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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 Fimor 成立四十周年
在过去 40 年里，家族公司 FIMOR 凭借其 Serilor® 品牌在丝网印刷行
业获得了最为显赫的声誉，其业务遍布 全球80 多个国家或地区，拥有
300 多家经销商，涉及丝网印刷的方方面面。
显示器、太阳能电池或安防设备印花公
司提供解决方案，甚至可以为需要使用
刮板在可丽饼上印花的客户服务！我们
的最终客户从临时性织物的印刷机‘小
作坊’到在绝尘条件下作业的高科技上
市公司……，他们构成整个丝网印刷行
业。多年来，我们为服务于形形色色的
客户和迎接各种挑战而自豪。”

Alex Zuckerman
Fimor 公司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以及丝
网印刷技术学会 (ASPT) 前主席 Alex
Zuckerman 确认了如下公司定位：“刮
板可能并非我们行业的焦点所在，但没
有刮板就无法进行丝网印刷。这仍是一
种不可或缺的工具，能够影响到每台丝
网印刷机的作业质量和生产能力。”
刮板专业化
虽然在丝网印刷中，刮板份额在公司
投资组合中成比例下降，但仍是 FIMOR
公司的一项主打产品。公司成功的秘诀
在于专注于刮板领域，我们始终努力
适应丝网印刷行业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
和客户需求。公司总经理和第二代老
板 Manuel Zuckerman 确认了公司在
丝网印刷行业的历史地位：“我们的市
场优势在于，刮板这种必备的印刷工具
使我们几乎涉足所有丝网印刷市场，从
织物印花到工业印刷，从陶瓷到电子电
器，从图形显示系统到标签印刷……我
们可为钢笔、碟片、衬衫、高科技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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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 40 年发展历程中，一个不容忽
视的人物是 Michèle Joly，自建立公
司丝网印刷部门之初到 2016 年退休，
她一直是丝网印刷部门负责人，为公司
的国际扩张做出了巨大贡献。她是公司
的第一名员工，见证了 FIMOR 公司引
领的所有重大举措，例如引入色码刮板
和三重硬度刮板、2001 年收购 Encore
Engineering 磨刀器产品以提供刮板护
理和维护解决方案、以及推出邵氏硬度
为 55 的超软刮板等产品。
创新市场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非常成熟而又
非常具有创新力的市场。”Manuel 补
充道：“我们必须根据客户提供针对性
的高科技解决方案，欠发达经济体的客
户容易受到低价产品的诱惑，但低价产
品无法为客户提供相同的质量保证或相
同的化工制造条件。这种挑战广泛存在
于我们许多国际合作伙伴以及推动了丝
网印刷等其他印刷技术应用的欧洲专业
制造商协会 (ESMA) 成员中。我们相信
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水平能紧跟全球丝网
印刷（SERI）发展趋势，继续获得客户
的认可。”
公司所有者进一步表示，公司已经在生
产刮板的同时向其他市场进行了投资，
以确保公司在多个产业市场实现长期发
展。FIMOR 集团大多数员工位于法国勒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FIMOR SAS, Le Mans, France
电话：
+33 243 406 600
电子邮箱： serilor@fimor.fr
网址：
www.fim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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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工厂，共拥有近 100 名员工，办事
处和工厂遍布三大洲。所有刮板继续在
位于巴黎西部 200km 的一家现代化工厂
生产，该工厂按照 ISO 9001 和 14001
标准运营。法国工厂 90% 以上的产品主
要出口至作为工业印刷主要集聚地的亚
洲或出口至直接织物印花仍占据主导地
位的美国。n

Material published in Specialist Printing Worldwide does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r opinions of CSGIA, CSPIA, E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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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纺织品印花数码打印墨水
Kiian 数码选择在汉堡举行的 FESPA 贸易博览会上推出其产品 Digistar
Bravo——一种适用于京瓷打印头打印机直喷分散型数码打印墨水。
Digistar Bravo 应工业纺织品印花的
要求而开发：打印流畅性好，一流的数
码打印性能。该系列产品包含 11 种
颜色，其中两种黑色产品因其高强度、
耐磨和耐光照而脱颖而出。“令我们无
比激动的是，Digistar Bravo 通过了
严格测试，在工业印花领域表现出色”
，Kiian 数码营销专员 Marco Girola
指出。“Digistar Bravo 是 Kiian 数
码品牌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满足商业数

码纺织印花的前沿需求，将优质数码打
印墨水与全球技术支持相结合”，Kiian
数码销售总监 Alessandra Borghi 补
充道。
知名系列产品
参观者参观了公司知名的直喷和转印数
码打印墨水，确认了 Kiian 数码是涤纶
印花行业中提供前沿解决方案的领先专
家。展出的产品有：

•

适用于数码直喷的升级版热升华墨
水。该产品可确保印花的效果、效率
和色彩亮度。

•

适用于热转印的热升华油墨，能够满
足及时生产大规模定制快速时尚产品
的要求。

•

最近升级的颜料墨水系列产品，专为
直喷设计，使用方便性和高耐光性使
其能够代替传统喷墨印花。

Kiian
数码向参观者介绍了其正在实
施的数字认证计划和相关后续步骤。
“可持续性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息
息相关：从我们使用的原材料到我们的
生产方式，乃至我们为客户提供的最终
成品。我们努力开发能够对环境产生积
极影响的产品，同时为客户谋求利益”
，JK 集团市场影响及开发总管 Martin
Swift 说道。n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意大利诺韦德拉泰(CO) JK 集团
电话：
+39 031 2074400
电子邮箱： info@kiiandigital.com
网址：
www.kiiandig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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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进行丝印的主要工具
Alan Buffington 有关分批生产效率的讨论
丝网印刷机可以选用多种工具。从各种
形状和尺寸的自动与手动印刷机乃至配
套丝网和乳剂，我们可以使用多种“工
具”进行印刷。若要提高车间生产率，
我们需要为员工寻找最佳工具。我们可
以让所有员工体验下述两种情境——从
中可以看出网版对生产率和印刷质量起
决定作用，因此，我们首先应改进网
版。
模板故障和套印损失的额外劳动力代价
高昂，有损利润和车间工人士气。劳动
力是最昂贵的资源，我们需要投入大量
时间、培训和知识。工人掌握的技能需
要借助合适工具才能发挥其作用。
从以下两种情境就能窥见一斑：
情境 1
今天周二，衬衫刚刚到货，这笔大订单
要在周五交货。生产经理看看计划表，
对于这种时间要求比较严格的重要任务
来说，现在还有足够时间进行印刷，并
在最后期限前发货。 客户想使用拔染
底基和罩印替代常用的完全胶浆印花，
以获得比较柔和的印刷手感。 在筛选
工段对网版进行快速曝光和显影，然后
进行遮蔽，最后将网版料车送入印刷机
中。工长开始进行安装，他发现目前使
用的是低张力网版，所以必须小心进行
套准。经过 30 分钟的调整之后，工长
同意进行印刷。

最重要的工具是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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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转动印刷机（闪灯开启）对托盘进行预热，直至温度达到上次生产所用的数值。

印刷还不到 200 件，拔染网版就出现了
故障——用胶带粘好穿透区后又恢复了
生产。 接着印 200 件之后，胶带下面
的油墨泡沫开始破裂。这时，拔染基板
需要使用新网版。筛选工段迅速对网版
进行曝光并使其做好准备，然后送入印
刷机中。但第二块网版的张力较小，这
需要反复调整印刷机才能使设计返回套
准状态。经过多次测试性印刷之后，又
开始生产。印刷 200 件之后，新网版
再次出现故障，这是因为网版使用前未
完全干燥，致使上面涂抹的乳剂影响了
其耐用性。在一天工作结束之时，生产
经理发现生产四小时之后只印刷了 600
件，按这种节奏，到周五恐怕难以按时
交货。

于是生产经理不得不让筛选工段经理加
班生产几块基板，以便赶得上最后期
限。 第二天，生产经理对胶浆印花网
版底部进行冲洗之后发现，网版产生了
粘性，衬衫被网版带离托盘，导致出现
错印。 于是他命令从筛选工段调用另
一组胶浆印花网版。工人一直忙于生产
更多基板网版和其他工作，导致回收工
作被拖在了后面。网版现在需要尽快进
行回收、涂装和干燥，以便做好送入印
刷机的准备。未注意乳剂干燥时间：网
版一旦有干硬之感便立即进行曝光。乳
剂涂层内部的乳剂并未完全干燥，导致
网版很快再次出现故障。生产经理看了
下统计数字，报废率高达 4%，而非常见
的 0.1-0.2%。最后，公司在这笔订单中
侥幸实现收支平衡，但一周的大部分时
间都耗在了三台印刷机中的一台上。报
废率高，印刷质量不稳定，劳动力成本
吞噬了所有利润。
情境 2
最后期限与情景 1 相同，订单总量为
3000 件。工期非常紧，折叠和装袋就
需要三天的时间。印刷仍使用拔染底基
和胶浆罩印的方法获得所需色彩。生产
经理指示筛选工段在收到订单和衬衫后
就立即准备好印刷网版，以便有足够的
准备和干燥时间。他选择一种耐水基和
拔染油墨的乳剂，比如 Murakami T9。
印刷机准备好印刷坯料：将坯料堆放起
来以便装载；取用油墨和干净刮板，然
后检查安装程序。印刷网版最后一个到
场，这是因为筛选工段接受的培训是，
如果未经充分干燥和后曝光以及没有使
用正确乳剂，就不得释放网版。网版刚
从干燥箱取出，还留有余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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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机操作人员发现，用 Smartmesh 拉
伸后的张紧网版很容易进行套准。测试
性印刷看起来完美无瑕，只是刮板需要
进行轻微调整以获得更多色彩，此外套
准扭曲也不严重。然后不到 15 分钟就
开始了生产。设备安装好后，第一小时
产量为 300 件/时。第二小时达到了
500 件/时的目标产量，然后按此节奏
稳步运行，中间因为剔除纱线和棉绒进
行了小修。全部人员都训练有素。油墨
看管人将新鲜拔染油墨置于最前端处，
只有在需要时才将其释放，完成一小时
的印刷工作。
油墨看管人、车间工长或附近任何工作
人员帮助将料车装满衬衫，以保持印刷
机连续运行。丝网印刷中的互帮互助使
每个人的工作都变得更加轻松。
拔染网版处于保持状态。乳剂未出现分
解，这是因为事先选择了上好的乳剂产
品，且采用正确的制版步骤。丝网在作
业模拟过程中保持紧套准状态。第一天
工作结束时共完成 1200 件。报废率低
于 0.1%。拔染网版的强度仍足以耐受热
水清洗，从而保证网孔处于开启状态，
以便一早就开始生产。

