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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公开提供了利用辐射固化形成信息携带

卡或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的方法，以及构造为提

供此辐射固化的装置。此方法包括提供限定至少

一个腔体的载体层；提供支撑至少一个电子部件

的嵌入层；以及将嵌入层的至少部分定位在至少

一个腔体中。此方法还包括将辐射可交联聚合物

组合物分配在嵌入层上方，并且照射辐射可交联

聚合物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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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形成信息携带卡或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的方法，其包括：

提供限定至少一个腔体的载体层；

提供支撑至少一个电子部件的嵌入层；

将所述嵌入层的至少一部分定位在所述至少一个腔体中；

将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分配在所述嵌入层上；以及

通过使用包括以下部件的装置来照射所述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

至少一个支撑层，其具有多个肋部和两个相邻肋部之间的多个通道；

多个辐射源，所述多个辐射源中的每个都布置在一个相应通道中并且构造为提供辐

射；以及

辐射透明层，其与所述至少一个支撑层联接并且构造为保护所述多个辐射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

所述载体层是包括至少一种热塑材料的第一热塑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

所述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包括可固化前体，所述可固化前体选自丙烯酸酯、甲基

丙烯酸酯、聚氨酯丙烯酸酯、硅树脂丙烯酸酯、环氧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酯、硅树脂、聚氨

酯和环氧树脂；并且

所述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是液体或糊状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将真空施加到所述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在将所述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施加在所述嵌入层上方以后，将第二热塑层布置在

所述载体层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在所述嵌入层上方分配所述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以后，在所述载体层上提供释放

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在照射所述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的所述步骤

中，

所述载体层、所述嵌入层与所述辐射可交联组合物在压力下被按压；并且

利用朝向所述载体层的至少一侧发射的辐射照射所述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利用朝向所述载体层的两侧发射的辐射照射所述

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压力在从0.01MPa到3MPa的范围内。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利用可见光、紫外线(UV)、红外线(IR)与电子束

(EB)中的至少一种照射所述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

11.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在照射所述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的所述步

骤中使用额外热量。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在由所述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形成的交联聚合物组合物的表面上直接地打印字

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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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的部分布置在所述载

体层的上表面上方。

14.一种用于制造信息携带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信息携带卡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所

述的形成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至少一个热塑膜层压在所述信息携带卡的

核心层的各侧上。

16.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至少一个热塑膜结合在所述信息携带卡的

核心层的各侧上。

17.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嵌入层包括至少一个热敏的电子部件。

18.一种装置，包括：

至少一个支撑层，其具有多个肋部与两个相邻肋部之间的多个通道；

多个辐射源，所述多个辐射源中的每个都布置在一个相应通道中并且构造为提供辐

射；以及

辐射透明层，其与所述至少一个支撑层联接并且构造为保护所述多个辐射源。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辐射包括可见光、紫外线(UV)、红外线(IR)

与电子束(EB)中的至少一种。

20.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辐射源中的每个都包括构造为发射紫

外线(UV)光的发光二极管(LED)。

21.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辐射源与电源连接。

22.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至少一个支撑层由铝、铝合金、不锈钢、或

其组合制成。

23.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辐射透明层包括玻璃、UV透明陶瓷、聚甲基

丙烯酸甲酯、或聚碳酸酯。

24.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至少一个支撑层与所述辐射透明层联接，

使得其间具有柔韧层。

25.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柔韧层包括含氟聚合物。

26.一种系统，包括：

装置的底部；以及

装置的顶部，其中，所述底部与所述顶部中的每个都包括:

至少一个支撑层，其具有多个肋部与两个相邻肋部之间的多个通道；

多个辐射源，所述多个辐射源中的每个都布置在一个相应通道中并且构造为提供辐

射；以及

辐射透明层，其与所述至少一个支撑层联接并且构造为保护所述多个辐射源，

并且

在所述底部中的所述辐射透明层以及在所述顶部中的所述辐射透明层面向彼此，并且

构造为固化使辐射可交联聚合组合物布置在其间的分层结构。

27.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辐射包括可见光、紫外线(UV)、红外线(IR)

与电子束(EB)中的至少一种。

28.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多个辐射源中的每个都包括构造为发射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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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线(UV)光的发光二极管(LED)。

29.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系统，还包括连接到所述多个辐射源的电源。

30.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电源将直流电(DC)直接地供给到所述多个

辐射源，或者包括将交流电(AC)转换成直流电的变压器。

31.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一个支撑层由铝、铝合金、不锈钢、或

其组合制成。

32.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辐射透明层包括玻璃、UV透明陶瓷、聚甲基

丙烯酸甲酯、或聚碳酸酯。

33.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一个支撑层与所述辐射透明层联接，

其间具有柔韧层。

34.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柔韧层包括含氟聚合物。

35.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系统，还包括布置在所述底部中的所述辐射透明层与所述

顶部面中的所述辐射透明层之间的间隔件，并且所述间隔件具有用于容纳分层结构的厚

度。

36.根据权利要求35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分层结构是被制造的信息携带卡或信息携

带卡的核心层，并且所述间隔件构造为提供信息携带卡或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的预定最终

厚度。

37.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系统，还包括构造为在压力下压紧所述分层结构同时利用

一种辐射固化所述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的压力单元。

38.根据权利要求3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压力在从0.01MPa到3MPa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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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通过辐射固化制造信息携带卡的装置与方法以及形成的

