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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工艺介绍—简单定义

CBM制程是一个革命性的金属沉积方法，可以在不同的基材表面进行铜/镍/
金/银的金属沉积，特别是在塑料基材表面。

CBM制程的最主要目的是替代传统的塑料表面六价铬粗化制程或者PCB工艺中
金属铜的压合工艺，替代后的镀层能够提高在非金属基材表面的金属镀层的结合
力，从而能够全面替代电镀制程中的六价铬粗化步骤或者PCB工艺中的金属铜压
合工艺。

易实施 性能提升



CBM工艺介绍--反应机理

CBM制程是基于通过化学的方法在塑料表面进行分子结构的改性从而提高涂
层结合力的方法，形成了非金属的可用于化学镀的涂层。不同于化学粗化的结构
，CBM涂层在塑料表面形成一层与基材紧密链接的聚合物层。该聚合物形成的结
构层能够与金属层紧密链接。其反应机理如下图所示：

步骤一 CBM改性药水的应用

塑料基材

CBM药水

为了准备试样，CBM接枝药水被配成溶液应用
于基材表面，根据每个不同的表面金属化流程，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将这个溶液应用到基材表面。

 喷涂涂层

 图形打印

 滚镀涂层

 浸泡涂层

 遮蔽涂层



CBM工艺介绍--反应机理

步骤二 UV光源活化

塑料基材

活化的涂层

光源可以连续的触发基材表面的嫁接聚合物进行活化，这个过程通常是在UV光
源下实现的，可以全光源覆盖，或者，可以使用UV激光进行选择性活化。

也可以通过表面热处理来进行活化（比如注塑）。在聚合过程中形成的嫁接聚

合物可以吸附钯离子，经过后续的还原形成钯原子，然后用常规的化学镀方法在激活
的表面进行金属化。

紫外线照射



CBM工艺介绍--反应机理

步骤三 水洗

塑料基材

活化接枝聚合物

完成CBM反应过程后，接枝聚合物被固化的聚合物包裹，这意味着接枝聚合物被
完整的保护起来，在进行传统的电镀工艺之前，需要用DI水对固体聚合物进行清洗，
以便去除多余的聚合物，暴露出接枝聚合物

水洗、活化



CBM工艺介绍--制程步骤

Cuptronic的CBM制程
属于全镀制程的一部分，如
左图所示，CBM制程替代
的是常规制程中的六价铬粗
化的部分。

CBM制程可以在注塑
后电镀之前直接使用。完成
CBM制程的物料也可以暂
时保存起来，过一段时间后
再进行电镀，CBM制程可
以顺利的融入现有的电镀制
程中。

产品除油

前处理工艺

替代塑料基材化学粗化

活化

解胶或者还原

化学镍/铜

电镀工艺

根据不同需求的多层电镀层

电镀铬（三价铬或者六价铬）

后处理工艺

水洗干燥

质量检测

CBM工艺

CBM药水涂层

涂层活化（UV或加热）



CBM工艺介绍—CBM工艺特点

 优良的结合性能

 塑料的可选择范围广

 有竞争优势的价格

 良好的健康和环境

 金属化镀层表面及界面层粗糙度低

 良好的工艺兼容性



CBM工艺介绍-- CBM可以解决很多领域的问题

CBM – PCB®

更好的高频特性

CBM – POP®

无需蚀刻，无需六价铬
多种聚合物，包括非电镀级

CBM – MID®

3D选择性金属化

空腔过滤器（金属=》塑料）
透明天线

电磁干扰屏蔽（涂层10µm PET薄膜）
屏蔽层厚度从1mm-50μm（20+10+20）金属化薄材料

重点
介绍

重点
介绍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PCB制作方法简介

PCB板材上形成铜线路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有以下三种：

（1）减成法—层压板上覆盖一层铜箔，用涂层将需要保留的线路覆盖住
，通过蚀刻的方法将裸露的铜箔去除，形成需要的线路。

（2）半加成法—板材的表面先形成一层非常薄的铜层，然后用涂层将不
需要保留的线路覆盖住，需要的线路裸露，通过电镀的方式进行加厚，
然后去除涂层后，用微蚀的方法将未曾加厚的薄铜层去掉，最终形成需
要的线路。

（3）加成法—通过影印/打印/激光活化的方式，直接在板材上形成初步
的铜线路，然后通过电镀或者化镀的方式加厚，形成需要的线路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减成法

