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可复用紫外光固化材料的微纳结构转印技术要求》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众所周知，光引发剂具有低迁移性，使用紫外光固化技术的产品随着时间

的推移，残留的光引发剂会逐渐迁移至产品表面，形成安全隐患。出于国家环

保的客观要求以及降低成本的市场主观需要，生产可重复利用的、更加环保、

无迁移性的菲涅尔透镜转移纸产品是目前包装印刷行业的主要目标和方向，但

无迁移性菲涅尔透镜转移纸的制作还未形成具体的、可行的技术标准。因此，

用一种基于可复用紫外光固化材料的微纳结构转印技术要求来提升和规范该产

品的相关行业，实现绿色环保的目标是本团体标准制定的目的和初衷。 

（二）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智生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湖北宜美特全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天臣微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中丰田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苏州印象镭射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劲

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美浓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太极印务有限公司、厦门

市为纳光电有限公司、绍兴虎彩激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化工大学、中柔

凹印技术服务（北京）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洋洋、袁晨、刘治生、朱先义、李春阳、庄孝磊、

高芸、胡文喜、胡祖元、吕伟、李静、王可、鲁琴、钟雪春、陈玉、叶志成、

李慧敏、丁雪佳、张云、张保平。 

（三）主要工作过程 

1.项目筹备 

中柔凹印技术服务（北京）中心负责本标准起草组成立工作，向行业内知



名的包装/印刷企业、产品原料服务商、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发出邀请函，

征集到近 20 位来自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组成了标准起草组。 

2. 起草组成立暨第 1 次工作会议 

为尽快开展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团体标准《可重复转印微结构喷涂纸通

用技术要求》的起草制定工作，2020 年 7 月 1 日以网络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标准

起草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首先，各参会专家做简要自我介绍，黄洋洋和

朱先义对本标准起草背景做简要说明，就草案初稿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各与

会专家就起草组的组建及标准制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协商与研究，对标准草案

内容进行了认真讨论。 

一、会议确定，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智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宜美特全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天臣微纳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丰田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苏州印象镭射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美浓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武汉

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太极

印务有限公司、厦门市为纳光电有限公司、绍兴虎彩激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化工大学、中柔凹印技术服务（北京）中心。 

