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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

件的模切系统，该系统包括贴合单元、一冲模切

单元、二冲模切单元、三冲模切单元和收尾单元，

贴合单元(1)包括初级承载料带放料辊(11)和辅

助离型膜放料辊(15)；二冲模切单元(3)包括提

手离型膜放料辊(31)和低粘底膜放料辊(32)；三

冲模切单元(4)包括最终承载料带放料辊(4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辅材消耗少、

操作较简单、生产效率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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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沿料带传输方向依次

包括贴合单元、一冲模切单元、二冲模切单元、三冲模切单元和收尾单元，所述的贴合单元

包括初级承载料带放料辊(11)和辅助离型膜放料辊(15)，所述的初级承载料带放料辊(11)

放卷出初级承载料带，所述的辅助离型膜放料辊(15)放卷出辅助离型膜；所述的二冲模切

单元包括提手离型膜放料辊(31)和低粘底膜放料辊(32)；所述的提手离型膜放料辊(31)放

卷出提手离型膜，所述的低粘底膜放料辊(32)放卷出低粘底膜；所述的三冲模切单元包括

最终承载料带放料辊(41)，所述的最终承载料带放料辊(41)放卷出最终承载料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贴合单元还包括双面胶带放料辊(12)和双面胶原膜收料辊(14)，所述的双面胶带放料辊

(12)放卷出双面胶带，该双面胶带包括双面胶和双面胶原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一冲模切单元包括一冲模切机(2)和第一排废辊(2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一冲模切机(2)上设有刀具，该刀具膜切出的图形与双面胶被膜切形成的图案相匹配；该刀

具自下而上进行膜切，膜切层次依次包括辅助离型膜和双面胶，刀具模切后的刀印保留在

初级承载料带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二冲模切单元还包括二冲模切机(3)、第二排废辊(34)和低粘底膜放料辊(32)；所述的低粘

底膜放料辊(32)放卷出低粘底膜，该低粘底膜贴合在提手离型膜下方。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二冲模切机(3)上设有刀具，该刀具膜切出的图形与提手离型膜被膜切形成的图案相匹配；

该刀具自上而下进行膜切，膜切层次依次包括初级承载料带、双面胶和提手离型膜，刀具膜

切后的刀印保留在低粘底膜上。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二冲模切单元还包括排废胶带放料辊(35)、排废胶带压料辊(36)和排废胶带排废辊(37)。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三冲模切单元还包括三冲模切机(4)和第三排废辊(43)。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三冲模切机(4)上设有阴刻治具，该阴刻治具上设有刀片，刀片模切出的形状与测试件的形

状一致，该阴刻治具一次模切出多个测试件，刀片自上而下进行膜切，膜切层次包括最终承

载料带、双面胶和提手离型膜，刀片膜切后的刀印保留在低粘底膜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收尾单元包括运料辊(52)，所述的运料辊(52)将测试件运往测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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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模切件加工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双面胶模切件一般自上而下包括提手离型膜、双面胶和料带离型膜，如图6，由于

不同剥离力的离型膜和不同粘性的双面胶材料的存在，使得生产出的模切件品质参差不

齐，所以需要对每款模切件产品都要经过粘性或者剥离力测试，来综合评判模切件各个原

材料是否符合标准，能否继续投入生产。以双面胶模切件为例，根据GB-T  2792规定，待测试

的测试件需要裁剪成20或25mm宽度，长度约200mm的长条形。

[0003] 传统的模切治具为阳刻模切治具，如图10，由于离型膜由于静电作用容易粘在治

具上，使得模切裁剪不顺利，并且，阳刻模切治具一次性只能模切出一个标准件，假如想要

一次性同时模切出多个模切件来，则必须将多个阳刻模切治具并排排列，但这样一来，各个

治具之间又无法形成连接，因为一旦连接起来，连接处就会影响模切过程，这样就只能一条

一条的去模切，比较麻烦。

[0004] 同时，测试件放置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剥离不良，使得测试件加工好以后进行的测

