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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制品的制造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设置一脱离层于一导电金属层上，其中导电金属

层為一金属箔。以热烫金或冷烫金的方式将含有

脱离层的导电金属层固著于一薄膜上。撕离脱离

层，以形成一导电线路于薄膜上。设置一电子元

件于薄膜的导电线路上，其中电子元件与导电线

路电性连接。以一模外成型技术或以一模内成型

技术结合薄膜与一支撑结构，使电子元件被包覆

于薄膜与支撑结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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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制品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设置一脱离层于一导电金属层上，其中该导电金属层为一金属箔；

以热烫金或冷烫金的方式将含有该脱离层的该导电金属层固著于一薄膜上；

撕离该脱离层，以形成一导电线路于该薄膜上；

设置一电子元件于该薄膜的导电线路上，其中该电子元件与该导电线路电性连接；以

及

以一模外成型技术或以一模内成型技术结合该薄膜与一支撑结构，使该电子元件被包

覆于该薄膜与该支撑结构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模外成型技术包括一模外包覆方

式、一高温真空吸附方式、一热压方式、一超音波熔接方式、一熔胶接合方式或一背胶贴附

方式，该模内成型技术包括一射出成型方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薄膜为一高分子薄膜，该脱离层为

一耐热脱离层，且以热烫金的方式形成该导电线路的步骤包括：

形成一图案化热熔油墨层于该高分子薄膜上，该图案化热熔油墨层具有一线路图案；

提供至少一烫金板，并放置含有该耐热脱离层的导电金属层于该图案化热熔油墨层

上；

加热该烫金板，并通过该烫金板热压含有该耐热脱离层的该导电金属层，使一部分的

该导电金属层受压固着在该图案化热熔油墨层上，以于该图案化热熔油墨层上形成具有该

线路图案的该导电线路；以及

撕离该耐热脱离层及附着在该耐热脱离层上未受压固着的另一部分该导电金属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薄膜为一高分子薄膜，该脱离层为

一耐热脱离层，且以热烫金的方式形成该导电线路的步骤包括：

放置含有该耐热脱离层的该导电金属层于一凸版烫金板上，其中该凸版烫金板的凸部

具有一线路图案，且该导电金属层包含一黏结剂；

放置该高分子薄膜于含有该耐热脱离层的该导电金属层上；

加热该凸版烫金板，并通过该凸版烫金板加压含有该耐热脱离层的该导电金属层，使

一部分的该导电金属层受压固着在该高分子薄膜上，以于该高分子薄膜上形成具有该线路

图案的该导电线路；以及

撕离该耐热脱离层及附着在该耐热脱离层上未受压固着的另一部分该导电金属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薄膜为一高分子薄膜，该脱离层为

一耐热脱离层，且以热烫金的方式形成该导电线路的步骤包括：

放置具有一线路图案的含有该耐热脱离层的该导电金属层于该高分子薄膜上，该导电

金属层包含一黏结剂；

加热一烫金板，并通过该烫金板热压含有该耐热脱离层的该导电金属层，使该导电金

属层受压固着在该高分子薄膜上，以于该高分子薄膜上形成具有该线路图案的该导电线

路；以及

撕离该耐热脱离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薄膜为一高分子薄膜，该脱离层为

一耐光脱离层，且以冷烫金的方式形成该导电线路的步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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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图案化黏结剂层于该高分子薄膜上，该图案化黏结剂具有一线路图案；

提供一加压板，并放置含有该耐光脱离层的该导电金属层于该图案化黏结剂层上；

通过该加压板加压，使一部分的该导电金属层受压固着在该图案化黏结剂层上，且该

图案化黏结剂受光照射而固化，以于具有该图案化黏结剂层的该高分子薄膜上形成具有该

线路图案的该导电线路；以及

撕离该耐光脱离层及附着在该耐光脱离层上未受压固着的另一部分该导电金属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薄膜为一高分子薄膜，该脱离层为

