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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张纸胶印中联机上光的工艺技术、耗材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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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机上光
从简单的光泽保护层到为了突出局部或实

●

地所使用的引人注目的设计手段中，都有上光
的身影。上光的创造性应用使产品得到提升，

进行的水性或UV上光，
●

其视觉和触觉特性使它们脱颖而出。而且，印
品供应商可以把上光作为一项增值服务，使自
己有别于竞争对手。复合型或双上光印刷机可

在配备有一个上光机组的商业和包装印刷机中
在配备有一个上光机组的复合型印刷机中施加
加印亮油和UV或水性上光，

●

在配备有两个上光机组的印刷机中进行水性上
光加UV或特殊效果的上光。

创造出豪华的无光／光泽效果，金属的和有光
泽的上光油透露出不寻常的视觉效果，有香味

如有特殊的配置则还可以进行双面上光或

的上光油吸引着我们的嗅觉，可刮除的上光油

在压印之前应用底层的∕特殊效果的上光。74

带来令人惊奇的要素，起泡的和粘性的上光油

Karat有上光机组的机型现在已经是标准的配

为包装提供了刚性，UV上光油增强折叠纸盒、

置。KBA甚至提供把非KBA上光模块集成在自

塑料膜片和纸板的内在特性……

己的Compacta商业卷筒纸印刷机和书刊轮转凹

对许多应用来说，联机上光早已被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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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机中的选项。

高质量、具有良好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法，用以

各种类型的上光油以不同的方式与油墨和

取代在特殊上光机或丝网印刷机上进行的脱机

承印物相互影响。它们相互影响的方式与应该使

上光。当今发货的中等幅面和大幅面的单张纸

用的烘干装置的类型直接有关。这只是在后面各

印刷机中，有超过一半的机器至少配备有一个

页中详细讨论的诸多实际问题中的一个。其它问

上光机组。有进行联机上光经验的印品供应商

题包括最佳的上光油粘度、推荐的网纹辊和上光

已经具了有更为强烈的冒险精神。其结果之一

印版及工艺技术的各个方面。为此，本刊物会多

是上光专家们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不能联机

次提到KBA去年在德累斯顿举办的上光研讨会上

进行的应用上。

所宣布的发现。本刊中还有大量实用的提示。对

如果客户指定，KBA可以为其小、中、大

KBA及其伙伴们带到研讨会上的在联机上光方面

和超大规格的利必达和小规格的Performa和

丰富的专门知识和深刻的经验，已经以简洁和易

Genius 52UV印刷机配备达到最高标准的上光

于理解的方式进行了总结。像KBA Process以前

用附件。与加长的收纸装置、移动式机组间烘

各期一样，我们努力对这些工艺技术、它们的好

干装置和印刷机末端烘干装置和自动上光油更

处和缺点、可实现的节省、质量的提高及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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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光油的传送和应用
流平，润湿
质量规范
采用实用技巧
用户评论：包括15个机组的印刷机
上光用橡皮布和印版
采用实用技巧

36
40
42
44
45
48

应用
在无水胶印机中的上光
承印物选择
应用领域和获得成功的用户

52
54
56

联系
资源和伙伴

59
43

开拓复合工艺，提高
公司形象
自2002年第一次出版以来，“KBA Process”一直就是
与主流之外的单张纸印刷的应用相关的技术、工艺和市场
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的一个来源。前几期讨论了瓦楞纸板的
直接胶印、对环境友好的无水胶印，及德鲁巴2000展会后

Ralf Sammeck，KBA单张纸印刷机销售执行副总裁

K B A 经 过 大 量 开 发 工 作 后 成 功 推 向 市 场 的 一 项 技 术 —— 用
UV和油基油墨与上光油进行的复合整饰。
在第4期“KBA Process”中我们对联机上光这一主题进
行更加详尽的讨论。这是因为还有许多其它的选用设备可

从小到超大纸张尺寸的上光和整饰设备进行设计制造上，
没有什么制造商能够与我们相比。

以与复合印刷工艺一起，为顾客和消费者提供他们所需的
经过极好整饰的产品。作者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以简洁

我们将继续使你们在为联机整饰所提供的越来越多的

实用的方式展示这个复杂的主题，使非化学专业的人士也

选用装置中保持更新，并为推动技术的前进不断地作出我

能够容易地理解。众多的图表、表格、图形和插图为上光

们的贡献。我们的目标是在KBA成立190周年之后继续积

艺术当前的状态、市场上可获得的耗材、所涉及的技术和

极提高印刷产品的实力。如果本出版物中的某些看法和建

所取得的实际的和理论的知识提供了深入且广泛的了解，

议能够在您的经营活动中得到应用，我们会非常高兴。

并在其间穿插宝贵的建议。本出版物还收集了KBA于2006
年在德累斯顿举办的有创纪录的800名印刷专业人员参加的
上光研讨会上发表的研究成果。
在行业记者Dieter Kleeberg的协助下，我们编辑创作
了一个易于理解的上光工艺的概要，为所有那些或为了安
装一台新的印刷机、或为寻找新的市场或增强日常生产性
程序、或为了将其作为培训课程的一部分而希望或需要更
加深入钻研上光这个题目的人，提供了有用的提示。
在一个面对着空前规模的广告宣传的社会中，提高
印刷产品（如业务报告、豪华杂志和产品目录册、图片广
告）尤其是销售点的商品包装的形象的机会，存在于是否
创造了吸引眼球的视觉冲击、是否有某些表面特征、是否
有形成对照的光泽和无光光泽效果的强烈的相互作用、是
否有不同寻常的形式，和越来越多的人所要求的是否有吸
引人的香味或与内容相适应的气味。作为大幅面印刷机市
场的领导，KBA在包装和图片广告领域占据着优势地位。
与此同时，我们为几乎所有规格的印刷机提供在纸张、纸
板或塑料上进行联机上光的技术。在按用户的具体要求为

2 Process 4 I 2007

致礼，

上 光类型概览
一种用于各种用途的上光油－这几乎把制造商们繁多的提供物纠集在一起。乍一看，
好像印刷商们会被丰富的选择弄得眼花缭乱，但仔细一检查，通过上光油所使用的技术、
用于硬化上光油的系统及对最终产品的特殊要求，就会把这个选择范围大大缩小。标签上
列出的特性和功能之间的相互影响肯定不会仅仅形成配制它们时所希望出现的结果，所以
印刷商必须随时提防着那些可能对相容性和易整饰性产生影响的意外的“副作用”。

划伤和粘脏，并增强光泽、无
光效果、密封性能、UV涂布性
能等），当然它们也可以以有
特殊效果（珍珠光泽、金属）
的颜料和芳香物质的形式出
现。
早期的水性上光油是经

德国包装印刷商Aug. Heinrigs, Aachen的生产经理Holger Müller正在展示
KBA 74 Karat完成的印张，它显示了用光泽的和无光光泽的水性上光油可
能获得的某些效果。这些上光油主要用于保护承印物并能够毫不延迟地完
成整饰操作或封面的加装。该印张还显示出可以在机上成像的无水胶印印
刷机上完成局部上光
(摄影：Kleeberg)

