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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荧光图案及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组合荧光图案及其应用，

该组合荧光图案由形成于至少两层印刷层中的

不相同的印刷版纹和/或图像组合而成，至少其

中一印刷层由无色荧光油墨印刷而成，其余印刷

层由有色荧光油墨印刷而成，至少两个印刷层在

相同的激发光下能够产生不同的荧光色彩。本发

明将其应用于防伪文件中，在可见光下可显示或

不显示一视觉图案，在一激发光下可显示另一视

觉图案，借助于其各印刷层不同的印刷版纹之间

的相对变化，由于光的加色效应，实现了图案色

彩及层次变化，导致难以准确还原该组合荧光图

案在激发光下的整体层次变化，对复制与伪造造

成了极大的难度，实现了安全防伪的设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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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荧光图案，其特征在于，由形成于一基材上的至少两层印刷层中的不相同

的印刷版纹和/或图像组合而成，至少其中一印刷层由无色荧光油墨印刷而成，其余印刷层

由有色荧光油墨印刷而成，至少两个印刷层在相同的第一激发光下能够产生不同的荧光色

彩，至少两个印刷层分别在不同的第一激发光和第二激发光下能够产生不同的荧光色彩，

各所述印刷层之间的印刷版纹和/或图像为相邻、相互嵌套或部分交叠；

其中，在可见光下，该组合荧光图案呈现视觉图案组合一；在第一激发光下，该组合荧

光图案呈现与所述视觉图案组合一相区别的视觉图案组合二，且在不同的荧光色彩的加色

效应下，所述视觉图案组合二具有图案色彩及层次变化；在第二激发光下，该组合荧光图案

呈现与所述视觉图案组合一和视觉图案组合二相区别的视觉图案组合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荧光图案，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激发光为315～380nm波

长范围的紫外光，所述第二激发光为235～315nm波长范围的紫外光；

或者所述第一激发光为235～315nm波长范围的紫外光，所述第二激发光为315～380nm

波长范围的紫外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荧光图案，其特征在于，所述印刷版纹和/或图像采用线

条或栅格化图案形成，以减少各印刷层之间的印刷版纹和/或图像的交叠区域。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组合荧光图案，其特征在于，通过调整线型、线宽、线条间距、

线条密度或线条角度进行不同印刷版纹和/或图像的设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荧光图案，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荧光图案采用多层套印

印刷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组合荧光图案，其特征在于：

所述套印印刷的制版分辨率为5080～10160dpi；印刷套印精度误差不大于0.01mm ,所

述套印印刷的方式选自胶印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或数字印刷。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荧光图案，其特征在于：

所述组合荧光图案形成于一基材的同一侧上；或者

所述组合荧光图案形成于一基材的两侧，并且所述基材为透明或半透明材质。

8.如权利要求1至7任意一项所述的组合荧光图案在防伪文件中的应用，所述防伪文件

包括钞票、护照、身份证卡、支汇票、税票、证券、证书、发票、收据、商标、合同和商业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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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荧光图案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防伪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组合荧光图案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荧光油墨是现代防伪印刷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油墨之一，适用于有价证券、证件和

