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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描述了制造天线的实例。在一个实例

中，获得塑料膜。此外，将导电层沉积在所述塑料

膜上，以形成天线元件。然后通过模外装饰(OMD)

技术将所述天线元件附着至不平坦的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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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造天线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获得塑料膜；

将导电层沉积在所述塑料膜上，以形成天线元件；和

通过模外装饰(OMD)技术将所述天线元件附着至不平坦的基底，其中OMD技术包括使用

高压真空将所述天线元件附着至不平坦的基底。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沉积包括将电绝缘层涂覆在所述导电层和所述

不平坦的基底的界面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附着包括将热熔粘合剂层施加在所述不平坦的

基底上。

4.电子设备的主体，所述主体包括：

不平坦的部分；和

附着至所述不平坦的部分的天线元件，所述天线元件包括：

连接至所述不平坦的部分的导电层，其中所述导电层包括沉积在其上的电绝缘层；和

模塑至所述导电层上的塑料膜，

其中，所述天线元件通过模外装饰(OMD)技术附着至所述不平坦的部分。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主体，其中所述不平坦的部分由导电材料和非导电材料中的一

种制成。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主体，其中所述导电材料是金属材料、碳纤维和导电复合材料中

的一种。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主体，其中所述非导电材料是塑料材料、陶瓷材料和非导电复合

材料中的一种。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主体，其中所述导电层具有选自金属、石墨烯、导电墨水、导电糊

膏、树脂、金属粉末、碳纳米管(CNT)、石墨、铜箔和导电聚合物的材料。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主体，其中所述电绝缘层是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材料、

乙酸酯材料、丙烯酸系材料、环氧树脂/玻璃纤维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材料、酚醛树脂材

料、聚碳酸酯材料、聚酯材料、聚氯乙烯(PVC)材料、聚醚酰亚胺(PEI)材料、聚酰亚胺材料、

电绝缘材料、聚苯乙烯泡沫、聚酯泡沫、聚氨酯泡沫和硅酮泡沫中的一种。

10.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主体，其中所述塑料膜具有选自聚酯材料、聚丙烯酸系材料、聚

碳酸酯材料和聚碳酸酯-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材料中的一种的材料。

11.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主体，其中通过选自旋涂技术、气相沉积技术、涂漆技术、凹版

印刷、丝网印刷和喷射沉积技术的技术将所述电绝缘层沉积在所述导电层上。

12.电子设备，其包括：

具有不平坦的部分的主体；和

附着在所述不平坦的部分上的天线元件，所述天线元件包括：

塑料膜；

沉积在所述塑料膜上的导电层；和

涂覆在所述导电层上的电绝缘层，

其中所述天线元件通过模外装饰(OMD)技术附着至所述不平坦的部分。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子设备，其中所述塑料膜具有选自聚酯材料、聚丙烯酸系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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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聚碳酸酯材料和聚碳酸酯-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材料中的一种的材料。

14.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子设备，其中所述主体具有导电材料和非导电材料中的一

种。

15.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子设备，其中通过选自旋涂技术、气相沉积技术、涂漆技术、

凹版印刷、丝网印刷和喷射沉积技术的技术将所述电绝缘层沉积在所述导电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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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电子设备的天线