产品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2013年8月21日提交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No.61/868,304以及2013年

11月14日提交的美国临时申请序列号No.61/904,138的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的方

式包含于此。

技术领域

[0003] 本公开涉及诸如智能卡的信息携带卡。更具体地说，公开的主题涉及用于利用辐

射固化制造信息携带卡或其核心层的装置与方法，以及形成的信息携带卡。

背景技术

[0004] 信息携带卡提供了识别、认证、数据存储和应用处理。此卡或部件包括钥匙卡、身

份证、电话卡、信用卡、银行卡、标签、条码条、其它智能卡等。与传统塑料卡相关的伪造与信

息诈骗每年造成上百亿美元损失。作为应对，信息携带卡变得“更智能”以增强安全性。智能

卡技术提供了用于防止诈骗与减少造成的损失的解决方案。

[0005] 信息携带卡通常包括嵌入诸如聚氯乙烯(PVC)的热塑材料中的集成电路(IC)。在

交易以前，信息被输入且存储在集成电路中。在使用中，信息携带卡以“接触”或“无接触”模

式工作。在接触模式中，在卡上的电子部件被致使与读卡器或其它信息接收设备直接地接

触以建立电磁联接。在非接触模式中，在无需物理接触的情况下，通过在一段距离处的电磁

作用建立了卡与读卡设备之间的电磁联接。将信息输入到信息携带卡的IC中的处理也以此

两种模式中的任一种工作。

[0006] 当信息携带卡变得“更智能”时，存储在各卡中的信息量通常增加，并且嵌入的IC

的复杂性也增加。此卡还需要经受弯曲以便在使用过程中防止损坏敏感电子部件并且提供

良好的耐用性。此外期望具有以低成本的改进生产率的相对容易且全面的商业处理。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利用辐射固化制造用于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或信息携带卡的

装置与方法。本公开还提供了用于信息携带卡的形成的核心层，以及信息携带卡。

[000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提供了用于形成信息携带卡或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的方法。

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提供限定至少一个腔体的载体层；提供支撑至少一个电子部件的嵌

入层；以及将嵌入层的至少部分定位在至少一个腔体中。此方法还包括将辐射可交联聚合

物组合物分配在嵌入层上方，并且照射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以形成交联聚合物组合

物。

[000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载体层是包括至少一种热塑材料的第一热塑层。可以是液态

或糊状物的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包括从由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酯、聚氨酯丙烯酸酯、

硅树脂丙烯酸酯、环氧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酯、硅树脂、聚氨酯和环氧树脂组成的组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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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可固化前体。

[001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此方法包括将真空施加到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的步骤。

此方法还包括在将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施加在嵌入层上方的步骤以后将第二热塑层

布置在载体层上方。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此方法包括在嵌入层上方施加辐射可交联聚合物

组合物以后在载体层上提供释放膜的步骤。

[0011] 在照射(即，固化)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的步骤中，载体层、嵌入物与辐射可交

联组合物在压力下被按压。通过朝向载体层的至少一侧，例如，载体层的两侧发射的辐射执

行此固化。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此压力可以在从0.01MPa到3MPa的范围内。

[0012] 此辐射包括可见光、紫外线(UV)、红外线(IR)与电子束(EB)中的至少一种，以及组

合。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室温下执行固化步骤。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固化辐射可交联聚

合物组合物的步骤中可以使用额外热量，例如适度热量。

[00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交联聚合物组合物提供了可印刷表面。此方法可以包括将字

或图像直接地印刷在交联聚合物组合物上的步骤。交联聚合物组合物的部分可以布置在载

体层的上表面上方，例如，覆盖载体层的上表面。

[0014] 本公开还提供了包括所述的形成核心层的用于制造信息携带卡的方法。用于制造

信息携带卡的方法还包括将至少一个热塑膜层压在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的各侧上，或者将

至少一个热塑膜结合在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的各侧上。在本公开中提供的此方法在热敏信

