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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

艺，其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将氟素离型膜、双

面胶和哑膜贴合，冲切定位孔和无胶区；步骤二)

冲切出凹槽胶的部分轮廓，并在表面形成一层蓝

色离型膜且带有手柄；步骤三)冲切出完整的凹

槽胶轮廓，形成第一冲切产品；步骤四)分别取硅

胶保护膜和氟素离型膜，并冲切出露出手柄的通

口；步骤五)将硅胶保护膜和氟素离型膜分别贴

在第一冲切产品的上下表面，获得凹槽双面胶组

合层；步骤六)制作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步骤

七)将凹槽双面胶组合层贴在一硅胶垫的凹槽

中，将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贴在所述硅胶垫的另

一底面得到最终的硅胶垫双面粘胶产品。本发明

解决了带有凹槽的硅胶垫双面贴胶难的技术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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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氟素离型膜、双面胶和哑膜进行贴合，冲切定位孔和无胶区，撕掉哑膜排废，

再贴一层蓝色离型膜；

步骤二)在双面胶的有胶区域冲切出凹槽胶的部分轮廓，并所述凹槽胶区域表面形成

一层蓝色离型膜且带有手柄，排废后贴一层氟素离型膜；

步骤三)冲切出完整的凹槽胶轮廓，并在所述凹槽胶中冲出第一小孔，排废后贴一层微

粘保护膜并切片，形成第一冲切产品；

步骤四)分别取硅胶保护膜和氟素离型膜，并冲切出露出所述手柄的通口，以及冲切出

与所述第一小孔对应的第二小孔；

步骤五)冲切后的硅胶保护膜和氟素离型膜分别贴在所述第一冲切产品的上下表面，

获得凹槽双面胶组合层；

步骤六)制作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其包括以下步骤：

61)将PET离型膜、双面胶和蓝色离型膜贴合，然后冲切出定位孔以及与所述第一小孔

对应的第三小孔，排废后得到第一复合材；将哑膜、双面胶和氟素离型膜进行贴合，然后冲

切出定位孔、以及与所述第一小孔对应的第四小孔，排废后得到第二复合材；

62)将所述第一复合材表面的PET离型膜撕掉贴一层防尘网，再将所述第二复合材表面

的哑膜撕掉贴在所述防尘网上，得到第三复合材；

63)将所述第三复合材从氟素离型膜面半切至蓝色离型膜层面，切无胶区并排废，然后

再贴一层氟素离型膜；

64)再对步骤63)输出的料带从氟素离型膜面半切至蓝色离型膜层面，模切出胶粘区域

轮廓，排废后贴一层氟素离型膜，并切片得到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

步骤七)将所述凹槽双面胶组合层的氟素离型膜撕掉，贴在一硅胶垫的凹槽中；然后将

所述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的氟素离型膜撕掉，贴在所述硅胶垫的另一底面得到最终的硅胶

垫双面粘胶产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硅胶垫双面粘胶产

品包括上表面设置有所述凹槽的硅胶垫、粘贴在所述硅胶垫底部的所述防尘网双面胶组合

层、粘贴在所述凹槽中的所述凹槽双面胶组合层，所述凹槽中设置有通孔。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小孔、所述第

二小孔、所述第三小孔以及所述第四小孔均与所述通孔位置对应。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所述手

柄与所述凹槽胶区域表面的蓝色离型膜之间冲切有一弯折虚线。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小孔贯穿所述

步骤二中的蓝色离型膜和凹槽胶层。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双面胶组合层

依次包括氟素离型膜、双面胶、蓝色离型膜以及硅胶保护膜；其中，氟素离型膜与硅胶保护

膜上的结构相同且均形成有所述通口和所述第二小孔；双面胶层上形成有与所述凹槽形状

仿形的凹槽胶粘区域，且凹槽胶粘区域有第一小孔；蓝色离型膜层面上为独立粘附在凹槽

胶粘区域表面的覆盖膜以及与覆盖膜一体连接的手柄。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凹槽双面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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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所述手柄外露在氟素离型膜与硅胶保护膜的所述通口中。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复合材依次包

括氟素离型膜、双面胶、防尘网、双面胶以及蓝色离型膜。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尘网双面胶组合