二、会议确定，本标准的起草人为：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洋洋、袁晨、

刘治生、朱先义、李春阳、庄孝磊、高芸、胡文喜、胡祖元、吕伟、李静、王

可、鲁琴、钟雪春、陈玉、叶志成、李慧敏、丁雪佳、张云、张保平。 

三、会议确定，本标准组长单位为：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

河北智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执笔组成员为：黄洋洋、朱先义。 

四、会议讨论，确定本标准的题目为《可复用 UV 微纳结构材料的转印技

术要求》。 

五、会议讨论确定本标准的结构为：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

和定义，4 生产技术要求，5 转印材料质量要求，6 检验方法。 

六、会议讨论第一章，确定本标准的范围为：规定了一种可重复使用的 UV

微纳结构材料的制作及转印使用中所涉及的的术语和定义、生产技术要求（制



作工艺技术要求、转印技术要求）、转印材料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本文件适用

于印刷、包装、装饰装潢等行业环保型非迁移性微纳结构转印材料的生产。 

七、会议对第四章研究讨论，确定修改如下： 

1) 确定结构具体如下： 

4.1 可复用 UV 微纳结构材料的制作； 

4.2 可转印材料的制作； 

    具体： 

4  生产技术要求 

4.1    可复用 UV 微纳结构材料的制作 

4.1.1   可复用 UV 微纳结构材料所涉及的原辅材料要求 

4.1.1.1  UV 疏铝涂料要求 

4.1.1.2  转铝成膜涂料要求 

4.1.1.3  PET 薄膜材料要求 

4.1.2   UV 转印设备要求 

4.1.3   微纳结构模版要求 

4.1.4   可复用 UV 微纳结构材料的制作要求 

4.1.4.1  可复用 UV 微纳结构制作要求 

4.1.4.2  喷铝工艺要求 

4.1.4.3  涂布工艺要求 

4.2     转印材料的制作 

4.2.1    转印材料的原辅材料制作要求 

4.2.1.1   可复用 UV 微纳结构材料要求 

4.2.1.2   转移粘结剂的材料要求 

4.2.1.3   承印物材料要求 

4.2.2     转印设备要求 

4.2.3     剥离设备要求 

4.2.4     制作工艺要求 



4.2.4.1   复合工艺要求 

4.2.4.2   剥离工艺要求 

4.2.4.2.1  重复使用生成可复用 UV 微纳结构材料 

4.2.4.2.2   转印材料的输出 

3. 起草组第 2 次工作会议 

为尽快开展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团体标准《可重复转印微结构喷涂纸通

用技术要求》的起草制定工作，于 2020 年 11 月 8 日召开本标准起草组第二次

工作会议。首先，各参会专家做简要自我介绍，黄洋洋对本标准草案修改内容

进行了简要介绍，各与会专家就起草组的组建及标准制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协

商与研究，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了认真讨论。 

一、会议确定，确定本标准的题目修改为《基于可复用紫外光固化材料的

微纳结构转印技术要求》。 

二、会议确定，将标准第 1 章修改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一种可重复使用的含有微纳结构紫外光固化材料的制作技术

要求及基于该材料的微纳结构重复转印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环保型微纳结构转印材料的生产及应用。 

三、会议对第 4 章研究讨论，确定修改如下： 

1) 将 4.1 修改为“可重复使用的含有微纳结构紫外光固化材料的制作”，将

“UV疏铝涂料”修改为“紫外光固化的信息层涂料”，将“转铝成膜涂料”修改为“镀

膜层保护涂料”。 

2) 删除原“UV 疏铝涂料生产流程”“转铝成膜涂料生产流程”。 

3) 将紫外光固化的信息层涂料要求修改为： 

 



 

4) 将镀膜层保护涂料技术要求修改为：（删除耐温性） 

 

5) 将 PET 薄膜要求修改为：（删除厚度、接头、收卷纸芯内径） 

 

6) 补充工作模版要求（均匀性、接缝处高低差、接缝宽度）、镀膜材料要求

（纯度）。 

7）4.1/4.2/按照原辅材料要求/设备要求/工艺要求/质量要求重新进行梳理。 

四、会议确定，第 5 章修改为“检验方法”，根据第 4 章的技术要求，增加相

关指标的检验方法。 

五、会议确定，补充定义“母版、单张模版、卷状模版、转印材料” 

六、会议确定，将产品结构图补充至附录。 



4. 起草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为尽快开展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团体标准《可重复转印微结构喷涂纸通

用技术要求》的起草制定工作，根据 2020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本标准起草组第 2

次工作会议的精神，于 2021 年 7 月 11日在北京印刷学院召开本标准起草组第 3

次工作会议。黄洋洋对本标准草案修改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各与会专家就标

准制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协商与研究，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了认真讨论。 

一、 讨论确定第一章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一种可重复使用的含有微纳结构的卷状模版的制作技术要求

及基于卷状模版的微纳结构材料的转印生产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环保型微纳结构材料的生产及应用。 

二、 会议讨论第三章，确定修改如下 

1、 讨论 3.1 母版，修改为：包含微纳结构图文信息并用于复制第

二代版材的原始版材。 

2、 讨论 3.2 单张模板，修改为：复制母版所得到的第二代单张版

材。 

3、 讨论将原 3.7 调整为 3.3 卷状模板，修改为：周期性复制单张

模板形成的卷状薄膜第三代版材。 

4、 讨论将原 3.9 转印材料调整为 3.4 微纳结构材料，修改为：转

印了微纳结构图文信息的材料。 

5、 删除原 3.3 低 VOC释放的光引发剂，3.4 紫外光固化疏铝涂料，

3.5 转铝成膜涂料，3.7 卷状模版，3.8 真空蒸镀，3.9 转印材

料，3.10 剥离不净 

6、 讨论修改 3.5 紫外光固化模压：聚酯薄膜化学处理面涂覆涂料

后，与具有微纳结构信息的单张模版压合，经紫外光固化，形

成完整微纳结构的涂层，并保留在薄膜上的过程。 

三、 会议讨论第四章，修改如下 

1、 讨论确定第四章结构为：4.1 紫外光固化信息层涂料，4.2化学



处理聚酯（PET）薄膜，4.3单张模版版材，4.4镀膜材料，4.5

镀层保护涂料。 

2、 讨论 4.1 表 1 的内容，删除涂层表面疏离性和卫生指标，具体

修改如下 

 

