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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

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安全文件产品基材为塑料

基材或塑料与纸张复合基材，在安全文件产品上

建立一个面积不小于3mm*3mm的透明视窗区域，

在该区域内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形成视觉图案

一，翻转该安全文件的透明视窗区域，该特定图

案可与其背面另一指定区域内呈现的视觉图案

二相互嵌套透叠，形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案

三，包括但不限于字母图案、数字图案、几何图案

或其他设定图形。其识别过程可以不借助仪器设

备，操作简便，从而有效提升大众检验鉴别该产

品真伪的便利性，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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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安全文件产品上建立一个透

明视窗区域，在该区域内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形成视觉图案一，翻转该安全文件的透明视

窗区域，该特定图案可与其背面另一指定区域内呈现的视觉图案二相互嵌套透叠，形成所

设定的目标视觉图案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安全文件产

品基材至少部分透光，包括但不限于PET塑料基材、PE塑料基材、PVC塑料基材、PC塑料基材、

塑料复合基材、塑料与纸张复合基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该透明视窗区

域面积不小于3mm*3mm，呈现于该透明视窗区域的视觉图案一优选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但

不排除采用电镀、空压、激光穿孔、胶印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或数字印刷方

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安全文件产

品基材可180度弯折，以实现透明视窗区域的视觉图案一与指定位置上呈现的视觉图案二

的相互配对嵌套，完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案三的自识别过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视觉图案二的

印刷方式可选择胶印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也可以是两种及以上印刷方式

的组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视觉图案二可

采用单色油墨印刷，也可以采用多色油墨套印印刷，也可以采用无色荧光油墨印刷，也可以

采用有色油墨与无色荧光油墨套印印刷。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视觉图案一与

视觉图案二形成于该安全文件产品的表面两侧；或者，所述的视觉图案一与视觉图案二形

成于该安全文件产品的表面同一侧，则必须采用相互区别的实现手段。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透明视窗区域

的视觉图案一与指定位置上呈现的视觉图案二在某一设定角度下可相互嵌套，图形相互叠

加或叠减，形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案三，包括但不限于字母图案、数字图案、几何图案或

其他设定图形。

9.如权利要求1至8任意一项所述的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在安全文件产品

中的应用，所述安全文件产品包括钞票、护照、身份证卡、支汇票、税票、证券、证书、发票、收

据、商标、合同和商业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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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防伪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开始采用塑料基材运用于钞票与国家证件等高端防伪安全文

件的印制。塑料基材，与纸基相比，有难以伪造、耐污耐温防破损、延长流通时间等优点，也

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关注。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新加坡……许多国家纷纷发

行和流通塑料钞票，也开始在护照等国家证件中采用塑料基材，这也将是全球高端安全印

制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

[0003] 塑料基材安全文件区别与纸基产品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票面上可以建立透明视

