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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

方法，它涉及纸张表面改性技术。它要解决现有

纸张表面涂布改性方法存在使用成分多、成本

高、工艺复杂以及轻量化程度低的问题。方法：将

高分子靶材与铜靶一起磁控溅射在衬底材料表

面上制备过渡层；高分子靶材和Ti靶的双靶共溅

射，沉积TiO2/(CH)t复合涂层，即完成。本发明采

用高分子靶材与Ti靶共置于真空磁控等离子溅

射腔体内，在Ar粒子轰击下实现纸张表面均匀致

密的复合涂层沉积；制备过程无须使用抗水剂、

荧光剂等助剂，工艺简便，易操作，明显改善了纸

张表面的印刷适应性，且在纸张满足印刷适性要

求下实现纸张更高程度的轻量化，具有重要的环

保价值与社会意义。本发明适用于纸张表面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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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它按以下步骤进行：

一、将衬底材料置于磁控溅射真空室中的样品台上，将高分子靶材与铜靶粘结在一起

并置于磁控溅射真空室的靶位上，抽真空，然后进行磁控溅射20～30min，在衬底材料表面

上制备过渡层；

二、进行1～3次的高分子靶材和Ti靶的双靶共溅射，即在上述过渡层上沉积得到TiO2/

(CH)t复合涂层，完成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

磁控溅射高分子靶材工艺参数：工作气体为纯度≥99.999％的氩气，沉积速率为10～

150nm/min，工作气压0.4～0.7Pa、基靶间距为6～12cm，功率密度3.5W/cm2～10.0W/cm2；

双靶共溅射工艺参数：工作气体为纯度≥99.999％的氩气，沉积速率为10～150nm/

min，工作气压0.4～0.7Pa、基靶间距为6～12cm、双靶功率密度比为0.5～2.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中所述衬底材料为铜版纸、胶版纸或新闻纸。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中所述衬底材料为铜版纸时沉积TiO2/(CH)t复合涂层的厚度为10～15μ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中所述衬底材料为胶版纸时沉积TiO2/(CH)t复合涂层的厚度为15～50μm。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中所述衬底材料为新闻纸时沉积TiO2/(CH)t复合涂层的厚度为40～200μ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中所述高分子靶材是按重量百分比将2％粒度为3～5nm的TiO、3％粒度为100nm的

TiO2和95％的聚丙烯混合，经旋涂制备所得，旋涂厚度为300～3000μ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中所述磁控溅射时间25min。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中所述高分子靶材与铜靶的尺寸相同。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二中所述Ti靶的纯度为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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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纸张表面改性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纸张作为信息的载体，其印刷适性在信息的表达、传递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纸张

表面的涂布技术是提高其印刷适性的主要途径，它通过改善纸张的表面结构来改进纸张表

面的光学性能、提高纸张表面平滑度及吸墨性能，进而提高纸张的印刷适性。传统的涂布技

术大都是借助人工或机械方法，在纸张表面涂布具备适当流变性的物质。因此，涂布材料必

需具备良好吸墨性、细度、白度的同时而兼具流动性。为达到上述性能，涂布材料往往成分

都较为复杂。如，保证吸墨性及粘合性的明胶、聚乙烯醇、聚乙烯吡咯烷酮、羟丙基纤维素

等，保证抗水性能的抗水剂脲醛(UF树脂)、三聚氰胺树脂(MF树脂)、碳酸锆盐等，保证涂层

无气泡的消泡剂，保证涂层均布性的润滑剂等等。可见，传统涂布过程不易控制，涂层不易

均布，且涂料中含有大量的污染物质。更为重要的是，涂层的粒度较大，再现图像信息时的

分辨率低，不清晰。原因是当油墨接触到涂层粒子时，会向内部扩散，当粒子较大时，油墨扩

散严重干燥速度慢，油墨不能及时被吸收，继而在纸张表面发生混合扩散，形成颜色的交错

分布，降低分辨率致使图像模糊。

[0003] 涂布纸最早是由美国新泽西洲的约·华尔德仑公司于1850年开始生产的，当时是

用作壁纸。1894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台生产涂布纸的设备。轻涂纸是20世纪50年代初登上

市场的。近几十年，涂布技术的发展主要是研究并开发涂层的颜料、胶粘剂和其他助剂，以

满足信息传递对涂布纸越来越高的印刷适性的需求，以及涂布纸轻量化要求。此外，全球涂

布纸需求量年均增长7.8％，而轻涂纸年均增长率22.3％，可见涂布纸的轻量化是重要的发

展方向。轻量化显然符合节能环保的世界发展主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纸张表面涂布改性方法存在使用成分多、成本高、工