覆铜层压板 钻孔 化镀（孔内上镀）

涂层防护 线路/盲孔/通孔电镀 防护层褪镀

锡蚀刻保护 铜蚀刻 锡蚀刻褪镀

PCB减成法简易工艺流程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减成法

蚀刻防护层

铜线路

塑料基材

（1）由于蚀刻工艺引起的线路变形
的问题导致线路的阻抗发生变化，
这会对PCB板的高频性能产生影响。

典型的减成法线路示意图

减成法面临的问题-减成法蚀刻工艺对线路的影响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减成法

化镀铜0.2um

CBM涂层（50-100nm）

电镀铜-18um

GX13树脂片-15um

压片铜微蚀至7um

树脂基材

层压板与CBM板材的断面结构对比图

（2）制程工艺的不同，导致金属与
基材之间的结合力和粗糙度不同，
CBM形成的镀层结合更紧密且界面粗
糙度只与基材本身的粗糙度有关，
而常规的层压板通过机械压合的方
式结合在一起，界面层为了保证结
合力要有一定的粗糙度，存在潜在
的失效风险，结合力和粗糙度对最
终产品的可靠性和高频性能产生影
响

减成法面临的问题-减成法板材对性能的影响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减成法

减法制程所采用的层压板是采用将铜箔与板材通过高温高压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铜箔与板材的链接方式如前图所示，界面层之间存在微小的齿状结构。众所周知，
PCB板的高频信号损失主要是跟线路、板材和镀层之间的粗糙度等因素直接相关，随
着信号频率的增加，“趋肤效应”变的越来越明显，使得信号的传播越来越靠近线
路的表面，即使很小的表面粗糙度或者线条尺寸发生变化都会对阻抗产生影响，从
而导致信号的损失或者失真。

减法制程存在的另外一个潜在影响是：当线路变的越来越细的时候，铜箔与基
材之间的交叉齿状的结构变少，导致线路的结合力变的不稳定，特别是当线路变的
越来越细，线路的密度会相应的增加，在高频情况下，线路会承受一定的温度影响，
温度的变化对板材的应力同样产生连锁影响，最终造成线路与板材直接的结合力减
弱或者失效。

实际上，由于传统的减成法有上面所述的问题，所以该方法对制造更高密度的
线路是有限制的，这也是为什么出现了减成法的替代方案以便能够制造出更细更复
杂的线路。

减成法面临的问题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减成法

除了上述性能限制问题外，减法还存在成本和可持续性问题。自2000年
以来，铜价已上涨了约300%。一些行业观察人士预计，由于汽车电气化加速，
铜箔的需求将增加。由于蚀刻过程需要从初始层压面板中去除铜，因此铜的
消耗增加。通过优化流程，可以减轻实际浪费，但这可能需要大量投资来重
新配置现有生产设施或建造新的生产设施。此外，化学蚀刻是一个与环境安
全问题相关的过程，相关废弃物的处理需要花更多的精力来满足环保排放的
要求。

总之，由于减成法过程固有的性能限制和可持续性问题，半加成法和加
成法制程已成为重要的补充，最终可能取代某些领域的减成法制程，CBM制
程由于上述的一些工艺特性，将在PCB的制作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减成法面临的问题--可持续性问题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减成法

CBM工艺在减成法生产中的应用-简易工艺流程图

打孔（通孔或者盲孔  t

CBM制程替代部分t

电镀铜至指定的厚度（ 10-50um ）

显影、曝光

线路蚀刻t

1

2

3

4

5

水洗t

干膜褪镀水洗t

水洗烘干

焊接保护

6

7

8

9

常规PCB工艺

CBM制程在减成法工艺中的简易流程图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减成法

CBM工艺在减成法生产中的应用-示意图

单位= µm

30

25

18

2

传统减成法蚀刻示意图 CBM制程减成法蚀刻示意图

传统蚀刻工艺与CBM制程制备的工艺所形成的线路断面结构示意图

倒角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减成法制备的细线路

采用CBM前处理工艺加传统工艺制备的细线路

48 µm



表面和孔的比率为1比10

基材

界面层的区别
（齿状结构差异）

CBM工艺+化学镀铜（0,2 µm）机械附着18 µm的铜 电镀铜

传统工艺 CBM工艺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过孔镀层对比



表面与孔的比例为1:20

© CUPTRONIC

罗杰斯基材过孔焊接断面形貌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CBM工艺过孔焊接断面图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半加成法

CBM工艺在半加成法生产中的应用—简介

电子工业发展迅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更小PCB板和更高处理频率的需求的增加限制。
因此，PCB板设计需要更细的线路，更小的空间和更小的通孔，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层压板。

这迫使PCB制造商采用以前主要用于生产IC（集成电路）基板的半加成技术。目前最先
进的PCB板由SAP和 mSAP技术生产。通过这项技术，可以生产线路尺寸和空间尺寸达到20μm
左右的PCB板。

SAP和mSAP 流程还提供更精细的线路分辨率之外的好处。与传统的减法工艺相比，电气
性能更好，具有节省空间、材料和能源的潜力。通过取代一些固有的浪费加工步骤，制造商
可以同时获得财务和环境效益。

在PCB制造中，SAP方法从涂层非常薄的核心介电材料开始，小于1.5μm的化学镀铜层和
mSAP工艺制备的，铜箔厚度在1.5μm左右的覆铜板。应用阻镀漆，使所需的图案暴露在药水
中，通过电镀的方式达到所需要的镀层种类和厚度，然后，去掉阻镀漆，并且使用微蚀的方
式将起始的薄基铜层微蚀掉，形成了所需要的线路。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半加成法

