需求，所述印刷电路板100的制造方法的步骤顺序可以改变，某些步骤可以省略或

合并。所述印刷电路板100的制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9] 步骤一，请参阅图1，提供一第一内铜箔基板10，所述第一内铜箔基板10包括一绝

缘的基层11以及形成于所述基层11的相对的两个表面的一第一内铜箔层L1以及一第二内

铜箔层L2。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以及所述第二内铜箔层L2均包括至少一产品区12(图中仅示

出一个)以及围绕所述产品区12设置的一非产品区13。请一并参照图2，所述第一内铜箔层

L1以及所述第二内铜箔层L2的所述非产品区13均包括M个间隔设置的待加工位置P。以所述

第一内铜箔基板10所在的平面作为X‑Y平面建立三维坐标系X‑Y‑Z，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以

及所述第二内铜箔层L2的待加工位置P沿垂直所述第一内铜箔基板10的方向(即，沿Z方向)

一一对应。其中，M为自然数，M的数值等于所述印刷电路板100需形成的辨识码的数量。

[0030]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基层11的材质可选自聚丙烯(Polypropylene，PP)、聚酰亚

胺(polyimide，PI)、液晶聚合物(liquid  crystal  polymer，LCP)、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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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以及聚萘二甲酸乙二醇酯(Polyethylene 

Naphthalate，PEN)等中的一种。

[0031] 步骤二，请参阅图3，按照一预定的编码规则在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的其中一个待

加工位置P标记一辨识码C1，保留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的另一个待加工位置P作为铜垫区R1，

并蚀刻其它M‑2个待加工位置P以形成M‑2个开窗区W1。保留所述第二内铜箔层L2与所述辨识

码C1沿Z方向对应的一个待加工位置P作为铜垫区R2，并蚀刻其它M‑1个待加工位置P以形成

M‑1个开窗区W2。因此，所述辨识码C1的一侧沿Z方向与所述第二内铜箔层L2的铜垫区R2对

应。其中，所述编码规则为每一辨识码记录对应层别的内铜箔基板的身份信息以供追溯，且

每一辨识码关联前一层别的内铜箔基板的辨识码。即，所述辨识码C1记录有所述第一内铜

箔基板10的身份信息。

[0032]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身份信息包括所述第一内铜箔基板10的料号、客户版号、厂

内版号、生产日期、批次号、层别、板序、印刷电路板序号等。其中，料号与所述第一内铜箔基

板10用于制作的印刷电路板100的型号相关，用于制作相同型号的印刷电路板100的所述第

一内铜箔基板10的料号相同；批次号为用于制作相同料号的印刷电路板100分为多个批次

进行制作时，所述第一内铜箔基板10对应的批次；层别表示所述第一内铜箔基板10在最终

形成的印刷电路板100的第几层。

[0033] 在本实施方式中，利用激光打标技术标记所述辨识码C1，即，采用高能量密度的激

光对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进行照射，使表层材料融化形成码孔，从而形成所述辨识码C1。更

具体的，所述辨识码C1可为二维码图形。所述辨识码C1的大小可根据所述非产品区13的大小

进行设定。当然，所述辨识码C1的形式并不限于二维码图形，其还可以是包含所述第一内铜

箔基板10信息的数字、文字、字母或者以上至少两者的组合。

[0034] 在本实施方式中，在形成所述辨识码C1及所述铜垫区R1、R2的待加工位置P上涂覆

光致抗蚀剂(图未示)，进行曝光显影，使得所述光致抗蚀剂转变为光致抗蚀层，而未被所述

光致抗蚀层覆盖的所述待加工位置P被显影液蚀刻以形成所述开窗区W1、W2。

[0035] 步骤三，请参阅图4，蚀刻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以及所述第二内铜箔层L2的产品区

12以形成导电线路14。

[0036] 在本实施方式中，利用曝光显影技术形成所述导电线路14。

[0037] 步骤四，请参阅图5，通过增层法在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以及所述第二内铜箔层L2
分别压合一第二内铜箔基板20、20’(在图12中示出)，使得所述辨识码C1的两侧均被覆盖。

其中，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20包括一胶层21(在图12中示出)以及一第三内铜箔层L3，所述

第二内铜箔基板20’包括一胶层21’(在图12中示出)以及一第四内铜箔层L4。所述第三内铜

箔层L3以及所述第四内铜箔层L4也均包括至少一产品区22以及围绕所述产品区22设置的一

非产品区23。所述产品区22以及非产品区23沿Z方向分别与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以及所述

第二内铜箔层L2的产品区12以及非产品区13分别对应。所述第三内铜箔层L3以及所述第四

内铜箔层L4的非产品区23均包括M个间隔设置的待加工位置P，所述第三内铜箔层L3以及所

述第四内铜箔层L4的待加工位置P沿Z方向分别与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以及所述第二内铜箔

