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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公告本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及粗體字，請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請勿填寫）

探申請案號：》夕/7 / " *

※申請日期：/f,几刃 ※“（：分類：B05DjT^Q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必印/g

E卩記於含有可印記菲涅耳結構之成型磁場中之動態外觀變化光學裝置

(DACOD)

DYNAMIC APPEARANCE-CHANGING OPTICAL DEVICES

(DACOD) PRINTED IN A SHAPED MAGNETIC FIELD INCLUDING

PRINTABLE FRESNEL STRUCTURES

二、申請人：（共1人）

姓名或名稱：（中文/英文）

美商JDS尤尼費斯公司

JDS UNIPHASE CORPORATION

代表人：（中文/英文）

克里斯多夫德威斯

DEWEES, CHRISTOPHER S.

住居所或營業所地址：（中文/英文）

美國加州謬佩塔斯市北麥卡錫大道430號

430 N. MCCARTHY BOULEVARD, MILPITAS, CA 95035, U. S. A.

國籍：(中文/英文)

美國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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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明人：（共5人）

姓名：（中文/英文）

1.佛拉狄米爾 P洛克夏 

RAKSHA, VLADIMIR P.

2. 保羅G康伯斯 

COOMBS, PAUL G.

3. 查爾斯T瑪肯堤斯 

MARKANTES, CHARLES T.

4. 艾爾伯托安哥提亞 

ARGOITIA, ALBERTO

5. 羅傑W菲利普 

PHILLIPS, ROGER W.

國籍：（中文/英文）

1. 美國

2. 美國

3. 美國

4. 委內瑞拉

5. 美國

U.S.A.

U.S.A.

U.S.A.

VENEZUEL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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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聲明事項：
□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口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事實，其 

事實發生日期為：年 月曰。

0 申請前已向下列國家（地區）申請專利：

【格式請依：受理國家（地區）、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0有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1. 美國；2005年04月 06日；60/668,852

2. 美國；2005年 12月20日；11/313,165

3.美國；2006年02月 27 日；60/777,086

□ 無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1.

2.

□ 主張專利疾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國內優先權：

【格式請依：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 主張專利法第三十條生物材料：

□ 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國內生物材料 【格式請依：寄存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國外生物材料 【格式請依：寄存國家、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II不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時，不須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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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一般係關於光學可變顏料、膜、裝置及影像，且

更特定言之係關於對齊或定向磁性薄片（例如，在一塗刷

或印記製程期間）以獲得一錯覺光學效果。

【先前技術】

光學可變裝置用於各種裝飾及實用之應用（例如，在商 

品上用作安全裝置之此類裝置）。可採用許多方法來製造 

光學可變裝置以獲得各種效果。光學可變裝置之範例包括 

信用卡與授權軟體文件上所印製之全息圖、鈔票上所印記 

之色彩改變影像以及增強項目（例如，摩托車安全帽與車 

輪蓋子）之表面外觀。

可作為壓制、戳記、黏貼或另外附著於一物體之膜或箔 

來製造光學可變裝置 > 且還可使用光學可變顏料來製造光 

學可變裝置。光學可變顏料之一類型一般稱為色彩改變顏 

料，因為使用此類顏料所適當印記之影像的外觀色形隨著 

傾斜視角及/或照明而變化。一普通範例係使用色彩改變 

顏料印記於一美國二十美元鈔票之右下角的「20」，其作 

為一防偽裝置。

某些防偽裝置較隱蔽 > 而其他則有意引人注意。不幸的 

係，有意引人注意之某些光學可變裝置並不顯為眾人所 

知，因為裝置之光學可變方面並不十分生動。例如，使用 

色形改變顏料所印記之影像的色彩改變在均勻的螢光天花 

板燈下可能並不引人注意，但在直接的太陽光下或在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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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下更顯而易見。此點使得偽造者容易地傳遞不帶光學

可變特徵之假鈔，因為接受者可能並不知道光學可變特徵

或因為在特定條件下假鈔可能看起來實質上類似真鈔。

還可使用在施 加顏料（一般 在諸如一墨水 媒劑或一油漆 

媒劑 之一載體內）至一表面之後與一磁場對 齊之磁性顏料 

來製造光學可變裝置。然而，使用磁性顏料之塗刷已大多 

用於裝飾目的。例如，已說明使用磁性顏料來產生具有顯 

現一三維形狀之裝飾特徵的塗刷車輪蓋子。藉由在油漆媒 

介仍處於液態時施加一磁場至產品來在塗刷產品上形成一 

圖案。該油漆媒介已散佈沿磁場線對齊之磁性非球形微 

粒。該磁場具有二區域。第一區域包含平行於該表面而定 

向之磁場線且採用一所需圖案之形狀而配置。第二區域包 

含不平行於該塗刷產品表面之磁場線且圍繞該圖案而配 

置。為形成該圖案，具有對應於所需圖案之形狀的永久磁 

體或電磁體定位於該塗刷產品之下面以在油漆仍潮濕時磁 

場內定向於油漆中所散佈之非球形磁性微粒。當油漆乾燥 

時，隨著該等定向之磁性微粒不同地影響入射在油漆層上 

之光線，在該塗刷產品之表面便可看見該圖案。

類似地，已說明在一螢光聚合物矩陣中產生一薄片磁性 

微粒圖案之一製程。在使用液體形式的一組合物塗布一產 

品之後，在基板下面放置具有一所需形狀之磁場的一磁 

體。散佈於一液體有機媒介內之磁性薄片從最初的平面定 

向傾斜而平行於磁場線定向自身。此傾斜從垂直於基板表 

面至最初定向而變化，其包括本質上平行於產品表面之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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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實質上遍及一整個封閉區域來分佈該等複數個磁性可

對齊薄片並在其內採用一預定圖案來定向，其中定向至少

多於50%之薄片使得垂直於其反射表面之線沿一線或至一

點而聚合。

在較佳具體實施例中，該影像包含至少10,000薄片或更 

多。

依據本發明之一方面'提供一種光學錯覺影像，其包含 

一基板'該基板具有塗布其一表面之一薄片區域5其中遍 

及實質上的整個區域來分佈該等薄片並採用其中一預定圖 

案來定向，其中定向該等薄片使得垂直於其反射表面之線 

沿一線或至一點聚合。

依據本發明之另一方面'提供一種標籤或安全裝置*其 

包含一光學錯覺影像，該光學錯覺影像具有覆蓋及分佈遍 

及一整個區域之薄片並採用一預定圖案定向，該等薄片具 

有反射表面，其中形成該預定圖案之該等薄片之定向使得 

垂直於該等薄片之反射表面之線沿一線或在一點聚合，其 

中該預定圖案具有一旋轉軸。

依據本發明之一另一方面，提供一種印記陣列5其包含 

採用一菲涅耳結構（較佳的係一菲涅耳反射器）之形式置放 

於一基板上的複數個磁性對齊小板同心環。較有利的係5 

由於可針對強度與方向控制該磁場，因此可容易地設計校 

正在一典型菲涅耳反射器中會出現之球面像差的一磁場。

依據本發明之一方面 > 該影像形成一接收或反射 天線之 

一部分且其中該等薄片分別選擇性地吸收或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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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發明之另一方面，在前述之任何具體實施例所說

明的一光學影像在其上具有一光柵及/或該等薄片具有在

100 Am?至1 mn?之間的表面積且其中該等薄片在100 nm與

1 0 0 μπι之厚度範圍內。

依據本發明之另一方面，該等薄片之至少某些薄片在其 

內或在其上具有光柵，其中該光柵之頻率與深度足夠低以 

便不具有肉眼可見之繞射效果，且其中具有光柵之薄片沿 

個別光柵之線而對齊。在某些具體實施例中，該等薄片之 

至少某些薄片在其內或在其上具有光柵，其中該等光柵之 

頻率小於200線/mm且其中該光柵之深度小於100微米。

該等薄片可在形狀上均勻，且較佳的係形狀上為六角 

形，從而允許更大的包裝密度。

在本發明之一替代性具體實施例中，提供一種形成一光 

偵測器之影像，該影像係動態使得其顯示對應於照明該影 

像之許多分離光源的許多環。

【實施方式】

採用各種具體實施例的本發明提供用於安全、包裝與標 

籤應用的新奇而創造性之磁性結構。通常'散佈於一液體 

油漆或墨水媒劑中的一光學可變顏料之微粒在印記或塗刷 

至一表面上時一般平行於該表面而定向自身。平行於表面 

之定向提供經塗布之表面對入射光的高反射率。磁性薄片 

在處於液體媒介時可藉由施加一磁場而相對於基板傾斜。 

該等薄片一般採用此類方法對齊使得一反射薄片之最長對 

角線與繞射薄片之溝槽定向跟隨磁場線。取決於磁體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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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與強度，磁場線可採用不同角度穿透基板，使磁性薄片