第二天加热托盘，装入半打测试性印染
衬衫，在工长走过印刷机时检查套准情
况，然后进行印染。等第三件合格印染
衬衫到达卸料工位后，生产经理指示全
部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印染。到下午时
分，印染工作全部完成，接着开始包
装。及时完成工作后，周五就可以检货
发运。
差别在于，情境 2 中的成功是靠选用
能耐受常用油墨系统的乳剂和优质丝网
实现的，这样就可以产生最重要的工
具——印刷网版。如果工人选用有效的
印刷工具，印刷工作就更有价值，而且
工人更轻松。如果应对艰难工作的唯一
方法是超负荷工作、更换网版和加班加
点以便按期完成，但印刷工具不给力，
那么员工将始终不堪重负。要留住为数
不多的训练有素、技术精湛员工以促进
公司发展，许多工作是必须要做的。采
用性能优异的网版之后，工人就能专心
投入印刷工作，而不是在修复网版问题
中陷入无休止的循环。
我作为生产经理和老板切身体验过两个
情境。劣质网版带来的压力是一个令人
头疼的问题，这大大影响了员工士气。

任何店铺的目标都是盈利，而只有情境
2 符合此目标。技术熟练的员工是您最
宝贵的资产。应为优秀的生产经理和印
刷机操作人员配备最佳工具，以实现人
尽其用，顺利完成工作。
情境 2 所用的丝网具有以下特性：
套准
如 Murakami Smartmesh 之类的优质
丝网安装速度更快，可以在生产期间保
持精准套准，与快速丧失张力的丝网相
比，能够连续印刷更多工件。模拟过程
需要在印刷周期中具有点对点的套准能
力。矢量图需要精确套准以覆盖基板，
或精确对齐，避免在印刷期间产生重
叠。在车间中，最重要的工具需要使用
最好的丝网。
张力
为发挥最佳性能，制造商为每个网孔都
建议了特定的张力范围。优质丝网的一
个主要优点是可以保持张力。 网版可以
看作一件精密调校的乐器。 正如吉他弦
线按恰当张力绷紧之后就会曲调一致、
音色优美一样。网版纱线处于恰当张紧
状态下时，也会产生良好印刷效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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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工具

测厚仪用于测量乳
剂与丝网厚度
张力计用于测量
丝网张力（单位
为牛顿）

湿度计用于测
量乳剂干燥度

丧失张力之后，网版就会像走调的吉他
一样，不能正确发挥作用。
低延伸率
指丝网纱线可以规避延伸作用，不会产
生张力损失。丝网纱线的抗延伸性有助
于维持张力和保持精确套准，在网版使
用寿命内印刷更多工件。
累积延伸
指丝网在印刷期间发热。在多次印刷之
后，累积延伸会使套准变得愈发困难。
丝网不仅需要保持张力，而且还要耐受
刮板在生产过程中持续向丝网施加的拉

力。印刷机所有操作人员的第一目标是
保持连续生产。如果丝网在印刷期间发
热和松弛，就很难进行连续生产。
墨层
丝网印刷是一种可以混用多种油墨进
行印刷的独特工艺。与任何其他印刷
工业不同的是，丝网印刷油墨的粘度
和类型繁多，从粗粒闪粉油墨到织物印
花油墨，再到紫外印花油墨，乃至价值
每桶数万美元的稀有金属油墨，都可用
作丝印油墨。网孔孔径读数从最大 25
TPI（10 厘米）丝网的 768 微米（闪粉
油墨）到最小 460/27 (180/27 公制尺
寸）丝网的 28 微米不等。这是丝网印
刷最独特之处：我们的网版可以使用数
字和平版印刷技术无法使用的多种油墨
进行印刷。
如上文情境 1 和情境 2 示例所述，拔
染网版上的墨层厚度可决定随后产生的
色彩强度。如果网孔目数和纱线直径改
变，拔染色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频繁
更换故障网版容易产生不同的网孔、张
力和目数，影响拔染强度。
如果换用热固油墨在基板中进行拔染，
则使用 150/48 或 225/40（59/48 或
90/40 公制尺寸）丝网可大大减少油墨
用量——根据网孔目数，可减少 39-53%
的油墨。 一年可节约大量油墨，而且印
刷手感比使用 110/80（43/80 公制尺
寸）丝网更为柔和。

加热网版干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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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剂不容忽视
上文情境 1 中的乳剂通常在乳剂无法耐
受油墨系统时出现。Murakami 的新型乳
剂无需硬化剂就可以印刷水基、拔染和

高固丙烯酸油墨。正确制版需要：
•

使用良好的涂装技术，丝网乳剂
(EOM) 产量为 10-15%。

•

在湿度可控的环境（湿度低于 50%）
中进行充分干燥。

•

完全暴露——暴露整个乳剂膜。优质
乳剂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仍能显现出
细部特征，形成持久耐用的网版。

•

网版完全干燥后再送入印刷机。用
38 摄氏度（100 华氏度）的干燥箱
或在阳光下完全干燥网版，然后再投
入生产。

当您使用优质产品时，竞争对手就无法
用劣质产品复制您的印刷技艺。印刷成
功要素涵盖从预印到制版再到印刷的一
连串操作。通过有效网版产品实现的良
好制版技艺是我们保持竞争力的一个巨
大优势。毕竟我们是丝网印刷机。 n
Alan Buffington 担任 Murakami Screen
USA 技术销售人员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Murakami Screen USA,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USA
电话：
+1 323.980.0662
电子邮箱：abuffington@
murakamiscreen.com
网址：
www.murakamiscre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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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翔科技倾力打造汽车
工业与运输业应用中的
LED 固化技术
作者：Jennifer Heathcote，地区销售经理，锋翔科技
未来几年中，汽车工业和运输行业将在
设计、工程和制造领域面临若干挑战。
其中许多挑战涉及更好的全球管理工
作，从而进一步减少装配工厂与供应商
工厂产生的废物和能源消耗。针对其中
每一项挑战，都可能需要开发许多全新
的生产流程。
在汽车工业和运输业中，使用微波和弧
光灯的常规紫外线 (UV) 固化已有数
十年的历史，而 UV LED 固化相对较
新。然而 UV LED 技术却更为主流，这
是因为设备和配方的显著进步使得该技
术得以迅速推广，被越来越多的应用采
用。UV LED 技术能够提供许多性能、运
行和环境方面的优势，且被视为一种使
能技术，适用于在范围更广的热敏材料
上固化油墨、粘结剂和涂料，同时实现
极佳的全面流程与质量控制。

FireJet FJ100 air-cooled UV LED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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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多项 UV LED 固化应用即将
在汽车工业和运输业投入使用，或者厂
方正在考虑将其投入使用。另一些则可
能在未来几年内被攻克，而新的固化应
用也将诞生。使用 UV LED 最大的优
势包括减少在固化油墨、涂料和粘结剂
时对部件和基层的热传递。这一点尤为
重要，因为这个行业已经转向更为多样
化的塑料材料、更轻的金属合金和碳纤
维，以便减轻车重。无法焊接的异种且
常为热敏的材料通常借助结构粘结剂黏
合，其中多种结构粘结剂可以调配为适
于UV LED 固化。随着制造商不断致力于
通过减少废物和能耗减少碳足迹，停止
使用高温炉和降低总体废品率成为首要
任务。UV LED 固化系统和常规UV 系统
和高温炉比不仅能耗更低，还无排放，
且占地空间更少，也无需耗材。此外，
由于 UV LED 技术的输出恒定、可重复
而不受时间影响，因此最终得以实现更
佳的流程控制和更低的废品率。最后，
就像所有 UV 固化技术一样，UV 配方
不含必须通过闪蒸排除的溶剂或水基载
体。油墨、涂料、粘结剂可迅速交联形
成聚合物材料，其离开 UV 光时就已彻
底固化。

FireJet FJ200 225mm air-cooled UV LED lamp

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多数 UV LED 的配
方工作都着手于油墨、粘结剂和表面保
护清漆 (OPV) 领域。如今，许多涂料
公司开始针对固化 b 阶段（凝胶）、功
能性和硬质涂层化学方面的用途评估 UV
LED 固化系统。对于 UV LED 涂料配方