层L2的待加工位置P一一对应。

[0038]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胶层21、21’的材质为具有粘性的树脂，更具体的，所述树脂

可选自聚丙烯、环氧树脂、聚氨酯、酚醛树脂、脲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以及聚酰亚胺

说　明　书 4/9 页

7

CN 110392480 B

7



等中的至少一种。

[0039] 步骤五，请参阅图6，读取所述辨识码C1，按照所述编码规则以及所述辨识码C1在所

述第三内铜箔层L3与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的铜垫区R1对应的其中一个待加工位置P标记一

辨识码C3，保留所述第三内铜箔层L3除与所述辨识码C1对应的待加工位置P之外的另一个待

加工位置P作为铜垫区R3，并蚀刻其它M‑2个待加工位置P以形成M‑2个开窗区W3。蚀刻所述第

四内铜箔层L4的M个待加工位置P以形成M个开窗区W4。

[0040] 因此，所述辨识码C3与所述辨识码C1沿Z方向错位设置。所述辨识码C1的一侧在沿Z

方向与所述第三内铜箔层L3的其中一个开窗区W3对应，相对的另一侧在沿Z方向与所述第二

内铜箔层L2的铜垫区R2以及所述第四内铜箔层L4的其中一个开窗区W4对应。即，所述辨识码

C1沿Z方向仅与所述第二内铜箔层L2的一个铜垫区R2对应，其它内铜箔层与所述辨识码C1对

应的其它待加工位置P均被蚀刻而形成所述开窗区W3、W4。所述辨识码C3记录有所述第二内

铜箔基板20的身份信息，且所述辨识码C3与所述辨识码C1相关联。

[0041] 其中，由于经过增层法压合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20后，所述辨识码C1被覆盖而无

法直接可视，需通过X射线穿透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20扫描所述辨识码C1，将所述辨识码C1
输出再进行解析。

[0042] 步骤六，请参阅图7，蚀刻所述第三内铜箔层L3以及所述第四内铜箔层L4的产品区

22以形成导电线路24。

[0043] 在本实施方式中，在形成所述导电线路24之前，对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20、20’进

行层间导通处理(即，钻孔、电镀以形成导通孔)。

[0044] 步骤七，请参阅图8‑9，通过增层法继续在所述第三内铜箔层L3以及所述第四内铜

箔层L4上继续压合至少一第三内铜箔基板(图未标)。其中，在所述第三内铜箔层L3上形成的

至少一第三内铜箔基板包括至少一胶层31(在图12中示出)以及第五内铜箔层L5至第2n‑1

内铜箔层L(2n‑1)，在所述第四内铜箔层L4上形成的至少一第三内铜箔基板包括至少一胶层

31’(在图12中示出)以及第六内铜箔层L6至第2n内铜箔层L2n，所述第五内铜箔层L5至所述

第2n内铜箔层L2n也均包括至少一产品区32以及围绕所述产品区32设置的一非产品区33。所

述产品区32以及非产品区33沿Z方向分别与所述第三内铜箔层L3以及所述第四内铜箔层L4
的产品区22以及非产品区23分别对应。所述第五内铜箔层L5至所述第2n内铜箔层L2n的非产

品区33均包括M个间隔设置的待加工位置P，所述第五内铜箔层L5至所述第2n内铜箔层L2n的

待加工位置P沿Z方向分别与所述第三内铜箔层L3以及所述第四内铜箔层L4的待加工位置P

一一对应。

[0045] 其中，n为自然数，n大于或等于3。可以理解，可根据具体需求设置n的数值以改变

所形成的内铜箔层的数量，当然，当所述印刷电路板100不需在内层形成所述第五内铜箔层

L5至所述第2n内铜箔层L2n时，所述步骤七也可以省略。

[0046] 在每次新增其中一内铜箔基板之后，读取前一层别的内铜箔基板的辨识码，按照

所述编码规则以及前一内铜箔基板的辨识码在所述第五内铜箔层L5至所述第2n内铜箔层

L2n上重复进行上述辨识码标记步骤(如，图中示出的辨识码C5、C(2n‑1))、铜垫区保留步骤

(如，图中示出的铜垫区R(2n‑1))、开窗区蚀刻步骤(如，图中示出的开窗区W5、W6、W(2n‑1)、W2n)

以及导电线路蚀刻步骤(如，图中示出的导电线路34)，使得不同层别的辨识码之间沿Z方向

错位设置，且每一辨识码沿Z方向仅与其中一个内铜箔层的一个铜垫区对应，其它内铜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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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辨识码对应的其它待加工位置P均被蚀刻而形成所述开窗区。

