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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言言::  
“只是揭下隔离纸进行粘合就行了。” 
由于如此简单，在安装 HONDA 纯正用品时，经常要用到双面胶。 
安装作业者平时若无其事地进行粘合，而一些用品安装的熟练工稍微的

看一下安装说明书，就已经完成安装作业了。 
但是，本来是用螺栓、螺母来进行固定的，却使用了双面胶，而且还具

备相应的持久性和可靠性，理应有相当的技术诀窍。 
 
此讲座将对大家意想不到的、似懂非懂的双面胶的相关知识进行讲解，

尽量让大家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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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双面胶，从工业用的到办公用的，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现

在就在用品上常用的、中间层有缓冲泡沫塑料（有一定厚度具弹性）

的双面胶进行说明。 

在用品上经常看到的双面胶一般使用“KIKUSUI”品牌的商品名称

为“丙烯泡沫粘胶带”的双面胶。 

 

 

  

 

 

 

 

HONDA 纯正用品在下列产品上使用双面胶。 

 车门雨挡 

内饰面板 

金色微标 

保险杠护板 

门边踏板盖 

保险杠角位保护胶条 

车身护条 

车门后视镜罩 

彩色后视镜等等 

（其它例如在裙板辅助安装时也使用双面胶） 

不管哪种双面胶，在外观上其颜色、厚度和宽度都不一样，而

且要根据被粘合材料和使用的环境来选定最合适的粘合剂，如果把

尺寸和颜色的差异也算进去，有几十种的双面胶在不同的场合使用。 

构   造 



 

如前项所述，双面胶因被粘合材料的不同，会有容易粘合或粘

不住的所谓相适性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如果按照安装说明书来进行安装作业，是完全没

有必要考虑这些相适性的问题的，但实际上由于这些性质的存在，

有时也会发生“剥落”异常现象。 

下图为普通级别的丙烯泡沫粘合性能的相适性方面的简易表示

图。 

 请留意上图的“PP”和“EPDM” 

PP 用于仪表板等上，EPDM 用于奥得赛和里程车等的车门饰板上，

而内饰板面板、车门雨挡分别通过双面胶安装在这些材料上。 

如上图所示，由于相适性不好，即使就那样粘上了也会剥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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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PP”和“EPDM”等相适性不好的材料上粘合双面胶时，通过

被粘合材料的表面涂底漆，能够确保有足够的粘合强度。 

现在，与 HONDA ACCESS 商品随附的底漆有 2 种。 

小瓶装的液体状态的物质为“K-500”底漆， 

湿纸币形状的物体为“N-200”底漆。 

 
底漆是树脂类的原材料通过甲笨稀释成的液体，对应使用的目的改变

原材料和稀释率而成为一种商品。 

在被粘合材料上涂底漆后，底漆与空气中湿气发生反应而硬化，在被

粘合村料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膜。 

成了涂膜的底漆，由于它本身粘性良好，所以双面胶能强有力地粘合住。 

 

 

 

 

 

 

 “K-500”与“N-200”不单包装容器外观不一样，它们所适合的

这些名称分别是前

述“住友 3M”公司

的商品名称。 



被粘贴的材料的作用也有差异。 

K－500 

主要用于 EPDM（橡胶）和 PP（聚丙烯） 

是前述图表中粘合性能最差的材料 

在这些被粘合的材料上涂上 K－500 后，在表面的凸凹处就象钉

楔子一样，底漆的涂层粘附在表面在表面，形成粘合双面胶的底子。

（图 1） 

 