CBM工艺在半加成法生产中的应用—流程示意图

芯层压板 钻孔 CBM涂层+活化

化镀薄铜 阻镀漆 电镀增厚

褪阻镀漆 褪化学铜

由于生产基铜1μm基材（尤其
是PTFE的基材成本大幅降低，
CBM工艺非常适合生产SAP或
mSAP所需的初始薄铜层。报废
的PTFE面板可以完全蚀刻干净，
并可与CBM工艺一起重新使用，
即使在钻孔后，仍然可以使用
该工艺进行重新化镀。由于
mSAP工艺没有标准化，因此根
据产品规格、设备或原材料的
不同，可能会有所不同。左图
描述了一个典型的简化流程示
意图。（为了清楚起见，省略
了许多与CBM工艺无关的步骤）

CBM工艺在半加成法生产中应用示意图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半加成法

CBM工艺在半加成法生产中的应用—不同底材铜制备方法对比

基板铜层制备方法 优点 缺点

CBM制程制备铜镀层

良好的结合力

灵活的镀层厚度: >0.2 µm

镀层和孔洞同时可电镀

需要额外的生产步骤

传统的化学镀层
灵活的镀层厚度: >0.2 µm

镀层和孔洞同时可电镀

需要额外的生产步骤

镀层的结合力存在不可靠性

预压铜层板 可选择的镀层厚度: 1.5 – 5 µm
价格较高

通孔没有上镀

由厚铜板蚀刻出的铜板材 低成本

需要蚀刻步骤

不能做5um以下的铜板材

高频性能差

通孔没有上镀

PVD (溅射) 可制备纳米级的镀层

额外的生产步骤

高成本

制程复杂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半加成法

CBM工艺在半加成法生产中的应用—优点小结

优良的高频性能

由于CBM涂层在半加成法中的应用，铜层与基材之间没有任何的粗糙度，通过共价键的方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蚀刻的过程中由于基材铜板的厚度很薄，蚀刻工艺不会引起底材铜板的过腐蚀，所以CBM工艺制得的线路具有很好
的高频性能。

减少了铜金属的损耗

由于使用了很薄的基材铜层，所以铜金属的损耗量降低

均匀、良好的结合力

采用CBM工艺制备的覆铜板，铜层与基材之间具有良好的结合力（根据不同的基材原材料），且由于通过共价
键结合的原因，镀层的结合力均匀，一致性好！

灵活的基材板的选择

采用CBM制程，可以对应不同的原材料，目前测试可用的基材已经涵盖了大部分的PCB板材POP制程的原材料。

成本优势

由于采用CBM制程可以生产厚度0.2-3um的厚度的覆铜板，其成本远远第一采用传统层压技术得到的覆铜板。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加成法

CBM工艺在加成法生产中的应用—简介及应用示意图

加成法工艺以前很难在PCB的
工业批量生产规模上实现。使用加
成法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原型设
计上。加成法工艺主要是使用印刷
技术将导电材料沉积在设计好的线
路上。PCB原型设计的另一项技术
是采用LPKF的激光解决方案。 使
这些技术无法用于大规模生产的主
要问题是结合力不好，还有材料成
本、产量限制和线路的电气性能

CBM工艺在加成法生产中应用示意图

芯层板 钻孔 CMB涂层+活化
（UV激光/印刷/打印等）

芯层板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结合力测试数据

原材料 牌号 结合力 测试状态
• Certain epoxy (HFFR4) 1.5 N/mm          8.6 lbs/in (初试完成)

• PTFE Taconic TLP 5 2.5 N/mm           14.3 lbs/in (初试完成)
Taconic TLX 9 >5.0 N/mm         >28. lbs/in (优化完成，材料拉断)
Nelco N9000 2.0 N/mm          11.4 lbs/in (初试完成)
Rogers 3003 2.5 N/mm          14.3 lbs/in (初试完成)
Rogers CLTE-MW           2.0 N/mm          11.4 lbs/in (初试完成)

• LCP Rogers Ultralam 3850     1.0 N/mm          5.7 lbs/in (初试完成)

• PI 1.5 N/mm           8.6 lbs/in (初试完成)

• COC  (周期性烯烃共聚物)                      1.5 N/mm           8.6 lbs/in (优化完成)

根据IPC-TM-650 2.4.8（1盎司铜），焊锡后的剥离强度

（材料）:            25 µm 铜带
（移动速率）:     25.00 mm/min
（带宽）: 6.35 mm
（表面粗糙度）： Rz = 0.15 µm

测试条件



CBM工艺在PCB领域内的应用—结合力测试数据

材料牌号 CBM制程产品结合力 (N/cm)