水基上光油（水性上光油）

过水斗施加的，其质量相对较

水基上光油通过载体(水）

差。现在各地仍有些印刷机配

的蒸发或吸收和分散(悬浮）在

备有两辊上光机组。但是KBA

水中的微粒的沉淀，以物理的方

的客户很早就转而要求为机器

式形成一层凝结在承印物上的油

配备网纹辊上光机组，这种装

膜。上光油中的微粒主要是丙烯

置能够得到最好的上光质量，

酸盐聚合物，预期就像在制造过

而且支持更大范围的应用。

程中那样以聚合作用硬化。水溶

不幸的是，水性上光油应

胶（溶解在水中的树脂和其它

用范围大的好处被其所需的高

物质）促进膜的形成，它把聚

能耗烘干方法所抵消。这是因

合物微粒粘接在一起，并增强

为，与辐射固化的上光油和油

它们粘附在承印物上的能力。

基亮光油不同，水性上光油绝

包含在上光油中的其它物质改

不会含有接近100%的固体物

进它的加工性能：防泡剂防止

质。在实际中，这就意味着不

刮油系统的网纹辊上起泡沫，

是水性上光油中所有的物质都

而表面活化剂用降低表面张力

保留在承印物上。就像我们在

的方法帮助对承印物或油墨组

上面已经提到的，必须使与上

各种上光油的成分及由此

印亮油（现在这种亮油的不变

成的图像的表面进行适当的润

光油其它成分一起施加的水蒸

导出的它们的物理的（干燥）/

黄的型号有时有供应）经历了

湿，或在有底层涂料时，水性

发掉，这就需要非常高的能源

化学的（固化、聚合）硬化原理

一次复兴，尤其是与UV或水性

上光油能够被后面的UV上光

消耗。除此之外，还必须在红

都有所不同。水性上光油和UV

光泽上光油一起的复兴。水性

油适当地润湿。如果收纸装置

外线辐射装置旁边安装一个蒸

固化的上光油是最常用的，而溶

上光油以具有最为广泛的应用

较短，阻滞剂能够改进上光油

气萃取器，也可能还要有一个

剂型上光油（这些是只有两种成

而自豪。但是，对传统的高光

的散布。其它的添加剂起到增

热风刀。如果热风烘干过快，

分的上光油）只用于柔性版和凹

泽整饰来说，UV上光油则是首

强所需特性的作用。它们通常

就会在上光油表面造成细裂纹

版印刷生产中。最近几年中，加

选。

是分散的蜡粒子（对抗磨擦、

（破裂），有大量油墨沉积的

意大利Gavirate的Grafiche Nicolini的顾客手册的品牌制造商们非常乐于利
用公司的技巧用高光泽上光油或油墨和含有金属颜料的水性上光油为产品
目录册和杂志的封面创造出豪华的效果。印刷和联机上光是在一台带上光
机组和加长收纸装置的KBA利必达142五色印刷机，和一台带上光机组和双
倍加长收纸装置并有复合型印刷和纸盒加工能力的KBA利必达105六色印刷
机上完成的

为食品和非食品产品印刷纸盒是（德国）亚琛Offermann-Verpackungen公
司的KBA利必达105通用印刷机的全部日常工作。Markus Offermann说：“用
联机上光装置和加长收纸装置我们能够印刷并可靠地烘干许多不同的水性上
光油，从简单的保护性上光油到光泽的、起泡的和防护性的上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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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标准

水性上光油

自由基UV上光油

便宜

比水性上光油贵

阳离子UV上光油

加印亮油

成本效益：
价格
施加的方法

     建议用刮油刀                建议用刮油刀

比自由基UV上光油贵
        需要用刮油刀

与传统油墨一样

         在最后的胶印机组中   

印刷机的操作
     几乎不会在上光印版上干燥    不会在上光印版上干燥         不会在上光印版上干燥
与油墨相似；可与油墨
                                                                                                            一起运行
没有特殊的烘干装置的
投入

烘干∕固化的投入

非常高的能量消耗，可能
需要热风刀、蒸气萃取器

需要很长的加长部分或很大
的能量消耗

短的加长部分，能量消耗小

发射器的寿命

红外线辐射器和热风刀：
相对寿命较长

UV灯管：相对较短，从
UV-C到UV-A逐渐改变

UV 灯管：相对较短，从
UV-C到UV-A逐渐改变

应用范围

非常广(主要是单张纸胶印）

广(主要是单张纸胶印、丝网
印刷和柔性版印刷）

广(主要是柔性版印刷、窄纸带 防磨擦(单张纸胶印);光泽反
差(复合型上光、滴落效果）
胶印，很少用于单张纸胶印）

烘干(物理的)，固化(化学的)：
原理

蒸发干燥

自由基UV辐射固化

阳离子UV辐射固化

氧化固化，渗透干燥

成膜剂

悬浮在水和溶解于水中的
树脂(水溶胶)中的预聚合
微粒

主要是在暴露于UV辐射时
聚合的丙烯酸树脂(AC)；
100%的固体物质

暴露于UV辐射时聚合的
环氧树脂和特殊树脂；
100%的固体物质

变硬，而且醇酸树脂与氧
桥键起反应； 100% 的固
体物质

起始反应

通过热辐射进行的水的蒸
发和蒸气萃取
短（1秒）

在暴露于 UV-C 辐射时，光
引发剂释放带阳电荷的阳
离子
短（1/2秒）

大气氧的影响

凝固时间

在暴露于 UV-C 辐射时，光引
发剂分裂带阴电荷的有机自
由基
非常短（1/100秒）

成膜过程

聚合物微粒和水溶胶凝结

只是在暴露于辐射时（ UV-B
维持固化反应， UV-A 在层的
深处起作用）

单一辐射脉冲（ UV-C ）启
动链式反应，以完全固化告
终

只有在暴露于大气氧时

促进因素

促进因素 保持在为成膜所
规定的最低温度

惰性氮气层、来自UV灯管的
废热

来自UV灯管的废热 热量

来自UV灯管的废热 热
量，吸收性承印物

抑制因素                冷气流

                大气氧

激发物发射器的经济
使用

                  湿气、低温、碱性纸张涂料

惰性气体腔室或高频发电
机、特殊光引发剂和所需预
聚合物

惰性气体腔室或高频发电
机、特殊光引发剂和所需
预聚合物

非常长

寒冷，湿气

运行性：
粘度

低，适合泵送和刮油系统

低，适合泵送和刮油系统

非常低，极其适合泵送和刮
油系统

较高至糊状

散布趋向

高；有益于高光泽，在固化
中防止收缩

高；有益于高光泽，在固化
中防止收缩

低，尽管粘度低；对光泽
的形成有害，对结构效果
有益

低；有益于结构的和无光
的效果

雾化趋向

较高，限制印刷机速度

较高，限制印刷机速度

较高，限制印刷机速度

低

薄层

               不好，多斑点

       不好，不能彻底固化

厚层

               干燥充分一致

       固化慢

         固化快，彻底

          与油墨相似

                  更快地彻底固化，导致变脆

不可能

印刷适性和易整饰性：
在吸收性材料上的附
着力

非常好                      好

建议为碱性纸张涂料施加底
层涂料

非常好

在合成膜片和金属箔
上的附着

只有特殊类型的水性上光
油才可以

只预先进行静电消除时在
PE和PP上附着良好

在所有的膜片和金属箔上都
非常好

非常差

与覆膜材料和胶的相
容性

特殊密封的、起泡的
上光油等

一般；光泽上光油好于高
光泽上光油

好

好

与压痕∕折页∕压
凸、热转印的相容性

相对较差，因为上光油层
变脆

相对较差，因为上光油层
变脆；有良好的印刷适性

好，因为上光油层是弹性
的；有良好的印刷适性

非常好，因为上光油层是弹
性的；有良好的印刷适性

无

高（多个大功率UV灯管；需
要抽出臭氧）

低（很少的小功率发射器）

无

排放物和迁移：
臭氧排放
热排放

              非常高（有意进行的）

       高（灯罩冷却）

         高（灯罩冷却）

    

无

气味排放

压印过程中可能有氨产生；
干燥后没有（适合于食品包
装）

在压印过程中有上光油固有
的气味和臭氧气味；固化后
低或没有

在压印过程中有极少的臭氧
排放；固化后没有排放（适
合用于食品包装）

与传统油墨一样

迁移

无（适用于食品包装）；有
用于抵抗迁移的保护性上光
油

只能把完全固化的或无迁
移的上光油用于食品包装

无，因为上光油彻底固化
（食品包装的理想选择）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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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视觉和功能特性及胶印相容性对上光油进行的选择
选择的判断标准，规格

水性上光油

辐射固化的上光油

加印亮油

光泽（微观结构，以散布特性为基础）：
高光泽

                                          有                        有

                           无

光泽

                                          有（底层涂料也有）

                           有   

中性色彩                                           有（底层涂料也有）
丝绸无光光泽

     有

     只有加印膏有                   有

                                 有                        有（加印膏也有）

无光光泽                                           有（底层涂料也有）

         有

     有（加印膏也有）

         有

哑光光泽                                           有                        有（加印膏也有）

         有

微观结构（特殊上光油）：
结构的、粒化的上光

                        无                        有

                           有（脱机也可）

轮廓上光                                           无                        有（主要为脱机）

         无

浮雕上光                                           无                        有（只能脱机）

         无

光泽反差（特殊上光组合）：
复合上光(在无光∕粒化加印亮油上施加UV高光泽上光油）   无                        有（全固体）                   有（部分的）  
滴落效果的上光(在无光∕粒化加印亮油上施加水性光泽上光油） 有（热的、全固体）
     无    
                  有（部分的）
双效果上光（在无光∕粒化加印亮油上施加水性光泽上光油） 有（冷的、全固体）

     无

                           有（部分的）

平滑度（特殊上光油）：
有流动效果的上光(用于自动高速包装机械）、扑克牌上光油  有                        有

                           无

防滑上光                                           有                        有                            无
物理稳定性：
在干或湿时防磨擦和刮擦
耐热性和耐冻性
形状稳定性，抗卷曲
无细纹，无裂纹

