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新 設設 備備 介介 紹紹
多層板熱融機多層板熱融機(Bonding130)(Bonding130)

多層板電磁感應式熱熔機



您的心聲我們聽見了……….



有別於過去PCB製程,目前PCB產品多朝向高密度
之薄板 (HDI)或高層數(Multilayer)發展, 
在壓合過程中,内層間的對位精度與铆合(或融合)品質有
著密不可分之關係

如何在現有設備中--------------
找出一部最適用的設備(低成本,高產量,高良率), 
是大家最關心的課題,
也將影響各大PCB廠的接單能力與產品良率以及單價
與獲利能力? 



前提:  多層板製程

PCB的演進由單雙面板進入多層板,
一般多層板常見的疊構為 1+2N+1

其中N=1 為入門之多層板 (四層板)
N=2 為6層板
N=3 為8層板
N=4 ,……..依此類推……

•N 代表內層板 core 的數量

• N ≧ 2 ( 6層板以上) 則 板材要進壓合機之前,須先將
多個內層板對位固定後,才送入壓合機



如何將多個N固定為一個N?  
對壓合良率有重大之影響

過去: 此固定法最普遍為 鉚釘 (Rivet)
(但有層數與精度之限制)

近年: 為求突破,朝向高密度之薄板 (HDI)
或高層數(Multilayer)發展-----而有
Pinlam 與傳統熱融(Bond)製程…
或增層法 ( Build Up )

但,......仍有許多瓶頸與缺點待突破………



1. 為何需要電磁感應式熱融機
(Bonding 130) ?

當今PCB產業多層板製程中,存在著”鉚釘”與現存”
熱傳導熱熔機”之製程的缺點

以至於在層數與線寬線距之間有著某些限制與一
定比例之報廢率存在

如:盲孔偏,鉚釘屑,殘銅,薄銅,一黑一銅,.......
其中:鉚釘屑,殘銅,薄銅 皆因鉚釘所衍生之報廢

於是: 電磁感應式(Bonding 130)熱融機 應運而生



2. 細說---鉚釘機的缺點?

A. 鉚釘屑掉落內層板易造成短路

---( 增加報廢損失)

B. 鉚釘凸起部分易將鋼板壓凹陷.(針對薄板)
---( 增加壓合鋼板外包磨刷之成本 )

C.鉚釘作業凸起部位,會頂住壓合鋼板,
易造成panel之不規則漲縮



D.鉚釘作業除基本對位孔外,需另打較多之

(鉚釘)孔, PP易殘留較多粉屑 ,
較不利於壓合條件

E.目前高層數(厚)板多以Pin – Lam作業

-- (  因鉚釘鉚合易層偏,多有層數之限制 )
且鉚釘之剖面多為空心柱,無法承受

壓合時層間偏移巨大之剪力

F.  …………………



Solution:  熱融 Bonding

將內層及膠片對位後放置於電磁感應式熱熔機
上，以電磁感應方式(改變磁通量)加熱

。此時每張內層獨立的銅網產生密閉之渦電流,
因電阻隨即迅速升溫至所設定的溫度，使上下
銅網間之PP膠片升溫達到C stage並與內層緊
密結合,對於高階多層板而言,此一區域形成一
個數倍於鉚釘面積之實心膠柱體,能有效對抗
壓合過程造成層偏之側向剪力。



3.(實例) 薄板鉚釘改善測試

(客戶現存問題)
A. 高膠結構鉚釘鉚合容易造成滑板

--- X-ray 檢視雙影異常

B. 薄板(10mil↓)因鉚釘厚度關係,
--- 鉚釘附近易產生壓合皺摺



結果1:(熱融機Bonding測試---ET落後指標)

92.7%良率93.9%良率87.1%良率

3767投入量152投入量6270投入量

(* 註)

4.1%I/L 
short(HDI)

1.67%I/L 
short(HDI)

6.58%I/L 
short(HDI)

0.23%鑽孔託工3.11%鑽孔託工5.23%鑽孔託工

報廢率 (%)項目(主要)報廢率 (%)項目(主要)報廢率 (%)項目(主要)

大批量(熱融)測試小批量(熱融)測試舊制程(鉚釘)量產



結果2:(熱融機Bonding測試--X-RAY分類結果)