初始值 20秒焊接 105C 2

RO3003 20.2 16.3 9.6

RO3010 17.2 16.1 17.3

RO4835 10 mil 9.2 8.5 7.6

RO4835 10.7 mil 7.5 9.0 8.5

CLTE-AT RL 13.9 13.0 15.6

CLTE-AT RT 9.6 9.6 9.8

CLTE-AT ED 10.3 17.2 10.8

RT/duroid 6002 25.3 26.1 26.8

RT/duroid 5880 22.5 22.6 14.3

TMM3 12.2 10.5 11.5

TMM4 11.1 11.3 12.9

TMM6 9.7 8.5 10.0

TMM10 8.9 8.6 9.4

TMM10I 9.2 9.0 11.1

AD300C 26.7 20.7 31.1

颜色图例说明 或多或少跟材料相关 只跟材料本身相关

罗杰斯 PCB材料剥离测试（结合力）



CBM工艺在POP领域内的应用—与常规POP工艺对比介绍

常规的塑料六价铬粗化制程如下：

1. 塑料表面的预处理（前处理/化学蚀刻粗化）

2. 金属沉积（化镀和电镀）

六价铬粗化在塑料表面粗化制程用已经应用很久，通过蚀刻粗化，在塑料表
面形成孔隙结构，从而使钯能够吸附在塑料表面。Cuptronic公司的CBM（共价
键结合金属化）制程提供了一种新的提高镀层结合力的方法，这个可以替代塑料
粗化过程中使用的六价铬。

CBM制程是一个革命性的金属沉积方法，可以在不同的基材表面进行铜/镍/
金/银的金属沉积，特别是在塑料基材表面。

CBM制程的最主要目的是替代传统的塑料表面六价铬粗化制程，替代后的镀
层能够提高在非金属基材表面的金属镀层的结合力，从而能够全面替代电镀制程
中的六价铬粗化步骤。



CBM工艺在POP领域内的应用—与常规POP工艺对比介绍

由于欧盟的各种各样的监管要求，基于六价铬粗化的塑料金属化制程面临很
多的挑战。首先，六价铬属于REACH（欧盟对进入其市场的所有化学品进行预防
性管理的法规）指令附录里面的管控物质，这就意味着只有得到授权认证的单位
才能使用六价铬。其次，致癌物和化学品诱发致癌指引（2004/37/EC）要求，为
了保证雇员的健康，强制要求减少六价铬的使用和减少员工暴露在六价铬环境中
时间，而这种要求会变得越来越严格。

CBM制程应该是替代传统铬酸粗化最好的方法，主要原因如下：

1. 优良的结合性能

2. 塑料的可选择范围广

3. 有竞争优势的价格

4. 良好的健康和环境



CBM药水应用 UV固化 预浸 离子钯活化 还原

化学镍 浸铜 电镀酸铜 铜活化 电镀半光亮镍

电镀缎光镍 电镀微孔镍 电镀三价铬

CBM 不含六价铬
的前处理工艺

不含六价铬的
电镀铬镀层

CBM工艺在POP领域内的应用—含CBM工艺的POP工艺路线

说明：上述工艺路线中，标识为浅蓝色工艺的为CBM工艺制程，深蓝色部
分的工艺为常规的POP工艺路线



CBM工艺在POP领域内的应用—CBM工艺各个制程的外观形貌

1 塑料基材
2 采用CBM工艺加UV光照射固化

3 水洗
4 钯活化
5 钯还原
6 化学镀铜

1              2             3             4            5            6



喷涂CBM药水 UV光源曝光 形成活化的聚合物结构 化学镀镍

电镀磷酸铜 电镀酸铜 电镀光亮镍 电镀三价铬

CBM工艺在POP领域内的应用—含CBM工艺的POP产品外观形貌



CBM工艺: 
经过CBM工艺制作的镀层具有良好的结合力

后续金属化工艺: 
根据产品的需求，CBM工艺完成后可以做各种类型的镀层，从下面图示中可以看
到，所制备的镀层均匀一致，其覆盖性、附着力及外观都满足生产和客户的需求。

CBM工艺在POP领域内的应用—CBM工艺产品表面、断面形貌



CBM工艺在POP领域内的应用—CBM工艺产品在汽车工业中的应用

CBM制程在汽车产品中的应用

注：上述产品已经完成相关的测试并开始提供产品



PC/ABS Cycoloy C1200
(非电镀级塑料)

ABS Novodur P2MC Natur
(电镀级塑料)

使用不同注塑参数、不同基材时产品具有相同的优异结合性能

LG HI121H
(非电镀级塑料)

CBM工艺在POP领域内的应用—不同注塑参数、不同基材采用

CBM工艺产品外观形貌

电镀铜后表面形貌



CBM工艺在POP领域内的应用—CBM工艺在双色注塑中的应用

与常规的双色注塑类似，在需要上镀的塑料中添加改性物质而不需要上镀的
塑料不需要添加，对这两种塑料（差异仅仅在于不同的添加，比如CBM镀层对纯
PC物料无法上镀，而PC加ABS的物料容易上镀）进行双色注塑，注塑后的产品采
用CBM工艺就可以得到选择性塑胶表面金属化（在客户端进行了初步的测试）。