隨該些角度而傾斜。一傾斜薄片不同於平行於印記基板表

面之一薄片而反射入射光。反射率與色調二者可能皆不相

同。傾斜薄片顯現更暗且具有不同於以一正常視角平行於

表面之薄片的一色彩。

印記錯覺影像之範例

圖1A係依據本發明之一具體實施例為便於說明將稱為一

「切換」光學效果或「反轉」的一印記影像20之一簡化斷 

面。該反轉包括藉由一轉換25分離的一第一印記部分22與 

一第二印記部分24 ο載體28（例如，一墨水媒劑或與一油 

漆媒劑）所圍繞之顏料薄片26已平行於在該第一部分內的 

一第一平面而對齊，而在該第二部分內的顏料薄片26,已平 

行於一第二平面而對齊。在斷面圖中該等薄片顯示為短 

線。該等薄片係磁性薄片（即，可使用一磁場對齊之顏料 

薄片）。其可能或不可能保持殘餘磁化。並非所有在各部 

分內之薄片皆精確地相互平行或平行於個別的對齊平面 5 

但整體效果本質上如圖所示。該等圖示並未按比例繪制。 

一典型薄片可能係二十微米寬及大約一微米厚，因此該等 

圖示僅為說明性。在一基板29（例如，紙、塑膠膜、薄 

片、硬卡紙或其他表面）上印記或塗刷影像。為便於說 

明，術語「印記」將用於一般說明施加在一載體的顏料至 

一表面，其可能包括其他技術（包括其他可能稱為「塗 

刷」之技術）。

一般而言，垂直於薄片平面觀看薄片顯現亮色 > 而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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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邊緣觀看薄片則顯現暗色。例如，一照明源30之光從 

在第一區域內的該等薄片反射離開至觀看者32。若影像以 

箭頭34所指示之方向傾斜，則將豎著觀看到在第一區域22 

內的薄片，同時光將從第二區域24內的薄片反射離開。因 

而，在第一觀看位置時該第一區域將顯現亮色而該第二區 

域將顯現暗色，當在第二觀看位置時場域將反轉，該第一 

區域變得暗色而該第二區域變得亮色。此點提供一非常顯 

著的視覺效果。類似地，若該等顏料薄片係色彩改變，則 

一部分可顯現一第一色彩而其他部分則顯現另一色彩。

該載體係一般透明（清澈或有色）而該等薄片一般相當的 

反射性。例如，該載體可著色為綠色而該等薄片可包括一 

金屬層（例如* 一鋁、金、鎳、$白或金屬合金之薄膜）或一 

金屬薄片（例如一鎳或合金薄片）。透過綠色著色之載體而 

反射離開一金屬層之光可能顯現亮綠，而另外部分在薄片 

登著觀看時可能顯現暗綠或其他色彩。若該等薄片僅係在 

一清澈載體內的金屬薄片，則影像之一部分可能顯現亮金 

屬色而另外部分則顯現暗色。或者，可使用一著色層塗布 

該等金屬薄片，或該等薄片可包括一光學干涉結構（例 

如，一吸收器-間隔器-反射器法布立-拍若（Fabry-Perot）類 

型之結構）。此外，在反射表面上可形成一繞射結構用於 

提供一強化與一額外的安全特徵。該繞射結構可具有形成 

於該反射結構內的一簡單線性光柵或可具有僅在磁化時可 

辨別但觀看時具有一整體效果的一更複雜之預定圖案。藉 

由提供繞射性反射層5觀看者僅翻動薄板、鈔票或具有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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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薄片之結構便可看見一色彩變化或亮度變化。

在美國專利第6,692,830號中詳細地說明製造繞射薄片之 

製程。美國專利申請案20030190473說明製造彩色繞射薄 

片。產生一磁性繞射薄片類似於產生一繞射薄片，但需磁 

化該等層之一層。實際上，藉助在鋁層之間夾入磁性層之 

方法可掩蓋磁性層，以此方式該磁性層及其後不會實質上 

影響薄片之光學設計或可同時在一薄膜干涉光學設計中作 

為吸收器、介電質或反射器而起到光學主動作用。

圖1B係在可能係一文件（例如，一鈔票或股票證書）之基 

板29上的印記影像20採用一第一選擇視角的一簡化平面 

圖。該印記影像可作為一安全及/或驗證特徵，因為該錯 

覺影像無法光複印，從而無法使用傳統的印記技術來產生 

該錯覺影像。第一部分22顯現亮色而第二部分24則顯現暗 

色。斷面線40指示圖1A所示之斷面。在該等第一與第二部 

分之間的轉換25較鋒利。該文件可以係（例如）一鈔票、股 

票證書或其他高價值印記材料。

圖1C係藉由相對於視點而傾斜影像所獲得的採用一第二 

選擇視角在基板29上的印記影像20之一簡化平面圖。第一 

部分22現顯現暗色而第二部分24顯現亮色。影像反轉之傾 

斜角度取決於在影像不同部分內的薄片之對齊平面之間的 

角度。在一範例中，影像在傾斜大約1 5度時從亮色翻轉至 

暗色。

圖2A係依據本發明之另一具體實施例為便於說明而定義 

為一微陣列圓柱菲涅耳反射器或稱為一「滾動條」之一運 

109729.doc ・13・



1402106

動光學裝置的一印記影像42的一簡化斷面。該影像包括在 

一基板29上印記的一透明載體28所圍繞之顏料薄片26。該 

等顏料薄片採用一彎曲方式對齊。隨著該反轉，反射光離 

開該等顏料薄片之表面至觀看者的該（等）滾動條區域比不 

直接反射光至觀看者之區域顯現得更亮。此影像提供一菲 

涅耳焦線，其看起來極類似在相對於視角（假定固定的照 

明源）傾斜影像時橫跨該影像顯現移動（「滾動」）之光帶或 

光條。

圖2B係採用一第一選擇視角滾動條影像42之一簡化平面 

圖。在二對比域46、48之間的影像中一第一位置內顯現一 

亮條44。圖2C係採用一第二選擇視角該滾動條影像之一簡 

化平面圖。亮條44,顯現已「移動」至該影像內的一第二位 

置，而對比域46'、48'之尺寸已變化。隨著傾斜影像（採用 

一固定視角與固定照明）該等顏·料薄片對齊產生一條沿影 

像向下「滾動」之錯覺。以其他方向傾斜影像使該條顯現 

為以相反方向（向上）滾動。

即使該條印記於一平面內，其還可顯現為具有深度。虛 

擬深度可顯現比該印記影像之物理厚度大得多。發生此 

點，因為該條係位於反射器平面下面之焦距處的圓柱凸面 

菲涅耳反射器之一假想焦線。採用一選擇的圖案傾斜該等 

薄片反射光用來提供深度或一般稱為「3D」的錯覺。可藉 

由在紙或具有在一液體載體內之基板上所印記之磁性顏料 

薄片的其他基板之後放置一成型磁體來獲得一三維效果。 

該等薄片沿磁場線對齊且在設定（例如，乾燥或固化）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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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產生3D影像。該影像通常隨著其傾斜而顯現移動，因

此可形成運動3D影像。

可使用磁性顏料薄片（即，可使用一磁場對齊之顏料薄 

片）來印記反轉與滾動條。一印記反轉類型影像提供具使 

用一單一印記步驟與一單一墨水配方所獲得之二明顯域的 

一光學可變裝置。一滾動條類型影像提供一光學可變裝 

置，其具有隨著傾斜影像而顯現移動的一對比帶（類似眾 

人所熟知之虎眼石的半寶石）。該些印記影像係相當引人 

注意，且錯覺方面無法光複印。可施加此類影像至鈔票、 

股票證書、軟體文件、安全封條及類似驗證及/或反防偽 

裝置之物體。大批量印記之文件（例如，鈔票、包裝及標 

籤）尤其需要此類影像，因為其可採用高速度印記操作來 

印記（如下所述）。

在另一具體實施例中，一「雙滾動條」（如圖2C與2D所 

示）係其中一部分44,具有採用圓柱凸面方式定向之磁性薄 

片而影像之另一部分44"具有採用一圓柱凹面定向之磁性 

薄片的一影像。為獲得此凸面定向 > 在紙基板下面放置 

「滾動條」磁體。對於凹面定向，在紙基板上放置磁體。 

當在影像之二區域內的磁性薄片具有不同且相反之定向 

（例如，+30度與-30度）時形成一「雙傾斜」影像。在該印 

記影像之一傾斜位置，該影像之一部分係暗色而另一部分 

係亮色。當採用一相反方向傾斜印記影像時，該等區域切 

換其光與暗色區域使得該第一影像變成亮色而該第二影像 

則變成暗色。取決於所希望之設計，可從頂部至底部並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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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以及從左至右並返回來產生此光及暗色之切換（取 決於

