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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光学防伪领域，公开了一种适用

于钞票、证卡和产品包装等各类高安全或高附加

值印刷品的光学防伪元件。所述光学防伪元件，

包括基材，至少基材的一个表面的部分区域带有

编码图案，所述编码图案由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第

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编码

图案通过解码再现预先设定的信息；以及所述编

码图案的第一部分内填充第一种光学微结构，并

且当一束光线照射所述第一光学微结构时，出射

光与镜面反射光和/或直透光在空间上是分离

的。该防伪元件既具有一线大众防伪的视觉特

征，也同时具有二线防伪的隐藏信息。此外，该光

学防伪元件以开窗安全线、烫印宽条、贴条、标识

等形式应用于需要保护的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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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学防伪元件，包括基材，至少基材的一个表面的部分区域带有编码图案，所述

编码图案由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组成，其特征在于，

所述编码图案通过解码再现预先设定的信息；以及

所述编码图案的第一部分内填充第一种光学微结构，并且当一束光线照射所述第一种

光学微结构时，出射光在不同于镜面反射方向上和/或不同于直透射光方向上，且出射光与

镜面反射光和/或直透光在空间上是分离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当照明光射入所述光学防伪元件

时，所述出射光与所述镜面反射光和/或所述直透光的夹角大于10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编码图案的第一部分和/或

所述编码图案的第二部分的线条宽度为大于2微米，小于人眼分辨的尺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编码图案为傅立叶变换图

案、菲涅耳变换图案、莫尔编码图案、条形码、二维码、希尔伯特变换图案、阿贝尔变换图案、

梅林变换图案或各种自定义的变换图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种光学微结构为非衍射

微结构、衍射微结构中的一种或其组合。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非衍射微结构的尺度为大于

5微米；所述衍射微结构的尺度为0.5微米到5微米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编码图案的第二部分为平坦

部分或内填充第二种光学微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编码图案的第一部分为凸

起，所述编码图案的第二部分为凹陷。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编码图案的第二部分内填充

第二种光学微结构或所述第一种光学微结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材为聚氯乙烯PVC板、聚

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板、聚碳酸酯PC板或玻璃板。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防伪元件还包括：位于

所述基材和所述编码图案之间的功能层。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层为：

剥离层、增强层和保护层中的一者；或者

磁性层和荧光层中的一者；或者

微结构形成层。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防伪元件还包括：位于

所述编码图案上的覆盖层。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覆盖层为：

镀层，该镀层是单层介质层、多层介质层、单层金属层或者金属层/介质层/金属层三层

结构的光变镀层；或者

纳米金属油墨和纳米金属涂料层中的一者；或者

磁性层、荧光层和印刷图案层中的一者；或者

保护层和黏结层中的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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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覆盖层整体覆盖或局部覆

盖所述编码图案。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防伪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防伪元件为反射和/或

透射元件。

17.一种防伪产品，其特征在于，该防伪产品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16中任一项所述的光

学防伪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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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防伪元件与防伪产品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防伪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光学防伪元件、其制作方法及带有该光学

防伪元件的防伪产品。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防止伪造，钞票、证卡等各类高安全以及高附加值印刷品中广泛采用了光学

防伪技术，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比如，新版欧元和加拿大塑料钞采用了衍射光变图像

宽条，100元券美元采用了称为 的微透镜安全线，新版100元人民币采用了光变安

全线，Visa、MasterCard和我国的银联信用卡采用了衍射光变图像烫印标识，我国的身份

证、驾驶证、护照等重要证件采用了衍射光变图像防伪技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的大多数

钞票、信用卡、护照等安全证卡采用了光学防伪技术。

[0003] 光学防伪技术一般采用某种光学微结构产生特殊光学效果，呈现特殊的难以伪造

的视觉效果，达到一线大众防伪的目的。但是，单单只具有大众防伪的视觉效果是不能满足

现有的市场需求。

[0004]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光学微结构的设计，实现一种既具有一线大众防伪特

征，又同时具有二线隐藏防伪特征的光学防伪元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防伪特征单一化的问题，提供一种光学

防伪元件，该光学防伪元件既具有一线大众防伪特征，又同时具有二线隐藏防伪特征的技

术效果。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一种光学防伪元件，一种光学防伪元件，包

括基材，至少基材的一个表面的部分区域带有编码图案，所述编码图案由相互交织在一起

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组成，所述编码图案通过解码再现预先设定的信息；以及所述编码