CBM工艺在塑料基材上的镀层结合力

CBM工艺在POP领域内的应用—CBM工艺在光滑基材表面的应用

及其结合力

说明：
（1）除拉拔力测试外（测试数据参考后面总结），百格测试采用3M 250胶带，百格尺寸标准为1*1mm，拉拔两次，外
观要求达到4级或者4级以上
（2）填充的PA6的表面粗糙度为Rz =0.15μm，粘度值>40N/cm（根据IPC 650和ASTM标准进行剥离试验，1盎司铜）

百格 拉拔力



CBM工艺在POP领域内的应用—结合力测试数据

材料 牌号 结合力 测试状态

• PC/ABS Cycoloy C1200 0.9 N/mm 5.1 lbs/in (测试中)

• ABS Novodur P2MC 1.5 N/mm 8.6 lbs/in (测试中)
HI 121 H 1.4 N/mm 8.0 lbs/in (测试中)

• ASA 1.3 N/mm 7.4 lbs/in (测试中)

• PP 3.0 N/mm 17.1 lbs/in (测试中)

• PA 6 Minlon 73M40 NC 4.0 N/mm 22.8 lbs/in (优化完成)
Grilon BS Natural 4.0 N/mm 22.8 lbs/in (初试完成)
Promyde B30 NC 100 2.0 N/mm 11.4 lbs/in (初试完成)
Badamide B70GF30 2.0 N/mm 11.4 lbs/in (初试完成)

• PA 6.6 Leona 91G60 1.5 N/mm 8.6 lbs/in (初试完成)

• PA 12 Grilamid LV65H 2.0 N/mm 11.4 lbs/in (初试完成)

• TPE 2.0 N/mm 11.4 lbs/in (初试完成)

• PEI Ultem 3452 0.8 N/mm 4.6 lbs/in (初试完成)

• 纳米级微孔铝 （氧化铝） 1.2 N/mm 6.9 lbs/in (优化完成)

剥离强度符合IPC-650和ASTM标准（1盎司铜）

（材料）:            25 µm 铜带
（移动速率）:  25.00 mm/min
（带宽）: 6.35 mm
（表面粗糙度）： Rz = 0.15 µm

测试条件



CBM工艺在POP领域内的应用—CBM工艺优势小结

提高注塑成型率

适用于非电镀级材料

适用于“任何”材料

根据功能选择材料，无需考虑材料的电镀级别

无需蚀刻以及六价铬

金属化非常光、非常薄的基底

高结合力



CBM工艺特点总结及可行性分析—工艺特点

塑料的可选择范围广
当今在塑料基材上进行电镀的现实情况是：塑料基材的选择仅限于所谓的“电镀级”塑料，这也意味着能够

用于塑料电镀的基材种类非常有限。

相比之下，CBM制程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提高镀层与基材之间的结合力。因此，CBM制程适用于各种塑料，
而这些塑料目前通常不可能或者非常困难进行电镀，比如：PP/PA-12/COC/ASA/或者PEEK。这是一个真正的突破，
他解决了之前设计师和生产工程师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塑料基材的选择范围更宽，因此这种选择可以根据
材料本身的特性来进行选择而不是依靠基材的可电镀性能进行选择，同时还可以考虑塑料的可持续发展特性（比
如可回收塑料）。

例子1： 颜色与生产

马桶冲洗按钮，由镀铬件和纯白色基材制成。用CBM技术，白色塑料可以用来制作白色的部件也可以用来制作
镀铬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注塑机在生产过程中的来回切换，同样也不需要库存两种类型的塑料。

例子 2: 重量和强度

光学结构件需要重量轻且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用CBM工艺，可以非常容易的在具有前面所述特性的聚酰胺-
12树脂上进行表面金属化，即便这种树脂不是电镀级的塑料。

例子3: 添加剂或填料

CBM技术不受基材中添加剂或者填料的影响，因此，基材中是否使用添加剂（比如为了节省成本或者改善机械
性能），CBM涂层的可电镀性不受影响。



良好的健康、安全、和环境

粗化是镀铬过程中的重要一环，Cuptronic的CBM制程为健康和安全带来的最主要的好处就
是无需再使用六价铬这些REACH体系中的高度关注物质，同时把品质相同或者更好的产品交付
给下一流程（表面金属化制程）。使用CBM制程后，六价铬在整个制程中完全不需要再使用，
而最终的电镀铬可以采用三价铬（无毒），因此，整个制程的健康和安全风险降到最低。

Cuptronic的CBM制程是在一个配有空气清洁系统的环境中进行的。由于整个系统是封闭的，
在操作过程中员工不存在接触化学品的风险，同时制定了相应的维护程序，以确保员工不会受
到暴漏在化学品环境中的风险。

