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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基板结构及其制作方法。基板结构包括

一介电材料层、至少一导线层、一金属核心层以

及至少一导电柱层。导线层设置于介电材料层的

一表面。金属核心层嵌设于介电材料层内，其具

有至少一金属块。导电柱层嵌设于介电材料层内

并设置于金属核心层以及导线层之间。金属块具

有一第一端以及相对于第一端的一第二端。第一

端以及第二端其中之一与导电柱层电性连接，且

第一端的一宽度与第二端的一宽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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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板结构，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一介电材料层；

一第一导线层，设置于该介电材料层的一第一表面；

一第二导线层，设置于该介电材料层的一第二表面；

一金属核心层，其嵌设于该介电材料层内，具有多个金属块；

一第一导电柱层，其嵌设于该介电材料层内并设置于该金属核心层以及该第一导线层

之间，具有至少一导电柱；

一第二导电柱层，其嵌设于该介电材料层内并设置于该金属核心层以及该第二导线层

之间，具有至少一导电柱；以及

一内接组件，嵌设于该介电材料层内，并且位于其中二个金属块之间，具有一导电极

层，并且该导电极层与该第一导电柱层以及该第二导电柱层的其中之一电性连接；

其中，各金属块具有一第一端以及相对于该第一端的一第二端，该第一端以及该第二

端分别与该第一导电柱层的至少一导电柱以及该第二导电柱层的至少一导电柱电性连接，

且部分的该金属块的该第一端的宽度与该第二端的宽度不同，而部分的该金属块的该第一

端的宽度与该第二端的宽度相同。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板结构，其特征在于：该第二端的宽度大于该第一端的宽度。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板结构，其特征在于：该介电材料层为一铸模化合物（Molding 

Compound）层，该铸模化合物层具有酚醛基树脂（Novolac-based  Resin）、环氧基树脂

（Epoxy-based  Resin）以及硅基树脂（Silicone-based  Resin）其中之一。

4.一种基板结构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列步骤：

提供一金属板；

蚀刻该金属板以形成一金属核心层，其中，该金属核心层具有多个金属块以及至少一

耦接块，各金属块分别具有一第一端以及相对于该第一端的一第二端，且至少二个金属块

通过该至少一耦接块部份耦接；

将一内接组件放置于其中二个金属块之间，且该内接组件具有一导电极层；

于该至少一耦接块、各金属块以及该内接组件上形成一介电材料层；

蚀刻该金属核心层以移除该至少一耦接块，并通过该耦接块使部分的该金属块的该第

一端的宽度与该第二端的宽度不同，而部分的该金属块的该第一端的宽度与该第二端的宽

度相同；

于各金属块上形成该介电材料层，使该介电材料层包覆该金属核心层及该内接组件；

露出各金属块其中之一的第一端以及第二端，以及露出该内接组件上的该些导电极

层；

于各金属块其中之一的第一端以及该内接组件上的该些导电极层上形成一第一导电

柱层；

于各金属块其中之一的第二端上形成一第二导电柱层；

于该介电材料层的一第一表面上形成一第一导线层；以及

于该介电材料层的一第二表面上形成一第二导线层。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形成一介电材料层的步骤还包括下列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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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铸模化合物；

加热该铸模化合物至一液体状态；

将呈现该液体状态的铸模化合物注入各金属块的第一端以及第二端，使呈现该液体状

态的铸模化合物包覆该金属核心层；以及

固化呈现该液体状态的铸模化合物以形成一铸模化合物层。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该金属板由铝、铜、不锈钢及其组合其中

之一制成。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第二端的宽度大于该第一端的宽度。

8.一种基板结构，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一介电材料层；

至少一导线层，设置于该介电材料层的一表面；

一金属核心层，其嵌设于该介电材料层内，具有多个金属块；

至少一导电柱层，其嵌设于该介电材料层内并设置于该金属核心层以及该至少一导线

层之间；以及

一内接组件，嵌设于该介电材料层内，并且位于其中二个金属块之间，具有一导电极

层，并且该导电极层与该至少一导电柱层电性连接；

其中，各金属块具有一第一端以及相对于该第一端的一第二端，该第一端以及该第二

端其中之一与该至少一导电柱层电性连接，且部分的该金属块的该第一端的一宽度与该第

二端的一宽度不同，而部分的该金属块的该第一端的一宽度与该第二端的一宽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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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板结构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板结构及其制作方法。更详细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半导体基

板结构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新一代的电子产品中，用户不但追求更轻薄短小，更要求其具有多功能以及高