                        有（湿时用于标签）

     有（主要是所有的UV和EB上光油） 有（特殊加印膏）

                                 有                        无
                        是（用于标签承印物）      无

                           无
                           有（用于薄纸）

                                 是                       

化学稳定性（不起反应、防止迁移）：
耐UV、老化慢

是（不变脆、不变黄）

是（不变脆、不变黄）

是（可提供不变黄的配方）

紫外线过滤（增强耐光性）

是

无

无

耐碱（如用于化妆品）
耐酸

是
是

是(主要是所有的UV和EB上光油) 无
是(主要是所有的UV和EB上光油) 无

对脂肪、机油、水（蒸气*）的防护

是

是(主要是所有的UV和EB上光油) 无

气味小（不考虑油墨和纸张涂料）
* 适用于食品包装
没有气味，无迁移（不考虑油墨和纸张涂料）
* 适用于食品包装

是
* 一般来说是
是
* 一般来说是

是（自由基UV）
* 与包装不直接接触，无ITX

符合药典**

是

是（EB上光油总是符合）

是

是

不

不

混合有干涉颜料（珠光光泽、变色）

有

有

无

混合有光泽的和闪光的颜料（金属氧化物）

有

有

有

混合有荧光颜料

有

有

无

混合有防伪颜料的特性

有

有

无

用于特殊效果的底层涂料

有

有

有（如MetalFX Base油墨）

混合有芳香物质
混合有特殊功能特性：

有

无

无

不
*不

是（阳离子UV和EB）
不
* 阳离子UV和EB总适用，某些制 * 不
造商的自由基UV适用，无ITX

微生物稳定性：
杀霉的和抗菌的
混合有特殊效果颜料（可能有防护性表面涂层）：

可以热封（起泡上光）

是

不

不

与水基的或热熔的胶料的粘合（蒙皮涂层）

是

不

不

可用超声波密封

是

不

不

可以压凸（用于烫金和热转印）

是

不

是

柔性的（用于压痕和开槽）

是

是

是

可以覆上薄的合成膜

是

不常用

不常用

可用作隔离涂层（用于可刮擦油墨，在印刷前施加）

是

不

不

* 水蒸气和冷凝的门限值符合MVTR（湿蒸气透射率）；
** 如FDA规定（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PQG规定（英国药品质量组合）、Leitfaden Gute Herstellungspraxis Pharma-Verpackung（德国∕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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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判断标准，规格

水性上光油

辐射固化的上光油

加印亮油

在油墨上的附着

在氧化油墨上

在UV和复合型油墨上（在机组间 在氧化和复合型油墨上
UV固化后）

与其它联机施加的上光油的相容性

与其它水性上光油相容并作为底层
涂料与UV上光油相容

与其它UV上光油相容，并可用在 排斥水性和 UV 上光油，
水性底层涂料之上
生成光泽反差

低粘度（用于泵和刮油刀）

是

是（通常）

无

较高粘度（用于辊子分布）

无

很少用作加印膏

用作加印亮油∕膏

起泡沫

很少

很少

—

温度范围

较小，取决于上光油的配方

小（建议使用加热模块）

大（与油墨相同）

底层充分弄湿

关键选项

关键选项

是（同油墨）

加长部分

很短即可

尽可能长些

很短即可

快速烘干∕固化

是

是

加有干燥剂时才可能

湿或干时都没有结块或蹭脏

关键选项

关键选项

与油墨相同

相互作用：

运行性：

施加的方法：
联机
一面湿压湿
两面（双面上光）湿压湿
湿态施加在已干燥的油墨上
湿态施加在已干燥的上光油上

通过上光机组或辅助装置
通过上光机组或墨斗
一定要通过墨斗
是（底层涂料也可以）
是
是
是（底层涂料也可以）
是
是
不常用
是(在UV油墨之上）
是（在复合型油墨之上）
是(两种上光油或在特殊效果上光油之上） 是(在底层涂料或特殊效果上光油之上） 不常用

脱机
湿压干

在柔性版、丝网或单张纸凹印印刷中
是（可以是底层涂料）

压光、丝网印刷
是

在湿胶印中施加的上光油

单张纸胶印、热固型

单张纸胶印、热固型、窄纸卷

单张纸胶印

在无水胶印中施加的上光油

单张纸胶印、74 Karat

单张纸胶印、窄纸卷

单张纸胶印

上光印版

橡皮布或感光性树脂柔性版

UV/复合型相容的橡皮布或柔性
印版

任何胶印印版(湿胶印)、
Toray印版（无水胶印）

●
●
●
●

●

●

●

●

●

●

●

●

●

●

●

●

●

●

在有胶印机组的印刷机上
不

●

●

联机印刷生产：

承印物（不考虑已印上的油墨）：
纸张、纸板、瓦楞纸板（直接印刷）

是

是

是

高吸收性纸张和纸板

不

是

是

塑料膜

特殊的

是

不

金属箔

不

是

不

金属板

是（可烘烤的）

是

不

有益的

无气味和迁移，一般没有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无危害，可生物降解

始终没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可提供没有矿物油的配方，
一般没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有害的

烘干时能量消耗大，脱墨需额外加
水

在固化过程中排出臭氧，脱墨
性能不好

用富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的溶剂可洗掉

环境影响：

地方尤其如此。
双管碳辐射器具有更高的

用于金属箔层压承印物或有金
属条或颜料的承印物。

效率水平，而且集成在利必达
印刷机系列所用KBA VariDry
烘干装置中。高频烘干在一家
著名的辐射器制造商那里即将

位于San Giustino的意大利印刷商Vimer的KBA利必达105六色双上光印刷机
主要为名牌化妆品的制造商印刷图片广告。它不仅可以在底层涂料上印刷
UV光泽上光油，而且由于它采用的是模块化烘干系统，它还能够把光泽的
水性上光油与无光泽的水性上光油组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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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固化的上光油(UV上光油）
紫外光是用于固化上光
油的占统治地位的辐射形式。

进入beta测试阶段：其波长只

在实践中，必须用传统方式固

刺激水分子，并造成它们的蒸

化的（即用自由基固化的）

发，而聚合物的分子保持不受

UV上光油的应用，超出了所

影响，即在这一过程中物质和

有其它的上光油。1980年代

它周围的环境不被加热。其缺

中首次出现在市场上的环氧树

点是必须用水性上光油，而它

脂型阳离子固化的UV油墨和

在也要汽化的树脂型溶剂中含

上光油提供了许多好处，第一

量很少。此外，这种方法不适

和最重要的好处就是，尽管它

们固化慢但它们能够彻底固

好。而与阳离子上光油相比，

化，而且适合于食品和药品

自由基上光油则有更广泛更具

电子束固化的上光油（ EB
上光油）

的包装。

差别的应用范围，其中之一就

EB上光油与UV上光油

是与无光的或粒化的加印亮油

不同，它不需要由光引发剂

一起完成的复合型生产。

来触发最初的反应。这是因

UV上光油是暴露于UV-C
辐射时释放出的自由的自由
基或阳离子触发合成树脂中

UV上光油主要用作透明

为电子束就像光谱中与其临

的硬化过程。用于药品和食

的高光泽上光油，较少用作无

近的X射线和核辐射束一样，

品包装的UV上光油的开发

光的或金属效果的上光油。它

是“硬”束，或更正确些的说法

者要注意所使用的光引发剂

们能够很容易地与可UV固化

则是离子束，这就意味着它

在分裂时不会释放出迁移的

的油墨组合在一起，前提是要

们可以在没有光引发剂所提

或对健康有害的产物（见第

在上光前由印刷机组中的烘干

供的刺激物的情况下分裂并

19-21页上关于无迁移的包装

装置对这些油墨进行固化。如

释放上光油树脂中起反应的

一章）。如果要把节能的受

果要把UV上光油施加在传统

自由基。

激准分子灯用作辐射源，那

油墨上，那么必须事先施加一

对人类的细胞和微生物

就 必 须 使 用 含 有 为 U V- B 特 殊

层水基底层涂料把表面密封

同样有破坏作用的电子束是

配制且只能与特殊合成树脂

好，而且该底层涂料必须立即

在高度真空中由钨丝阴极生

预聚合物反应的光引发剂的

烘干。双上光印刷机就是为这

成的，通过环形阳极用高电

覆膜的经济实用的方案。成本

UV油墨和上光油。当其所含

种应用而特殊设计的。在与复

压进行加速，并通过处在惰

的节省超过10%。

光引发剂分裂时触发聚合的

合型油墨一起使用时则不需在

性气体环境中的一个钛箔束

合成树脂是由起反应的有机

中间施加这个高能耗的底层涂

孔施加在承印物上。

分子组成，这些分子中有些

料，因为UV上光油可以直接

因为电子束对健康造成损

的50%）可以通过电压（150 -

是单分子（单体），有些是

施加。如果以脱机方法把UV

害，而且当电子束在上光油

250KV）进行设置，因此固化

低水平预交联的（低聚物、

上光油施加在传统的油墨上，

中被减速时所生成的X射线也

总是很快而且完全彻底。EB辐

预聚合物）。

通常不需要底层涂料。

同样危险，所以必须把系统

射对特别厚的上光油层更加有

一个可用复合上光得到的光泽反差的
好例子：把粒化加印亮油以局部上光
的方法施加在复合型油墨之上，随后
施加全实地的被加印亮油排斥的UV
光泽上光油。这种二维的上光效果可
以与三维的压凸相媲美
(摄影：Schneidersöhne)