由于针对六价铬的使用，为了工人的健康安全，制定了很多的强制性措施，而实施这些措
施的成本高昂，但使用了CBM制程后，这些措施都可以避免。事实上，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对职
业场所中存在的六价铬接触有严格的监管（通过职业接触限值控制），预计未来的监管将会更
加严苛。

在比较药水对环境的影响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对六价铬的处理和对CBM涂层的处理有很
大的差异，CMB制程也需要冲洗，但冲洗水不含有危险化学品，只是含有少量的化学混合物，
相对于六价铬的处理程序，CBM产生的废水处理程序很简单。

CBM工艺特点总结及可行性分析—工艺特点



金属化镀层表面及界面层粗糙度低

由于CBM涂层形成的是纳米级的界面涂层，通过共价键链接镀层与基材，因此在保证高结合

力的情况下，镀层以及界面层的粗糙度主要跟基材本身的粗糙度有关，因此可以制备极低粗糙度的
镀层。

良好的工艺兼容性

CBM制程只是取代传统制程中的粗化工艺，这就意味着现有的设备和工艺都不受影响。事实上，
CBM制程可以在线应用到现有的流程操作中，它可以与当前生产并行实施，因为CBM制程可以在
时间和地点上分开实施。

在许多的工业应用环境中的在塑料表面金属化的粗化过程中使用六价铬的工艺都可以被CBM
制程取代。目前能够确认应用的项目如下：

汽车行业（内外部的应用）
卫浴设备（比如马桶按钮/花洒等）
修饰（比如香水瓶盖）
家用电气（咖啡机等）

CBM工艺特点总结及可行性分析—工艺特点



CBM工艺特点总结及可行性分析—技术可行性

关键技术的品质保障

CBM已经被验证并且被使用，用来代替塑料电镀中的六价铬粗化工艺，CBM工艺已经做
好了进入市场的准备。

主要的技术品质已经被使用CBM制程的材料经过了充分的验证：

 使用标准拉拔力测试室验进行了结合力的验证

 通过了汽车行业/卫浴行业的热循环验证

其他需要评估的内容，比如质量方面/功能方面或者美学特性方面的内容，一般不受CBM工
艺的影响，与传统的六价铬粗化工艺相比，如下的属性基本不受影响：

成品的健康和环境安全 抗阳光性

耐腐蚀性 抗UV光性能

耐化学性 美学性能

耐磨性 反射性能

耐擦拭性 吸收性能

表面导电性能



CBM工艺特点总结及可行性分析—技术可行性

测试进展
Cuptronic公司内部测试

经过严格的测试，Cuptronic的CBM制程遵循多个标准（ISO2409,ASTM B571-97 以及
IPC650），并且完全符合最主要的结合力测试标准。不同的应用环境下，结合力的要求是不同的，
通常在10-50牛/厘米的范围内，CBM工艺制程是该镀层具有良好结合力的关键步骤之一，采用该
工艺所得镀层的结合力要远远高于那些采用六价铬或者传统粗化工艺制备的镀层。
客户端测试

客户端测试所积累的数据非常丰富，但是由于NDA条款的限制，Cuptronic公司无法共享这些
数据，欧洲的四家大的电镀公司正在测试更多的样品，这些测试已经在2019年秋季完成，到目前
为止，所有的测试结果都是正向的。
测试方法

每个客户都有他们各自的测试方法，都遵循其行业相关的一些标准测试方法，如ISO 2409, 
ASTM B571-97 以及IPC 650.



CBM工艺特点总结及可行性分析—技术可行性

客户制程进展

Cuptronic公司与众多的公司展开了合作，这些公司分别代表着终端
用户制造商/分包商和化学品供应商，主要来自于欧洲的汽车和卫浴行业。
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Cuptronic公司与这些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工
业化生产的实施落地。第一条工业生产试验线预计在2020年第二季度建
成投产，第一条完整的工业化生产线将于2020年底投入运营

工作环境/大气影响
通过ATEX（潜在爆炸环境用的设备及保护系统（94/9/EC）指令）体系认证。



CBM工艺特点总结及可行性分析—技术可行性

Cuptronic中试线进展

CBM化学工艺的双面应用产能：50000个面板/月

CBM制程线体
(PCB板材： 18 x 24英寸)



CBM工艺特点总结及可行性分析—技术可行性

Cuptronic中试线测试进展

化学镀铜/镍、电镀铜及CBM制程生产线



CBM工艺特点总结及可行性分析—经济可行性

CBM工艺在考虑运营成本时具有很好的成本竞争力，由于产量更高，基材选择范围
更广，所以其整体的成本更低。CBM工艺与当前采用的蚀刻工艺相比的成本也具有可比
性，CBM工艺的推出对整个塑料表面金属化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它可以为客户提供更
具有竞争力、成本更低、更多种选择的产品。

