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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及镭射材料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

艺，包括制作离型膜、制备设计涂布辊、制备信息

层，将信息层经自主设计的涂布辊涂布在离型膜

上以呈现镭射效果。本发明通过涂布工艺开发，

直接通过二次涂布将镭射效果直接在涂布工序

中呈现，减少了现有技术中制备镭射膜过程需要

更换镭射版，膜压压印速度慢、生产效率低、成本

高且工艺条件要求复杂的缺陷，仅通过二次涂布

即可实现同样的效果，无需制作镍板，减少了膜

压工艺，可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同时，彻底隔绝

因电镀镭射镍板造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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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①制备离型膜：在基膜上涂布一层可转移的离型层，烘干，制成离型膜；

②设计涂布辊：按照光栅排列的方向设计间隔点阵图，将所述点阵图雕刻在辊上；

③制备信息层：将光子晶体、相容性稀释剂及无机填料混合搅拌，让光子晶体与无机填

料完全融合，制成信息层；

④涂布信息层：将步骤③中制成的信息层经步骤②中设计的网辊涂布在步骤①中离型

膜的离型层上，制成镭射材料；

⑤将步骤④中制成的镭射材料设有离型层和信息层的一面或者镭射材料的两面进行

真空镀铝；

⑥根据需求分切制成成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基膜为聚酯薄

膜，厚度12-18μ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①中离型层

为丙烯酸树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子晶体为聚苯

乙烯光子晶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③中所使用

的无机填料为二氧化硅和/或磷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③中相容性

稀释剂为酒精和纯净水的混合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酒精和纯净水混

合物按重量百分数计的混合比例为酒精：水＝80％：20％。

8.一种镭射材料，其特征在于，其是按照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工艺步骤制备得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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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及镭射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分子激光包装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

艺及使用该工艺制备的镭射材料。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加工镭射效果，需要经过涂布-膜压(电铸制膜压版)-镀铝工艺完成，先经过

涂布机进行涂布工序，再将涂布后的基膜进行电铸膜压的工序，电铸膜压工作版效率低，污

染较大。另外，膜压速度是目前镭射加工效率最大的制约，也是加工镭射膜频繁出现品质异

常、影响合格率的关键点。

【发明内容】

[0003] 未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涂布工艺开

发，通过二次涂布将镭射效果直接在涂布工序呈现，可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进而

抢占市场。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主要技术方案如下：

[0004] 一种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5] ①制作离型膜：在基膜上涂布一层可转移的离型层，烘干，制成离型膜。

[0006] ②设计涂布辊：按照光栅排列的方向设计间隔的点阵图，将所述点阵图雕刻在辊

上。

[0007] ③制备信息层：将光子晶体、相容性稀释剂及无机填料混合搅拌，让光子晶体与无

机填料完全融合，制成信息层。

[0008] ④涂布信息层：将步骤③中制成的信息层经步骤②中设计的网辊涂布在步骤①中

离型膜的离型层上，制成镭射材料。

[0009] ⑤将步骤④中制成的镭射材料设有离型层和信息层的一面或者镭射材料的两面

进行真空镀铝。

[0010] ⑥根据需求分切制成成品。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①中使用涂布机完成涂布工艺，涂布机优选的采用120-200目

的陶瓷网纹辊，基膜采用聚酯薄膜，基膜厚度优选的为12-18μm，既不会因为太薄而容易变

形也不会因太厚而增加生产成本；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涂布速度控制在100-150m/min之

间，涂布量控制在0.5-0.7g/㎡，烘干温度可控制在80-160℃之间。

[0012] 进一步地，步骤①中的离型层材料为丙烯酸树脂。

[0013] 进一步地，步骤③中所使用的光子晶体为聚苯乙烯光子晶体，将光子晶体、相容性

稀释剂与无机填料在搅拌机内高速搅拌融合，搅拌速度控制在为1500-2000转/min之间,搅

拌20-30分钟，让光子晶体与无机填料完全融合，制成信息层，需要说明的是，光子晶体与无

机填料可按任意比例混合溶于相容性稀释剂中，一般根据所需镭射效果的强弱调整光子晶

体的含量，光子晶体的比例越高，镭射效果越强。

[0014] 进一步地，步骤③中所使用的无机填料为二氧化硅、磷粉或者二氧化硅和磷粉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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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比例混合的混合物；