薄片之定向）。在圖2C與2D中，顯現亮條44,已「移動」至

該影像內的一第二位置，且對比域46'、48'之尺寸已改

變；此外顯現亮條44"已「移動」至該影像內的一不同位

置，且對比域46”、48"之尺寸已改變。

本發明施加具有一預定形狀之三維磁場用於動態光學裝 

置（DACOD）的一線性或離散印記。動態光學裝置係影像， 

可使用一高速印記壓制來印記其某些影像且其在一具有一 

預定形狀之磁場中使用包含磁性小板狀顏料之墨水。該等 

影像能改變其外觀以回應一觀察者施加至基板的一物理動 

作。觀察者需傾斜、旋轉或彎曲基板來看見影像之部分或 

整體影像之出現或消失或運動。動態外觀變化光學裝置 

（DACOD）之此行為完全取決於在乾墨水層內不同定向之磁 

性小板對入射光之反射或散射。色彩之存在或缺失係 

DACOD之一補充特徵。除其外觀變化外，磁性色彩改變 

顏料提供在動態光學裝置之色彩變化內的複數個變更。

本發明說明在不同組態之磁場內透過一絲網、偏移、彈 

性凸板、凹雕、凹板印刷或其他習知之印刷技術在一紙或 

其他平坦基板材料上所印記之影像之部分內的一特殊級動 

態光學裝置，使得在磁場內轉譯基板上所印記之濕影像期 

間，在墨水層內的顏料小板沿磁場線而對齊，從而引起該 

等影像在墨水烘乾之後採用不同角度觀察時變化其外觀。 

具有一外觀變化元件之印記影像不需任何特殊的觀看設 

備，因此可藉由肉眼來觀看。相對於光源採用不同角度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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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印記的動態光學裝置會引起使用磁性墨水印記之影像部 

分內引人注意的外觀或運動變化。用於動態光學裝置之墨 

水由一墨水媒劑與任何反射或光散射的以小板為主之磁性 

顏料組成。該顏料可以係一色彩改變顏料、一非色彩改變 

顏料及/或具有便於磁性對齊薄片之定向的一微結構（例 

如，一繞射光柵）。該墨水媒劑可以係透明或有色、紫外 

線可固化或以溶劑為主。

印記的外觀變化光學裝置可用作在鈔票與有價值文件上 

或內部的一安全特徵。

在印記產業中在一影像內部的外觀運動或變化之效果為 

眾人所熟知。通常其基於用於運動效果的一特定圖片或圖 

案集或用於具有反轉效果之影像變化的透鏡基板。習知效 

果之數目有限，從而較大地限制其適用性。

此前在申請人早期公開的美國專利申請案us 

2004/0051297 A1中已說明印記於磁場內的外觀變化影 

像。本文所述係具有一滾動條效果與一反轉效果之印記影 

像 > 其隨著光源或視角變化而變化影像之不同部分之反射 

光的色形與強度。對於全息圖或透鏡基板5在該些效果內 

的影像外觀變化並不立即而逐漸地發生。

儘管在前述之'297美國專利申請案之影像係關於簡單的 

滾動條與反轉類型之應用，其中沿一單一直線之薄片對稱 

且與基板成一相同角度，而沿後續相鄰直線之薄片與基板 

成一不同的相同角度「使得在任何給定薄片列的各薄片與 

基板成一相同角度且其中在相鄰列內的薄片一般與基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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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不同角度。

吾等最近發現藉由沿曲線對齊薄片，其中沿任何給定曲 

線之薄片與基板形成一相同角度，且其中定向跟隨相鄰曲 

線（更特別係圓形，尤其係同中心圓形）之薄片用以形成與 

一相鄰曲線或圓形不同的一角度，從而可形成物體之顯著 

的現實光學錯覺影像（例如，漏斗、圓錐體、碗與橢圓及 

半球）。應注意，在特定具體實施例中圓形可以係比圓形 

更橢圓化且以下圓形之定義包括圓狀環及形狀。

隨後之說明參考類似反射性圓錐體、球、半球、漏斗與 

各種其他的三維物體（尤其係菲涅耳狀結構）之入射 光之反 

射的印記光學效果的一明顯不同之級別。

顯示範例，其中圖4係具有採用一「恒星爆裂」圖案之 

形式的一動態效果之影像，且其中在圖5A內顯示一圓錐體 

影像，而在圖20A內顯示亠漏斗影像。使用一漏斗狀磁場 

製造具有「恒星爆裂」影像之印記。圖3顯示在印記的乾 

墨水層內小板定向之斷面。藉由前述之該等印記方法之一 

印記方法在一基板191之頂部上印記具有散佈的磁性微粒 

193之墨水192。磁場線194在影像中心內垂直於基板而定 

向。磁場線隨著距該中心之徑向距離的增加而減小，因此 

在該中心內磁場最強而隨著遠離中心（徑向向外）而減弱。

印記於漏斗狀磁場之印記光學裝置之中心（如圖4所示）

採用一垂直觀察角度時為暗色。該印記影像之亮度從中心

向外至邊緣而逐漸增加。當該印記影像上部邊緣遠離觀察

者而水平傾斜時5暗色區域顯現朝向底部移動。垂直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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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影像至右側顯現影像之陰暗部分以與傾斜相反之方向而

移動。

圓錐體狀磁場線（如圖6所不）採用與該漏斗狀磁場相反 

的一次序對齊磁性小板。此類定向之結果係，影像移動在 

漏斗狀影像所產生之影像方向的相反方向上。散佈於墨水 

212內且印記於基板211上之薄片214跟隨磁場線213並採用 

其頂部在磁場中心之方向上而傾斜。

在該圓錐體狀磁場內所製造之印記產生採用一垂直觀察 

角度時具有一亮色中心的一影像（如圖7所示）。當該印記之 

上部邊緣遠離觀察者而傾斜時，該亮區移動至底部（如圖 

7A所示），與圖5A內之影像形成對照。圖7B中顯示向右垂 

直傾斜，從而引起該亮區向左移動。

印記於一花床狀磁場或近似形狀內的影像產生如圖9所 

示之一外觀的影像。圖8顯示在花床狀磁場內對齊之微粒 

位置之斷面。在基板23 1上印記散佈磁性微粒23 6之墨水 

230。

可施加對齊磁性可對齊薄片或微粒之上述方法至整個區 

域印記之影像，其磁性特徵或影像之僅一特定部分充滿磁 

性特徵。此點取決於所需之影像。

可施加上述的許多磁性特徵至使用連結環圖案印記之影 

像用於強化鈔票或其他有價值文件之安全特徵。

現參見圖8與圖9，藉由使用堆疊的磁體801與802（不同 

半徑 的二環 狀磁體在相互的頂部 堆疊）來形 成一超環抛物 

線反射器創建一新奇、創造性且極令人驚訝之效果。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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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803部分 顯示的 所產生 之磁場極不同 於使用一單一磁 

