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〇A
(12)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19) 世界知识 组织
际 局

ra = . (10) 国际公布号
(43) 国际公布日

2011 年 3 月 24 日 （24.03.2011) T WO 2011/032348 A l

(51) 国砖 利分类号： (81)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国家
A47K 13/00 (2006.01) B44C 1/24 (2006.01) 保护）：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44F 1/06 (2006.01) BG, BH,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CU,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21) 国际申请号： PCT/CN20 10/000970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L , IN, IS, JP,

(22) 国际申请日： 2010 年 6 月 28 日 (28.06.2010) KE,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LU, LY, MA, MD, ME, MG, MK, MW, MX,

(25) 申 言： 中文 MY, MZ, NA, NG, NI, NO, NZ, OM, PE, PG, PH, PL,
PT, RO, RS, RU,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26) 公布语言： 中文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VC,

(30) 优先权： VN, ZA, ZM, ZW 。

2009 10192387.4 2009 年 9 月 16 日 (16.09.2009) CN (84)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地区
(72) 发明人；及 保护）：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71) 申请人 ：周廷芳 (ZHOU, Tingfang) [CN/CN]; 中国 NA, SD, SL, SZ, TZ, UG, ZM, ZW), 欧亚 （AM, AZ,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大沙管理区统成装饰材料 BY, KG, KZ, MD, RU, TJ, TM), 欧洲 (AL, AT, BE,
有 限公 司 （大 沙 水 厂 旁 ） , Guangdong 523820 BG, CH,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 IS, IT,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CN) „
PT, RO,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74) 代理人：东莞市中正知识产权事务所 （DONG- CI, CM, GA, GN, GQ, GW, ML, MR, NE, SN, TD,
GUAN CITY ZHONGZHENG INTELLECTUAL TG)。
PROPERTY OFFICE);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大
道 23 号骏达商业 中心 901 室，Guangdong 523000

本国际公布：
(CN) „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54) Title: TOILET COVER AND SURFACE FILMING PROCESS THEREOF

(54) 发明名称 ：一种马桶盖及其表面覆膜工艺

(57) Abstract: A surface filming process for toilet
cover and other sanitary fittings i s provided. The pro
cess includes the steps of: blank formation, gr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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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e decoration filming, edge trimming, decorat
ing, fittings assembling, and packaging. The former
macromolecule decorative film i s used as manufactur
ing moul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o that the
mould becomes the outer surface of a product, which
gets rid of the demand for painting and decorating ex
ternally with paint. Thus, the invention protects work
ers' health and eliminates the environment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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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manufacturing the wood
en toilet and other sanitary fittings. The invention
completely solves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tradi
tional grinding and spraying process and simplifies
the manufacturing procedures. The product surface i s
beautifully decorated, and may have an LED lu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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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提供一种马桶盖及其它卫浴成套配件表面覆膜工艺。该工艺步骤包括：毛坯成型、砂磨、涂布胶水、真