图案的第一部分内填充第一种光学微结构，并且当一束光线照射所述第一光学微结构时，

出射光与镜面反射光和/或直透光在空间上是分离的。

[0007] 优选地，当照明光射入所述光学防伪元件时，所述出射光与所述镜面反射光和/或

所述直透光的夹角大于10度。

[0008] 优选地，所述编码图案的第一部分和/或所述编码图案的第二部分的线条宽度为

大于2微米，小于人眼分辨的尺度。

[0009] 优选地，所述编码图案为傅立叶变换图案、菲涅耳变换图案、莫尔编码图案、条形

码、二维码、希尔伯特变换图案、阿贝尔变换图案、梅林变换图案或各种自定义的变换图案。

[0010] 优选地，所述第一光学微结构为非衍射微结构、衍射微结构中的一种或其组合。

[0011] 优选地，所述非衍射微结构的尺度为大于5微米；所述衍射微结构的尺度为0.5微

米到5微米之间。

[0012] 优选地，所述编码图案的第二部分为平坦部分或内填充第二种光学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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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地，所述编码图案的第一部分为凸起，所述编码图案的第二部分为凹陷。

[0014] 优选地，所述编码图案的第二部分内填充第二种光学微结构或所述第一种光学微

结构。

[0015] 优选地，所述基材为聚氯乙烯PVC板、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板、聚碳酸酯PC板

或玻璃板。

[0016] 优选地，所述光学防伪元件还包括：位于所述基材和所述编码图案之间的功能层。

[0017] 优选地，所述功能层为剥离层、增强层、保护层、磁性层、荧光层、微结构形成层、金

属反射层、高折射率介质层、多层介质层或金属介质多层结构层。

[0018] 优选地，所述光学防伪元件还包括：位于所述编码图案上的覆盖层。

[0019] 优选地，所述覆盖层为金属反射层、高折射率介质层、多层介质层、金属介质多层

结构层、纳米金属油墨或纳米金属涂料层、保护层、磁性层、荧光层、印刷图案层或黏结层。

[0020] 优选地，所述覆盖层整体覆盖或局部覆盖所述编码图案。

[0021] 优选地，所述光学防伪元件为反射和/或透射元件。

[0022] 本发明第二方面提供一种防伪产品，该防伪产品包括本发明的光学防伪元件。

[0023]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编码图案通过解码再现预先设定的信息，并且所述编码

图案的第一部分内填充第一种光学微结构，使得裸眼观察时呈现某种光学视觉效果，从而

使该光学防伪元件既具有一线大众防伪特征，又具有二线隐藏防伪特征的技术效果，大大

增加了防伪功效。本发明所述的防伪产品可以是使用上述光学防伪元件作为开窗安全线、

贴标、贴条或视窗的钞票、证卡和产品包装等各类高安全或高附加值的产品。

附图说明

[0024]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发明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

面的具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实施例，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制。在附

图中：

[0025]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防伪元件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图1所示防伪元件示意图中编码图案区域的局部放大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防伪元件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提供的防伪元件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提供的防伪元件的截面结构示意图；以及

[0030] 图6为本发明的另一优选实施例提供的防伪元件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标记说明

[0032] 1   光学元件              101  编码图案

[0033] 102  另外区域              201  第一部分

[0034] 202  第二部分              301 光学微结构

[0035] 302  基材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将结合附图来详细描述根据本发明的光学防伪元件以及使用该光学防伪元

件的产品，以便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思想。应当理解，所述附图和详细描述只是对本发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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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实施方式的描述，并非以任何方式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7] 图1所示的光学元件1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所述光学元件1包括编码图案

101，可选的，还包括另外区域102。所述编码图案101是将原始图案，即预先设定的信息，经

过编码后得到的图案，此外，通过解码所述编码图案101再现预先设定的信息，从而提供二

线防伪的隐藏信息。

[0038] 图2示意性的示出了本发明图1所示防伪元件1示意图中编码图案101的局部放大

图，所述编码图案101包括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第一部分201(白色所示区域)和第二部分202

