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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伪标识及其制作方法，所述防伪标识 （10 ) 为多层结构，防伪标识 （10 ) 表层的表面包括激光全息图
案 （10a ) 和二维码图案 （10b ) ，所述激光全息图案 （10a) 与二维码图案 （10b ) 组成组合图案，所述激光
全息图案 （10a ) 所在区域的防伪标识 （10 ) 从表层到里层依次包括薄膜层 （11 ) 、离型层 （12 ) 、成像层
( 13 ) 、镀铝层 （14 ) 和胶水层 （15 ) ，所述二维码图案 （10b ) 所在区域包括多个方形子区域 （10ba) ，所

述多个方形子区域 （10ba ) 的防伪标识 （10 ) 从表层到里层依次包括薄膜层 （11) 、离型层 （12 ) 和胶水层
( 15 ) ，所述激光全息图案 （10a ) 所在区域的防伪标识 （10 ) 与方形子区域 （10ba) 的防伪标识 （10 ) 共用
薄膜层 （ ) 、离型层 （12 ) 和胶水层 （15 ) 。



一种防伪标识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防伪安全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防伪标识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防伪是要解决一个问题，既不易伪造，又易于识别。现代防伪主要用于工

业化 以及商业化中，生产商品的商家只有一个，而产品却有 艮多。防伪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将不同商家的产品作区分，目前普遍使用防伪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消费者直接通过肉眼无需借助于工具即可实现真伪的辨认，这种防

伪技术的原理是用特殊的印刷技术制作防伪标志，如激光全息防伪，而通用型

的激光全息烫印箔易于生产，成本不高，但防伪效果不理想。激光全息防伪的

视觉特征来源于母版，母版技术的先进性和独 占性直接影响防伪的程度。由于

众所周知的原因，母版技术的普及程序越高，其防伪程序就变得越低。虽然全

息图不可能被 100%复制，但是通过使用同一技术却可以模仿其效果，相似的

程度可以达到 90% 以上。对于商品防伪而言，这就是一个无效的防伪。

另外一种是消费需要借助工具才能实现真伪的辨认，二维码具有存储量

大、保密性高、追踪性高、成本便宜等优点，但是其 自身并不具有防伪功能，

要将二维码应用在商品防伪领域，需要借助特殊的设备和系统才能进行鉴别，

而要将二维码 自身应用在商品防伪领域，首先应解决二维码防伪标识 自身的不

可仿造问题，即标识本身的防伪。

为了提高激光全息防伪标识的防伪性能，一些企业采用了各种方法在普通

的防伪烫印箔上附着各种信息，例如通过印刷或激光打标的方法在防伪烫印箔

上附着数字码、微缩图像、二维码等，但是始终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例如专利号为 200920289097.7 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复合式防伪

标识，由两层防伪层组成，表层第一防伪层为激光全息防伪层，它由塑料载体



薄膜层、信息记录层和镀铝层构成。底层第二防伪层为条形码、二维码以及电

话号码等防伪技术中的一种，它由条形码或二维码或者电话电码层、塑料薄膜

层和粘接胶层依次叠加复合而成。第一防伪层与第二防伪层间设置分离层，并

依靠粘接胶层连接为一个整体。当需要读取第二防伪层信息时，第一防伪层可

以从第二 防伪层表面揭开。

上述专利公开的防伪标识存在以上问题：消费者使用的时候只能刮开第一

层，找到数字编码，通过电话、网络、短信等形式将数字编码发送到系统，系

统进行反馈后才能鉴别商品真伪，使用不方便，并且防伪标识不能和商品包装

有机结合，消费者的接收程度不高。

专利号为 02270995.9 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全息缩印数字二维码

防伪标识，该防伪标识依次由数字码即二维码防伪层、彩色印刷机塑印微缩防

伪复合层、压敏胶层叠加复合而成，并在数字码和二维码防伪层上的局部位置

制作有激光全息图像，该防伪标识采用局部全息技术、塑印微缩技术、数字码

技术及二维码技术综合应用，形成多重防伪，该防伪标识上包括数字码以及二

维码均是通过印刷实现附着，抗磨损性较差，且将较多的信息图案复合在一起，

略显繁杂，再者，该防伪标识的生产涉及多种工艺，较为复杂，其采用的激光

全息技术上已经丧失了防伪功能，会增加生产成本，不利于在普通商品上推广

使用。

为此，专利号为 201 110 119875.X 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二维码和