息携带卡的制造中是有用的。嵌入层包括至少一个热敏的电子部件。

[0015] 本公开还提供了用于执行所述方法的装置。装置包括具有多个肋部与在两个相邻

肋部之间的多个通道的至少一个至少一个支撑层、多个辐射源与辐射透明层。多个辐射源

中的每个都布置在相应通道中并且构造为提供辐射。辐射透明层与至少一个支撑层联接并

且构造为保护多个辐射源。此辐射包括可见光、紫外线(UV)、红外线(IR)与电子束(EB)中的

至少一种，及其组合。例如，多个辐射源中的每个都包括构造为发射UV光的发光二极管

(LED)。多个辐射源可以与电源连接。

[0016] 在此装置中，至少一个支撑层可以由诸如铝、铝合金、不锈钢的金属、或者任何其

它适当金属或其组合制成。辐射透明层可以包括玻璃、UV透明陶瓷或者诸如聚(甲基丙烯酸

甲酯)和聚碳酸酯的透明聚合物。至少一个支撑层可以与辐射透明层联接，使得其间具有柔

韧层。柔韧层可以包括含氟聚合物，例如，聚四氟乙烯(PTFE)。

[0017] 本公开还提供了用于执行所述方法的系统。此系统包括装置的底部与装置的顶

部。底部与顶部中的每个包括具有多个肋部与在两个相邻肋部之间的多个通道的至少一个

支撑层、多个辐射源与辐射透明层。多个辐射源中的每个都布置在相应通道中并且构造为

提供辐射。辐射透明层与至少一个支撑层联接并且构造为保护多个辐射源。在一些实施方

式中，在底部中的辐射透明层与在顶部中的辐射透明层面向彼此，并且构造为固化使辐射

可交联聚合组合物布置在其间的分层结构。此辐射可以包括可见光、UV、IR、EB、及其组合中

的至少一个。例如，多个辐射源中的每个可以包括构造为发射UV光的LED。

[0018] 此系统可以包括连接到多个辐射源的电源。电源可以将直流电(DC)直接地供给到

多个辐射源，或者可以包括将交流电(AC)转换成直流电的变压器。至少一个支撑层可以由

诸如铝、铝合金、不锈钢的金属，或者任意其它适当金属或其组合制成。辐射透明层可以包

括玻璃、UV透明陶瓷或者诸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和聚碳酸酯的透明聚合物。至少一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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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层可以与辐射透明层联接，其间具有韧性层，例如，含氟聚合物层。

[001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此系统还包括布置在底部中的辐射透明层与顶部中的辐射透

明层之间的间隔件。间隔件具有用于容纳分层结构的厚度。分层结构可以是被制造的信息

携带卡或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间隔件构造为提供信息携带卡或核心层的预定最终厚度。

[002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此系统还包括压力单元，此压力单元构造为在压力下按压分

层结构同时照射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此压力可以在从0.01MPa到3MPa的范围内。

附图说明

[0021] 当结合附图阅读时，通过下面的详细描述最佳地理解本公开。应该强调的是，根据

通常实践，附图的多个特征不一定按照比例。在一些情形中，为了清楚起见，多个特征的尺

寸任意地延展或减小。贯穿说明书与附图，相同的附图标记指示相同的特征。

[0022] 图1-图6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方式的在形成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的示例性处理中

的不同步骤处的分层结构的横截面视图。

[0023] 图1示出了使至少一个腔体可选地布置在释放膜上方的第一热塑层的剖面图。

[0024] 图2是在嵌入层部分或完全地布置在图1的第一热塑层的腔体内部以后的此结构

的横截面视图。

[0025] 图3是在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分配在腔体内部的嵌入层上方以后的图2的结构的

横截面视图。

[0026] 图4是在释放膜布置在图3的结构上方以后形成结构的横截面视图。

[0027] 图5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方式从两侧受到UV辐射的图4的结构。

[0028] 图6是根据图1-图6中的结构和图7中的步骤制造的信息携带卡的示例性核心层的

横截面视图。

[0029] 图7是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式的包括辐射固化步骤的形成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或

信息携带卡的示例性过程的流程图。

[0030] 图8示出了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于信息携带卡的示例性嵌入层。

[0031] 图9是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具有用于构造为提供辐射的装置的肋部与通道的示例性

框架的横截面视图。

[0032] 图10是图9的框架的自上而下的视图。

[0033] 图11是使多个辐射源布置在通道中的图9的框架的横截面视图。

[0034] 图12是图11的框架的自上而下的视图。

[0035] 图13是根据一些实施方式的构造为提供辐射的装置的底部的横截面视图。

[0036] 图14是图13中示出的装置的底部的自上而下的视图。

[0037] 图15是根据一些实施方式的构造为提供辐射的装置的顶部的横截面视图。

[0038] 图16是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具有用于辐射源的一定的通道定向的装置的顶(或上)

部的自上而下的视图。

[0039] 图17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方式的在用于制造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或信息携带卡

的方法中使用的示例性装置。示例性装置包括图13的底部与图15的顶部。

[0040] 图18示出了在压紧下的图17的示例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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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1] 预期结合附图阅读示例性实施例的该描述，附图被视为整个书面描述的部分。在

描述中，诸如“下”、“上”、“水平”、“垂直”、“上方”、“下方”、“向上”、“向下”、“顶部”、“底部”

及其派生词(例如，“水平地”、“向下”、“向上”等)的相对术语应被解释为涉及如当时在讨论

中的附图中所描述或所示的定向。这些相对术语是为了便于描述并且不要求装置在特定的

定向上被构造或操作。与附接、联接等相关的术语(诸如“连接”、“互连”)涉及其中结构直接

或通过中间结构间接地固定或附接到彼此的关系，以及可移动或刚性附接或关系，除非另

外明确地描述之外。

[0042] 为了简洁起见，除非明确地另外陈述，否则贯穿本说明书涉及的“信息携带卡”或

“智能卡”旨在至少包括钥匙卡、身份证、电话卡、信用卡、银行卡、电源卡、标签、条形码条、

包括集成电路(IC)的任何部分等。“信息携带卡”或“智能卡”还包括多种形状，其包括但不

限于长方形片、圆形片、条带、杆或环。“信息携带卡”或“智能卡”还包括“接触”和“非接触”

两种模式的任何信息携带部分。“信息携带卡”或“智能卡”还包括具有或不具有车载电源供

给的任何信息携带卡。包括电源供给的信息携带卡也称作为“电源卡”。

[0043] 在图1-图6和图9-图18中，相同的物件通过相同的附图标记指示，并且为了简洁起

见，不再重复上面参照前述附图提供的结构的描述。参照图1-图6中描述的示例性结构与图

9-图19中描述的装置与系统描述了图7中描述的方法。

[0044] 1.用于制造信息携带卡的方法：

[0045] 一些实施方式提供了用于形成信息携带卡或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的方法。此方法

