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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线及方法，按物料的加

工顺序依次包括：用于更换原装背胶带的原装离

型膜的离型膜更换装置、用于在海绵胶带的另一

面敷上第一离型纸的第一腹膜装置、用于对第一

离型纸和海绵背胶带冲切形成字体或图案的模

切装置、用于收集覆盖字体或图案以外的第一离

型纸的第一收集装置和用于收集废料背胶的第

二收集装置。（1）将原装背胶带的原装离型膜更

换为第一离型膜；（2）在背胶带的海绵背胶带裸

露的一面贴上第一离型纸；（3）对背胶带的第一

离型纸和海绵背胶带进行冲切形成字体或图案；

（4）收集覆盖字体或图案以外的第一离型纸；（5）

利用原装膜贴合在未覆盖第一离型纸的废料背

胶上对齐进行收集。自动排废料，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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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按物料的加工顺序依次包括：

用于更换原装背胶带的原装离型膜的离型膜更换装置，所述原装背胶带包括原装离型

膜和贴合在原装离型膜上的海绵胶带；

用于在海绵胶带的另一面敷上第一离型纸的第一覆膜装置；

用于对第一离型纸和海绵背胶带冲切形成字体或图案的模切装置；

用于收集覆盖字体或图案以外的第一离型纸的第一收集装置；

用于收集废料背胶的第二收集装置，所述第二收集装置包括第二放料辊、卷绕在第二

放料辊上的原装膜、若干将原装膜压紧在加工背胶带上的第二压辊和用于收集原装膜与废

料背胶的第二收料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型膜更换装置包

括第三放料辊、卷绕在第三放料辊上的第一离型膜、与第三放料辊对应的第三收料辊、第四

放料辊、卷绕在第四放料辊上的原装背胶带、用于收集原装离型膜的第四收料辊和将原料

背胶带与第一离型膜压合的第三压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覆膜装置包括

第五放料辊、卷绕在第五放料辊上的第一离型纸和用于将第一离型纸压合在海绵背胶带上

的第四压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切装置采用能排

出字体或图案内部废料的雕刻排废刀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收集装置包括

第六收料辊和压紧第一离型纸的第五压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原装膜为0.1mm厚

的透明原装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线，其特征在于：背胶自动生产线还包括

设在第二收集装置后的第三收集装置，所述第三收集装置包括第六放料辊、卷绕在第六放

料辊上的粘胶带、用于粘胶带回收的第七收料辊和将粘胶带与背胶带压合的第六压辊。

8.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原装背胶带的原装离型膜更换为第一离型膜，第一离型膜的宽度大于原装离型

膜的宽度；

（2）在背胶带的海绵背胶带裸露的一面贴上第一离型纸；

（3）对背胶带的第一离型纸和海绵背胶带进行冲切形成字体或图案；

（4）收集覆盖字体或图案以外的第一离型纸；

（5）利用原装膜贴合在未覆盖第一离型纸的废料背胶上对齐进行收集。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粘胶带带走背胶

带上的覆盖字体或图案的第一离型纸。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已成型字体或图

案的背胶带进行卷绕收集或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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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线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零部件，尤其是汽车字标用的背胶带自动生产线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背胶带生产方法：在原装背胶带的海绵背胶带裸露的一面贴上离型纸；对