體。在較低磁體影響下靠近頂部磁體之角落的磁場線向下 

彎曲。其結果係，在上部磁場之角落附近的磁性微粒804 

顯 現為處於磁場強度 大得足以沿所施加 之磁 場 之線提供精 

確的凹面微粒對齊之磁場區域。薄片805顯示為在外側邊 

緣與中心中間凹面定向。該等薄片散佈於在一基板807上 

的一墨水806內。若該等磁體係環狀（如此圖所示），所產生 

之印記影像在一單一光源下看起來像一亮環。在夭空色下 

其係一寬廣的藍環。在數個光源之照明下該印記看起來像 

數量等於圍繞光源之數目的一環集（如圖9之照片所示）。此 

具體實施例起到一光偵測器之作用，其中該影像向觀看者 

顯示對應於影像所反射之物理分離光源之數目的許多環。

即，（例如）若三光源照明該影像，則可看見三分離環，若η 

光源照明該影像，則可看見η環（η為一正整數）。應明白， 

可依據特定所需之影像改變磁體之厚度、尺寸與強度。例 

如，該等堆疊磁體可具有相同之厚度與強度，具有不同之 

直徑或可替代性地改變一或多個參數。

可施加前述之許多磁性特徵至印記幾何影像與錯覺光學 

影像之影像以強化其錯覺特性。此類影像之範例如圖 

10Α ' 10Β ' 11 ' 12與13 Α所示。圖1 0A之螺旋線影像（E卩記 

於一花床狀磁場內）具有如圖10B所示之一外觀。

當使用漏斗狀磁場印記時，圖10 A內的相同螺旋狀影像 

具有與圖10B所示之影像極為不同的一外觀（圖10C） θ圖11 

所 示之錯 覺影像在印記於一施加的花床狀磁場後具有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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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外觀（如圖12所示）。該花床狀磁場在影像內創建一漣波

錯覺。

圖13B顯示另一線性錯覺影像，其中在圓錐體狀磁場內 

執行印記，從而強化圖13B內的光學錯覺特徵。

圖3至13B所示之影像共有軸向對稱。在該等影像之各影 

像中，薄片以環對齊，其中沿一特定環之薄片與擱置其邊 

緣之基板形成一相同角度 > 而相鄰的環具有與基板形成不 

同角度之薄片。此外，採用一給定環之薄片具有交叉一相 

鄰薄片之平面的平坦表面。在圖14內可清楚看出此點。

現轉向圖14（未比例縮放，其中較大薄片用於說明目 

的），一電腦圖式顯示在圓錐體影像（如圖7A所示之範例） 

內的薄片配置。儘管顯示全部的薄片擱置在一普通平坦基 

板上，但薄片Rl、R2至Rn之各環具有沿與該平坦基板成 

唯一相同角度之環的薄片·可從圖14看出 > 在外部環R1內 

的薄片皆相對於基板而傾斜一相同角度，而在環R2內部的 

薄片與基板成一略微更陡峭之相同角度'因而隨箸從環R1 

至R2至Rn移動，角度隨之增加。因為跟隨任何給定環 

（即，R1）之薄片皆位於一特定直徑之圓形上，且因為該等 

薄片具有平坦表面，根據定義，定義該等平面的該等平面 

與其最近相鄰的薄片在相同圓形上交叉。例如，薄片280a 

與280b具有平坦表面，其中該等平面交叉。儘管該等薄片 

之全部薄片接觸基板，但該圓錐體影像給予觀看者該圓錐 

體從其所沈積之紙或基板突出之錯覺。

現參見圖15，顯示與圖14相同圓錐體的一圖式，其中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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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另外透視圖顯示透過該結構中間的一斷面來顯示薄片 

對齊。顯示薄片定向或相對於基板之傾斜跟隨藉在基板下 

面的一磁體（未顯示）所創建之磁場線。為清楚及更明白理 

解之目的，顯示該等薄片為實質上正方形，但實際上，該 

等薄片之形狀可能變化較大，除非使用一正方形或六角形 

或其他特定形狀之薄片。

現參見圖16，顯示散佈於墨水薄層內的磁性微粒之軸向 

對稱圓錐體狀對齊。使用磁場線162顯示一磁場160之斷 

面，但實際上，該些線形成薄片沿變得定向之線片。顯示 

在一墨水媒劑164內磁性可定向薄片163置放於同心環中， 

其中散佈於跟隨磁場線之各環內的薄片與基板165形成一 

不同角度，其中該角度朝向中心增加。圖式中的間隔166 

僅用於說明目的使得可更容易地看見薄片相對於基板之角 

度。

現轉向圖1 7，顯示磁性微粒1 73之圓錐體狀對齊散佈於 

在一薄板171上所支撐之墨水媒劑薄層172內。垂直於微粒 

表面之線1 74僅繪制用於說明目的以顯示垂直於薄片表面 

之角度關係（以下稱為「法線」），其中垂直於表面之線在 

定義一假想卵形區域175（法線聚合處）之點聚合。

現參見圖19，顯示一圖式說明在基板之頂部上置放一圓

錐體狀磁體193所產生的圓錐體狀磁場內磁性微粒196之圓

錐體狀對齊。使用磁場線195來定向在一墨水192內的該等

微粒或薄片196。參考數字1 94顯示圓錐磁體1 93之磁場的

一斷面。該等薄片再次使用同心圓而定向，其中跟隨各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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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環的薄片與基板形成一相同角度且其中在不同環內的薄

片與基板形成不同角度。

圖20內顯示一替代性具體實施例，其中藉由在基板201 

下面置放一漏斗狀磁體202來在一圓錐體狀磁場內提供磁 

性微粒的一圓錐體狀對齊。在紙基板201上印記在一墨水 

媒劑（未顯示）內的磁性微粒205。參考數字203顯示該磁場 

之斷面且磁性微粒205跟隨該等磁場線204。由於該等磁場 

線204透過該基板的整個區域而傳播，施加至一裝載該等 

薄片之圓形區域的墨水變得對齊。因而，置放於該磁場內 

的薄片205之圓形一旦在磁場內對齊便具有看見一圓錐體 

狀物體之可視效果。圖21A與21B內的照片捕獲此點，其 

顯示朝向觀察者1而遠離觀察者2傾斜的圓錐體狀印記。

圖20B係說明在包含一墨水薄層207（表面法線208垂直於 

所示之微粒）的一媒劑內所散佈之磁性小板2 0 9之漏斗狀對 

齊。

圖20C顯示一替代性具體實施例，其中藉由在一紙基板 

231下置放一球形或球狀磁體233來提供磁性小板236之一 

漏斗狀對齊。跟隨磁場線235的該等小板236置放於一墨水 

媒劑23 0內。當固化該墨水時，該等薄片在所示之位置變 

得固定。

圖22係顯示在一軸向對稱圓錐體狀磁場內繞射磁性微粒

220之對齊的一部分切除圖式。該等微粒之溝槽之一較佳

定向係在該圓錐體中心之方向上。當放置於該磁場內時，

繞射小板與任何其他磁性微粒之表現相同 > 其沿所施加之磁

109729.doc -23-



1402106

場變得定向。然而*散佈於一濕墨水媒劑內的平直磁性小

板在磁場線之方向上以一最長對角線對齊自身，其中繞射

小板220使其溝槽沿磁場線方向定義繞射結構或光柵來對

齊自身。繞射微粒之軸向對稱對齊創建一彩虹色邊界所圍

繞的一銀色狀區域或在印記內產生不同色環。

圖23與24包含磁性繞射微粒並朝向觀察者傾斜的軸向對 

稱印記之照片。

如上所述，散佈於在基板表面的一濕墨水媒劑內的該等 

平 直磁性小 板沿所施加磁場之磁場線 以其最 大對角 線定向 

自身。對比該等平直小板，繞射磁性小板在圖25所示之其 

溝槽之方向上沿磁場線以相同條件定向自身。各微粒在僅 

一特定狹窄方向上反射並散射入射光。在磁場內的此類選 

擇性定向與繞射小板表面對光的狹窄反射率及散射使製造 

類似於習知的全息覆合箔之印記影像成為可能。

因此，已揭示關於薄片之彎曲或圓形配置之具體實施 

例，從而形成一新型光學裝置級別。該些裝置之特徵為平 

直或繞射薄片與支撐其的一基板成角度關系。該些裝置之 

許多裝置形成菲涅耳結構（例如，菲涅耳反射器）。例如' 

前述的圓錐結構與漏斗狀結構形成凸面與凹面菲涅耳反射 

器。藉由使用採用吸收材料所製造之薄片，可製造菲涅耳 

吸收結構。藉由使用反射性薄片，可在一基板上印記菲涅 

耳反射器。此類菲涅耳結構針對各種電磁輻射波長在光學 

與其他的領域作為光束操縱裝置之應用（例如，作為天線 

的可印記聚焦反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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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參見圖26，顯示其中墨水薄層264內所散佈的磁性微