空覆膜或压力高分子花膜覆膜、修毛边、修饰、配件组合、包装。该生产工艺将原本高分子花膜作为生产模

只.，使此模 变为产品之外衷面，不需要再以涂料外衷涂装修饰 . 杜绝木制马桶与艽它卫浴成套配件在制作

过程中因砂磨与涂料喷涂装饰对环境的污染和影响丁 _人健康，彻底解决了传统 T _艺砂磨与喷涂产生的弊端，

简化了生产工序 。产品表面装饰精美，也 内嵌 LED 发光体使产品表面更加美观。



一种马桶 其表面 工艺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马桶盖及其表面覆膜工艺。

背景技术

现有木制马桶盖表面的图案装饰一般通过丝网印，热转印，水转印等工

艺完成，这种工艺繁琐且手工比率偏高，质量因人而异参差不齐；且前期

的工艺涂装与砂磨占大部分，直接对工作环境 成严重污染，制作过程中

产生的粉尘与涂料溶剂对工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很大的伤害。现有传统工艺

生产流程包括：毛坯成型 （模压或仿型）、批灰、砂磨、批二次灰、涂封固

底漆、砂磨、喷涂底漆、砂磨、清灰、喷涂 NC 白面漆、花膜转印、修饰、

喷涂 PU 透明面漆、2000# 水砂磨、抛光、配件组合、包装。其从毛胚批灰

：到包装共 16 个工序，其中砂磨 3 道工序，清灰 1道工序，会造成车间粉尘

弥漫，为主要空气污染源。喷涂 4 道工序，在喷涂过程因涂料与有机溶剂

残留严重超标将直接伤害人体呼吸器官，并污染周围空气。

发明内容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生产简单，且绿色环保的马桶盖表

面覆膜工艺。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本发明的一种马桶盖表面覆膜工艺，其结构包括马桶盖本体，及设置

在马桶盖本体上的、具装饰作用的图案花膜，及设置在图案花膜上的、 用

于保护图案花膜的透明模具；所述马桶盖本体与图案花膜之间设置有用于

粘接二者的胶水。

作为改进，所述图案花膜内嵌在透明模具内部。

作为改进，所述胶水为两液型胶粘剂。



作为改进，所述图案花臈内部还可内嵌有 LED 发光体，从内部发光使立

体与 3D 图案之层次感更突出美观。

- 本发明要解决的另一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生产简单，且绿色环保的马

桶盖表面覆膜工艺。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本发明的一种马桶盖表面覆膜工艺，其工艺步骤包括：毛胚成型，砂

磨，涂布胶水，真空覆膜或压力高分子花膜覆膜，修毛边，修饰，配件组

合，包装。

作为改进，所述真空覆膜过程是设置在一密封的容器内通过抽真空，

以使图案花膜覆盖在毛胚上。

作为改进，所述压力高分子花膜覆膜是通过压力将高分子花膜覆盖在

，胚上。

； 作为改进，所述覆膜工艺前还需对图案花膜进行加热。

作为改进，所述图案花膜内嵌在透明模具内部，也可将 LED 发光体内嵌

在毛胚与高分子花膜中间。

作为改进，所述胶水为两液型胶粘剂。

本发明的马桶盖表面覆膜工艺，由于从毛胚砂磨到成品包装共 6 道工

序，简化了制作流程，提高了产能，并降低流程损耗与减少制品存放空间；

由于砂磨只占 1 道工序，且毛胚不须批灰故砂磨过程粉尘少易排除，环保

无污染；制作过程中无需任何涂料涂装，杜绝了有机溶剂挥发，避免了对

作业人员产生伤害。该生产工艺将原本高分子花膜做为生产模具，而使此模

:具变为产品之外表面，不需要再以涂料外表涂装修饰，杜绝木制马桶與其它

卫浴成套配件在制作过程因砂磨与涂料喷涂装饰对环境的污染与影响工人

健康，彻底解决了传统工艺砂磨与喷涂产生的敝端，简化了生产工序，产

品表面装饰精美。

附图说明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较佳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图 1 是本发明马桶盖的局部剖视图；

图 2 是本发明马桶盖表面覆膜工艺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请参阅图 1 和图 2 所示，本发明的一种马桶盖表面覆膜工艺，所述马

桶盖结构包括马桶盖本体 1，及设置在马桶盖本体 1 上的、具装饰作用的

图案花膜 2，及设置在图案花膜 2 上的、用于保护图案花膜 2 的透明模具 3 ;