试结果与测试件放置一段时间测试的结果很不一致，上述剥离不良也会导致测试件放置一

段时间后失效，而这些在测试的时候往往又检查不出来，使得测试结果与放置一段时间后

测试的结果不一致，会误导真正生产线的生产过程，为保证测试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本

实用新型拟打造一台能克服剥离不良的标准模切测试件的生产系统，既保证测试结果的一

致性和稳定性，使待测试件可以长时间放置，又可以指导相应的模切件产品生产线，避免生

产出不能放置太久的劣质产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辅材消耗

少、操作较简单、裁剪效率高、克服剥离不良的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

[0006] 经研究发现，双面胶之所以能从提手离型膜或料带离型膜上自如地取下或粘贴，

是因为提手离型膜和料带离型膜上与双面胶之间有一层薄薄的硅油层，在双面胶模切件加

工时，会使用仿型产品的刀具从提手离型膜面往下膜切，膜切层次依次包括提手离型膜和

双面胶，如图8，在模切时，由于提手离型膜被切穿，使得这层硅油层会受到破坏，破坏后的

硅油层形成刀印随着模切刀滞留在料带离型膜上，由于刀印的存在会对料带离型膜上的硅

油层形成溶解腐蚀作用，导致料带离型膜上的硅油层被溶解失效，此双面胶模切件放置1-2

个月后，无法从料带离型膜上取下，造成剥离不良，使得刚刚模切出的测试件的测试结果与

放置一段时间后测试的结果不一致。

[0007] 同理，从料带离型膜面往上膜切，如图9，膜切层次依次包括料带离型膜和双面胶，

切刀滞留在提手离型膜上，由于刀印的存在会对提手离型膜上的硅油层形成溶解腐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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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导致提手离型膜上的硅油层被溶解失效，此双面胶模切件放置1-2个月后，无法从提手

离型膜上取下，造成剥离不良，使得刚模切出的测试件的测试结果与放置一段时间后测试

的结果不一致。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9] 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该系统沿料带传输方向依次包括贴合单

元、一冲模切单元、二冲模切单元、三冲模切单元和收尾单元，所述的贴合单元包括初级承

载料带放料辊和辅助离型膜放料辊，所述的初级承载料带放料辊放卷出初级承载料带，所

述的辅助离型膜放料辊放卷出辅助离型膜；所述的二冲模切单元包括提手离型膜放料辊和

低粘底膜放料辊；所述的提手离型膜放料辊放卷出提手离型膜，所述的低粘底膜放料辊放

卷出低粘底膜；所述的三冲模切单元包括最终承载料带放料辊，所述的最终承载料带放料

辊放卷出最终承载料带；

[0010] 经贴合单元后，初级承载料带贴合在双面胶上方，辅助离型膜贴合在双面胶下方，

形成一级料带；一级料带经过一冲模切单元后，模切出双面胶图案，并将辅助离型膜废料排

出，形成二级料带；二级料带经二冲模切单元后，低粘底膜和提手离型膜依次贴合在双面胶

下方，二级料带上的双面胶和提手离型膜被模切出离型膜图案，并将废料排出，形成三级料

带；三级料带经三冲模切单元后，最终承载料带贴合在双面胶上方，模切成测试件的大小，

并将承载料带废料排出，形成测试件；测试件经收尾单元后，运往测试区域进行测试。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贴合单元还包括双面胶带放料辊和双面胶原膜收料辊，所述的

双面胶带放料辊放卷出双面胶带，该双面胶带包括双面胶和双面胶原膜；

[0012] 所述的初级承载料带放料辊放卷出初级承载料带，该初级承载料带贴合在双面胶

带上方，双面胶原膜收料辊将双面胶原膜剥离，所述的辅助离型膜贴合在双面胶下方，形成

一级料带。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一冲模切单元包括一冲模切机和第一排废辊；

[0014] 一级料带经一冲模切机膜切后，双面胶被膜切形成模切件图案，所述的第一排废

辊将膜切后形成的双面胶边框废料和被模切的辅助离型膜收卷排出，形成二级料带。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一冲模切机上设有刀具，该刀具膜切出的图形与双面胶被膜切

