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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转贴防爆膜及其制备方

法，包括依次设置的印刷油墨层和光学胶层。本

发明中光学胶层最后上胶，不经烘烤过程，可维

持其粘贴性及光学特性，并且可消除生产过程中

的不可控品质等不良因素；成品由印刷油墨层和

光学胶层叠加而成，中间无任何基材，故成品厚

度可以通过印刷条件及光学胶层的厚度来进行

控制；不需购买昂贵的无基材防爆膜材料，且可

依需求调整光学胶层双面胶来满足需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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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转贴防爆膜，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设置的印刷油墨层和光学胶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转贴防爆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印刷油墨层依附设置在托底

层上，所述印刷油墨层与所述托底层之间设置有用于使所述托底层便于撕离的离型层，所

述印刷油墨层与所述光学胶层之间还压印有光学纹路层；在所述光学纹路层与所述光学胶

层之间还镀有高反光学镀膜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转贴防爆膜，其特征在于，所述托底层设置有成品区域，所

述离型层的面积大于所述成品区域的面积，所述印刷油墨层的面积大于所述离型层的面

积，所述光学纹路层的面积大于所述印刷油墨层的面积，所述高反光学镀膜层的面积大于

所述光学纹路层的面积，所述光学胶层的面积大于所述高反光学镀膜层的面积。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转贴防爆膜，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反光学镀膜层是通过物理

气象沉积法采用锡、铟或硅铝在所述光学纹路层表面真空镀上的一层具有金属光泽且非导

电性的膜层。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转贴防爆膜，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型层是由蜡或UV油墨制成

的离型层。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转贴防爆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印刷油墨层包括遮蔽油墨

层、底色油墨层和图文油墨层，所述遮蔽油墨层、底色油墨层和图文油墨层依次印刷在所述

离型层上，且所述遮蔽油墨层的面积大于所述离型层的面积，所述底色油墨层的面积大于

所述遮蔽油墨层的面积，所述图文油墨层的面积大于所述底色油墨色的面积。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转贴防爆膜，其特征在于，所述托底层是由PET制成的托底

层，所述托度层的厚度为0.075mm～0.188m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转贴防爆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胶层是由OCA或OCR光学

胶制成的光学胶层，所述光学胶层的一侧具有可被撕掉的离型保护层。

9.一种可转贴防爆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A、在托底层上的成品区域印刷离型层；

B、在所述离型层印刷有印刷油墨层；

C、裱胶涂布覆上光学胶层；

D、利用脱泡机将裱胶过程中产生的细微气泡挤出。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可转贴防爆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B与C之间还

包括：

E、在所述印刷油墨层上制作光学纹路层；

F、在所述光学纹路层上镀上高反光学镀膜层，所述光学胶层裱胶涂布覆在所述高反光

学镀膜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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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转贴防爆膜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印刷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可转贴防爆膜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内贴式装饰防爆膜由五层组成，依次为离型膜层、OCA胶层、PET基材、层装

饰层和保护膜层。该装饰防爆膜贴合在玻璃上，实现对玻璃面板的装饰，避免了在玻璃面板

上进行印刷等加工工艺。将装饰防爆膜贴合在玻璃上，形成内贴式防爆膜，装饰层得到有效

地保护，且起到防止玻璃碎片飞溅的性能；另外，增加了手机、电脑等显示屏视窗的色彩和

图案，丰富了各种装饰样式，满足了人们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

[0003] 目前的防爆膜产品有以下的不足及缺点：防爆膜包含光胶及PET基材，其厚度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且可变化性小，难以减小防爆膜的厚度，违背了目前电子产品轻薄短小

化的发展趋势；目前市售的无基材型防爆膜虽减小了材料厚度，但价格昂贵，印刷操作局限

大，成品良率偏低；防爆膜的带光胶PET基材在印刷过程中因多次加热、烘烤，其光学胶层易

产生变质，出现不可控的品质异常；防爆膜的带光胶PET基材生产时可能出现晶点，且进料

管控不易，易影响成品良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转贴防爆膜及其制备方法，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的防