0%0.4%4.5%95.1%大批量

熱融機測試

0%0%2.1%97.9%小批量

熱融機測試

0.2%0.6%4.9%94.3%舊制程

(鉚釘)量產

5%↑5%4%3%異常分類



結果3:(熱融機Bonding測試--AOI領先指標)

0.42%
(進步61%)

0.69%
(進步36%)

1.07%9A報廢率(%)

1.2%
(進步78%)

3.6%
(進步33%)

5.4%Short率
(%)

4.6%5.2%5%Open率
(%)

大批量

熱融機測試

小批量

熱融機測試

舊制程

(鉚釘)量產

項目

(摘要)



結果4:(熱融機Bonding測試---I/L  short  F/A)

0%3.2%6.5%0%4%7%9%13%報廢率

一黑一銅薄銅殘銅鉚釘屑一黑一銅薄銅殘銅鉚釘屑(其中)報廢分析

4.1%6.58%I/L short

大批量(熱融)測試舊制程(鉚釘)量產(* 註)



結果4:(熱融機Bonding測試---I/L  short  F/A)

0%3.2%6.5%0%大批量

熱融機測試

0%0%0%0%小批量

熱融機測試

4%7%9%13%舊制程

(鉚釘)量產

一黑一銅薄銅殘銅鉚釘屑異常分類



: 減少報廢率: 2.17% - 0.4% = 1.77%
換算報廢: 6.58%*(13%+ 9%+ 7%+ 4%)=2.17%  (鉚釘)

4.1%*(0%+ 6.5%+ 3.2%+ o%)=0.4%  (熱融)

如以月產出100000sf,則每月可減少因鉚釘所產生之報廢
100000*(2.17% - 0.4%)=1770 sf
(if) @ 1 sf 生產成本 NTD 500 計算, 則可節省……………

0%3.2%6.5%0%4%7%9%13%報廢率

一黑一銅薄銅殘銅鉚釘屑一黑一銅薄銅殘銅鉚釘屑(其中)報廢分析

4.1%6.58%I/L short

大批量(熱融)測試舊制程(鉚釘)量產

效益效益11



效益2 : 每月可節省可觀的鉚釘(耗材)成本

(例) 以月產能100,000 sf 為例 ----估算

每一顆鉚釘單價約0.1 – 0.2 元
每一panel 所需鉚釘數量為6 – 8 顆鉚釘

以每一panel面積約為3 sf 計算

則月產能100,000sf 產出約 33000pnl/ 月
每月約可節省鉚釘金額:
0.1*6*33000=19800 (min)
0.2*8*33000=52800 (max)



效益3 : 熱融機有足夠之優點,---------------
可解決鉚釘之缺點以及取代鉚釘之優勢
(超級比一比)



熱融(Bonding) V.S. 鉚釘(Rivet) (比較表)

鉚釘無
消耗材

對於高層數或厚度大之板子仍需
倚賴pin lamination。可取代pin lam作業與Pin lam

比較

鉚釘能承受的壓力(側向力)有
限，用在高層數板子，壓合內層
板過度偏移，易造成報廢。

每一內層皆是熱源，結合力強，即使板厚
至8-10mm，或層數至20層以上的板子，
壓合後內層也不會偏移。

對位準確性

（內層偏移 )

會造成壓合後內層短路，降低良
率

無 ,  可完全避免內層短路
鉚釘屑

鉚釘有一定的厚度，卯合後表

面卯合處會凸起有厚度差異。

每個內層黏合處(銅網)皆產生穩定熱源，層
間穩固結合。且不需施以高壓，因此結合
點處平坦，無突起或變形。

預組時 和

預組後

將預疊的板材放在鉚釘機上，以
鉚釘嵌入後固定。

電磁感應將各個內層板欲黏合點(銅網),加
熱後即可將層間膠片(P.P.)黏合。

預組方式

鉚釘機電磁感應熱融機比較 (項目)



4.傳統(市售)熱融機的缺點
A. 以發熱之金屬熱頭,藉加壓熱傳導方式融合,易

造成上下(外部)焦黑,但中間(內部)尚未黏合或

剝落之現象 ( 且高層數或厚板铆合之時間過長 )