层依次包括氟素离型膜、双面胶、防尘网、双面胶以及蓝色离型膜；其中，氟素离型膜为整个

膜面；两层双面胶结构相同且均设置有与硅胶垫底面轮廓仿形的胶粘区域，且所述胶粘区

域内设置有第三小孔；所述防尘网层面为若干独立粘附在所述胶粘区域表面的片体结构；

所述蓝色离型膜为整个片材结构，且上面设置有定位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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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模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具有胶粘功能的膜片产品的需求也迅速猛涨，模

切成型工艺是制作胶粘膜片产品的非常常用的一种工艺，其采用上下刀模对片材进行裁切

形成最终的产品形状。随着产品尺寸的逐渐减小，产品结构的精细化，为模切制作工艺带了

巨大的挑战，尤其是针对小尺寸产品的带胶的模切工艺，现有技术中常出现离型膜上出现

刀印，排废比较困难，且尺寸精度难以满足公差要求。

[0003]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解决了带有凹槽的硅

胶垫双面贴胶难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上述目的：一种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其包括

以下步骤，

[0006] 步骤一)将氟素离型膜、双面胶和哑膜进行贴合，冲切定位孔和无胶区，撕掉哑膜

排废，再贴一层蓝色离型膜；

[0007] 步骤二)在双面胶的有胶区域冲切出凹槽胶的部分轮廓，并所述凹槽胶区域表面

形成一层蓝色离型膜且带有手柄，排废后贴一层氟素离型膜；

[0008] 步骤三)冲切出完整的凹槽胶轮廓，并在所述凹槽胶中冲出第一小孔，排废后贴一

层微粘保护膜并切片，形成第一冲切产品；

[0009] 步骤四)分别取硅胶保护膜和氟素离型膜，并冲切出露出所述手柄的通口，以及冲

切出与所述第一小孔对应的第二小孔；

[0010] 步骤五)冲切后的硅胶保护膜和氟素离型膜分别贴在所述第一冲切产品的上下表

面，获得凹槽双面胶组合层；

[0011] 步骤六)制作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

[0012] 步骤七)将所述凹槽双面胶组合层的氟素离型膜撕掉，贴在一硅胶垫的凹槽中；然

后将所述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的氟素离型膜撕掉，贴在所述硅胶垫的另一底面得到最终的

硅胶垫双面粘胶产品。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的制作步骤包括以下步骤，

[0014] 1)将PET离型膜、双面胶和蓝色离型膜贴合，然后冲切出定位孔以及与所述第一小

孔对应的第三小孔，排废后得到第一复合材；将哑膜、双面胶和氟素离型膜进行贴合，然后

冲切出定位孔、以及与所述第一小孔对应的第四小孔，排废后得到第二复合材；

[0015] 2)将所述第一复合材表面的PET离型膜撕掉贴一层防尘网，再将所述第二复合材

表面的哑膜撕掉贴在所述防尘网上，得到第三复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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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3)将所述第三复合材从氟素离型膜面半切至蓝色离型膜层面，切无胶区并排废，

然后再贴一层氟素离型膜；

[0017] 4)再对步骤八输出的料带从氟素离型膜面半切至蓝色离型膜层面，模切出胶粘区

域轮廓，排废后贴一层氟素离型膜，并切片得到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硅胶垫双面粘胶产品包括上表面设置有所述凹槽的硅胶垫、粘贴

在所述硅胶垫底部的所述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粘贴在所述凹槽中的所述凹槽双面胶组合

层，所述凹槽中设置有通孔。

[001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小孔、所述第二小孔、所述第三小孔以及所述第四小孔均与所

述通孔位置对应。

[002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二中，所述手柄与所述凹槽胶区域表面的蓝色离型膜之间冲

切有一弯折虚线。

[0021]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小孔贯穿所述步骤二中的蓝色离型膜和凹槽胶层。

[0022] 进一步的，所述凹槽双面胶组合层依次包括氟素离型膜、双面胶、蓝色离型膜以及

硅胶保护膜；其中，氟素离型膜与硅胶保护膜上的结构相同且均形成有所述通口和所述第

二小孔；双面胶层上形成有与所述凹槽形状仿形的凹槽胶粘区域，且凹槽胶粘区域有第一

小孔；蓝色离型膜层面上为独立粘附在凹槽胶粘区域表面的覆盖膜以及与覆盖膜一体连接

的手柄。

[0023] 进一步的，所述述凹槽双面胶组合层中，所述手柄外露在氟素离型膜与硅胶保护

膜的所述通口中。

[0024] 进一步的，所述第三复合材依次包括氟素离型膜、双面胶、防尘网、双面胶以及蓝

色离型膜。

[0025] 进一步的，所述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依次包括氟素离型膜、双面胶、防尘网、双面