Overview of the LED curing process

Subscribe online at

www.specialistprinting.com

2017 杂志中文版的发行。

给予特别关注的事实表明，该技术的最新改进使其更加适于
要求更为苛刻的应用。此外，UV 设备供应商在设计和生产强
大而高效的短灯头长度 (<700 mm) UV LED 固化系统时所取得
的成功如今正在中等和宽固化长度（700 至 3,600 mm）的设
计和生产中发扬光大。今天，各公司不但持续制造长度较长
的灯头，也制造可扩展灯头——为跨越任意固化宽度范围配
置，或者以不同朝向布置在部件流水线周围。鉴于许多商用
UV LED 应用依然需要 将UV LED 灯头相对靠近固化表面放
置，以便使峰值辐照最大化，同时保持较高的能量密度，有
必要对光源设计和化学成分进行最优化，以便适当地曝露和
固化在汽车工业和运输业中极为常见的复杂三维部件形状。
基于目前的利害关系和研发活动可以预见，LED 固化解决方
案将在汽车工业和运输业市场中的诸多应用得以开发和扩
展，例如：
•
•
•
•
•
•
•
•
•
•
•
•

用于车辆内饰件的丝网印刷型模内装饰基材
用于近似或异种材料的结构连接粘结剂
用 于 电 子 组 件 （ 如 收 音 机 和 导 航 仪 ） 的 光 固 化 粘 结剂
(LOCA)
保形涂料
密封材料、封装材料，以及组件、线束和线缆的灌封
印刷贴花
光致抗蚀剂掩模
印刷在玻璃上的特殊 ID、logo 和标记
用于汽车修补漆的补涂材料
用于车辆内饰件的模内装饰基材的硬质涂层
用于镜面、大灯、尾灯、反射镜和镜头的涂料
塑料部件上的物理气相沉积 (PVD)

如今，上述应用主要使用的是常规固化系统，然而企业已开
始投入时间和资源，为各自的汽车工业和运输业客户研发
UV LED 解决方案。其中许多最终将用于以前未使用UV的新
应用。所有这些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来自终端用户和他们的需
求：减少向基材的热传递、减少碳足迹和总体运行成本、降
低废品率，以及改善流程控制。尽管 LED 也许尚不适用于
一些汽车工业和运输业应用，但若干终端用户和配方研发厂
商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功推动发展。此外，因为热传递过
多而不可能借助常规电弧或微波系统实现的 UV 应用如今因
LED 而成为可能，从而拓宽了UV 固化市场的总量。
未来几年中，UV 行业将一如既往地在技术发展网络之中坚持
奋斗，进军一个又一个应用和市场，收获越来越多的知识和经
验，因为它已预见到 UV LED 应用的下一个重大突破即将出
现。实际上，这项事业的主要驱动力将来自终端用户，是他们
认识到转换至 UV LED的技术价值。因此，汽车工业和运输
业公司应首当其冲开始评估 UV LED 技术的现状、其发展方
向，以及它如何能够应对各种流程的需求。同样有益的是增强
与 UV LED 设备供应商和配方研发厂商的直接合作，从而影响
UV LED 研发投入的重点。唯有通力协作，我们才能高效、成
功地推进解决方案，以应对该行业在未来十年间在制造领域中
将面临的挑战。n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Phoseon Technology, Hillsboro, Oregon, USA
电话：
+1 503 439 6446
电子邮箱： info@phoseon.com
网址：
www.phose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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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丝网印刷的压敏胶(PSA) 一个多样化的技术环绕着标
准工业和特殊性应用
自70年代初以来，丝网印刷压敏胶(PSA) 已成功建立在许多工业领域
上。 选择正确的产品对于实现优 质的品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KIWO - Kissel + Wolf GmbH 可根据不同的要求与应用，生产创新的
可印刷压敏胶。
使用丝网印刷方法，将液体粘合剂通过
带有刮刀的网板印刷到承印物上。 网板
由编织聚酯长丝制成，其中网布仅开孔
于要印刷压敏胶的图案。可丝网印刷的
PSA总是与双面胶带竞争，但可在许多应
用中替代这些双面胶带。 因此，可排除
与双面胶带相关的复杂和麻烦的工艺阶
段，例如模切，胶带应用和胶带多余的
废物收集。 使用丝网印刷，压敏胶仅在
实际需要的地方印刷。 通过选择适当的
网目，也可以改变铺设厚度。因此，可
以通过丝网印刷实现更大的铺设厚度（
取决于网格）。
今天，溶剂型和水基型胶水以及100％UV
固化系统是丝网印刷领域的先进技术，
无疑所有的系统中都有优点和缺点。
溶剂型PSA主要表现为良好的印刷性，非
常好的表面流动性和较短的干燥时间。
短时间之后，可以覆盖硅胶纸，也可以
进行其他加工步骤。这系统的缺点在于
可燃性以及溶剂的排放以及操作员产生
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其含有的溶剂对
于一些承印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限
制了其应用。此外，清洗和稀释都需要
溶剂。

压敏胶的典型应用：模具电子工业中的面板

水基系统的主要优点是环保的使用。产
品不易燃，几乎无气味。 良好的耐紫
外线性，高耐热性和防止增塑剂迁移的
能力是这系统的进一步优点。 较新的产
品还提供良好的耐水和耐蒸汽性。印刷
后的压敏胶，干燥时间比溶剂型产品的
干燥时间长。 在印刷性方面存在主要的
缺点，这可能会导致压敏胶在印刷模板
中通过水蒸发而干燥和剥皮。 因此印刷
时间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 受控过程参
数，例如：在较低的室温和较高的相对
湿度的空调允许而受控生产。
100％ UV交键系统可实现高效环保，无
溶剂处理和低材料消耗。无压敏胶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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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临时纹身贴纸的认证丝网印刷压敏胶：KIWOPRINT® Tattoo D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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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剥皮在印刷网板中，良好的印刷性和
优异的流动性以及通过在UV 曝光下的
化学交键非常快速地“干燥”，增加了
这些产品的吸引力。 为了从这些优势中
获益，需要额外的UV固化设备和更持续
的综合过程监控。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
KIWOPRINT®UV 92 - 一种用于技术应
用的可UV固化的压敏胶。 这是用于装饰
箔，面板和视觉仪表板的UV压敏胶。 由
于其良好的粘着性，它也适用于标签和
贴花。
一般情况下，某些应用的适用性无法通
过UV，溶剂或水基系统的类别来确定。
相反，印刷的压敏胶的具体配方细节产
生必需与产品特征并确定特定应用领域
的适用性。 产品选择也取决于操作者
处理胶水的设备，例如： 干燥/固化条
件。

发与皮肤接触的临时纹身胶水时，仅考
虑符合欧盟化妆品法规1223/2009的原材
料。 对于新的KIWOPRINT® Tattoo D
167，根据“化妆品法规”的要求，对独
立机构确定的市场没有限制。 这允许
生产者为他的过程使用经认可的胶水质
量。 然而，生产者仍然必须对最终产
品进行单独的检测，因为胶水仅仅是许
多部件之一。

如果您还有任何其他问题，即使是利基
应用程序，KIWO应用中心也可与您讨
论。 请不要犹豫与我们联系; 我们将很
高兴的为您服务！n

除法定条件外，产品的技术细节也
很重要。
作为水性无危害标签胶
水，KIWOPRINT® Tattoo D 167允许环保
处理。 通过考虑上述水基系统的工艺参
数可以获得良好的印刷结果。 优异的耐
水和耐老化性能以及与许多油墨的良好
兼容性能完成本产品的外形。

可印刷PSA的应用是广泛的：汽车/电子
工业中的自粘箔和标签，颜色转移，前
箔或键盘，或者在图形工业中的装饰应
用是众所周知的，如：纹身贴纸。

胶水粘合一般是不断增长的接合技术，
已经进入了广泛的应用。 丝网印刷压敏
胶也存在于如上所述的多种应用中。 但
是，新的加工流程以及即将到来的新原
材料和PSA产生的结果将使得这些多功能
产品能够获得更多的应用领域。

在这些具有挑战性的特殊行业中，立法
定期变化十分普遍。 因此，这些专业
总是需要适应当前的法律情况。 在开

我们不仅为客户提供产品，还开发面向
应用的解决方案，实现完美的结果，包
括现场咨询。

KIWOPRINT®UV 92 - UV固化型压敏胶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info@kiwo.de
www.kiw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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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织物印花丝网的优点
Ross Balfour 有关目前丝网印刷工艺多用性和适用范围的分析
编织丝印网所用的单丝聚酯纱线在近年
来得到了稳步改善，目前所用的新型
产品与标准纱线相比具有高得多的模量
（高拉伸强度、低延伸率）。
纱线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可以开发和推
出新一代高拉伸强度丝网，这种产品用
较细的纱线进行编织，为织物丝网印刷
机带来多种实际好处和优势。
55.48 (140/in) 丝网的应力/应变曲线
典型分析如下图 1 所示。该图显示了丝
网经纱和纬纱方向的延伸率处于平衡状
态，而织物延伸率较低，这需要达到并
维持一个较高的张力水平。经纱和纬纱
延伸率处于平衡状态意味着在较高的张
力水平下，网孔保持正方形，而且整个
丝网的网孔大小保持一致。这对半色调
印刷来说最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织
物上设置规则的印点图案。如果织物在
编织时不一致，则可能会产生云纹（这
只是造成云纹的诸多原因之一）。
借助于此类纱线的优异力学性能，我们
可以推出一系列性能更好的织物，其网
孔面积百分比远高于服装装饰工常用的
标准织物。
网孔面积和纱线直径的差异如下图 2 所
示。该图比较了 120/cm (305/in) 丝
网，并显示了用 31 微米或 40 微米纱
线编织相同丝网目数的差异。
我们可以从表 1 中发现这种差异，其中
对织物印花常用丝网目数的等值范围进
行了比较。