性能。因此，电子产品制造商必须在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IC）有限的区域中，容

纳更多电子组件以达成高密度与微型化的要求。据此，电子产品制造商开发了新型封装技

术，将电子组件埋入基板中，进而大幅缩小集成电路的封装体积，也缩短电子组件与基板的

连接路径。此外，电子产品制造商使用增层技术（build-up）增加布线面积，以符合电子产品

的轻薄短小与多功能的趋势。

[0003] 在高阶技术的需求下，大部分高阶芯片采用覆晶封装（flip  chip；FC）制作而成。

进一步来说，一种称为芯片尺寸封装（chip  scale  package；CSP）的方式更是目前主要应用

于需要高频／高速运作与轻薄短小的主流产品（例如，智能型移动电话、平板计算机、笔记本

电脑或微型数字相机等产品）的封装技术。而对于封装用的基板来说，则朝向细密线路间

距、高密度、薄型化、低成本化以及高电气特性发展。

[0004] 一般使用玻璃纤维作为需大幅薄型化的基板结构中，玻璃纤维的成本过高，其刚

性与散热性不如金属材料而使得含有玻璃纤维的基板容易产生翘曲变形，且含有玻璃纤维

的基板的雷射钻孔难度也随之增加，进而造成雷射钻孔的孔型不佳而无法满足细密线路的

布线要求。同时，反复使用雷射钻孔技术来形成雷射盲孔的叠层结构的加工时间长且制程

复杂，因而使得含有玻璃纤维的基板结构不具产业优势。

[0005] 因此，电子产品制造商在基板结构中使用金属材料来作为基板，以改善前述使用

玻璃纤维作为基板的基板结构的缺陷。然而，由于金属材料的导电性因素，在使用金属材料

的基板的叠层结构中，需要考虑各层间的通孔的绝缘设计，因而会增加制程的复杂程度。此

外，使用金属材料的基板需在同一层结构中同时使用雷射钻孔技术来形成雷射盲孔并使用

机械钻孔技术来形成通孔，如此一来将因对位误差所产生的偏移而无法满足细密线路的布

线要求。

[0006] 有鉴于此，如何提供一种具有刚性与散热性且满足细密线路间距、高密度、薄型

化、低成本化以及高电气特性的基板结构，乃是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为提供一种具有刚性与散热性且满足细密线路间距、高密度、薄型化、低成本化以

及高电气特性的基板结构，本发明提出如下技术方案：

[0008] 本发明的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板结构。该基板结构包括一介电材料层、一第一

导线层、一第二导线层、一金属核心层、一第一导电柱层以及一第二导电柱层。该第一导线

层以及该第二导线层分别设置于该介电材料层的一第一表面以及一第二表面。该金属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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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嵌设于该介电材料层内，其具有至少一金属块。该第一导电柱层嵌设于该介电材料层内