光学可变图像结合的复合多功能防伪标识，所述二维码的加工是利用高能激光

束将二维码标识区的背景图案中的镀铝层物质有选择汽化，保留薄膜层，得到

空白与背景图案结合组成的二维码图案。由于通过高能激光束将镀铝层物质汽

化，需要采用抽真空装置将汽化的镀铝层物质抽走，需要在密闭的环境中进行，

而且抽走的气态的镀铝层物质为了不产生空气污染，需要对其进行处理，而且

由于高能激光束的激光头还需要通过机械 自动化带动其移动，所以整套设备成

本较高。

【发明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就是为 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 的问题 ，提 出了一种新 的防伪标

识及其制作方法。

本发 明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本发 明提供一种 防伪标识 ，其特征在于，所述防伪标识为多层结构 ，该防

伪标识表层的表 面包括激光全 息图案和二维码 图案 ，所述激光全息图案与二维

码 图案组成组合 图案 ，所述激光全 息图案所在 区域的防伪标识从表层到里层依

次 包括薄膜层 、离型层 、成像层 、镀铝层和胶水层 ，所述二维码 图案所在 区域

包括多个方形子 区域 ，所述多个方形子 区域的防伪标识从表层到里层依次 包括

薄膜层 、离型层和胶水层 ，所述激光全息图案所在 区域的防伪标识与方形子 区

域的防伪标识共用薄膜层 、离型层和胶水层 。

所述镀铝层和浇水层之 间还 包括涂覆在镀铝层上的涂层 。

所述二维码 图案所对应 的二维码信 息与该组合 图案在一数据库 中相对应 。

该防伪标识的表层表 面印刷有 电眼标识 ，所述 电眼标识位于所述激光全息

图案所在 区域和二维码 图案所在 区域的外 围，所述二维码 图案的二维码信 息、

二维码 图案与电眼标识 的相对位置信 息、激光全息图案与电眼标识的相对位置

信 息以及组合 图案四者在所述数据库 中相对应 。

所述 电眼标识 包括至少三个在不同位置的十字 、方块或 圓点。

本发 明还提供一种如上所述防伪标识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

( 1 ) 在透 明的塑料薄膜 的背面涂布 离型剂 ，将 离型剂烘干 固化形成 离型

层；

( 2 ) 然后在 离型层上涂布具有成像功能的转移涂料 ，然后将该转移涂料

烘干 固化形成成像层；

( 3 ) 在模压机上进行模压 ，将激光全 息图案复制到成像层上；

( 4 ) 在成像层上真 空镀铝；

( 5 ) 在镀铝层上喷印与二维码 图案相对应 的 固化油墨；

( 6 ) 将薄膜或薄纸复合在镀铝层上 ，然后使 固化油墨 固化 ；

( 7 ) 将薄膜或薄纸与镀铝层相分 离，使喷 印有 固化油墨的镀铝 以及用于



形成成像层 的转移涂料转移到薄膜或薄纸上 ，形成于二 维码 图案相对应 的镂

空，镂 空区域 包括薄膜层和 离型层；

( 8 ) 在镀铝层和镂 空区域的 离型层上满版涂布粘性胶水。

该方法进一步包括 ：

在成像层上真 空镀铝之后再在镀铝层上涂覆一层涂层 ，烘干后再在涂层上

喷印与二维码 图案相对应 的固化油墨。

该方法进一步包括 ：

在镀铝层和镂 空区域的离型层上满版涂布胶水之后 ，将具有二维码 图案与

激光全息图案的组合 图案扫描录入到防伪 系统 中，并且将该具有二维码 图案与

激光全息图案的组合 图案与二维码 图案所对应 的二维码信 息相对应 。

该方法进一步包括 ：