对比项目 CBM制程与六价铬制程的对比

药水成本 相当或者低（考虑后处理的药水成本）

人力成本 相当或者高（并线生产，人力成本不变）

能源成本 相同

工作环境的空气控制 更低

原料 更低

制程改善成本 参考如下

总的生产成本 更低



CBM工艺特点总结及可行性分析—经济可行性

制程成本支出

CBM的生产线需要投资支出，整条生产线包括CBM制程的相关设备，一个紫外光源的
配套设施，这两组设备可以在线安装，也可以通过传送带或者自动化设备进行链接。任
何一家PCB的供应商都可以提供类似的设备。采用CBM工艺的自动线可以每月生产50,000
个面板（45*60厘米）（依据线体的大小和产品的复杂程度），相当于27,000平方米，
每月的产值在40万欧元左右（依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制作材料对应的产值不同）

药水成本

高负载： 0.05欧元/平方米

采用银活化CBM涂层时，综合药水成本将会由1.7欧元降低至0.2欧元每平方米，考
虑到对应的常规塑料需要额外的处理六价铬的成本，采用CBM工艺的产品综合药水成本
还会降低。



CBM工艺特点总结及可行性分析—经济可行性

原材料成本

如前面所述，只有电镀级塑料才能用六价铬进行粗化金属化，而CBM制程可以使
用非电镀级塑料，成本可节约25%-50%。另外，CBM制程还可应用到不可能金属化的

塑料上，这些塑料又便宜又具有更好的性能。针对同一类型的零件，同时需要上镀和不
上镀的情况（比如马桶上的按钮，一个是塑料一个是塑料上的镀铬件），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CBM工艺可以全部采用非电镀级的塑料，相对来讲，塑料成本会有所降低

良率增加

由于CBM制程对成型工艺中的温度差异的敏感度远远低于当前的注塑模具，同样

对金属化过程中的蚀刻工艺都不怎么敏感，因此良率会提升。当前注塑零件的生产窗口
很窄以便于后续的电镀制程，而CBM工艺不受注塑参数的影响，注塑机可以根据生产
的需求进行优化而不用可虑对电镀性能的影响，从而可以获得可观的成本效益。
人工成本

人工成本会上升，主要体现在上下料的阶段，如果共线生产，则该成本没有变化

能源成本

处理同样面积的物料，能源消耗与传统的蚀刻工艺的成本类似。



CBM工艺的应用现状

RFS的全透明天线

问题: 由于“视觉污染”，85％的城市建筑业主不希望继续为天线向电信公司出租空间。

措施: 使用C.O.C塑料制成的透明天线



RFS的全透明触板产品线

CBM工艺的应用现状



RFS/阿尔卡特触板
从金属到金属化塑料

RFS/阿尔卡特的连接器
从黄铜到金属化塑料

电信-空腔滤波器
从铝到金属化塑料

RFS/阿尔卡特-朗讯及其他

问题: 减轻重量，降低生产成本

措施: 用金属化（增强）塑料替代金属部件

CBM工艺的应用现状



Minlon® 73M40 NC    40%矿物粉加固的PA6
（将粘合力从大约6N/cm提升至40 N/cm ）

所有的CBM工艺均不深入到材料内部，基材本身加固不会影响镀层结合力

车门把手 (沃尔沃，斯柯达)

问题 :    1.金属化足够坚硬的塑料以承受日常磨损。

2. 蚀刻六价铬

措施: 1.可金属化“任何”塑料，例如 ， 与 PC / ABS一样简单，使PA6具有优异的附着力。

2. 无需蚀刻

CBM工艺的应用现状



PA-6表面化学镀铜线路

3D MID- 选择性金属化

问题： 选择性金属化
措施： 激光 （全套CBM，激光设计）

喷墨 （用喷墨打印机进行设计）
移印 （用移印机进行设计）

• 使用更便宜的基材材料
• 光滑的镀层与基材之间的界面层
• 细线路，完美的边缘线
• 不产生灰尘

CBM工艺的应用现状



3D Mid 激光应用（视频）

CBM工艺的应用现状



CBM工艺的应用现状

3D Mid 激光应用（上个视频的成果）



CBM工艺对线宽没有限制，限制来自用于走线的设备。 （激光应用目前仅在实验室中完成）

7 µm lines

选择性金属化 – LDS

CBM工艺的应用现状



移印

问题: 3D 金属化
替代LPKF的激光激活

措施: 使用移印来应用CBM®化学技术（如果需要）并用紫外线泛光灯激活。

• 更少的支出

• 更简单的机器

• 现成的机器

• 更高的产能

CBM工艺的应用现状



CBM工艺环境可靠性验证—背景介绍

前面报告中我们描述了CBM在POP领域和CBM领域的应用优势，该
技术的应用前景广阔，特别随着药水对不同基材的改良，其应用范围
会进一步拓展，而国家对环保的日益重视，CBM工艺可以代替六价铬
的趋势也日益紧迫，受中国表面处理协会的委托，广东博迅公司对
Cuptronic公司提供的样品进行了进一步的测试，主要测试通过CBM工
艺得到的镀层的环境可靠性，该测试由广东博迅公司独立完成，一些
测试要求按照国内某著名终端客户的要求完成。