[0001] 发明背景

[0002] 电子设备，诸如移动设备、平板电脑和计算机配备有用于无线通信的天线。随着技

术的进步，电子设备的外形尺寸已经减小。这导致电子设备中使用的组件(包括天线)的尺

寸减小。

[0003] 附图简述

[0004] 下文的详细描述参照附图，其中：

[0005] 图1图示说明了根据本发明主题的一个实例的嵌有天线元件的电子设备的示意

图。

[0006] 图2图示说明了根据本发明主题的一个实例的嵌有天线元件的电子设备的主体的

示意图。

[0007] 图3图示说明了根据本发明主题的另一实例的嵌有天线元件的电子设备的主体的

截面图。

[0008] 图4图示说明了根据本发明主题的另一实例的嵌有天线元件的电子设备的主体的

截面图。

[0009] 图5图示说明了根据本发明主题的另一实例的嵌有天线元件的电子设备的主体的

截面图。

[0010] 图6图示说明了根据本发明主题的一个实例的制造天线的方法。

[0011] 详细说明

[0012] 在电子设备中使用的天线已经从部署在电子设备的外表面处演变为包含在电子

设备的内部。通常，为了在电子设备的内表面上设置天线，天线由印刷电路上的图案化迹线

形成。然而，这样的天线性质上是刚性的，并且不能提供用于安装至电子设备的弯曲部分处

的柔性。

[0013] 在不平坦基底上制造天线的现有技术导致导电层的不均匀沉积。聚焦于制造刚性

天线的大多数现有技术不能与基底的不平坦表面一起使用。另外，由于不规则表面，安装在

这样的不规则表面上的天线的导电层仍然暴露于刮擦或腐蚀且易于刮擦或腐蚀。

[0014] 根据本发明主题的各个方面，本发明主题描述了天线元件、电子设备和制造这样

的天线元件的方法。在一个实例中，天线可以通过模外装饰(OMD)技术嵌在不平坦的基底或

不平坦的表面上。天线还可以包括保护导电层免受任何损坏的塑料膜。

[0015] 根据一个方面，天线的制造可以包括获得塑料膜。此外，可以将导电层沉积在所述

塑料膜的内表面上。所述塑料膜的内表面将处于内侧并且将附着至不平坦的基底。在一个

实例中，所述不平坦的基底可以是电子设备的主体的一部分。沉积在所述塑料膜上的导电

层(统称为天线元件)有助于发射或接收电磁能。

[0016] 在一个实例中，所述天线元件可以包括电绝缘层，以防止额外的电流流至导电层。

可以将电绝缘层涂覆在所述导电层的自由表面上。所述自由表面是在没有电绝缘层的情况

下被布置在不平坦表面上的表面。

[0017] 此后，可以通过模外装饰(OMD)技术将所述天线元件附着至不平坦的基底。OMD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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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可以包括使用高压真空将天线元件附着在不平坦的基底上。OMD技术为塑料膜提供光滑

的饰面(finish)。除了为天线提供美感之外，塑料膜还保护导电层免受损坏。此外，如此形

成的天线包括可以容易施加至基底的不规则表面的柔性天线元件。

[0018] 结合下面附图和下文的相关描述进一步描述以上方面。应注意，说明书和附图仅

说明了本发明主题的原理。此外，尽管未在本文中明确描述或示出，但是可以设计出体现本

发明主题的原理并且包括在其范围内的各种布置。参照图1-图6详细地阐述了描绘天线的

各种实施方式的体系的方式。

[0019] 图1图示说明了根据本发明主题的一个实例的嵌有天线元件106的电子设备100的

示意图。在一个实例中，电子设备100可以包括个人计算机(PC)、便携式电脑、平板PC、笔记

本电脑、移动电话等。电子设备100可以包括具有不平坦的部分104的主体102。不平坦的部

分104可以延伸通过电子设备100的主体102，或者可以位于主体102的特定区域处。主体102

的不平坦的部分104可以用作制造天线的不平坦的基底。在一个实例中，电子设备100可以

包括嵌在主体102的不平坦的部分104上的天线元件106。

[0020] 为了制造天线，可以通过模外装饰(OMD)技术将天线元件106连接至电子设备100

的主体102的不平坦的部分104。OMD技术使用高压真空将天线元件106附着在不平坦的部分

104上。在所述实例中，不平坦的部分104可以类似于连接天线元件106的不规则的基底。

[0021] 在一个实例中，天线元件106可以包括塑料膜108。此外，天线元件106可以包括沉

积在塑料膜108上的导电层110。导电层110有助于发射或接收电磁能。在一个实例中，可以

将导电层110沉积在塑料膜108的内表面处。因此，塑料膜108用作保护层以保护导电层110

免受腐蚀或刮擦。此外，塑料膜108为导电层110提供柔性以符合基底的任何形状或轮廓。

[0022] 在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天线元件106还可以包括电绝缘层112。可以将电绝缘

层112涂覆在导电层110上。塑料膜108为天线元件106提供柔性，由此实现将天线元件106连

接在不平坦的基底上，例如主体102的不平坦的部分104。在一个实例中，可以通过OMD技术

将天线元件106附着至主体102的不平坦的部分104。例如，通过施加热熔粘合剂层将天线元

件106连接至不平坦的部分104。此后，使主体102通过高压真空机以将天线元件106连接至

电子设备100的主体102。高压真空确保天线元件106紧密地附着至主体102。

[0023] 因此，OMD技术有助于将天线元件106均匀地附着在主体102的不平坦的部分104

上。参照图2-图5详细地阐述了电子设备100的组件，例如主体102。

[0024] 图2图示说明了根据本发明主题的一个实例的嵌有天线元件106的电子设备(例如

电子设备100)的主体102的示意图。在一个实例中，主体102可以由导电材料制成。导电材料

的实例可包括但不限于金属材料、碳纤维和导电复合材料。在另一示例性实施方式中，主体

102可以由非导电材料制成。非导电材料的实例可包括但不限于塑料材料、陶瓷材料和非导

电复合材料。

[0025] 在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主体102可以包括不平坦的部分104和附着至不平坦的