高级烟、酒、药品、化妆品等商品包装印刷。与此同时，在安全印制领域，目前世界上多个国

家的钞票如人民币、美元和欧元也都应用了荧光防伪技术。

[0003] 在CN102241208A中描述了一种无色荧光防伪方法，通过将个性化签名或图文扫描

入电脑，对原稿图文进行超线及调频处理，进行彩色叠印处理以获得防伪标签。无色荧光印

刷具有隐藏性和不可知晓性，所得图文无法复制或扫描，增强其防伪性能。

[0004] 在CN203733411U中描述了一种防伪胶印产品，包含卡纸层、胶印油墨层和紫外无

色荧光油墨层，各层自下而上依次排列，紫外无色荧光油墨层为防伪网点图案。通过计算机

生成防伪网点图案并设定位点，缩微制作胶印PS版，采用紫外无色荧光油墨印刷防伪网点

图案。普通光源下观察，图案不显示；紫外荧光光源下使用放大镜观察呈现紫色图案，图案

具有唯一性，根据定位标志，真假图案网点大小、距离，分布的差别将一目了然，无法复制仿

冒。

[0005] 在CN103223795A中描述了一种加色法印刷成像方法，采用紫外激发红色、绿色和

蓝色三色荧光喷墨油墨，在印刷过程中采用加色法原理成像，得到彩色荧光图像。三种紫外

吸收荧光防伪油墨是隐形油墨，通过红绿蓝三色油墨不同比例的配合，以及发射波长在不

同范围内的叠加，在特定的紫外灯照射下能够呈现出加色后的各种色彩效果。

[0006] 在US2013128319中描述了一种对支票、汇票、处方、成绩单等霓虹荧光油墨套印的

安全文件，通过使用多个氖荧光油墨，以预定的图案和密度印刷到纸上，由此使设计在紫外

光激发下急剧转变并通过电子扫描，目的是以增加文档的防伪、防复制、防篡改、防洗涤的

安全性。

[0007] 在US2003107639中描述了一种可用于许可证、银行卡、证件类似物具有荧光安全

特征的热转移印刷工艺，该方法涉及印刷标记到卡衬底的一个可接收染料表面，标记被印

刷在从黄色、品红和青色染料的组合产生的经处理的颜色，可覆盖图层精确定位与选择打

印标记，在普通可见光下形成具有荧光的印刷标记。

[0008] 当前，荧光防伪技术的应用大多是单一荧光材料的使用或多色荧光材料的简单叠

加，视觉效果与防伪性能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9]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组合荧光图案及其应用，以期至少部

分地解决上述提及的技术问题中的至少之一。

[0010]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组合荧光图案，由形成于至少两层印刷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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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的印刷版纹和/或图像组合而成，至少其中一印刷层由无色荧光油墨印刷而成，其余

印刷层由有色荧光油墨印刷而成，至少两个印刷层在相同的激发光下能够产生不同的荧光

色彩。

[0012] 优选地，至少两个印刷层在不同的激发光下能够产生不同的荧光色彩。

[0013] 优选地，所述激发光为315～380nm波长范围的紫外光或235～315nm波长范围的紫

外光。

[0014] 优选地，各所述印刷层之间的印刷版纹和/或图像为相邻、相互嵌套或部分交叠。

[0015] 优选地，所述印刷版纹和/或图像采用线条或栅格化图案形成，以减少各印刷层之

间的印刷版纹和/或图像的交叠区域。

[0016] 优选地，通过调整线型、线宽、线条间距、线条密度或线条角度进行不同印刷版纹

和/或图像的设计。

[0017] 优选地，所述组合荧光图案采用多层套印印刷而成。

[0018] 优选地，所述套印印刷的制版分辨率为5080～10160dpi；印刷套印精度误差不大

于0.01mm。

[0019] 优选地，所述套印印刷的方式选自胶印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或数

字印刷。

[0020] 优选地，所述组合荧光图案形成于一基材的同一侧上；或者

[0021] 所述组合荧光图案形成于一基材的两侧，并且所述基材为透明或半透明材质。

[0022] 作为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提供一种如上所述的组合荧光图案在防伪文件中的应

用，所述防伪文件包括钞票、护照、身份证卡、支汇票、税票、证券、证书、发票、收据、商标、合

同和商业凭证。

[0023]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4] (1)多层印刷层使用无色荧光油墨或无色荧光油墨和有色荧光油墨的组合印刷而

成，且各印刷层包含不同印刷版纹和/或图像，在可见光下可显示或不显示一视觉图案，在

一激发光下可显示另一视觉图案，并且至少两个印刷层在相同的激发光下能够产生不同的

荧光色彩，借助于其各印刷层不同的印刷版纹之间的相对变化，由于光的加色效应，实现了

图案色彩及层次变化。由于多层印刷的复合效果与光的衍射叠加效应，在紫外辐射下对无

色荧光材料的拍照、扫描、检测均有一定程度的视觉偏差，很难精确复制各印刷层图案线条

本身的细节特性，导致难以准确还原该组合荧光图案在激发光下的整体层次变化，对复制

与伪造造成了极大的难度，实现了安全防伪的设定目标。

[0025] (2)进一步地，至少两个印刷层在不同的激发光下能够产生相同或不同的荧光色

彩，此时存在至少三个观察条件均呈现相互区别的不同视觉图案，单一的观察条件下无法

完整读取所设定的图案效果或全部信息，也因此难以进一步完全复制所述图案，从而有效

提升综合安全防伪特性。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原理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一荧光四色组合图案为例对各印刷层分解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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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2的效果图；