窗，并利用透明视窗开展新型防伪技术的加载，这也是当前世界各国针对塑料基材安全防

伪技术研发的一个重点方向。

[0004] 在ZL201410311286.5中描述了一种用于制作安全文件的塑料基材及其制备方法，

包括聚合物支撑层、聚合物模压层其附着在聚合物支撑层的表面，且聚合物模压层局部缺

失露出聚合物支撑层，露出聚合物支撑层表面带有凸起图文，形成带有凹凸手感的透视窗。

在塑料薄膜上复印或印刷无法形成带有凹凸手感的透视窗，而使该塑料基材具有较高的防

伪能力。

[0005] 在CN201710089613.0中描述了一种防伪元件及光学防伪产品，包括至少部分透光

基材，具有相互对立第一表面和第二表面，及形成在该基材该第一表面防伪图像，该防伪图

像包含多个成像像素组，且相互间呈非周期性和/或无对称轴排布，形成第二表面的具有光

学特性的采样合成层，其透过该基材透光部分及该采样合成层适于呈现对应于该成像像素

组的目标视觉图像。其视觉图像不限于字母、数字、几何及其它图案。

[0006] 在WO2008098739中描述了一种用于钞票、证件卡或类似物有价票券的安全防伪元

件，可通过冲压或激光切割方法优先安置在纸、塑料膜或其形成复合层透光基体视窗小孔

上，该透光基体第一表面设置至少一个第一安全特征，并在该基体第二对置表面设置至少

一个第二安全特征。第一安全特征具有相互间隔的不透明图案基本元件，其图案基本元件

可以使文字、数字、符号或/和图标并以网目的形式布置。其图案基本元件至少一部分背对

透光基体的那一侧设置第一信息元件，该第一信息元件与其图案基本元件色彩对比。第二

安全特征具有第二信息元件，该第二信息元件与图案基本元件重叠地布置，并且伸出各图

案基本元件至少一侧并且与所述图案基本元件色彩对比。第一和第二信息元件总共为观察

者分别显现至少一个文字、数字、字符、图标和/或至少一个图形。

[0007] 在US6761377B2中描述了一个自验证安全文档装置及其安全文档，特征在于这种

纸币包括塑料基材形成一个标记柔性片，该柔性片材具有一个透明塑料材料的窗口，有用

于验证的一个安全装置设置在一横向间隔开的第二部分片材上，该片材被弯曲或折叠到使

所述视窗寄存安全装置，该自验证装置可通过一个光学透镜用于读取一个缩微印刷部分区

域防伪信息，其实施例中，该自验证装置和所述的安全透明视窗可形成莫尔感应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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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目前文献中所描述的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元件开发大多集中于材料本身性能的

利用提升和透明视窗上光学性能元件的加载，本发明的关注点在于把透明视窗技术与安全

文件上的印刷内容结合起来，在前后生产工序、不同实现手段乃至文件的正背面之间为两

者建立某种联系，从而进一步提高安全产品的组合防伪特性，而且其识别过程可以无需另

外借助仪器设备，能有效提升大众检验该安全特征或鉴别该产品真伪的便利性。

发明内容

[0009]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安全

文件产品上建立一个透明视窗区域，在该区域内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形成视觉图案一，翻

转该安全文件的透明视窗区域，该特定图案可与其背面另一指定区域内呈现的视觉图案二

相互嵌套透叠，形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案三。

[0010] 优选地，该安全文件产品基材至少部分透光，包括但不限于PET塑料基材、PE塑料

基材、PVC塑料基材、PC塑料基材、塑料复合基材、塑料与纸张复合基材。

[0011] 优选地，该透明视窗区域面积不小于3mm*3mm，呈现于该透明视窗区域的视觉图案

一优选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但不排除采用电镀、空压、激光穿孔、胶印印刷、凸版印刷、凹

版印刷、丝网印刷或数字印刷方式。

[0012] 优选地，该安全文件产品基材可180度弯折，以实现透明视窗区域的视觉图案一与

指定位置上呈现的视觉图案二的相互配对嵌套，完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案三的自识别过

程。

[0013] 优选地，视觉图案二的印刷方式可选择胶印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

也可以是两种及以上印刷方式的组合。

[0014] 优选地，视觉图案二可采用单色油墨印刷，也可以采用多色油墨套印印刷，也可以

采用无色荧光油墨印刷，也可以采用有色油墨与无色荧光油墨套印印刷。

[0015] 优选地，视觉图案一与视觉图案二形成于该安全文件产品的表面两侧；或者，所述

的视觉图案一与视觉图案二形成于该安全文件产品的表面同一侧，则必须采用相互区别的

实现手段。

[0016] 优选地，透明视窗区域的视觉图案一与指定位置上呈现的视觉图案二在某一设定

角度下可相互嵌套，图形相互叠加或叠减，形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案三，包括但不限于字

母图案、数字图案、几何图案或其他设定图形。

[0017] 优选地，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在安全文件产品中的应用，所述安全文

件产品包括钞票、护照、身份证卡、支汇票、税票、证券、证书、发票、收据、商标、合同和商业

凭证。

[001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的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力求区别于以突出材料特