可以包括以下步骤，包括：提供限定至少一个腔体的载体层；提供支撑至少一个电子部件的

嵌入层；以及将嵌入层的至少部分定位在至少一个腔体中。此方法还包括将辐射可交联聚

合物组合物分配在嵌入层上方，并且利用诸如可见光、UV、IR、EB或其组合的辐射照射(即，

固化)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以形成交联聚合物组合物。

[0046] 载体层可以是包括至少一种热塑材料的第一热塑层。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包

括从含有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酯、聚氨酯丙烯酸酯、硅树脂丙烯酸酯、环氧丙烯酸酯、甲基

丙烯酸酯、硅树脂、聚氨酯、环氧树脂等的组选择的可固化前体。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

可以是液体或糊状，并且可以在分配在嵌入层上方以后被脱气。

[004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在将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布置在嵌入层上方以后，

将第二热塑层、或释放膜、或二者布置在载体层上方。在固化步骤中，载体层、嵌入层与辐射

可交联组合物可以在压力下被按压。辐射可以是可见光、UV、IR、EB中的至少一个及其组合。

[004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交联聚合组合物提供了可印刷表面。此方法可以包括将字或

图像直接地印刷在交联聚合物组合物的表面上的步骤。交联聚合物组合物的一部分可以布

置在载体层的上表面上方，例如，覆盖载体层的上表面。

[0049] 此方法可以用于制造可以是热敏性的信息携带卡或其核心层。嵌入层包括至少一

个热敏电子部件。此方法还可以被用于制造具有高密度电子部件的信息携带卡。一个实例

是生物信息携带卡。另一个实例是具有嵌入层的信息携带卡，此嵌入层具有构造为显示一

次性密码(OTP)的至少一个电子部件。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嵌入层包括至少一个LCD部件。嵌

入层还可以包括电子墨水显示部件、电致变色部件、电泳部件或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或

者任何其它适当的电子部件、或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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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根据嵌入层与腔体的相对尺寸，至少一个电子部件可以部分地或者完全地布置在

载体层上方的腔体内部。嵌入层还可以包括至少一片金属、陶瓷、含金属材料、含陶瓷材料、

塑料等。

[0051] 在2013年3月13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No.13/801,630以及在2013年3月13日提交

的美国专利申请No.13/801,677中公开了用于制造本公开中的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与形成

的信息携带卡的一般方法，其通过整体引用的方式包含于此。

[0052] 在图7的步骤41处，提供载体层6(例如，第一热塑层)。载体层6具有至少一个腔体。

[0053] 参照图1，限定至少一个腔体7(或开口)的载体层6布置在释放膜2上方。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释放膜2是可选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不使用释放膜2。释放膜2的实例包括但不

限于在商标名 下的聚四氟乙烯片、任何其它含氟聚合物、硅树脂、氟聚合物或硅树

脂涂层薄膜。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释放膜2可以包括两个释放膜，例如，第二释放膜布置在第

一释放膜上方。两个释放膜可以由相同材料形成。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至少一个可呼吸

释放膜。可呼吸释放膜的实例是硅树脂涂层纸(例如，在商标名“If  you  care”下从Regency 

Wraps  company可获得的硅树脂涂层、原色的羊皮纸烘焙纸)。释放膜2的另一个实例是从新

泽西帕特森的Paterson  Paper  Company可获得的羊皮纸(27-81T或35-81T)。

[0054] 载体层6可以由一层或多层热塑膜成型或层压。适合用于在形成载体层6的材料的

实例包括聚氯乙烯(PVC)、氯乙烯的共聚物、聚烯烃、聚碳酸酯、聚酯、聚酰胺、丙烯腈-丁二

烯-苯乙烯共聚物(ABS)等。载体层6可以是PVC、或者氯乙烯与诸如乙烯基醚、乙烯基酯或乙

酸乙烯酯的另一种单体的共聚物，或者PVC与氯乙烯聚合物的合成物或混合物。可以从诸如

维吉尼亚州的戈登维尔的Klockner  PentaplastofAmerica,Inc.以及中国的Shijiazhuang 

EurochemCo.Ltd的供给商可获得适于用于本发明的PVC膜的实例。可以在商标名

下从Dow  Chemical  Company，以及在商标名 下从德国路德维希港的BASF获得此

共聚物树脂的实例。 是氯乙烯和乙酸乙烯酯的共聚物。等级包括YYNS-3、VYHH和

VYHD。 是氯乙烯和乙烯基异丁基醚的共聚物。级别包括MP25、MP35、MP45与MP60。

全部这些聚合物树脂可以作为细粉末被供给。可以添加这些共聚物的粉末以改变用于膜的

PVC树脂。可以通过模切一个或多个热塑膜并且然后层压与加热一个或多个热塑膜形成具

有至少一个腔体7的载体层6。例如，厚度可以在0.025mm到0.5mm的范围内的一个热塑性膜

被切割有孔并且布置在厚度可以在0.025mm到0.25mm的范围内的另一个热塑膜上方。两个

膜然后被层压以形成具有至少一个腔体7的第一热塑层6。

[0055] 在图7的步骤42处，提供支撑至少一个电子部件10的嵌入层8。在步骤43处，嵌入层

8的至少部分布置在载体层6的至少一个腔体7中。

[0056] 参照图2，嵌入层8的至少一部分布置在载体层6的至少一个腔体7内部。嵌入层8部

分地或完全地布置在腔体7内部。嵌入层8可以通过热结合、粘结剂结合、或者任何其它适当

方法固定在载体层6的表面上。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嵌入层8或者载体层6的表面可以是粘性

