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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子机械技术领域，
具体说涉及
数码产品3D贴膜方法 ，
该方法提供一贴膜工作
台，
以便数码产品定位放置；
提供保护膜，
并除去
保护膜上的保护层，
以露出保护膜的贴合面；
将
保护膜对上数码产品，
通过一步或分步完成保护
膜贴覆到数码产品的正面及由正面延伸的弯折
面；
所述弯折面是基于仿形作业从数码产品的正
面逐渐弯折挤压保护膜，
赶走气泡并将保护膜的
边缘紧压贴覆在数码产品的弯折面上。
本发明的
方法可以自动化完成手机等数码产品的贴膜，
不
仅减少了人工成本，
降低了贴膜费用，
而且避免
了由于人工操作带来的贴膜失误，
同时还可实现
3D贴膜，
大大提高了贴膜的成功率，
提高了用户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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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码产品3D贴膜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01、
提供一贴膜工作台，
以便数码产品定位放置，
贴膜工作台上配有治具定位、
光电定
位或其组合；
S02、
提供保护膜，
除去保护膜上的保护层，
以露出保护膜的贴合面；
S03、将保护膜对上数码产品，
一步完成保护膜贴覆到数码产品的正面及由正面延伸的
弯折面，
所述保护膜是通过吹气形成的仿形罩作用完成贴覆到数码产品的正面及由正面延
伸的弯折面上，
贴膜工作台上方架设一带有阵列气孔的吹气座，
通过选择气孔吹气以及不
同吹气角度形成仿形罩；
仿形罩是从数码产品一端向另一端移动并赶走保护膜与数码产品
之间的气泡并将保护膜紧压贴覆在数码产品上。
2 .数码产品3D贴膜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01、
提供一贴膜工作台，
以便数码产品定位放置，
贴膜工作台上配有治具定位、
光电定
位或其组合；
S02、
提供保护膜，
除去保护膜上的保护层，
以露出保护膜的贴合面；
S03、将保护膜对上数码产品，
一步完成保护膜贴覆到数码产品的正面及由正面延伸的
弯折面，
所述保护膜是通过形变囊体一步挤压作业完成保护膜贴覆到数码产品的正面及由
正面延伸的弯折面，
形变囊体从数码产品的正面中部先点后面逐步仿形压紧保护膜到数码
产品上，
同时赶走保护膜与数码产品之间的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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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产品3D贴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机械技术领域，
具体说涉及一种手机等数码产品3D贴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不断增长，
带有3D显示屏的数码产品尤其是3D双曲面手机的普及越来
越广泛。
[0003] 为了保护显示屏幕，
通常在使用设备时会对设备的显示屏贴膜。在现有技术环境
下，
通常采用聚丙烯(PP) 固态膜、
聚氯乙烯(PVC) 固态膜、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
固态膜或是硅胶/PET 混合材质(ARM) 固态膜来对手机的显示屏进行贴膜。通常的贴膜是
采用人工手动的方式进行，
其过程不仅耗时长，
人工成本高，
而且在贴膜过程中的气泡残留
以及去除贴膜后的屏幕残留也会大大影响显示屏的显示效果、
降低用户体验。
随后出现有
机械代替手工贴膜的设备，
但是现有的贴膜主要是贴平面，
还没有实现3D贴膜；
因此，
针对
当前显示屏贴膜过程存在的问题，
需要一种新的贴膜方法，
以实现更为理想的贴膜效果以
及更低的贴膜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数码产品3D贴膜方法，
实现机械代替手工贴膜，
同时
还可实现3D贴膜。
[0005] 数码产品3D贴膜方法，
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S01、
提供一贴膜工作台，
以便数码产品定位放置；
[0007] S02、
提供保护膜，
除去保护膜上的保护层，
以露出保护膜的贴合面；
[0008] S03、
将保护膜对上数码产品，
通过一步或分步完成保护膜贴覆到数码产品的正面
及由正面延伸的弯折面；
所述弯折面是基于仿形作业从数码产品的正面逐渐弯折挤压保护
膜，
赶走气泡并将保护膜的边缘紧压贴覆在数码产品的弯折面上。
[0009] 上述方案中：
所述保护膜通过滚压和直压两步完成贴覆到数码产品的正面及由正
面延伸的弯折面上，
其中，
滚压完成保护膜贴覆到数码产品的正面，
利用滚轮从数码产品一
端向另一端滚动，
赶走保护膜与数码产品正面之间的气泡并将保护膜紧压贴覆在数码产品
的正面上；
所述直压是在滚压完成后，
利用匹配数码产品弯折面形状的模穴垂直向数码产
品的正面移动，
由模穴侧壁挤压保护膜，
赶走气泡并将保护膜的边缘紧压贴覆在数码产品
的弯折面上。
[0010] 上述方案中：
所述保护膜是通过吹气形成的仿形罩作用完成贴覆到数码产品的正
面及由正面延伸的弯折面上，
仿形罩从数码产品一端向另一端移动并赶走保护膜与数码产
品之间的气泡并将保护膜紧压贴覆在数码产品上。
[0011] 上述方案中：