[0030]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3的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发明通过荧光油墨的甄选与印刷版纹设计的组合配置，可实现新的组合荧光安

全图案，增加复制与伪造的难度，并丰富视觉效果层次，同时有效提升综合安全防伪特性。

[0032] 如图1所示，使用多色荧光油墨进行印刷时，由于光的加色效应，会在多个不同荧

光色彩的叠加下产生新的色彩，将其应用于由形成于至少两层印刷层中的不相同的印刷版

纹和/或图像组合而成的组合荧光图案中，至少其中一印刷层由无色荧光油墨印刷而成，其

余印刷层由有色荧光油墨印刷而成，并且至少两个印刷层在相同的激发光下能够产生不同

的荧光色彩。此时会产生在第一观察条件下(如可见光下)，该组合荧光图案显示或不显示

一视觉图案，而在第二观察条件下(在激发光下)，该组合荧光图案显示另一视觉图案，由于

加色混合效应，实现了图案色彩和层次的变化。

[0033] 进一步地，若至少两个印刷层在不同的激发光下能够产生相同或不同的荧光色

彩，则至少存在三个观察条件(可见光、第一激发光、第二激发光)下，实现了图案的更多层

次的变化，可通过多个层次隐藏不同信息。

[0034] 如图2所示，以荧光四色组合图案为例对本发明的构思作详细解释，该荧光组合图

案包括四个印刷层，每个印刷层中形成不同的印刷版纹和/或图像，并且有印刷层一、二是

由有色荧光印刷而成，印刷层三、四是有无色荧光印刷而成，并且印刷层一、三在长波激发

光下显示荧光，印刷层二、四在短波激发光下显示荧光，此时在第一观察条件下(常光/可见

光)，显示图案一、二的组合图案，在第二观察条件下(波长315‑380nm激发光)，显示图案一、

三的组合图案，并且由于光的加色效应，图案一、三的组合图案呈现色彩的自然过渡，在第

三观察条件下(波长235‑315nm激发光)，显示图案二和四的组合图案，并且由于光的加色效

应，图案一、三的组合图案呈现色彩的自然过渡。

[0035] 多层印刷的复合效果与光的衍射叠加效应，在紫外辐射下对该组合图案的拍照、

扫描、检测均有一定程度的视觉偏差，很难精确复制各印刷层图案线条本身的细节特性，而

极微小的线条变化也可能改变组合后图案的视觉效果，导致复制与伪造的难度加大。

[0036] 进一步地，该组合荧光图案的各印刷层的印刷版纹或图像之间可相邻、相互嵌套

或部分交迭。但由于多色荧光材料的叠加，其发光效果是不断衰减的，且由于加色效应，红、

绿、蓝三种色光叠加就是白光，也会影响紫外辐射下的观察效果，因此，在实践应用中印刷

版纹采用线条或栅格化图案，且各印刷层的油墨交迭区域面积尽可能减少或趋近于零。

[0037] 进一步地，可通过调整线型、线宽、线条间距、线条密度或线条角度等要素进行不

同印刷版纹和/或图像的设计，利用版纹设计中的前述各要素的相对变化与荧光颜色的配

合，在激发光下呈现复合隐藏的图案或细节层次上的复杂多重变化，对试图复制和还原造

假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0038] 进一步地，组合荧光图案采用多层套印印刷而成，套印印刷的制版分辨率为5080

～10160dpi，印刷套印精度误差不大于0.01mm，完全还原线条的粗细可低至0.02mm，能够完

整实现该组合荧光的理想效果；套印印刷的方式选自胶印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

印刷或数字印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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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进一步地，该组合荧光图案的印刷基材可选择纸张、塑料及其合成物，可应用于钞