的而不需要将嵌入层8固定在载体层6的表面上。嵌入层8包括嵌入或表面安装在支撑膜12

上的至少一个有源或无源电子部件10。嵌入层8可以包括印刷电路板(PCB)。电子部件10可

以嵌入或表面安装在PCB支撑材料上。支撑膜12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聚酰亚胺、诸如PET的

聚酯、诸如FR-4的玻璃填充的环氧树脂片。具有全部部件的印刷电路板(PCB)简写为P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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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洁起见，在本公开中对PCB的参照将理解为包含包括PCBa的PCB。在嵌入层8内部的电

子部件10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有源或无源电子部件，例如，集成电路(IC)、用于“电源卡”的

电池、天线、以及诸如发光二极管(LED)的功能部件。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电子部件10构造为

显示一次性密码(OTP)。电子部件10经由导线或迹线14相互连接。支撑膜12可以是基于聚合

物的介电材料。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嵌入层8可以包括固定在聚合物膜(诸如PVC膜)的小件

上的部件(诸如电池)，并且然后包括部件与聚合物膜的嵌入层8可以布置在第一热塑层6中

的腔体中。

[0057] 嵌入层8可以相对于第一热塑层6中的腔体的尺寸具有任意尺寸。嵌入层8可以部

分地或完全地布置在此腔体中。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第一热塑层6上的腔体的尺寸大于嵌

入层8的尺寸。嵌入层8可以完全地布置在此腔体中。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第一热塑层6中

的腔体的尺寸基本上等于或者略微大于PCB的嵌入层6的尺寸。腔体的形状通常与嵌入层8

的形状匹配。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第一热塑层6上的至少一个腔体的尺寸小于嵌入层8的

尺寸。至少一个腔体的尺寸基本上等于或者略微大于PCB的嵌入层8的一部分。例如，一个腔

体的形状与尺寸可以与一个电子部件10匹配。电子部件10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电池、天线、

或有源或无源电子部件，例如嵌入层8中的集成电路(IC)。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嵌入层8包括

金属块或金属片、陶瓷、含金属材料、含陶瓷材料、塑料等。用于此块或片板的适当材料的实

例包括但不限于铂、铜、钨、含金属粉末材料、氧化铝、二氧化硅、以及含陶瓷粉末材料。此块

或片可以为一定的颜色或重量，具有一定可视或其它感官特性。

[005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嵌入层8包括电子部件10，此电子部件构造为提供可以是热

敏、压敏或二者的信息携带卡。热敏部件可以经受150摄氏度以下的最大温度，例如在70-

120摄氏度的范围内。热敏电子部件10包括但不限于LCD部件、电子墨水显示部件、电致变色

部件、电泳部件、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或者任何其它适当的电子部件、或者其组合。热敏

信息携带卡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LCD、电泳显示器、电子墨水显示器、电致变色显示器、生物

信息卡。一个实例是生物信息携带卡。另一个实例是具有嵌入层的信息携带卡，此嵌入层具

有构造为显示一次性密码(OTP)的至少一个电子部件。

[0059] 图8示出了用于生物计量信息携带卡的示例性嵌入层30。嵌入层30包括印刷电路

板(PCB)。嵌入层30可以包括接触垫32、生物计量传感器或传感器垫33、用于生物计量传感

器33的密封边框34、用于电子部件的垫迹线36、连接迹线37、将生物计量传感器连接到PCB

的连接器38、以及用于生物计量传感器33的连接器迹线39。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切开并

且暴露诸如接触垫32与生物计量传感器33的一些部分。生物计量信息携带卡可以是具有接

触模式的智能卡。连接迹线37可以用于接触由生物计量读取器供给的能量以便卡致动。

[0060] 在图7的步骤44处，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分配在嵌入层8上方。

[0061] 参照图3，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分配在载体层6以及腔体7内部的嵌入层8的

上方。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还可以分配在腔体7外部的载体层6

上方。组合物16可以包括以液体或糊状形式的可固化前体。此可固化前体可以是丙烯酸酯、

甲基丙烯酸酯、聚氨酯丙烯酸酯、硅树脂丙烯酸酯、环氧丙烯酸酯、聚氨酯、环氧树脂、硅树

脂等。

[0062] 在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中的可固化前体可以包括单体、低聚体或者具有功

能基的预聚物。前体是在正常固化条件下的可交联物，包括但不限于诸如紫外(UV)光的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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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以及连同热量的辐射。可固化前体可以是液体或糊状形式。其粘度可以在1-100,000cps

的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固化前体是聚氨酯丙烯酸酯。这些可固化前体易于通过特

定的化学供应商可获得。这些供应商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康涅狄格州的托灵顿的

DymaxCorporation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艾克斯顿的SartomerUSA,LLC。

