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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食品安全等级高的二维码垫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食品安全等级高的二
维码垫片，
属于二维码垫片技术领域，
包括基材、
覆膜层、
高阻隔层和二维码，
所述覆膜层包括第
一覆膜层和第二覆膜层，
所述高阻隔层包括第一
高阻隔层和第二高阻隔层，
所述第一高阻隔层、
第一覆膜层、
基材、
第二覆膜层、
第二高阻隔层依
次叠加，
所述二维码设置在第二覆膜层和第二高
阻隔层之间，
第一覆膜层和第二覆膜层通过覆膜
机直接喷淋在基材上，
第一高阻隔层与第一覆膜
层之间通过聚乙烯颗粒融化形成的粘结层黏合
在一起，
第二高阻隔层与第二覆膜层之间通过聚
乙烯颗粒融化形成的粘结层黏合在一起，
保证了
垫片的密封性，
增设防破坏的防伪二维码，
无化
学溶剂残留，
保证了垫片符合食品安全等级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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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食品安全等级高的二维码垫片，
其特征在于：
包括基材、覆膜层、
高阻隔层和二
维码，
所述覆膜层包括第一覆膜层和第二覆膜层，
所述高阻隔层包括第一高阻隔层和第二
高阻隔层，
所述第一高阻隔层、第一覆膜层、基材、第二覆膜层、第二高阻隔层依次叠加，
所
述二维码设置在第二覆膜层和第二高阻隔层之间，
第一覆膜层和第二覆膜层通过覆膜机直
接喷淋在基材上，
第一高阻隔层与第一覆膜层之间通过聚乙烯颗粒融化形成的粘结层黏合
在一起，
第二高阻隔层与第二覆膜层之间通过聚乙烯颗粒融化形成的粘结层黏合在一起。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品安全等级高的二维码垫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材为
聚乙烯发泡层，
所述聚乙烯发泡层采用食品级二氧化碳进行物理发泡技术制作而成。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品安全等级高的二维码垫片，
其特征在于：
所述覆膜层
采用聚乙烯材质复合膜。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品安全等级高的二维码垫片，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阻隔
层采用聚偏二氯乙烯材质或高阻隔聚乙烯材质的复合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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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食品安全等级高的二维码垫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二维码垫片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食品安全等级高的二维码垫
片。
背景技术
[0002] 垫片是用以加强密封防止流体泄露的密封片，
在食品包装中应用极为广泛，
运用
在食品包装中的有聚氯乙烯、
聚乙烯、铝箔复合垫片、纸塑复合垫片等材质，
其中以聚氯乙
烯、聚乙烯材质为主。由于酒类、饮料、保健品等销售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很多厂商的产
品，
尤其是名牌产品面临着巨大的假冒风险，
在防伪溯源上投入了极大的成本，
由于没能做
到一品一码，
防伪效果甚微，
个别防伪技术虽然做到了一品一码，
但由于投入巨大，
消费者
主动防伪的方法繁琐落后，
产品的防伪溯源比例很低，
起不到真正的防伪溯源作用；
另外，
国内常用食品级酒类产品对于大数据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
现有的实现方式为在产品外面
贴标签的方式或在瓶内采用激光打码的方式实现，
但是外部贴标签的方式已被盗取和破
坏，
而激光打码方式生产效率较低，
且可能存在烧灼残渣，
存在混入包装内容物的风险。
[0003] 现有技术中公开了名称为“一种带有二维码的垫片”，
申请号为201520431481 .1的
专利，
由基材、二维码和保护膜组成，
所述二维码位于基材和薄膜之间，
所述二维码与计算
机识别系统关联，
所述二维码通过喷码设备标注于垫片上，
又在其表面覆盖了一层薄膜，
薄
膜保护二维码，
使二维码不易被抹去或损伤，
保证可被读取设备顺利读取，
但是该垫片仍然
存在一些不足：
垫片制作时一般采用化学溶剂将各层之间进行黏合成为一个整体，
所以在
制作过程中容易存在化学溶剂残留的现象，
而且现有技术中垫片的制作一般都是采用化学
溶剂黏合，
比如外部采购的基材、
薄膜使用化学溶剂使层与层之间黏合为一层，
而化学溶剂
比如各种热熔胶、压感胶、化学胶水等，
在熔化使用时均会产生一定的有害气味，
不符合食
品安全等级的要求，
但是现有技术中并没有相关的解决方案。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
提供一种食品安全等级高的二维码垫片，
保证了垫片的密封性，
增设防破坏的防伪二维码，
无化学溶剂残留，
保证了垫片符合食品安
全等级的要求。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食品安全等级高的二维码垫
片，
包括基材、
覆膜层、
高阻隔层和二维码，
所述覆膜层包括第一覆膜层和第二覆膜层，
所述
高阻隔层包括第一高阻隔层和第二高阻隔层，
所述第一高阻隔层、第一覆膜层、基材、第二
覆膜层、第二高阻隔层依次叠加，
所述二维码设置在第二覆膜层和第二高阻隔层之间，
第一
覆膜层和第二覆膜层通过覆膜机直接喷淋在基材上，