背胶带进行冲切形成字体或图案。该种方式生产的背胶带包括了离型纸、原装离型膜、形成

字体或图案的海绵背胶和在字体或图案外的废料海绵背胶。使用时需要将带字体或图案的

海绵背胶粘贴到字标的背面，由于生产时未将废料背胶排除，因此工人在贴背胶的作业中

需要首选将背胶带中的废料背胶剔除，而现有技术中并没有专门的设备去除废料背胶，工

人往往采用手工方式排废，这无疑增加劳动强度，降低了工作效率，而且在手工排废过程中

容易损坏字体或图案的背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线及方法，实现自动排

废，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线，按物料的加

工顺序依次包括：

[0005] 用于更换原装背胶带的原装离型膜的离型膜更换装置，所述原装背胶带包括原装

离型膜和贴合在原装离型膜上的海绵胶带；

[0006] 用于在海绵胶带的另一面敷上第一离型纸的第一腹膜装置；

[0007] 用于对第一离型纸和海绵背胶带冲切形成字体或图案的模切装置；

[0008] 用于收集覆盖字体或图案以外的第一离型纸的第一收集装置；

[0009] 用于收集废料背胶的第二收集装置，所述第二收集装置包括第二放料辊、卷绕在

第二放料辊上的原装膜、若干将原装膜压紧在加工背胶带上的第二压辊和用于收集原装膜

与废料背胶的第二收料辊。

[0010] 实际生产中，背胶带的离型膜的宽度要与图纸对应，而在海绵背胶模切成型的字

体或图案的宽度与离型膜的宽度不一致，成型的字体或图案的宽度往往比离型膜的宽度

小，这样一来，若根据离型膜购买背胶带，那该背胶带实际使用到的区域只有中间区域，其

两侧区域属于废料，因此在传统加工背胶带加工中，存在很大的浪费；本发明利用离型膜更

换装置更换原装离型膜，这样就可以购买宽度较小的原装背胶带以节省成本，然后在更换

宽度较大的离型膜即可满足生产工艺的需求。另外，本发明利用海绵背胶带表面的粘性特

性，采用原装膜与其贴合，由于原装膜与海绵背胶的粘合力大于第一离型膜与海绵背胶的

粘合力，由于字体或图案上覆盖第一离型纸，而原装膜对第一离型纸无粘合力，因此可以通

过原装膜将字体或图案外的海绵背胶废料带走实现自动排废。

[0011] 作为改进，所述离型膜更换装置包括第三放料辊、卷绕在第三放料辊上的第一离

型膜、与第三放料辊对应的第三收料辊、第四放料辊、卷绕在第四放料辊上的原装背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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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收集原装离型膜的第四收料辊和将原料背胶带与第一离型膜压合的第三压辊。

[0012] 作为改进，所述第一腹膜装置包括第五放料辊、卷绕在第五放料辊上的第一离型

纸和用于将第一离型纸压合在海绵背胶带上的第四压辊。

[0013] 作为改进，所述模切装置采用能排出字体或图案内部废料的雕刻排废刀模。

[0014] 作为改进，所述第一收集装置包括第六收料辊和压紧第一离型纸的第五压辊。

[0015] 作为改进，所述原装膜为0.1mm厚的透明原装膜。

[0016] 作为改进，背胶自动生产线还包括设在第二收集装置后的第三收集装置，所述第

三收集装置包括第六放料辊、卷绕在第六放料辊上的粘胶带、用于粘胶带回收的第七收料

辊和叫粘胶带与背胶带压合的第六压辊。

[0017] 本发明背胶带的自动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8] （1）将原装背胶带的原装离型膜更换为第一离型膜，第一离型膜的宽度大于原装

离型膜的宽度；

[0019] （2）在背胶带的海绵背胶带裸露的一面贴上第一离型纸；

[0020] （3）对背胶带的第一离型纸和海绵背胶带进行冲切形成字体或图案；

[0021] （4）收集覆盖字体或图案以外的第一离型纸；

[0022] （5）利用原装膜贴合在未覆盖第一离型纸的废料背胶上对齐进行收集。

[0023] 作为改进，利用粘胶带带走背胶带上的覆盖字体或图案的第一离型纸。

[0024] 作为改进，将已成型字体或图案的背胶带进行卷绕收集或切片。

[002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带来的有益效果是：

[0026] 本发明利用离型膜更换装置更换原装离型膜，这样就可以购买宽度较小的原装背

胶带以节省成本，然后在更换宽度较大的离型膜即可满足生产工艺的需求。另外，本发明利

用海绵背胶带表面的粘性特性，采用原装膜与其贴合，由于原装膜与海绵背胶的粘合力大

于第一离型膜与海绵背胶的粘合力，由于字体或图案上覆盖第一离型纸，而原装膜对第一

离型纸无粘合力，因此可以通过原装膜将字体或图案外的海绵背胶废料带走实现自动排

废。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生产流水线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9] 如图1所示，一种背胶带自动生产线，按物料的加工顺序依次包括：用于更换原装

背胶带的原装离型膜的离型膜更换装置、用于在海绵胶带的另一面敷上第一离型纸的第一

腹膜装置、用于对第一离型纸和海绵背胶带冲切形成字体或图案的模切装置、用于收集覆

盖字体或图案以外的第一离型纸的第一收集装置和用于收集废料背胶的第二收集装置。自

动生产线还包括贯穿离型膜更换装置、第一腹膜装置、模切装置、第一收集装置和第二收集

装置的作业平台，生产时，被加工的背胶带在作业平台上输送，从而实现各个工序的自动化

生产。本发明的原料为原装离型膜，所述原装背胶带包括原装离型膜5和贴合在原装离型膜

5上的海绵胶带4；海绵胶带4的两面均带有粘性，其中一面与原装离型膜5粘合，另一面则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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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原装离型膜5通过购买获得，其海绵胶带4的宽度与原装离型膜5的宽度相同。

