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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装饰板湿转印生产方法，

通过在具有装饰效果的转印膜上刮涂制板浆料，

待浆料固化后一次性完成制板及转印环节。该方

法能够大大减少转印装饰板生产工序，提高了生

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使装饰层与基板

结合更为牢固。可以解决传统转印法工序复杂，

生产效率低下，对基板厚度平整度要求高，转印

饰面层易从基板剥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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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饰板湿转印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向转印膜表面刮涂制板浆料，待浆料

固化后得到所述装饰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印膜表面印有所需图案的一面为转

印面，在生产过程中向所述转印膜的转印面刮涂制板浆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所述转印膜贴附在模具基板上，所述转印膜的转印面朝上；

(2)按照所需厚度将制板浆料刮涂于转印膜上，养护固化后进行脱模，得到所述装饰

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转印膜为UV转印膜或热转

印膜。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根据所需装饰板的形状制备与

其形状相符的模具基板。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向所述制板浆料中加入增强结

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强结构选自无纺布、碳纤维布、玻璃

纤维布中的至少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先在所述转印膜表面刮涂一层制板浆料，

然后在所述制板浆料表面覆盖增强结构，再在增强结构表面刮涂一层制板浆料，可根据需

求多次重复设置增强结构和制板浆料，得到所述装饰板。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护固化是先在20～30℃放置24～

48h，再在40～60℃放置10～20h。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养护完成后转印面图案转移到所述装饰

板表面，脱模后进行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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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饰板湿转印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装修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装饰板湿转印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装饰板被广泛用作整体浴室内壁材料、建筑内外壁材料等等。装饰板为将

树脂或陶瓷材料膜层压至基底材料后形成。为了达到用户的审美要求，通常会在装饰板的

表面印制某些富于美感的图案，如模仿自然美的木纹图案等。另外也可以在板材表面压贴

或者粘贴印制有相应图案的装饰纸，以达到相应的装饰效果并同时具备隔水，防潮和防火

的功效。

[0003] 为了使装饰板表面贴合的装饰层牢固耐磨，目前主要采用紫外光固化转印的方

法。紫外光固化是利用光引发剂(光敏剂)的感光性，在紫外线照射下使不饱和有机物发生

化学反应，以实现固化。然而该方法具有工序复杂、生产效率低下、对基板厚度平整度要求

高、转印饰面层易从基板剥离等问题。

[0004] 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装饰板湿转印生产方法，该方法具有生产效率高，降

低装饰板生产成本的优点。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本发明涉及一种装饰板湿转印生产方法，包括向转印膜表面刮涂制板浆料，待浆

料固化后得到所述装饰板，该方法可一次性完成制板及转印环节。

[0008] 优选地，所述转印膜表面印有所需图案的一面为转印面，在生产过程中向所述转

印膜的转印面刮涂制板浆料。

[0009] 优选地，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将所述转印膜均匀贴附在模具基板上，所述转印膜的转印面朝上；

[0011] (2)按照所需厚度将制板浆料刮涂于转印膜上，养护固化后进行脱模，得到所述装

饰板。

[0012] 优选地，步骤(1)中，根据所需装饰板的形状制备与其形状相符的模具基板。

[0013]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转印膜为UV转印膜或热转印膜。

[0014] 优选地，步骤(2)中，向所述制板浆料中加入增强结构。

[0015] 优选地，所述增强结构选自无纺布、碳纤维布、玻璃纤维布中的至少一种。

[0016] 优选地，先在所述转印膜表面刮涂一层制板浆料，然后在所述制板浆料表面覆盖

增强结构，再在增强结构表面刮涂一层制板浆料，可根据需求多次重复设置增强结构和制

板浆料，得到所述装饰板。

[0017] 优选地，所述养护固化是先在20～30℃放置24～48h，再在40～60℃放置10～20h。

[0018] 优选地，养护完成后转印面图案转移到所述装饰板表面，可采用手动脱模或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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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模，脱模后进行切割。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装饰板湿转印生产方法，通过在具有装饰效果的转印膜上刮涂

制板浆料，待浆料固化后一次性完成制板及转印环节。该方法能够大大减少转印装饰板生

产工序，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使装饰层与基板结合更为牢固。可以解决

传统转印法工序复杂，生产效率低下，对基板厚度平整度要求高，转印饰面层易从基板剥离

的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

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0022]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一种装饰板湿转印生产方法，包括向转印膜表面刮涂制板浆

料，待浆料固化后得到装饰板。与传统的热熔胶转印或者UV转印相比，该方法可一次性完成

制板及转印环节。

[0023] 进一步地，转印膜表面印有所需图案的一面为转印面，在生产过程中向转印膜的

转印面刮涂制板浆料，使转印膜表面的图案转印到装饰板表面。

[0024]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中的转印膜可以为UV转印膜或热转印膜。其中UV转印膜是

将UV转印胶通过模具成型于PC、PET及TPU等其它聚酯薄膜表面得到，转印过程需要通过紫

外光固化。热转印是将图案设计完成后制作铜版，通过电雕机械将图案分颜色雕刻在铜版

上，再将铜版拿到印刷机械上把图案印刷在PET薄膜上，转印过程需要通过热转印机械将图

案转印到产品上。

[0025]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上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根据所需装饰板的形状制备与其形状相符的模具基板，将转印膜均匀贴附在

