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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重复利用模切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材料重复利用模切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用模具将料带（2）模切穿

孔，包括定位孔（1）和料带穿孔（4）；所述料带（2）

上设有双面胶（3）；步骤2：将待切割材料（5）贴合

在料带（2）的双面胶（3）上；步骤3：将保护膜（7）

贴合在待切割材料（5）上面；步骤4：利用料带（2）

的定位孔（1）用模具将待切割材料（5）模切成型；

步骤5：利用保护膜（7）将模切成型后的材料（6）

转帖出来，收卷；步骤6：将料带（2）回收，包含待

切割材料（5）、双面胶（3）和定位孔（1），重复步骤

3至步骤5。本发明应用于对价值比较高的原物料

进行最大化的利用，节省大量的原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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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材料重复利用模切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用模具将料带（2）模切穿孔，包括定位孔（1）和料带穿孔（4）；所述料带（2）上设

有双面胶（3）；将产品设计出合适的排列出料角度，产品排列间隙缩减至0.8mm至1.2mm；

步骤2：将待切割材料（5）贴合在料带（2）的双面胶（3）上；

步骤3：将保护膜（7）贴合在待切割材料（5）上面；

步骤4：利用料带（2）的定位孔（1）用模具将待切割材料（5）模切成型，通过模切机器，将

料带（2）拉动固定尺寸的距离，连续冲切；

步骤5：利用保护膜（7）将模切成型后的材料（6）转帖出来，收卷；

步骤6：将料带（2）回收，包含待切割材料（5）、双面胶（3）和定位孔（1），重复步骤3至步

骤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材料重复利用模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双面胶（3）设置在

料带（2）上需要贴合待切割材料的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材料重复利用模切工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将步

骤5收卷的半成品按照尺寸的要求用切片机切成符合要求的产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材料重复利用模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料带（2）为PET料

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材料重复利用模切工艺，其特征在于：待切割材料（5）为网纱、

泡棉、双面胶或铜箔。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8858443 B

2



材料重复利用模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模切工艺，尤其涉及材料重复利用模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平压平和圆压圆模切工艺中，网纱、泡棉、双面胶、铜箔等产品，利用电眼识别避开

已经模切的位置，达到重复模切，节省材料的目的。会存在以下问题：

[0003] 不良率高：用光电定位方式精准度较差，常常会重复模切时，切到已经模切过的区

域，造成产品缺料不良；

[0004] 材料利用率低：因为定位精准度较差，通常前后左右需要预留5MM的边料，预防重

复模切时容易缺料。

[0005] 现有的模切工艺，利用电眼定位追踪，避开已经冲切的位置，达到重复模切，节省

材料的目的，但是因为主材料收卷后，无法精准的定位模切，且定位速度较慢，不良较高，材

料浪费较大。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材料重复利用模切工艺，包括以下

步骤：

[0007] 步骤1：用模具将料带模切穿孔，包括定位孔和料带穿孔；所述料带上设有双面胶；

[0008] 步骤2：将待切割材料贴合在料带的双面胶上；

[0009] 步骤3：将保护膜贴合在待切割材料上面；

[0010] 步骤4：利用料带的定位孔用模具将待切割材料模切成型；

[0011] 步骤5：利用保护膜将模切成型后的材料转帖出来，收卷；

[0012] 步骤6：将料带回收，包含待切割材料、双面胶和定位孔，重复步骤3至步骤5。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双面胶设置在料带上需要贴合待切割材料的位

置。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步骤1中，将产品设计出合适的排列出料角度，产品

排列间隙缩减至0.8mm至1.2mm。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步骤4中，通过模切机器，将料带拉动固定尺寸的距离，

连续冲切。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还包括以下步骤：将步骤5收卷的半成品按照尺寸的要

求用切片机切成符合要求的产品。

[001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料带为PET料带。

[001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待切割材料为网纱、泡棉、双面胶或铜箔。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发明利用料带以及在料带上切出定位孔，在模具上装载定位柱，将产品设计出

合适的排列出料角度，产品排列间隙缩减至1mm，在模切机器伺服电机转动时，带动料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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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尺寸移动，当料带定位孔在模具定位柱上方时，通过模切机模座的定向压合动作，使

料带的定位孔套在模具的定位柱上，实现精准物理方式定位模切，使克服了电眼定位不精

准的问题，杜绝缺料不良，使得材料利用到最大化，利用率提升到最高。圆压圆和平压平模

切中，应用于对价值比较高的原物料进行最大化的利用，节省大量的原料成本。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切出一组孔位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连续切孔得到的结构；

[0023] 图3是本发明将待切割材料贴合在料带的双面胶上；

[0024] 图4是本发明将保护膜贴合在网纱上面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利用料带的定位孔用模具将网纱模切成型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连续冲切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是利用保护膜将模切成型后的材料转帖出来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是回收的料带结构示意图；

[0029] 图9是将收卷的半成品按照尺寸的要求用切片机切成符合要求的产品图。

[0030] 图中各部件名称如下：

[0031] 定位孔1、料带2、双面胶3、料带穿孔4、待切割材料5、模切成型后的材料6、保护膜

7。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3] 下面以网纱为例，对材料重复利用模切工艺进行说明，其包括以下步骤：

[0034] 步骤1：用模具将料带2模切穿孔，包括定位孔1和料带穿孔4；所述料带2上设有双

面胶3；所述双面胶3设置在料带2上需要贴合网纱的位置。将产品设计出合适的排列出料角

度，产品排列间隙缩减至0.8mm至1.2mm。如图1和图2，图1为切出一组孔位，图2为连续切孔

得到的结构。

[0035] 步骤2：将待切割材料5(此实施例子为网纱)贴合在料带2的双面胶3上；如图3所

示。

[0036] 步骤3：将保护膜7贴合在网纱上面；如图4所示。

[0037] 步骤4：利用料带2的定位孔1用模具将网纱模切成型；如图5所示。通过模切机器，

将料带2拉动固定尺寸的距离，连续冲切。如图6所示。

[0038] 步骤5：利用保护膜7将模切成型后的材料6转帖出来，收卷；如图7所示。将收卷的

半成品按照尺寸的要求用切片机切成符合要求的产品。如图9所示。

[0039] 步骤6：将料带2回收，包含网纱、双面胶3和定位孔1，如图8所示。重复步骤3至步骤

5。

[0040]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

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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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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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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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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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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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9

CN 108858443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RA
	DRA00005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