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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纸张的动感立体印刷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纸张的动感立体印

刷工艺，包括有以下步骤：（1）在纸张的一面印刷

上格栅化3D图案；（2）在纸张的格栅化3D图案外

侧通过紫外线固化方式水晶油墨的工艺印刷底

油层；（3）通过紫外线固化方式成型一层外表面

带有光栅的光栅层，该光栅层选用的采用为UV树

脂油墨；（4）将光栅层通过转移油层粘合复合连

接于底面油墨层上，该转移油层采用紫外线固化

方式固化粘合，该转移油层采用UV树脂油墨。本

发明的优点是用于纸张印刷，环保效果好，可现

实局部应用，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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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纸张的动感立体印刷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以下步骤：(1)在纸张的一面

印刷上格栅化3D图案；

(2)在纸张的格栅化3D图案外侧通过紫外线固化方式水晶油墨的工艺印刷底油层；

(3)通过紫外线固化方式成型一层外表面带有光栅的光栅层，该光栅层选用的采用为

UV树脂油墨；

(4)将光栅层通过转移油层粘合复合连接于所述的底油层上，该转移油层采用紫外线

固化方式固化粘合，该转移油层采用UV树脂油墨；

该工艺的步骤(2)、步骤(3)和步骤(4)在纸张立体印刷机上实现，该纸张立体印刷机包

括有机架、输纸装置、以及沿着输纸方向依次布置的底油层印刷总成、光栅层和转移油层一

体印刷总成和收纸装置；

所述的底油层印刷总成包括有相互转动配合的底油转移辊和底油压印滚筒，所述的机

架上相对于底油转移辊的边侧设置有上底油滚筒，所述的上底油滚筒上设置有用于向底油

转移辊输送底油的底油出油口，且该上底油滚筒与底油转移辊相对转动配合，所述的底油

层印刷总成还包括有设置于底油压印滚筒边侧并向底油压印滚筒方向辐射紫外线的第一

紫外线灯；

所述的光栅层和转移油层一体印刷总成包括有相互转动配合的光栅模具滚筒和转移

油压印滚筒，所述的光栅模具滚筒的滚筒表面上开设有光栅层成型腔，该光栅层成型腔的

底壁上开设有光栅成型条纹，该光栅模具滚筒的边侧相互转动设置有与光栅层成型腔位置

相对应配合的光栅层印刷辊和转移油层印刷辊，所述的光栅层印刷辊位于光栅模具滚筒的

转动方向的前端位置，所述的转移油层印刷辊位于光栅模具滚筒的转动方向的后端位置，

转移油层印刷辊还包括有向光栅层成型腔方向辐射紫外线的第二紫外线灯，所述的收纸装

置包括有收纸滚筒、设置于收纸滚筒上并向行走于收纸滚筒上的纸张印刷面进行辐射的第

三紫外线灯、以及收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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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纸张的动感立体印刷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印刷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纸张的动感立体印刷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要实现动感立体的印刷效果都是采用胶片光栅印刷工艺，该工艺的

过程是，在透明的胶片的背面印刷栅格化图像，然后在胶片正面印刷或者裱贴光栅片，利用

光栅的折射效应形成具有3D视觉效果的图案。

[0003] 这种传统的方案存在的问题是：胶片是一种非环保材质，随着国家对环保要求的

提高，非环保的胶片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应用价值减少。

[0004] 另一方面，纸张是一种相对于胶片而言更为环保且应用范围更广的印刷基材，纸

张目前还分为常用的白卡纸，铜卡纸、金银卡纸、镭射卡纸以及标签纸等，广泛适用于各类

商品印刷和包装印刷，如烟标、酒包装盒、化妆品盒、电子产品包装盒以及标签等类型的印

刷产品。

[0005] 但是因为纸张非透明性以及纸张表面的粘附性能与胶片存在显著的差异，现有技

术中还没有在纸张上进行动感立体印刷的成熟方案，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而提供一种环保性好，应

用价值大的基于纸张的动感立体印刷工艺。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包括有以下步骤：

[0008] (1)在纸张的一面印刷上格栅化3D图案；

[0009] (2)在纸张的格栅化3D图案外侧通过紫外线固化方式水晶油墨的工艺印刷底油

层；

[0010] (3)通过紫外线固化方式成型一层外表面带有光栅的光栅层，该光栅层选用的采

用为UV树脂油墨；

[0011] (4)将光栅层通过转移油层粘合复合连接于底面油墨层上，该转移油层采用紫外

线固化方式固化粘合，该转移油层采用UV树脂油墨。

[0012] 进一步设置是该工艺的步骤(2)、步骤(3)和步骤(4)在纸张立体印刷机上实现，该

纸张立体印刷机包括有机架、输纸装置、以及沿着输纸方向依次布置的底油层印刷总成、光

栅层和转移油层一体印刷总成和收纸装置；

[0013] 所述的底油层印刷总成包括有相互转动配合的底油转移辊和底油压印滚筒，所述

的机架上相对于底油转移辊的边侧设置有上底油滚筒，所述的上底油滚筒上设置有用于向

底油转移辊输送底油的底油出油口，且该上底油滚筒与底油转移辊相对转动配合，所述的

底油层印刷总成还包括有设置于底油压印滚筒边侧并向底油压印滚筒方向辐射紫外线的

第一紫外线灯；

[0014] 所述的光栅层和转移油层一体印刷总成包括有相互转动配合的光栅模具滚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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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油压印滚筒，所述的光栅模具滚筒的滚筒表面上开设有光栅层成型腔，该光栅层成型