部分104的天线元件106。在一个实例中，不平坦的部分104可以被构造为凹面、凸面或任何

其他不规则的表面。此外，不平坦的部分104用作制造天线的基底。例如，不平坦的部分104

可以是移动电话、便携式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的外壳的内表面。

[0026] 此外，天线元件106可以包括连接至不平坦的部分104的导电层110。在一个实施方

式中，天线元件106可以包括多个导电层。在多个导电层的情况下，导电层可以具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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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导率。在一个实例中，导电层110可以具有选自金属、石墨烯、导电墨水、导电糊膏、树脂、

金属粉末、碳纳米管(CNT)、石墨、铜箔和导电聚合物的材料。

[0027] 在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导电层110可以包括沉积在导电层110上的电绝缘层

112。电绝缘层112可以防止额外的电流流至导电层110。可以将电绝缘层112沉积在导电层

110和主体102的不平坦的部分104的界面上。在一个实例中，电绝缘层112可以形成接触表

面，即，当可以将天线元件106附着至主体102时，将天线元件106布置在主体102的基底或不

平坦的部分104上的表面。

[0028] 在一个实例中，电绝缘层112可以具有选自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材料、乙

酸酯材料、丙烯酸系材料、环氧树脂/玻璃纤维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材料、酚醛树脂材料、

聚碳酸酯材料、聚酯材料、聚氯乙烯(PVC)材料、聚醚酰亚胺(PEI)材料、聚酰亚胺材料、电绝

缘材料、聚苯乙烯泡沫、聚酯泡沫、聚氨酯泡沫和硅酮泡沫的材料。

[0029] 在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可以通过选自旋涂技术、气相沉积技术、涂漆技术、凹

版印刷、丝网印刷或喷射沉积技术的技术来沉积导电层110和电绝缘层112。

[0030] 此外，天线元件106可以包括模塑在导电层110上的塑料膜108。因此，导电层110可

以被夹在塑料膜108和电绝缘层112之间。在一个实例中，塑料膜108具有选自聚酯材料、聚

丙烯酸系材料、聚碳酸酯材料或聚碳酸酯(PC)-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材料中的一种

的材料。此外，塑料膜108用作导电层110的保护性覆盖物。塑料膜108可以为天线元件106提

供柔性，由此无论基底的形状如何都能实现连接至任何基底。

[0031] 在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可以通过OMD技术将天线元件106附着至不平坦的部分

104。OMD技术采用高压真空将天线元件106附着至不平坦的部分104。例如，可以将主体102

放置在支撑托盘(未示出)上。此后，可以将天线元件106安装在不平坦的部分104上并放入

高压真空机中。真空的产生可以有助于将天线元件106与主体102连接。此外，塑料膜108可

以在高压下软化，由此提供连接天线元件106的柔性。

[0032] 在一个实例中，OMD技术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热成形工艺、气体压力、液压以及其

他将天线元件106连接至主体102的方式。OMD技术为塑料膜108提供光滑的饰面，由此也为

天线元件106提供美感。

[0033] 图3图示说明了根据本发明主题的一个实例的嵌有天线元件106的电子设备100的

主体102的截面图300。在一个实例中，主体102可以是移动电话、数码相机、便携式电脑等的

外壳。如前所述，主体102可以由导电材料或非导电材料制成。此外，主体102可以包括其上

连接有天线元件106的不平坦的部分104。在一个实例中，不平坦的部分104可以是移动电话

或便携式电脑的外壳内的具有不规则轮廓的任何内表面。

[0034] 在一个实例中，天线元件106可以包括塑料膜108。塑料膜108可以为天线元件106

提供柔性和美感。此外，可以将导电层110沉积在塑料膜108的内表面上(未示出)。导电层

110有助于发射或接收电磁能。内表面可以是可以附着至主体102的不平坦的部分104的表

面。

[0035] 将导电层110沉积在塑料膜108上，以形成天线元件106。然后可以通过使用热熔粘

合剂层302将天线元件106附着至主体102的不平坦的部分104。在一个实例中，热熔粘合剂

层302具有选自乙烯-乙酸乙烯酯(EVA)共聚物、聚酰胺、聚烯烃、苯乙烯共聚物、聚酯、聚氨

酯和基于橡胶的粘合剂的材料。热熔粘合剂层302可以有助于将天线元件106连接到任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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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基底，例如导电基底或非导电基底。