图 1 - 应力应变曲线与丝印网经纱和纬纱方向延伸率
行印刷的油墨薄膜重量，我们可以发现
纱线所消耗的。
这是因为油墨更容易借助较细网版透过
细线丝网，同时由于百分比网孔面积较
高，所以需要较小的刮板压力。这样就
可以更好地管控油墨薄膜，使其分布在
所需底物的顶部，而不是浸入其中。
所以，除了更好的图案外观质量之外，
印染衣物还因为使用较少油墨而获得更
柔和的手感，而且衣物表面更平顺。

于衣物纤维不太可能透过油墨薄膜，所
以印染空隙较少，纤维性颤动较低。印
染性能的改进带来了其他诸多好处，在
深色衣物上使用轻质油墨不仅好看，而
且油墨覆盖率更大。用防渗底物提高油
墨覆盖率还能更好地抑制在涤纶/棉布混
纺物上印染产生的染料泳移现象，如图
4 所示。

超高油墨覆盖率和低油墨用量要归因于
连续性较好且更为平顺的油墨薄膜。由

细节印刷
细线丝网的第二大优势是在印刷细部特
征时更容易实现油墨转印，包括半色调
印刷。除了产生网版张力，使印刷模板
在刮板通过之后从刚印好的油墨薄膜上
翘起之外，丝网还可以作为一种支架，

120.31 (305.31)

120.40 (305.40)

此种丝网带来的主要印刷好处一方面源
于高网孔面积百分比——提高油墨覆盖
率，另一方面源于较细纱线——可以印
刷更多细节信息。
现在让我们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两个因
素。
覆盖率
下图 3 比较了采用 77.48 (196.48) 标
准丝网（左）和 78.40 (198.40) 细线
丝网（右）的印刷效果，我们可以清楚
看到在深色衣物上印刷白色油墨的超高
覆盖率。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可以通过
较轻油墨薄膜实现更好的覆盖率。表 2
比较了标准化图片采用不同丝网规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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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120/cm (305/in) 丝印网纱线直径与网孔面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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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发明的金属薄膜烫印

表 1 - 常用织物印花网纱线直径和百分比网孔面积对比

胶粘剂

表 2 - 墨层对比

为模板图案的细部特征提供支撑。纱线越细，丝网支架侵入
性就越小，也就不太可能产生网孔堵塞和干扰细部特征，半
色调印刷的高亮区域尤为如此。
图 5 显示了 55lpi 图像上 10% 半色调印点的相互作用。
采用 78.40 (198/in) 细线丝网时，模板开孔更大，不会造
成阻碍。而 77.48 (196/in) 等效标准丝网则会产生严重堵
塞。
当然我们可以绘制、校准和使用补偿曲线。这适用于单独的
印染作品，我们可色调范围，在曝光期间通过人工扩大色调
范围内的高亮印点有效尺寸，使其进入印刷模板中。丝网干
扰范围越大，就必须实施更极端的压印，以维持线性印刷色
调范围和印刷所有高亮细节。这种折衷方法需要过度使用压
印作用，因此更难对模板曝光和印刷过程进行严格控制，这
需要小心管控所有压印变量，以便成功进控制对保真度至关
重要。

金属烫印薄层
青色有色清漆
白色紫外光固化油墨

inLINE FOILING® 补充了紫外光固化油墨
丝网印刷：仅通过 ISIMAT 丝印机一次，产
品就印上多色金属烫印薄膜图像和紫外光
固化油墨图像。

细线丝网需要侵入性较小的色调压印，对印刷效果进行线性
化处理，以便提高控制度，扩大随后各个步骤的范围，使印
刷满足要求。
其他好处
虽然这种丝网对使用任何油墨的织物印刷机都有帮助，但还
可基于这种原始理念开发一系列专供水基油墨印刷机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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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DRIVING DOWN

图 3 - 覆盖率对比（图片由来自墨西哥 Screen Creations
的 Allan Heller 友情提供）

DRYING/CURING

COSTS...

丝网。高百分比网孔面积可以阻止网版过早风干，至少可以
在印刷短暂停工后更容易恢复工作，使热固油墨印刷机更容
易转变为水基印刷。事实上，许多顶级水基油墨品牌的印刷
性能已得到改进，所以与过去相比，网版过早风干现在不太
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但除了上述好处之外，当在不利环境条
件下印刷水基油墨时，或在尝试限制使用任何缓凝剂时，使
用细线丝网可扩大处理范围。
我们还可以采用经过表面处理的细线丝网，这种产品采用等
离子工艺改造丝网表面，以提高模板粘合作用。等离子处理
方法使用电离气体提高织物达因值。这有助于增湿和提高湿
乳剂在网版涂层期间对纱线的包封作用，同时提高模板自身
的粘合程度，使网版更为持久耐用。
结论
细线丝网为织物和服装装饰工提供了另外一种工具，这进一
步加大了丝印工艺的多用性和适用范围。在实践应用中，可
使用 78.40 (198/in) 细线丝网（而非 62.64 (158/in)
）保持油墨覆盖率，同时重现更多细节信息。或采用 48.55
(122/in) 丝网进行单行程印刷（而非采用 49.70 (125/
in) 丝网进行闪印）获得相同效果，同时可节省两个裸露打
印头。印染服装客户现在更具辨识能力，要求也更为苛刻。
新丝印网带来的印刷能力进步有助于生产商继续发挥创造性
思维，满足其需求。 n
Ross Balfour 担任 SAATI 化工业务部门经理

Natgraph’s Electronic UV &
Intelligent Energy Control Systems

= 50% Power Savings
Email: Info@natgraph.co.uk
Tel: +44 (0)115 979 5800

www.natgraph.co.uk

图 4 - 细线丝网印刷与标准丝网印刷的染料泳移对比（图
片由来自 Saati Americas Corp 公司的 Eric Klein 友情
提供）

Subscribe online at

www.specialistprinting.com

2017 杂志中文版的发行。

77.48 (196/in)

油墨产品
• 丝印
• 喷墨
• 移印
• 涂布

78.40 (198/in)

图 5 - 网孔堵塞遮蔽了高亮印点

为工业装饰和标识印刷提
供精准的解决法案
丰富的行业经验

图 6 - 细线丝网带来更佳印刷效果（图片由来自墨西哥
Screen Creations 的 Allan Heller 友情提供）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SAATI Americas Corp, Fountain Inn,
South Carolina, USA
电话：
+1 800 431 2200
电子邮箱： RBalfour@saati.com
网址：
www.saa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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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喷墨印刷行业迎来
3D 成型应用
Don Sloan 和 Mike Plier 有关单功能、
低交联和热稳定的UV光固化油墨应用的讨论
UV固化喷墨印刷是制作宽幅面图像的
主要成像平台之一。与溶剂型油墨相
比，UV固化喷墨更具健康和安全优势，
而且生产效率高，几乎可以瞬时固化，
粘合力超强，广泛用于多种承印介
质。UV固化喷墨的一些性能虽然很吸引
人，但同时也给喷墨印刷的技术能力带
来了限制。谨慎修改所用配方之后，UV
固化喷墨可用于多种潜在用途。在工业

热吸塑成型应用中，UV固化喷墨可以取
代非常耗时的人工贴花装饰和喷枪涂
装。（图 1）
尽管将此类应用转化为数字印刷的市场
潜力很富有吸引力，但UV油墨的发展现
状是它高度依赖一种双功能的高交联丙
烯酸酯，这种物质不能耐受热成型过程
所需的温度、压力和延展性。

通过对单功能丙烯酸酯所能发挥的作用
进行仔细研究，印刷行业可以开发一个
潜在的重要细分市场，利用能够在高温
热成型过程中耐受超高延展性的油墨来
定制印刷工业和包装产品。单功能丙烯
酸酯可以使UV喷墨油墨足够柔韧，进而
借助于底物达到或超过可能的延伸率。
重新思考染色过程之后，增加油墨，使
其产生不会在受热时变色且不会在拉伸
时褪色的四原色，最终帮助实现了此项
重要的技术创新。
此种新型高韧性油墨被 EFI 于 2014 年
收购并应用于其 VUTEk GS Pro-TF 产
品，本文将重点说明此种油墨背后的基
本开发理念。
柔性成型温度
热成型是一种制造工艺，在此工艺过程
中，首先将塑性底物加热至柔性成型温
度，然后利用模具塑造成特定形状，最
后修剪成产品或包装。底物可以是薄型
（一次性水杯、容器、盖子、托盘、泡
罩包装、硬塑包装以及用于食品、医疗
和一般零售业的其他包装产品）或厚型
（车门和仪表板、冰箱内胆、多用途运
载车车厢和塑料托盘等产品）。
热成型也是一种需要加热加压的真空成
型工艺。热成型工艺所用的标准温度介
于 137.8 和 238+ 摄氏度（280 和 460+
华氏度）之间。所用模具或工具配置取
决于具体产品或者标牌需要或应用。

图 1 - 源于安大略省士嘉堡 Creative Form Plastics Inc. 公司的图解说明

16

SPECIALIST PRINTING WORLDWIDE 2017

我们每个人几乎每天都会与热成型产品
打交道。例如：
• 航空业： 内饰、盖板、整流罩。
• 农业：
托盘、料桶、透明塑料大
棚、割草机外罩。
• 汽车业： 车轮和轮毂盖板、汽车内
饰、扰流板、仪表盘、运动和越野车
整流罩。
• 航海业： 船体、皮划艇和橡皮船、
船舱和仪表板。
• 电子业： 手持设备、家用电器、电
脑、仪表仪器。
• 娱乐业： 舞台背景、服装、动画模
型、仿真、游戏亭。

