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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撕膜装置及使用方法，该种

撕膜装置包括：吸嘴、通气管道、处理模块，所述

吸嘴设置在待撕除膜的上方，所述吸嘴通过所述

通气管道与所述处理模块连接，所述处理模块用

于通过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吸附力，以

使所述待撕除膜在所述吸嘴的吸附力的作用下

从显示面板的焊接区域剥离。本发明的撕膜装置

及使用方法，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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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吸嘴、通气管道、处理模块，所述吸嘴设置在待撕除膜的上方，所述吸嘴通过所述通气

管道与所述处理模块连接，所述处理模块用于通过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吸附力，

以使所述待撕除膜在所述吸嘴的吸附力作用下从显示面板的焊接区域剥离，所述吸嘴具有

吸附面，所述吸附面的面积大于所述待撕除膜的面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模块还用于收集剥离后的待撕除膜，所述剥离后的待撕除膜在吸附力作用下

沿所述吸嘴和所述通气管道收集至所述处理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模块包括吸力提供单元和收集单元，所述吸力提供单元用于通过所述通气管

道向所述吸嘴提供吸附力，所述收集单元用于收集所述剥离后的待撕除膜。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吸力提供单元具体用于通过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真空吸附力。

5.一种使用撕膜装置进行撕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撕膜装置包括：

吸嘴、通气管道、处理模块，所述吸嘴设置在待撕除膜的上方，所述吸嘴通过所述通气

管道与所述处理模块连接，所述处理模块用于通过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吸附力，

以使所述待撕除膜在所述吸嘴的吸附力作用下从显示面板的焊接区域剥离；

所述方法包括：

将所述吸嘴与所述待撕除膜对位；所述吸嘴具有吸附面，所述吸附面的面积大于所述

待撕除膜的面积；

通过所述处理模块沿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吸附力，并使用吸嘴吸附所述待撕

除膜，以将所述待撕除膜从显示面板的焊接区域剥离。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使用撕膜装置进行撕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

括：

通过所述处理模块收集剥离后的所述待撕除膜。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使用撕膜装置进行撕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剥离后的待撕除膜在所述吸附力的作用下沿所述吸嘴和所述通气管道收集至所

述处理模块。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使用撕膜装置进行撕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通过所述处

理模块沿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吸附力的步骤包括：

通过所述处理模块沿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真空吸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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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撕膜装置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显示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撕膜装置及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显示技术的进步，柔性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  Flexible)显示屏幕逐渐成为

主流显示技术，在柔性有机发光二极管的制造过程中，焊接区域(bonding  pad)保护膜的去

除与收集是面板切割(cell  cutting)制程的关键单元，直接影响后续绑定(bongding)制程

的成功率，也即，焊接区域(bonding  pad)保护膜的去除会影响柔性OLED的制程。

[0003] 目前，焊接区域(bonding  pad)保护膜的去除第一种方式是，采用滚筒用胶带贴附

的方式去除，如图1至3所示，柔性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11上设置有显示区域的保护膜

12和焊接区域的保护膜13，具体地前轮14下压使胶带16与保护膜13接触，后轮15顺时针转

动，先使保护膜13被剥离3-5mm，两轮水平向左移动，前轮14负责贴胶，后轮15负责起膜，剥

离过程中保护膜13成S型，保护膜13剥离完毕后通过胶带16的传动进行运输收集。但是这种

方式由于需要定期更换胶带，降低了产能，增加了生产成本。

[0004] 第二种方式是用针将保护膜挑起后，用夹子夹走。如图4和5所示，使用针(pin)17

将保护膜13的一端挑起，之后再使用夹子18向上夹持保护膜13以将其剥离。但是这种方式，

容易造成pin上残留黏着剂，造成二次污染，其次夹子夹持过程中容易使保护膜掉落。

[0005]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撕膜装置及使用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撕膜装置及使用方法，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撕膜装置，其包括：

[0008] 吸嘴、通气管道、处理模块，所述吸嘴设置在待撕除膜的上方，所述吸嘴通过所述

通气管道与所述处理模块连接，所述处理模块用于通过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吸附

力，以使所述待撕除膜在所述吸嘴的吸附力作用下从显示面板的焊接区域剥离。

[0009] 在本发明的撕膜装置中，所述处理模块还用于收集剥离后的待撕除膜，所述剥离

后的待撕除膜在吸附力作用下沿所述吸嘴和所述通气管道收集至所述处理模块。

[0010] 在本发明的撕膜装置中，所述处理模块包括吸力提供单元和收集单元，所述吸力

提供单元用于通过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吸附力，所述收集单元用于收集所述剥离

后的待撕除膜。

[0011] 在本发明的撕膜装置中，所述吸力提供单元具体用于通过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

嘴提供真空吸附力。

[0012] 在本发明的撕膜装置中，所述吸嘴具有吸附面，所述吸附面的面积大于所述待撕

除膜的面积。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使用撕膜装置进行撕膜的方法，其中所述撕膜装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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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吸嘴、通气管道、处理模块，所述吸嘴设置在待撕除膜的上方，所述吸嘴通过所述

通气管道与所述处理模块连接，所述处理模块用于通过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吸附

力，以使所述待撕除膜在所述吸嘴的吸附力作用下从显示面板的焊接区域剥离；

[0015] 所述方法包括：

[0016] 将所述吸嘴与所述待撕除膜对位；

[0017] 通过所述处理模块沿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吸附力，并使用吸嘴吸附所述

待撕除膜，以将所述待撕除膜从显示面板的焊接区域剥离。

[0018] 在本发明的使用撕膜装置进行撕膜的方法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0019] 通过所述处理模块收集剥离后的所述待撕除膜。

