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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测量系统，其测量各种PCB面板特性，诸

如PCB面板厚度、表面特征厚度(高度)、表面特征

宽度和长度以及翘曲。还描述了各种技术来稳定

PCB面板以用于测量，而不论PCB面板是水平定位

还是竖直定位。Z高度测量以及光强度测量可用

于确定各种PCB面板特性。所确定的光强度值、所

确定的Z高度值中的任一者或二者可被用于确定

从一个区域或材料类型到另一区域或材料类型

的像素过渡。技术还被提供以降低PCT面板振动

和/或自动调节传感器的Z高度以确保在PCB面板

上的采样点在可允许的Z高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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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测量系统，包括：

a.印刷电路板面板，其包括具有第一侧和与所述第一侧相反的第二侧的基板，其中，所

述第一侧包括绝缘层，所述绝缘层具有定位在所述绝缘层上的表面特征，其中所述表面特

征是导电图案化互连部；

b.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其包括光源和传感器，其中，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相

对于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定位为使得从所述光源输出的光束撞击在所述基板的所述第一

侧上的一个或多个采样点，其中，所述传感器被配置为接收对应于所述光束的反射光；

c.移动和对准设备，其联接到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及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其

中，所述移动和对准设备配置为提供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及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之

间的相对移动，并在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所述第一侧的至少一部分之上扫描所述光束；

以及

d.控制器，其配置为从传感器接收对应于所接收到的反射光的数据、并确定对应于每

个采样点的距离测量结果、并确定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相对厚度和表面特征的高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每个采样点对应于撞击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

所述第一侧的光束的像素。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配置为发射聚焦

为点的光束，其中，光束点作为单个像素撞击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所述第一侧。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配置为发射聚焦

为线的光束，其中，光束线作为像素的线性系列撞击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所述第一侧。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配置为发射光

束，该光束被聚焦为作为二维像素阵列撞击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所述第一侧。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传感器配置为根据每个采样点感测像素数

据。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配置为确定与撞

击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光束的每个像素对应的距离测量结果。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所述第二侧包括第二绝

缘层，并且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是具有第一光源和第一传感器的第一光发射器和检

测器装置，并且所述测量系统还包括具有第二光源和第二传感器的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

装置，其中，所述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相对于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被定位为使得从

所述第二光源输出的第二光束撞击在所述基板的所述第二侧上的一个或多个采样点，其

中，所述第二传感器配置成接收对应于所述第二光束的第二反射光，其中，所述移动和对准

设备联接到所述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其中，所述移动和对准设备还配置为提供所

述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与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之间的相对移动、并在所述印刷电路

板面板的所述第二侧的至少一部分之上扫描所述第二光束，其中，所述控制器还配置为从

所述第二传感器接收对应于所接收到的第二反射光的数据、并确定对应于所述第二侧上的

每个采样点的距离测量结果、并确定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相对厚度。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移动和对准设备配置为独立于所述第二光

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而移动和对准所述第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移动和对准设备配置为协调所述第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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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及所述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的移动和对准，使得所述第一光发

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及所述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同时扫描印刷电路板组件的第一侧

和第二侧上的所对准的样品点。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控制器被配置为当特定采样点在所述第

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及所述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上与绝缘层对准时，使用在所

述特定采样点处的来自所述第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的所确定的距离测量结果和在所

述特定采样点处的来自所述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的所确定的距离测量结果，来确定

在所述特定采样点处的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厚度，所述特定采样点在所述第一侧和所述

第二侧上都被对准。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控制器被配置为当另一特定采样点在所

述第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上与第一表面特征对准并且在所述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

装置上与绝缘层对准时，使用在所述另一特定采样点处的来自所述第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

装置的所确定的距离测量结果和在所述另一特定采样点处的来自所述第二光发射器和检

测器装置的所确定的距高测量结果，来确定在所述另一特定采样点处的第一表面特征的高

度，所述另一特定采样点在所述第一侧和所述第二侧上都被对准。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导电图案化互连部是金属迹线或接合垫。

14.一种测量系统，包括：

a.印刷电路板面板，其包括具有第一侧和与所述第一侧相反的第二侧的基板，其中，所

述第一侧包括绝缘层，所述绝缘层具有定位在所述绝缘层上的导电表面特征；

b.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其包括光源和传感器，其中，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相

对于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定位为使得从所述光源输出的光束撞击在所述基板的所述第一

侧上的一个或多个采样点，其中所述传感器被配置为接收对应于所述光束的反射光，其中

每个采样点对应于撞击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所述第一侧的光束的像素，且其中所述传感

