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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薄膜及消费电子产品盖板

(57)摘要

本发明揭示一种装饰薄膜，其包括承载层、

纹理层和固态薄膜层。纹理层设置于承载层。纹

理层包括复数纹理结构，复数纹理结构至少在一

个方向上存在渐变。固态薄膜层设置于承载层或

纹理层。其中，固态薄膜层呈现渐变色，和/或，固

态薄膜层在不同区域呈现不同颜色。其中，装饰

薄膜通过纹理层和固态薄膜层呈现颜色，颜色绚

丽，视觉丰富，装饰效果较好，辨识度较高。此外，

本发明还揭示一种具有上述光学装饰膜的消费

电子设备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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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饰薄膜，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承载层；

纹理层，设置于所述承载层，所述纹理层包括复数纹理结构，所述复数纹理结构至少在

一个方向上存在变化；

固态薄膜层，设置于所述承载层或纹理层，所述固态薄膜层包括依次层叠设置的多个

膜层；所述固态薄膜层为蒸发镀层、溅射镀层、化学镀层或电镀层；

其中，至少一层膜层的材质或各膜层的材质分别变化设置，使得所述固态薄膜层区域

间材质的不同，所述膜层包括具有第一材质的第一区域、具有第二材质的第二区域、和混有

第一材质和第二材质的第三区域；材质不同是指材料种类完全不同、部分不同，或者种类相

同但各种类的百分比至少部分不同，所述固态薄膜层在不同区域呈现不同颜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饰薄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固态薄膜层的厚度至少在一个方

向上存在渐变。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饰薄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固态薄膜层包括依次层叠设置的

多个膜层；至少一膜层的厚度渐变设置，和/或，至少一膜层分为多个区域，不同区域的材质

不同。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项中任一项所述的装饰薄膜，其特征在于，所述纹理结构为反射、

折射、衍射光线的光学结构；和/或所述纹理结构为显示颜色、图案的图文结构；所述光学结

构和/或图文结构至少在一个方向上存在渐变。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饰薄膜，其特征在于，在渐变方向上，所述纹理结构的占空

比、长度、宽度、高度、深度、面积、周期、密度中的至少一项存在渐变。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饰薄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图文结构通过印刷图文材料形成

或在凹槽内填充图文材料形成，所述图文材料为油墨、着色材料、染色材料、金属材料或存

在折射率差材料中一种或两种以上组合。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饰薄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图文结构呈网格状，为规则网格

或随机网格。

8.一种消费电子产品盖板，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如权利要求1至7项中任一项所述的装

饰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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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薄膜及消费电子产品盖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装饰薄膜及消费电子产品盖板。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消费电子行业发展越来越快，各个厂家在不断寻求技术创新和功能创新来

迎合环保、节能和差异化的发展趋势。消费电子产品的设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功能的完善，

很多设计者已经将目光投向于消费电子产品外观的设计。以手机为例，手机盖板既起到保

护手机里面的零件的作用，也起到美化装饰手机的作用，装饰效果优秀的手机盖板设计不

但可以增加手机的价值，还可以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增加了用户对手机外形的选择范围，

使得手机得到更多用户的欢迎。

[0003] 然而，目前对手机盖板的装饰设计集中在盖板基板材质的更换(比如玻璃、金属、

塑胶)或者盖板基板上的印刷油墨层单一颜色的更换，导致视觉单一，从而使装饰效果欠

佳，辨识度较低。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装饰薄膜以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装饰片的一个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装饰薄膜，其包括：

[0007] 承载层；

[0008] 纹理层，设置于所述承载层，所述纹理层包括复数纹理结构，所述复数纹理结构至

少在一个方向上存在变化；

[0009] 固态薄膜层，设置于所述承载层或纹理层；

[0010] 其中，所述固态薄膜层呈现渐变色，和/或，所述固态薄膜层在不同区域呈现不同

颜色。

[0011]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态薄膜层的厚度至少在一个方向上存在渐变。

[0012]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态薄膜层分为多个区域，不同区域的材质不同。

[0013]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态薄膜层包括依次层叠设置的多个膜层；至少一膜层

的厚度渐变设置，和/或，至少一膜层分为多个区域，不同区域的材质不同。

[0014]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膜层包括具有第一材质的第一区域和具有第二材质的第