爆膜厚度较厚、价格昂贵、良率低、品质不可控等的问题。

[0005]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可转贴防爆膜，包括依次设置的

印刷油墨层和光学胶层。

[0006] 在本发明的可转贴防爆膜中，所述印刷油墨层依附设置在托底层上，所述印刷油

墨层与所述托底层之间设置有用于使所述托底层便于撕离的离型层，所述印刷油墨层与所

述光学胶层之间还压印有光学纹路层；在所述光学纹路层与所述光学胶层之间还镀有高反

光学镀膜层。

[0007] 在本发明的可转贴防爆膜中，所述托底层设置有成品区域，所述离型层的面积大

于所述成品区域的面积，所述印刷油墨层的面积大于所述离型层的面积，所述光学纹路层

的面积大于所述印刷油墨层的面积，所述高反光学镀膜层的面积大于所述光学纹路层的面

积，所述光学胶层的面积大于所述高反光学镀膜层的面积。

[0008] 在本发明的可转贴防爆膜中，所述高反光学镀膜层是通过物理气象沉积法采用

锡、铟或硅铝在所述光学纹路层表面真空镀上的一层具有金属光泽且非导电性的膜层。

[0009] 在本发明的可转贴防爆膜中，所述离型层是由蜡或UV油墨制成的离型层。

[0010] 在本发明的可转贴防爆膜中，所述印刷油墨层包括遮蔽油墨层、底色油墨层和图

文油墨层，所述遮蔽油墨层、底色油墨层和图文油墨层依次印刷在所述离型层上，且所述遮

蔽油墨层的面积大于所述离型层的面积，所述底色油墨层的面积大于所述遮蔽油墨层的面

积，所述图文油墨层的面积大于所述底色油墨色的面积。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9551957 A

3



[0011] 在本发明的可转贴防爆膜中，所述托底层是由PET制成的托底层，所述托度层的厚

度为0.075mm～0.188mm。

[0012] 在本发明的可转贴防爆膜中，所述光学胶层是由OCA或OCR光学胶制成的光学胶

层，所述光学胶层的一侧具有可被撕掉的离型保护层。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可转贴防爆膜的制备方法，包括：

[0014] A、在托底层上的成品区域印刷离型层；

[0015] B、在所述离型层印刷有印刷油墨层；

[0016] C、裱胶涂布覆上光学胶层；

[0017] D、利用脱泡机将裱胶过程中产生的细微气泡挤出。

[0018] 在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中，在步骤B与C之间还包括：

[0019] E、在所述印刷油墨层上制作光学纹路层；

[0020] F、在所述光学纹路层上镀上高反光学镀膜层，所述光学胶层裱胶涂布覆在所述高

反光学镀膜层上。

[0021] 实施本发明的可转贴防爆膜及其制备方法，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中光学胶

层最后上胶，不经烘烤过程，可维持其粘贴性及光学特性，并且可消除生产过程中的不可控

品质等不良因素；成品由印刷油墨层和光学胶层叠加而成，中间无任何基材，故成品厚度可

以通过印刷条件及光学胶层的厚度来进行控制；不需购买昂贵的无基材防爆膜材料，且可

依需求调整光学胶层双面胶来满足需求特性。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可转贴防爆膜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可转贴防爆膜及其制备方法作进一步说明：

[0024] 本发明选用合适的离型材料，并于离型层上进行图文印刷、UV转印或光学胶裱覆、

NCVM等制程，制作无基材型外观装饰的可转贴防爆膜。

[0025] 如图1所示，本发明涉及一种可转贴防爆膜，该可转贴防爆膜包括依次设置的印刷

油墨层3和光学胶层4。其中，印刷油墨层3依附设置在托底层1上，印刷油墨层3与托底层1之

间设置有用于使托底层1便于撕离的离型层2。

[0026] 其中，在印刷油墨层3与光学胶层4之间还压印有光学纹路层5。在光学纹路层5与

光学胶层4之间还镀有高反光学镀膜层6。在其它实施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无需压印光学

纹路层5和镀有高反光学镀膜层6。

[0027] 印刷油墨层3包括遮蔽油墨层31、底色油墨层32和图文油墨层33，遮蔽油墨层31、

底色油墨层32和图文油墨层33依次印刷在离型层2上。

[0028] 其中，托底层1是由PET制成的托底层，托底层1的厚度为0.075mm～0.188mm。托底

层1用于从离型层2撕离，成为使用时的可转贴防爆膜成品。

[0029] 在托底层1上设置有离型层2，离型层2是由蜡或UV油墨制成的离型层。托底层1上

具有成品区域，该成品区域是指可转贴防爆膜最后制成成品时的尺寸，其它区域会被裁切

掉。离型层2的面积大于托底层1的成品区域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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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上述离型层2用于成品区域的定位及最终成品分离所需，可使用张式或卷式进行