3、 讨论 4.2 表 2 的内容并做修改。 

4、 讨论 4.3 表 3 的内容，删除均匀性、接缝处高低差和接缝宽度

允差，具体修改如下 

 

5、 删除原 4.1.2 主要设备，4.2 可复用微纳结构的制作。 

四、 会议讨论第五章，修改如下： 

1、 讨论确定第五章结构为：5.1 卷状模版制作，5.2  转印过程控

制，5.2.1  镀膜过程，5.2.2  镀层保护涂料涂布，5.2.3  复

合过程控制，5.2.4  剥离过程控制。 

2、 第五章内容做相应修改，完善表述。 



五、 会议讨论，本标准所涉及的专利所对应的具体条款，涉及到的需明确，

未涉及到的需要删除。第二章所引用的标准，根据标准中是否涉及做

梳理。 

六、 资料性附录 A 会后补充完善。 

七、 执笔组会后继续完善标准草案，于 2021 年 7 月底完成本标准征求意

见稿，并编写编制说明。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坚持高起点、严要求、技术覆盖面全、与适宜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

高起点即标准编制所涉及的原材料及产品技术指标，应不低于目前国内相关行

业标准规定的限量指标；严要求即标准的编制应严格遵循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及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技术覆

盖包装、防伪、微/纳结构、紫外光固化等技术领域，涉及到包装物的紫外光固

化、微纳结构的应用、防伪等技术领域非常广泛，此次进行基于可复用紫外光

固化材料的微纳结构转印技术要求标准的编制，尽可能地将应用到的相关技术

全面纳入编制范围；适宜性既要充分考虑到本行业的发展现状，又要有一个适

宜的范围，确保标准贯彻实施的可操作性。 

（二）本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是基于可复用紫外光固化材料的微纳结构转印技术相关

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 

（三）本标准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GB/T 451.1—2002  纸和纸板尺寸及偏斜度的测定 

GB/T 451.2—2002  纸和纸板定量的测定 

GB/T 451.3—2002  纸和纸板厚度的测定 

GB/T 13217.4—2008  液体油墨粘度检验方法 

GB/T 16958—2008  包装用双向拉伸聚酯薄膜 

GB/T20975.25-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 25 部分 



GB/T 9286--1998 色漆 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与其经济效果 

（一）验证分析 

本标准的规范性要素为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测方法。与会专家讨论

认为，技术要求应清晰，包括卷状模版的制作、可复用微纳结构材料的制作两

大方面。会后标准执笔组从化学处理 PET 聚酯原膜、单张模版、镀膜材料、镀

层保护涂料、紫外光固化模压设备、涂布设备、镀膜设备、承印材料、转移胶

黏剂、转印设备、剥离设备等方面做出了专业描述，后续会议对本标准草案的

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 

（二）技术经济评估 

1.本标准已基本覆盖了市场上通用的于可复用紫外光固化材料的微纳结构

转印技术，覆盖面广，内容较全面，分类清晰，是较为适宜的技术规范。 

2.本标准既符合国际、国内相关法规的要求，又能结合国情和行业现状与发

展，使标准的贯彻实施更能切实可行。 

3. 本标准的制定，不仅为可复用紫外光固化材料的微纳结构转印技术的评

价提供了依据，而且规范了行业的技术应用，提升产品质量管理水平；本标准

的贯彻实施将对我国环保包装的规范发展、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实现品牌

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和强制性标准要求。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性意见。 

六、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 

(一)组织措施 

在中国标准化创新战略联盟包装印刷专业委员会的组织协调下，以标准起



草组成员为主，成立标准宣贯小组。 

(二)技术措施 

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标准宣贯培训，争取标准颁布实施后尽快在

本团体内推广应用。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存在可废止的对应标准。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1 年 7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