二区域；或者所述膜层包括具有第一材质的第一区域、具有第二材质的第二区域、和混有第

一材质和第二材质的第三区域。

[0015]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纹理结构为反射、折射、衍射光线的光学结构；和/或所述

纹理结构为显示颜色、图案的图文结构；所述光学结构和/或图文结构至少在一个方向上存

在渐变。

[0016]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纹理结构的占空比、长度、宽度、高度、深度、面积、周期、

密度中的至少一项存在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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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图文结构通过印刷图文材料形成或在凹槽内填充图文材

料形成，所述图文材料为油墨、着色材料、染色材料、金属材料或存在折射率差材料中一种

或两种以上组合。

[0018]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图文结构呈网格状，为规则网格或随机网格。

[0019] 本发明还揭示一种消费电子产品盖板，其包括如上述所述的光学装饰膜。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装饰薄膜通过固态薄膜层呈现颜色并配合纹理层，使得颜色

绚丽，视觉丰富，装饰效果较好，辨识度较高。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装饰薄膜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装饰薄膜的又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装饰薄膜的又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装饰薄膜的又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装饰薄膜的又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装饰薄膜的又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装饰薄膜的又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为本发明装饰薄膜的又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9] 图9为本发明装饰薄膜的又一种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0为本发明装饰薄膜的又一种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1为本发明消费电子产品盖板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给出了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下

面所描述的实施方式。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方式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理解的

更加透彻全面。

[0033]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方式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

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34] 本发明揭示一种装饰薄膜，其包括承载层、纹理层和固态薄膜层。纹理层设置于承

载层。纹理层包括复数纹理结构，复数纹理结构至少在一个方向上存在变化。固态薄膜层设

置于承载层或纹理层。其中，固态薄膜层呈现渐变色，和/或，固态薄膜层在不同区域呈现不

同颜色。其中，装饰薄膜通过固态薄膜层呈现颜色并配合纹理层，使得颜色绚丽，视觉丰富，

装饰效果较好，辨识度较高。

[0035]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固态薄膜层的厚度至少在一个方向上存在渐变。固态薄膜层

的厚度渐变，可使固态薄膜层显示变化的颜色，比如为渐变色，又比如为从一种颜色随着厚

度变化变至另外一种颜色。

[0036]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固态薄膜层分为多个区域，不同区域的材质不同。不同的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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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不同区域呈现不同的颜色。材质不同是指材料种类完全不同、部分不同，或者种类相同

但各种类的百分比至少部分不同。

[0037]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固态薄膜层包括依次层叠设置的多个膜层。至少一膜层的厚

度渐变设置，和/或，至少一膜层分为多个区域，不同区域的材质不同。其中一层膜层或者两

层膜层甚至更多层膜层的厚度渐变设置，同样可使固态薄膜层呈现颜色变化。有一层膜层

的材质变化设置，使得整个固态薄膜层区域间材质的不同，从而也可呈现变化的颜色。

[0038]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膜层包括具有第一材质的第一区域和具有第二材质的第二区

域；或者所述膜层包括具有第一材质的第一区域、具有第二材质的第二区域、和混有第一材

质和第二材质的第三区域。

[0039]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纹理结构为反射、折射、衍射光线的光学结构；和/或所述纹理

结构为显示颜色、图案的图文结构。光学结构和/或图文结构至少在一个方向上存在渐变。

光学结构无色，提供光学效果，使得固态薄膜层的颜色更为绚丽，同时光学结构也可为有

色，提供光学效果的同时还可为固态薄膜层辅助显色，使得颜色更为多彩绚丽。图文结构的

渐变设置，呈现渐变色或图案，配合固态薄膜层的颜色变化，具有较好的装饰效果。

[0040]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在渐变方向上，纹理结构的占空比、长度、宽度、高度、深度、面

积、周期、密度中的至少一项存在渐变。占空比是指单位面积内，除了空白区域外，纹理结构

所占的面积比。

[0041]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图文结构通过印刷图文材料形成或在凹槽内填充图文材料形

成，图文材料为油墨、着色材料、染色材料、金属材料或存在折射率差材料中一种或两种以

上组合。

[0042]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图文结构呈网格状，为规则网格或随机网格。在渐变方向上，