并设置于该金属核心层以及该第一导线层之间，其具有至少一导电柱。该第二导电柱层嵌

设于该介电材料层内并设置于该金属核心层以及该第二导线层之间，其具有至少一导电

柱。该至少一金属块具有一第一端以及相对于该第一端的一第二端。该第一端以及该第二

端分别与该第一导电柱层的至少一导电柱以及该第二导电柱层的至少一导电柱电性连接，

且该第一端的一宽度与该第二端的一宽度不同。

[0009] 其中，还包括一内接组件，嵌设于该介电材料层内，具有一导电极层，其中，该导电

极层与该第一导电柱层以及该第二导电柱层其中之一电性连接。

[0010] 其中，该第二端的宽度大于该第一端的宽度。

[0011] 其中，该介电材料层为一铸模化合物（Molding  Compound）层，该铸模化合物层具

有酚醛基树脂（Novolac-based  Resin）、环氧基树脂（Epoxy-based  Resin）以及硅基树脂

（Silicone-based  Resin）其中之一。

[0012]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板结构的制作方法。该制作方法包括下列步

骤：提供一金属板；蚀刻该金属板以形成一金属核心层，其中，该金属核心层具有多个金属

块以及至少一耦接块，各金属块分别具有一第一端以及相对于该第一端的一第二端，且各

金属块通过该至少一耦接块部份耦接；于该至少一耦接块以及各金属块上形成一介电材料

层；蚀刻该金属核心层以移除该至少一耦接块，并使该第一端的一宽度与该第二端的一宽

度不同；于各金属块上形成该介电材料层，使该介电材料层包覆该金属核心层；露出各金属

块其中的一的第一端以及第二端；于各金属块其中之一的第一端上形成一第一导电柱层；

于各金属块其中之一的第二端上形成一第二导电柱层；于该介电材料层的一第一表面上形

成一第一导线层；以及于该介电材料层的一第二表面上形成一第二导线层。

[0013] 其中，形成一介电材料层的步骤还包括下列步骤：

[0014] 提供一铸模化合物；

[0015] 加热该铸模化合物至一液体状态；

[0016] 将呈现该液体状态的铸模化合物注入各金属块的第一端以及第二端，使呈现该液

体状态的铸模化合物包覆该金属核心层；以及

[0017] 固化呈现该液体状态的铸模化合物以形成一铸模化合物层。

[0018] 其中，该金属板由铝、铜、不锈钢及其组合其中之一制成。

[0019] 其中，该第二端的宽度大于该第一端的宽度。

[0020] 本发明的又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板结构。该基板结构包括一介电材料层、至少

一导线层、一金属核心层以及至少一导电柱层。该至少一导线层设置于该介电材料层的一

表面。该金属核心层嵌设于该介电材料层内，其具有至少一金属块。该导电柱层嵌设于该介

电材料层内并设置于该金属核心层以及该至少一导线层之间。该至少一金属块具有一第一

端以及相对于该第一端的一第二端。该第一端以及该第二端其中之一与接该至少一导电柱

层电性连，且该第一端的一宽度与该第二端的一宽度不同。

[0021] 其中，还包括一内接组件，嵌设于该介电材料层内，具有一导电极层，其中，该导电

极层与该至少一导电柱层电性连接。

[0022]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基板结构及其制作方法利用金属材料的基板来取代含有玻璃

纤维的基板，同时，以较简易的制作流程形成金属核心层、导电柱层与导线层，并取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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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雷射钻孔技术来形成雷射盲孔并使用机械钻孔技术来形成通孔的流程。据此，本发

明的基板结构及其制作方法可达成细密线路的布线要求，以缩小基板尺寸，同时增加电性

与信号稳定性，以满足高电气特性，并兼具刚性与散热性。如此一来，将可缩短基板结构的

加工时间并大幅降低制作成本。

[0023] 在参阅附图及随后描述的实施方式后，所属技术领域人员便可了解本发明的其它

目的、优点以及本发明的技术手段及实施方式。

附图说明

[0024] 图1：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基板结构的示意图。

[0025] 图2：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的基板结构的示意图。

[0026] 图3：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的基板结构的制作方法的流程图。

[0027] 图4A至图4I：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的基板结构的制作示意图。

[0028] 图5：形成介电材料层的流程图。

[0029] 图6：本发明的第四实施例的基板结构的制作方法的流程图。

[0030] 图7A至图7D：本发明的第四实施例的基板结构的制作示意图。

[0031] 附图标记说明

[0032] 10、20                  基板结构

[0033] 101                    介电材料层

[0034] 1011                   第一表面

[0035] 1013                   第二表面

[0036] 103                    第一导线层

[0037] 105                    第二导线层

[0038] 107A、107B、107C、107D    金属块

[0039] 109                    内接组件

[0040] 1091                   导电极层

[0041] 111                    第一导电柱层

[0042] 113                    第二导电柱层

[0043] 201                    第三导电柱层

[0044] 203                    第四导电柱层

[0045] 205A、205B              环氧铸模化合物层

[0046] 401                    金属板

[0047] 403A、403B              耦接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以下将通过实施例来解释本发明内容，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须在

如实施例所述的任何特定的环境、应用或特殊方式方能实施。因此，关于实施例的说明仅为

阐释本发明，而非用以限制本发明。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实施例及附图中，与本发明非直接

相关的组件已省略而未绘示；且附图中各组件间的尺寸关系仅为容易了解，并非用以限制

实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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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如图1所示，为一基板结构10的示意图。基板结构10包括一介

电材料层101、一第一导线层103、一第二导线层105、一金属核心层、一第一导电柱层111、一

第二导电柱层113以及一内接组件109。介电材料层101具有一第一表面1011以及一第二表

面1013。金属核心层具有多个金属块107A、107B、107C、107D。第一导电柱层111以及第二导

电柱层113分别具有多个导电柱。内接组件109还包括一导电极层1091。

[0050] 介电材料层101为一铸模化合物（Molding  Compound）层，其具有酚醛基树脂

（Novolac-based  Resin）、环氧基树脂（Epoxy-based  Resin）、硅基树脂（Silicone-based 

Resin）或其它适当的铸模化合物，但不以此为限。此外，在本实施例中，金属核心层具有四

个金属块107A、107B、107C、107D。然而，在其它实施例中，根据基板结构10的不同用途与类

型，金属核心层可具有任意数目的金属块，并不以本实施例所述的四个金属块107A、107B、

107C、107D为限。类似地，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导电柱层111具有六个导电柱；第二导电柱层