粒263之一軸向對稱半球狀對齊形成一印記凸面菲涅耳鏡

面之一圖式。顯示磁場斷面261與磁體266所散發之磁場線

262透過基板265傳播。藉由在箭頭267方向上旋轉磁體266

可獲得所需磁場。

圖27清楚顯示磁性對齊反射性薄片273所形成的菲涅耳 

狀反射結構，其中顯示垂直於在一墨水媒劑272內基板27 1 

所支撐之薄片之表面之虛線274（如圖所示）交叉垂直於最中 

心薄片的一中心線。參考數字275表示透過薄片或鏡面273 

而突出的假想光線。

在圖28A與28B中顯示半球狀凸面鏡面之照片，其中在 

圖28A中該照片採用其上部邊緣朝向觀察者而傾斜，而在 

圖28B中該照片採用其上部邊緣遠離觀察者而傾斜。在一 

印記凸面菲涅耳鏡面內形成的影像本質上與在傳統凸面鏡 

面內所形成的影像（不補償其球面像差）相同。

現轉向圖29，顯示散佈於墨水層內的繞射磁性微粒292 

之軸向對稱凸面對齊之一等大圖示。平直微粒可取代繞射 

微粒。施加微粒292至一基板（例如，一紙基板291）。區域 

293無微粒，僅用於說明目的。區域294顯示微粒溝槽之軸 

向。參考數字295表示微粒圍繞其法線之旋轉及其向基板 

傾斜之區域，其中296顯示該等溝槽之圓形定向及微粒平 

面對基板的最大傾斜之一區域。

當在磁場內放置該等繞射小板292時，該等小板292使其 

溝槽沿所施加之磁場線而定向。圍繞印記2 9 7中心軸之區

109729.doc -25 -



1402106

域內的微粒使其平面與基板表面平行。在此區域內的許多

微粒（但並非全部）引導其溝槽朝向印記之中心軸。

此徑向對齊區域之大小相對較小且取決與施加至該印記 

之磁場之尺寸。其可以係約計磁體寬度之2/3（在此處使用 

平直永久磁體之情況下）。該等溝槽之方向與微粒292之佈 

局隨著距中心軸之距離變化而經歷明顯變化。該印記之第 

二區域（相鄰於該等溝槽之徑向對齊區域且包圍其）包含圍 

繞其法線（如圖30所示的垂直於微粒表面之線）而旋轉並相 

對於基板傾斜其平面之微粒。在該第二區域之微粒圍繞其 

法線而旋轉直至該等溝槽沿一圓形變得定向，從而形成一 

圓形定向。隨著距中心之距離增加 > 在此區域內的全部微 

粒皆圓形定向。其對基板之傾斜採用最高角度。

現參見圖30，顯示在一基板30 1上所沈積之墨水層內所 

散佈之微粒在一單一徑向線上繞射微粒302之位置與對 

齊。在第一區域內垂直於微粒表面之線303幾乎垂直於基 

板。在繞射級之間的方向306與該微粒線方向成90° ο在第 

二區域（微粒距中心軸302之距離增加），該等微粒圍繞其法 

線遞增旋轉同時向該印記之外側引導其法線而傾斜在基板 

上。在繞射級之間的方向還隨微粒之旋轉而旋轉。當微粒 

圍繞其法線之旋轉獲得90。時，該等溝槽沿一圓形而變得 

定向。該等微粒傾斜在基板上，向該印記之外側引導其法 

線。還傾斜並徑向定向繞射級。參考數字307顯示該印記 

中心附近之微粒的第k級繞射之方向；參考數字308顯示在 

圓形對齊區域內的微粒之第k級繞射之方向；參考數字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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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在該印記中心附近之微粒的第m級繞射之方向；而參

考數字310顯示在該印記中心附近之微粒的第m級繞射之方

向。

圖3 1係在一黑色背景上使用淡墨水所製造之印記凸面菲 

涅耳鏡面之一照片。顯示一中心銀色狀區域311，該等微 

粒之溝槽顯示具有一徑向定向。另外相鄰的係一彩虹狀區 

域312，該等溝槽之旋轉產生強烈振動之色彩；外部區域 

313顯示彩虹狀弱色。當一觀察者觀看中心區域311且觀看 

方向與溝槽方向一致時無法看見光之溝槽繞射。當觀察者 

觀看該影像時，一彩虹狀環圍繞溝槽徑向定向之銀色區 

域。在此彩虹色區域內的微粒圍繞其法線旋轉，相對平直 

地平放在基板上。隨著光之旋轉與繞射，該等微粒之溝槽 

變化其方向開始產生一彩虹色。在外部區域313內相對於 

基板平面之微粒傾斜引起從鏡面表面所反射之光的方向改 

變。觀察者在此區域內無法看見反射之光線，因為將光線 

引導至頁面底部。可能僅看見僅一些繞射級產生較差之形 

虹色。藉由使用具有包含5%之平直磁性微粒(具有20微米 

之平均大小與1 5 0 0線/mm之繞射光柵頻率)之一泛墨水層的 

一黑色背景塗布一基板來製造該印記。該印記層之厚度接 

近9微米。將具有濕墨水之基板放置在一自旋(3” X 1.25” X 

<0.3 75”>)永久磁體之頂部上。在完成微粒之對齊後，在紫 

外線光下固化墨水。

現參見圖32 >顯示在一基板325上印記的一墨水薄層324 

內所散佈的磁性微粒323採用印記非補償凸面菲涅耳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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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軸向對稱半球狀對齊。參考數字321表示具有從以箭

頭327方向旋轉之磁體326所散發之線322的磁場之斷面。

圖33係顯示磁性繞射微粒333之一凹面狀對齊之圖式， 

其在內部具有採用散佈於墨水媒劑薄層332（具有垂直於微 

粒表面之線334）內之溝槽之形式的光柵。顯示球面像差區 

域335正處於薄片在一焦點336聚合處的下面。

圖34A、34B與34C係半球狀對齊之印記的照片。更特定 

言之，圖34A係其上部邊緣朝向觀察者傾斜之照片；照片 

34B係其上部邊緣遠離觀察者傾斜；而圖34C顯示印記鏡 

面所反射的攝影者之一陰影。

在一印記凹面菲涅耳鏡面內形成的影像本質上與在傳統 

凹面鏡面內所形成的影像（不補償其球形像差）相同。可藉 

由正確選擇所施加磁場之形狀與其強度、在磁體與濕墨水 

之間的距離、墨水黏度與散佈微粒之磁性特性來補償鏡面 

以減小其像差。

圖3 5係散佈於墨水層內的繞射微粒之軸向對稱凹面狀對 

齊（許多方面類似圖29）之平面圖。使用在一墨水溶液（未顯 

示）內的繞射微粒352來塗布基板351。該印記之區域353無 

微粒，僅用於說明目的。區域3 54顯示微粒溝槽之軸向。 

355係表示微粒圍繞其法線（即，垂直於顆粒表面之線）旋轉 

及其向基板傾斜之區域；而356顯示該等溝槽之圓形定向 

及微粒平面對基板的最大傾斜之一區域。

該等微粒溝槽之一較佳定向係在該圓錐體中心之方向 

上。在曝露於磁場時，繞射小板3 5 2使其溝槽沿所施加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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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之缘而變得定向。圍繞該印記中心軸之區域內的微粒平 

行於基板表面。在此區域內的許多微粒（但並非全部）朝向 

印記之中心軸而引導其溝槽。此區域之大小較小 > 然而取 

決於施加至該印記之磁場之尺寸。該等溝槽之方向與該等 

微粒之佈局隨著距中心軸之距離的變化而經歷明顯變化。 

該印記之第二區域（相鄰於該等溝槽之徑向對齊區域且包 

圍其）包含圍繞其法線（如圖36所示）而旋轉並相對於該基板 

而傾斜其平面之微粒。在該第二區域之微粒圍繞其法線而 

旋轉直至該等溝槽沿圓形而變得對齊。隨著距中心之距離 

增加5在此區域內的全部微粒皆圓形定向。其對基板之傾 

斜處於最高角度。

圖36顯示在散佈於墨水層內之微粒的一單一徑向線上繞 

射微粒362之位置與對齊。在第一區域內垂直於微粒表面 

之線364幾乎垂直於基板361。在繞射級之間的方向與微粒 

線方向成90° °在第二區域（微粒距中心軸363之距離增 

加），該等微粒圍繞其法線遞增旋轉同時向該印記之外側 

引導其法線而傾斜在基板上。在繞射級之間的方向365還 

隨微粒之旋轉而旋轉。當微粒圍繞其法線之旋轉獲得90° 

時，該等溝槽沿一圓形而變得定向。該等微粒傾斜在該基 

板上，朝向該印記之外部引導其法線。現還傾斜並徑向定 

向繞射級。參考數字366表示在該印記中心附近之微粒的 

第k級繞射之方向；參考數字367表示在圓形對齊區域內之 

微粒的第k級繞射之方向；參考數字368表示在該印記中心 

附近之微粒的第m級繞射之方向；而參考數字369表示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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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記中心附近之微粒的第m級繞射之方向。