模具基板上，转印膜的转印面朝上；

[0027] (2)按照所需厚度将制板浆料刮涂于转印膜上，养护固化后进行脱模，得到装饰

板。

[0028] 其中，制板浆料及组成属于现有技术，可根据实际需求确定。例如现有技术CN 

106674793  A中公开的以PVC树脂、葡聚糖凝胶树脂和酚醛清漆树脂为主料的树脂型浆料，

CN  107759130  A中公开的以硅藻土、高岭土和二氧化钛为主料的环保型浆料，CN 

110342897  A中公开的以硅酸钙、玻璃粉和硅藻土为主料的无机复合浆料，均可作为制板浆

料。

[0029] 为了提升装饰板的抗裂性能和抗折强度，可以向制板浆料中加入增强结构。增强

结构的材料可选自无纺布、碳纤维布、玻璃纤维布中的至少一种。

[0030]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增强结构与装饰板的复合：先

在转印膜表面刮涂一层制板浆料，然后在制板浆料表面覆盖增强结构，再在增强结构表面

刮涂一层制板浆料，可根据需求多次重复设置增强结构和制板浆料，得到装饰板。

[0031] 通常装饰板的规格和厚度如下：细木工板的常用厚度为5、9、12、15、18mm，也有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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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40mm的产品。各种密度板的厚度为3～40mm。夹板(装饰单板贴面胶合板)的厚度为3、5、9、

12、15、18、20、25、30、40mm。刨花板的常用厚度为13、16、19mm，19mm为标准厚度。防火饰面板

的厚度为0.6～1.2mm。

[0032]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养护固化是先在20～30℃放置24～48h，然后在40～60

℃放置10～20h，实现装饰板的烘干。上述时间可根据产品厚度进行调节。养护完成后转印

面图案转移到装饰板表面，可采用手动脱模或机械脱模，脱模后进行切割，完成装饰板的制

备过程。

[0033] 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将转印膜的转印面向上均匀贴附在模具基板上，

再将有一定胶凝性能的制板浆料按需要厚度刮涂在转印膜上，同时可以将增强结构铺设在

模具基板内。待养护固化后转印膜上的装饰图案就转印到了制得的板材上，从而生产出各

种装饰效果的装饰板材。

[0034] 实施例

[0035] (1)在玻璃基板上贴附转印膜，可转印面向上。可以将多块玻璃基板铺于地面，同

时制备多块装饰板。

[0036] (2)在转印膜上挂涂一层制板浆料，然后在制板浆料表面铺设一层玻纤网格布，再

在玻纤网格布表面刮涂一层制板浆料，同时再铺一层玻纤网格布。由于玻纤网格布的面积

较大，可将单张玻纤网格布覆盖于多块玻璃基板表面，缩短制板时间。

[0037] 制板浆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粒径为40～200目的砂石80份，硅酸盐水泥20

份，丙烯酸乳液15～30份。其中玻纤网格布购自河间市格美玻璃纤维制品有限公司。丙烯酸

乳液购自济南奥晖化工有限公司，其中的主要成分为醋酸乙烯丙烯酸共聚物。转印膜为UV

转印膜，购自东莞市超然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0038] (3)切断相邻玻璃基板之间的玻纤网格布和转印膜，将单块带有装饰板的玻璃基

板置于架上进行养护固化。待固化成形完成后，将装饰板从玻璃基板内脱出，进行抛光除毛

边等操作后，得到型号规格为600mm×400mm×5mm的湿转印装饰板。

[0039] 对比例1

[0040] 按照上述实施例的方法制备尺寸规格相同的装饰板。除了未在玻璃基板上贴附转

印膜以外，其它步骤和原料同实施例，然后对该装饰板进行紫外光固化转印，具体步骤如

下：

[0041] (1)对装饰板待转印的一面进行除尘处理，然后采用单辊辊涂的方式在装饰板表

面涂覆底漆，并采用双镓灯固化机进行3s的UV固化。

[0042] (2)对底漆面进行精砂光和除尘处理后，进行红外流平，并再次进行除尘处理。

[0043] (3)在底漆面施胶、覆转印膜，并进行紫外光固化，然后用自动除膜机除去该转印

膜。该转印膜同为UV转印膜，其厂家型号与实施例相同。

[0044] 对比例2

[0045] 按照上述实施例的方法制备尺寸规格相同的装饰板。除了未在玻璃基板上贴附转

印膜以外，其它步骤和原料同实施例，然后对该装饰板进行热转印，具体步骤如下：

[0046] (1)对装饰板待转印的一面进行除尘处理，然后采用单辊辊涂的方式在装饰板表

面涂覆底漆，并在烫版上于120～160℃下进行热固化。

[0047] (2)对底漆面进行精砂光和除尘处理后，进行红外流平，并再次进行除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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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3)在底漆面施胶、覆转印膜，并在加热加压的条件下进行热固化。热固化温度为

180～200℃，压力为100～300KPa，固化时间为10s。然后用自动除膜机除去该转印膜。该转

印膜为热转印膜，购自江苏尚珩达科技有限公司。

[0049] 对实施例得到的湿转印装饰板、对比例1得到的UV固化装饰板和对比例2得到的热

固化装饰板进行冲击强度、耐老化和涂层附着力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50] 其中，缺口冲击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在规定尺寸的试样上对规定尺寸的缺口进行

一次摆锤冲击弯曲试验，来测定材料抵抗冲击载荷的能力。即测定冲击载荷试样被折断而

消耗的冲击功Ak，单位为焦耳(J)。

[0051] 表1

[0052]

[0053] 从表1可知，是否在制板的同时进行转印，对装饰板的力学性能没有影响。与UV固

化装饰板和热固化装饰板相比，本发明采用湿转印法制备得到的装饰板具有更好的耐老化

能力和涂层附着力，

[0054] 传统的热熔胶转印或者UV转印中使用的热熔胶及UV处理方式耐侯性较差，不能长

时间应用于户外，一般使用寿命3～5年。而湿转印法得到的装饰板具有长久耐侯的性能，户

外应用可以与建筑同寿命，经2000小时耐人工老化试验材料无色变无粉化。并且湿转印法

将制板和转印一次性完成，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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