CBM工艺环境可靠性验证—试样准备

日期 项目
电镀

时间 状态
铜 时间 锡

9月22
日

Cu打底化铜+电镀铜、锡 1A 120分钟 0.5A 90分钟 化镀8分钟



CBM工艺环境可靠性验证—试样准备

电镀铜（20um） 电镀锡（10um）



CBM工艺环境可靠性验证—粗糙度测试

未电镀前 电镀铜后

粗糙面1 光洁面2 粗糙面3 光洁面4

未电镀前粗糙度Ra 电镀铜后粗糙度Ra

测试位置 粗糙面1 光洁面2 粗糙面3 光洁面4

粗糙度Ra（um） 2.855 0.151 2.871 0.153

按照ASTM D 4417对镀层表面进行粗糙度测试。测试仪器采用
电动轮廓仪，测量时仪器触针尖端在被测表面上垂直于加工纹
理方向的截面上，做水平移动测量，从指示仪表可直接得到测
量行程的Ra值。

从测试数据可以看出，电镀前后的粗糙度没有明显变化，从侧
面验证镀层与界面层之间的粗糙度只跟基材本身的粗糙度有关，
镀层与基材之间的粗糙度由基材的粗糙度决定。

粗糙度仪



CBM工艺环境可靠性验证—百格&焊接测试

可焊性测试应在焊接表面进
行。
使用手工焊台，设定焊接设
备的温度为260℃±5℃，将
锡线（0.80mm)焊接在焊接位
置，每个焊点的面积外径≥1
厘米,3s≤焊接时间≤10s，
反复焊接三次。要求无镀层
起泡、镀层脱落

划格间距为1.0mm，其中使
用胶带为3M 250胶带试验
后（拉1次），百格测试为
6处，胶带粘贴后用橡皮推
赶气泡，要求胶带与划格
测试区域粘贴紧密；要求：
镀层附着力应达到1级；判
定：在切口相交处有小片
剥落，划格区内实际破损
不超过5%。

测试结果：

可焊性粗糙面和光洁面镀层无起泡脱落；
百格粗糙面和光洁面达到1级



CBM工艺环境可靠性验证—盐雾&交变湿热测试

测试条件：
6天交变湿热和3天中性盐雾串行测试（先做交变湿热测试，后做中性盐雾测试）.试验后，在试样
表面不能出现任何黑色、绿色、红色腐蚀迹象。所有测试完毕后允许有变色现象，如发黄和发蓝，
挂具位置不做考核。
先做交变湿热测试条件：
温度：25±2℃～55±2℃交替；相对湿度：95％；每个循环试验时间24h。共进行6个循环。试验
后表面不能出现任何黑色、绿色、红色腐蚀迹象。

测试结果：Pass



CBM工艺环境可靠性验证—高温结合强度

高温将试样放在恒温箱中使其在120±5℃
下保持15min ，然后自然冷却，然后在镀
层上贴紧3M标准胶带，5min后迅速拉扯胶
带。试验中注意：必须从恒温箱达到规定
温度值开始计，高温的设定以基材发生形
变的温度降低10度作为标准进行测量。

高温烘箱

测试结果：
Pass



Cuptronic公司主要股东和董事会成员

Urban Fagerstedt 董事会主席。曾任华为技术瑞典副总裁、华为中国高级顾问，Urban在电信行业工作超过30年，最近15年一直从事无线系统的工作，
并且在总经理的位置上工作了10年以上。

Bo Westerberg 董事会成员。Nütuden AB，爱立信前副总裁；总经理 - 英德莱茨（西班牙）；飞利浦 工厂经理；高级管理顾问 - 梅纳德 MEC AB 

和多个董事职位。

Göran Lindahl 董事会成员。瑞士苏黎世ABB有限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目前为iGate公司（美国）、帕特尼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印度）董事

会成员， Avinode 控股 AB、LivSafe AB 和 IIT 董事会（美国、芝加哥）。 曾任ABB、英美资源集团、杜邦、爱立信、索尼、 索
尼爱立信，拉托斯，萨博和INGKA控股BV（IKEA）董事成员。

Hans-Goran Stennert 董事会成员。宜家集团，INGKA控股BV董事（宜家集团控股公司） 1993-2007年，担任INGKA控股BV董事会主席，持续十年。 现任

EolusVind AB董事会主席

Mikael Lövgren 在北欧地区担任布里奇点（私人股本集团）业务主席。在2006年加入布里奇点之前，作为其北欧业务和北欧医疗保健实践小组的创

始人和领导者。他在波士顿咨询集团工作了20年，米凯尔·列夫格伦目前是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的董事会成员，该医院的医疗水平
在欧洲处于领先水平。

Peter Sjöbeck 董事会成员。Cuptronic科技公司的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