一耐光脱离层，且以冷烫金的方式形成该导电线路的步骤包括：

形成一图案化黏结剂层于一凸版的凸部上或一凹版的凹槽中，其中该凸版的凸部或该

凹版的凹槽具有一线路图案；

放置该高分子薄膜于该图案化黏结剂上，并加压转印该图案化黏结剂层于该高分子薄

膜上；

提供一加压板，并放置含有该耐光脱离层的该导电金属层于该图案化黏结剂层上；

通过该加压板加压，使一部分的该导电金属层受压固着在该图案化黏结剂层上，且该

图案化黏结剂层受光照射而固化，以于具有该图案化黏结剂层的该高分子薄膜上形成具有

该线路图案的该导电线路；以及

撕离该耐光脱离层及附着在该耐光脱离层上未受压固着的另一部分该导电金属层。

8.根据权利要求3、4或5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耐热脱离层的材质为硅胶、蜡

或耐热树酯。

9.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耐光脱离层的材质为硅胶、蜡或

耐光树酯。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支撑结构或该薄膜做为该电子制

品的一外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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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制品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子制品的制造方法，且特别涉及一种薄型电子制品的制造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面上的薄型电子制品的制作方式，通常是在高分子薄膜上印刷导电油墨以

形成导电线路，然而导电油墨干燥的时间长，故制作成本高。

[0003] 因此，如何提高薄型电子制品的工艺效率，并减少导电线路的制作成本，为业界亟

待解决的课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子制品的制造方法，直接以热烫金或冷烫金的方式

形成导电线路，不需网版，进而减少导电线路的制作成本及工艺时间。

[0005]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出一种电子制品的制造方法，包括下列步骤。设置一脱离

层于一导电金属层上，其中导电金属层为一金属箔。以热烫金或冷烫金的方式将含有脱离

层的导电金属层固著于一薄膜上。撕离脱离层，以形成一导电线路于一薄膜上。设置一电子

元件于薄膜的导电线路上，其中电子元件与导电线路电性连接。以一模外成型技术或以一

模内成型技术结合薄膜与一支撑结构，使电子元件被包覆于薄膜与支撑结构之间。

[0006]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但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附图说明

[0007] 图1A至图1D绘示依照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以热烫金方式形成导电线路的示意图；

[0008] 图2A至图2D绘示依照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以热烫金方式形成导电线路的示意图；

[0009] 图3A至图3D绘示依照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以热烫金方式形成导电线路的示意图；

[0010] 图4A至图4D绘示依照本发明第四实施例的以冷烫金方式形成导电线路的示意图；

[0011] 图5A至图5D绘示依照本发明第五实施例的以冷烫金方式形成导电线路的示意图；

[0012] 图6A至图6D绘示依照本发明第六实施例的以冷烫金方式形成导电线路的示意图；

[0013] 图7A至图7B绘示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电子制品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图；

[0014] 图8A至图8B绘示依照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电子制品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图；

[0015] 图9A至图9D绘示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具有功能性膜层的电子制品的示意图。

[0016] 其中，附图标记

[0017] 100、100’：电子制品

[0018] 101：薄膜

[0019] 102：导电线路

[0020] 103：电子元件

[0021] 104、104’：支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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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105：功能性膜层

[0023] 110’：高分子薄膜

[0024] 112：耐热脱离层

[0025] 112’：耐光脱离层

[0026] 113a、113b：烫金板

[0027] 113’a：凸版烫金板

[0028] 114、114a、114b、117：导电金属层

[0029] 114’、117’：图案化导电金属层(导电线路)

[0030] 115：图案化热熔油墨层

[0031] 116、116’：图案化黏结剂层

[0032] 118a、118b：加压板

[0033] 119a：凸版

[0034] 119b：凹版

[0035] A、B：区域

[0036] R：凸部

[0037] C：凹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以下提出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实施例仅用以作为范例说明，并非用以限缩本发

明欲保护的范围。以下是以相同/类似的符号表示相同/类似的元件做说明。

[0039] 请参照图1A至图1D，依照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以热烫金方式形成导电线路114’的