[0015] 进一步地，步骤③中所使用的相容性稀释剂为酒精和纯净水的混合物，优选的，该

混合物的组分按重量百分数计，酒精为80％，纯净水为20％。

[0016] 进一步地，第二次涂布所使用的网辊为网点网纹钢辊，钢辊上的网点网纹为按照

光栅排列的方向设计成点阵图，通过激光雕刻于网辊上，网点网纹间隔100-300目。

[0017] 进一步地，步骤④中涂布速度可控制在100-150m/min之间，涂布量控制在1.5-

2.5g/㎡，根据设计的涂布网辊涂布在离型膜上，可呈现出不同的镭射图案。

[0018] 进一步地，通过真空镀铝，镀层控制在380-420埃，提高激光图案的效果，也可以在

表面镀介质层。

[0019] 步骤⑤中的产品根据需要的尺寸规格分切成合适复合机连线贴合的宽幅，即制成

成品。

[0020]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一种镭射材料，其由以上工艺步骤制备而成。

[0021]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2] 1 .本发明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制备镭射膜过程中需要更换镭射版，膜压压印速度

慢、生产效率低、成本高且工艺条件要求复杂的缺陷，仅通过二次涂布即可实现同样的效

果，无需制作镍板，减少了膜压工艺前的涂布的工序，生产成本可降低10％，另外，因减少了

涂布后再进行电铸制膜压版的过程，直接通过二次涂布的方式将镭射效果在涂布工序中呈

现，产品合格率可提高3％，而且彻底断绝因电镀镭射镍板造成的污染。

[0023] 2.目前烟、酒、化妆品市场的镭射市场前景广阔，很多都制约在膜压工序，形成固

化，通过信息镭射呈现方式，可尽快开拓市场，给包装多元发展。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0025] 图2为实施例1中涂布辊结构图；

[0026] 图3为实施例1的陶瓷网纹辊的图案；

[0027] 图4实施例1的第二次涂布网辊的网点网纹图案放大结构；

[0028] 图5为实施例1的第二次涂布后放大的呈现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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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0] 实施例1

[0031] 如图1所示，一种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2] ①制作离型膜：使用120目的陶瓷网纹辊在12μm厚的聚酯薄膜基膜上涂布一层可

转移的丙烯酸树脂离型层，涂布速度为100m/min，离型层的涂布量为0.5g/㎡，在82℃温度

下烘干，制成离型膜，所使用的陶瓷网纹辊图案如图3所示。

[0033] ②设计涂布辊：按照光栅排列的方向设计间隔的点阵图，通过激光雕刻刻在网辊

上，网点网纹间隔100目，涂布辊的结构和图案如图2和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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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③制备信息层：将聚苯乙烯光子晶体、相容性稀释剂及无机填料在搅拌机内混合

并高速搅拌，搅拌速度控制在1500转/min，搅拌30分钟，让光子晶体与无机填料完全融合，

制成信息层。其中，相容性稀释剂为酒精与水的混合物，该混合物的比例为：酒精80％，水

20％；无机填料为二氧化硅。

[0035] ④将步骤③中制成的信息层经步骤②中设计的网辊涂布在步骤①中的离型膜上，

涂布速度为100m/min，涂布量为1.5g/㎡，制成镭射材料。

[0036] ⑤将步骤④中制成的镭射材料设有离型层和信息层的一面进行真空镀铝，镀层为

420埃。

[0037] ⑥根据需求分切制成成品。

[0038] 依据如上方法二次涂布制备的镭射材料，其镭射呈现效果如图5所示。采用本发明

制备的镭射材料，具有跟常规方式即采用涂布-膜压(电铸制膜压版)-镀铝工艺制备的镭射

材料同样的镭射呈现效果。

[0039] 实施例2

[0040] 一种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1] ①制作离型膜：使用200目的陶瓷网纹辊在18μm厚的聚酯薄膜基膜上涂布一层可

