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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

制备方法及其应用，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准备

好基膜，将基膜内表面通过电晕处理机处理；步

骤二：将步骤一中得到的已电晕的基膜内表面通

过涂布机涂布预涂膜树脂，随后通过烘箱烘干；

步骤三：制备具有全息图纹的全息工作版；步骤

四：将步骤二中涂布预涂膜树脂并烘干后的基膜

经过模压机的预热辊进行预热，然后将预热后的

基膜经过模压机进行模压，使基膜涂布预涂膜树

脂的一面与制备好的全息工作版紧密接触，得到

复制有全息工作版相同全息图纹的可重复利用

的转移预涂膜。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减少工艺流

程、降低生产成本，将剥离后的转移预涂膜重复

投入生产，起到环保的作用，全息图纹增加防伪

特性以及美观度。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CN 109624536 A

2019.04.16

CN
 1
09
62
45
36
 A



1.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准备好基膜，将所述基膜内表面通过电晕处理机处理，使所述基膜内表面产生

游离基反应，使所述基膜内表面达因值达到38-42；

步骤二：将所述步骤一中得到的已电晕的基膜内表面通过涂布机均匀涂布预涂膜树

脂，随后通过烘箱烘干；

步骤三：制备具有全息图纹的全息工作版；并将全息工作版安装于模压辊上；

步骤四：将所述步骤二中涂布预涂膜树脂并烘干后的基膜经过模压机的预热辊进行预

热，然后将预热后的基膜经过模压机进行模压，使基膜涂布预涂膜树脂的一面与制备好的

所述全息工作版紧密接触，通过模压辊进行模压，得到复制有所述全息工作版相同全息图

纹的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一中的基膜为PET、BOPP或PE中的一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二中的预涂膜树脂的干涂布量为0.5g/m2-1.2g/m2，涂布车速90m/min-150m/min。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二中的预涂膜树脂包括以下组分及重量份数：

所述乙烯丙烯酸共聚物的熔融指数为10-17g/10min。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二中的烘箱温度为80℃-130℃。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三中的全息工作版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利用光刻机制作具有特定样式的全息图纹；所述全息图纹为全息光柱、全息素面、

全息碎冰、全息星团和全息透镜中的至少一种；

S2：将所述S1得到的全息图纹复制于基材上，然后进行固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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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将所述S2中固化后的基材进行两次电镀处理，得到复制有上述全息图纹的全息工

作版，或直接使用所述S2固化后的基材作为全息工作版。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三中的全息工作版的材质位镍板、PET板、BOPP板、PVC板、PC板中的一种。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四中的预热辊的温度为90℃-150℃。

9.如权利要求1方法制备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转

移纸的制备。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转移

纸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M1：在所述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具有全息图纹的一面上进行真空镀铝，从而形

成真空镀铝层；

M2：在所述M1中的真空镀铝层上涂布胶粘剂涂料后形成胶粘层，所述胶粘层的另一面

与基纸复合；所述胶粘剂涂料的涂布量为0.5-2.0g/m2；

M3：将所述M2中复合后的基纸上的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剥离，剥离后所述真空镀

铝层上复制有和所述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相同的全息图纹并通过所述胶粘层粘结在

所述基纸表面，剥离后的转移预涂膜可在所述M1中重复利用；

M4：在所述M3剥离转移预涂膜后的真空镀铝层表面涂布聚氨酯涂料，所述聚氨酯涂料

的涂布量为0.5-1.5g/m2，从而形成聚氨酯层，最终得到具有全息图纹的转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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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防伪包装材料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

法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预涂膜是通过专用设备将热熔胶或低温树脂与薄膜基材复合而成的一种无污染、

粘度强的环保型覆膜材料，它是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技术，该技术实现了保护环境、保护健

康、安全生产的目的。预涂膜生产及使用过程中，不会发生有毒气体的污染，因此，有效改善

工作环境，消除生产场地及产品储存的火灾隐患；预涂膜产品没有有害残留物质，可广泛应

用于书刊、食品、烟酒、药物等的包装上，对消费者不构成潜在威胁；同时省去了粘合剂的调

配、涂膜以及烘干等工艺环节，整个覆膜过程可以在几秒钟以内完成，能实现高速、高效、高

质量覆膜；预涂膜提升了印刷品的色彩饱和度和清晰度、明显增加了其艺术效果，并对印刷

品起到保护作用，使之耐水、耐潮、耐光、防止污染、防化学腐蚀，延长了使用寿命，大大提高

了印刷品的耐用性、收藏及观赏价值，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0003] 镀铝转移纸是镀铝纸中的一种。以前在包装印刷中常用的镀铝纸是镀铝覆膜纸，