票、护照、身份证卡、支汇票、税票、证券、证书、发票、收据、商标、合同或商业凭证中；并可在

其相同一面上印刷版纹图案，且反射地观察该区域。如果观察者在基材前方和后方皆放置

UV源，则可以分别反射地和透射地观察该区域，以检验其所述特征。进一步可以实现，如果

基材是透明或半透明的，在基材的两面分别印刷所述多层版纹，同样可以实现该组合荧光

图案的所述特征。

[0040]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解释说明：

[0041] 实施例1

[0042] 图3显示本发明的组合荧光图案的一个实施例，其采用三色荧光油墨印刷。

[0043] 第一色采用有色荧光油墨印刷(常光颜色：橙，荧光颜色：蓝)，长波荧光，平行线条

角度120°；第二色采用无色荧光油墨印刷(荧光颜色：绿)，长波荧光，平行线条角度0°；第三

色采用无色荧光油墨印刷(荧光颜色：红)，短波荧光，平行线条角度60°。通过专业图文制作

软件(如Fortuna、Jura等)，每一层图纹线条根据设计图灰度变化进行细节处理和参数设

置，确保细节过渡自然而丰富，并分别隐藏数字信息。

[0044] 在第一观察条件即常光下，印刷品呈现有色荧光油墨印刷的橙色图案；在第二观

察条件即在波长315‑380nm的紫外激发光下，印刷品呈现长波荧光油墨印刷的组合图案；在

第三观察条件即在波长235‑315nm的紫外激发光下，印刷品呈现短波荧光油墨印刷的图案。

三种观察条件下，所呈现的图案均有所不同，同时，借助于其各印刷层不同的印刷版纹之间

图形、线型、线宽、间距、密度、角度的相对变化，由于光的加色效应，实现所设定的图案色彩

及层次变化，并呈现出隐藏的不同信息。

[0045] 一方面，由于多层印刷的复合效果与光的衍射叠加效应，在紫外辐射下对该组合

图案的拍照、扫描、检测均有一定程度的视觉偏差，很难精确复制各印刷层图案线条本身的

细节特性，而极微小的线条变化也可能改变组合后图案的视觉效果，导致复制与伪造的难

度加大；另一方面，不同观察条件下的图案是有所不同的，在单一观察条件下无法完整读取

所设定的图案效果或全部信息，也因此难以进一步完全复制所述图案，从而有效实现安全

防伪的目标。

[0046] 实施例2

[0047] 图4显示本发明的组合荧光图案的另一个实施例。采用两色无色荧光油墨印刷。第

一色采用无色荧光油墨(荧光红)，平均线条印刷，中国结图案中部区域线条宽度自右向左

由细到粗均匀变化，间隔均匀，线条角度135°。第二色采用无色荧光油墨(荧光绿)，平均线

条印刷，中国结图案中部区域线条宽度自左向右由粗到细均匀变化，间隔均匀，线条角度

45°。

[0048] 在波长315‑380nm的紫外激发光下，由于加色混合效应，线条粗细、密度的变化导

致红、绿两种荧光的混合区域形成黄色的视觉效果，且过渡自然柔和。中国结图案有一种线

条相互穿插的动态视觉效果，有效提升了荧光图案的层次空间与艺术表现力，也增加了复

制伪造的难度。

[0049] 实施例3

[0050] 图5显示本发明的组合荧光图案的另一个实施例。采用三色无色荧光油墨印刷。第

一色采用无色荧光油墨(荧光红)，平均线条印刷；线条宽度由细到粗均匀变化，间隔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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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角度135°。第二色采用无色荧光油墨(荧光绿)，平均线条印刷；线条宽度由细到粗均匀

变化，间隔均匀，线条角度45°。第三色采用无色荧光油墨(荧光蓝)，平均线条印刷；线条宽

度由细到粗均匀变化，间隔均匀，线条角度135°。

[0051] 在波长315‑380nm的紫外激发光下，由于加色混合效应，运用线条的疏密与粗细来

实现色光的浓度变化，荧光红、荧光绿、荧光蓝三种荧光油墨两两混合，形成不断变化的视

觉效果，且过渡自然柔和。整个图形视觉效果富于变化，大大增强了荧光图案的色彩空间与

层次感，提升了印品的视觉效果和表现力，也提高了造假者的伪造难度，进一步完善了荧光

材料的综合防伪功能。

[0052]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详

细说明，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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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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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0

CN 108538187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