形成的图案相匹配；该刀具自下而上进行膜切，膜切层次依次包括辅助离型膜和双面胶，刀

具模切后的刀印保留在初级承载料带上。虽然刀印保留在初级承载料带上，但初级承载料

带会在后续的工序中被排出，被替换上最终承载料带，因此该刀印被排出，因而没有出现在

最终测试件上。

[0016] 由于本模切系统先模切双面胶，再模切提手离型膜，最后还要模切最终承载料带，

且最终测试件的提手离型膜仅仅在长度上比双面胶长一些，宽度一样，为了防止最终测试

件的双面胶比提手离型膜窄，以及防止长度无法达标，那么在这一步模切时，将长度和宽度

多保留一些，在后续膜切时，将剩余的长度和宽度切掉，使得双面胶和提手离型膜的宽度严

格保持一致，且长度能够达标。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的二冲模切单元还包括二冲模切机、第二排废辊和低粘底膜放料

辊；所述的低粘底膜放料辊放卷出低粘底膜，该低粘底膜贴合在提手离型膜下方；

[0018] 二级料带经二冲模切机膜切后，双面胶和提手离型膜被膜切形成模切件图案，所

述的第二排废辊将膜切后形成的轮廓废料收卷排出，形成三级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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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进一步地，所述的二冲模切机上设有刀具，该刀具膜切出的图形与提手离型膜被

膜切形成的图案相匹配；该刀具自上而下进行膜切，膜切层次依次包括初级承载料带、双面

胶和提手离型膜，刀具膜切后的刀印保留在低粘底膜上。虽然刀印保留在低粘底膜上，但这

个刀印并没有存在于提手离型膜与双面胶之间，且低粘底膜会在测试前被排出，因此该刀

印被排出，没有出现在最终测试件上，所以说本系统生产出的测试件的双面胶两面都不会

有刀印。

[0020] 进一步地，所述的二冲模切单元还包括排废胶带放料辊、排废胶带压料辊和排废

胶带排废辊；

[0021] 所述的排废胶带排废辊放卷出排废胶带，所述的排废胶带压料辊将排废胶带辊压

在经二冲模切机模切后的二级料带上，该排废胶带与初级承载料带废料贴合，所述的排废

胶带排废辊将排废胶带与初级承载料带废料一并收卷排出，形成三级料带。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的三冲模切单元还包括三冲模切机和第三排废辊；

[0023] 三级料带经三冲模切机膜切后，所述的第三排废辊将膜切后形成的废料收卷排

出，形成测试件；

[0024] 进一步地，所述的三冲模切机上设有阴刻治具，该阴刻治具上设有刀片，刀片模切

出的形状与测试件的形状一致，该阴刻治具一次模切出多个测试件，刀片自上而下进行膜

切，膜切层次包括最终承载料带、双面胶和提手离型膜，刀片膜切后的刀印保留在低粘底膜

上。虽然刀印保留在低粘底膜上，但这个刀印并没有存在于提手离型膜与双面胶之间，且低

粘底膜会在测试前被排出，因此该刀印被排出，没有出现在最终测试件上，所以说本系统生

产出的测试件的双面胶两面都不会有刀印。

[0025] 进一步地，所述的收尾单元包括运料辊，运料辊将测试件运往测试区域，测试前需

要一个低粘底膜收料辊将低粘底膜放料辊放卷出的低粘底膜收卷排出，以便测试。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27] (1)本实用新型通过膜切方向的调整，将刀印保留在容易被排出替换的料带膜上，

为生产无刀印测试件打下坚实的基础；

[0028] (2)本实用新型生产出无刀印测试件，即在提手离型膜或者料带离型膜都没留有

刀印，提手离型膜和最终承载料带与双面胶之间不存在刀印，使得刚模切好的测试件的测

试结果与测试件放置一段时间的测试结果偏差缩小，也可以指导模切件产品的生产方式，

使生产出质量更好的双面胶模切件；

[0029] (3)本实用新型辅材消耗少，仅需要用和测试件长度相同的排废胶带和辅助离型

膜进行辅助生产，大大降低了生产原材料成本；

[0030] (4)多种原材料可以通过本系统组合不同的测试件进行测试，测试件产率高，测试

结果稳定性好，不同种类的测试件便于综合分析；

[0031] (5)采用能一次性模切出多个测试件的阴刻治具代替阳刻治具进行模切，成倍提

高了模切效率。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实施例中生产系统示意图；

[0033] 图2为一冲模切机上的刀具模切出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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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图3为二冲模切机上的刀具模切出的图形；