器被配置为感测每个像素的光强度值，并且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配置为确定每个

像素的光强度测量结果；

c.移动和对准设备，其联接到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及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其

中，所述移动和对准设备配置为提供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及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之

间的相对移动，并在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所述第一侧的至少一部分之上扫描所述光束；

d.控制器，被配置为从传感器接收与所接收的反射光和每个像素的光强度测量结果相

对应的数据，以确定与每个采样点相对应的距离测量结果，并确定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相对

厚度和表面特征的高度，其中控制器还被配置为通过将光强度测量结果与已知材料类型的

光强度测量结果比较，以确定与每个像素对应的材料类型，并以将所确定的与所述像素对

应的材料类型与已知的绝缘层和表面特征材料比较，来确定与所述像素对应的采样点是否

是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第一侧上的与绝缘层或表面特征对应的点。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控制器还被配置为，通过比较所确定的

相邻像素的材料类型，来确定沿着第一侧从绝缘层到表面特征以及从表面特征到绝缘层的

过渡点；并且被配置为确定沿着被测采样点线分离相继的过渡点的像素的数量，其中，所确

定的分离相继的过渡点的像素的数量对应于表面特征尺寸。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控制器还被配置为，通过比较所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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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像素的距离测量结果，来确定沿着第一侧从绝缘层到表面特征以及从表面特征到绝缘

层的过渡点；并且被配置为通过比较使用所确定的距离测量结果而确定的和使用所确定的

光强度测量结果而确定的过渡点，来验证所确定的过渡点的准确度。

17.一种测量系统，包括：

a.印刷电路板面板，其包括具有第一侧和与所述第一侧相反的第二侧的基板，其中，所

述第一侧包括绝缘层，所述绝缘层具有定位在所述绝缘层上的导电表面特征；

b.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其包括光源和传感器，其中，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相

对于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定位为使得从所述光源输出的光束撞击在所述基板的所述第一

侧上的一个或多个采样点，其中所述传感器被配置为接收对应于所述光束的反射光，其中

每个采样点对应于撞击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所述第一侧的光束的像素；

c.移动和对准设备，其联接到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及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其

中，所述移动和对准设备配置为提供所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及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之

间的相对移动，并在所述印刷电路板面板的所述第一侧的至少一部分之上扫描所述光束；

以及

d.控制器，被配置为从传感器接收与所接收的反射光相对应的数据，以确定与每个采

样点相对应的距离测量结果，并确定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相对厚度和表面特征的高度，其中

控制器还被配置为通过比较所确定的相邻像素的距离测量结果，来确定沿着第一侧从绝缘

层到表面特征以及从表面特征到绝缘层的过渡点；并且被配置为确定沿着被测采样点线分

离相继的过渡点的像素的数量，其中，所确定的分离相继的过渡点的像素的数量对应于表

面特征尺寸。

18.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控制器还被配置为根据所述传感器接收

的数据来确定表面特征的长度和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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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PCB应用的在空气悬浮上的在线计量

[0001] 相关申请

[0002] 本专利申请根据35U.S.C .119(e)要求于2016年11月17日提交的名称为“Inline 

Metrology  on  Air  Floating  for  PCB  Applications”的共同未决美国临时专利申请案第

62/423,654号的优先权，其通过引用以其整体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总体上涉及检查和测量装置。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用于测量印刷电路板

(PCB)面板的厚度和PCB面板上的表面特征厚度的装置和系统。

背景技术

[0004] 电路板和电路板面板被设计成具有特定特性，例如特定的电路板厚度和电路特征

尺寸。通常，电路板面板必须从制造线上移除并被放置在振动隔离表面上以用于测试。目

前，电路板制造期间的在线测试是缺乏和不足的。已经使用激光器和检测器装置来测量施

加到电路板表面的焊膏的厚度，但是这样的装置和测量技术不能解决对电路板厚度和电路

特征尺寸的测量。

发明内容

[0005] 一种测量系统，其自动执行厚度测量功能，用于确定PCB面板的厚度、PCB表面上的

表面特征的厚度以及PCB面板表面上特定点处的材料类型。测量系统提供用于稳定PCB面板

的器件，以使得能够采用真实的在线测量。测量系统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和检测

器装置，用于定位PCB面板的可移动平台，用于移动每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的可移动平

台，以及用于控制平台的移动和计算PCB面板厚度、表面特征厚度和材料类型的控制器。每

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包括用于将光束发射到PCB面板上的光发射器和用于接收对应的