第一高阻隔层与第一覆膜层之间通过
聚乙烯颗粒融化形成的粘结层黏合在一起，
第二高阻隔层与第二覆膜层之间通过聚乙烯颗
粒融化形成的粘结层黏合在一起。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1）通过采用聚乙烯颗粒融化黏合技术，
摒弃传统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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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溶剂黏合技术，
从根本上避免了化学溶剂残留，
提升了垫片的食品安全等级；
[0007] （2）通过将二维码印制在高阻隔层与覆膜层之间，
避免二维码发生迁移，
使之避免
与液体直接接触，
符合食品卫生、安全等级要求；
二维码置于瓶内，
消费者只有打开产品包
装后，
才可进行二维码识别，
具有优秀的数据防盗、
防破坏性，
由于二维码防伪垫片都在瓶
盖里面，
不存在被转移或被提前扫码的问题，
可实现防伪、
防窜货等功能；
[0008] （3）通过采用8层结构，
避免垫片生产过程中卷曲成卷时，
第一覆膜层与第二高阻
隔层之间粘连导致二维码迁移，
增加产品的合格率。
[0009]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
本实用新型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10] 进一步，
所述基材为聚乙烯发泡层，
所述聚乙烯发泡层采用食品级二氧化碳进行
物理发泡技术制作而成。
[0011]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
通过采用物理发泡制成的基材，
食品安全等
级高。
[0012] 进一步，
所述覆膜层采用聚乙烯材质复合膜。
[0013]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
通过采用聚乙烯材质复合膜，
提高了垫片产
品的密封性。
[0014] 进一步，
所述高阻隔层采用聚偏二氯乙烯材质或高阻隔聚乙烯材质的复合膜。
[0015]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
通过采用聚偏二氯乙烯材质或高阻隔聚乙烯
材质的高阻隔层，
使二维码密封在垫片内部，
保证了食品安全。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 .第一高阻隔层，
2 .第一覆膜层，
3 .基材，
4 .第二覆膜层，
5 .二维码，
6 .第二高
阻隔层，
7 .粘结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
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实用
新型，
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19] 参照附图1，
一种食品安全等级高的二维码垫片，
包括基材3、覆膜层、
高阻隔层和
二维码5，
所述覆膜层包括第一覆膜层2和第二覆膜层4，
所述高阻隔层包括第一高阻隔层1
和第二高阻隔层6，
所述第一高阻隔层1、第一覆膜层2、
基材3、第二覆膜层4、第二高阻隔层6
依次叠加，
所述二维码5设置在第二覆膜层4和第二高阻隔层6之间，
第一覆膜层2和第二覆
膜层4通过覆膜机直接喷淋在基材3上，
第一高阻隔层1与第一覆膜层2之间通过聚乙烯颗粒
融化形成的粘结层7黏合在一起，
第二高阻隔层6与第二覆膜层4之间通过聚乙烯颗粒融化
形成的粘结层7黏合在一起，
通过采用聚乙烯颗粒融化黏合技术，
摒弃传统的化学溶剂黏合
技术，
从根本上避免了化学溶剂残留，
提升了垫片的食品安全等级；
通过将二维码5印制在
高阻隔层与覆膜层之间，
避免二维码5发生迁移，
使之避免与液体直接接触，
符合食品卫生、
安全等级要求；
二维码5置于瓶内，
消费者只有打开产品包装后，
才可进行二维码5识别，
具
有优秀的数据防盗、
防破坏性，
由于二维码5防伪垫片都在瓶盖里面，
不存在被转移或被提
前扫码的问题，
可实现防伪、
防窜货等功能；
通过采用8层结构，
避免垫片生产过程中卷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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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时，
第一覆膜层2与第二高阻隔层4之间粘连导致二维码5迁移，
增加产品的合格率。
[0020] 所述基材3为聚乙烯发泡层，
所述聚乙烯发泡层采用食品级二氧化碳进行物理发
泡技术制作而成，
通过采用物理发泡制成的基材3，
食品安全等级高。
[0021] 所述覆膜层采用聚乙烯材质复合膜，
通过采用高阻隔聚乙烯材质复合膜，
提高了
垫片产品的密封性。
[0022] 所述高阻隔层采用聚偏二氯乙烯材质或高阻隔聚乙烯材质的复合膜，
通过采用聚
偏二氯乙烯材质或聚乙烯材质的高阻隔层，
使二维码5密封在垫片内部，
保证了食品安全。
[0023]
制作时，
首先通过覆膜机将基材3两面分别覆上第一覆膜层2和第二覆膜层4，
然后
在第二覆膜层4上进行喷二维码5，
最后通过聚乙烯颗粒融化黏合技术将第一覆膜层2和第
二覆膜层4上分别与第一高阻隔层1和第二高阻隔层6进行黏合，
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化学
溶剂进行黏合，
避免了化学溶剂残留而产生污染，
提高了垫片产品的食品安全等级。
[002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
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
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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