Subscribe online at

www.specialistprinting.com

2017 杂志中文版的发行。

图 2 - 柔性能量固化油墨和涂层所用活性稀释剂 HDDA（己二醇二丙烯酸酯）的双
功能结构

图 3 - 能量固化油墨和涂层常用苯氧
乙基丙烯酸酯的单功能结构

•

UV喷墨油墨：现状
热成型不仅需要加热加压，而且还需要
对成型底物进行延伸。喷墨油墨发展现
状是高度依赖单功能高交联丙烯酸酯，
但这种物质无法耐受热成型工艺所需的
温度和压力。此外，这种油墨也无法经
受大部分热成型应用所需的延伸类型。

潜在的重要细分市场，利用能够在高温
热成型过程中耐受超高延展性的油墨来
定制印刷工业产品。此种技术不仅可供
传统工业热成型操作人员使用，而且也
能以其强化印刷功能为印刷公司开辟新
的收入来源和扩大产品种类，使其在内
部就可进行成像和装饰等操作。

在热成型工艺的加热过程中，油墨和塑
料底物都变得具有延展性。这种现象在
业界称为热坳陷、玻璃化相变或起泡。
染料颜色或色调会在加热或成型过程中
发生变化。成型过程中的延展现象会导
致最终产品出现裂纹或马赛克，产生不
可接受的质量瑕疵。

有何成果？凭借栩栩如生的颜色和极具
视觉吸引力的设计能力制作高延伸率 3D
图形。

•
•

医疗业： 扫描仪、面罩、义肢零
件。
建筑业： 桶和淋浴器外壳、按摩
浴缸、定制柜台。
零售业：
包装、泡罩包装、标
牌、自动售货机。

利润所在
此项技术越来越吸引品牌商、零售商
和其他商家的是，可以相较传统生产
工艺更少的量全彩生产 3D 零售终端
标牌、游戏亭和车顶行李架等产品。
在采用传统热成型工艺的典型示例
中，利用当前印刷和涂装工艺生产两
个 13.5 x 4ft 真空成型标牌可能需
要 7.5 工时。想象一下时间和成本大
幅削减之后会发生什么？
进入宽幅喷墨印刷时代。与任何数字
印刷工艺一样，宽幅喷墨印刷可以大
幅缩短工作时间，就像快速周转的高
度定制化原料一样短，而且样品和最
终产品都是如此。使用数字印刷热成
型技术之后，我们可以在 7.5 工时
内生产 34 个相同标牌——人工成本
削减 93%，生产率提高 95%。而使用
传统工艺则需要 3.5 周才能生产 34
个标牌。
因此，数字印刷技术对热成型产品非
常有吸引力。但数字宽幅喷墨印刷所
用油墨目前还不适合此类应用。

这是因为在UV喷墨配方常用的双功能丙
烯酸酯中，其分子有两处非常活跃，固
化速度快、硬度高，这提高了油墨持久
性和生产率，但却对柔韧性构成了限
制。（图 2）
UV喷墨配方应用于双功能高交联丙烯酸
酯的优势包括固化速度快、耐化学性
佳、表面硬度好。但对于热成型应用，
也存在粘合范围有限、脆断以及易收缩
和卷边等劣势。
探索适用于热成型应用的单功能丙烯
酸酯
通过对单功能丙烯酸酯所能发挥的作用
进行仔细研究，印刷行业可以开发一个

少即是多：单功能低交联丙烯酸酯
初始用于数字热成型UV喷墨油墨和涂层
的定制油墨配方在 PI 实验室试验中表
现良好，但在投入实际生产环境之前，
还需要数年时间的优化。 这种油墨可
以进行深拉热成型，但不会像传统双功
能高交联UV喷墨油墨一样产生裂纹或马
赛克。 本文针对采用 EFI VUTEk GS
Pro-TF 等宽幅UV喷墨打印机的数字热
成型印刷，开发了一种完善解决方案。
（图 3）
采用单功能低交联丙烯酸酯的效果与传
统单功能高交联UV喷墨油墨存在重大差
异，我们现开发了一种适用于数字印刷
热成型产品的功能性解决方案，如附图
所示。其中包括：
• 染料或分散剂不容易在热态下染色；
即，它们的颜色或色调不会在加热或
成型过程中发生变化。
• 这种油墨能够实现无限的延展性，可
以达到或超过塑性底物的延展特性。
目前成功实现了超过 24 英寸的拉伸
长度和超过 1000% 的延展率，纵横
比超过 30:1。
• 油墨粘合范围非常大，而且应用非常
广，这都是传统真空成型技术所不能
实现的。
油墨开发只是将此项技术推向市场所需

热成型示例

Subscribe online at

数字热成型喷墨油墨：背景信息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Don Sloan
一直从事UV印刷油墨的开发工作。1993
年，他成立了 Polymeric Imaging (PI)
公司，开发UV油墨配方，用于取代溶剂
型化学物质。到 2010 年，PI 公司开
发了一种适用于深拉热成型UV喷墨油墨
和涂层的专利配方。2014 年 10 月，PI
公司的专利和数字热成型技术相关知识
产权被 EFI 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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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固化和耐热性有助于功能性应用和
工业应用
轻材料退化程度。LED 固化的另外一个
好处是，LED 灯寿命长、能耗低。
通过 LED 固化处理，薄膜深拉特性可以
利用泡罩包装直接装饰等薄膜包装应用
的超高柔韧性和色彩一致性，为真空造
型创造新商机。

深拉热成型不会开裂或产生马赛克
的一个环节。 为了开发图中所示应用，
我们需要使用变形软件，使图像正确对
准模具。
变形印刷可保持颜色完整，
防止在底物延伸时产生色度损失。通过
变形软件，我们可以在设计中将所有
变形因素考虑在内。Quadraxis 开发的
Thermo 3D Suite（在美国由 R&R Graphix
经销）就是这样一种变形软件。
很明显，我们需要使用特殊的颜色管理
技术确保最终产品的色彩准确度。在大
多数情况下，打印机进行正确色彩校准
之后，设计过程就无需再调整色调。打
印图片的油墨密度更大，但色调/色度值
保持不变。只要正确操作，就可以产生
与设计意图相符的最终产品。
但热成型应用成功上色之后却给油墨带
来了另外一种负担：油墨必须具有游离
薄膜特性；换言之，固化油墨薄膜几乎
可以单独存在，就像一层玻璃纸。游离

薄膜性质，再加上较高的油墨密度，就
可以在成型过程中保持色彩一致。
单功能低交联喷墨油墨的重要特性
实验室试验和现场操作均证明，这种新
油墨的几项重要特性为使用UV喷墨印刷
工艺的热成型生产过程带来了变革。其
中包括：
• 简化零部件或装饰标牌生产步骤，大
大缩短生产时间。
• 无需丝网印刷生产准备成本，或省去
了传统热成型所用的手工涂装和乙烯
基刻字过程。
• 具有优异的延展性，支持深拉热成
型，同时能够保持 PETG、丙烯酸、
聚碳酸酯、聚苯乙烯和 PVC 等塑性
物质的不透明性。
• 油墨可以耐受热成型和切割操作，不
会开裂、剥落或丧失粘合作用。
• 油墨具有耐水湿性，印刷图像长时间
不褪色。
LED 固化：一种新型前沿技术
与大多数技术一样，为获得更好的热成
型性能，单功能低交联UV喷墨油墨仍有
改进空间。目前正在实施的一个项目是
利用基于 LED 的光引发剂开发 LED 冷
态固化油墨配方，它采用 365-400 纳米
波长，而传统UV油墨则采用 320-365 纳
米波长。这种配方将 EFI 的 LED 喷墨
专长用于热成型高延展率油墨技术和强
化涂层领域。

变形印刷可保持颜色完整，防止在底物
延伸时产生色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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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UV固化技术采用高温UV光，这对使
用轻质、热敏或尺寸不稳定的底物造成
了限制。LED 固化温度为 81 华氏度，
可提高材料稳定性，降低变形系数，减

工艺简化
此外，不管是 LED 固化还是传统固化方
法，通过热成型过程中的延展作用，可
以提高利润和削减生产成本。出于削减
成本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原因，采取措
施简化包装过程之后，热成型包装就不
必采用纸板箱填料，此外还可以减少包
装组装过程所耗时间和成本。直接在热
成型包装上印花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不必
再印刷标签。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利用
3D 塑料包装上的可用数据，将条码、序
列号甚至是个性化等信息包含在内。
光明的市场前景
如上述例子所示，开发热成型产品所用
的单功能低交联UV喷墨油墨推动了技术
进步，这给各行各业的热成型应用开创
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此项技术适用范围
广，可：
• 加快市场投放速度。
• 提供更高品质，生产更多相关热成型
产品。
• 减小包装材料用量。
• 等等
只要充分发挥想象，就有无限可能。这
仅仅是开始。n
Don Sloan 为 EFI 油墨开发经理，Mike
Plier 为 EFI 油墨业务开发经理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Electronics For Imaging,
Zaventem, Belgium
电话：
+32 2 749 94 20
电子邮箱： michael.plier@efi.com
网址：
www.ef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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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的丝网印刷
Andreas Ferndriger 声称丝网印刷将继续提供无与伦比的潜力。
网版制造是丝网印刷工艺的薄弱环节。
通常情况下，用户似乎忘记该环节对于
印刷质量、印刷输出以及相关成本具有
决定性作用。
SignTronic 与其合作伙伴 GrünigInterscreen 一起致力于网版制造和制
备工艺。在“完美丝网”的口号下，这
两家公司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可以用“技
术”和“自动化”两个词来概括。