性和光学元件加载为重点的常规透明视窗相关防伪技术，而希望把透明视窗技术与安全文

件上的印刷内容结合起来，在安全文件的表面两侧，以不同的方式来形成相互匹配的两组

特定图案，从而实现预定图案效果的呈现或提取指定的图案信息，在前后生产工序、不同实

现手段乃至文件的正背面之间为两者建立某种联系，从而进一步提高安全产品的组合防伪

特性。其识别过程可以无需另外借助仪器设备，能有效提升大众检验该安全特征并进一步

鉴别该产品真伪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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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操作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效果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2的效果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3的效果图；

[0023]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4的效果图。

[0024]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5的效果图。

[0025]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6的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所列附图来详细说明本发明的一种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

法。

[0027] 图1，提供本发明的一种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的操作示意图，在安全文

件产品上建立一个透明视窗区域，在该区域内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形成视觉图案一，翻转

该安全文件的透明视窗区域，该特定图案可与其背面另一指定区域内呈现的视觉图案二相

互嵌套透叠，形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案三。

[0028] 进一步地，为实现透叠及翻转这些功能特点，该安全文件产品基材至少部分透光，

包括但不限于PET塑料基材、PE塑料基材、PVC塑料基材、PC塑料基材、塑料复合基材、塑料与

纸张复合基材；该安全文件产品基材可180度弯折，以实现透明视窗区域的视觉图案一与指

定位置上呈现的视觉图案二的相互配对嵌套，完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案三的自识别过

程。透明视窗区域的视觉图案一与指定位置上呈现的视觉图案二在某一设定角度下可相互

嵌套，图形相互叠加或叠减，形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案三，包括但不限于字母图案、数字

图案、几何图案或其他设定图形。

[0029] 进一步地，该透明视窗区域面积不小于3mm*3mm，呈现于该透明视窗区域的视觉图

案一优选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但不排除采用电镀、空压、激光穿孔、胶印印刷、凸版印刷、

凹版印刷、丝网印刷或数字印刷方式。视觉图案二的印刷方式可选择胶印印刷、凸版印刷、

凹版印刷、丝网印刷，也可以是两种及以上印刷方式的组合；可采用单色油墨印刷，也可以

采用多色油墨套印印刷，也可以采用无色荧光油墨印刷，也可以采用有色油墨与无色荧光

油墨套印印刷。

[0030] 进一步地，视觉图案一与视觉图案二形成于该安全文件产品的表面两侧；或者，所

述的视觉图案一与视觉图案二形成于该安全文件产品的表面同一侧，则必须采用相互区别

的实现手段。

[0031] 进一步地，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在安全文件产品中的应用，所述安全

文件产品包括钞票、护照、身份证卡、支汇票、税票、证券、证书、发票、收据、商标、合同和商

业凭证。

[0032] 如图2所示的实施例1中，在安全文件正面的透明视窗区域，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

形成视觉图案一；在安全文件背面，采用胶印印刷方式形成视觉图案二；翻转该安全文件的

透明视窗区域，视觉图案一可与背面视觉图案二相互嵌套透叠，形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

案三，即完整的字母图案“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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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视觉图案一优选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但也不排除采用电镀、空压、激光穿孔、胶

印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或数字印刷方式。视觉图案二的形成可以选择胶印

印刷方式，也可以选择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等多种形式。

[0034] 如图3所示的实施例2中，在安全文件正面的透明视窗区域，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

形成视觉图案一：难以读取信息的无规则点阵图案；在安全文件背面，采用胶印印刷方式形

成视觉图案二，同样是一个难以读取信息的无规则点阵图案；翻转该安全文件的透明视窗

区域，视觉图案一可与背面视觉图案二相互嵌套透叠，形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案三，即显

示信息——数字图案“2019”。

[0035] 视觉图案一优选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但也不排除采用电镀、空压、激光穿孔、胶