[0047] 在本实施方式中，在形成所述导电线路之前，对每一第三内铜箔基板进行层间导

通处理。

[0048] 在本实施方式中，每一辨识码为占有一定宽度的字符集。在本实施方式中，每一辨

识码为包括至少22位字符的字符集。例如，每一辨识码的第1至第3位字符代表料号，第4位

字符代表客户版号，第5位字符代表厂内版号，第6至第9位字符代表生产日期(其中，第6至

第7位代表生产年份，第8至第9位代表生产月份)，第10至第13位字符代表批次号，第14至第

15位字符代表层别，第16至第18位字符代表板序，第19至第22位字符代表印刷电路板序号。

在本实施方式中，针对同一料号同一批次号的印刷电路板100而言，每一内铜箔层的辨识码

与前一内铜箔层的辨识码的料号、客户版号、厂内版号、批次号等均相同，而每一内铜箔层

的辨识码的层别与前一内铜箔层的辨识码的层别之差为1，如此实现辨识码之间的关联。所

述辨识码不同位数所代表的字符可参考如下表1所示。

[0049] 表1

说　明　书 6/9 页

9

CN 110392480 B

9



[0050]

[0051] 步骤八，请参阅图10，通过增层法继续在所述第2n‑1内铜箔层L(2n‑1)以及所述第2n

内铜箔层L2n上分别压合一外铜箔基板(图未标)。其中，在所述第2n‑1内铜箔层L(2n‑1)上形成

的外铜箔基板包括一胶层41(在图12中示出)以及一第一外铜箔层L0，在所述第2n内铜箔层

L2n上形成的外铜箔基板包括一胶层41’(在图12中示出)以及一第二外铜箔层L0’，所述第一

外铜箔层L0以及所述第二外铜箔层L0’也均包括至少一产品区42以及围绕所述产品区42设

置的一非产品区43。所述产品区42以及非产品区43沿Z方向分别与所述第2n‑1内铜箔层

L(2n‑1)以及所述第2n内铜箔层L2n的产品区32以及非产品区33分别对应。所述第一外铜箔层

L0以及所述第二外铜箔层L0’的非产品区43均包括M个间隔设置的待加工位置P，所述第一外

铜箔层L0以及所述第二层铜箔层L0’的待加工位置P沿Z方向分别与所述第2n‑1内铜箔层

L(2n‑1)以及所述第2n内铜箔层L2n的待加工位置P一一对应。

[0052] 步骤九，请参阅图11，在所述第一外铜箔层L0与所述第2n‑1内铜箔层L(2n‑1)的铜垫

区R(2n‑1)对应的其中一个待加工位置P标记一辨识码C0，并蚀刻所述第二外铜箔层L0’的M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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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加工位置P以形成M个开窗区W0’，然后蚀刻所述第一外铜箔层L0以及所述第二外铜箔层

L0’的产品区42以形成导电线路44，从而得到所述印刷电路板100。

[0053] 在本实施方式中，在形成所述导电线路44之前，对所述第一外铜箔层L0以及所述

第二外铜箔层L0’进行层间导通处理。在形成所述导电线路44之后，对所述第一外铜箔层L0
以及所述第二外铜箔层L0’进行防焊处理。

[0054] 可以理解，当每一铜箔基板所包括的产品区的数量为多个时，所述铜箔基板的产

品区相互对应。在制得所述印刷电路板100后，所述多个产品区对应的区域形成多个印刷电

路板单元。此时，进一步对所述印刷电路板100进行成型处理，从而得到多个相互分离的印

刷电路板单元。

[0055] 如图12所示，在本实施方式中，在标记所述辨识码C0时，使所述胶层41被穿透，从

而暴露与所述辨识码C0对应的铜垫区R(2n‑1)，并蚀刻所述辨识码C0除码孔外的表铜部分。

[0056] 由于辨识码C0直接可视，可通过CCD视觉辨识技术直接读取。其中，若所述辨识码C0
对应的铜垫区R(2n‑1)且所述辨识码C0除码孔外的表铜部分被蚀刻去除，当通过CCD视觉辨识