反射光的传感器。所感测的数据由控制器使用以确定PCB面板的厚度、表面特征厚度和表面

材料类型。

[0006] 在一个方面中，公开了一种测量系统。测量系统包括印刷电路板面板、光发射器和

检测器装置、移动和对准设备、和控制器。印刷电路板面板包括具有第一侧和与所述第一侧

相反的第二侧的基板，其中，述第一侧包括绝缘层，该绝缘层具有定位在该绝缘层上的导电

表面特征。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包括光源和传感器。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相对于印刷

电路板面板定位为使得从光源输出的光束撞击在基板的第一侧上的一个或多个采样点。传

感器被配置为接收对应于光束的反射光。移动和对准设备联接到印刷电路板面板及光发射

器和检测器装置。移动和对准设备配置为提供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与印刷电路板面板之

间的相对移动，并且配置为在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第一侧的至少一部分之上扫描光束。控制

器配置为从传感器接收对应于所接收到的反射光的数据，并且配置为确定对应于每个采样

点的距离测量结果、及确定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相对厚度和表面特征的高度。

[0007] 在一些实施例中，每个采样点对应于撞击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第一侧的光束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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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一些实施例中，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配置为发射聚焦为点的光束，其中光束点作

为单个像素撞击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第一侧。在一些实施例中，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配

置为发射聚焦为线的光束，其中光束线作为像素的线性系列撞击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第一

侧。在一些实施例中，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配置为发射光束，所述光束聚焦成作为二维

像素阵列撞击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第一侧。在一些实施例中，传感器配置为根据每个采样点

感测像素数据。在一些实施例中，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配置为确定与撞击印刷电路板

面板的光束的每个像素对应的距离测量结果。在一些实施例中，传感器被配置为感测每个

像素的光强度值，并且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配置为确定每个像素的光强度测量结果。

在一些实施例中，控制器被配置为接收每个像素的光强度测量结果，并且确定与每个像素

对应的采样点是否是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第一侧上的与绝缘层或表面特征对应的点。在一些

实施例中，控制器被配置为，通过将光强度测量结果与已知材料类型的光强度测量结果比

较，以确定与每个像素对应的材料类型，并以将所确定的与所述像素对应的材料类型与已

知的绝缘层和表面特征材料比较，来确定与所述像素对应的采样点是否是印刷电路板面板

的第一侧上的与绝缘层或表面特征对应的点。在一些实施例中，控制器进一步被配置为，通

过比较所确定的相邻像素的材料类型，来确定沿着第一侧从绝缘层到表面特征以及从表面

特征到绝缘层的过渡点；并且被配置为确定沿着被测量的采样点的线分离相继的过渡点的

像素的数量，其中，所确定的分离相继的过渡点的像素的数量对应于表面特征尺寸。在一些

实施例中，控制器进一步被配置为，通过比较所确定的相邻像素的距离测量结果，来确定沿

着第一侧从绝缘层到表面特征以及从表面特征到绝缘层的过渡点；并且被配置为通过比较

使用所确定的距离测量结果而确定的和使用所确定的光强度测量结果而确定的过渡点，来

确定验证所确定的过渡点的准确度。在一些实施例中，控制器进一步被配置为，通过比较所

确定的相邻像素的距离测量结果来确定沿着第一侧从绝缘层到表面特征以及从表面特征

到绝缘层的过渡点；并且被配置为确定沿着被测量的采样点的线分离相继的过渡点的像素

的数量，其中，所确定的分离连续的过渡点的像素的数量对应于表面特征尺寸。

[0008] 在一些实施例中，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第二侧包括第二绝缘层，并且所述光发射器

和检测器装置是具有第一光源和第一传感器的第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并且所述测量

系统还包括具有第二光源和第二传感器的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其中，所述第二光

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相对于印刷电路板面板定位为使得从所述第二光源输出的第二光束

撞击在基板的第二侧上的一个或多个采样点，进一步地，其中，所述第二传感器配置成接收

对应于所述第二光束的第二反射光，进一步地，其中，所述移动和对准设备联接到所述第二

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其中，所述移动和对准设备还配置为提供所述第二光发射器和检

测器装置与印刷电路板面板之间的相对移动、并且配置为在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第二侧的至

少一部分之上扫描所述第二光束，其中，所述控制器还配置为从所述第二传感器接收对应

于所接收到的第二反射光的数据、并且配置为确定对应于第二侧上的每个采样点的距离测

量结果和确定印刷电路板面板的相对厚度。在一些实施例中，移动和对准设备配置为独立

于所述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而移动和对准第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在一些实施