胶以及蓝色离型膜；其中，氟素离型膜为整个膜面；两层双面胶结构相同且均设置有与硅胶

垫底面轮廓仿形的胶粘区域，且所述胶粘区域内设置有第三小孔；所述防尘网层面为若干

独立粘附在所述胶粘区域表面的片体结构；所述蓝色离型膜为整个片材结构，且上面设置

有定位孔。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一种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的有益效果在于：巧妙的

利用双面胶亚克力的离型膜和硅胶模的氟素离型膜的剥离配比，使得在凹槽双面胶组合层

4的制作过程中，带有小手柄的蓝色离型膜层进行排废时不会被拉脱，且在离型膜面无刀

印，提高了产品品质；在凹槽双面胶组合层4中，产品内部的双面胶的胶粘区域与蓝色离型

膜所在区域形成了凸起结构，本设计通过巧妙的在硅胶保护膜和氟素离型膜上冲切避让通

口，提高凹槽双面胶组合层4的定位精度，也使得在与硅胶垫的粘贴过程中更加容易剥离掉

氟素离型膜层；通过工艺设计，实现了多个产品的同时贴装，且能够满足公差和剥离力的贴

合要求，产品位置精度和尺寸精度高，无偏移；由于本实施例中的产品尺寸非常小，长仅

3.9mm，宽仅2.9mm，通过切片排版，实现32小片无刀印，解决了排废困难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硅胶垫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与硅胶垫底部贴合的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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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凹槽双面胶组合层与硅胶垫凹槽面贴合的原理示意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凹槽双面胶组合层的组合原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刀模模切后的料带效果示意图；

[0032]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二刀模模切后的料带效果示意图；

[0033]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三刀模模切后的料带效果结构示意图；

[0034]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步骤五的贴合原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的组合原理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五刀模模切后的料带效果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六刀模模切后的料带效果结构示意图；

[0038] 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七刀模模切后的料带效果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实施例：

[0040] 请参照图1-图3，本实施例为硅胶垫双面贴胶制作工艺，其制作的硅胶垫双面粘胶

产品包括上表面设置有凹槽2的硅胶垫1、粘贴在硅胶垫1底部的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3、粘

贴在凹槽2中的凹槽双面胶组合层4，凹槽2中设置有通孔5，凹槽2的长为3.9±0.05mm，宽为

2.9±0.05mm，所述通孔5的直径为1.15±0.05mm。所述制作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1] 请参照图4，图4为凹槽双面胶组合层4的层次结构以及组合顺序流程图；

[0042] 步骤一)取氟素离型膜、双面胶3M9119和哑膜，并将三者进行贴合，并采用第一刀

模冲切定位孔和无胶区，双面胶与哑膜全段，定位孔全段，撕掉哑膜同时排废，然后在双面

胶表面贴合一层蓝色离型膜；第一刀模冲切后的料带效果图如图5所示，其中阴影部分为废

料排除；

[0043] 步骤二)通过第二刀模在双面胶的有胶区域冲切出凹槽胶的部分轮廓，并在凹槽

胶区域表面形成一层蓝色离型膜且带有手柄101，再排废后贴合一层氟素离型膜；小手柄

101与凹槽胶上部的蓝色离型膜之间冲切有一弯折虚线；第二刀模冲切后的料带结构图如

图6所示，其中阴影部分为废料排除；

[0044] 步骤三)通过第三刀模冲切出完整的凹槽胶轮廓，并在凹槽胶中冲出与所述通孔5

对应的第一小孔102，所述小孔贯穿步骤二中的蓝色离型膜和凹槽胶，排废后贴合一层微粘

保护膜并切片，形成第一冲切产品；第三刀模冲切后的料带结构图如图7所示，其中阴影部

分为废料排除；

[0045] 步骤四)分别取硅胶保护膜和氟素离型膜，并采用第四刀模在硅胶保护膜和氟素

离型膜上冲切出露出手柄101的通口103，以及冲切出与第一小孔102对应的第二小孔104；

第四刀模冲切后料带的结构如图8中的硅胶保护膜与氟素离型膜的结构图；

[0046] 步骤五)请参照图8，将经过步骤四处理后的硅胶保护膜和氟素离型膜分别贴在所

述第一冲切产品的上下表面，获得凹槽双面胶组合层4；凹槽双面胶组合层4依次包括氟素

离型膜、双面胶3M9119、蓝色离型膜以及硅胶保护膜，其中氟素离型膜与硅胶保护膜上的结

构相同且均形成有通口103和第二小孔104，双面胶3M9119层上形成有与凹槽2形状仿形的

凹槽胶粘区域，且凹槽胶粘区域有第一小孔，蓝色离型膜层面上为独立粘附在凹槽胶粘区

域表面的覆盖膜以及与覆盖膜一体连接的小手柄，在凹槽双面胶组合层4中，所述小手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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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在氟素离型膜与硅胶保护膜的通口103中；