[0063] 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是未填充的，并且在另一些实

施方式中包括填充物或其它添加剂。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可以包括大约0.5wt.％到大约

80wt.％范围内的填充物。填充物可以是无机或有机填充物。例如，填充物可以是颗粒热塑

填充物，诸如聚烯烃、聚氯乙烯(PVC)、氯乙烯以及至少另一个单体的共聚物、或者诸如聚对

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的聚酯。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氯乙烯共聚物填充物中的至少另一

个单体可以是乙烯基酯、醋酸乙烯酯和乙烯基醚。颗粒热塑填充物可以是包括热塑树脂的

合成物或混合物，例如包括PVC或改性的PVC的合成物或混合物。在商标名UCARTM下从Dow 

Chemical  Company，以及在商标名LaroflexTM下从德国路德维希港的BASF可获得此共聚物

的实例。UCARTM是氯乙烯和乙酸乙烯酯的共聚物。等级包括YYNS-3、VYHH和VYHD。LaroflexTM

是氯乙烯和乙烯基异丁基醚的共聚物。级别包括MP25、MP35、MP45与MP60。通常以细粉末的

形式提供全部这些聚合树脂。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相应单体的悬置或乳液聚合或者通过固

体塑料的粉碎来获得颗粒热塑填充物。通过实例并且非限定地，颗粒形式可以具有任意尺

寸。颗粒可以在0.5-200微米的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颗粒在1-1000nm的范围内。

[0064] 根据高分子化学的一般原理，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还可以包括至少一种固

化剂。此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在固化后成为固态交联组合物18。优选地，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此交联组合物18比载体层6更加柔性。例如，可交联组合物16包括用于辐射固化的

第一固化剂以及可选地包括用于辐射固化的第二固化剂。在固化或交联反应过程中，此可

交联组合物转换成固态交联聚合物组合物。此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8在本技术领域中还称为

“热固性聚合物”或“热固体”以使其与热塑聚合物区分。

[0065] 适当可交联聚合组合物16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含有诸如丙烯酸酯或聚氨酯丙烯

酸酯的可固化前体的剂型。此剂型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从康涅狄格州的托灵顿的

DymaxCorporation可获得的X-685-31-1和X-685-31-2。X-685-31-1是包括丙烯酸异冰片

酯、甲基丙烯酸羟乙酯、2-丙烯酸-2-羟基-3-苯氧基丙酯、过苯甲酸叔丁酯和光引发剂的剂

型。其粘度是1047cP。X-685-31-2也是包括丙烯酸异冰片酯、甲基丙烯酸羟乙酯、2-丙烯酸-

2-羟基-3-苯氧基丙酯、过苯甲酸叔丁酯和光引发剂的剂型。其粘度是1025cP。这些实例仅

旨在描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且如此不应被解释为在权利要求上施加限制。

[0066] 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可以包装在注射器中并且利用标准分配装置或设备

分配以用于粘合剂、密封剂、密封胶和灌封胶。可以根据腔体与嵌入层8的体积计算与控制

待分配的可交联组合物16的数量。

[0067] 在图7的步骤45处，可以将释放膜2(或2’)或第二热塑层布置在载体层6上方。参照

图4，如所述的释放膜2布置在图3的结构上方。释放膜2可以是任意类型的释放膜，并且可以

与在载体6下面的释放膜2相同。在图3的结构上方的释放膜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透气硅树

脂涂层纸、诸如PTFE的含氟聚合物片。释放膜2可以是透明、半透明或不透明的但是对于UV

或者其它辐射是透明或半透明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释放膜2可以包括两个释放膜。在一

些实施方式中，释放膜2是从新泽西帕特森帕的Paterson  Papers  Company可获得的羊皮纸

说　明　书 7/11 页

11

CN 105593030 B

11



(27-81T或35-81T)。人们惊奇地发现诸如羊皮纸(27-81T或35-81T)的半透明膜可以分散诸

如UV的辐射以导致可交联组合物16的均匀固化。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不使用释放膜2。

[0068] 替代释放膜2，第二热塑层(未示出)布置在载体层6上方。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二

热塑层与释放膜2可以布置在载体层6上方。第二热塑层包括从聚氯乙烯、氯乙烯的共聚物、

聚烯烃、聚碳酸酯、聚酯、聚酰胺、和ABS共聚物选择的热塑材料。第二热塑层可以与第一热

塑层(载体层)6相同。其厚度可以在0.025mm到0.25mm的范围内。如果使用，那么此热塑层成

为核心层的一部分。第二热塑层可以是透明、半透明或不透明的但是对于UV或者其它辐射

是透明或半透明的。

[0069] 在分配在载体层6上方以后或者在步骤45以后，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可以

在真空室中被脱气。真空可以施加在真空室中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上。此压力范围在

10Pa到1000Pa的范围内。此真空可以保持0.5到10分钟，优选为1-3分钟。在周期结束时释放

真空。一个或多个周期可以用于实现无气泡样本。在低温下，优选地在室温下执行真空处

理。

[0070] 在图7的步骤46处，利用诸如UV、IR、可见光、e光束(EB)、或其组合的辐射来固化辐

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

[0071] 参照图4和图5，图4的夹置结构在压力下布置，并且在如图17和图18中的所述的装

置中以辐射照射。如图18中示出的，间隔件68可以用于控制在载体层6上方的可交联聚合物

组合物16的最终厚度，以及由此控制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或信息携带卡的整体厚度。通过