方法包括下列步骤：在图1A中，以激光打印机打印方式形成一图案化热熔油墨层115于一高

分子薄膜110’上。图案化热熔油墨层115的材质可为具有有机黏着剂的碳粉，其中碳粉可包

含20％至30％的陶瓷粉(例如F-Fe3O4晶体粉粒)、50％至60％的高分子树酯、10％至20％电

荷调节剂、流动化剂以及表面改性剂等。图案化热熔油墨层115具有一线路图案。图案化热

熔油墨层115加热后具有黏附效果，以利于导电线路的热压接合。

[0040] 接着，在图1B中，利用金属(例如锌、铜)制作烫金板113a、113b，在烫印前先利用加

热器加热烫金板113b，然后放置含有耐热脱离层112的导电金属层114于图案化热熔油墨层

115上，其中导电金属层114为一金属箔，耐热脱离层112可选择性地设置于导电金属层114

上，也就是说将含有耐热脱离层112或不具有耐热脱离层112的导电金属层114放置于图案

化热熔油墨层115上(本案的所有实施例皆未图示不具有耐热脱离层112的导电金属层114

的态样)，且烫金板113a可利用加热器加热或不加热。当烫金板113a被加热时可协助热均

匀，亦可不被加热以做为固定侧定位并辅助加压之用。

[0041] 接着，通过烫金板113b热压(加热H及加压P)含有耐热脱离层112的导电金属层

114，使一部分的导电金属层114受压固着在图案化热熔油墨层115上，形成一导电线路

114’，而未受压固着的另一部分的导电金属层114(即区域A)在没有设置耐热脱离层112时，

可使用刷子或刮刀等使其脱落或去除(图未示)，或是在设置耐热脱离层112时，利用图1B中

贴附在导电金属层114上的耐热脱离层112使其脱落或去除。

[0042] 在图1B中，耐热脱离层112可隔离烫金板113b与导电金属层114，避免在热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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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导电金属层114被烫金板113b热压破坏，以达到保护的作用。耐热脱离层112的材质较佳

为硅胶、蜡、耐热树酯或其他耐热性高且不易受热压而变形的材质。此外，耐热脱离层112为

可重复使用的软性材料，使用完之后可卷收并再利用，以节省耗材成本。

[0043] 在图1B中，耐热脱离层112与导电金属层114可以静电吸附方式结合，使两者可被

分离，不需要到固着程度。在另一实施例中，耐热脱离层112与导电金属层114可以一离形剂

相结合，使两者可被分离，不需要到固着程度。

[0044] 在图1C中，移除未受压固着的另一部分的导电金属层114(即区域A)的方式可以是

利用耐热脱离层112与导电金属层114之间的结合力，撕离附着在耐热脱离层112上未受压

固着的另一部分的导电金属层114(即区域A)。简而言之，导电金属层114未被撕离的部分即

形成具有线路图案的导电线路114’。

[0045] 在图1D中，撕离耐热脱离层112之后，导电金属层114’固着于具有图案化热熔油墨

层115的高分子薄膜110’上，以形成一具有线路图案的导电线路114’。

[0046] 请参照图2A至图2D，依照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以热烫金方式形成导电线路114’的

方法包括下列步骤：在图2A中，形成一含有耐热脱离层112的导电金属层114a，其中导电金

属层114a为一金属箔，耐热脱离层112可选择性地设置于导电金属层114a，也就是说将含有

耐热脱离层112或不具有耐热脱离层112的导电金属层114a放置于凸版烫金板113’a上，其

中，如图2A所示，以耐热脱离层112靠近凸版烫金板113’a的凸部R放置，且凸版烫金板113’a

的凸部R具有一线路图案，导电金属层114a包含黏结剂，以使导电金属层114a具有黏性。

[0047] 在图2B中，在烫印前先利用加热器加热凸版烫金板113’a，凸版烫金板113’a为主

要加热导电金属层114a上的黏结剂，并使其黏附于高分子薄膜110’上，而烫金板113b可被

加热以协助热均匀，亦可不被加热以做为固定侧定位并辅助加压之用。然后，在导电金属层

114a上放置一高分子薄膜110’，通过凸版烫金板113’a热压(加热H及加压P)耐热脱离层112

以及导电金属层114a，使一部分导电金属层114a受热后的黏结剂熔融而黏附固着在高分子

薄膜110’上。在图2C中，利用耐热脱离层112与导电金属层114a之间的结合力，撕离耐热脱

离层112及附着在耐热脱离层112上未受压固着的另一部分的导电金属层114a(即区域A)。

在图2D中，撕离耐热脱离层112之后，图案化导电金属层114’固着在高分子薄膜110’上，以

形成一具有线路图案的导电线路114’。简言之，导电金属层114a未被撕离的部分即形成一

具有线路图案的导电线路114’。

[0048] 在本实施例中，耐热脱离层112与导电金属层114a之间以静电吸附方式或以一离

形剂相结合。此外，耐热脱离层112可隔离凸版113’a与导电金属层114a，避免在热压过程中

导电金属层114a被凸版113’a压坏，以达到保护的作用。

[0049] 请参照图3A至图3D，依照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以热烫金方式形成导电线路114’的