●

EB辐射的深入的影响及

其离子化的能力（达固体物质

因为阳离子上光油含有

如果联机施加UV上光油，

安全地封装起来，并要用放

效（一个不仅是家具制造商喜

由有机酸形成的光引发剂，

8微米（0.3密耳）厚的上光

射性剂量计定期对人员进行

欢的优点），并且能够穿透承

所以它们不适用于碱性承印

油层可给出高级的光泽度，因

检查。技术的投入也是相当

印物，所以双面上光的纸张、

物（如其涂料中含有碳酸钙

为上光油具有非常好的流动特

大的，尽管对包装印刷商来

纸板和合成膜片只需在一面进

的纸张），因为这里有纸张

性。脱机使用的上光机可施加

说不算过分。最贵的EB系统

行照射，就能够在几微秒内固

结块和光泽被削弱的危险。

更厚的上光油层，从而可以容

可在家具行业中找到。尽管

化两面上的上光油。

如果重视的是上光油的特性

易地得到100的光泽水平。两

可供印刷机使用的系统只比

和质量而不是成本效率，那

种方法都可作为覆膜的可行的

全套的UV设备稍贵一些，但

固化的三分之一左右，仅是IR

么在使用阳离子上光油前要

替代选择。

不应低估运行成本。最大的

烘干的六分之一。然而效率水

项目就是惰性气体腔室所需

平很高：这一能量的90 - 95%

的用于防止大气氧电离化的

被利用，而UV固化的利用率仅

氮气。比较下，其能量消耗

为50%。

施加底层涂料把承印物密封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

●

所需的能量投入仅为UV

EB辐射是“冷的” - 电子

束帘不产生热量，所以即使是
实际上，电子束固化的确
提供许多有益的性质：
●

它是杀菌的，而且既不

产生气味，也不产生迁移的

用在加印亮油上施加UV上光油和在复合型油墨上施加高光泽UV上光油得到
的光泽∕无光光泽反差，是（意大利）Peschiera的AGF公司在利必达105
复合型印刷机上印刷的这些极其漂亮的促销印刷品的内部和封面上的主要
特征

热敏承印物也可容易地上光，
只要辐射对分子级没有直接有
害的影响即可。
●

使用了与自由基固化的

物质，因此EB固化的油墨和

UV上光油所用相同的丙烯酸盐

上光油特别适用于纸板或化

粘合剂，但是没有昂贵的光引

合物制做的无菌折叠纸盒(如

发剂，所以EB上光油对制造商

TetraPak饮料纸盒)或医药和

来说比UV上光油便宜（有限需

食品行业用的金属箔包装。

求对该价格的影响更大）。而

尤其是对柔性版印刷商

且由于它们不含容易衰变的光

来说，EB上光是取代用定向

引发剂，所以EB上光油的贮藏

聚丙烯（OPP）薄膜进行的

寿命比UV上光油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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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烘干装置和有后燃烧功

烯（PE）和聚丙烯（PP）膜

油基加印亮油（OPV）基

能的抽气装置，已经大大

片及铝箔和涂覆有硝化纤维

本上就是没有颜料的油墨，它

减少了普遍的谴责。工作

（NC）的化合物上。它们既

既会干燥又会硬化。它的干燥

场地的硝基苯蒸气的最大

起到了加印亮油的作用（以

是粘合剂渗入承印物的一个结

允许浓度仅为1立方厘米/

10:4的比例与树脂和固化剂混

立方米(263/1,000,000)，

合在一起）改进了耐化学性和

与 其 相 比 的 甲 苯 为

耐物理性，又起到了为富含硝

200立方厘米/立方米

化纤维的油墨进行印前涂布的

（52,600/1,000,000）！

作用（大约10:1）。

油基亮油

果，但在多涂层的纸板和纸张
上这几乎不起作用。如果将其
施加到仍然湿着的油墨上，加
印亮油就会渗入到墨膜中，从
而在纸张被输送到纸堆上的这
段时间里，牢牢地附着在潮湿

对平版印刷机在单张纸上施加全实地的
上光油和在柔性版印刷和凹印中在合
成的化合物料带上施加全实地上光油所
消耗的材料的数量没有进行过比较。
照片显示的是一台宽纸带柔性版印刷
机在一个班次中进行的两种成分的上
光中使用了多少桶上光油和固化剂。
(摄影：Kleeberg)