朝向载体层的至少一侧(即，载体层的一侧或两侧)发射一种辐射来执行此固化。此压力可

以在从0.01MPa到3MPa的范围内。

[0072] 一种类型的辐射可以是可见光、UV、IR、EB中的至少一个、及其组合。例如，可以使

用UV。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具有在350-400nm的范围内的波长的UV。固化时间可以在从

10秒到60秒的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在室温或在35-40℃的温度下执行固化。在

一些其它实施方式中，可以在固化步骤中使用额外热量，例如在80℃以下、例如在从50℃到

80℃的范围内的温度处的适度热量。

[0073] 参照图6，在剥离释放膜2(如果使用)以后，形成用于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可交联

聚合物组合物16成为固态的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8。不同的附图标记仅用于区分的目的，即

使它们可能共有相同的化学组合物。参照图6，信息携带卡的示例性核心层22包括第一热塑

层(载体层)6、嵌入层8、以及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8。嵌入层8包括电子部件10，例如，至少一

个印刷电路板(PCB)、支撑膜12与互连件14。电子部件10，诸如电池与有源或无源电子部件

10与互连件14连接。电子部件10嵌在支撑膜12上。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8填充在载体层6上的

腔体与嵌入层8内部的间隙以及剩余空间。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8与电子

部件10的外表面直接地接触。嵌入层8可以相对于载体层6中的腔体的尺寸具有任意尺寸。

嵌入层8可以部分地或完全地布置在此腔体中。

[007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可以包括用于嵌入物的完全打开的腔

体。在第一热塑层6上的腔体的尺寸大于嵌入层8的尺寸。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此腔体接近但

是略微小于信息携带卡的尺寸。嵌入层8完全地布置在此腔体中。腔体的形状可以与嵌入层

8的形状不相同。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开口嵌入腔体接近嵌入层8的尺寸。在第一热塑层6上

的腔体的尺寸基本上与嵌入层8的尺寸相同或略微大于嵌入层8的尺寸。腔体的形状与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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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8的形状匹配。在此构造中，嵌入层8可以完全地布置在载体层6上的腔体内部。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信息携带卡的示例性核心层包括部分地用于地用于嵌入物的窗腔体。在第一载

体层6上的至少一个腔体的尺寸小于嵌入层8的尺寸。至少一个腔体的尺寸基本上与嵌入层

8的部分相同或者略微大于嵌入层8的一部分。嵌入层的一部分可以被切开以便形成一个或

多个孔，使得电子部件10可以适配到孔的一个中。还可以将嵌入层8中的电子部件10从载体

层6的一侧插入。在制造过程中，可以从第一热塑层6的另一侧施加用于交联聚合物组合物

18的可交联组合物16。

[0075] 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8的一部分可以布置在载体层6的上表面上方，例如，覆盖载体

层6的上表面。在载体层6的上表面上方的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8的部分的厚度可以是任意厚

度，例如，在1微米到100微米范围内的厚度。

[0076] 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8可以提供可印刷表面。在步骤47处，文字或图像可以直接地

印刷在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8的表面上。

[0077] 一些实施方式提供了包括所述的形成核心层的用于制造信息携带卡的方法。如图

7的步骤48中所示，用于制造信息携带卡的方法还包括将至少一个热塑膜层压或结合在信

息携带卡的核心层的各侧上。可以使用热层压或粘结剂结合。在粘结剂结合的处理中，可以

使用任何适当的粘结剂。

[0078] 至少一个热塑膜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可印刷热塑膜、透明膜及其组合。此膜可以

有PVC、PET或任意其它适当的聚合物膜制成。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印刷膜是成像接收层，

并且可以不是透明的并且可以包含白色颜料。在一些其它实施方式中，文字或图像可以直

接地印刷在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8上并且可以不使用额外的可印刷膜。在印刷处理以前，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不需要表面处理。在其它实施方式中，表面处理还可以被用于改进两

层之间的粘合。表面处理方法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等离子体处理或者电晕处理。

[007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称为“反向印刷技术”的技术。透明膜的一侧可以印

刷有白色颜料的薄层，该薄层可以包括印刷的文字或图像。印刷表面与如上所述的核心层

结合或层压。透明膜的另一侧面可以是如信息携带卡的上表面的光泽表面。

[0080] 描述的方法在热敏信息携带卡的制造中是有用的。嵌入层包括至少一个热敏的电

子部件。此信息携带卡可以具有不同尺寸。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信息携带卡可以具有按照

ISO/IEC7810标准的尺寸。例如，用于大部分银行卡与身份证的ID-1类型智能卡具有

85.6x53.98mm的尺寸。

[0081] 利用一个信息携带卡描述上面的实例仅用于示范。在制造核心层或信息载体卡的

制造处理中，核心层片可以包括用于多个信息携带卡的多个单元。在制造过程中或制造以

后，此片可以切割成多个核心层或者多个信息携带卡。

[0082] 2.用于制造信息携带卡或其核心层的装置与系统

[0083] 参照图17和图18，一些实施方式提供了用于执行所述方法的装置或系统。图9-图

18示出了制造此装置或系统的方法。

[0084] 参照图9和图10，设有具有多个肋部51以及在两个相邻肋部之间的多个通道53的

至少一个支撑层52。支撑层52可以由诸如铝、铝合金、不锈钢的金属、或者任何其它适当金

属或其组合制成。肋部51是细长脊部。通道53是如图9中所示的远离支撑层52的一侧机加工

的浅的沟槽。如图10中所示，肋部51与通道53可以是彼此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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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参照图11和图12，多个辐射源54各自布置在一个相应通道53中并且构造为提供诸