方法包括下列步骤：在图3A中，选择性地形成一具有线路图案的导电金属层114b于一耐热

脱离层112上，导电金属层114b为一金属箔，导电金属层114b包含黏结剂，以使导电金属层

114b具有黏性。可在置入烫金板113a ,113b前或后，将具有线路图案的含有耐热脱离层112

的导电金属层114b放置于高分子薄膜110’上。在图3B中，在烫印前先利用加热器加热烫金

板113b，而烫金板113a可被加热以协助热均匀，亦可不被加热以做为固定侧定位并辅助加

压之用。然后，通过烫金板113b热压(加热H及加压P)耐热脱离层112以及导电金属层114b，

使具有线路图案的导电金属层114b受热后的黏结剂熔融而黏附固着在高分子薄膜1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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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3C及3D图中，撕离耐热脱离层112之后，图案化导电金属层114’(亦即导电金属层114b)

固着于高分子薄膜110’上，形成一具有线路图案的导电线路114’。

[0050] 在本实施例中，耐热脱离层112与导电金属层114b之间以静电吸附方式或以一离

形剂相结合。此外，耐热脱离层112可隔离烫金板113b与导电金属层114b，避免在热烫金过

程中导电金属层114b被烫金板113b热压破坏，以达到保护的作用。

[0051] 请参照图4A至图4D，依照本发明第四实施例的以冷烫金方式形成导电线路117’的

方法包括下列步骤：在图4A中，以印刷或贴附的方式形成一黏结剂(例如紫外光固化胶)于

高分子薄膜110’上，以制作具有一线路图案的图案化黏结剂层116。在图4B中，设置含有耐

光脱离层112’的导电金属层117于图案化黏结剂层116上，其中导电金属层117为一金属箔，

耐光脱离层112’可选择性地设置于导电金属层117上，也就是说可将含有耐光脱离层112’