(黑色所示区域)，换句话说，第一部分201和第二部分202为阴阳互补的关系所述编码图案

101的第一部分201内填充第一种光学微结构301(参见图3和图4)。当一束光线照射第一光

学微结构时，出射光在不同于镜面反射方向上和/或不同于直透射光方向上，并且要求所述

出射光与镜面反射光和/或直透光在空间上是分离的，从而产生裸眼观察的某种光学视觉

效果。为了保证所述出射光与镜面反射光和/或直透光在空间上分离并产生明显的视觉效

果，一般要求当照明光射入所述光学防伪元件时，所述出射光与镜面反射光和/或直透光的

夹角大于10度。

[0039] 图3示出了本发明图1所示防伪元件1根据一种实施方式的编码图案101的局部放

大截面图。所述防伪元件1包括基材302、形成在基材302表面上的编码图案101，所述编码图

案101包括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第一部分201和第二部分202，所述第一部分201内填充第一种

光学微结构301，所述第二部分202为平坦部分或内填充另一种光学微结构。

[0040] 图4示意性的示出了本发明图1所示防伪元件1根据另一实施方式的编码图案101

的局部放大截面图。所述防伪元件1包括基材302、形成在基材302表面上的编码图案101，所

述编码图案101包括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第一部分201和第二部分202，所述第一部分201的线

条为凸起，内填充第一种光学微结构301，所述第二部分202的线条为凹陷，可选的，所述第

二部分202内填充光学微结构。基于上述凹凸结构，第二部分202内填充光学微结构可以相

同于第一种光学微结构301。由于所述第二部分202也内填充光学微结构，因此可增加防伪

元件光学视觉效果的亮度。

[0041] 优选的，所述编码图案101的第一部分201和/或第二部分202的线条宽度通常大于

2微米，小于人眼分辨的尺度。这是因为，一方面，所述编码图案通常情况下不希望有明显的

衍射现象，另一方面，编码图案裸眼不可辨识对于光学元件1的视觉效果和二线信息的隐藏

是有利的。人眼的视角分辨率约为1分，明视距离(250毫米)下，人眼的分辨距离约为0.07毫

米。

[0042] 以下举例说明所述编码图案101的几种形式。

[0043] 所述编码图案101可以是傅立叶变换图案，即原始图案经过傅立叶变换后得到的

傅立叶图案。傅立叶变换图案可以通过计算机计算得到，也可以通过光学变换得到。

[0044] 所述编码图案101可以是菲涅耳变换图案，即原始图案经过菲涅耳变换变换后得

到的菲涅耳变换图案。菲涅耳变换图案可以通过计算机计算得到，也可以通过光学变换得

到。

[0045] 所述编码图案101可以是莫尔编码图案，即设计钥匙版和原始图案，经过莫尔编码

得到的莫尔编码图案。

[0046] 所述编码图案101可以是条形码、二维码、希尔伯特变换图案、阿贝尔变换图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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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变换图案以及各种自定义的变换图案。

[0047] 通过解码，所述编码图案101呈现隐藏的原始图像。解码过程实际上是编码过程的

逆运算过程。不同的编码方式，有不同的具体解码手段。

[0048] 傅立叶变换图案、菲涅耳变换图案可以读入计算机，由计算机运算解码，在计算机

屏幕上再现原始图像。也可以利用光学变换解码，即一束光(通常为激光)照明所述编码图

案101，在适当的距离上再现隐藏的原始图像。

[0049] 莫尔编码图案通过钥匙版解码，即将钥匙版解码重叠在其上面调整方位并对齐即

可再现隐藏的原始图像。也可以在计算机中存储虚拟钥匙版，将莫尔编码图案读入计算机

利用程序解码。

[0050] 条形码、二维码、希尔伯特变换图案、阿贝尔变换图案、梅林变换图案等需要通过

计算机进行解码。

[0051] 下面对所述编码图案101的第一部分201内填充的第一种光学微结构进行说明(同

样适用于填充在第二部分202内的光学微结构)。

[0052] 所述第一种光学微结构可以是非衍射微结构、衍射微结构中的一种或其组合。

[0053] 所述非衍射微结构指的是尺度比较大，即没有衍射效应或者衍射效应可以忽略的

光学微结构，通常指尺度大于5微米的光学微结构，比如微反射镜、微棱镜、微透镜等。通过

合理设计非衍射微结构表面形状、方位角、倾角、大小等参数，可以得到动感、立体等视觉效

果的图像，在其表面蒸镀金属反射层、高折射率介质层、多层介质镀层、金属介质层等镀层，

可以产生更加丰富的视觉效果。

[0054] 所述衍射微结构指的是衍射效果明显的光学微结构，通常指尺度(对于衍射光栅

为周期)在0.5微米到5微米之间的光学微结构。衍射微结构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光学