例中，移动和对准设备配置为协调第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及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

置的移动和对准，使得第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及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同时扫描

印刷电路板组件的第一侧和第二侧上的所对准的样品点。在一些实施例中，控制器被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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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特定采样点在第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和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上与绝缘层

对准时，使用在所述特定采样点处的来自第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的所确定的距离测量

结果和在所述特定采样点处的来自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的所确定的距离测量结果，

来确定在所述特定采样点处的印刷电路板面板的厚度，所述特定采样点在第一侧和第二侧

上都被对准。在一些实施例中，控制器进一步被配置为，当另一特定采样点在第一光发射器

和检测器装置上与第一表面特征对准并且在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上与绝缘层对准

时，使用在所述另一特定采样点处的来自第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的所确定的距离测量

结果和在所述另一特定采样点处的来自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的所确定的距离测量

结果，来确定在所述另一特定采样点处的第一表面特征的高度，所述另一特定采样点在第

一侧和第二侧上都被对准。

附图说明

[0009] 参考附图描述了几个示例实施例，其中相似的部件被提供有相似的附图标记。示

例实施例旨在说明而不是限制本发明。附图包括以下图：

[0010] 图1示出了根据一实施例的测量系统的概念性框图；

[0011] 图2示出了处于第一位置的与PCB面板对准的用于感测漫反射光的光发射器和检

测器装置的侧视图；

[0012] 图3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测量系统的透视俯视图；

[0013] 图4示出了根据其它实施例的测量系统的侧视图；

[0014] 图5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测量系统的侧视图，其中PCB面板被竖直地定位；

[0015] 图6和7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具有被协调的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的测量系

统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申请的实施例涉及一种测量系统。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认识到，测量系统

的以下详细描述仅是说明性的，并不意图以任何方式进行限制。测量系统的其它实施例将

容易地向受益于本公开的技术人员启示其本身。

[0017] 现在将详细参考如附图中所示的测量系统的实施方式。贯穿附图和下面的详细描

述将使用相同的参考标记来指代相同或相似的部分。为了清楚起见，并未示出和描述在本

文中描述的实施方式的所有常规特征。当然，应该理解的是，在任何这样的实际的实施方式

的开发中，为了实现开发者的特定目标(诸如符合应用和业务相关的约束)，必须做出许多

特定于实施方式的决定，并且这些特定的目标随实施方式的不同和开发者的不同而将不

同。此外，应该理解的是，这样的开发工作可能是复杂且耗时的，但是对于受益于本公开的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仍然是常规的工程任务。

[0018] 图1示出了根据一实施例的测量系统的概念性框图。测量系统10包括光发射器和

检测器装置12、移动和对准设备14、PCB面板16和处理模块18。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包

括用于将光束发射到PCB面板板16上的光发射器和用于接收对应的反射光的传感器。所感

测的数据被提供给处理模块18。

[0019] 移动和对准设备14可以表示一个或多个移动和对准装置，每个移动和对准装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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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彼此独立或者具有一个或多个共用部件和/或安装结构。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移动和对

准装置被配置成适当地移动和对准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并且第二移动和对准装置被

配置为适当地移动和对准PCB面板16。在具有两个或更多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的配置

中，可以为每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配置单独的移动和对准装置。第一和第二移动和对

准装置可被配置成相对于彼此和/或相对于外部对准标记适当地对准和移动。通过移动光

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和/或PCB面板16，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和PCB面板16被适当对

准。在一些实施例中，使用两个单独的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一个光发射器被定位在PCB

面板的任一侧上。在这种情况下，另一第一对准和移动装置被配置为适当地对准第二光发

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在一些实施例中，X-Y-Z台架被用作第一对准和移动装置。

[0020]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对准和移动装置包括空气条、X-Y台架和/或滚子，所述空气

条被配置为使PCB面板浮动在高度受控的气垫上，所述滚子附接到PCB面板的一个或多个侧

面。PCB面板是附接在一起的多个PCB的汇集件。最终，PCB面板将被切割以形成单独的PCB，

但是在PCB面板形式中，单独的PCB仍然连接在一起。应避免在制造和测试过程期间与PCB面

板的表面接触，以防止损坏PCB。然而，PCB面板在PCB面板的外周边缘周围确实具有非功能

性部分，其可以被接触而不用担心损坏PCB。第二对准和移动装置可以包括诸如X-Y台架和/

或滚子的机构，其沿着非功能性外周边缘与PCB面板接口。在一些实施例中，使用一个或多

个空气条来形成受控的气垫。PCB面板通过气垫悬挂在空气条之上以减小振动，并且第一光

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定位在PCB面板的顶表面之上。在具有两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