网格的占空比、周期、密度等存在渐变。

[0043]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固态薄膜层为蒸发镀层、溅射镀层、化学镀层或电镀层，或固

态薄膜层通过丝印、涂布等方式形成。承载层为PET层、PMMA层、PC层、玻璃层、有机玻璃层、

PI层或PMMA复合层。

[0044] 本发明还揭示一种消费电子产品盖板，其包括如上述所述的装饰薄膜。装饰薄膜

通过渐变纹理结构和固态薄膜层的适配，呈现具有光学效果的变化颜色、叠加的变化颜色

等，具有较好的装饰效果，从而使消费电子产品盖板更具辨识度，更具装饰效果。

[0045] 以下，请参图示，举例描述装饰薄膜和消费电子盖板。

[0046] 请参图1，本发明揭示一种装饰薄膜100，其包括承载层11、纹理层21和固态薄膜层

31。承载层11、纹理层21和固态薄膜层31层叠设置，纹理层21位于承载层11和固态薄膜层31

之间。纹理层21包括复数纹理结构211，复数纹理结构211在一个方向上(如图1所示的左侧

至右侧)存在渐变。纹理层21通过渐变的纹理结构211呈现渐变的颜色。固态薄膜层31呈现

渐变色。装饰薄膜100通过纹理层21的渐变色和固态薄膜层31的渐变色呈现叠加颜色，呈现

预设的效果，从而使得装饰薄膜100具有较好的装饰效果，且辨识度较高。

[0047] 具体的，纹理层21包括UV胶层212。UV胶层212上压印有复数凹槽2121，凹槽2121内

填充图文材料后形成纹理结构211。从左至右的方向上，凹槽2121的长度和宽度逐渐变小，

填充的图文材料也逐渐变少，使得纹理层2呈现的颜色逐渐变淡，呈现渐变色的效果。

[0048] 具体的，固态薄膜层31包括层叠设置的第一膜层311、第二膜层312、第三膜层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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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四膜层315。第一膜层311、第二膜层312、第三膜层313和第四膜层315的厚度分别从一