使用两种成分的上光油的
危险性较小。它们不是通

粉末涂料

过蒸发而是通过固化干

合成树脂可以用作粘胶涂

燥，或更准确地说，它

料的替代物。它们是作为精

种由称为“氧桥键”的东西所诱

们的干燥是溶剂混合物与
树脂交联的结果。应该在印

细的预聚合的粉末进行施加

湿的胶印机组中转印的，上光

导的化学硬化。大气氧在上光

油通过橡皮布以精确套准的方

刷前的24小时之内准备上光

经得到明确验证的方法，现在

油所含干燥剂（氧化剂）中分

式施加，所以加印上光可以用

油。除用作稀释剂和阻滞剂

已经被印刷业以光泽的、安全

裂时形成的起反应的氧化物离

于甚至最精巧的上光图案和加

的酒精醋酸盐外，它还含有

的色粉的方式用于电子照相

子在矿物性或植物性粘合剂的

网的局部上光。无光的和粒化

液态树脂和固化剂（比例约

的数字式印刷系统中（惠普

分子中沉积下来。催化剂增强

的加印亮油的部分应用，也是

5:2）。所以在实际应用中，

公司的Indigo印刷机、柯达公

树脂分子进行的氧气的吸收。

复合型生产结果的一部分（与

当施加上光油时，它已经完

司的NexPress、施乐公司的

但是，在纸堆中氧气自然要用

UV上光一起），在滴落效果

成了部分交联，但是在纸张

iGen）。树脂微粒，就像常

一些时间挤出一条路才能从纸

和双效果的上光过程中（与水

进入热风烘干装置之前，上

规色粉一样，经由光电导副载

张的边缘到达中心，这明显地

性上光一起）也是如此。把这

光油不会形成一层坚实的表

波作为局部上光或实地上光施

延误了固化过程。因此，几乎

些上光油组合在一起能够实现

面膜。尽管溶剂微粒在热风

加到纸张上，并用加热的方法

不能期望在多图像和多实地的

某些极其复杂的光泽反差。

中汽化，但都不会像硝基苯

进行固定。在暴露于热量时，

那样危险。两种成分的上光

它们立即融化并结合在一起，

的优点是它们能够彻底硬

形成一个具有所需性质的表

的油墨上。
氧化对膜的形成有更大的
影响。更精确地说，这是一

促销和包装印刷中使用的油基
油墨和上光油，可以在承印物

溶剂型上光油

的。这种在材料和家具行业已

堆积成堆的过程中完全固化。

溶剂型上光油由溶解在有

化，并可抵抗热量和多种化

面。这可以是令人惊奇的高光

在输送的油墨中明智地添加干

机溶剂混合物中的树脂组成。

学品。缺点是交联过程及受

泽或无光光泽的整饰、一个模

燥剂可促进固化，改进纸堆的

就像凹印和柔性版印刷的油墨

其影响的完全固化可能需要

仿的水印或什么其它的防伪特

通风，例如用在纸堆形成的过

中的溶剂微粒一样，这一混

数天。

征。涂料粉末甚至可用于在一

程中添加细微的粉末和吹风，

合物必须适合于所用承印物的

在凹印和柔性版印刷中，

种否则就不适用于数字式印刷

也有这样作用。可以插入红外

类型∕所规定的干燥速度。单

两种成分的上光油用在聚乙

的纸张上生成可印刷的表层。

线辐射器来支持烘干和固化过

一成分的上光油以物理的方式

程。

干燥，完全通过溶剂混合物
尽管加印亮油现在改变了

的蒸发进行。它们所含的主

配方以消除变黄（磨损保护用

要的上光油溶剂是硝基苯，

的加印膏除外），并从而适

您可能从曾经用过的硝基漆

合用于全实地上光，但实际上

中听到过它。硝基苯的沸点

这一选项使用得极少，因为越

低，因此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来越多的印刷商正在转向用网

（VOC）。它以与甲苯几乎

纹辊上光装置提高了的联机水

相同的即比乙醚慢6.5倍的速

性上光的质量。加印亮油现已

度汽化。随着环保意识的广泛

不再用于稳定轻量非涂料承印

传播，这种极其易燃和致癌的

物。但是，现在正在对它的内

物质的使用已大大减少，这种

在优点进行从未有过的开发：

现象不仅仅出现在脱机上光

因为这种上光油像传统的印刷

中。在凹印和柔性版印刷生产

油墨一样，是在对铝钣进行润

中，为联机上光系统添加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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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柯达的
NexPress数字
式打印机上用
NexGlosser上
光装置印刷的
个性化请帖。
用加热方法固
定的粉末涂料
的光泽接近UV
上光油的质量
(摄影：
Kleeberg)

烘 干和固化胶印
上 光油的技术
对上光油的应用、固化和烘干的原理、印刷特性和承印物的性质的选择是如此丰富，
所以你一定能够为每一项具体的印刷工作找到一种成膜速度和质量都适合的上光油。使用
的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而KBA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最前面。

果UV上光油是用阳离子固化
的，那么纸张的涂料一定不
得是碱性的。该辐射一定不
得在上光油中造成任何不受
欢迎的物质的释放。某些UV
上光油含有光引发剂，当暴
露于UV辐射时光引发剂会分
裂并产生诸如异丙基噻吨酮
（ ITX ）这样的有问题的副产
品。如果上光油要用于食品
在这台KBA 74 Karat的收纸装置中看上去像太阳一样闪光的东西是红外线
烘干装置，这种装置在配备有一个水性上光机组的机型上是标准部件		
(摄影：Kleeberg)

和药品的包装，它就必须是
无迁移的。
一般说来，辐射器必须
有很高的效率水平。能量的

对上光油、烘干装置和承
印物的一般技术要求

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必须使油

投入应该对膜的形成有最大

墨在上光油之前就已干燥，

的影响，而对承印物和环境

在收纸堆中既不能结块

从而提供一个上光油能够附

的加热则是越小越好。

又不能蹭脏方面，上光油必

着的坚实的基础。

热风刀的横截面：管状外壳（1）有
一个吸入冷空气的内腔（2）。冷空
气从这里进入外腔（3）并在发热元
件（4）上流过。一个传感器（5）
测量已加热空气的温度。进入的
冷空气流强迫热空气通过喷嘴窄缝
（6）。可对窄缝的宽度进行调整，
从而控制与被加温的环境空气的漩
涡（8）一起在承印物（9）上流动
的吹风（7）的扩散程度
(资料来源：Adphos)

光泽上光油需要时间

须满足与油墨相同的技术要

对烘干过程来说，所

来散布并形成光滑均匀的表

求。此外，它们必须与被它

发出的辐射的程度一定不得

面。UV上光油所需的这个烘

们覆盖的油墨相容，即它们

造成承印物的过热和过度干

干时间比水性上光油所需的

必须提供均匀的润湿、牢固

燥；某些合成材料的承印物

时间长得多。为了避免对生

的粘附，而且不易起化学反

不能忍受红外线辐射器和UV

产力造成任何损失，习惯上

应。由此得出结论，烘干或

灯管发出的热量。所以，承

的做法是延长烘干部分，而

固化上光油所使用的辐射形

印物必须与所使用的辐射类

不是降低生产速度。因此，

式，一定不得削弱油墨的烘

型相容。尤其是UV固化能够

进行联机上光的印刷机应该

干或固化的过程。反过来说

在纸张涂料中产生气味。如

有一个加长的收纸装置。在
大多数印刷机中这个部分是

高频烘干装置的发展会使其为印刷机所用吗？
长期以来物理学家们一直在开发在使水蒸发方面比双管碳红外线辐射器

标准收纸装置的两倍长，而
在高速印刷机上则经常为三

更有效率的高频烘干装置。高频烘干装置以一种与微波炉类似的可选择

倍长。最近几年中，已经开

的方式工作，但处在不同的波段中，而且要快得多。尽管在印刷机上使

发出了含水更多的水性上光

用高频烘干装置是个好主意，因为承印物需要保持冷态，但当前还不能

油，其结果之一就是加长两

说这种情况是否真会发生，因为这将需要重新配置水性上光油。水溶胶

倍的收纸装置也很快成为了

的含量必须大大减少，或完全消除，从而使固体微粒在水中分散但不溶

这种上光油的标准配置。

解，并由于水的蒸发而沉淀出来并形成沉淀物，有几分像脱盐车间中盐
结晶的过程。所以这不仅仅是物理学家的问题：上光油制造商将不得
不开发一种全新的产品。这种产品是否像现有的水性上光油一样好和通
用，还是存在一定争议。

水性上光油的烘干技术
水性上光油是通过对承
印物的渗透和用对充满蒸气

Grafix公司制造的IR/HAK组合式烘
干装置把红外线辐射器和一个热风
刀结合在一个充分利用空间的模块
里。吸入的空气流动穿过一个集成
的加热筒（1），并通过多个喷嘴
（2）吹出。一些热空气被引导着绕
过一个红外线辐射器（3）把它进一
步加热（4），其余的热空气（5）
被直接吹到承印物上

Process 4 I 2007 9

的空气进行萃取而实现的水的

放射功率就可覆盖三米（10

蒸发来干燥的。在单张纸印刷

英尺）的幅面宽度。因此 CIR

中，热量是在一个或多个红外

辐射器是所有红外线辐射系统

线辐射器的帮助下施加的。但

中最有效的，用一个很低的能

是红外线辐射有不同的种类。

量投入即可进行极具成本效益

在实践中，快速开断的中波红

的操作。由于施加的热量小，

外线辐射（快速MIR，FMIR）

而且在2000纳米波长时，主

经常与慢速开断的短波红外线

要是使上光油中的水分子振

辐射（SIR）结合在一起，因

动（与微波炉所用的选择性相

为它们各自的辐射光谱的散布

似），这就有了承印物不会达

（强度曲线）在3000纳米水的

到使用其它类型的红外线辐射

最大吸收区域中相互补足。但

器时被加热的程度这个附加的

是，这个结合不是很有效。

优点，所以更加敏感的材料也

作为一个替代物，KBA推

可通过这个烘干装置。高频烘

荐使用Heraeus Noblelight

干中也应用了类似的原理（见

的双管碳红外线（CIR）辐射

方框）。

二向色灯，或“冷光”灯，用把红外
线滤出的方法产生近乎纯的紫外
线辐射。左图上边的系统中，一个
二向色镜反射可见的紫外光，而允
许不可见的红外光（辐射的热量）
通过，并用冷水（CW）冷却。但
是，这并没有把灯直接辐射的热量
滤出，而安装一个防护屏也会削弱
UV辐射，从而降低效率。因此，
大多数的灯都装有一个以石英玻璃
圆盘（Q）形式出现的二向色过滤
器，它把红外光反射回去，而允许
紫外光通过。在下边的系统中，后
面的反射器把所有的辐射都反射到
一个“冷光”镜（CM）上，冷光镜允
许红外线通过，而反射冷的紫外光