在模压机上进行模压 ，将激光全息图案复制到成像层上之前 ，先在塑料薄

膜 的正面的随机位置上喷 印电眼标识 ，然后通过 电眼标识的检测装置，检测 电

眼标识的位置，在将激光全息图案复制到成像层上之后 ，将激光全 息图案与 电

眼标识的相对位置记录到防伪 系统 中；

在镀铝层的随机位置上喷 印与二维码 图案相对应 的固化油墨之后 ，将二维

码 图案与 电眼标识相对位置记录到防伪 系统 中；

根据二维码 图案与 电眼标识相对位置、激光全息图案与 电眼标识的相对位

置、激光全息图案 、二维码 图案四者在防伪 系统 中生成有具有二维码 图案与激

光全息图案的组合 图案 ，并将该组合 图案与二维码 图案所对应 的二维码信 息相

对应 。

所述 电眼标识位 于所述激光全 息图案所在 区域和二 维码 图案所在 区域 的

外 围，所述 电眼标识 包括至少三个在不 同位置的十字、方块或 圓点。

所述 固化油墨为热 固化油墨或者光 固化油墨。

所述塑料薄膜 、薄膜或薄纸可为卷筒状 的，也可以是平张的。

本发 明有益的技术效果在于：

通过在镀铝层喷 印固化 油墨，并且通过 固化油墨 固化使镀铝层与薄膜或薄

纸粘连之后 ，再将薄膜纸去掉 ，这样喷 印有 固化油墨的镀铝也跟着薄膜或薄纸



一起从 防伪标识上脱 落，这样形成镂 空的镀铝层 ，保 留塑料薄膜层和 离型层 ，

而喷 印的 固化油墨与二维码 图案相对应 ，如此则可以实现本发 明的防伪标识上

制作二维码 图案 的方法，方法筒单 ，成本低廉 。

在镀铝层涂覆涂层 ，能够更加有利于镀铝层与 离型层分 离。

将二 维码 图案所对应 的二维码信 息与组合 图案在 防伪 系统的数据库 中相对

应 能够使二维码 图案 防伪与激光全 息图案 防伪结合在一起 ，避免 了只单独对激

光全 息图案进行鉴别的问题 ，每一个防伪标识 中的二维码 图案与激光全 息图案

的相对位置均不 同，而且仿 冒者也 艮难 利用逆向工程来仿制该防伪标识 ，所以

具有 防伪性 高的特点。

根据二维码 图案与 电眼标识相对位置 、激光全 息图案与 电眼标识 的相对位

置 、激光全 息图案 、二维码 图案四者在 防伪 系统 中生成有具有二维码 图案与激

光全 息图案 的组合 图案 ，无需将具有二 维码 图案与激光全 息图案 的组合 图案扫

描录入到防伪 系统 中，能够节省制作成本和制作 时间。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 1 的防伪标识平面视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 1 的防伪标识层 面展开立体视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 1 的防伪标识制作方法流程 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 2 的防伪标识平面视 图；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 2 的防伪标识侧面展开立体视 图；

图 6 为本发 明实施例 2 的防伪标识制作方法流程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 了使发 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 附图及 实施

例 ，对本发 明进行进一步详 细说 明。应 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 实施例仅用

