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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专用于手机后盖的印刷制造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专用于手机后盖的印刷
制造工艺 ，
其技术方案的要点是包括有如下步
骤：
往基材上印刷logo；
制作逻辑光纹；
UV印刷；
溅镀：
往基材的内表面镀一层反光金属色；
盖底
色：
在手机后盖的内表面印上一层黑色的油墨 ；
吸塑成型：
将经过处理的基材加热软化后，
真空
吸附、
冷却成手机后盖的形状；
将手机后盖的外
表面涂上硬化剂，
作硬化处理；
CNC模切：
在手机
后盖上钻出指定的孔。
本发明使用的油墨为LEDUV油墨，
通过LED-UV印刷机印刷，
能够解决当前
手机后盖油墨不耐磨，
不耐高温，
印刷的油墨容
易脱落，
成型时易龟裂的缺陷 ；
并且生产的成品
率可高达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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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专用于手机后盖的印刷制造工艺，
其特征在于：
包括有如下步骤：
A .往基材上印刷logo；
B .制作逻辑光纹；
C .UV印刷；
D .溅镀：
往基材的内表面镀一层反光金属色；
E .盖底色：
在手机后盖的内表面印上一层黑色的油墨；
F .吸塑成型：
将经过D步骤处理的基材加热软化后，
真空吸附、
冷却成手机后盖的形状；
G .将手机后盖的外表面涂上硬化剂，
作硬化处理；
H .CNC模切：
在手机后盖上钻出指定的孔；
所述B步骤和C步骤的顺序可以互换。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专用于手机后盖的印刷制造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B步骤的逻
辑光纹通过LED-UV油墨喷涂在基材的内表面。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专用于手机后盖的印刷制造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B步骤的逻
辑光纹通过LED-UV油墨印在基材的内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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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专用于手机后盖的印刷制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专用于手机后盖的印刷制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制造的手机后盖，
手机后盖表面印刷的油墨不耐磨，
不耐高温，
也容易脱
落，
成型时易龟裂，
而且生产工艺较为复杂，
成品率较低。
[0003] 本发明就是基于这种情况作出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供一种专用于手机后盖的印刷制造工
艺，
该印刷制造工艺能够解决当前手机后盖油墨不耐磨，
不耐高温，
容易脱落，
成型时易龟
裂的缺陷。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专用于手机后盖的印刷制造工艺，
其特征在于：
包括有如下步骤：
[0007] A .往基材上印刷logo；
[0008] B .制作逻辑光纹；
[0009] C .UV印刷；
[0010] D .溅镀：
往基材的内表面镀一层反光金属色；
[0011] E .盖底色：
在手机后盖的内表面印上一层黑色的油墨；
[0012] F .吸塑成型：
将经过D步骤处理的基材加热软化后，
真空吸附、冷却成手机后盖的
形状；
[0013] G .将手机后盖的外表面涂上硬化剂，
作硬化处理；
[0014] H .CNC模切：
在手机后盖上钻出指定的孔；
[0015] 所述B步骤和C步骤的顺序可以互换。
[0016] 如上所述专用于手机后盖的印刷制造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B步骤的逻辑光纹通
过LED-UV油墨喷涂在基材的内表面。
[0017] 如上所述专用于手机后盖的印刷制造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B步骤的逻辑光纹通
过LED-UV油墨印在基材的内表面。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有如下优点：
[0019] 1、
本发明使用的油墨为LED-UV油墨，
通过LED-UV印刷机印刷，
能够解决当前手机
后盖油墨不耐磨，
不耐高温，
印刷的油墨容易脱落，
成型时易龟裂的缺陷；
并且生产的成品
率可高达90％。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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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技术特征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以便于所述领域技术人员能
够理解。
[0022] 一种专用于手机后盖的印刷制造工艺，
包括有如下步骤：
[0023] A .往基材上印刷logo；
[0024] B .制作逻辑光纹；
[0025] C .UV印刷；
[0026] D .溅镀：
往基材的内表面镀一层反光金属色；
[0027] E .盖底色：
在手机后盖的内表面印上一层黑色的油墨；
[0028] F .吸塑成型：
将经过D步骤处理的基材加热软化后，
真空吸附、冷却成手机后盖的
形状；
[0029] G .将手机后盖的外表面涂上硬化剂，
作硬化处理；
[0030] H .CNC模切：
在手机后盖上钻出指定的孔，
例如手机扬声器孔位；
[0031] 所述B步骤和C步骤的顺序可以互换。
[0032] 所述B步骤的逻辑光纹可以通过LED-UV油墨喷涂在基材的内表面 ，
也可以通过
LED-UV油墨印在基材的内表面。
[0033] 本发明的逻辑光纹采用LED-UV油墨并且通过LED-UV印刷机印刷而成。
本发明的油
墨为LED-UV油墨，
LED-UV印刷机使用冷光源固化油墨，
油墨不含有机溶剂，
没有挥发性，
真
正实现无有机挥发物的排放，
由于使用冷光源固化油墨，
印刷过程中不堵版、干版、干燥速
度快，
印刷网点更加清晰。印刷的油墨耐磨、
耐刮、
耐高温、
成型不龟裂；
并且生产的成品率
可高达90％，
而现有技术的成品率只有不到50％-60％。
[0034] 本发明采用了双固化技术，
油墨性能优异，
耐刮擦、耐搓耐磨、抗拉伸，
抗高温在
240℃以上，
在模具吸塑材料变形之下，
油墨不爆不裂。
[0035] 本发明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的描述，
并非对发明构
思和范围进行限定，
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思想的前提下，
本领域中工程技术人员对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
均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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