这种材料的生产工艺是首先在塑料薄膜上镀铝，然后将带有镀铝层的薄膜直接用胶黏剂粘

贴到纸张表面。由于粘贴在纸张表面的塑料薄膜不能降解，因此会产生大量难以处理或回

收的废弃物，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或破坏。而镀铝转移纸的生产工艺有所不同，其首先在塑

料薄膜上镀铝，然后将薄膜上的镀铝层转移剥离下来，用胶黏剂粘贴到纸张表面，而薄膜收

卷后还可以重新涂布。这样可以节约材料、降低生产成本，还能防止废膜再生时产生有毒、

有害气体或因废弃后无法降解造成环境污染，而且废弃纸张上的镀铝层还能在短期内自然

粉化，融入土壤生态链，不会污染自然环境，是名副其实的可降解包装材料。完全符合低碳、

节能降耗的环保理念。

[0004] 现有的预涂膜都只能生产预涂膜覆膜纸，然后覆膜纸由于纸上带有基膜，被废弃

到环境中很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出于环保以及降低成本的目的，开发转移预涂膜材料，利

用转移预涂膜生产转移纸可以在转移膜生产环节减少工艺流程、降低生产成本。转移预涂

膜压印全息图纹可以增加产品纸张的防伪特性以及美观度，将剥离后的预涂膜重复投入生

产，可以起到环保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

制备方法及其应用，减少工艺流程、降低生产成本，将剥离后的转移预涂膜重复投入生产，

起到环保的作用，使用转移预涂膜的转移纸上的全息图纹能够增加防伪特性以及美观度。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7] 本发明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一：准备好基膜，将基膜内表面通过电晕处理机处理，使基膜内表面产生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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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反应，使基膜内表面达因值达到38-42；

[0009]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得到的已电晕的基膜内表面通过涂布机均匀涂布预涂膜树

脂，随后通过烘箱烘干；

[0010] 步骤三：制备具有全息图纹的全息工作版；并将全息工作版安装于模压辊上；

[0011] 步骤四：将步骤二中涂布预涂膜树脂并烘干后的基膜经过模压机的预热辊进行预

热，然后将预热后的基膜经过模压机进行模压，使基膜涂布预涂膜树脂的一面与制备好的

全息工作版紧密接触，通过模压辊进行模压，得到复制有全息工作版相同全息图纹的可重

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

[0012] 上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一中的基膜为PET、

BOPP或PE中的一种。

[0013] 上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二中的预涂膜树脂

的干涂布量为0.5g/m2-1.2g/m2，涂布车速90m/min-150m/mi  n。

[0014] 上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二中的预涂膜树脂

包括以下组分及重量份数：

[0015]

[0016]

[0017] 上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二中的烘箱温度为

80℃-130℃。

[0018] 上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三中的全息工作版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S1：利用光刻机制作具有特定样式的全息图纹；全息图纹为全息光柱、全息素面、

全息碎冰、全息星团和全息透镜中的至少一种；

[0020] S2：将S1得到的全息图纹复制于基材上，然后进行固化处理；

[0021] S3：将S2中固化后的基材进行两次电镀处理，得到复制有上述全息图纹的全息工

作版，或直接使用S2固化后的基材作为全息工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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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上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三中的全息工作版

的材质位镍板、PET板、BOPP板、PVC板、PC板中的一种。

[0023] 上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四中的预热辊的温

度为90℃-150℃。

[0024] 上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应用，其中，用于转移纸的制备。

[0025] 上述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应用，其中，转移纸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26] M1：在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具有全息图纹的一面上进行真空镀铝，从而形

成真空镀铝层；

[0027] M2：在M1中的真空镀铝层上涂布胶粘剂涂料后形成胶粘层，胶粘层的另一面与基

纸复合；胶粘剂涂料的涂布量为0.5-2.0g/m2；

[0028] M3：将M2中复合后的基纸上的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剥离，剥离后真空镀铝层