侧至另一侧(如图1中的左侧至右侧)逐渐变小。固态薄膜层31整体的厚度从一侧至另一侧

逐渐变小。从而，固态薄膜层31呈现从一侧至另一侧的渐变颜色。固态薄膜层31的渐变色和

纹理层21的渐变色叠加，形成一种叠加的更为绚丽的叠加色。当然，其他实施例中，两种渐

变色叠加后形成第三种不为渐变的颜色，或者部分渐变，等等，可根据预设需要调整，从而

呈现需要的颜色。可形成更为复杂多变、更为复杂、更为绚丽的颜色，从而装饰薄膜的装饰

效果更好，辨识度更高。

[0049] 固态薄膜层31的每层膜层的厚度均为渐变设置，固态薄膜层31通过各膜层的厚度

渐变设置实现变化颜色，在其他实施例中，固态薄膜层还可通过其他变化设置呈现变化颜

色。

[0050] 如图2所示，固态薄膜层32包括层叠设置的第一膜层321、第二膜层322、第三膜层

323和第四膜层324。其中第一膜层321紧挨纹理层22设置，第一膜层321的厚度从左侧至右

侧逐渐变大。第二膜层322、第三膜层323和第四膜层324依次层叠于第一膜层321上，且第二

膜层322、第三膜层323和第四膜层324的厚度均匀设置。固态薄膜层31通过第一膜层321的

厚度变化呈现变化颜色。

[0051] 如图3，固态薄膜层33包括依次层叠于纹理层23上的第一膜层331、第二膜层332、

第三膜层333和第四膜层334。其中第一膜层331的厚度从左侧至右侧依次变大，第二膜层

332的厚度从左侧至右侧逐渐变小，第三膜层333和第四膜层334的厚度均匀设置。固态薄膜

层33通过第一膜层331和第二膜层332的厚度变化呈现变化颜色。

[0052] 如图4，固态薄膜层34包括依次层叠于纹理层24上的第一膜层341、第二膜层342、

第三膜层343和第四膜层344。其中，第二膜层342分为两个区域(如图4中的左右两个区域)，

包括具有第一材质(例如Al2O3)第一区域3421和具有第二材质(例如Ti3O5)的第二区域

3422。则第一区域3421和第二区域3422因具有不同材质而能呈现不同的颜色。

[0053] 如图5，固态薄膜层35包括依次层叠于纹理层25上的第一膜层351、第二膜层352、

第三膜层353和第四膜层354。其中，第二膜层352包括具有第一材质(例如Al2O3)的第一区域

3521、具有第二材质(例如Ti3O5)的第二区域3522和混有第一材质和第二材质的第三区域

3523。第一至第三区域可呈现不同的颜色。

[0054] 如图6，固态薄膜层36包括依次层叠于纹理层26上的第一膜层361、第二膜层362、

第三膜层363和第四膜层364。其中，各膜层分别具有三个具有不同材质的区域，不同区域能

呈现不同的颜色，各层的区域大小分布不同，则可呈现复杂的颜色变化，能达到预设的颜色

效果。

[0055] 纹理层也可具有其他实施方式。

[0056] 如图7，固态薄膜层37设置于承载层17的一侧，纹理层27设置于承载层17相对的另

一侧，纹理层27包括印刷于承载层17另一侧的复数纹理结构271。

[0057] 如图8，固态薄膜层38包括依次层叠的第一膜层381、第二膜层382、第三膜层383和

第四膜层384。其中各膜层从左侧至右侧依次变小。固态薄膜层38设置于承载层18的一侧，

纹理层28设置于承载层18的另一侧。在承载层18的另一侧涂布UV胶层282，压印出复数凹槽

2821后填充图文材料以形成复数纹理结构281。凹槽2821的截面为半径，从左侧至右侧，凹

槽2821的半径逐渐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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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如图9，固态薄膜层39包括依次层叠的第一膜层391、第二膜层392、第三膜层393和

第四膜层394。第一膜层391的厚度从左侧至右侧逐渐变大。第二至第四膜层叠加于第一膜

层391上且厚度均匀设置。固态薄膜层39通过第一膜层391呈现渐变色。纹理层29包括图文

层291和结构层292。承载层19设置于图文层291和结构层292之间。固态薄膜层39镀设于结

构层292上。结构层292包括间隔设置的复数曲线柱面镜2921，能呈现S型光影亮纹。图文层

291具有渐变设置的纹理结构2911，呈现渐变色。固态薄膜层39和纹理层29叠加呈现丰富、

绚丽的颜色。第一膜层391与纹理结构2911接触的表面与结构层292共形的高低不平面；第

一膜层391远离纹理结构2911的表面可以为平整面如图9，也可以为与结构层292共形的高

低不平面。第二至第四膜层的上下表面可以为平整面也可以为与结构层共形的高低不平

面。

[0059] 其他实施例，如图10，固态薄膜层41包括依次层叠的第一膜层411、第二膜层412、

第三膜层413和第四膜层414。第一膜层411的厚度从左侧至右侧逐渐变大。第二至第四膜层

叠加于第一膜层411上且厚度均匀设置。固态薄膜层41通过第一膜层411呈现渐变色。纹理

层51包括排列设置的复数柱面镜511，从左侧至右侧，柱面镜511的宽度逐渐变小。纹理层51

的光学效果使得固态薄膜层41的渐变颜色更为绚丽漂亮，装饰效果更好，辨识度更高。第一

膜层411与柱面镜511接触的表面与纹理层51共形的高低不平面；第一膜层411远离柱面镜

511的表面可以为平整面如图10，也可以为与纹理层51共形的高低不平面。第二至第四膜层

的上下表面可以为平整面也可以为与结构层共形的高低不平面。

[0060] 请参图11，本发明还揭示一种消费电子盖板200，其包括基板201和贴合于基板201

的装饰薄膜100。装饰薄膜100通过粘胶层101粘贴于基板201上。优选的，基板201为透明的

玻璃基板，装饰薄膜100还包括覆盖于固态薄膜层32的亮黑色油墨层102。则通过玻璃基板，

可呈现丰富的颜色，从而使消费电子盖板200具有较好的装饰效果，提高辨识度。

[0061]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

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在上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

明。但是本发明能够以很多不同于上面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

违背本发明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因此本发明不受上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并

且，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施例中

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在矛盾，

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62]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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