纸带的上、下两面上。这种

产生的水蒸气的量不会削弱

器，它具有最大2000纳米的

为了提高它们的效率，经

烘干装置给人深刻印象的长

用于通过后燃烧（如为了冷

强度曲线。尽管中波红外线

常把红外线辐射器与热风刀组

度是纸带速度和最合理的表

却辊）生成能量的充满溶剂

（慢速MIR，SMIR）辐射器

合在一起。就像放置在自动洗

面温度之间妥协的结果。尽

的废气的燃烧适宜性。

的最大2400纳米更接近理想状

车处末端的吹风机一样，它们

管如此，还是有大量的纸张

态，但是它们对开关信号反应

通过窄缝式喷嘴把热气直接吹

被过度烘干，所以不但必须

太慢，而且只有很低的辐射强

到纸张上，并把从上光油中蒸

对它们进行冷却，还要对它

通常，UV固化的上光油

度。与此相反，CIR灯以仅仅

发出来的湿气吹掉。

固化 UV 上光油的技术

们进行再湿润。在某些热固

要求使用覆盖从UV-C至UV-B

1-2秒钟的时间开关，几乎与

在热固型卷筒纸胶印中，

型印刷机上，在烘干装置的

光谱范围的灯。但是不可能

FMIR辐射器一样快，此外它

热气吹风机是现在使用的惟一

入口端插入有附加模块，用

完全省去UV-A，因为UV和复

还具有很高的稳定而均匀的辐

的类型，使用气体火焰烘干装

于施加可刮擦的油墨或再湿

合型油墨中的彩色颜料，根

射强度，以至于60 - 80瓦∕厘

置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现代

胶。但是，也可用这些模块

据 其 色 调 的 不 同 吸 收 U V- B / C

米（144 - 203瓦∕英寸）的

的漂浮式烘干装置把热气吹在

来联机施加水性上光油。所

辐射也不同。

在KBA举办的上光油研讨会上获得的实用提示：
烘干装置的操作和维修
1、使烘干装置保持清洁
烘干装置尤其容易经由
静电荷、暖空气对流和纸张传
送过程中的稳定吹风，被粉子
和纸屑所污染。所以必须定时
清理灯、反射器和传感器，否
则，辐射损失的上升能够达到
两位百分数。
KBA 为 VariDry 烘干装置作
出的建议： UV 模块应每周拆下
一次，红外线模块应每月从机
组间和印刷机末端的烘干装置
上拆下一次，要用浸有石油溶
剂的布清理灯（易碎！）和反
射器（表面易划伤！），检查
有无机械损坏，并根据需要进
行更换。
吹风机 ∕ 抽吸系统上的过
滤器必须定期清理，以防止辐
射装置过早污染。必须把灰尘
和臭氧有效地从 UV 烘干装置中
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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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EIT和Dr Hönle
制造的便携式UV剂量
计和辐射计相类似的
产品，只能获得整体
的测量值

2、老化测试
连续使用并被重
复地接通关断的灯的
强度会有损失，并从
而损失它们的效率。
所以必须定期查看控制台上的耗
用时间计数器，并与制造商的规
定进行比较。一旦达到了规定的
使用寿命，即使其仍然能够工
作，也应该更换。还应检查石英
玻璃的透明度，因为在 UV 辐射
过程中可能生成的乳白色斑点是
辐射无法通过的。

3、检查输出量
用一个金属探针和一个接
触温度计测试任何给定的能量
投入的温度差，即可检查红外
线辐射器的效力。如果能够定
期地以特定的烘干装置的设置
和规定的水性上光油的厚度执
行烘干测试，那么就能够揭示
出许多关于红外线辐射器的输
出量和 “ 真实 ” 年龄的信息。温

度传感器只能确定辐射能量，
因此它不适合用于获取绝对的
测量值。除了某些可靠程度
差不多的硬化测试（见 22-23
页上的 “UV 上光油充分硬化了
吗？ ” ）外，还可以用 UV 剂量
计直接测试UV灯，这样可以把
设定的辐射水平与实际发出的
水平进行比较。

量的红外线辐射。

术投入大大高于窄幅卷筒纸胶

惟一用于固化UV上光油

的替代选择，因为它们要求

的系统就是装在印刷机末端的

有特殊的光引发剂，而只有

有时使用氮（一种惰性

印，因为它印刷的承印物更

UV烘干装置。为了尽可能延

在为柔性版印刷配置的油墨

气体）来提高效率，因为它

厚，而且叼纸牙排高速运行通

长烘干时间，三灯管的UV模

和上光油中才有这种光引发

可以提供一种保护气氛，这

过惰性气体腔室，从而干扰了

块被放置在加长收纸装置的最

剂。

种保护气氛用防止大气氧接
在传统的UV辐射装置

近承印物的方法来加速固化

UV系统的标准形式是中

中，在反射器前面有两个

过程。如果印刷的是热敏承

压水银灯 ——以中等压力填充

灯，反射器还起到水冷快门

印物，而且必须降低灯的功

有汞蒸气的石英玻璃灯。当

的作用，在印刷机静止时，

率以避免过多的热辐射时，

前，受激准分子灯（见方框）

它们保护承印物和临近的零

这就是个好办法。安装一个

对单张纸胶印来说不是可行

件使其与灯隔开。为了将破

促进固化的氮气腔室明显降

坏性的红外线辐射滤出，人

低所需的辐射能量，把生成

们把二向色涂层施加在辐射

的热量减少达80%，并把收

器的表面（“冷光灯”）或施

纸堆的温度降低达15℃。此

末端。

4、检查光谱
红外线辐射器具有一个
持续而无峰的辐射曲线，只有
单独一个逐渐升起和落下的最
大值。当灯老化时，该曲线拉
平，即强度水平减弱，但是操
作方式不变。所以进行老化检
查就足以满足要求。
UV水银灯在其金属卤化物
光谱中具有多个峰，而且这些
峰在固化各种不同的物质（上
光油、油墨、不透明白色涂
层）时和在反应过程（开始、
深入影响、彻底固化）中起主
要作用。为了瞄准这些物质
（在通过彩色的或白色的颜料
时产生可能的最低的吸收），
或为了在反应过程中支持特定
的键，可能必须把个别的灯换
为更为适合的特殊的灯。这是
因为在特别确定剂量的灯（如
用于不透明白色涂料或阳离子
光引发剂的灯）中，用金属
（铟、镓、铁）给电极涂上保
护层，会减弱破坏性的峰并增

加在半渗透的镜玻璃（“冷光

外，该装置还允许提高生产

镜”）上。还可以安装一个选

速度，因为它缩短了印张必

用的石英玻璃圆盘。通过灯

须暴露于UV辐射的时间长

本身的石英玻璃可以滤除大

度。单张纸胶印中所需的技

Grafix二向色UV烘干装置模块。
外壳（1）由一个热防护屏（2）
保护，与可以加热到 800℃的UV
灯（3）隔开。在操作时，两个快
门（4）打开，否则它们是关闭的
（下图）。快门内侧表面上的二向
色涂层允许红外线辐射通过并进入
水冷的导管（5），导管把热量传
导到模块之外。一个石英玻璃圆盘
（6）把灯直接辐射的热量滤出而
允许UV辐射通过。

Adphos-Eltosch制造的TwinRay
UV辐射装置具有独特的设计，它用
一个处在两个分立的UV灯之间的
旋转的二向色快门把两个灯结合在
一起，快门或把光线反射到承印物
上（上图），或使光线离开承印物
（中图）。在需要更换灯时，快门
不再是一个障碍，因为只需打开侧
面板就可接近这些灯（下图）。

中压水银放电（汞）灯的金属卤化物光谱。用添加铟（In）、镓（Ga）或
铁（Fe）的方法可把个别汞的峰拉平或升高。波长从重要的但不引人注意
的UV-C向UV-A的漂移，能够严重削弱UV上光油的固化。
(资料来源：Primarc、Fogra、德国工业安全理事会的UV印刷工作委员会
颁发的UV指导方针)

强有益的峰。
可以用一个UV辐射计来
确定存在何种 UV 微粒及数量是
多少。便携式辐射计只能采集

使在印刷车间使用的便携式辐
射计也具有这一功能，因为随
着UV灯的逐渐老化丧失功率，
辐射的光谱也会发生变化。更
准确地说，在灯的使用寿命
中，光谱和它所有的峰，都将
从 UV-C 向 UV-A 漂移。即使辐
射的水平高，这种波长的漂移
也会严重影响上光油层和油墨
层中膜的形成。印刷机的操作
者必须确保对UV-C进行定期的
“ 更新 ” 。因此在更换灯时，建
议按照UV灯的使用年限安排它
们在印刷机端部烘干装置中的
位置：第一个是新灯（因为它
具有使光引发剂开始作用和固
化上光油所需的高水平的UV-C
辐射），第二个是原来处在第
一位置上的灯，最后是原来处
在第二位置上的灯。