印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或数字印刷方式。视觉图案二的形成可以选择胶印

印刷方式，也可以选择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等多种形式，甚至是两种及以上印刷

方式的组合。

[0036] 如图4所示的实施例3中，在安全文件正面的透明视窗区域，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

形成视觉图案一；在安全文件背面，采用胶印印刷方式形成视觉图案二；翻转该安全文件的

透明视窗区域，视觉图案一可与背面视觉图案二相互嵌套透叠，叠加区域形成图地，突显非

印刷区域的图案，形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案三，即显示信息字母图案“A”。

[0037] 视觉图案一优选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但也不排除采用电镀、空压、激光穿孔、胶

印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或数字印刷方式。视觉图案二的形成可以选择胶印

印刷方式，也可以选择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等多种形式，甚至是两种及以上印刷

方式的组合。

[0038] 如图5所示的实施例4中，在安全文件正面的透明视窗区域，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

形成视觉图案一；在安全文件背面，采用三色及以上套印胶印印刷方式或多种印刷方式的

组合形成视觉图案二；翻转该安全文件的透明视窗区域，视觉图案一可与背面视觉图案二

相互嵌套透叠，形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案三，即显示精致复杂的“凤凰”图案。

[0039] 视觉图案一优选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但也不排除采用电镀、空压、激光穿孔、胶

印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或数字印刷方式。视觉图案二的形成可以选择多色

套印的胶印印刷方式，也可以选择胶印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等两种及以上

印刷方式的组合；可采用有色油墨印刷，可采用无色荧光油墨印刷，也可以采用有色油墨与

无色荧光油墨套印印刷。

[0040] 如图6所示的实施例5中，在安全文件正面的透明视窗区域，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

形成视觉图案一“菱纹”；在安全文件背面，采用胶印印刷方式，以无色荧光油墨印刷，在波

长235-380nm的UV激发光下可见视觉图案二“云纹”；翻转该安全文件的透明视窗区域，在波

长235-380nm的UV激发光下，视觉图案一可与背面视觉图案二相互嵌套透叠，形成所设定的

目标视觉图案三：传统窗花吉祥图案。

[0041] 视觉图案一优选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但也不排除采用电镀、空压、激光穿孔、胶

印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或数字印刷方式。视觉图案二的形成可以选择单色

荧光或多色荧光套印的胶印印刷方式，也可以选择无色荧光与有色荧光相结合的胶印印刷

方式，也可以选择无色荧光胶印印刷与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等多种印刷方式的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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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如图7所示的实施例6中，在安全文件正面的透明视窗区域，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

形成视觉图案一；在安全文件背面，采用胶印印刷方式形成视觉图案二；翻转该安全文件的

透明视窗区域，视觉图案一可与背面视觉图案二相互嵌套透叠，形成所设定的目标视觉图

案三：一个完整的二维码图案，手机扫描该二维码，可链接至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

www.pbc.gov.cn。

[0043] 视觉图案一优选采用激光蚀刻的方式，但也不排除采用电镀、空压、激光穿孔、胶

印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或数字印刷方式。视觉图案二的形成可以选择胶印

印刷方式，也可以选择凸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等多种形式，甚至是两种及以上印刷

方式的组合；可采用有色油墨印刷，也可采用无色荧光油墨印刷，也可以采用有色油墨与无

色荧光油墨套印印刷。二维码的运用，可以拓展到更多的应用场景，如实现在线的编码核查

检测、检测方法详细解析，以及其他更多的用于防伪、学习、宣传等目的的应用实例。

[0044] 本发明的基于透明视窗的防伪自识别方法，把透明视窗技术与安全文件上的印刷

内容结合起来，在安全文件的表面两侧，以不同的方式来形成相互匹配的两组特定图案，从

而实现预定图案效果的呈现或提取指定的图案信息，在前后生产工序、不同实现手段乃至

文件的正背面之间为两者建立某种联系，从而进一步提高安全产品的组合防伪特性。其识

别过程可以无需另外借助仪器设备，能有效提升大众检验该安全特征并进一步鉴别该产品

真伪的便利性。

[0045]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详

细说明，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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