現將關於製造依據本發明之一半球狀影像來說明本發明

之一具體實施例。

在圖37F ' 37G、37H與37J中顯示在本發明之一替代性 

具體實施例中一有趣而顯著之效果。圖37F係一半球形印 

記影像，其中整個影像塗布可對齊顏料薄片。在薄片對齊 

（將作解釋）之後形成半球。隨著傾斜基板或改變光源，圖 

37F所示之半球印記影像顯現為圖37G所示之影像。隨箸影 

像圍繞透過中心的一垂直軸從法線至左傾斜，顯現極像一 

球的亮半球隨傾斜角變化而滾動。對比滾動條（其能沿一 

線在一平面內滾動），在圖37F內的半球取決於傾斜角在任 

何X至y方向上能或顯現為移動。因而，圍繞X或y軸傾斜影 

像產生移動之外觀。

圖37J內之屏蔽使用一滾動條與半球效果之一組合以提 

供極有趣之效果組合，其中該屏蔽與半球顯現為突出頁 

面。採用一二階段製程來產生此點，其中基板先塗布一磁 

性塗層並形成並固化一半球（如圖37H所示）。透過一光罩 

或模板施加一第二塗層來形成圖371之塗層-確保無額外 

之塗層材料覆蓋該半球。該第二塗層放置於一磁場內以便 

產生一滾動條。形成上述之動態或運動半球影像之方法比 

形成滾動條之方法更複雜。參考圖37A至37E，現將說明 

該方法。以範例方式，圖37A所示之磁體370a顯示在磁體 

上面與下面的磁場線，從而形成二迴路。此圖有意僅顯示 

該些二線 > 但本質上存在平行該些線'跨越整個磁體之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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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部。顯示在 圖示中的磁體370a ' 3 70b與3 70c在其以不 

同時間週期圍繞垂直軸之旋轉期間。切除在圖3 7B中之磁 

體之部分以顯示某些磁場線。在圖37C內較清楚的係，隨 

著磁場向下面延伸，在370a、370b、370c內之磁體上面延 

伸之磁場為圓屋頂狀。藉由當磁體自旋時，在磁體正上面 

（如圖3 7D所示）或距磁體較大之分離並朝向磁場中心支 

撐，在圓屋頂狀磁場內置放使用流體墨水塗布之基板377 

來形成圖37E之一半球運動影像印記。在此範例性具體實 

施例中，磁體或影像相對旋轉速度約計120 rpm。然後從 

磁場區域移除該影像並固化。磁體之旋轉速度可以係比 

120 rpm更慢或更快，取決於微粒磁性特性與墨水媒劑之 

黏度。若速度的確太慢，則會劣化影像之品質。

圖38A係一替代性具體實施例之一圖式，類似圖37F所 

示之影像但反向。圖38A顯示一半球狀磁體之模擬磁場。 

此係創建圖3 8C所示之影像之磁場形狀。該磁體之北極在 

頂部，該等微粒採用一漏斗狀方式同心對齊。顯示在圖 

3 8B中的磁場194且基板191上所置放的一載體192內的薄片 

193採用跟隨磁場線的一漏斗狀定向而對齊。與半球效果 

相反，此磁場在影像1 9 1中間產生一亮色運動點192，且薄 

片之漏斗狀對齊在影像中間產生一暗色運動點。儘管使用 

永久磁體形成所示並說明之磁場，但在許多具體實施例中 

可使用電場或電磁場。當然'磁場與微粒必須相容使得特 

定磁場能定向微粒。微粒可以係繞射及/或可以係色彩改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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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例如）可利用具有一矩形低調變低頻率光柵的小

板狀磁性微薄片來製造具有光學效果之印記影像的磁性墨

水。

如此前所述，反射性磁性顏料之平直微粒（散佈於非固 

化油漆或墨水媒劑內）沿所施加磁場之線以其最長對角線 

對齊自身，而繞射微粒（散佈於一非固化油漆或墨水媒劑 

內）在所施加磁場之磁場缘方向上沿其溝槽對齊自身，因 

為沿溝槽而非橫跨溝槽一單一微粒之消磁更小。

此現象與在不同方向上的一磁性微粒之斷面厚度有關： 

其沿溝槽更小而橫跨溝槽更大。繞射顏料之入射光的鏡面 

反射率並不高，因為其表面形態之細節。當印記時，顏料 

在一單一或多個光源及太陽光下顯示繞射色彩。然而，在 

一暗光或天空光下印記上存在極少之色彩。

本發明之另一方面係組合反射性與繞射顏料之二特定特 

徵的一顏料：高反射率而不具有引人注意之繞射色彩及能 

沿一所施加磁場之線對齊溝槽。該顏料在一低頻率上具有 

一低調變正方形繞射光柵的一微結構。一般而言，該頻率 

可以係在2線/mm至500線/mm之範圍5更佳的係在50線 

/mm至1 50線/mm之範圍。光柵之調變在20 nm至1000 nm之 

範圍變化（更佳的係在30 nm至200 nm之範圍）。

在圖39中顯示單一顏料微粒之平面圖，而圖40中顯示其 

斷面。可使用一微結構磁性材料覆蓋有機或無機保護性塗 

層或使用微結構聚合物基板塗布一磁性材料來製造依據本 

發明之微結構顏料。更較的係，使用在一反射性材料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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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之間封閉微結構磁性材料來製造微結構顏料。圖41顯示

該結構之一範例性具體實施例。

範例1

多層結構MgF2/Al/Ni/Al/MgF2真空沈積於一聚酯矩形光 

柵（類似圖39所示）之頂部上。該光柵之丘與谷之寬度係7微 

米。丘之高度係80 nm °從浮雕基板剝離材料並將其轉換 

成24微米之平均長度的微薄片。

在從該基板剝離MgF2/Al/Ni/Al/MgF2塗層之前，將結果 

與沈積在一不同 聚酯繞射光柵（具有1500線/mm之頻率）上 

的相同光學多層堆疊進行比較。使用分光測光器（村上色 

彩研究實驗室）特徵化在低頻率與高頻率基板二者上的塗 

層之色彩性能。圖42顯示實驗結果。

圖42A與42B內之結果顯示當測量方向橫跨溝槽時低調 

變低頻率矩形光柵樣本產生幾乎不可見之繞射色彩且當沿 

溝槽觀看時根本無任何繞射色彩（在曲線圖中未顯示）。橫 

跨溝槽之方向最適宜形成繞射效果。標準1500線/mm正弦 

曲線繞射光柵顯示（圖42 A與圖42B）當在此方向上觀看時具 

有一極大的色彩軌道。

使用分光測光器Datacolor SF600來測量該些二者樣本之 

散射近法線角度光譜反射率。R%之實驗結構如圖43與圖 

44所示，其中（1）指示沿溝槽之％只而（2）指示橫跨溝槽之 

%R。

該等結果顯示使用低頻率光柵之箔樣本具有一銀色狀外 

觀。在沿溝槽或橫跨其之反射率之曲線上無任何色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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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相反，高頻率箔之樣本顯示存在入射光繞射所產生的

反射率峰值。

綜合言之，若光柵頻率足夠低（例如，小於200線/mm且 

較佳的係小於1 00線/mm），則肉眼無法看見任何繞射效 

果，然而此光柵較有利的係允許沿光柵線對齊。較佳的係 

該 光柵深度小於100 nm。

在本發明之另一具體實施例中，採用六角形形狀來成形 

在此上數具體實施例所述之影像中所使用的薄片，其允許 

在影像內一更大的包裝密度且還較有利地提供均勻之薄 

片。在美國公開申請案20060035080中查找製造成形薄片之說 

明。

【圖式簡單說明】

依據本發明已說明本發明之範例性具體實施例，其中：

圖1 A係在申請人的美國專利申請案US2005/0106367 A1 

說明並例示的稱為一「反轉」的一印記影像之一簡化斷 

面。

圖1B係採用一第一選擇視角在申請人的美國專利申請案 

US2005/0106367 A1說明並例示的在一文件上之印記影像 

的一簡化平面圖。

圖1 C係採用相對於視點傾斜而獲得，採用一第二選擇視 

角在申請人的美國專利申請案US2005/0106367 A1說明並 

例示的印記影像之一簡化平面圖。

圖2A係申請人的美國專利申請案US2005/0106367 A1所 

說明並例示的為方便說明稱為一「滾動條」之一印記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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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簡化斷面。