所述保护膜是通过形变囊体一步挤压作业完成保护膜贴覆到数码产
品的正面及由正面延伸的弯折面，
形变囊体从数码产品的正面中部先点后面逐步仿形压紧
保护膜到数码产品上，
同时赶走保护膜与数码产品之间的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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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案中：
所述贴膜工作台上配有治具定位、
光电定位或其组合。
[0013] 上述方案中：
所述滚压和直压可在旋转流水线上完成，
该流水线配有机械手拾取
待贴的保护膜。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的方法可以自动化完成手机等数码产品的贴膜，
不仅减
少了人工成本，
降低了贴膜费用，
而且避免了由于人工操作带来的贴膜失误，
同时还可实现
3D贴膜，
大大提高了贴膜的成功率，
提高了用户体验。
[0015]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1为本发明滚压示意图；
[0017] 附图2为本发明的直压示意图；
[0018] 附图3为本发明的吹气贴膜示意图；
[0019] 附图4为本发明的形变囊体仿形贴膜示意图。
[0020]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构思、
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明，
以
充分地了解本发明的目的、
特征和效果。
[0022] 参阅图1、
2、
3、
4所示，
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本发明有关一种数码产品
3D贴膜方法，
适用于手机、
平板电脑等数码产品，
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3] S01、
提供一贴膜工作台1，
以便数码产品定位放置，
为增加贴膜功效及品质，
贴膜
工作台1上配有相应的治具定位、
光电定位或其组合；
定位准确、
方便。
[0024] S02、
提供保护膜2，
除去保护膜2上的保护层，
以露出保护膜的贴合面。保护膜2包
括聚丙烯(PP) 固态膜、
聚氯乙烯(PVC) 固态膜、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 固态膜或是
硅胶/PET 混合材质(ARM) 固态膜等，
实现弯折，
以便达到3D贴膜。
[0025] S03、
将保护膜2对上数码产品，
通过一步或分步完成保护膜贴覆到数码产品的正
面及由正面延伸的弯折面；
所述弯折面是基于仿形作业从数码产品的正面逐渐弯折挤压保
护膜，
赶走气泡并将保护膜的边缘紧压贴覆在数码产品的弯折面上。
[0026] 图1、
2所示，
本实施例中，
所述保护膜2通过滚压和直压两步完成贴覆到数码产品
的正面及由正面延伸的弯折面上，
其中，
滚压完成保护膜贴覆到数码产品的正面，
利用滚轮
3从数码产品一端向另一端滚动，
赶走保护膜与数码产品正面之间的气泡并将保护膜紧压
贴覆在数码产品的正面上。滚轮3安装在相应机械手或机架上，
实现滚动的同时还具有适当
加压力。所述直压是在滚压完成后，
利用匹配数码产品弯折面形状的模穴4垂直向数码产品
的正面移动，
由模穴侧壁挤压保护膜，
赶走气泡并将保护膜的边缘紧压贴覆在数码产品的
弯折面上；
模穴的侧壁具有相应形变性，
满足紧配合挤压保护膜。本实施例的滚压和直压可
设计在一旋转流水线上完成，
该流水线配有机械手拾取待贴的保护膜2，
占地小，
操作方便，
生产效率高。
[0027] 图3所示，
本实施例中，
所述保护膜2是通过吹气形成的仿形罩作用完成贴覆到数
码产品的正面及由正面延伸的弯折面上。
图中是在贴膜工作台1上方架设一带有阵列气孔
的吹气座5，
通过选择气孔吹气以及不同吹气角度可形成仿形罩，
仿形罩从数码产品一端向
另一端移动并赶走保护膜与数码产品之间的气泡并将保护膜紧压贴覆在数码产品上。
[0028] 图4所示，
本实施例中，
所述保护膜2是通过形变囊体6一步挤压作业完成保护膜贴
覆到数码产品的正面及由正面延伸的弯折面，
形变囊体6从数码产品的正面中部先点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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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仿形压紧保护膜到数码产品上，
同时赶走保护膜与数码产品之间的气泡。形变囊体6可
以是气囊、
液体囊或柔性体等，
具有仿形变化及压紧强度，
使贴膜流畅，
减少刮伤。
[0029] 本发明的方法可以自动化完成手机等数码产品的贴膜，
不仅减少了人工成本，
降
低了贴膜费用，
而且避免了由于人工操作带来的贴膜失误，
同时还可实现3D贴膜，
大大提高
了贴膜的成功率，
提高了用户体验。
[0030] 当然，
以上结合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了详细说明，
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
特点，
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加以实施，
因此，
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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