[0030] 所述离型膜更换装置包括第三放料辊1、卷绕在第三放料辊1上的第一离型膜2、与

第三放料辊1对应的第三收料辊、第四放料辊3、卷绕在第四放料辊3上的原装背胶带、用于

收集原装离型膜5的第四收料辊7和将原料背胶带与第一离型膜2压合的第三压辊6。第三放

料辊1位于背胶带的下方，第四放料辊3和第四收料辊7位于背胶带的上方。第四放料辊3输

出的背胶带的原装离型膜5朝上，海绵背胶带朝下，通过第三压辊6可以将位于背胶带下方

的第一离型膜2与海绵背胶带贴合；另外，由于原装离型膜5朝上，可以方便的通过第四收料

辊7进行卷绕收集，实现更换离型膜的目的，海绵背胶带更换离型膜后，第一离型膜2的宽度

大于海绵背胶带的宽度，背胶带的第一离型膜2朝下，海绵胶带朝上。实际生产中，背胶带的

离型膜的宽度要与图纸对应，而在海绵背胶模切成型的字体或图案的宽度与离型膜的宽度

不一致，成型的字体或图案的宽度往往比离型膜的宽度小，这样一来，若根据离型膜购买背

胶带，那该背胶带实际使用到的区域只有中间区域，其两侧区域属于废料，因此在传统加工

背胶带加工中，存在很大的浪费；本发明利用离型膜更换装置更换原装离型膜5，这样就可

以购买宽度较小的原装背胶带以节省成本，然后在更换宽度较大的离型膜即可满足生产工

艺的需求。

[0031] 所述第一腹膜装置包括第五放料辊8、卷绕在第五放料辊8上的第一离型纸9和用

于将第一离型纸9压合在海绵背胶带上的第四压辊10。所述第五放料辊8设置在背胶带的上

方，第一离型纸9通过第四压辊10贴合在海绵胶带4上，此时背胶带的结构包括中间层的海

绵胶带4，位于海绵胶带4底面的第一离型膜2和位于海绵胶带4顶面的第一离型纸9。

[0032] 所述模切装置11采用能排出字体或图案内部废料的雕刻排废刀模。切膜装置对背

胶带进行模切，在背胶带的第一离型纸9和海绵胶带4上形成字体或图案。

[0033] 所述第一收集装置包括第六收料辊13和压紧第一离型纸9的第五压辊12。第五放

料辊8与第六收料辊13配合实现第一离型纸9的收放。由于模切装置11将成型的字体或图案

对应的第一离型纸9与周边的第一离型纸9切断，所以第六收料辊13只会收集字体或图案意

外的第一离型纸9，经过第一收集装置后，背胶带的结构包括第一离型膜2、位于第一离型膜

2上的字体或图案海绵背胶、覆盖在字体或图案海绵背胶的第一离型纸9、位于第一离型膜2

上且处于字体或图案意外的废料海绵背胶。

[0034] 所述第二收集装置包括第二放料辊14、卷绕在第二放料辊14上的原装膜15、若干

将原装膜15压紧在加工背胶带上的第二压辊16和用于收集原装膜15与废料背胶的第二收

料辊17。所述原装膜15为0.1mm厚的透明原装膜15，其与海绵背胶具有很好的粘合性。所述

第二放料辊14和第二收料辊17设置在背胶带的上方，原装膜15通过第二压辊16贴合在背胶

带上并与废料海绵背胶粘合。利用海绵背胶带表面的粘性特性，采用原装膜15与其贴合，由

于原装膜15与海绵背胶的粘合力大于第一离型膜2与海绵背胶的粘合力，由于字体或图案

上覆盖第一离型纸9，而原装膜15对第一离型纸9无粘合力，因此可以通过原装膜15将字体

或图案外的海绵背胶废料带走实现自动排废。

[0035] 在本发明自动排废生产的基础上，在后续的加工工艺中，可以增设第三收集装置，

所述第三收集装置包括第六放料辊18、卷绕在第六放料辊18上的粘胶带19、用于粘胶带19

回收的第七收料辊21和叫粘胶带19与背胶带压合的第六压辊20。第六放料辊18和第七收料

辊21设置在背胶带的上方，粘胶带19通过第六压辊20与覆盖在背胶带上的文字或图案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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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离型纸9贴合，通过第七收料辊21卷绕收集粘胶带19时，由于粘胶带19粘住第一离型纸

9，从而带走覆盖在字体或图案上的第一离型纸9，此时的背胶带包括第一离型膜2和设在第

一离型膜2上的字体或图案海绵胶。

[0036] 在第三收集装置后可增设卷料装置或切片装置。卷料装置22可以将背胶带产品卷

绕收集，以便后续加工使用。切片装置则可以将背胶带切断形成与车标字体一一对应的单

元体，在单元体形成后可以与机械手配合实现字标与背胶贴合。

[0037] 本发明自动排废背胶带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1）将原装背胶带的原装离型膜5更换为第一离型膜2，第一离型膜2的宽度大于原

装离型膜5的宽度；

[0039] （2）在背胶带的海绵背胶带裸露的一面贴上第一离型纸9；

[0040] （3）对背胶带的第一离型纸9和海绵背胶带进行冲切形成字体或图案；

[0041] （4）收集覆盖字体或图案以外的第一离型纸9；

[0042] （5）利用原装膜15贴合在未覆盖第一离型纸9的废料背胶上对齐进行收集；

[0043] （6）利用粘胶带19带走背胶带上的覆盖字体或图案的第一离型纸9；

[0044] （7）将已成型字体或图案的背胶带进行卷绕收集或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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