到 UV-A 、 UV-B 和 UV-C 范围内
的一个整体的测量值：峰的位
置和高度只能用实验室的测量
装置才能确定。所以最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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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KBA、AdPhos-Eltosch和萨克森印刷工业学院
（SID）联合开发的惰性气体UV模块在比利时塑料印
刷商Crea那里首次被安装在一台利必达72上。安装一
个氮气腔室来促进充分的固化大大降低了所需的辐射
能，把产生的热量减少达80%，从而使收纸堆的温度
下降15℃。此外，该装置还允许提高生产速度，因为
它缩短了印张必须暴露于UV辐射的时间。单张纸胶
印中所需的技术投入大大高于窄幅卷筒纸胶印，因为
它印刷的承印物更厚，而且叼纸牙排要高速运行通过
惰性气体腔室，从而干扰了辐射的强度。

在UV固化中很少见到与
碳红外线辐射器所用相似的
双联管，因为这些灯会具有
较高的输出。但是，某些制
造商的确提供有成对灯管的
系 统 （ 见 第 11 页 的 A d p h o s Eltosch的TwinRay）。更重
要的是反射器的几何形状。
在单张纸胶印中，曲线不规

各种上光油成膜用的有效电磁频谱
波长

波段、应用

适用的上光油

反应、效果

无线电波∕高频辐射
10米（相当于300MHz的频率）

高频（HF）烘干装置

不含或只含有少量水
溶胶的水性上光油

磁场中的电子自旋排列造成水的蒸发；承印物和环境
保持冷态

水性上光油

水分子的旋转造成水的蒸发，但很慢

●

1厘米（相当于300GHz的频率） 微波辐射装置
光辐射：
●

红外线辐射

一般红外线		

10000-780纳米
(取决于红外线辐射源，包括气
体火焰）

烘房
热风烘干装置

水分子的振动

热风刀

造成水蒸发，烘烤形成上光油膜
金属板印刷用上光油
热固型油基/水基上光油 造成高沸点的矿物油微粒汽化
溶剂型上光油
造成溶剂汽化
水性上光油
用把水蒸气带走的热气流支持红外线辐射器

3000-1400纳米
最大2400纳米，由IR-A/B/C组
成的连续光谱

IR-B、中波IR（MIR）		
慢速MIR（SMIR）辐射装置

水性上光油
加印亮油

以最小的能量投入造成水的快速蒸发，慢速开
断，辐射强度低
支持氧化

●

最大2000纳米，由IR-A/B/C组
成的连续光谱

双管碳红外线（CIR）辐射装置

水性上光油

以最小的能量投入造成水的快速蒸发，快速开

加印亮油

支持氧化

最大1500纳米，由IR-A/B/C组
成的连续光谱

快速MIR（FMIR）辐射装置（经
常与SIR装置组合）

水性上光油
加印亮油

以最小的能量投入造成水的快速蒸发，快速开断
支持氧化

1400-780纳米
1400-780纳米
最大 1100 纳米， IR-A/B/C 组
成的连续光谱

IR-A、短波IR（SIR）、近红外（NIR）
来自UV辐射装置的废热
UV上光油
水性上光油
辐射装置（经常与
装置
SIR
FMIR
组合）
加印亮油

可见光辐射
380-380纳米

光
室内照明

紫外线辐射

一般UV		

380-315纳米

UV-A、长波UV、近紫外线        UV上光油

315-280纳米
280-100纳米

UV-B、中波UV、Dorno辐射
UV-C、短波UV

UV上光油
UV上光油

保持自由基聚合，对UV上光油有深入影响
用分裂光引发剂的方法开始自由基和阳离子聚合
（约200纳米及以上）；对UV上光油最重要

380-200纳米
最大 365 纳米， UV-A/B/C 组成
的连续光谱
308纳米线

UV-1、“石英UV”
中压水银放电灯

UV上光油

主动的UV灯光谱（启动和支持聚合）

特殊UV上光油，金属
箔层压纸
特殊UV上光油，UV
喷墨用油墨

如存在特殊的光引发剂和预聚合物则开始和支持聚
合；承印物保持冷态

UV-2、“真空UV”
中压水银放电灯

漂移中的UV上光油

被动的UV灯光谱（经由向UV-A的波长漂移“输送”有效
的范围）

100-0.0001纳米

XR-1 - XR-5、X射线和伽马辐射

光敏电阻元件的上光油 局部影响（不适合用于印刷电路）

0.0024纳米（Compton电子波
长）

阴极射线管（钨阴极）

EB （电子束固化的） 没有光引发剂，生成的自由基在惰性气体气氛中造成
上光油
聚合；渗入厚层、纸张、纸板、合成膜

●

●

●

●

●

●

●

●

根据剂量和压力

200-100纳米
根据剂量和压力形成的连续光谱

●

XeCI* 灯（氯化氙受激准分子放
电灯）
氙脉冲放电灯（闪光灯）

水分吸收的理想波长：3000纳米

UV上光油

促进UV感应的聚合
以最大的能量投入造成水的蒸发
支持氧化并促进官能团（如OH）交联

不受欢迎的光引发剂的慢速衰变，对 UV 不透明白色涂
层进行固化
高能耗辐射分裂分子
渗入厚层（对UV油墨有深入影响，固化UV不透明白色
涂层，但对UV上光油的影响很小）

如存在特殊的光引发剂和预聚合物则开始和支持聚合

电离辐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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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有上光机组和含有上光模块的加长收纸装置的KBA利必达105。其占
地面积与氧化油墨加水性上光、复合型油墨加油基亮光油和UV上光油、及
UV油墨加UV上光油所占面积一样

KBA-Metronic生产的Genius 52 UV印刷机也可以施加UV上光油。印张离开
配备有共用压印滚筒的印刷机组（1）后，由位于选购的三辊挤压上光装置
（3）的进给装置处的UV灯（2）对水性UV胶印油墨进行固化。上光装置中
辊之间的间隙可以调整以便用于不同的上光油厚度，所以它不仅可以在塑料
上而且可以在纸张和纸板上进行上光。加长的收纸输送带（4）的后面是位
于收纸堆前面的两个印刷机末端UV烘干装置（5）

则的反射器是受欢迎的选择，

够在潮湿的氧化油墨上联机施

因为它们把光线扩散，从而使

加UV上光油。还可以施加两

类型。
加印亮油（OVP）中的

后面（即在加印亮油施加之
后）。在印刷机末端进行UV

光线甚至能够达到纸张上被叼

层水性上光油，第一层中有特

成膜成分基本上是像传统油

固化过程中发出的热量，也加

纸牙遮挡的部分。在卷筒纸印

殊效果（金属、珠光光泽等）

墨那样配制的，而且成膜既

快了加印亮油中的氧化过程。

刷中可以见到不同的几何形

的颜料。由于第一层上光油必

不需要辐射也不需要抽气系

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纸张

状：由抛物面反射器反射的各

须完全干燥后才能施加第二

统。在复合上光中，无光光

表面或在纸堆中与大气氧的接

光束彼此之间平行，这对精细

层，所以习惯上在最后的上光

泽或颗粒效果的局部加印亮

触，在这里，纸张传送和堆叠

的层有好处，但对上光油没有

机组之前安放两个机组间烘干

油是在复合型油墨仍然潮湿

时进行的稳定吹风，是非常有

好处。椭圆形的曲线把附带光

装置，每个装置配备两个红外

的时候施加的，然后施加全

帮助的。当喷粉器在印张上喷

集中起来并从而把功率集中在

线辐射器和热风刀。

实地的UV上光油。机组间

洒作为纸堆中“隔离物”的粉子

加长收纸装置中的印刷机

的 U V- A 烘 干 装 置 被 放 置 在

微粒而添加气流时，施加的粉

如果使用UV油墨和上光

末端烘干装置将配备UV或红

第一个印刷机组的后面（使

子要越少越好，从而不会削弱

油∕复合型油墨，就必须在印

外线∕热风模块，具体情况取

油墨立即稳定在涂料纸或纸

光泽度，在可能的时候最好完

刷机末端的烘干装置中安装一

决于所施加的第二个上光油的

板上）和最后的印刷机组的

全省去喷粉。

一个较小的条带上。

个臭氧抽气装置。有刺激性气
味并有害健康的臭氧是在UV

5

4

3

2

1

光束造成二原子的大气氧分子
与三原子氧反应时生成的。另
一个必需品是一个用于人身保
护的不透明的辐射防护屏，因
为所使用的UV辐射的高能量
密度能够造成灼伤和皮肤癌。

KBA双上光印刷机上烘干
装置的配置：最后的印刷
8
7
6
机组（1）之后是一个网纹
辊上光机组，它把水性上
光油施加在氧化油墨上。
上光油中的水由两个机组间烘干装置（3、4）中的红外线辐射器和热风刀进行蒸发。随后是第二个网纹辊上光机组
（5），它施加一层高光泽的上光油（通常是UV上光油，不常用的是水性上光油）。加长的收纸装置装有印刷机末
端的红外线和热风烘干模块（6、7）、UV-A/B/C辐射装置（8）和臭氧和水蒸气的抽气装置。收纸堆上方的ACS空
气滤清系统（9）抽出所有残留的臭氧和粉子