的情况下，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定位在PCB面板的底表面的下方，并且空气条被充

分间隔以使得能够通过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光学询问底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在一些

实施例中，PCB面板是可移动的，以便在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保持静止的

同时，在X-Y平面中移动PCB面板。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

可移动地安装以便在X-Y平面中移动，并且PCB面板是静止的。在其他实施例中，PCB面板是

可移动的，并且所述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也是可移动的。

[0021] 在其他实施例中，第二对准和移动装置包括附接到PCB面板的一个或多个侧的X-Z

台架，并且PCB面板被竖直地悬挂。第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定位到竖直悬挂的PCB面

板的一侧。在具有两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的情况下，第二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定

位在竖直悬置的PCB面板的与第一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相对的一侧上。

[0022] 移动和对准装置14被配置成适当地移动和对准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以及PCB

面板16，使得可以在PCB面板16上的一个或多个采样点处进行厚度测量。在一些实施例中，

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也可移动地安装到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以便调节光发射器

和检测器装置12相对于PCB面板6的Z高度，从而保持PCB面板上的采样点在可接纳的Z高度

范围内。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的Z高度可以通过使用传感器数据本身被保持。移动和对

准设备14以及用于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的安装件可以配置成被手动地移动或通过自

动控制移动。

[0023] 处理模块18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控制器和/或电子处理电路，其包括但不限于微

处理单元(MPU)、中央处理单元(CPU)或其它集成电路，其可以是单独的、集成的或某种组合

的，用于控制移动和对准设备14以及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处理所感测的反射光数据

以生成Z高度测量结果和光强度测量结果、运行用于在PCB面板上的多个点处采样的一个或

说　明　书 4/9 页

8

CN 108168444 B

8



多个算法、以及分析测量结果以确定各种PCB面板和电路特征特性。处理模块18还可以包括

用户输入/输出，诸如用于显示原始数据、中间数据和分析结果的显示器，以及本领域公知

的键盘、鼠标或其他用户接口设备。

[0024] 在示例性应用中，待测量的PCB面板具有前侧表面和后侧表面。PCB面板的测量是

在制造阶段进行的，其中前侧表面和后侧表面由诸如半固化片的绝缘层制成，该绝缘层具

有选择的导电图案化互连部。在PCB面板上的任何给定点处，特定点可与绝缘层或导电互连

部(诸如金属迹线或接合垫)中的任一个重合。测量系统的目标是测量PCB面板厚度和电路

特征厚度，其中电路特征被认为是任何类型的导电互连部。通过在与绝缘层重合的特定点

处进行测量来确定PCB面板厚度测量结果，并且通过在与导电互连部重合的特定点处进行

测量来确定电路特征厚度。

[0025] 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包括光源，用于引导由光源产生的光束并将所接收的反

射光引导至传感器的传感器和光学器件。在一些实施例中，光发射器和检测器12包括处理

电路和算法，以使用所感测的反射光数据确定PCB面板上的采样点与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

置上的预定点(诸如传感器位置)之间的Z高度。在其它实施例中，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

将所感测的反射光数据和适当的装置数据传输到处理模块18，并且处理模块18配置有处理

电路和算法，以使用从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接收到的数据确定PCB面板上的采样点和

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上的预定点之间的Z高度。应理解的是，可以使用任何常规的光发射

器和检测器装置、处理电路和算法来确定Z高度。例如，一种类型的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

被配置为感测和处理漫反射光，其中来自光源的入射光沿垂直于PCB面板表面的竖直轴线

被投射到PCB面板上。图2示出了处于第一位置的与PCB面板16对准的用于感测漫反射光的

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的侧视图。在这种配置中，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被定位成使

得入射光44沿着竖直轴线46对准。在图2所示的示例性配置中，反射角度是由光源产生的光

波长的函数。应理解，对于不同的光波长可以使用不同的反射角度。还应理解，可以使用其

他类型的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所述类型根据应用来确定。

[0026] 在一些实施例中，测量系统被配置为使得PCB面板水平对准并且被安装在多个空

气条上，并且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定位在PCB面板之上以测量PCB面板的前侧。图3示出

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测量系统的透视俯视图。PCB面板16平放在水平位置中，其中前侧表面