圖2B係採用一第一選擇視角申請人的美國專利申請案 

US2005/0106367 A1所說明並例示的滾動條影像之一簡化 

平面圖。

圖2C係申請人的美國專利申請案US2005/0106367 A1所 

說明並例示的為方便說明稱為一「雙滾動條」的一印記影 

像之一簡化斷面。

圖2D係圖2C所示之影像的一俯視圖。

圖3係在對應於圖4所示之恒星影像 爆裂的在一印記乾墨 

水層內之磁性對齊小板的一斷面。

圖4係依據本發明一恒星爆裂圖案圖案的一平面圖 。

圖5A與5B係包含磁性對齊小板之圓錐體影像之照片。

圖6係顯示小板在磁場內對齊的一圓錐體狀磁場之一斷 

面。

圖7係從直接在以垂直於影像表面之一角度上觀察一圓 

錐體影像之一照片。

圖7A與7B係從不同角度觀察圓錐體影像之照片。

圖8係本發明之一替代性具體實施例之一斷面圖，其中 

使用不同半徑的二環狀堆疊磁體來產生在印記影像中具有 

極為令人驚訝效果之新奇磁場。

圖9係使用圖8之磁性配置所產生之一影像的一照片。

圖10A ' 10B ' 10C ' 11 ' 12與13A係包含施加於各種不 

同圖案之磁性微粒的墨水影像，隨後該等圖案在其內具有 

使用一花床狀磁場對齊之磁性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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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B係依據本發明之一光學錯覺影像之一照片。

圖14係顯示在圖7A所示之圓錐體影像內薄片配置之一圖 

示；更大的較少數對稱薄片用於說明目的且有意省略某些 

薄片來顯示特定薄片之側視圖。

圖15係採用一透視圖顯示的圖14之一類似圖示。

圖16係類似圖15之一圖示 > 沿所施加圓錐體狀磁場線散 

佈於一墨水層內的非結構性磁性小板之軸向中心對齊。

圖17係散佈於一墨水薄層之一媒劑或載體內的磁性微粒 

之一圓錐體狀對齊，其中顯示垂直於微粒表面之角度以沿 

定義一虛環的一曲線在影像上面聚合。

圖1 8 A與1 8B係顯示反射環的圓錐體狀對齊印記之照 

片。

圖19係顯示當一圓錐體狀磁體定位於基板上時在圓錐體 

狀磁場內磁性微粒之圓錐體狀對齊之一圖式。

圖20係顯示當一漏斗狀磁體定位於基板下面時在圓錐體 

狀磁場內磁性微粒之圓錐體狀對齊之一圖式。

圖20A係依據本發明之一漏斗狀物體影像之照片。

圖20B係在 包含一墨水薄層（表面法線垂直於所示之微 

粒）的一媒劑內 所散佈 之磁性 小板之 漏斗狀對齊的一部分 

斷面圖。

圖20C係顯示當一球狀磁體定位於基板下面時在漏斗狀 

磁場內磁性微粒之一漏斗狀對齊之一斷面圖。

圖21A與21B係如 圖20所示之微粒對齊所產生之影像之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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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係在一軸向對稱圓錐體狀磁場內繞射磁性微粒對齊

之一部分切除透視圖。

圖23與24係包含磁性繞射微粒並朝向觀察者傾斜之軸向 

對稱印記之照片。

圖25係顯示當放置於一磁場內時一繞射薄片之定向的一 

圖式，其中顯示薄片之溝槽對齊磁場線。

圖26係形成一印記凸面菲涅耳鏡面的墨水薄層內所散佈 

的磁性微粒之一軸向對稱半球狀對齊之一圖示。

圖27係圖26所示的菲涅耳鏡面之斷面圖，其中顯示垂直 

於薄片之線沿一線朝向一點聚合。

圖28A與28B係半球狀凸面鏡面之照片。

圖29係沿形成一印記非補償凸面菲涅耳反射器沿所施加 

的半球狀磁場之線，在墨水層內所散佈的磁性微粒之一軸 

向對稱對齊之一圖示。

圖30係散佈於墨水層內的繞射微粒對齊之一圖示。

圖3 1係在一黑色背景上使用淡墨水所製造的印記凸面菲 

涅耳鏡面之一照片。

圖32係顯示在一基板上所印記之一墨水薄層內所散佈的 

磁性微粒之軸向對稱半球狀對齊之一圖式。

圖33係顯示散佈於墨水媒劑薄層332內，在內部具有以 

溝槽之形式之一光柵的磁性繞射微粒333（具有垂直於微粒 

表面之法線3 34）之凹面狀對齊之一圖式。

圖34A ' 34B與34C係半球狀對齊之印記之照片。

圖35係 散佈於一墨水 層內的 繞射磁 性微粒 之軸向 對稱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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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狀對齊（許多方面類似圖29）之平面圖。

圖36係顯示採用散佈於墨水層內之微粒在一單一徑向線 

上繞射微粒之位置與對齊之一圖式。

圖37A係一磁體之一透視圖，其組成如圖37C所示之一 

磁性組態用於提供如圖37C所示之一圓屋頂狀磁場。

圖3 7B係當圖37A所示之磁體圍繞其垂直軸旋轉時具有 

某些磁體的一透視圖。顯示該磁體處於其旋轉的二不同時 

刻用於理解半球狀磁場形成方式之說明目的。

圖37C係在磁體圍繞垂直軸完成一單一旋轉之後在其旋 

轉之三角度處的一相同磁體之一透視圖。

圖37D係圖37C之磁性配置之一透視圖，其中具有所施 

加之薄片墨水的薄板置放於圓屋頂狀磁場內且其中該薄板 

與磁場在後續二圖不中按箭頭指不而相對旋轉。

圖37E係類似圖37D之一透視圖，其中該薄板更接近該 

圓屋頂狀磁場而置放且其中在 墨水內所形成的一半球狀影 

像會在尺寸上小於圖37D之影像。

圖3 7尸與376係使用圖37E之磁體所製造之滾動3D半球影 

像，其隨著該影像從一位置至另一位置而傾斜在不同位置 

處顯示。

圖37H係具有置放於一屏蔽影像內的圓屋頂狀薄片之一 

半球印記影像。

圖371係具有沿其一軸而形成的一滾動條之一印記屏蔽 

影像。

圖37J係在圖37H與371中所形成之影像的一複合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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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多個諧段內施加墨水與磁場使得圖37H施加於圖371

上且其中當形成該滾動半球時僅塗布一次中心區域。

圖38A係用於形成圖38C之影像的一碗狀磁場之斷面。

圖38B係在圖38A所示之磁場內對齊的一載體內之顏料 

薄片之斷面。

圖38C係在圖38A所示之磁場內使用磁性薄片所形成的 

顯現為凹陷進入頁面之一滾動碗之反向半球的一影像。

圖39係微結構磁性顏料之一單一微粒之一平面圖。

圖40係微結構磁性顏料之一單一微粒之一斷面圖。

圖4 1係MgF2/Al/Ni/Al/MgF2多層微結構顏 料之一結構的 

一圖式。

圖42A與42B係顯示採用橫跨溝槽之測量方向低調變低 

頻率矩形光柵（1）與高頻率正弦曲線光柵（2）之多角度色彩 

傳播曲線圖。

圖43顯示沈積於低調變（80 nm）低頻率（140線/mm）矩形 

光柵之頂部的光學堆疊MgF2/Al/Ni/Al/MgF2之光譜反射率。

圖44顯示沈積於高頻率（140線/mm）頂部的光學堆疊 

MgF2/Al/Ni/Al/MgF2之光譜反射率。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20 印記影像

22 第一印記部分

24 第二印記部分

26 顏料薄片

26' 顏料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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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載體

29 基板

30 照明源

32 觀看者

42 印記影像

44 亮條

44' 亮條

46 對比域

46' 對比域

46" 對比域

48 對比域

48' 對比域

48" 對比域

160 磁場

162 磁場線

163 磁性可定向薄片

164 墨水媒劑

165 基板

166 間隔

171 薄片

172 墨水媒劑層

173 磁性微粒

174 線

175 卵形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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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基板