防伪结构，同时，在其表面蒸镀金属反射层、高折射率介质层、多层介质镀层、金属介质层等

镀层，也可以产生更加丰富的视觉效果。中国专利申请201310269077.4、201310269992.3、

201410377283.1引用到本发明，其产品结构和设计制作方法可以作为本发明衍射微结构的

产品结构及设计制作方法。

[0055] 基材201可以是聚氯乙烯PVC板、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板、聚碳酸酯PC板、玻

璃板等，也可以是在这些基础材料的表面涂有一层或多层功能涂层材料，根据产品的具体

要求决定如何设置，可选地，功能层包括但不限于剥离层、增强层、保护层、磁性层、荧光层、

微结构形成层、金属反射层、高折射率介质层、多层介质层、金属介质多层结构层等。

[0056] 可选地，所述编码图案101上形成覆盖层，所述覆盖层可以是一层，也可以是多层，

可以与所述光学微结构301匹配增强其光学效果、或者产生新的光学效果，也可以具有保

护、粘结等功能，还可以带有荧光、磁性等技术特征。所述覆盖层可以整体覆盖，也可以局部

覆盖，以便形成可视图案。可选地，覆盖层包括但不限于金属反射层、高折射率介质层、多层

介质层、金属介质多层结构层、纳米金属油墨或纳米金属涂料层、保护层、磁性层、荧光层、

印刷图案层、黏结层等。

[0057] 本发明所述光学防伪元件可以为透射元件，即透射观察的光学防伪元件。

[0058] 本发明所述光学防伪元件可以为反射元件，即反射观察的光学防伪元件。通过合

理的设计，可以实现两面呈现不同的颜色特征的效果。

[0059] 本发明所述光学防伪元件可以为反射/透射元件，即可以透射观察，也可以反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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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通过合理的设计，可以实现反射和透射呈现相同的颜色特征、反射和透射呈现不同的颜

色特征等效果。

[0060] 本发明防伪元件可以标识、烫印宽条、贴条、安全线等形式转移或粘贴到承载物

上。这些承载物可以是钞票、证券、信用卡、护照等高安全产品，也可以是高附加值商品。

[0061] 实施例1

[0062] 图5所示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基材302包括PET(或其他片状材料)3021和

涂布在PET3021表面上的第一功能层3022，形成在第一功能层3022上的编码图案101，所述

编码图案101包括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第一部分201和第二部分202，所述第一部分201内填充

第一种光学微结构301，所述第二部分202为平坦部分。所述第一功能层3022可以是一层，也

可以是多层。比如第一功能层3022可以是模压复制层，用于高质量形成光学微结构301；为

了增加模压复制层与PET之间的牢度，在PET与模压复制层之间增设附着力增强层；如果最

终产品为烫印产品，需要在PET与模压复制层之间增设剥离层；在PET与模压复制层之间还

可以增设具有荧光、磁性等特征的图层等等。在第一功能层3022的(复制有光学微结构301)

表面蒸镀镀层303，在镀层303上涂布第二功能层304。镀层303可以是单层介质层、多层介质

层、单层金属层、金属(反射)层/介质层/金属(吸收层)三层结构的光变镀层等，镀层303可

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图案化的。第二功能层304可以是单层，也可以是多层，可以包括粘结

胶层、保护层、荧光层、磁性层、印刷图案等。

[0063] 实施例2

[0064] 图6所示为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实施例。该实施例与图5所示的实施例层状结构是

相同的，相同的标号代表相同的含义，相同的部分不再赘述。所述第一部分201的线条为凸

起，内填充第一种光学微结构301，所述第二部分202的线条为凹陷，可选的，所述第二部分

202内填充光学微结构。所述突起201、凹陷202以及第一种光学微结构301和可选的第二部

分202内填充的光学微结构形成在模压复制层上。

[0065]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此。在本

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包括各个具体技术

特征以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

不再另行说明。但这些简单变型和组合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均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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