或不具有耐光脱离层112’的导电金属层117放置于图案化黏结剂层116上。接着，通过加压

板118a、118b加压P，使一部分的导电金属层117受压而固着在高分子薄膜110’的图案化黏

结剂层116上，且图案化黏结剂层116受UV光照射(照光L)而固化。在图4C中，利用耐光脱离

层112’与导电金属层117之间的结合力，撕离附着在耐光脱离层112’上未受压固着的另一

部分的导电金属层117(即区域A)。在图4D中，撕离耐光脱离层112’之后，图案化导电金属层

117’固着于具有图案化黏结剂层116的高分子薄膜110’上，以形成一具有线路图案的导电

线路117’。简言之，导电金属层117未被撕离的部分即形成一具有线路图案的导电线路

117’。

[0052] 在本实施例中，耐光脱离层112’与导电金属层117之间以静电吸附方式或以一离

形剂相结合。此外，耐光脱离层112’可隔离加压板118b与导电金属层117，避免在冷烫金过

程中导电金属层117被加压板118b压坏，以达到保护的作用。耐光脱离层112’的材质较佳为

硅胶、蜡、耐光树酯或其他耐光且不易受光而产生变质的材质。此外，耐光脱离层112’为可

重复使用的软性材料，使用完之后可卷收并再利用，以节省耗材成本。

[0053] 请参照图5A至图5D，依照本发明第五实施例的以冷烫金方式形成导电线路117’的

方法包括下列步骤：在图5A中，将一黏结剂(例如紫外光固化胶)黏附于凸版119a的凸部R

上，其中凸版119a的凸部R具有一线路图案，用以形成图案化粘结剂层116的图案，接着放置

高分子薄膜110’于图案化黏结剂层116上，使图案化黏结剂层116例如以加压P的方式转印

在高分子薄膜110’上。在图5B中，设置含有耐光脱离层112’的导电金属层117于图案化黏结

剂层116上，其中导电金属层117为一金属箔，耐光脱离层112’可选择性地增设于导电金属

层117上，并可将含有耐光脱离层112’或不具有耐光脱离层112’的导电金属层117放置于图

案化黏结剂层116上，并通过加压板118a、118b加压P，使一部分导电金属层117受压而固着

在图案化黏结剂层116上，且图案化黏结剂层116受UV光照射(照光L)而固化。在图5C中，利

用耐光脱离层112’与导电金属层117之间的结合力，撕离附着在耐光脱离层112’上未受压

固着的另一部分的导电金属层117(即区域A)。在图5D中，撕离耐光脱离层112’之后，图案化

导电金属层117’固着于具有图案化黏结剂层116的高分子薄膜110’上，以形成一具有线路

图案的导电线路117’。

[0054] 请参照图6A至图6C，依照本发明第六实施例的以冷烫金方式形成导电线路117’的

方法包括下列步骤：在图6A中，将一黏结剂(例如紫外光固化胶)填充于凹版119b的凹槽C

中，其中凹版119的凹槽C具有一线路图案，用以形成图案化粘结剂层116’的图案，接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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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薄膜110’于图案化黏结剂层116’上，使图案化黏结剂层116’例如以加压P的方式转

印在高分子薄膜110’上。在图6B中，设置包含耐光脱离层112’的导电金属层117于图案化黏

结剂层116’上，其中导电金属层117为一金属箔，耐光脱离层112’可选择性地增设于导电金

属层117上，也就是说可将含有耐光脱离层112’或不具有耐光脱离层112’的导电金属层117

放置于图案化黏结剂层116’上，并通过加压板118a、118b加压P耐光脱离层112’以及导电金

属层117，使一部分导电金属层117受压而固着在图案化黏结剂层116’上，且图案化黏结剂

层116’受UV光照射(照光L)而固化。在图6C中，利用耐光脱离层112’与导电金属层117之间

的结合力，撕离附着在耐光脱离层112’上未受压固着的另一部分的导电金属层117(即区域

B)。在图6D中，撕离耐光脱离层112’之后，图案化导电金属层117’固着于具有图案化黏结剂

层116’的高分子薄膜110’上，以形成一具有线路图案的导电线路117’。

[0055] 在本实施例中，耐光脱离层112’与导电金属层117之间以静电吸附方式或以一离

形剂相结合。此外，耐光脱离层112’可隔离加压板118b与导电金属层117，避免在冷烫金过

程中导电金属层117被加压板118b压坏，以达到保护的作用。

[0056] 请参照图7A至图7B，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电子制品100的制造方法包括下列步