N－200 

主要用于 PVC（氯乙烯）和聚氨脂、玻璃等。 

如果直接在这些被粘合的材料上使用双面胶，也能暂时粘合住，

但是由于持久性方面较弱，需要辅助使用底漆。 

对于这些被粘合的材料，N－200 在基本上与 K－500 一样，在

表面的凹凸处就像钉楔子一样紧紧地粘附着。（图 1） 

成为涂膜的底漆，形成了作为双面胶粘合辅助材料的底子。 

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可以密封从氯乙烯中渗出的增塑剂，达

到防止增塑剂转移到双面胶粘合面的效果。 

在软质氯乙烯中混合有所谓增塑剂的添加剂，其目的在于提高

加工性能。经过一定时间的变化，增塑剂回逐渐渗透到树脂外并挥

发出去。 

由于增塑剂是一种油一样的物质，如果双面胶之际然粘贴在其

形像图 
（图 1） 



上，油的成分就会转移到粘合面上，当然粘合力就会消失。 

在涂上底漆后，它与树脂涂膜一样，就像在被粘合材料的 表面

上盖上盖子一样，能够阻止增塑剂向粘合面转移。（图 2） 

 

 

    这一章节里从双面胶和底漆特性的角度，对双面胶安装作业的要点进

行说明。 

1、 脱脂作业 

粘合面一定要进行脱脂作业 

如果被粘合的表面脏了，或者附有油和蜡等物质，双面胶理所当然的

粘合不上。 

对此好像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在实际进行安装作业时，如果看上去或

触摸起来感到没有脏物，往往很容易就忽略了脱脂操作。 

   另外，常常有人拿棉布擦两下就结束该作业的。 

但是，油和蜡在薄薄的附着状态下，光靠眼睛观察或者手触摸是判断

不了的，只用棉布擦也是达不到效果的。 

而且特别是在新车的状况下，在配件生产和车辆组装时，可以说油脂

及其硅等成分一定附着在整个车上。 

即使一眼看上去是干净的，也需要用脱脂洗涤剂进行清洁粘合部位，

这是基础的基础。 

形像图 
（图 2） 



◆ 一点建议 

 在对粘合面进行脱脂作业的时候，大家是怎样擦拭的？ 

有的人把脱脂清洁剂喷洒在棉布上进行操作，有的人直接把清洁剂喷洒在

粘合部位上，应该是前者是正确的。 

理由如下： 

A、 脱脂剂是一种“溶剂”，有些被粘合的材料的表面会被侵蚀的（出现

变色、斑纹、不光滑） 

B、 基本上纯正的脱脂洗涤剂如果是短时间附着在表面上，不会出现上

述的想象的。喷洒洗涤剂进行作业时，由于洗涤剂会向四周飞散，

有可能造成其它部件的损坏。 

C、 由于脱脂洗涤剂的挥发性很高，喷洒后用棉布擦拭的过程中由于挥

发面积比较大，很容易挥发干净，起不到清洁的作用，而且很难做

到均匀润湿粘合面，因此不是适当作业。 

D、 把脱脂洗涤剂沾到棉布上后再进行擦拭，可以回避这种风险，能用

更少的洗涤剂进行快捷可靠的脱脂作业。 

2、底漆的涂抹 

   附带底漆的组件、一定要用底漆来进行底子的处理 

   如前所述、由于双面胶与被粘合材料之间有相适应性，有些组合如果不用

底漆来做底子，双面胶是粘合不上的。 

   附有底漆只是说明安装用品的车辆侧的被粘合材料与双面胶之间适应性

不好。（反过来，如果没有附带底漆说明适应性是很好的） 

   所以，附带底漆的产品再安装时一定要使用底漆。 

另外，常常会忘记的是更换配件时重新喷涂的作业，拆下装有的配件再装



上新的配件时，认为“粘合面已经处理过了，不需要再进行涂抹底漆的作业

了”的想法是错误的。 

除去粘合着的双面胶，进行新的安装的脱脂作业，会把原有的底漆涂层去

掉，而且底漆与双面胶的粘合力能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是限于底漆涂抹后的 24

小时以内进行粘合。 

在“前言”、一章所述的担心，“没有开封的底漆装在盒子内把产品退回”