B. 因加壓所造成融合點擠壓之膠球凸起,與上述之

鉚釘同樣會壓凹鋼板

C. 點狀加熱,僅適用於較低層數(如6,8層)之板子,
高層數板熱融合所形成之膠柱,因截面積太小,
亦無法承受壓合時之剪力(側向力)--------層偏



改善傳統熱融之方法-------------電磁感應式熱熔機



規格

內層尺寸 W 320~620 ;  L 280~710mm

作業檯面高度 900~1000 mm

電力需求 380V/50~60Hz 3Ph+GNG; 10/12 KVA

空壓 pressure = 6 bar
機台尺寸 L 2050 ; W 1100 ; H 1300~1400 mm

機台淨重 400 kg





作業方式(原理)：
將內層原欲以鉚釘作業之處，

在做底片時改為銅線網格(如上圖)。
將內層及膠片套pin對位後,以電磁感應方式加
熱(改變磁通量)。此時每張內層獨立的銅網產
生密閉之渦電流,因電阻隨即迅速升溫至所設
定的溫度，使上下內層銅網間之PP膠片升溫
達到C stage並與內層緊密結合

對於高階多層板而言,此一區域形成一個數倍
於鉚釘面積之實心膠柱體,能有效對抗壓合過
程造成層偏之側向剪力。



特點：
＊ 以電磁感應方式加熱，每張內層都產生熱源

＊ 加熱由PLC控制，熱源供應迅速、均勻、穩定

＊ 熱融結合效果為業界最好，無論是高層數板子

或超薄的板子都能穩固結合，可防止壓合後內

層偏移現象。

＊ 結合點處平坦，無突起或變形

＊ 可同時卯合多組(Books)以上多層板,產量大

＊ 無鉚釘等耗材，也無鉚釘屑引起的短路問題。

＊ 一人作業，節省人工成本。

(一人可同時操作2部機------兼顧產能與效率)



傳統熱融機(膠球凸起)       V.S   Bonding130 (表面平坦)
(一次單片鉚合)                          (一次多片熱融)



電磁感應式熱熔機VS一般熱熔機

高層數或厚度大之板子仍需
倚賴pin lamination。

可取代pin lam作業與Pin lam
比較

若用在高層數板子，受壓後
內層板間過度偏移(結合力
不足)，造成報廢。

每一內層皆是熱源，結合力
強，因此高厚度或高層數的
板子，鉚合後進壓合內層也
不會偏移。

壓合後

對位準確性

(內層偏移）

以加壓熱傳導，卯合後在材
料表面卯合處會有因流膠擠
壓而產生厚度差異。為造成
壓傷壓合鋼板之主因

每個內層(銅網)皆產生穩定
熱源，層與層之間穩固結
合。不需高壓力，因此結合
點處平坦，無突起或變形

預組 和

預組後

高溫金屬熱頭加壓以熱傳導,將
熱能由外向內傳送,易造成外部
焦黑而內部未鉚合之情形

以電磁感應迅速加熱(銅網)
即與膠片黏合。

加熱方式

一般熱熔機電磁感應式熱熔機比較



電磁感應式熱熔機VS一般熱熔機

一般熱熔機電磁感應式熱熔機比較

大,(易造成板材凹凸,影響後
續壓合)

小鉚合壓力

一次只能單一book鉚合一次可多個(book)同時鉚合,
增加產能

產能

高階多層板不適用,層數高熱
量不易傳遞到中間,且時間過
長,外部易焦黑而傷板材

層數不限,且可多板(books)
同時鉚合,增加產能

鉚合層數

高層板結合力稍差,易層偏鉚合後結合力較高結合力

需加壓熱傳導,易有凸點(高
膠p.p.)或表面焦黑(高層板)

表面平整無凸點,不傷鋼板鉚後凸點



由以上說明與介紹可知

** 過去------
非得用對準銷壓合(Pin Lam)或增層法(Build Up)
才能準確對位的高層數多層板因電磁感應式熱熔機的出現
將產生重大改變。

**現在-----
使用電磁感應式熱熔機 ( Bonding 130 )
也能輕易地以現有的層壓法&壓合系統

量產出高層數或高厚度之PCB

**甚至------
同時量產鉚合10疊(Books)以上之薄板也駕輕就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