以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来限定本发 明。

实施例 1

本 实施例提供一种 防伪标识 ，如 图 1 所示，从该防伪标识表层 （表层为薄



膜层 ）的表面上看，该防伪标识 10 包括激光全息图案区域 10a 和二维码图案

区域 10b, 所述激光全息图案区域 10a 印刷有激光全息图案，所述二维码图案

区域 10 b 印刷有二维码图案，如图 2 所示，从该防伪标识的侧面结构来看，

该防伪标识从表层到里层依次包括薄膜层 11、剥离层 12、成像层 13、镀铝层

14 和胶水层 15 , 所述二维码图案区域的镀铝层具有多个方形空缺 10 1 , 这些

方形空缺所在的区域为方形子区域 10ba, 方形子区域除了没有该防伪标识的

镀铝层 14 外，还没有成像层 13 , 其他的薄膜层 11、剥离层 12 和胶水层 15

均具有，即所述激光全息图案区域与方形子区域共用薄膜层 11、剥离层 12 和

胶水层 15 , 所述激光全息图案不在二维码图案区域 10b 的方形子区域中，即

所述激光全息图案区域 10a 不与二维码图案区域 10b 重合，所述激光全息图

案与二维码图案组合形成组合图案，所述二维码图案所对应的二维码信息与组

合图案在防伪系统的数据库中相对应。所述组合图案是通过扫描仪器录入到系

统中的。具体的，如图 3 所示，本实施例中防伪标识的制作流程如下：

S 1 : 在透明的 PET 塑料薄膜的背面上涂布离型剂，将 离型剂烘干固化形

成离型层；

所述 PET 塑料薄膜为平张塑料薄膜；

S2: 然后在离型层上涂布具有成像功能的转移涂料，然后将该转移涂料烘

干固化形成成像层；

S3: 在模压机上进行模压，将激光全息图案复制到成像层上；

S4: 在成像层上真空镀铝；

S5: 在镀铝层上喷印与二维码图案相同的固化油墨；

S6: 将塑料薄膜纸复合在镀铝层上，然后使 固化油墨固化；

所述塑料薄膜纸也为平张塑料薄膜纸；

S7: 撕去塑料薄膜纸，使喷印有 固化油墨的镀铝转移到塑料薄膜纸；

撕去塑料薄膜纸之后，镀铝层形成与喷印的二维码图案相同形状的镂空，

镂空的区域除了没有镀铝层之外，还没有成像层，只有薄膜层和剥离层；

S8: 在镀铝层和镂空的镀铝层区域的剥离层上满版涂布粘性胶水。

S9: 将具有二维码图案与激光全息图案的组合 图案扫描录入到防伪 系统



中；

S 10 : 将该具有二维码 图案所对应 的二维码信 息与激光全息图案的组合 图

案与二维码 图案相对应 。

用户在使用该防伪标识作 为辨别产品真伪 的工具时，先通过二维码读取设

备读取 防伪标识上的二维码 ，通过二维码读取设备将二维码信 息发送给防伪 系

统的服务器，防伪 系统的服务器将与该二维码相 关联 的具有二维码 图案与激光

全息图案 的组合 图案发送给二维码读取设备 ，并通过该二维码读取设备 的显示

模块显示 出来，然后用户通过 肉眼判断辨别二维码读取设备 的显示模块上显示

的组合 图案与实际产品上粘贴的组合 图案是否一致 （包括二维码 图案 、激光全

息图案 以 及 二 维码 图案与激光全 息图案的相对位置 ），如一致 ，则表 明将产品

为正 品 ，如不一致 ，则表 明该产品为 冒伪劣产品。用户也可以通过 肉眼观察

激光全息图案来辨别该产品是否为正 品 。在使用时，将该防伪标识粘贴在具有

黑 色背景的产品外 包装上。

所述激光全 息图案和镀铝层也可以分布在卷筒的 PET 塑料薄膜上 ，或者

与镀铝层相复合 的塑料薄膜纸也可以 是卷筒形的。

在本实施例 中，制作 防伪标识的步骤 S 1~S4 中制作 的是一种具有激光全

息图案的防伪标识 ，在该防伪标识的基础之上 ，通过镂 空该防伪标识的镀铝层

能够得到一个镂 空的二维码 图案 ，从 而该防伪标识具有激光全 息防伪和二维码

防伪 的双重防伪功能，也可以直接在具有激光全息图案以及镀铝层的卷筒 PET

塑料 薄膜上喷 印光 固化油墨 ，然后再通过辊 筒使卷筒的塑料 薄膜纸与卷筒的

PET 塑料薄膜复合 ，然后再通过紫外光照射使光 固化油墨 固化 ，待光 固化油墨

固化后使塑料薄膜纸与镀铝层粘接在一起后 ，通过两个相距一定距 离的辊筒使

卷筒的塑料薄膜纸与卷筒的 PET 塑料薄膜分 离。

所述镀铝层和浇水层之 间还可以 在镀铝层上涂覆一层涂层 ，在镀铝层涂覆

涂层 ，能够更加有利于镀铝层与 离型层分 离。

实施例 2

与上述实施例 1 不同的是 ，本 实施例提供另外一种 防伪标识 ，如 图 4 所示，

从该防伪标识表层的表 面上看 ，该防伪标识除 包括激光全息图案 区域 10a 和二



维码 图案 区域 10b, 所述激光全息图案 区域 10a 印刷有激光全息图案 ，所述二

维码 图案 区域 10b 印刷有二维码 图案 ，在激光全息图案和二维码 图案之外 ，还

印刷有 电眼标识 111 , 电眼标识 1 11 为四个 （也可以为三个 ）"十字"，分别位