[0047] 请参照图9，图9为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3的层次结构以及组合顺序流程图；

[0048] 步骤六)取PET离型膜、双面胶3M9628和蓝色离型膜，并贴合，然后通过第五刀模冲

切出定位孔、以及与所述通孔5或所述第一小孔102对应的第三小孔，排废后得到第一复合

材，PET离型膜离型膜与双面胶3M9628全段，蓝色离型膜上形成定位孔；取哑膜、双面胶

3M9119和氟素离型膜进行贴合，然后通过第五刀模冲切出定位孔、以及与所述通孔5或所述

第一小孔102对应的第四小孔，排废后得到第二复合材，哑膜和双面胶3M9119全段；第五刀

模冲切后的料带效果如图10所示，其中小孔排废；

[0049] 步骤七)将所述第一复合材表面的PET离型膜撕掉贴合一层防尘网，再将所述第二

复合材表面的哑膜撕掉后通过小孔对小孔定位贴合在所述防尘网上，得到第三复合材，所

述第三复合材依次包括氟素离型膜、双面胶3M9119、防尘网、双面胶3M9628以及蓝色离型

膜；

[0050] 步骤八)通过第六刀模将所述第三复合材从氟素离型膜面半切至蓝色离型膜层

面，切无胶区并排废，然后再贴一层氟素离型膜；第六刀模冲切后的料带效果如图11所示，

其中白色区域为废料排除，阴影区域为胶粘区域保留；

[0051] 步骤九)再通过第七刀模对步骤八输出的料带从氟素离型膜面半切至蓝色离型膜

层面，模切出胶粘区域轮廓，排废后贴一层氟素离型膜，并切片得到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3，

防尘网双面胶组合层3依次包括氟素离型膜、双面胶3M9119、防尘网、双面胶3M9628以及蓝

色离型膜，其中氟素离型膜为整个膜面，双面胶3M9119与双面胶3M9628结构相同且均设置

有与硅胶垫底面轮廓仿形的胶粘区域，且所述胶粘区域内设置有与所述通孔对应的第三小

孔，所述防尘网层面为若干独立粘附在所述胶粘区域表面的片体结构，所述蓝色离型膜为

整个片材结构，且上面设置有定位孔；第七刀模冲切后的料带效果如图12所示；

[0052] 步骤十)将凹槽双面胶组合层4的氟素离型膜撕掉，将硅胶垫1的中的凹槽2对准双

面胶3M9119有粘性的一面并进行粘合；然后将硅胶垫1的底部的保护膜撕掉，将防尘网双面

胶组合层3的氟素离型膜撕掉，并将双面胶3M9119有粘性的一面对准硅胶垫1的底面进行粘

合得到最终的硅胶垫双面粘胶产品。

[0053] 本实施例巧妙的利用双面胶亚克力的离型膜和硅胶模的氟素离型膜的剥离配比，

使得在凹槽双面胶组合层4的制作过程中，带有小手柄的蓝色离型膜层进行排废时不会被

拉脱，且在离型膜面无刀印，提高了产品品质；在凹槽双面胶组合层4中，产品内部的双面胶

的胶粘区域与蓝色离型膜所在区域形成了凸起结构，本设计通过巧妙的在硅胶保护膜和氟

素离型膜上冲切避让通口，提高凹槽双面胶组合层4的定位精度，也使得在与硅胶垫的粘贴

过程中更加容易剥离掉氟素离型膜层；通过工艺设计，实现了多个产品的同时贴装，且能够

满足公差和剥离力的贴合要求，产品位置精度和尺寸精度高，无偏移；由于本实施例中的产

品尺寸非常小，长仅3.9mm，宽仅2.9mm，通过切片排版，实现32小片无刀印，解决了排废困难

的问题。

[0054]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

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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