113具有二个导电柱。然而，在其它实施例中，根据基板结构10的不同用途与类型，第一导电

柱层111以及第二导电柱层113可分别具有任意数目的导电柱，并不以本实施例所述的导电

柱的数量为限。

[0051] 金属块107A具有宽度为X1的一第一端以及相对于第一端的宽度为Y1的一第二端。

类似地，金属块107B有宽度为X2的一第一端以及相对于第一端的宽度为Y2的一第二端。金

属块107C具有宽度为X3的一第一端以及相对于第一端的宽度为Y3的一第二端。金属块107D

具有宽度为X4的一第一端以及相对于第一端的宽度为Y4的一第二端。金属块107B、107D的

第一端X2、X4与第一导电柱层111的导电柱电性连接；金属块107B、107D的第二端Y2、Y4与第

二导电柱层113的导电柱电性连接。

[0052] 在本实施例中，金属块107A的第二端的宽度Y1大于第一端的宽度X1；金属块107B

的第二端的宽度Y2大于第一端的宽度X2；金属块107C的第二端的宽度Y3大于第一端的宽度

X3；金属块107D的第二端的宽度Y4与第一端的宽度X4大约相同。换句话说，金属块107A、

107B、107C的第一端的宽度X1、X2、X3分别与第二端的宽度Y1、Y2、Y3不同。

[0053] 第一导电柱层111嵌设于介电材料层101内，并设置于金属核心层以及第一导线层

103之间；同时，第一导电柱层111与金属核心层以及第一导线层103电性连接。类似地，第二

导电柱层113嵌设于介电材料层101内，并设置于金属核心层以及第二导线层105之间；同

时，第二导电柱层113与金属核心层以及第二导线层105电性连接。

[0054] 金属块107A、107B、107C、107D以及内接组件109嵌设于介电材料层101内。第一导

线层103设置于介电材料层101的第一表面1011。第二导线层105则设置于介电材料层101的

第二表面1013。此外，金属块107A、107B、107C、107D设置于第一导电柱层111以及第二导电

柱层113之间。在本实施例中，内接组件109的导电极层1091与第一导电柱层111电性连接。

然而，在其它实施例中，内接组件109的导电极层1091可因应摆放位置的不同而与第二导电

柱层113电性连接，并不以本实施例所述的与第一导电柱层111电性连接为限。

[0055] 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如图2所示，为一基板结构20的示意图。基板结构20的一结构

类似于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所述的基板结构10的结构，其差异在于基板结构20还包括一第

三导电柱层201、一第四导电柱层203以及两个环氧铸模化合物层205A、205B。第三导电柱层

201部份与第一导线层103电性连接，并设置于环氧铸模化合物层205A内。第四导电柱层203

部份与第二导线层105电性连接，并设置于环氧铸模化合物层205B内。环氧铸模化合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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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A包覆第一导线层103；环氧铸模化合物层205B包覆第二导线层105。

[0056] 需说明的是，前段所述的基板结构10、20都包括两个导线层，且其导线层分别与导

电柱层的导电柱电性连接。然而，在其它实施例中，基板结构10、20可仅包括一个导线层，且

其导线层与导电柱层的导电柱电性连接。所属技术领域人员可通过前述的说明了解基板结

构10、20的导线层的数量以及导线层与导电柱层的导电柱电性连接的方式，故在此不再赘

述。

[0057] 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如图3所示，其为一种基板结构的制作方法的流程图。本实施