在 CtS (网印直接制版) 领域，直接
曝光技术对于有远见的公司来说不可或
缺。该技术旨在取消各种网版制备过
程，依据产品数据直接将网版曝光，而
毫不影响质量，也不需要薄膜、拼贴和
真空晒版机等。
这种先进的丝网印刷技术有两个应牢记
的重要方面：
•

•

“完美丝网”的重要性与日俱增，CtS
技术和自动化越来越受重视。

通过平滑转换/连续色调、清晰的细
节和线条来提高印刷质量，达到看似
数字印刷的逼真效果，但实际上通过
丝网印刷实现。
大大降低网版成本，安装时间短，减
少总处理成本，增加印刷输出。

玻璃、瓷器还是标签等物品，丝网印刷
总可以提供最理想的解决方案。然而，
对丝网制作程序的控制不可或缺。
作为该领域的市场领导者，SignTronic
将提供一种独特的高分辨率 (HR) 技
术，分辨率可达 2400 dpi。为达到最高
标准，SignTronic 还提供 STM-1010HRC
型产品。该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使
用独立或内联概念，分辨率可达 2400
dpi。就陶瓷应用而言，SignTronic 提
供了逼真印刷和最佳半色调的方法。
最新解决方案
SignTronic 提供最先进的丝网印刷技
术，倡导改善决定性程序的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广泛
在超过 13 年以来，SignTronic 始终为
客户提供 CtS 直接曝光技术，现在已推
出第三代 StencilMaster 设备。目前，
还提供体型更小的前装载机版：STM-ONE
适用于小数量网版（尺寸最大为 1200mm
x 1200mm），而 STM-XS 则适用于制作
多图像的极小网版，最多可同时生产 16
个网版。

•

工业实例
在这个广阔应用领域内，丝网印刷有机
会充分展示其潜力和优势。无论是印刷

数字直接曝光技术是制造现代网版的决
定性工艺。但是，SignTronic 更为先
进：与 Grünig 合作提供自动化网版制
造解决方案。

SignTronic 的所有 StencilMaster 解决方案均可在可再现质量基础上得到最佳直接曝光效果，大大简化了
网版制造过程。

•
•
•
•
•
•
•

用于制造无膜网版的 CtS
光。
独立于薄膜和薄膜曝光。
显著提高印刷质量。
大大降低网版成本。
明显减少加工步骤。
减少劳动力。
改善工作流。
提高生产力。

直接曝

“完美丝网”的重要性与日俱
增，CtS
技术和自动化越来越受重
视。SignTronic
几年前创造的术
语“LAB”现在已成为完美诠释其观点
的基准。该公司还特别高兴地指出，
这种趋势在所有重要市场领域都很明
显，比如工业和纺织业以及图形丝网印
刷业。n

作者简介：
Andreas 担任 SignTronic 首席执
行官

SignTronic 提供广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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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为生产流程增值
Simon Daplyn 博士关于蚀刻优势的讨论
数字印刷技术在需要印刷制品的行业已
趋完善。从图形艺术等成熟市场到纺织
品和商标等强势增长领域，数字印刷的
应用呈指数增长。在这些成功故事的背
后，是一场印刷技术革命，喷墨印刷日
渐成为一种在生产流程中将功能性或高
性能材料沉积于基质之上的首选技术，
而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方法。喷墨技术的
发展使用户相信这种技术是一种可靠灵
活的解决方案，能够为企业增值。
数字印刷抗蚀
酸性蚀刻法广泛用于在大量金属基质上
制造纹理或图案，适用于地板浮雕和
PCB 制造业。抗蚀过程通常很缓慢且效
果不一，但数字印刷抗蚀油墨可改变生
产速度和准确性，同时减少材料浪费和
人工干预。此外，这一数字化过程将为
数字印刷技术带来公认优势，例如提高
周转速度、设计自由度、灵活性和生产
力。所有这些因素最终都有助于提高加
工效率，为企业增值并节省资金。
制程油墨控制是确保成功的一个关键因
素。特定喷墨打印头中的任何油墨或功
能性流体的工作方式以及相关软件对于
最大程度提高成品图像质量、准确性和
极限输出而言极为重要。必须小心控制
这种工作方式与油墨/基质的相互作用，
确保一致、可靠生产。
SensiJet Pyrite 的 Sensient 平台
是一种功能性抗蚀油墨，设计用于实际
生产环境。SensiJet Pyrite 得到了
优化，可在不锈钢和其他金属基质印刷
时提供极好的附着力，满足特殊应用要
求。Pyrite 对典型的酸腐蚀剂有非常好
的耐受性。

三步酸蚀刻工艺

成表面浮雕。然后，使用苛性钠除去油
墨，制成高价值压板。将压板置于经加
工的层压板顶部，在高压下将纹理压于
成品之上。数字打印的浮雕图案需要几
分钟至几小时（通常是几天）成像，大
大减少浪费，并提高功能准确性。
数字化印刷电路板
另一支持数字印刷技术的行业是 PCB 制
造业。数字印刷抗蚀刻解决方案可大大
减少制造 PCB 电路的时间。直接在铜
片上印刷抗蚀刻油墨，无需再使用普遍
采用的光掩模，节省开发和储存相关成
本。取消这种开发过程后，还会带来其
他好处，如减少水和能源消耗、废物处
理程序以及维修停机时间。在单层或多

蚀刻钢木纹压板

为地板压板增值
数字印刷是一种适用于层压板行业的技
术，已对工业生产产生了改变。下一步
是将纹理质量与自然效果设计的质量相
匹配。很多木质层压板都带有木材纹
理，从而使人产生一种木材的错觉。数
字印刷还可以使纹理与自然木材精确匹
配。在所需设计中，将特别配制的紫外
线固化油墨打印在大型钢板之上并立即
固化，使精确的细节得以保留。
打印完成后，将钢板浸入酸液之中（典
型的酸腐蚀溶液，包括硫酸和铬酸），
金属便蚀刻在非印制区域，使产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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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化学铣切工艺制造中间体的生产商。
化学蚀刻工艺的数字化使化学蚀刻过程
高度精确，为市场及各行业中的金属基
质提供非常精密复杂的图案，这将从全
球定制化趋势获益良多。

本示意图显示了传统蚀刻工艺与数字蚀刻工艺的对比

层 PCB 生产的蚀刻和剥蚀过程中，数
字打印抗蚀油墨是一种更有效、更精确
的解决方案，这种油墨与氯化铁和氯化
铜等传统酸蚀刻溶液兼容。在完成蚀刻
程序后，墨层被移除，留下铜片轨迹的
精确图案。数字印刷技术可为生产提供
更大的灵活性，单次运转与数千次运转
的单位成本几乎相似。这种灵活性和按

需生产方式使生产商能够在不影响利润
的情况下探索获取额外利润的可能性。
未来潜力
数字印刷抗蚀技术可以开拓更大的市
场，带来巨大利益。主要受益者包括那
些使用光化学加工和蚀刻掩膜等传统工
艺或其他工艺制造产品的生产商，或使

转变工业生产
数字印刷是一种适用于很多行业的技
术，已对多个市场产生了改变。它是一
种可用于装饰瓷砖和纺织品的成熟技
术：采用者从数字印刷获得巨大好处。
小众市场正在开放和快速增长，用户可
通过数字印刷技术使用功能性流体，为
产品和工艺增值。成功使用喷墨工艺的
关键是管理和优化油墨解决方案，以满
足特定应用要求。凭借适当的油墨和工
艺，数字技术便可为许多生产实践带来
突破。n
Simon Daplyn 博士担任 Sensient
Imaging Technologies 产品经理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Sensient Imaging Technologies SA,
Morges, Switzerland
电话：
+41 21 811 2300
网址：
www.sensientinkjet.com
Sensient Colors UK,
Letchworth, UK
电话：
+44 1462 485000
电子邮箱：simon.daplyn@
sensient.com
网址：
www.sensientinkjet.com
印刷电路板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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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打印服务器

Fiery 专业打印服务器
®

来自全球千万用户都信任 Fiery , 因为功能强大的 Fiery 专业打印服务器，
®

可以作为增添财富的工具。铸就成功不应冒险, EFI 助力您的成功。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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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移印没有多少界限？
Ralf Rübenach 和 Sabrina Kurz 介绍了这种技术的多用性
移印是一种间接凹版印刷技术，适用于
工业和个人应用。 Marabu 股份有限公
司介绍为什么移印在不同表面结构和形
式上几乎没有任何界限。
我们在一天中首先接触有关移印的物品
便是闹钟的“小睡”或“关闭”按钮。
您将发现移印详细的技术标志。起床
后，我们可能走进客厅播放音乐或看电
视，之后打开咖啡机，准备开始洗澡，
使用牙刷和剃须刀– 我们始终被技术标
记所包围。
到目前为止，移印是唯一一种可以将图
案转换成复杂三维物体而不致变形的技
术。 依据应用领域和复杂度，我们可选
择相关的凸印材料。
传统光聚合物或更耐磨的硬钢凸印板需
要暴露和蚀刻。但是还有很多无膜的代
替品，比如激光蚀刻陶瓷、电镀铝或凸
印涂层材料。印轧的硅橡胶执行墨水转
移，将墨水从凸印材料中凹陷处的墨
水，并将其涂抹至基质之上。
印轧在形状、尺寸、硬度和硅树脂质量
上各有不同。选择最理想的印轧主要取
决于应用类型和尺寸。一般来说，印轧
越硬越陡，则印刷结果就越好。在大多
数情况下，印轧较陡的形状及其滚动能
力可防止空气困在墨水膜中。
移印适用的领域
移印在其他印刷技术达到极限时最为常
用。无论是在凸起或凹陷的表面上印