上复制有和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相同的全息图纹并通过胶粘层粘结在基纸表面，剥离

后的转移预涂膜可在M1中重复利用；

[0029] M4：在M3剥离转移预涂膜后的真空镀铝层表面涂布聚氨酯涂料，聚氨酯涂料的涂

布量为0.5-1.5g/m2，从而形成聚氨酯层，最终得到具有全息图纹的转移纸。

[0030] 通过本发明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制造的转移预涂膜具有

视觉与防伪效果好、成本低的优点，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可以减少工艺流程、有效降低

生产成本、环保可重复利用，全息图纹可以保证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及使用转移预涂

膜制备的转移纸具有防伪特性以及外观精美。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及其应

用作进一步说明。

[0032] 实施例1

[0033] 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步骤一：准备好PET基膜，将PET基膜内表面通过电晕处理机处理，电晕机功率

14kW，车速为80m/min，使PET基膜内表面产生游离基反应，PET基膜内表面达因值达到38；

[0035]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得到的已电晕的PET基膜内表面通过涂布机均匀涂布预涂膜

树脂，预涂膜树脂包括以下组分及重量份数：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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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0038] 乙烯-醋酸乙烯酯混合物(EVA)具有耐候性，乙烯丙烯酸共聚物(EAA)和氯醋树脂

具有粘结性。

[0039] 乙烯丙烯酸共聚物的熔融指数为10-17g/10min；

[0040] 预涂膜树脂的干涂布量为0.5g/m2-1.2g/m2，涂布车速90m/min-150m/min；将上述

得到的已均匀涂布有预涂膜树脂的PET基膜通过烘箱烘干，车速100m/min，烘箱温度为110

℃；

[0041] 步骤三：制备具有全息图纹的全息工作版；并将全息工作版安装于模压辊上；全息

工作版的制备方法如下：

[0042] S1：利用光刻机制作具有全息光柱与全息透镜结合的全息图纹亚克力板；

[0043] S2：将S1得到的全息图纹亚克力板利用紫外光固化树脂复制于PET基材上，基材厚

度为50μm，然后使用UV固化仪进行固化处理；

[0044] S3：将S2中固化后的PET基材进行两次电镀处理，得到复制有上述全息图纹的全息

工作镍板，将全息工作镍板安装在模压机的模压辊上；

[0045] 步骤四：将步骤二中涂布预涂膜树脂并烘干后的PET基膜经过模压机的预热辊进

行预热，预热辊的温度为150℃，然后将预热后的基膜经过模压机进行模压，使基膜涂布预

涂膜树脂的一面与制备好的全息工作版紧密接触，通过模压辊进行模压，版辊上压力为

6kg/cm2，版辊下压力为6kg/cm2，基膜的运行张力为25N，模压车速为40m/min，即可得到本发

明的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

[0046] 本发明的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能够用于转移纸的制备，应用本发明的可重复

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转移纸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7] M1：在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具有全息图纹的一面上进行真空镀铝，从而形

成真空镀铝层；镀铝车速为550m/min，优选的铝层厚度为40nm；

[0048] M2：在M1中的真空镀铝层上涂布胶粘剂涂料后形成胶粘层，胶粘层的另一面与基

纸复合；胶粘剂涂料的涂布量为1.1g/m2；

[0049] M3：将M2中复合后的基纸上的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剥离，剥离后真空镀铝层

上复制有和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相同的全息图纹并通过胶粘层粘结在基纸表面，剥离

后的转移预涂膜可在M1中重复利用；

[0050] M4：在M3剥离转移预涂膜后的真空镀铝层表面涂布聚氨酯涂料，聚氨酯涂料的涂

布量为0.8g/m2，从而形成聚氨酯层，最终得到具有全息图纹的转移纸。

[0051] 实施例1中的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重复利用次数为20次以上，在环保的同

时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0052] 通过本发明的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的制备方法制造的转移预涂膜具有

视觉与防伪效果好、成本低的优点，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可以减少工艺流程、有效降低

生产成本、环保可重复利用，全息图纹可以保证可重复利用的转移预涂膜及使用转移预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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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制备的转移纸具有防伪特性以及外观精美。

[0053] 以上实施例仅供说明本发明之用，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作出各种变换或变型，因此所有等同的

技术方案也应该属于本发明的范畴，应由各权利要求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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