[0035] 图4为二级料带被二冲模切机上的刀具模切后的图形；

[0036] 图5为二级料带被二冲模切机上的刀具模切并排废后的图形；

[0037] 图6为实施例中阴刻治具示意图；

[0038] 图7为待测试的测试件侧视图；

[0039] 图8为现有技术自上而下的模切件层次示意图；

[0040] 图9为现有技术自下而上的模切件层次示意图；

[0041] 图10为现有技术阳刻治具示意图；

[0042] 图中标号所示：初级承载料带放料辊11、双面胶带放料辊12、双面胶原膜收料辊

14、辅助离型膜放料辊15、一冲模切机2、第一排废辊22、二冲模切机3、提手离型膜放料辊

31、低粘底膜放料辊32、第二排废辊34、排废胶带放料辊35、排废胶带压料辊36、排废胶带排

废辊37、三冲模切机4、最终承载料带放料辊41、第三排废辊43、运料辊52。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44] 实施例

[0045] 经研究发现，双面胶之所以能从提手离型膜或料带离型膜上自如地取下或粘贴，

是因为提手离型膜和料带离型膜上与双面胶之间有一层薄薄的硅油层，在双面胶模切件加

工时，会使用仿型产品的刀具从提手离型膜面往下膜切，膜切层次依次包括提手离型膜和

双面胶，如图8，在模切时，由于提手离型膜被切穿，使得这层硅油层会受到破坏，破坏后的

硅油层形成刀印随着模切刀滞留在料带离型膜上，由于刀印的存在会对料带离型膜上的硅

油层形成溶解腐蚀作用，导致料带离型膜上的硅油层被溶解失效，此双面胶模切件放置1-2

个月后，无法从料带离型膜上取下，造成剥离不良，使得刚刚模切出的测试件的测试结果与

放置一段时间后测试的结果不一致。

[0046] 同理，从料带离型膜面往上膜切，如图9，膜切层次依次包括料带离型膜和双面胶，

切刀滞留在提手离型膜上，由于刀印的存在会对提手离型膜上的硅油层形成溶解腐蚀作

用，导致提手离型膜上的硅油层被溶解失效，此双面胶模切件放置1-2个月后，无法从提手

离型膜上取下，造成剥离不良，使得刚模切出的测试件的测试结果与放置一段时间后测试

的结果不一致。

[0047] 一种标准双面胶模切测试件的模切系统，如图1，该系统沿料带传输方向依次包括

贴合单元、一冲模切单元、二冲模切单元、三冲模切单元和收尾单元，贴合单元包括初级承

载料带放料辊11和辅助离型膜放料辊15，初级承载料带放料辊11放卷出初级承载料带，辅

助离型膜放料辊15放卷出辅助离型膜；二冲模切单元包括提手离型膜放料辊31和低粘底膜

放料辊32；提手离型膜放料辊31放卷出提手离型膜，低粘底膜放料辊32放卷出低粘底膜；三

冲模切单元包括最终承载料带放料辊41，最终承载料带放料辊41放卷出最终承载料带；

[0048] 经贴合单元后，初级承载料带贴合在双面胶上方，辅助离型膜贴合在双面胶下方，

形成一级料带；一级料带经过一冲模切单元后，模切出双面胶图案，并将辅助离型膜废料排

出，形成二级料带；二级料带经二冲模切单元后，低粘底膜和提手离型膜依次贴合在双面胶

下方，二级料带上的双面胶和提手离型膜被模切出离型膜图案，并将废料排出，形成三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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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三级料带经三冲模切单元后，最终承载料带贴合在双面胶上方，模切成测试件的大小，