移印是唯一一种可以将图案转换成复杂
三维物体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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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还是在表盘或铁路模型上印出精确
而复杂的细节，这种印刷技术均可轻松
搞定。 移印可广泛应用于玻璃、塑料、
金属、陶瓷和木材等基质之上，应用非
常全面。 与丝网印刷效果相比，其唯一
的限制便是油墨薄膜沉积量较低。该技
术适用于不同行业的大量及小量印刷。
玻璃和陶瓷厂用其生产优质瓶子、装饰
图案和将品牌印刷在盘子上。移印也可
用于标记极凹或极凸的物体，如灯泡。
饮料生产商使用这种技术将其品牌标志
印在瓶盖之上。
可以使用高速旋转印
刷机以高效的方式完成这里所要求的印
刷量。
在纺织行业中，移印成为了一种越来越
普遍的技术。与麻烦和缝在衣服内侧的
标签相比，将相关信息（洗涤说明）直
接印在纺织品上可谓是一种进步。体育
用品的制造商也在其精心设计的运动鞋
上印上图案，以凸显产品设计。汽车行
业也使用了移印技术，从速度表指针和
不同控制元件（如转向灯控制器），到
合金车轮的装饰。
其他重视此项技术的行业还包括化妆
品、玩具和广告媒体行业。最为敏感的
应用行业之一是婴儿用品行业，比如奶
嘴、奶瓶和婴儿配饰的印刷。在该领域
中，许多物质（如 BRP 和 PAH）都受到
极高限制和严格监控。
油墨系统的技术要求
印刷油墨的要求多种多样。为了在市场
上取得成功，印刷油墨必须具有较高的
覆盖力、附着力、柔韧性，以及良好的
化学和机械性能。
对于像 Marabu 这样信誉良好的油墨
制造商来说，必须要适应有关产品及产
品使用的不断变化的法律要求。为了能
够在不同基质（如 ABS、PU、玻璃和金
属）上打印，选择合适的墨水系统和适
当的预处理也很重要。目前使用的溶剂
型墨水有单组份和双组份两种。除少数
例外情况外，这些墨水都很容易使用，
并在室温下干燥。像其他印刷技术一
样，该技术还可采用紫外线固化印刷油
墨。然而，理想的油墨转移溶剂无法完
全去除。最近，另一款采用水性移印油
墨的产品（特别适用于敏感产品）成为
了开发重点。

使不适合变为适合
在移印行业中，印刷基质（特别是聚烯
烃）的预处理和后处理在改善油墨粘附
性上起着重要作用。预处理可以用多种
不同方式执行。最传统的方法是火焰处
理法，该方法几乎在所有聚烯烃基质上
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某些塑料基质还
需要火焰处理，或可能需要引物、电晕
或等离子处理。对于玻璃来说，除了火
焰处理外，还可使用硅烷预处理。多年
来生产条件变化越来越大，因此后处理
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除了传统干燥
法外，红外线(NIR)成为了一种有效的
高科技应用。
以着色剂创新为主导
做为移印墨水的顶尖制造商，Marabu
不仅重视其产品的质量，还重视产品的
应用。几十年的经验确保用户可放心依
赖 Marabu 的移印着色剂，保障最高应
用安全性。Marabu 针对当前市场上的
机器和苛刻的印刷材料提供着色剂解决
方案，以应对市场挑战。
移印着色剂系统应用广泛且耐 TPGL，
显示出在玻璃装饰等领域的强劲实
力。Tampa Glass TPGL 可实现明亮
精确的色度。玩具、婴儿用品，甚至
医疗用品都是对产品安全有特殊要求
的敏感产品。因此，必须确保基质本
身或所选印刷着色剂不会构成任何危
险。为此，Marabu 提供了其他移印着
色剂（Tampa Tex TPX 和 Tampa Plus
TPL），以满足敏感产品的严格要求。
这两种印刷着色剂与符合 EN71-3 标准
的要求，PAH 和 BPA/BPS 都很低。同
时，其还具有良好的阻性，应用范围广
泛。Tampa Tex TPX 最初是为纺织印染
而开发的，特别适合代替缝在衣服内侧
的标签和转移标签，而且越来越多地用
于塑料和木材等基材之上。n
Ralf Rübenach 是 Marabu 公司的产
品经理，Sabrina Kurz 是技术服务经
理。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德国塔姆 Marabu 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49 7141 6910
电子邮件： info@marabu.com
网址：
www.marabu-in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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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容器印刷中的紫外光测量
Karlheinz Mohn 关于过程控制对获得完美结果的重要性的讨论
品牌企业不断寻求更为可靠的生产方法。
因此，印刷机制造商将重点放在印刷质量
（监控图像和色彩）之上。这有助于防止
打印机浪费材料。为获得更好、更可靠的
固化效果，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是
紫外光技术。全新 AKTIPRINT Integrator
CM
可帮助打印机获取固化过程的详细
信息。对于这些特殊应用的过程控制来
说，CM 是一种独特的测量工具。
在强紫外光源照射下，紫外光固化涂层
或紫外光固化着色系统的周边硬化按照
以下方式进行。紫外光辐射引发一种化
学反应。光引发剂和其他紫外光活性元
素与着色剂的其他成分发生反应，导致
涂层接连（着色剂的干燥过程）。
AKTIPRINT CM 是一种用于直接容器印制
的新型测量仪器。该仪器可在一个通道
测量 8 个紫外光灯，得出紫外光辐射剂
量（能量单位 mJ/cm²）和强度（功率单
位 mW/cm²）。
测量直接容器印刷中的紫外光
TECHNIGRAF 已在 2015 年末推出了
AKTIPRINT UV-Integrator CE Full-UV，
用以测量容器印刷中的紫外光（请参阅
2016 年第 1 期“Specialist Printing
Worldwide”中的相关文章）。这种易于
操作的仪器只能测量一盏紫外光灯的紫
外能量。在实践中，可大致测量出紫外
光辐射剂量，仍然属于先进技术。

尽管如此，全新 AKTIPRINT CM 积分器
对于测量特殊应用中的紫外光来说仍是
一种进步，因为其能够在一个通道内测
量多个紫外光源。选用软件可实现结果
可视化，从而可保存印刷过程中的紫外
光参数记录。使用微型 USB 连接器和电
缆便可将结果传至计算机。

要求。这些新型紫外光积分器还增添了
集成式隔热罩。

在固化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紫外光
灯——中压汞灯和紫外光 LED（发光二
极管）灯。这两种技术大相径庭，需要
不同的紫外光着色系统配方。紫外光功
率（强度）和紫外光能量（剂量）的物
理参数以及发射光波长都可通过这两种
技术测定并进行比较。今天，紫外光 LED
灯和汞灯都应用广泛，而且均非常先进。

AKTIPRINT 紫外光积分器 CM 和 CE 是
专用紫外光测量仪器，可满足多种应用
要求（如直接容器印刷）。建议每年校
准一次，但无需额外耗材。因此，总购
置成本低，为用户带来切实利益。n

设备还提供紫外光积分器和打印机共用
时所需的适配器，并根据客户要求进行
定制。客户还可额外订购一台或多台适
配器。

Karlheinz Mohn 担任 TECHNIGRAF 常
务董事

紫外光 LED 技术的市场份额不断增长
专家预测未来紫外光 LED 技术的市场
份额将不断增长。但是，这对于紫外光
测量意味着什么呢？通常情况下，紫外
光灯的最大峰值功率比汞弧灯要高。因
此，为了测量紫外光 LED，必须使用一
种不同的紫外光传感器。有了 CM，用户
（紫外光发光二级管）。
有了 AKTIPRINT 紫外光积分器 CM 和
CE，TECHNIGRAF 现在便可提供两种实用
的用户友好型解决方案，满足客户的各
种要求。两种紫外光积分器均依据 DIN
EN ISO/IEC 17025 的标准进行校准，因
此能够满足现代化质量管理系统的各种

显示和操作

AKTIPRINT
紫外光积分器 CM

在一个通道中测量两个紫外光灯的可视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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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TECHNIGRAF GmbH,
Grävenwiesbach, Germany
电话：
+49 6086 9626 0
电子邮箱： k.mohn@technigraf.de
网址：
www.technigra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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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积极和灵活的员工是 Grünig-Interscreen 公司的成功基础

专注丝网制备五十年
为国际丝网印刷行业提供丝网制备技术的专业供应商
Grünig-Interscreen 股份公司于 2017 年喜迎五十周
年诞辰。以下贡献凸显了公司曾经和现有的辉煌成绩
自 1967 年 Hans-Ulrich Grünig 创建
设计和制造专业丝网制备设备的小公司
以来，使用该技术的丝网印刷工艺和行
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过去 50 年里，
这种工艺一直受到各种趋势、变化和挑
战的影响，而 Grünig-Interscreen 从
纯单人手工机械操作的公司发展成高科
技企业，致力于满足世界各地客户的专
业需求。
该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 1967 年，当时
Hans-Ulrich Grünig 先生在瑞士创办
了一家小型汽修厂。1978 年，世界首
台丝网涂胶机在此诞生。一年后，他开
发并制造了业内首台自动涂胶机（型号
H-41）。在此之后，首款自动清洗和涂
胶系统于 1983 年开发成功，并在世界
各地安装。