于一长方形的四个或者三个角上 ，"十字"的中心位于长方形的四个或三个角的

角点 （该 电眼标识也可为四个或三个 "方块 "或 "圓点 "，也分别位 于一长方形的

四个或三个 角上 ，"方块 "或 "圓点 "的 中心位 于长方形 的四个或三个 角的焦点

上 ），如 图 5 所示 ，从该防伪标识的侧面结构来看 ，该防伪标识从表层到里层

依 次 包括薄膜层 1 1、剥 离层 12 、成像层 13、镀铝层 14 和胶水层 15 , 所述 电

眼标识 印刷在成像层 ，所述二维码 图案 区域 的镀铝层具有多个方形 空缺 10 1 ,

这些方形 空缺所在的区域为方形子 区域 ，方形子 区域除 了没有该防伪标识的镀

铝层 14 外 ，还没有成像层 13 , 其他 的薄膜层 11、剥 离层 12 和胶水层 15 均

具有 ，即所述激光全息图案 区域与方形子 区域 10ba 共用薄膜层 11、剥 离层

12 和胶水层 15 , 所述 电眼标识 印刷在成像层 13 上 ，所述激光全 息图案与二

维码 图案重合 ，即所述激光全息图案 区域 10a 与二维码 图案 区域 10b 重合 ，

所述激光全息图案与二维码 图案重合形成重合 图案 ，所述二维码 图案所对应 的

二维码信 息与重合 图案在防伪 系统的数据库 中相对应 。所述重合 图案是根据二

维码 图案与电眼标识相对位置 、激光全 息图案与电眼标识的相对位置、激光全

息图案 、二维码 图案四者在防伪 系统 中生成 ，具体 的，如 图 6 所示，本实施例

中防伪标识的制作方法如下：

T 1 : 在透明的 PET 塑料薄膜 的背面上涂布 离型剂 ，将 离型剂烘干 固化形

成 离型层 ；

T2: 然后在 离型层上涂布具有成像功能的转移涂料 ，然后将该转移涂料烘

干 固化形成成像层；

T3: 先在塑料薄膜正面的随机位置上喷印电眼标识 ，然后通过 电眼标识的

检测装置 ，检测 电眼标识的位置；

T4: 在模压机上进行模压 ，将激光全息图案复制到成像层上；

T5: 将激光全 息图案与电眼标识的相对位置发送到防伪 系统 中记录；

T6: 在成像层上真 空镀铝；



T7: 在镀铝层 的随机位置上喷印与二维码 图案相 同的固化油墨；

Τ8 : 将二维码 图案与 电眼标识相对位置发送到防伪 系统 中记录；

Τ9 : 将塑料薄膜纸复合在镀铝层上 ，然后使 固化油墨 固化 ；

Τ10 : 撕去塑料薄膜纸 ，使喷印有 固化油墨的镀铝转移到塑料薄膜纸；

撕去塑料薄膜纸之后 ，镀铝层形成与喷 印的二维码 图案相反 （所谓 的相反

是指该 图案与二维码 图案组合在一起 为一非镂 空的图案 ）的镂 空，镂 空的区域

除 了没有镀铝层之外 ，还没有成像层 ，只有薄膜层和剥 离层 ；

Τ11: 在镀铝层和镂 空的镀铝层 区域 的剥 离层上满版涂布粘性胶水。

Τ12 : 根据二维码 图案与电眼标识相对位置、激光全 息图案与电眼标识 的

相对位置、激光全息图案 、二维码 图案四者在防伪 系统 中生成有具有二维码 图

案与激光全息图案的组合 图案 ；

Τ13 : 将该具有二维码 图案所对应 的二维码信 息与激光全 息图案 的组合 图

案与二维码 图案 的组合 图案相对应 。

用户在使用该防伪标识作 为辨别产品真伪 的工具时，先通过二维码读取设

备读取 防伪标识上的二维码 ，通过二维码读取设备将二维码信 息发送给防伪 系

统的服务器，防伪 系统的服务器将与该二维码相 关联 的具有二维码 图案与激光

全息图案 的组合 图案发送给二维码读取设备 ，并通过该二维码读取设备 的显示

模块显示 出来，然后用户通过 肉眼判断辨别二维码读取设备 的显示模块上显示

的组合 图案与实际产品上粘贴的组合 图案是否一致 （包括二维码 图案 、激光全

息图案 以 及 二 维码 图案与激光全 息图案的相对位置 ），如一致 ，则表 明将产品

为正 品 ，如不一致 ，则表 明该产品为 冒伪劣产品。用户也可以通过 肉眼观察

激光全息图案来辨别该产品是否为正 品 。在使用时，将该防伪标识粘贴在具有

黑 色背景的产品外 包装上。

以 上实施例仅用 以说 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 ，尽管参照较佳 实施例

对本发 明进行 了详细说 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应 当理解 ，可以对本发 明的

技术方案进行修 改或者等 同替换 ，而不脱 离本发 明技术方案 的精神和范围，其

均应涵盖在本发 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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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 防伪标识 ，其特征在于，所述防伪标识为多层结构 ，该防伪标识表