朝上，后侧表面朝下。多个空气条20被定位在PCB面板16的下方。每个空气条20从其顶表面

喷射加压空气，并且在PCB面板16与每个空气条20的顶表面之间形成气垫。以这种方式，PCB

面板16通过气垫被悬挂而不会与空气条20物理接触。在图3所示的示例性配置中，存在两个

空气条20。应该理解，多于两个的空气条可以相邻地定位以支撑PCB面板16。还如图3所示

的，相邻的空气条20相互分离。应理解的是，空气条可以彼此直接相邻地定位，在一些情况

下，其彼此接触。空气条定位成越靠近彼此，所提供的整个气垫越充实且越均匀。PCB面板越

大且越柔性，PCB面板可以在无支撑区域向下弯曲越多。空气条的数量和密度可以被选择以

减少PCB面板的振动，以及减轻弯曲。在一些实施例中，每个空气条包括加压空气和真空的

组合以精确定位PCB面板。一般来说，空气条提供无接触的和精确的安装机构。如图3进一步

所示，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被定位在被安装的PCB面板16的上方。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

置12被安装到对应的移动和对准设备(未示出)，以适当地定位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

在一些实施例中，移动和对准设备进一步被配置为相对于PCB面板16移动光发射器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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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12。在一些实施例中，PCB面板16联接到诸如接触PCB面板16的非功能性外周边缘的滚子

的另一移动和对准设备(未示出)，以相对于空气条16移动PCB面板16。移动和对准设备可以

被配置为移动PCB面板16和/或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使得从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

发射的光遍及PCB面板16的前侧表面的整体或限定部分扫描。

[0027] 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包括可配置成在规定的结构中的发射光的扫描头。在一

些实施例中，扫描头发射作为单个点(诸如像素)撞击PCB面板的光。在其他实施例中，扫描

头发射作为线(诸如一系列相邻的像素)撞击PCB面板的光。在其他实施例中，扫描头发射作

为表面区域撞击PCB面板的光，该表面趋于诸如像素的N×M阵列，其中N＞2且M≥1。

[0028] 可以测量给定点处的PCB面板的厚度，用于通过将针对给定点确定的Z高度测量结

果与在PCB面板上的诸如基准位置的校准点处确定的Z高度测量结果进行比较而得到相对

准确度。如果给定点处的Z高度测量结果在校准点处的Z高度测量结果的公差内，则给定点

处的PCB厚度被认为在公差内，并且符合规范。当被测量的给定点对应于绝缘层时可以做出

这样的确定。当给定点对应于表面特征的情况下，可以从校准点处的Z高度测量结果减去测

得的Z高度，并且如果差值在限定的表面特征高度的公差内，则在给定点处的表面特征厚度

被认为是在公差内，并符合规范。应理解的是，可以使用其他方法来确定给定点处的PCB面

板厚度或表面特征厚度是否在公差内。例如，代替将在给定点处确定的Z高度与校准点处的

Z高度进行比较，可将在给定点处确定的Z高度与在邻近给定点的点处的其他确定的Z高度

值进行比较，这些相邻点被认为是局部区域。可以比较局部区域内的Z高度，可以比较相邻

局部区域的平均Z高度，和/或可以将给定点的Z高度与相邻局部区域的平均Z高度进行比

较，都是为了确定所确定的Z高度是否在公差内。

[0029] 在扫描头被配置为发射线或表面区域的情况下，线的长度或表面区域尺寸也是可

配置的。在大多数应用中，线长度小于PCB面板的长度或宽度，并且表面区域小于PCB面板的

表面区域。如果PCB面板通常被称为在XY平面中延伸(PCB面板的厚度在Z轴中参考)，则可以

扫描像素的线(X方向或Y方向)，或者可以扫面表面区域(X乘Y区域)。作为线或表面区域的

扫描基本上多路复用来自多个单独像素的测量，这增加了扫描速度。这种多路复用还使得

单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能够确定表面特征位置、高度和宽度。例如，扫描头被配置为扫

描具有500个像素的线，并且传感器能够同时感测对应于全部500个像素的数据。沿着这条

线，一些像素撞击PCB面板的绝缘层，一些像素撞击表面特征。撞击绝缘层的那些像素比撞

击表面特征的那些像素具有更高的测量Z高度。每个较大的值可以用作绝缘层位置，并且每

个较小的值可以用作表面特征位置。比较这些较大和较小的值可以确定从绝缘层到表面特

征的过渡，反之亦然。过渡点之间的像素距离可以确定表面特征的尺寸。另外，局部区域中

的较大值可以被平均作为相对局部PCB面板厚度，并且可以从平均相对局部PCB面板厚度中

减去较小值以确定表面特征高度。可以应用类似的功能和扫描能力来实现期望的表面区域

尺寸。

[0030] 为了提高通过量和扫描速度，可以使用多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来扫描和测量