如UV、IR、可见光、EB的辐射，以及任何其它辐射或其组合。多个辐射源54可以通过线56并联

或串联连接，并且然后通过线58与电源(未示出)连接。电源可以将直流电(DC)直接地供给

到多个辐射源，或者可以包括将交流电(AC)转换到直流电的变压器。可以利用任何适当的

另选布置来连接与驱动辐射源54。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多个辐射源54中的每个都包括构造

为发射UV光的LED。UV光可以具有特定波长或波长范围(例如，450-400nm)。波长可以定制为

与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的固化化学匹配。在利用UV的固化处理过程中，辐射源54可

以不发出热量。辐射源54可以构造为提供可选地提供适度热量的IR。

[0086] 参照图13和图14，设有辐射透明层64与间隔件68。辐射透明层64可以包括玻璃、塑

料或UV透明陶瓷，诸如从马萨诸塞州伯灵顿的Surmet  Corportion可获得的商标名

下的氧氮化铝。还可以使用诸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和聚碳酸酯的透明聚合物。

在商标名PLEXIGLASS下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是众所周知的。从SABIC的商标名

下可获得聚碳酸酯。辐射透明层64可以具有光滑的加工表面。辐射透明层64与

至少一个支撑层52联接并且构造为保护多个辐射源54。至少一个支撑层52可以与辐射透明

层64联接使得其间具有柔韧层62。柔韧层62可以包括含氟聚合物，例如，聚四氟乙烯。

[0087] 图13中示出的结构可以是装置的底部。间隔件68可以布置在辐射透明层64上方。

间隔件68可以是结合在辐射透明层64的周边上的可移除带或膜，并且具有用于容纳诸如核

心层的分层结构或者如图18中所述的待制造的信息携带卡的厚度。

[0088] 参照图15，与图13和图14中的底部类似，可以为本公开的系统提供装置的顶部。底

部还包括具有多个肋部51与在两个相邻肋部之间的多个通道53的至少一个支撑层52、多个

辐射源54与辐射透明层64。多个辐射源54中的每个都布置在一个相应通道53中并且构造为

提供辐射。辐射透明层64与至少一个支撑层52联接并且构造为保护所述多个辐射源54并且

提供光滑表面。此辐射可以包括可见光、UV、IR、EB中的至少一个、及其组合。例如，多个辐射

源54中的每个都可以包括构造为发射紫外(UV)光的发光二极管(LED)。如图16中所示，肋部

51与通道53可以彼此平行，并且能够在与图14的底部相同或不同的定向中。

[0089] 参照图17，图13和图14的底部与图16和图17的顶部可以装配在一起以形成系统72

中的装置70。在各部分中的辐射透明层64可以面向彼此并且构造为固化在其间布置辐射可

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的分层结构20。

[0090] 参照图18，系统72可以包括具有两个按压板74的压力单元，此两个按压板构造为

在压力下按压分层结构20同时利用一种辐射固化辐射可交联聚合物组合物16。此压力可以

在从0.01MPa到3MPa的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装置70的顶部或底部固定在相应的按压

板74上。系统72可以包括连接到多个辐射源的电源54。如所描述的，系统72可以包括布置在

底部中的辐射透明层64与顶部面中的辐射透明层64之间的间隔件68。间隔件68可以是结合

在装置70的顶部或底部中的辐射透明层64上的膜、片或带。间隔件68具有用于容纳分层结

构20的厚度。分层结构20是所述被制造的信息携带卡或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间隔件68构

造为提供信息携带卡或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的预定最终厚度。在系统72中，具有平滑表面

的辐射透明层64可以提供形成的核心层或者信息携带卡的平滑表面。

[0091] 在制造过程中，包括装置70的系统72与分层结构20装配在一起。可以相应地执行

图7中的方法40的步骤41-46。可以在压力下按压分层结构20并且照射一段时间期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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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秒到60秒的范围内)分层结构20。可以关闭辐射源54并且可以释放压力。在移除分层结

构20以后，可以执行此处理的另一个周期。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制造处理是批处理。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制造处理可以是连续自动制造。

[0092] 制造用于信息携带卡的核心层的重要要求是在顶部与底部上实现非常平滑的共

面表面，使得覆盖片被施加并且层压，几乎没有卡图形以及最终产品的可视变形。在其它处

理中使用的传统封装材料发生热膨胀与收缩，导致核心层的翘曲，以及粗化或变型的共面

表面。

[0093] 在本公开中描述的方法提供了最小收缩并且产生了非常平滑与共面表面，具有良

好修剪与受控的厚度。此方法还提供了优点，其包括但不限于生产率增加、尤其用于热敏部

件的低温与低压(LTLP)处理、以及产品设计与制造的灵活性。

[0094] 尽管已经根据示例性实施方式描述了该主题，但是不限于此。此外，所附权利要求

应该广义地理解为包括本领域中的技术人员可以作出的其它变型与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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