所述马桶盖本体 1 与图案花膜 2 之间设置有用于粘接二者的胶水 4。其中，

所述图案花膜 2 内嵌在透明模具 3 内部，不论是平面或立体图案均可内嵌

在模具上，可制造出浮雕效果，还可变换无数种效果，如金属感、立体感、

多层次 3D感、闪亮感等；所述表面装饰图案高度清淅且经激光处理，具有

强烈的层次感与透视立体效果，并可凸显微立体浮雕图案。另，由于传统

毛胚用中纤板或模压板，其所用的胶水通常含有甲醛，而现在全世界对环

保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甲醛的要求也非常高，而本工艺中所述胶水为两液

型胶粘剂，不含任何甲醛，且不会因吸水造成中纤板或模压板膨胀而松散

脆化，使用寿命长。另，所述图案花膜内部还可内嵌有 LED 发光体，可增

加美感。

其工艺步骤包括：1. 毛胚成型，毛胚不须批灰，灰尘少；2. 砂磨，毛

:胚成型后砂磨；3. 涂布胶水，高分子花膜没有使用任何苯类溶剂，无甲醛

释放问题，符合环保要求；4. 真空覆膜或压力高分子花膜覆膜，产品表面

花膜经真空或压力等外力，与毛胚接合性高，具有 良好的完整性，无任何

空隙，密着性特别佳，且耐酸碱防水性佳；所述覆膜工艺前还需对图案花

膜进行加热，加热后没有接痕，呈现一体成型，外表美观；5. 修毛边；6.

修饰；7. 配件组合；8 . 包装完成。其中，所述真空覆膜过程是设置在一密

封的容器内通过抽真空，以使图案花膜覆盖在毛胚上。当然，所述覆膜工



艺还可应用在其它卫浴成套配件上。

本发明的马桶盖表面覆膜工艺，由于从毛胚砂磨到成品包装共 6 道工

序，简化了制作流程，提高了产能，并降低流程损耗与减少制品存放空间;

由于砂磨只占 1 道工序，且毛胚不须批灰故砂磨过程粉尘少易排除，环保

无污染；制作过程中无需任何涂料涂装，杜绝了有机溶剂挥发，避免了对

作业人员产生伤害。该生产工艺将原本高分子花膜做为生产模具，而使此模

具变为产品之外表面，不需要再以涂料外表涂装修饰，杜绝木制马桶與其它

卫浴成套配件在制作过程因砂磨与涂料喷涂装饰对环境的污染与影响工人

健康，彻底解决了传统工艺砂磨与喷涂产生的敝端，简化了生产工序，产

·品表面装饰精美。

上述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一个实例，并不是用来限制本发明的实施

与权利范围，凡依据本发明申请专利保护范围所述的制作工艺方法所作的

等效变化和修饰，均应包括在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内。



1 . 一种马桶盖，其特征在于：其结构包括马桶盖本体，及设置在马桶

盖本体上的、具装饰作用的图案花膜，及 设置在图案花膜上的、用于保护

图案花膜的透明模具；所述马桶盖本体与图案花膜之间设置有用于粘接二

者 的胶水。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马桶盖，其特征是：所述图案花膜内嵌在透

明模具内部。

3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马桶盖，其特征是：所述胶水为两液型胶粘

剂。

4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马桶盖，其特征是：所述图案花膜内部还可

内嵌有 LED 发光体。

5 . 一种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马桶盖表面覆膜工艺，其特征在于：其工

艺步骤包括：毛胚成型，砂磨，涂布胶水，真空覆膜或压力高分子花膜覆

膜，修毛边，修饰，配件组合，包装。

6 .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马桶盖表面覆膜工艺，其特征是：所述真空

覆膜过程是设置在一密封的容器内通过抽真空，以使图案花膜覆盖在毛胚

上。

7 .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马桶盖表面覆膜工艺，其特征是：所述压力

高分子花膜覆膜是通过压力将高分子花膜覆盖在毛胚上。

8 . 根据权利要求 6 或 7 任一所述的马桶盖表面覆膜工艺，其特征是：

所述覆膜工艺前还需对图案花膜进行加热。

9 . 根据权利要求 6 或 7 任一所述的马桶盖表面覆膜工艺，其特征是：

所述图案花膜内嵌在透明模具内部。

10.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马桶盖表面覆膜工艺，其特征是：所述胶水

为两液型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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