[0036] 此后，可以对天线元件106实施OMD技术，以将天线元件106紧密地附着至主体102

的不平坦的部分104。尽管天线元件106被描绘为附着在不平坦的部分104上，但天线元件

106可以在电子设备100的主体102上延伸。

[0037] 图4图示说明了根据本发明主题的另一实例的嵌有天线元件106的电子设备100的

主体102的截面图400。在该实例中，除了塑料膜108和导电层110之外，天线元件106还可以

包括电绝缘层112。可以将电绝缘层112涂覆在导电层110上，以形成天线元件106。在一个实

例中，可以通过选自旋涂技术、气相沉积技术、涂漆技术、凹版印刷、丝网印刷或喷射沉积技

术的技术来沉积导电层110。在一个实例中，塑料膜108用作导电层110的保护性覆盖物。

[0038] 在一个实例中，当天线元件106连接到不平坦的部分104时，电绝缘层112可以与主

体102的不平坦的部分104接触。塑料膜108和导电层110可以以与参照图3所述的相同的方

式布置。此外，可以以与参照图3所述的相同的方式将天线元件106附着至主体102的不平坦

的部分104。

[0039] 图5图示说明了根据本发明主题的另一实例的嵌有天线元件106的电子设备100的

主体102的截面图500。在该实例中，天线元件106可包括多个导电层。例如，天线元件106可

以包括导电层110、导电层502和导电层504。导电层502和导电层504可以以与导电层110的

沉积类似的方式沉积在塑料膜108上。

[0040]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可以将导电层502沉积在塑料膜108的内表面上。此外，可以将

导电层504沉积在导电层502的内表面上。最后，可以将导电层110沉积在导电层504的内表

面上。导电层110、导电层502和导电层504的排列顺序不旨在被解释为限制性的，导电层

110、导电层502和导电层504可以以任何合适的顺序排列。在一个实例中，塑料膜108和导电

层110、导电层502和导电层504可以形成天线元件106。

[0041] 在一个实例中，导电层502和导电层110可以由石墨烯制成。同时，导电层504可以

由铜箔制成。此外，导电层502和导电层110具有比导电层504更高的电导率。

[0042] 此外，可以将电绝缘层112涂覆在导电层110上，从而将电绝缘层112连接至主体

102的不平坦的部分104。可以以与参照图3所述的相同的方式将天线元件106连接至不平坦

的部分104。此外，如图3-图5所示的塑料膜108、导电层110、导电层502、导电层504、电绝缘

层112和粘合剂层302的厚度仅仅是示例性的，并且不应被解释为限制本发明主题的范围。

[0043] 图6图示说明了根据本发明主题的各种实例的制造天线的方法600。如此形成的天

线包括柔性天线元件106，其可以附着至不平坦的基底，例如电子设备100的主体102的不平

坦的部分104。在一个实例中，不平坦的基底可以被构造为凹面、凸面或任何其他不规则的

表面。描述方法600的顺序不旨在被解释为限制性的，并且可以以任何适当的顺序组合任何

数量的所描述的方法方框以执行方法600或另一类似的方法。另外，在不脱离本文所述的主

题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从方法600中删除单个的方框。

[0044] 参见方框602，获得塑料膜108。塑料膜108用作保护层，以保护导电层110免受腐蚀

或刮擦。

[0045] 在方框604处，将导电层110沉积在塑料膜108上。在一个实例中，可以将导电层110

沉积在塑料膜108的内表面上。所述内表面可以是处于内侧并且将附着至主体102的不平坦

的部分104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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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在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可以将电绝缘层112涂覆在导电层110上，以形成天线

元件，例如天线元件106。在一个实例中，可以将电绝缘层112涂覆在导电层110和不平坦的

基底(例如不平坦的部分104)的界面上。

[0047] 在方框606处，可以将天线元件106附着至不平坦的基底。在一个实例中，可以通过

模外装饰(OMD)技术将天线元件106附着至不平坦的部分104。OMD技术可以包括使用高压真

空来附着天线元件106。在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所述附着可以包括将热熔粘合剂层施加

在不平坦的基底上，例如不平坦的部分104。例如，通过施加热熔粘合剂层将天线元件106连

接至不平坦的部分104。此后，使主体102通过高压真空机，以将天线元件106连接至电子设

备100的主体102。

[0048] 在一个实例中，OMD技术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热成形工艺、气体压力、液压以及其

他附着天线元件106的方式。OMD技术软化塑料膜108，由此塑料膜108为天线元件106提供柔

性。此外，OMD技术确保天线元件106可以容易地连接至不平坦的部分104。

[0049] 尽管已经用结构特征和/或方法专用的语言描述了嵌有天线元件的主体102和电

子设备100以及制造天线的方法600的实施方式，但是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主题不必受限

于所描述的具体特征或方法。而是在嵌有天线元件的主体102和电子设备100以及制造天线

的方法600的若干示例性实施方式的背景下公开并解释了具体特征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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