是有原因的。 

底漆没有开封就把产品退回，如果是在更换作业时没有使用底漆，通过以

前的说明大家应该明白，更换后所安装的配件，迟早会脱落的。 

◆ 一点建议 

A、 由于底漆所用的甲苯是一种很厉害的溶剂，请注意不要让底漆附着在

没有必要的位置上。特别是一些对药剂较弱的树脂，会出现溶化、裂

纹等现象。 

   底漆的涂抹～2 

   在底漆未干之前不要粘贴双面胶 

   底漆在涂抹后干燥之前不与双面胶粘合。 

   相反的，如果在未干燥的底漆上粘贴双面胶，在双面胶粘合剂的表面会形

成底漆的膜（表皮层），那双面胶的粘合表面会变得滑溜溜的，再也不能粘合

了。 

    

 

 

◆ 此现象在平常的索赔退件中看到，需要注意。如果安装作业者认为“按



照安装说明书使用底漆进行了安装，在作业方面没有问题”，那是非常

危险的。 

判断底漆是否干燥了标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手指接触，确认没有湿润

感就可以判断已经干燥。 

厂家推荐的干燥放置时间在常温 23℃下 30 秒—24 小时。通常放置 2～

3 分钟就能干燥。 

2、 双面胶的贴合 

在室温较低时把双面胶加温后再粘贴。 

双面胶所使用的粘合剂再温度低时粘合力会下降。这是因为粘合剂的粘

合力是依赖柔软性来实现的，而低温使粘合剂变硬，粘合力就下降了。 

作为标准，在 15℃以下时需要做一些处理，把双面胶的粘合面进行加温。 

安装说明书上写着“请用干燥机（电吹风）等来加温”，如果不能这样

做，即使只是把配件在暖和的房间内放置 1 小时，也比安全不进行加温

要有效。 

双面胶的粘合～2 

安装时要充分压紧 

双面胶如果不进行压紧是粘合不上的。 

在不压紧的状态下，双面胶的粘合面上多少都会压着空气，就

是说在双面胶整体的粘贴面积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的面积是与被

粘合体直接接触的。（厂家把这称为“粘合受潮面积”） 

    所以有必要对双面胶的整体进行均匀、充分的压紧。在不损坏

配件的限度内用最低 2~3KG 以上的力进进压紧。 

     特别是在低温的情况下，如上所述双面胶变硬，与被粘合体



的粘性会变差，此时压紧比暖和更有必要。 

 

双面胶的粘合~3 

安装后 24 小时以内要极力避免洗车等 

双面胶在粘贴后粘力会逐渐提高，所以在安装后至少要保证 1

小时以内不让粘贴面沾水。 

 

粘贴的顺序 

有关双面胶的安装说明如上所述，最后也算是以所讲内容进行

复习，在此再次包括作业上的“严禁事项”在内，对作业顺序进行

汇总。 

1. 用棉布沾上脱脂洗涤剂，清洁粘贴双面胶的安装面。 

请一定要使用脱脂洗涤剂或者是无色汽油、酒精（IPA）等

的洗涤剂来擦拭。不能因为底漆含有甲苯就把涂底漆兼为脱

脂。 

EPDM 含有的“防老化剂”与底漆不相溶，加上如果含有蜡

的硅成分时，会形成含硅的底漆层，总之，这些都会造成双

面胶的脱落。 

2. 附带底漆的组件，一定要用随附的底漆进行粘贴面的底子处

理。 

安装附带底漆的组件时，如果不使用底漆，双面胶绝对会脱

落的。 

另外，不是使用随附的底漆，而是使用现有的不同种类的底



漆（例如 K-500 的组件使用 N-200），或者使用已经开封很

久的或没开封但已过了使用期的底漆，这些都不能保证粘合

强度。 

3. 确认所涂的底漆干燥后再粘贴双面胶。 

如果在所涂的底漆未干燥的状态下粘贴双面胶，那双面胶的

粘合力（粘性）会全无。 

4. 温度低（15℃以下时），对车辆侧或双面胶进行加温。 

5. 安装（粘贴）时，要对双面胶的整体均匀、充分地压紧。 

在没压紧的状态下，由于双面胶的粘合面积只有一小部分是

直接粘合的，只有这些小面积能发挥粘合强度是不足够的。 

另外，在温度低时，需要更用力进行压紧。 

6. 安装时避免立即洗车（最好是 24 小时以后再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