192 墨水

193 圓錐體狀磁體

195 磁場線

196 磁性微粒

201 基板

202 漏斗狀磁體

204 磁場線

205 磁性微粒

207 墨水層

208 表面

209 磁性小板

211 基板

212 墨水

213 磁場線

214 薄片

230 墨水媒劑

23 1 基板

233 球形或球狀磁體

235 磁場線

236 磁性微粒

261 磁場斷面

262 磁場線

263 磁性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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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墨水層

265 基板

266 磁體

271 基板

272 墨水媒劑

273 鏡面

274 虛線

280a 薄片

280b 薄片

291 紙基板

292 微粒

293 區域

294 區域

297 印記

301 基板

302 中心軸

303 法線

322 線

323 磁性微粒

324 墨水層

325 基板

326 磁體

332 墨水媒劑層

333 磁性繞射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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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線

335 球形像差區域

336 焦點

351 基板

352 繞射微粒

353 區域

354 區域

355 區域

356 區域

361 基板

362 繞射微粒

363 中心軸

364 線

370a 磁體

370b 磁體

370c 磁體

377 基板

801 磁體

802 磁體

803 線

804 磁性微粒

805 薄片

806 墨水

807 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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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文發明摘要：

本發明揭示一種印記影像，其中該影像可採用形狀與大 

小上可能均勻之磁性對齊小板或薄片之一陣列之形式，且 

其中採用一特定方式配置該等薄片以形成用作安全裝置或 

用於光束操縱應用之光學錯覺影像。

在本發明之一具體實施例中，揭示一種印記陣列，其具 

有採用一菲涅耳結構（較佳的係一菲涅耳反射器）之形式置 

放於一基板上的複數個磁性對齊小板之同心環。較有利的 

係，由於可針對強度與方向控制磁場，因此可容易地設計 

會校正在一典型菲涅耳反射器中出現之球面像差的一磁 

場。在本發明之其他具體實施例冲，印記漏斗、圓屋頂及 

圓錐體之光學錯覺影像。

六、 英文發明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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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圖式：

109729-fig.doc

圖1A

圖1E

圖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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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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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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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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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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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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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A 圖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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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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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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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16 ）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160 磁場

162 磁場線

163 磁性可定向薄片

164 墨水媒劑

165 基板

166 間隔

八、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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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严·畫心3舖95111568號專利申請案

年 月 日儆期正香換耳文說明書替換頁（101年12月）2X0

片。平面定向之薄片反射入射光返回至觀看者，而重定向 

之薄片並不反射入射光返回至觀看者，從而在塗層中提供 

一三維圖案之外觀。

本發明之一目的係提供光學可變影像，其中使用存在於 

特定磁場中的磁性可對齊薄片之三維物體（例如，安全裝 

置、標籤與類似物之半球、圓錐體及類似形式之影像）， 

在此不作說明。

• 【發明內容】

本發明提供關於具有一錯覺光學效果之影像的物品、方 

法及裝置。

依據本發明，提供一種安全裝置，其包含一影像，該影 

像具有採用一第一圖案擱置於一基板上以便定義一環或一 

曲線的一第一複數個磁性可對齊薄片。較佳的係，提供至 

少η薄片（η>1000） >且其中從該等薄片表面所延伸之平面 

相互交叉。

• 依據本發明之一方面，該等第一複數個磁性可對齊薄片

' 定義複數個薄片同心環，且該等.薄片同心環組裝一圓狀區

- 域；定義該等環之薄片相對於基板從最外面環至最裡面環

形成一漸增或漸減之角度。

在本發明之一方面，該裝置可包括採用對應於該第一圖

: 案之圖案擱置於基板上的一第二複數個磁性可對齊薄片 ，

其中該等薄片相對於基板採用一相同的第二角度傾斜，其 

中該第二角度不同於該第一角度且其中沿該等第二複數個 

薄片之表面所延伸之平面相互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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丿止谓

111568號專利申請案

，請專利範圍替換本(101年12月)凉B

十、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包含一影像之安全裝置，該影像具有擱置在一基板 

上成一第一圖案的一第一複數個至少η磁性可對齊薄片 

以便定義一環或曲線，其中該等薄片相對該基板採用相 

同的第一角度傾斜·其中η>1000，其中從該等薄片之表 

面所延伸之平面相互交叉以使該影像顯現成一具有非平 

面表面之三維物體，其中當該安全裝置傾斜並藉以提供

. 動態陰暗部分(dynamic shading)至該影像時» 一亮色或

暗色運動點在該影像中移動。

2. 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其包含擱置在該基板上成對應 

於該第一圖案的一圖案的一第二複數個磁性可對齊薄 

片，且其中該等薄片相對於該基板採用一相同的第二角 

度傾斜，其中該第二角度不同於該第一角度且其中沿該 

等第二複數個薄片之表面所延伸之平面相互交叉。

3. 如請求項1或2之安全裝置，其中該複數個磁性可對齊薄

• 片分佈於幾近遍及一整個封閉區域內並在其內採用一預

定圖案而定向，其中定向至少多於50%之薄片使得垂直 

於其反射表面之線沿一線或至一點而聚合。

4. 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其包含擱置在該基板上成η圖案

的η群組磁性可對齊薄片，且其中在該等η群組之各群組 

內部的該等薄片相對於該基板採用一相同角度傾斜且其 

中該等η薄片群組之各薄片群組相對於該基板採用一不 

同角度傾斜 > 且其中該等η薄片群組之各薄片群組之平

面相互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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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請求項1或4之安全裝置，其中η>10,000 °

,ί w叫邯正皆換頁「

— J+ - :     i .    』

6.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其中該影像形成一菲涅耳結

構。

7. 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其中該影像形成一接收或反射 

天線之一部分且其中該等薄片分別吸收或反射。

8. 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其中該等薄片具有在100平方微 

米(μιη2)至1平方釐米(mn?)之間的一表面積且其中該等薄 

片係在100奈米(nm)與100微米(pm)之間的一厚度範圍

內。

9.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其中該等磁性可對齊薄片與整

個遍及一圓形(circular)區域而存在的一磁場對齊。

10.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 > 其中該等薄片覆蓋一整個圓形

區域。

11·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其中該等薄片之至少某些薄片 

在其內或在其上具有光柵，且其中該等光柵之頻率與深 

度足夠低以便不具有肉眼可見之繞射效果 > 且其中具有 

光柵之該等薄片沿個別光柵之線而對齊。

12. 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其中該等薄片之至少某些薄片 

在其內或在其上具有光柵，且其中該等光柵之頻率小於 

200線/mm且其中該光柵之深度小於100微米。

13. 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其中該影像係一圓錐體、一球 

體、一半球體與一漏斗狀之一的影像。

14. 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其中該影像形成採用一菲涅耳 

結構之形式之反射元件的一印記陣列(printed array) °

109729-1011228.do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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罟12・彎傲君正替換頁I

15. 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其中該等薄片在形狀上亠致。

16. 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其中複數個薄片在形狀上係六

. 角形。

17. 如請求項1之安全裝置，其中複數個薄片在其內部或其 

上具有一繞射結構。

18. 一種光學錯覺影像，其包含具有塗布於其一表面之一薄 

片區域的一基板，其中該等薄片分佈於幾近遍及該整個

• 區域並在其內採用一預定圖案而定向，其中定向該等薄 

片使得垂直其反射表面之線沿一曲線而聚合。

19. 一種光學元件，其包含採用一菲涅耳結構之形式置放於 

一基板上的一複數個磁性對齊小板同心環。

20. 如請求項1 9之光學元件，其中該菲涅耳結構係一菲涅耳

- 反射器。

21. 一種光學元件，其包含採用定義成一菲涅耳凹面或凸面 

狀結構之圖案而定向的一複數個磁性對齊薄片。

• 22.如請求項21之光學元件，其中該菲涅耳結構無球面像

' 差。

109729-10H228.doc ■3· £



1402106

宀文T二晋頁（101^12 £

圖23 圖24

圖25

lH9-29-11g-K)| 122S.J<'U



1402106
1 156SnA-；也 ΐί- S

.Q文三元誉換頁(]t)]壬]]a ,:

圖39

6C 6识來
1()0会来

V --------------A
\

17/////7//7/

圖4()



1402106
第mi】 汽專匚申詩奚 

宀文三 10] --12 ·:1

1（Ό

90 ■* ■

圖44

lu9-29-lk-l（）］ 122S.doc -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