设计和身份做出改进，致力于“拉伸/涂
胶/清洗”等领域的发展。
作为一家瑞士家族企业，Grünig 完全支
持自我发展和制造的原则。
公司的核心能力（“拉伸/涂胶/清洗”）
基于瑞士制造业的专业精神和优秀品
质。“瑞士制造”并非一句空洞口号，
而是企业及其全体员工全力以赴恪守的
承诺。今天，清晰透明且充满活力的市
场造就了 Grünig 的整体实力。

公司的最新设计涉及自动胶合领域。胶
合系统与拉伸设备之间的完美结合大大
节约了成本，同时保证高水平品质。
G-STRETCH 275 是一款全自动拉伸机，
具有自动上 UV 胶和 LED 固化功能。
该设计一个特点是，除了所有常用网格
外，还能处理预先涂胶的 PCF 网格。
涂胶
自 Grünig 于 1979 年开发出首台涂
胶机以来，数千台这种机器在全球各地
得到应用。在需要对丝网进行增强、标

拉伸
Grünig 设计和制造各种型号拉伸设备
的历史已有 50 年之久。在此期间，
公司利用各种技术制造出了数千台拉伸
机器，从纯机械版本，到气动和电动版
本，再到全自动拉伸系统。

1984 年，Grünig 现在的 G-WASH 系列
产品初见雏形。1992 年，Grünig 决定
在国际市场建立自己的品牌和产品，与
Harlacher 合作（开发和制造设备）的
时期至此结束。
家族式管理延续至今
2002 年，Grünig 家族的第二代领导人
Marcel Grünig 接管公司并开始打理业
务。公司建设了现代化生产车间，修改
了品牌，并任命 Andreas Ferndriger
为执行管理团队成员，这些都标志着公
司管理权的转移。三年后，公司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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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ünig 于 1978 年在一个小修理厂中
制造出了世界首台丝网涂胶机

自 2002 年起，Marcel Grünig 和
Andreas Ferndriger 便开始在动荡的经
济环境中共同管理 Grünig-Interscreen
公司和 Sign-Tronic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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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核心能力（“拉伸/涂胶/清洗”）基于瑞士制造业的专业精神和优秀品质

准化和自动化时，自动涂层通常是第一
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在所有客户市场中，公司竭力促进工艺
流程标准化，从而改善印刷质量并减少
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丝网制备变得至
关重要。理想的丝网是实现上述目标的
必要条件。
G-COAT 415 系统可实现印刷丝网自动涂
胶和干燥的连续自动化。该设备可提供
直接乳胶膜或毛细管膜的标准化应用，
且精度非常高。
清洗
丝网处理自动化是另一重要方面，在丝
网清洁领域尤其重要。Grünig 产品类型
广泛，不管客户是需要单一紧凑型插塞
和清洗机，还是需要处理小号 (XS) 或
超大号 (XXL) 丝网，亦或是最需要全球
连续自动化解决方案，Grünig 的产品都
能为所有领域的各种规模客户提供理想
的解决方案。
30 多年以来，模块化概念使 Grünig 能
够提供定制解决方案，精确满足客户需
求。公司生产的 G-WASH 170XM 系列
产品为所有清洗工艺流程提供模块化安
装概念：自动为任何尺寸的印刷丝网除
油、清洗、去除涂层和洗印。

战略伙伴关系
2011 年 9 月，Marcel Grünig 和
Andreas Ferndriger 收购了位于维德瑙
的 Sign-Tronic 股份公司。2013 年 6
月，Grünig-Interscreen 股份公司获得
Sign-Tronic 股份公司 100% 的股权资
本，旨在优化协同效应，提高两家公司
的竞争地位，为各种需求提供系统和定
制化专业解决方案。
这两家公司的总部分别位于施瓦尔岑堡
和维德瑙，尽管这两家公司之间存在着
密切的工作关系，但在法律上仍然是独
立实体。Marcel Grünig 担任 GrünigInterscreen
股份公司的首席执行
官，Andreas Ferndriger 则担任 SignTronic 公司的常务董事兼 GrünigInterscreen 股份公司营销主管。
两家公司的员工充满工作热情，全力利
用多种协同效应来共创美好未来。公司
营造一种充满活力的团队合作精神，经
常合作出席各种盛会（例如在汉堡举行
的 FESPA 2017 贸易博览会）。
所有活动都协调有序，围绕自动丝网制
造展开。依据“完美丝网”这一共同口
号，公司为客户制定了具有独创性的整
体解决方案，用以满足所有不同的客户
需求。

G-STRETCH 275 是全自动拉伸机，
具有自动上 UV 胶和 LED 固化功能。

Sign-Tronic STM-TEX-PRO-10 无膜连续
CtS 丝网制造技术不但确保丝网质量，
还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成本。此项技术以
CtS 直接曝光为特色，结合自动丝网洗
印、排吹/预干燥和给料机技术。
出席 FESPA 2017 贸易博览会
在汉堡举行的 2017 FESPA 贸易博览
会为 Grünig-Interscreen 股份公司和
Sign-Tronic 股份公司提供了展示丝网
印刷技术的大好机遇，使其能够为客户
提供必要工具，确保他们在这一具有挑
战性的丝网印刷领域中获得成功。
“完美丝网”便是这两家公司在此联合
贸易博览会上传递的主要信息。为此，
两家公司在此博览会上展示了丝网制备
标准化的重要工艺流程，涉及领域包
括拉伸/粘合、涂胶/干燥、CtS 直接曝
光和洗印/清洗/清理（包括水处理）。
参观者发现几乎所有可能的应用、工厂
规模、模式和预算都可以使用模块化概
念。
创新的团队精神
高素质、积极和灵活的员工是所有公司
的成功基础。 Grünig 拥有很多出类拔
萃的长期员工。公司的周年纪念值得庆
祝。例如，在国际经销商会议上，我们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Grünig 及其员工的
灵活、专业、幽默及对生活的热情。
Grünig-Interscreen 期望在全球丝网印
刷业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n

STM-TEX-Pro-10 无膜 CtS 连续丝网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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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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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gruni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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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可靠的工业印刷方法
Patrick Brunner 概述了当今丝网印刷技术进展
丝网印刷技术在所有相关方面都有所进
步。在过去十年里，这种技术从一种工
艺流程转变为一种高度可靠的工业印刷
方法。
网印直接制版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
响，使印刷质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
平。上下游工序的自动化使网板制作效
率显著提升，之前这些工作大多数由手
动完成。因此，再现性也提升至前所未
有的水平。
经纬尺寸稳定
低延伸率聚酯丝网（例如 SEFAR PME）
的引进使印刷经纬尺寸更为稳定。为许
多工业应用（如电子和汽车行业）打开
了丝网印刷的大门。而且，也意味着丝
网印刷作为制造过程的一部分，其高度
经纬尺寸稳定性能夠保证工业产品的至
高效能。

丝网印刷技术受纺织业青睐

程。由于省掉了清洗、涂佈和清除涂层
等工序，所以简化了订货计划。 处理
速度也有所提升，因为不再需要化学品
采购和库存管理。因此，节省了对清洁
和涂胶设备的投资，也免去了维护和清
洗。同时，材料浪费更少。

简而言之，丝网印刷技术已在各行各业
得到高效应用，走向成熟，可应对新
的印刷要求。比如需要高密度油墨覆盖
率、鲜艳色彩和锐利印刷线条，以及高
物理、化学或颜色牢固度和抗热变形能
力。
因此，丝网印刷在全球工业印刷领域中
占据重要一席。 n

除此之外，采用光敏乳剂预涂丝网（如
SEFAR PCF）还可获得最高质量、工艺
可靠性、再现性和高效益的网板制造过

适用范围广
塑料容器、标签、玻璃器皿、促销产品
等的丝网印刷应用和很多其他具有挑战
性的印刷任务也可依靠 SEFAR PCF 来
完成。

用丝网印刷工艺制作的模内装饰（IMD）

汽车行业从丝网印刷的优异质量中获益

T恤制造业对低延伸率丝网也情有独
钟。低目数而线径细小的丝网，在高
张力情况下也能保持坚固稳定，更加适
合密度更高、表面更平滑的多丛色彩套
印。

Patrick Brunner 担任 Sefar AG 丝网
印刷产品经理

柱状物体对丝网印刷没有难度

一种典型的丝网印刷薄膜开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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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网印刷电路板示例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Sefar AG, Heiden, Switzerland
电话：
+41 71 898 57 00
电子邮箱： printing@sefar.com
网址：
www.sef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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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长的销售额
预示美好未来
Natgraph 公司 2016/17 年度销售额增长 14%，
以强劲之势迈入新财年！

客户对我们高性能产品的需求证明前景
繁荣，创记录的订单簿和令人印象深刻
的“销售管道”都预示着下一季度会产
生更多订单。
特别是北美市场需求的逐渐走强，预计
17/18 财年的销售额会再增长 20%。欧
洲市场的表现也一如既往地好，一些令
人感兴趣的项目逐步开始在亚洲和其他
地区开展。
这些卓越业绩是在对工厂进行重新布局
以提高流动性和效率的重大变革时期取

得的。该变革发展是我们 £400,000 投
资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安装新钣金折
弯机。
Natgraph 持续投资生产设备、工艺和
团队，这有助于公司通过创新、卓越产
品性能和缩短产品前置期充分利用市场
增长潜力。n

欲知其他信息，请联系：
网页：
www.natgraph.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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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产品系列

高质量感光乳剂

植绒胶水

可网印胶水

抗蚀刻和涂层

和网版化学品

直接植绒成形和平面植绒

溶剂型, 水基型或 UV 型;
用于图形和工业应用

用于技术, 图形和保护应用

供每个网印/制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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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版化学品 · 植绒与可网印的胶水
用于表面处理的抗蚀与涂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