印刷。需要说明的是，离型层2并不限于蜡或UV油墨，其它能产生离型效果的油墨或涂料均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31] 在离型层2上依次印刷有遮蔽油墨层31、底色油墨层32和图文油墨层33。其中遮蔽

油墨层31用于防止成品透光的不良问题，可依实际油墨的遮蔽性、颜色需求、透光性等要求

来决定该遮蔽油墨层31的厚度。同样可以使用张式或卷式进行印刷。

[0032] 底色油墨层32是指体现成品外观颜色的油墨层，该层依颜色需求增加印刷次数，

同样可以使用张式或卷式进行印刷。

[0033] 图文油墨层33是指印刷所需的图型、文字及标识等，可依实际需求变更，印刷于玻

璃或成品贴覆的素材表面，同样可使用张式或卷式进行印刷。

[0034] 其中，遮蔽油墨层31的面积大于离型层2的面积，底色油墨层32的面积大于遮蔽油

墨层31的面积，图文油墨层33的面积大于底色油墨层32的面积。

[0035] 光学纹路层5是在印刷完图文油墨层33的半成品上印刷一层UV光油，与相应纹路

模具相结合，经UV光固化形成光学纹路，达到在不同视角下发生光泽变化的效果，增加产品

吸引力。其中，普通纹路图案可自行开模，无需额外制作模具，成本低廉，可压印CD纹、金属

拉丝纹、碳纤维纹、各几何图形等光学纹路层。

[0036] 当压印了光学纹路层5后，在光学纹路层5上镀有高反光学镀膜层6，该高反光学镀

膜层6是通过物理气象沉积法采用锡、铟或硅铝在所述光学纹路层表面真空镀上的一层具

有金属光泽且非导电性的膜层，改变光学纹路层5表面的反射，防止光学纹路层5被光学胶

层4覆盖而不可见，增加产品金属质感。其中，光路纹路层5的面积大于图文油墨层33的面

积，高反光学镀膜层6的面积大于光学纹路层5的面积。

[0037] 光学胶层4是由OCA光学胶裱覆在高反光学镀膜层6上形成的光学胶层，或者是由

OCR光学胶涂布在高反光学镀膜层6上形成的光学胶层。光学胶层4的面积大于高反光学镀

膜层6的面积。其中，光学胶层4的一侧具有可被撕掉的离型保护层7。

[003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可转贴防爆膜的制备方法，包括：

[0039] S1、在托底层1上的成品区域印刷离型层2；

[0040] S2、在离型层2印刷有印刷油墨层3；其中，具体地，在离型层2上依次印刷有遮蔽油

墨层31、底色油墨层32和图文油墨层33；

[0041] S3、在印刷油墨层3上制作光学纹路层5；

[0042] S4、在光学纹路层5上镀上高反光学镀膜层6；

[0043] S5、在高反光学镀膜层6上裱胶涂布覆上光学胶层4，并控制裱胶时的压力，以确保

过程中无气泡产生，并能完全填充贴覆于纹路表面；需要说明的是，当未设置光学纹路层5

和高反光学镀膜层6时，光学胶层4也可以直接裱胶涂布覆在印刷油墨层3上，即覆在图文油

墨层33上；

[0044] S6、利用脱泡机将裱胶过程中产生的细微气泡挤出；并确保光学胶层4与裱胶前的

半成品确实粘贴结合；

[0045] S7、按照成品区域的尺寸、形状裁切成型，可使用刀切或镭射进行裁切。

[0046] 在其它实施例中，也根据实际情况无需压印光学纹路层和镀有高反光学镀膜层。

[0047] 其中，印刷油墨层3包括遮蔽油墨层31、底色油墨层32和图文油墨层33，遮蔽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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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31、底色油墨层32和图文油墨层33依次印刷在离型层2上。

[0048] 其中，托底层1是由PET制成的托底层，托度层1的厚度为0.075mm～0.188mm。托底

层1用于从离型层2撕离，成为使用时的可转贴防爆膜成品。

[0049] 在托底层1上设置有离型层2，离型层2是由蜡或UV油墨制成的离型层。托底层1上

具有成品区域，该成品区域是指可转贴防爆膜最后制成成品时的尺寸，其它区域会被裁切

掉。离型层2的面积大于托底层1的成品区域的面积。

[0050] 上述离型层2用于成品区域的定位及最终成品分离所需，可使用张式或卷式进行

印刷。需要说明的是，离型层2并不限于蜡或UV油墨，其它能产生离型效果的油墨或涂料均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51] 在离型层2上依次印刷有遮蔽油墨层31、底色油墨层32和图文油墨层33。其中遮蔽