[0020] 在本发明的使用撕膜装置进行撕膜的方法中，所述剥离后的所述待撕除膜在所述

吸附力的作用下沿所述吸嘴和所述通气管道收集至所述处理模块。

[0021] 在本发明的使用撕膜装置进行撕膜的方法中，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0022] 所述吸嘴具有吸附面，所述吸附面的面积大于所述待撕除膜的面积。

[0023] 在本发明的使用撕膜装置进行撕膜的方法中，所述通过所述处理模块沿所述通气

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吸附力的步骤包括：

[0024] 通过所述处理模块沿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真空吸附力。

[0025] 本发明的撕膜装置及使用方法，由于通过自动化的撕膜装置采用吸附方式剥离焊

接区域的保护膜，因此可以简化制程工艺，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降低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现有第一种剥离方法的开始剥离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现有第一种剥离方法的剥离过程中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现有第一种剥离方法的剥离完成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现有第二种剥离方法的第一步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现有第二种剥离方法的第二步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为本发明的撕膜方法的第一步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为本发明的撕膜方法的第二步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8为本发明的撕膜方法的第三步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9为本发明的处理模块的优选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各实施例的说明是参考附加的图式，用以例示本发明可用以实施的特定实施

例。本发明所提到的方向用语，例如「上」、「下」、「前」、「后」、「左」、「右」、「内」、「外」、「侧面」

等，仅是参考附加图式的方向。因此，使用的方向用语是用以说明及理解本发明，而非用以

限制本发明。在图中，结构相似的单元是以相同标号表示。

[0036] 请参照图6至9，图6为本发明的撕膜方法的第一步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如图6和7所示，本发明的撕膜装置20用于剥离焊接区域的保护膜13，其中，柔性有

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11上设置有显示区域的保护膜12和焊接区域的保护膜13，该撕膜装

置20包括吸嘴21、通气管道22、处理模块23，所述吸嘴21设置在待撕除膜13的上方，所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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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21通过所述通气管道22与所述处理模块23连接，所述处理模块23用于通过所述通气管道

向所述吸嘴21提供吸附力，以使所述待撕除膜13在所述吸嘴21的吸附力的作用下被剥离，

也即使所述待撕除膜13从显示面板的焊接区域剥离。

[0038] 其中，为了提高吸附的效率，所述吸嘴21具有吸附面211，该吸附面211靠近所述待

撕除膜13侧，所述吸附面211的面积大于所述待撕除膜13的面积。优选地，为了提高吸附的

效果，所述吸附面211的面积略大于所述待撕除膜13的面积，也即所述吸附面211的面积与

所述待撕除膜13的面积之间的差值位于预设范围内。

[0039] 如图8所示，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处理模块23还用于收集所述剥离后的待撕除膜

13，所述剥离后的所述待撕除膜13在吸附力作用下沿所述吸嘴21和所述通气管道22收集至

所述处理模块23。

[0040] 优选地，如图9所示，所述处理模块23包括吸力提供单元231和收集单元232，所述

吸力提供单元231用于通过所述通气管道22向所述吸嘴21提供吸附力，所述收集单元232用

于收集剥离后的所述待撕除膜13。

[0041] 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吸力提供单元231为抽气单元，也即所述吸力提供单元231

具体用于通过所述通气管道22向所述吸嘴21提供真空吸附力。

[0042]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使用撕膜装置进行撕膜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43] S101、将所述吸嘴与所述待撕除膜对位；

[0044] 例如，如图6所示，向下移动撕膜装置20，使显示面板的焊接区域与吸嘴21的位置

对应，进而使得待撕除膜13(焊接区域的保护膜)与吸嘴21对应，以方便撕除该焊接区域的

保护膜。

[0045] S102、通过所述处理模块沿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吸附力，并使用吸嘴吸

附所述待撕除膜，以将所述待撕除膜从显示面板的焊接区域剥离。

[0046] 例如，所述处理模块23开始向外(也即远离待撕除膜侧)抽气，抽气方向如图7中箭

头所示，从而使得吸嘴21产生真空吸附力，之后，吸嘴21再吸附所述待撕除膜13，进而将所

述待撕除膜13从显示面板的焊接区域剥离。

[0047] 优选地，为了方便后续制程，提高生产效率，所述方法还可包括：

[0048] S103、通过所述处理模块收集剥离后的所述待撕除膜。

[0049] 如图8所示，通过所述处理模块23将撕除后的待撕除膜13收集到模块内。在收集完

毕后，向上移动所述撕膜装置20，使所述吸嘴21远离所述显示面板，之后处理模块23停止抽

气。

[0050] 其中，所述剥离后的所述待撕除膜具体是在所述吸附力的作用下沿所述吸嘴21和

所述通气管道22收集至所述处理模块23。

[0051] 其中，为了提高吸附的效率，所述吸嘴21具有吸附面211，所述吸附面211的面积大

于所述待撕除膜13的面积。

[0052] 优选地，为了提高吸附的效果，所述吸附面211的面积略大于所述待撕除膜13的面

积，也即所述吸附面211的面积与所述待撕除膜13的面积之间的差值位于预设范围内。

[0053] 其中，所述通过所述处理模块沿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吸附力，也即步骤

S102包括：

[0054] S1021、通过所述处理模块沿所述通气管道向所述吸嘴提供真空吸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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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也即所述处理模块23具体用于通过所述通气管道22向所述吸嘴21提供真空吸附

力。

[0056] 本发明的撕膜装置及使用方法，由于通过自动化的撕膜装置采用吸附方式剥离焊

接区域的保护膜，因此可以简化制程工艺，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降低生产成本。

[0057] 综上所述，虽然本发明已以优选实施例揭露如上，但上述优选实施例并非用以限

制本发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均可作各种更动与润

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界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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