并将承载料带废料排出，形成测试件；测试件经收尾单元后，运往测试区域进行测试。

[0049] 贴合单元还包括双面胶带放料辊12和双面胶原膜收料辊14，双面胶带放料辊12放

卷出双面胶带，该双面胶带包括双面胶和双面胶原膜；初级承载料带放料辊11放卷出初级

承载料带，该初级承载料带贴合在双面胶带上方，双面胶原膜收料辊14将双面胶原膜剥离，

辅助离型膜贴合在双面胶下方，形成一级料带。

[0050] 一冲模切单元包括一冲模切机2和第一排废辊22；一级料带经一冲模切机2膜切

后，双面胶被膜切形成模切件图案，第一排废辊22将膜切后形成的双面胶边框废料和被模

切的辅助离型膜收卷排出，形成二级料带。一冲模切机2上设有刀具，该刀具膜切出的图形

与双面胶被膜切形成的图案相匹配，如图2；该刀具自下而上进行膜切，膜切层次依次包括

辅助离型膜和双面胶，刀具模切后的刀印保留在初级承载料带上。虽然刀印保留在初级承

载料带上，但初级承载料带会在后续的工序中被排出，被替换上最终承载料带，因此该刀印

被排出，因而没有出现在最终测试件上。

[0051] 由于本模切系统先模切双面胶，再模切提手离型膜，最后还要模切最终承载料带，

且最终测试件的提手离型膜仅仅在长度上比双面胶长一些，宽度一样，为了防止最终测试

件的双面胶比提手离型膜窄，以及防止长度无法达标，那么在这一步模切时，将长度和宽度

多保留一些，在后续膜切时，将剩余的长度和宽度切掉，使得双面胶和提手离型膜的宽度严

格保持一致，且长度能够达标。

[0052] 二冲模切单元还包括二冲模切机3、第二排废辊34和低粘底膜放料辊32；低粘底膜

放料辊32放卷出低粘底膜，该低粘底膜贴合在提手离型膜下方；二级料带经二冲模切机3膜

切后，双面胶和提手离型膜被膜切形成模切件图案，如图4，第二排废辊34将膜切后形成的

轮廓废料收卷排出，如图5，形成三级料带；二冲模切机3上设有刀具，该刀具膜切出的图形

与提手离型膜被膜切形成的图案相匹配，如图3；该刀具自上而下进行膜切，膜切层次依次

包括初级承载料带、双面胶和提手离型膜，刀具膜切后的刀印保留在低粘底膜上。虽然刀印

保留在低粘底膜上，但这个刀印并没有存在于提手离型膜与双面胶之间，且低粘底膜会在

测试前被排出，因此该刀印被排出，没有出现在最终测试件上，所以说本系统生产出的测试

件的双面胶两面都不会有刀印。二冲模切单元还包括排废胶带放料辊35、排废胶带压料辊

36和排废胶带排废辊37；排废胶带排废辊37放卷出排废胶带，排废胶带压料辊36将排废胶

带辊压在经二冲模切机3模切后的二级料带上，该排废胶带与初级承载料带废料贴合，排废

胶带排废辊37将排废胶带与初级承载料带废料一并收卷排出，形成三级料带。

[0053] 三冲模切单元还包括三冲模切机4和第三排废辊43；三级料带经三冲模切机4膜切

后，第三排废辊43将膜切后形成的废料收卷排出，形成测试件；三冲模切机4上设有阴刻治

具，如图6，该阴刻治具上设有刀片，刀片模切出的形状与测试件的形状一致，该阴刻治具一

次模切出多个测试件，刀片自上而下进行膜切，膜切层次包括最终承载料带、双面胶和提手

离型膜，刀片膜切后的刀印保留在低粘底膜上。虽然刀印保留在低粘底膜上，但这个刀印并

没有存在于提手离型膜与双面胶之间，且低粘底膜会在测试前被排出，因此该刀印被排出，

没有出现在最终测试件上，所以说本系统生产出的测试件的双面胶两面都不会有刀印。

[0054] 收尾单元包括运料辊52，运料辊52将测试件运往测试区域，测试前需要一个低粘

底膜收料辊将低粘底膜放料辊32放卷出的低粘底膜收卷排出，以便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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