艺复杂以及轻量化程度低的问题，而提供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

[0005] 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它按以下步骤进行：

[0006] 一、将衬底材料置于磁控溅射真空室中的样品台上，将高分子靶材与铜靶粘结在

一起并置于磁控溅射真空室的靶位上，抽真空，然后进行磁控溅射20～30min，在衬底材料

表面上制备过渡层；

[0007] 二、进行1～3次的高分子靶材和Ti靶的双靶共溅射，即在上述过渡层上沉积得到

TiO2/(CH)t复合涂层，完成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

[0008] 磁控溅射高分子靶材工艺参数：工作气体为纯度≥99.999％的氩气，沉积速率为

10～150nm/min，工作气压0.4～0.7Pa、基靶间距为6～12cm，功率密度3.5W/cm2～10.0W/

cm2；

[0009] 双靶共溅射工艺参数：工作气体为纯度≥99 .999％的氩气，沉积速率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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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nm/min，工作气压0.4～0.7Pa、基靶间距为6～12cm、双靶功率密度比为0.5～2.5。

[0010] 本发明的优点是：

[0011] 1、本发明利用聚丙烯添加纳米级Si材料，采用特定固化工艺制备了耐溅射的高分

子靶材，与共溅射制备TiO2/(CH)t复合涂层进行纸张表面改性方法；制备过程无须使用抗

水剂、荧光剂等助剂，成分简单、成本低，工艺简便，易操作。

[0012] 2、本发明是对现有的纸张涂布改性方法的突破，采用全新的纸张表面涂层制备技

术，设计的高分子靶材与Ti靶共置于真空磁控等离子溅射腔体内，在Ar粒子轰击下实现纸

张表面均匀致密的复合涂层沉积。由于真空沉积过程中，物质处于等离子态粒子大都为纳

米级且混合均匀，因此无需考虑流动性而加入助剂，易形成大面积均匀涂层；共溅射沉积的

TiO2/(CH)t复合涂层因具备天然的纳米的微孔结构而有优异的吸墨性与平滑度，大大提高

信息再现的精度；复合涂层具有(CH)t结构而存在抗水性，因此无需额外添加抗水剂；真空

磁控共溅射的制备过程中不产生任何附带污染物；TiO2的高反射率、折射率大大提高纸张

的白度与不透明度等光学性能；制备涂层与天然纤维抄造的纸张产生化学键联接，而不是

简单的、单一的物理附着，因而不易发生传统涂布法因细小涂料与纸基结合强度差而产生

的掉粉现象，本发明明显改善了纸张表面的印刷适应性。

[0013] 3、本发明采用磁控共溅射方法制备的TiO2/(CH)t涂层，由于具备上述优异特性，

可以在纸张满足印刷适性要求下实现纸张更高程度的轻量化，因此本发明具有重要的环保

价值与社会意义。

[0014] 本发明适用于纸张表面改性。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实施例中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所得纸张的GATF色轮图示意

图，其中实线表示原纸色域范围，虚线表示沉积后色域范围，C表示青色、M表示品色、Y表示

黄色、R表示红色、G表示绿色、B表示蓝色。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发明技术方案不局限于以下所列举具体实施方式，还包括各具体实施方式间的

任意组合。

[0017]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一种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它

按以下步骤进行：

[0018] 一、将衬底材料置于磁控溅射真空室中的样品台上，将高分子靶材与铜靶粘结在

一起并置于磁控溅射真空室的靶位上，抽真空，然后进行磁控溅射20～30min，在衬底材料

表面上制备过渡层；

[0019] 二、进行1～3次的高分子靶材和Ti靶的双靶共溅射，即在上述过渡层上沉积得到

TiO2/(CH)t复合涂层，完成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

[0020] 磁控溅射高分子靶材工艺参数：工作气体为纯度≥99.999％的氩气，沉积速率为

10～150nm/min，工作气压0.4～0.7Pa、基靶间距为6～12cm，功率密度3.5W/cm2～10.0W/

cm2；

[0021] 双靶共溅射工艺参数：工作气体为纯度≥99 .999％的氩气，沉积速率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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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nm/min，工作气压0.4～0.7Pa、基靶间距为6～12cm、双靶功率密度比为0.5～2.5。

[0022] 本实施方式步骤一中高分子靶材与铜靶粘结在一起，是采用现有常规方法进行粘

结。

[0023]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述衬底材

料为铜版纸、胶版纸或新闻纸。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4]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述衬