转移的丙烯酸树脂离型层，涂布速度为150m/min，离型层的涂布量为0.7g/㎡，在93℃温度

下烘干，制成离型膜。

[0042] ②设计涂布辊：按照光栅排列的方向设计间隔的点阵图，通过激光雕刻刻在网辊

上，网点网纹间隔300目。

[0043] ③制备信息层：将聚苯乙烯光子晶体、相容性稀释剂及无机填料在搅拌机内混合

并高速搅拌，搅拌速度控制在2000转/min，搅拌20分钟，让光子晶体与无机填料完全融合，

制成信息层，其中，相容性溶剂为酒精与水的混合物，混合物的比例为：酒精80％，水20％，

无机填料为磷粉。

[0044] ④将步骤③中制成的信息层经步骤②中设计的网辊涂布在步骤①中的离型膜上，

涂布速度为150m/min，涂布量为2.5g/㎡，制成镭射材料。

[0045] ⑤将步骤④中制成的镭射材料设有离型层和信息层的一面进行真空镀铝，镀层为

380埃。

[0046] ⑥根据需求分切制成成品。

[0047] 实施例3

[0048] 一种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9] ①制作离型膜：使用160目的陶瓷网纹辊在15μm厚的聚酯薄膜基膜上涂布一层可

转移的丙烯酸树脂离型层，涂布速度为120m/min，离型层的涂布量为0.6g/㎡，在90℃温度

下烘干，制成离型膜。

[0050] ②设计涂布辊：按照光栅排列的方向设计间隔的点阵图，通过激光雕刻刻在网辊

上，网点网纹间隔200目。

[0051] ③制备信息层：将聚苯乙烯光子晶体、相容性稀释剂及无机填料在搅拌机内混合

并高速搅拌，搅拌速度控制在1700转/min，搅拌20分钟，让光子晶体与无机填料完全融合，

制成信息层，其中，相容性溶剂为酒精与水的混合物，混合物的组分比例为：酒精80％，水

20％；无机填料为二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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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④将步骤③中制成的信息层经步骤②中设计的网辊涂布在步骤①中的离型膜上，

涂布速度为120m/min，涂布量为2.0g/㎡，制成镭射材料。

[0053] ⑤将步骤④中制成的镭射材料设有离型层和信息层的一面进行真空镀铝，镀层为

400埃。

[0054] ⑥根据需求分切制成成品。

[0055] 实施例4

[0056] 一种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57] ①制作离型膜：使用140目的陶瓷网纹辊在厚度为13μm的聚酯薄膜基膜上涂布一

层可转移的丙烯酸树脂离型层，涂布速度为110m/min，离型层的涂布量为0.55g/㎡，在85℃

温度下烘干，制成离型膜。

[0058] ②设计涂布辊：按照光栅排列的方向设计间隔的点阵图，通过激光雕刻刻在网辊

上，网点网纹间隔180目。

[0059] ③制备信息层：将聚苯乙烯光子晶体、相容性稀释剂及无机填料在搅拌机内混合

并高速搅拌，搅拌速度控制在1600转/min，搅拌30分钟，让光子晶体与无机填料完全融合，

制成信息层，其中，相容性溶剂为酒精与水的混合物，混合物的比例为：酒精80％，水20％，

无机填料为磷粉。

[0060] ④将步骤③中制成的信息层经步骤②中设计的网辊涂布在步骤①中的离型膜上，

涂布速度为110m/min，涂布量为1.7g/㎡，制成镭射材料。

[0061] ⑤将步骤④中制成的镭射材料设有离型层和信息层的一面进行真空镀铝，镀层为

400埃。

[0062] ⑥根据需求分切制成成品。

[0063] 实施例5

[0064] 一种镀铝镭射材料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65] ①制作离型膜：使用180目的陶瓷网纹辊在17μm厚的聚酯薄膜基膜上涂布一层可

转移的丙烯酸树脂离型层，涂布速度为140m/min，离型层的涂布量为0.65g/㎡，在92℃温度

下烘干，制成离型膜。

[0066] ②设计涂布辊：按照光栅排列的方向设计间隔的点阵图，通过激光雕刻刻在网辊

上，网点网纹间隔250目。

[0067] ③制备信息层：将聚苯乙烯光子晶体、相容性稀释剂及无机填料在搅拌机内混合

并高速搅拌，搅拌速度控制在1900转/min，搅拌20分钟，让光子晶体与无机填料完全融合，

制成信息层，其中，相容性溶剂为酒精与水的混合物，混合物的比例为：酒精80％，水20％，

无机填料为二氧化硅。

[0068] ④将步骤③中制成的信息层经步骤②中设计的网辊涂布在步骤①中的离型膜上，

涂布速度为140m/min，涂布量为2.2g/㎡，制成镭射材料。

[0069] ⑤将步骤④中制成的镭射材料设有离型层和信息层的一面进行真空镀铝，镀层为

390埃。

[0070] ⑥根据需求分切制成成品。

[0071]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技术方案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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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9435514 A

7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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