PCB面板的给定表面。例如，多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可以每个被配置为发射作为短线撞

击PCB面板前侧表面的光，并且多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相邻地定位成线，使得对应的发

射光短线形成撞击PCB面板前侧表面的非重叠的、连续的长线。以这种方式，撞击光线可以

延伸PCB面板的整个宽度或长度，并且可以在单个程中扫描整个PCB面板前侧表面。应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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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也可以使用比PCB面板的整个宽度或长度更短的长线。

[0031] 在一些实施例中，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设备12被配置为测量撞击光的每个像素处的

光强度值。然后可以使用所测量的光强度来确定采样位置处的材料类型。例如，可以使用所

测量的光强度值来确定像素是否正在撞击对应于绝缘层材料(诸如半固化板)或表面特征

材料(诸如铜)的采样位置。所测得的光强度值与存储在处理模块18中的已知材料的已知光

强度值进行比较。因为表面特征可能非常小，所以这种方法可能是必要的，而不是仅仅依靠

将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的x、y坐标与PCB面板的等高线图(具有x、y映射)比较。在示例性

实施方式中，移动和对准装置(诸如x-y-z台架)的机械精度可以是1mm，但是表面特征可以

仅为25微米。Z高度测量和光强度测量都可以交叉参考，以确定特定的像素测量结果是否用

于PCB面板厚度测量或是表面特征测量。这种交叉参考还可以减少错误读数，例如，PCB面板

厚度的测量与表面特征测量不会混淆。使用测得的光强度值还使得另外的手段能够通过确

定材料之间的过渡点来测量表面特征宽度和长度。这可以与上述使用Z高度测量进行的过

渡点确定结合地使用。交叉参考Z高度测量和光强度测量也降低了测量值中的噪声并提供

了系统冗余的形式。

[0032] 在上述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定位在PCB面板的单侧之

上，诸如位于图3中的PCB面板16的前侧表面之上的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在其它实施

例中，一个或多个附加的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可定位在PCB面板的相反侧上。图4示出了

根据其他实施例的测量系统的侧视图。图4中所示的测量系统类似于图3中的测量系统，增

加了定位在PCB面板16下方的另一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3。附加的光发射器和检测器

装置13可以与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类似地起作用，并且可以类似地安装以用于移动和

对准。将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定位在PCB面板下方是更麻烦的，因为用于支撑PCB面板的

任何下层结构都需要提供到后侧PCB面板的光学通达。在图4的示例性配置中，这种光学通

达由空气条20之间的间隙提供。在这种配置中，PCB面板16可需要相对于空气条20移动，以

提供到PCB面板后侧上的特定位置的光学通达。在许多应用中，由于时间限制，不是整个PCB

面板被扫描，所以仅仅PCB面板的一个或多个选择部分被扫描，这样的一个或多个选择部分

通过空气条之间的设计间隙、如果必要的话通过PCB面板相对于空气条的移动而可被光学

地通达。

[0033] 在上述实施例中，测量系统被配置成使得PCB面板在水平位置被支撑。在其他实施

例中，测量系统被配置成在竖直位置支撑PCB面板。图5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测量系统

的侧视图，其中PCB面板被竖直地定位。PCB面板16通过安装机构22竖直地悬挂。示例性安装

机构是夹具，但是应理解，可以使用任何常规的安装机构来竖直地悬挂PCB面板16。在一些

实施例中，第一安装机构22保持PCB面板16的上边缘，并且第二安装机构22保持PCB面板16

的下边缘。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通过将一个或多个空气条(未示出)定位到PCB的任一侧来

提供横向稳定性。以与关于水平安装的PCB面板的上述方式类似的方式，光发射器和检测器

装置12被定位成扫描和测量PCB面板前侧表面，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3被定位成扫描和

测量PCB面板后侧面表面。

[0034] 在一些实施例中，当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定位在PCB面板的相反侧上时，在

PCB面板的一侧上的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独立于PCB面板另一侧上的光发射器和检测器

装置移动和进行测量。在其他实施例中，PCB面板的两侧上的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被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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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图6和7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具有被协调的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的测量系统的侧