油墨层31用于防止成品透光的不良问题，可依实际油墨的遮蔽性、颜色需求、透光性等要求

来决定该遮蔽油墨层31的厚度。同样可以使用张式或卷式进行印刷。

[0052] 底色油墨层32是指体现成品外观颜色的油墨层，该层依颜色需求增加印刷次数，

同样可以使用张式或卷式进行印刷。

[0053] 图文油墨层33是指印刷所需的图型、文字及标识等，可依实际需求变更，印刷于玻

璃或成品贴覆的素材表面，同样可使用张式或卷式进行印刷。

[0054] 其中，遮蔽油墨层31的面积大于离型层2的面积，底色油墨层32的面积大于遮蔽油

墨层31的面积，图文油墨层33的面积大于底色油墨层32的面积。

[0055] 光学纹路层5是在印刷完图文油墨层33的半成品上印刷一层UV光油，与相应纹路

模具相结合，经UV光固化形成光学纹路，达到在不同视角下发生光泽变化的效果，增加产品

吸引力。其中，普通纹路图案可自行开模，无需额外制作模具，成本低廉，可压印CD纹、金属

拉丝纹、碳纤维纹、各几何图形等光学纹路层。当压印了光学纹路层5后，在光学纹路层5上

镀有高反光学镀膜层6，该高反光学镀膜层6是通过物理气象沉积法采用锡、铟或硅铝在所

述光学纹路层表面真空镀上的一层具有金属光泽且非导电性的膜层，改变光学纹路层5表

面的反射，防止光学纹路层5被光学胶层4覆盖而不可见，增加产品金属质感。其中，光路纹

路层5的面积大于图文油墨层33的面积，高反光学镀膜层6的面积大于光学纹路层5的面积。

[0056] 光学胶层4是由OCA光学胶裱覆在高反光学镀膜层6上形成的光学胶层，或者是由

OCR光学胶涂布在高反光学镀膜层6上形成的光学胶层。光学胶层4的面积大于高反光学镀

膜层6的面积。其中，光学胶层4的一侧具有可被撕掉的离型保护层7。

[0057] 本发明选用厚度为0.075mm～0.188mm的托底层1，在托底层1上印刷离型层2，再在

离型层2上印制装饰颜色、图文等的印刷油墨层3、光学纹路层5及高反光学镀膜层6，然后于

印刷区域裱覆或涂布光学胶层4，并于表面覆盖离型保护层7，使用时将托底层1撕离，其优

点如下：

[0058] 光学胶层4最后上胶，不经烘烤过程，可维持其粘贴性及光学特性，并且可消除生

产过程中的不可控品质等不良因素；成品由印刷油墨层3和光学胶层4叠加而成，中间无任

何基材，故成品厚度可以通过印刷条件及光学胶层4的厚度来进行控制；不需购买昂贵的无

基材防爆膜材料，且可依需求调整光学胶层4双面胶来满足需求特性。

[0059] 本发明解决了下述问题：通过印刷条件及光学胶层4厚度的可控性，来按需调节现

有防爆膜的厚度，进而实现超薄防爆膜成品制作的目标；解决了现有防爆膜的带胶PET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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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作过程中因多次烘烤所造成的光学胶层4变质的问题，实现成品外观、物性等的可控

化，达到最佳产品效果；通过使用普通PET作为托底层1材料进行印刷、光学纹路层5压印、光

学胶层4的裱覆等工序，可实现防爆膜产品的制作，省去了购买防爆膜带胶PET基材的成本，

降低了生产成本；成品中无PET基材，除厚度减小外，其柔软性提升，更适用于未来双曲面或

多曲面玻璃外观装饰贴覆使用；建立无色高反射真空溅镀膜技术。

[0060] 本发明的可转贴防爆膜可以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及各类玻璃装饰上；也可以应

用于其它印刷困难的透明材料，作为装饰使用；还可以应用于对成品厚度为严格要求的产

品，本技术可克服防爆膜基材厚度及加工性的限制，依需求自行控制成品厚度及物性需求。

[0061] 应当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但这

些改进或变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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