例所述的制作方法可用于制作一基板结构，例如：第一实施例所述基板结构10。以下将通过

图3以及图4A至图4I进一步说明本实施例的基板结构的制作方法。

[0058] 首先，于步骤301中，提供如图4A绘示的一金属板401。其中，金属板401由铝、铜、不

锈钢或其组合制成。

[0059] 接着，于步骤303中，蚀刻金属板401以形成如图4B绘示的一金属核心层。其中，金

属核心层具有多个金属块107A、107B、107C、107D以及两个耦接块403A、403B。金属块107A、

107B、107C、107D分别具有一第一端以及相对于第一端的一第二端。同时，金属块107A与金

属块107B通过耦接块403A部份耦接；金属块107B与金属块107C通过耦接块403B部份耦接。

[0060] 于步骤305中，如图4C所示，将内接组件109放置于金属块107C与金属块107D之间。

其中，内接组件109包括一导电极层1091。接着，于步骤307中，如图4D所示，于耦接块403A、

403B以及金属块107A、107B、107C、107D上形成一介电材料层101。

[0061] 于步骤309中，如图4E所示，蚀刻金属核心层以移除耦接块403A、403B，并分别使金

属块107A、107B、107C的第一端的宽度与第二端的宽度不同。详细来说，金属块107A的第二

端的宽度Y1大于第一端的宽度X1；金属块107B的第二端的宽度Y2大于第一端的宽度X2；金

属块107C的第二端的宽度Y3大于第一端的宽度X3。

[0062] 于步骤311中，如图4F所示，于金属块107A、107B、107C、107D上形成介电材料层

101，使介电材料层101包覆金属核心层的金属块107A、107B、107C、107D。于步骤313中，如图

4G所示，露出导电极层1091并选择性地露出金属块107A、107B、107C、107D的第一端以及第

二端。其中，步骤313露出金属块107B、107D第一端以及第二端。

[0063] 于步骤315中，如图4H所示，于导电极层1091与已露出第一端的金属块107B、107D

上形成一第一导电柱层111；并于介电材料层101的一第一表面1011上形成一第一导线层

103。详细来说，第一导电柱层111形成于金属块107A、107B、107C、107D其中之一的第一端

上。最后，于步骤317中，如图4I所示，于已露出第二端的金属块107B、107D上形成一第二导

电柱层113；并于介电材料层101的一第二表面1013上形成一第二导线层105。详细来说，第

二导电柱层113形成于金属块107A、107B、107C、107D其中之一的第二端上。

[0064] 此外，于金属块107A、107B、107C、107D上形成介电材料层101的步骤307与步骤311

中，还包括如图5绘示的步骤。首先，于步骤501中，提供一铸模化合物。其中，铸模化合物可

为酚醛基树脂、环氧基树脂、硅基树脂或其它适当的铸模化合物。于步骤503中，加热铸模化

合物至一液体状态。接着，于步骤505中，将呈现液体状态的铸模化合物注入金属块107A、

107B、107C、107D上，使呈现液体状态的铸模化合物包覆金属核心层的金属块107A、107B、

107C、107D。最后，于步骤507中，固化呈现液体状态的铸模化合物以形成一铸模化合物层。

换句话说，前述的铸模化合物层即为介电材料层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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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本发明的第四实施例如图6所示，其为一种基板结构的制作方法的流程图。本实施

例所述的制作方法可用于制作一基板结构，例如：第二实施例所述基板结构20。其中，第6图

所示的第四实施例的步骤601至步骤617与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的步骤301至步骤317相同，

故在此不再赘述。以下将通过图6以及图7A至图7D进一步说明本实施例的基板结构的制作

方法的后续步骤。

[0066] 于步骤619中，于第一导线层103上形成如图7A绘示的一第三导电柱层201。其中，

第三导电柱层201部份与第一导线层103电性连接。于步骤621中，于第二导线层105上形成

如图7B绘示的一第四导电柱层203。其中，第四导电柱层203部份与第二导线层105电性连

接。

[0067] 接着，于步骤623中，形成如图7C绘示的一环氧铸模化合物层205A。其中，环氧铸模

化合物层205A包覆第一导线层103。最后，于步骤625中，形成如第7D图绘示的一环氧铸模化

合物层205B。其中，环氧铸模化合物层205B包覆第二导线层105。

[0068]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基板结构及其制作方法利用金属材料的基板来取代含有玻璃

纤维的基板，同时，以较简易的制作流程形成金属核心层、导电柱层与导线层，并取代传统

的使用雷射钻孔技术来形成雷射盲孔并使用机械钻孔技术来形成通孔的流程。据此，本发

明的基板结构及其制作方法可达成细密线路的布线要求，以缩小基板尺寸，同时增加电性

与信号稳定性，以满足高电气特性，并兼具刚性与散热性。如此一来，将可缩短基板结构的

加工时间并大幅降低制作成本。

[0069] 上述的实施例仅用来例举本发明的实施状态，以及阐释本发明的技术特征，并非

用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领域技术人员可轻易完成的改变或均等性的安排均属于本

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书中限定的为准。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6356351 B

9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10

CN 106356351 B

10



图3

图4A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11

CN 106356351 B

11



图4B

图4C

图4D

图4E

说　明　书　附　图 3/8 页

12

CN 106356351 B

12



图4F

图4G

图4H

说　明　书　附　图 4/8 页

13

CN 106356351 B

13



图4I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8 页

14

CN 106356351 B

14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5

CN 106356351 B

15



图7A

图7B

说　明　书　附　图 7/8 页

16

CN 106356351 B

16



图7C

图7D

说　明　书　附　图 8/8 页

17

CN 106356351 B

1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