层的表 面包括激光全息图案和二维码 图案 ，所述激光全 息图案与二维码 图案组

成组合 图案 ，所述激光全 息图案所在 区域的防伪标识从表层到里层依 次 包括薄

膜层 、离型层 、成像层 、镀铝层和胶水层 ，所述二维码 图案所在 区域 包括多个

方形子 区域 ，所述多个方形子 区域的防伪标识从表层到里层依次 包括薄膜层 、

离型层和胶水层 ，所述激光全息图案所在 区域 的防伪标识与方形子 区域的防伪

标识共用薄膜层 、离型层和胶水层 。

2 .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防伪标识 ，其特征在于，所述镀铝层和浇水层之 间

还 包括涂覆在镀铝层上的涂层 。

3 .根据权利要 求 1 或 2 所述防伪标识 ，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维码 图案所对

应 的二维码信 息与该组合 图案在一数据库 中相对应 。

4 .根据权利要 求 3 所述的防伪标识 ，其特征在于，该防伪标识 的表层表 面

印刷有 电眼标识 ，所述 电眼标识位 于所述激光全息图案所在 区域和二维码 图案

所在 区域 的外 围，所述二维码 图案的二维码信 息、二维码 图案与电眼标识 的相

对位置信 息、激光全息图案与电眼标识 的相对位置信 息以及组合 图案四者在所

述数据库 中相对应 。

5 .根据权利要 求 4 所述的防伪标识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眼标识 包括至少

三个在不 同位置的十字 、方块或 圓点。

6 .—种如 1-5 任一所述防伪标识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

( 1 ) 在透 明的塑料薄膜 的背面涂布 离型剂 ，将 离型剂烘干 固化形成 离型

层 ；

( 2 ) 然后在 离型层上涂布具有成像功能的转移涂料 ，然后将该转移涂料

烘干 固化形成成像层；

( 3 ) 在模压机上进行模压 ，将激光全 息图案复制到成像层上；

( 4 ) 在成像层上真 空镀铝；

( 5 ) 在镀铝层上喷印与二维码 图案相对应 的 固化油墨；

( 6 ) 将薄膜或薄纸复合在镀铝层上 ，然后使 固化油墨 固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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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将薄膜或薄纸与镀铝层相分 离，使喷 印有 固化油墨的镀铝 以及用于

形成成像层 的转移涂料转移到薄膜或薄纸上 ，形成于二 维码 图案相对应 的镂

空，镂 空区域 包括薄膜层和 离型层；

( 8 ) 在镀铝层和镂 空区域的 离型层上满版涂布粘性胶水。

7 .根据权利要 求 6 所述的防伪标识 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进一

步 包括：

在成像层上真 空镀铝之后再在镀铝层上涂覆一层涂层 ，烘干后再在涂层上

喷印与二维码 图案相对应 的固化油墨。

8 .根据权利要 求 6 或 7 所述的防伪标识 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

进一步 包括：

在镀铝层和镂 空区域的离型层上满版涂布胶水之后 ，将具有二维码 图案与

激光全息图案的组合 图案扫描录入到防伪 系统 中，并且将该具有二维码 图案与

激光全息图案的组合 图案与二维码 图案所对应 的二维码信 息相对应 。

9 .根据权利要 求 8 所述的防伪标识 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进一

步包括：

在模压机上进行模压 ，将激光全息图案复制到成像层上之前 ，先在塑料薄

膜 的正面的随机位置上喷 印电眼标识 ，然后通过 电眼标识的检测装置，检 测电

眼标识的位置，在将激光全息图案复制到成像层上之后 ，将激光全 息图案与 电

眼标识的相对位置记录到防伪 系统 中；

在镀铝层的随机位置上喷 印与二维码 图案相对应 的固化油墨之后 ，将二维

码 图案与 电眼标识相对位置记录到防伪 系统 中；

根据二维码 图案与 电眼标识相对位置、激光全息图案与 电眼标识的相对位

置、激光全息图案 、二维码 图案四者在防伪 系统 中生成有具有二维码 图案与激

光全息图案的组合 图案 ，并将该组合 图案与二维码 图案所对应 的二维码信 息相

对应 。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防伪标识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眼

标识位于所述激光全息图案所在 区域和二维码 图案所在 区域 的外 围，所述 电眼

标识 包括至少三个在不 同位置的十字、方块或 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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