腔的底壁上开设有光栅成型条纹，该光栅模具滚筒的边侧相互转动设置有与光栅层成型腔

位置相对应配合的光栅层印刷辊和转移油层印刷辊，所述的光栅层印刷辊位于光栅模具滚

筒的转动方向的前端位置，所述的转移油层印刷辊位于光栅模具滚筒的转动方向的后端位

置，转移油层印刷辊还包括有向光栅层成型腔方向辐射紫外线的第二紫外线灯，所述的收

纸装置包括有收纸滚筒、设置于收纸滚筒上并向行走于收纸滚筒上的纸张印刷面进行辐射

的第三紫外线灯、以及收纸箱。

[0015]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

[0016] 在纸张的一面印刷上格栅化3D图案后进入到输纸装置进行动感立体印刷；

[0017] (1)通过底油层印刷总成，纸张的格栅化3D图案外侧通过紫外线固化方式水晶油

墨的工艺印刷底油层；

[0018] (2)在光栅层和转移油层一体印刷总成中，光栅层成型腔中填充UV树脂油墨，并通

过将位于相对前端的光栅层印刷辊首先转动到光栅层成型腔位置，并在第二紫外线灯辐射

下，UV树脂油墨固化并并压成位于光栅层成型腔内向一侧的表面带有光栅的光栅层，然后

随着光栅模具滚筒转动，位于相对后端的转移油层印刷辊转动到光栅层成型腔位置，并在

光栅层的另一面上印刷上转移油，然后在随着光栅模具滚筒，在光栅模具滚筒和转移油压

印滚筒相对压印的位置，将一面带有转移油的光栅层粘结复合于纸张上的底油层外表面

上，从而形成动态的立体印刷效果。

[0019] (3)然后转移油层印刷完毕后，进行收纸，收纸时，还通过第三紫外线灯对转印油

层进行进一步固化，提高印刷强度。

[0020] 另外，本发明利用纸张立体印刷机，印刷效率高，便于自动化印刷作业。

[0021] 本发明还具有以下优点和突出的效果：

[0022] 适用于纸张印刷，环保效果好，可现实局部应用，将工艺技术进行完美结合、适用

性广泛、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等诸多特点。据悉，该项技术视觉与工艺差异明显；取代了传统

胶片光栅技术从而更加绿色环保；特别适合局部应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具有很强的

技术防伪性且应用成本低廉。

[0023]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介绍。

附图说明

[0024] 图1本发明的印刷原理图；

[0025] 图2本发明的纸张立体印刷机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的描述，只用于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不

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该领域的技术工程师可根据上述发明的内容对本发明

作出一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整。

[0027] 参考图1所示的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包括以下步骤

[0028] (1)在纸张的一面印刷上格栅化3D图案；

[0029] (2)在纸张的格栅化3D图案外侧通过紫外线固化方式水晶油墨的工艺印刷底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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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0030] (3)通过紫外线固化方式成型一层外表面带有光栅的光栅层，该光栅层选用的采

用为UV树脂油墨；

[0031] (4)将光栅层通过转移油层粘合复合连接于底面油墨层上，该转移油层采用紫外

线固化方式固化粘合，该转移油层采用UV树脂油墨。

[0032] 如图2所示的本发明所用的纸张立体印刷机具体实施方式，包括有机架1、输纸装

置2、以及沿着输纸方向依次布置的底油层印刷总成3、光栅层和转移油层一体印刷总成4和

收纸装置5。

[0033] 其中，所述的底油层印刷总成3包括有相互转动配合的底油转移辊31和底油压印

滚筒32，所述的机架1上相对于底油转移辊的边侧设置有上底油滚筒33，所述的上底油滚筒

33上设置有用于向底油转移辊输送底油的底油出油口331，且该上底油滚筒33与底油转移

辊31相对转动配合，从而将底油均匀地输运到底油转移辊31上，所述的底油层印刷总成3还

包括有设置于底油压印滚筒32边侧并向底油压印滚筒方向辐射紫外线的第一紫外线灯34。

[0034] 另外，本实施例所述的光栅层和转移油层一体印刷总成4包括有相互转动配合的

光栅模具滚筒41和转移油压印滚筒42，所述的光栅模具滚筒41的滚筒表面上开设有光栅层

成型腔411，该光栅层成型腔的底壁上开设有光栅成型条纹412，该光栅模具滚筒41的边侧

相互转动设置有与光栅层成型腔411位置相对应配合的光栅层印刷辊43和转移油层印刷辊

44，所述的光栅层印刷辊43位于光栅模具滚筒41的转动方向的前端位置，所述的转移油层

印刷辊44位于光栅模具滚筒41的转动方向的后端位置，转移油层印刷辊还包括有向光栅层

成型腔方向辐射紫外线的第二紫外线灯45。

[0035] 此外，所述的转移油压印滚筒42的直径为光栅模具滚筒41的两倍。

[0036] 另外，本实施例所述的输纸装置2和底油层印刷总成3之间还设置有输纸定位机

构，该输纸定位机构包括有位于输纸前端的摆动叼纸牙61以及和位于输纸相对后端的输纸

定位辊62。

[0037] 另外，所述的收纸装置5包括有收纸滚筒51、设置于收纸滚筒上并向行走于收纸滚

筒上的纸张印刷面进行辐射的第三紫外线灯52、以及收纸箱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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