技术读取所述辨识码C0时，可利用所述铜垫区R(2n‑1)反射光源，从而与背景形成明显色差，

增强辨识码的读取效果。

[0057] 以上制得的所述印刷电路板100中，可采用X射线扫描任一层别的内铜箔基板的辨

识码。所述辨识码之间在沿Z方向错位设置，且每一辨识码沿Z方向仅与其中一内铜箔层的

一个铜垫区对应，其它内铜箔层与所述辨识码对应的其它待加工位置P均被蚀刻而形成所

述开窗区，其中该铜垫区可提高X射线对该辨识码的辨识率。因此，X射线扫描任一层别的内

铜箔基板的辨识码所穿过的金属密度相同。由于胶层对X射线损耗影响较小，如此，读取过

程中无需调整X射线的参数，可通过同等能量的X射线读取任意层别的内铜箔基板的辨识码

信息。而且，每次新增其中一内铜箔基板后，新增的辨识码关联前一内铜箔基板的辨识码，

如此，无需逐层查询辨识码，而是依据其中一个辨识码可推算其它任意层别内铜箔基板的

辨识码，实现全流程身份串联及跨层别的追踪检测。

[0058] 请参阅图11至图12，本发明一较佳实施方式还提供一种印刷电路板100，包括一第

一内铜箔基板10。所述第一内铜箔基板10包括一绝缘的基层11以及形成于所述基层11的相

对的两个表面的一第一内铜箔层L1以及一第二内铜箔层L2。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以及所述

第二内铜箔层L2上分别形成有一第二内铜箔基板20、20’，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20包括一胶

层21以及一第三内铜箔层L3，所述第二内铜箔基板20包括一胶层21’以及一第四内铜箔层

L4。在所述第三内铜箔层L3以及所述第四内铜箔层L4上分别形成有至少一第三内铜箔基板

(图未标)，在所述第三内铜箔层L3上形成的至少一第三内铜箔基板包括至少一胶层31以及

第五内铜箔层L5至第2n‑1内铜箔层L(2n‑1)，在所述第四内铜箔层L4上形成的至少一第三内铜

箔基板包括至少一胶层31’以及第六内铜箔层L6至第2n内铜箔层L2n。在所述第2n‑1内铜箔

层以及所述第2n内铜箔层L2n上分别形成有一外铜箔基板(图未标)，在所述第2n‑1内铜箔层

上形成的外铜箔基板包括一胶层41以及一第一外铜箔层L0，在所述第2n内铜箔层L2n上形成

的外铜箔基板包括一胶层41以及一第二外铜箔层L0’。当然，在其它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五

内铜箔层L5至所述第2n内铜箔层L2n也可省略。

[0059] 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以及所述第二内铜箔层L2均包括至少一产品区12以及围绕所

述产品区12设置的一非产品区13。所述第三内铜箔层L3以及所述第四内铜箔层L4也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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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产品区22以及围绕所述产品区22设置的一非产品区23。所述第五内铜箔层L5至所述

第2n内铜箔层L2n也均包括至少一产品区32以及围绕所述产品区32设置的一非产品区33。所

述第一外铜箔层L0以及所述第二外铜箔层L0’也均包括至少一产品区42以及围绕所述产品

区42设置的一非产品区43。所述产品区12、22、32、42沿Z方向相对应，所述非产品区13、23、

33、43沿Z方向相对应。所述非产品区13、23、33、43均包括M个间隔设置的待加工位置P。所述

第一内铜箔层L5至所述第2n内铜箔层L2n和所述第一外铜箔层L0以及所述第二外铜箔层L0’

的待加工位置P沿Z方向一一对应。所述产品区12、22、32、42内分别形成有导电线路14、24、

34、44。

[0060] 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的其中一个待加工位置P标记有一辨识码C1，另一个待加工位

置P被保留而作为铜垫区R1，其它M‑2个待加工位置P被蚀刻以形成M‑2个开窗区W1。所述第二

内铜箔层L2与所述辨识码沿Z方向对应的一个待加工位置P被保留而作为铜垫区R2，其它M‑1

个待加工位置P被蚀刻以形成M‑1个开窗区W2。所述产品区12内形成有导电线路14。

[0061] 所述第三内铜箔层L3与所述第一内铜箔层L1的铜垫区R1对应的其中一个待加工位

置P标记有一辨识码C3，除与所述辨识码C1对应的待加工位置P之外的另一个待加工位置P被

保留以作为铜垫区R3，其它M‑2个待加工位置P被蚀刻以形成M‑2个开窗区W3。所述第四内铜

箔层L4的M个待加工位置P被蚀刻以形成M个开窗区W4。

[0062] 所述第五内铜箔层L5至所述第2n内铜箔层L2n同样标记有辨识码，保留有铜垫区，

且蚀刻有开窗区。不同辨识码之间沿Z方向错位设置，且每一辨识码沿Z方向仅与其中一内

铜箔层的一个铜垫区对应，其它内铜箔层与所述辨识码对应的其它待加工位置P均被蚀刻

而形成所述开窗区。

[0063] 所述第一外铜箔层L0与所述第2n‑1内铜箔层L(2n‑1)的铜垫区R(2n‑1)对应的其中一

个待加工位置P标记有一辨识码C0，所述第二外铜箔层L0’的M个待加工位置P被蚀刻以形成M

个开窗区W0’。

[0064] 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以上的实施方式仅是用来说明本发明，

而并非用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只要在本发明的实质精神范围之内，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

适当改变和变化都落在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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