视图。图6和图7的测量系统可以以类似于上述方式的方式移动、扫描和进行测量，并且此

外，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以及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3被对准并同步为串联地移动，

以同时扫描在PCB面板16的相反侧上的对应区域。如图6所示，两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

12、13对准并定位在对应于绝缘层的前侧和后面上的相反区域之上。每个光发射器和检测

器装置12、13被配置为测量Z高度。使用两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在PCB面板的每一侧上

有一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使得能够确定该区域处的PCB面板厚度。如果两个光发射器

和检测器装置都与PCB面板的绝缘层对准，如图6所示，则可以确定给定区域处的PCB面板的

厚度。例如，由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获取的Z高度测量结果Z1是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

12与PCB面板前侧表面的绝缘层24上的给定点之间的距离测量结果。类似地，由光发射器和

检测器装置13获取的Z高度测量结果Z2是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3与PCB面板后侧表面的

绝缘层26上的给定点之间的距离测量结果。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与光发射器和检测器

装置13之间的分离距离S是已知的。通过从分离距离S中减去所确定的Z高度测量结果Z1和

所确定的Z高度测量结果Z2，可以确定给定点处的PCB面板厚度P(P＝S-Z1-Z2)。

[0035] 使用两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在PCB面板的每一侧上有一个光发射器和检测

器装置)，还使得能够确定该区域处的表面特征厚度。如果两个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都与

PCB面板上的表面特征对准，诸如如图7所示与PCB面板前侧上的表面特征28对准，则可以确

定给定区域处的表面特征的厚度。例如，由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获取的Z高度测量结果

Z1现在是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2与表面特征28之间的距离测量结果。由光发射器和检测

器装置13获取的Z高度测量结果Z2仍然是光发射器和检测器装置13与PCB面板后侧表面的

绝缘层26上的给定点之间的距离测量结果。可以通过从分离距离S中减去所确定的Z高度测

量结果Z1和所确定的Z高度测量结果Z2，以及还通过减去对于局部区域所确定的或者对于

邻近表面特征的点所确定的PCB面板厚度P，来确定表面特征厚度SF(SF＝S-Z1-Z2-P)。虽然

PCB面板厚度可在整个PCB面板之上不同，但是对于这些测量目的而言，局部PCB面板厚度可

以推定为基本恒定。应理解的是，可以使用替代的计算方法使用协调的光发射器和检测器

装置来确定PCB面板厚度和表面特征厚度。

[0036] 测量系统可以有利地用于测量各种PCB面板特性，诸如PCB面板厚度、表面特征厚

度(高度)以及表面特征宽度和长度。在某些应用中，测量系统可以用来确定PCB面板的翘

曲。无论PCB面板是水平定位还是竖直定位，还提供了各种技术来稳定PCB面板以用于测量。

Z高度测量结果以及光强度测量结果可用于确定各种PCB面板特性。所确定的光强度值、所

确定的Z高度值中的任一者或二者可被用于确定从一个区域或材料类型到另一区域或材料

类型的像素过渡。使用所确定的光强度值和所确定的Z高度值可以具有减少噪声的附加好

处，因为可以使用两个单独的测量结果来确定相同的特性。

[0037] 测量系统是用于制造PCB面板的PCB处理线的一部分。在一些实施例中，测量系统

在卸载器内实现，其中卸载器是在PCB处理线中使用的标准件。预处理的PCB面板堆放在推

车上并被放置在装载器的内部，该装载器具有带有吸盘的臂和具有传送器。装载器被物理

地放置在PCB处理线中的第一件装备的前部，并且传送器被对准以允许PCB面板桥接在装载

器和第一件装备之间的间隙。每个PCB面板都通过PCB处理线，然后进入称为卸载器的封闭

区域，同时仍在传送带上。测量系统如所述地执行测量。卸载器还包括具有吸盘的臂，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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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测量系统完成其功能，卸载器拾起PCB面板并将其放置在第二推车上。卸载器是封闭的

区域，并且使PCB面板与在PCB处理线的其他区域中存在的烟气大体隔离。应理解的是，测量

系统可以在除卸载器之外的站中实现，或者作为独立站在PCB处理线内实现。

[0038] 已经根据包含细节的特定实施例描述了本申请，以便于理解测量系统的构造和操

作的原理。在各个图中示出和描述的许多部件可以互换以实现必要的结果，并且这种描述

也应当理解为包括这样的交换。这样，本文对特定实施例及其细节的引用不意图限制所附

权利要求保护的范围。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将显而易见的是，在不偏离本申请的精

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所选择的实施例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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