底材料为铜版纸时沉积TiO2/(CH)t复合涂层的厚度为10～15μm。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

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25]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述衬

底材料为胶版纸时沉积TiO2/(CH)t复合涂层的厚度为15～50μm。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

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26]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述衬

底材料为新闻纸时沉积TiO2/(CH)t复合涂层的厚度为40～200μm。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

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27]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

述高分子靶材是按重量百分比将2％粒度为3～5nm的TiO、3％粒度为100nm的TiO2和95％的

聚丙烯混合，经旋涂制备所得，旋涂厚度为300～3000μm。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

一至五之一相同。

[0028]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

述磁控溅射25min。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相同。

[0029]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

述高分子靶材与铜靶的尺寸相同。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相同。

[0030]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所

述Ti靶的纯度为99.99％。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相同。

[0031] 通过以下实施例验证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2] 实施例

[0033] 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方法，它按以下步骤进行：

[0034] 一、将衬底材料置于磁控溅射真空室中的样品台上，将高分子靶材与铜靶粘结在

一起并置于磁控溅射真空室的靶位上，抽真空，然后进行磁控溅射25min，在衬底材料表面

上制备过渡层；

[0035] 二、进行2次的高分子靶材和Ti靶的双靶共溅射，在上述过渡层上沉积TiO2/(CH)t

复合涂层，即完成改善纸张表面印刷适应性的涂层制备；

[0036] 磁控溅射高分子靶材工艺参数：工作气体为纯度≥99.999％的氩气，沉积速率为

20nm/min，工作气压0.5Pa、基靶间距为10cm，功率密度6W/cm2；

[0037] 双靶共溅射工艺参数：工作气体为纯度≥99.999％的氩气，沉积速率为20nm/min，

工作气压0.5Pa、基靶间距为10cm、双靶功率密度比为2。

[0038] 本实施例中所述衬底材料为铜版纸；衬底材料为铜版纸时沉积TiO2/(CH)t复合涂

层的厚度为13μm。

[0039] 本实施例中所述高分子靶材是按重量百分比将2％粒度为4nm的TiO、3％粒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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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nm的TiO2和95％的聚丙烯混合，经旋涂制备所得，旋涂厚度为1000μm。

[0040] 本实施例中所述Ti靶的纯度为99.99％。

[0041] 如表1所示，本实施例中沉积复合涂层后纸张的横向、纵向弹性模量及拉伸强度有

所增大。复合涂层与衬底材料结合，复合涂层的抗拉性能强于植物纤维抄造的纸张，另一方

面，无机粒子填入纸张植物纤维的孔隙中与纤维结合，相当于在纸张抄造后加入了增强了

纤维机械强度的填料，因此纸张的弹性模量增加，抗拉性能增强。

[0042] TiO2/(CH)t涂层的沉积改善了纸张的表面粗糙度。沉积TiO2/(CH)t涂层过程中，当

Ar+轰击靶材溅射起粒子飞向基材表面时，类似机械投锚作用，粒子优先填入纸张的凹陷

处，并在此位置形核并渐岛状生长，渐渐将凹陷填满使得纸张的粗糙度大大下降。靶材溅射

起来的粒子填入纸张表面的孔隙及凹凸不平处致使纸张表面平滑度提高，平滑度是纸张作

为承印物的重要印刷适性，平滑度的显著提高使得纸张再现图文时可以获得更好的细节表

现能力，即可以再现高加网线数的印品，实现精细印刷，显改善了纸张表面的印刷适应性。

[0043] 表1镀膜后弹性模量、拉伸强度及粗糙度变化

[0044]

性能指标 原纸 沉积涂层后的纸张

横向弹性模量(GPa) 4.735 5.043

纵向弹性模量(GPa) 5.562 5.801

横向拉伸强度(MPa) 270.56 280.85

纵向拉伸强度(MPa) 295.02 302.77

表面粗糙度(nm) 578.5 180.9

[0045] 复合涂层提高了纸张的平滑度，可再现精细网点，同时在表现实地印品时具有更

加明显效果，其单位面积内纸张与油墨的接触面积增加，即油墨的覆盖率增加进而实地密

度增大，使得纸张可以再现的密度范围变宽。另外，平滑度提高增加了纸张的光泽度，且由

油墨的吸收实验测得纸张表面效率增加显著，因而纸张再现颜色性能有所改善。如图1给出

GATF色轮图所示，沉积复合涂层的纸张再现颜色的色域范围变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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