骤。在图7A中，形成一导电线路102于一薄膜101上，其中导电线路102例如以图1A至图1D、图

2A至图2D或图3A至图3D中所揭示的热烫金的方式形成于薄膜101上，或是以图4A至图4D、图

5A至图5D或图6A至图6D中所揭示的冷烫金的方式形成于薄膜101上，但不限于采用上述各

实施例所述的步骤完成。接着，形成一电子元件103于薄膜101的导电线路102上，且电子元

件103可与导电线路102电性连接，用以传输或接收电性讯号。薄膜101可为高分子薄膜，导

电线路102的材质可以是金、银、铜、铁、铝、镍、锌或其合金。本实施例的导电线路102以导电

金属层制成，导电金属层为一金属箔，厚度薄且成本低。因此，相对于传统网版印刷的导电

油墨成本高，本发明可减少制造成本及工艺时间。

[0057] 本实施例的薄膜101可以是单膜层或多膜层，具有防水及防尘的功能，以防止电子

元件103与导电线路102受到湿气或灰尘的影响。此外，根据不同需求，薄膜101还可适性地

包括例如保护层、导光层、装饰层、导热层、电磁屏蔽层、抗化性层、防水层、支撑层或黏胶层

等至少一种功能性膜层，功能性膜层的设置位置视不同需求而定，将详述如下的段落。上述

的功能性膜层可覆盖在电子元件103上，以保护电子元件103与导电线路102避免受到射出

塑料冲击而损坏。

[0058] 请参照图9A，上述的功能性膜层105可选择性地形成于薄膜101的一外表面上。请

参照图9B，上述的功能性膜层105可位于导电线路102与薄膜101之间。请参照图9C，上述的

功能性膜层105可覆盖在电子元件103及导电线路102上。请参照图9D，上述的功能性膜层

105可位于支撑结构104的一外表面上，本发明对此不加以限制。

[0059] 在图7A中，当薄膜101上形成导电线路102以及电子元件103之后，进行一热成型工

艺以形成所需的形状；或是，当薄膜101上形成导电线路102之后，进行一热成型工艺以形成

所需的形状，再将电子元件103设置于导电线路102上。接着，在图7B中，以模内成型技术结

合薄膜101与一支撑结构104，使电子元件103与导电线路102被包覆于薄膜101与支撑结构

104之间，以制作成一防水防尘的电子制品100。模内成型技术包括一射出成型方式，其工艺

如下：先将包含有电子元件103与导电线路102的薄膜101放入一模具内，并加热高分子塑

料，使高分子塑料形成熔融态；将高分子塑料注入模具内并待高分子塑料冷却固化成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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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形成电子制品100所需的支撑结构104。本实施例的支撑结构104或薄膜101可做为一外视

层，具有防水、防冲击(包含防撞及防摔)及防尘的功能。依照需求的不同，外视层可为透明

层或非透明层。

[0060] 请参照图8A至图8B，其绘示依照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电子制品的制造方法的流程

图。此实施例与图7A至图7B不同之处在于，当薄膜101上形成导电线路102以及电子元件103

之后，通过一模外成型技术结合薄膜101与支撑结构104’，使电子元件103与导电线路102被

包覆于薄膜101与支撑结构104’之间，以制作成一防水防尘的电子制品100’。模外成型技术

包括一模外包覆方式、一高温真空吸附方式、一热压方式、一超音波熔接方式、一熔胶接合

方式或一背胶贴附方式。在一实施例中，薄膜101例如为高分子薄膜，例如为热塑性塑胶或

热固性塑胶，上述的模外包覆方式是使用特定温度、真空与定位系统，让高分子薄膜101贴

覆在支撑结构104’上，且高分子薄膜101受热变形而紧密包覆在支撑结构104’上。在一实施

例中，支撑结构104’具有一预定形状，且高分子薄膜101受热变形后与支撑结构104’结合叠

置并共形，进而提供紧密的包覆效果而难以外力移除。

[0061] 本发明上述实施例所揭露的电子制品的制造方法，直接以热烫金或冷烫金的方式

形成导电线路，不需使用网版及高成本的导电油墨，进而减少制作成本。此外，热烫金或冷

烫金的工艺时间较短，进而减少工时。另外，本发明采用模内成型技术或模外成型技术，结

合薄膜与支撑结构，以保护电子元件与导电线路，且支撑结构或薄膜可做为一外视层，具有

防水及防尘的功能，进而提高电子制品的可靠度。本实施例可应用在薄型电子制品上，例如

人机界面的控制面板、车用的显示控制面板或消费型电子产品的控制面板，例如微波炉、电

锅、瓦斯炉、烤面包机、冰箱、洗衣机、烘干机、淋浴装置、免治马桶等人机界面的控制面板，

或是例如车顶控制台、音响冷气控制面板、仪表板(汽车或机车)等车用显示面板，或是音

响、笔记型电脑、遥控器、键盘、打印机等消费性电子产品的控制面板。此外，本实施例可应

用在具有平面、曲面或三维形状的支撑结构上，不限定支撑结构的材质，可为单一材质或复

合材料，例如高分子聚合物、金属或陶瓷，支撑结构可采用铸造、车削、冲压以及挤压等至少

其中一种加工工艺成型、或是采用陶瓷粉末射出成型以及烧结，或是以塑料射出成型、吹膜

押出以及拉挤成型等其中一种加工工艺完成。

[0062] 当然，本发明还可有其它多种实施例，在不背离本发明精神及其实质的情况下，熟

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当可根据本发明作出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形，但这些相应的改变和变

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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