在施加两种或更多的上光
油时膜的形成

5

3

1

1

1

1

在实际中经常施加两种
4

上光油，在某些特殊配置的印
刷生产线上甚至施加更多的上

8

7

2

2

2

6

光油。所以必须相应地配置烘
干装置，可用把装置加长或把
不同的系统组合在一起的方法
来做到这一点。
在双上光印刷机中，由
一层水性上光油为后面的高光
泽UV上光油形成干燥的底层
涂料。施加底层涂料是为了能

配备有VariDry烘干系统的KBA复合型印刷机的标准配置。靠氧化干燥并在UV辐射下固化的复合型油墨是在前四个
印刷机组（1）上施加的，并由插入式UV-A机组间烘干装置（2）完成部分烘干。在典型的复合型生产顺序中，在
最后的印刷机组（3）中施加的是氧化的无光光泽的或粒化效果的局部加印亮油，而不是油墨。第二个UV-A机组间
烘干装置（4）使加印亮油下面的复合型油墨硬化。网纹辊上光机组（5）施加一层全实地高光泽UV上光油，这层
上光油只粘附在暴露的复合型油墨上，而被加印亮油所排斥。这就生成了光泽级别的反差。印刷机末端的红外线
∕热风烘干装置（6、7）只有在施加传统油墨并随后施加水性上光油时才使用。印刷机末端的UV-A/B/C烘干装置
（8）放置在UV上光油烘干部分的末端。也是在这里，建议安装选购的ACS空气滤清系统（9）。一台必须配备UV
相容的辊子和橡皮布的纯UV印刷机，省去了红外线和热风烘干装置，但没有省去加长的收纸装置。

Process 4 I 2007 13

用把加印亮油与预加温的

受激准分子辐射系统是一个替代选择方案吗？
对柔性版印刷来说答案
是完全肯定的。但对单张纸胶
印来说，适用的 UV 油墨和上
光油的缺失，防止了（例如）
KBA在这条道路上的前进。而
且，尽管曼罗兰在德鲁巴2004
展会上公布了该公司装在一台
B2幅面印刷机上的Seccomatic
Blue受激准分子系统，但其他
制造商没有跟进。受激准分子
系统真的是个好主意吗？
1 、与传统 UV 灯的 600 ℃
相比，受激准分子灯的表面温
度只有30℃。这使你能够进行
热敏承印物的印刷，并且对柔
性版印刷也是很理想的条件。
此外，当印刷机暂停运行时，
这些灯可以关断以节约能源，
因为它们可以在印刷机重新起
动时立即进行工作。而且它们
可以直接冷却，从而减少了工
艺复杂性。

2、受激准分子氦气放电灯
具有非常窄的辐射范围，在柔
性版印刷和Seccomatic Blue中
为308纳米左右（氯化氙受激准
分子）。在308纳米时没有臭氧
产生及纸张涂层分解所引起的
难闻的气味。而且没有对人体
有害的任何 UV 辐射。所以不需
要抽气装置或防护屏。
但是，这些优点被以下几个缺
点所抵消：
1、受激准分子灯在其长度
上的辐射输出比水银灯低，当
前最大只有50瓦∕厘米（127瓦
∕ 英寸）或五分之一。所以必
须提高它的效力，这就可能使
它更复杂，成本更高。一个选
项是用五个受激准分子灯代替
一个传统的灯，可是空间的缺
乏使得这个方法不切实际。另
一个选项是创造一个惰性气体

的气氛来驱逐氧气，但是氮的
存放和所需的惰性气体腔室会
增加成本。Seccomatic Blue
使用了双灯、特殊的反射器和
一个高频15 - 25kW的电源来
提高效率。
2 、只有很少几个特殊的
光引发剂会在 308 纳米进行反
应，所以上光油和油墨中的树
脂就必须与特殊的预聚合物
（二分子聚合物；术语受激准
分子实际上就是从 “ 受激发的
二分子聚合物 ” 导出的，并指
明有交联机理牵涉其中）相混
合。所以不能使用与 UV-C 、
UV-B和UV-A反应的标准的UV
上光油。

滴落效果上光油或正常的可控
制温度的双效果上光油结合在
一起的方法，也可以创造出光
泽反差效果。与复合型生产中
的UV上光油一样，这两种特
殊的光泽上光油都被加印亮油
排斥，或与其脱离或从它上面
滴落，但它们是水基的，因此
需要使用印刷机末端的红外线
∕热风烘干装置。而且它们不
能与高的UV光泽水平相比，
也不能与复合技术可能生成的
多种效果和更精细的细节相
比。
KBA已经售出了多台有
特殊配置的利必达印刷机。这
包括进行双面联机上光的印刷
机，它在翻转装置之前和之后
都配备有机组间烘干装置，并

在金属板印刷机中上光油是如何硬化的？

配备有两个印刷机末端烘干装

在KBA于2003年收购
Bauer+Kunzi 和 2006 年收购
LTG-Mailänder 后，这两个子
公司合并形成了全球金属板
印刷机市场上的领导者KBA
MetalPrint 。即使在被 KBA 收
购之前， Bauer+Kunzi 就曾经
对其生产线中的KBA利必达印
刷机的印刷机组和其它模块进
行过改进。
为了防止金属表面的闪光
露出，或为了模仿一种商标，
通常会在金属板上施加一层不
透明白色上光油，这样做还改
进了油墨的粘附性能。如果要
模仿金、银、铜的色调，就不
会施加这种上光油。然后会在
印刷完成的金属板上施加一层
透明、高光泽的上光油，以使
其重新具有金属感外观并对图
像进行保护。KBA MetalPrint

置。使用这种技术时，上光油

可以提供在金属板印
刷中通常用于白色加
印亮油和耐划上光油
的烘干和固化系统：
烘干和烘烤水性上光
油的热风烘道，和固
化用的UV灯。
通道烘房比热
风烘干装置长，垂直
放置的金属板被传送 在这台KBA的子公司LTG-Mailänder制造的印
从烘房中通过，在正 刷机中，在第一次通过完成印刷及第二次通过
常生产速度下给上光 施加一层透明的上光油后，金属板一端朝下站
立在一个热风烘道的入口处
油 20 - 30 分钟的时 (摄影：Kleeberg)
间彻底干燥并硬化。
这里有为预印刷和整饰准备的 干装置在上光之前直接使油墨
专用通路。因为 UV 油墨成膜非 固化。在仅五米（ 16 英尺 5 英
常快，所以可以联机施加 UV 上 寸）长的烘干部分之后有一个
光油，这个过程比热力干燥占 标准的印刷机末端 UV 烘干装
用的空间小、时间短。因此， 置。可对印张立即进行检查。
越来越多的专业金属板印刷商
选择了UV系统。机组间的UV烘
由KBA的子公司
Bauer+Kunzi制造
的全世界最大的金
属板印刷机，一台
Metalstar-2的八色
机正在印度尼西亚的
United Can Company
进行生产操作。箭头
指向的是第9个机组
（八个墨色用的机组
间UV烘干装置）、第
10个机组（UV上光
机组）和配备有四个
灯头的印刷机末端UV
烘干装置

一个利必达烘干装置滚筒上方的红外线辐
射器和热风刀的排列。可以把一个机组间
UV烘干装置作为一个替代装置安装或作为
其它烘干装置的附加装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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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膜的速度，即在双面印时上
光油在压印滚筒上的粘脏，已
不是一个问题。某些用于在印
刷机末端施加两种上光油的特
殊用途的印刷机，还可以联机
预施加一种特殊效果的上光油
或不透明白色底层涂料，这就
需要在第一个印刷机组前面配
备机组间烘干装置。

Dieter kleeberg

KBA的 VariDry都能做 些 什 么 ?
2003年KBA开始开发一种包括有红外线/热风（IR/TA）和UV烘干装置的机
构内部的多功能烘干装置。现在我们可以为中等幅面的利必达105提供一个完整
的计划，并打算把这一计划进一步扩展我们所有的利必达机型上。但是，为什
么我们要在提供那些已经很成熟的供应商的产品的同时提供我们自己的烘干系
统呢？第4期“KBA Process”为您提供一些答案。

除了要确保所有的系统都像所宣

（FMIR）辐射器的光谱更接近于水的

布的那样工作外，这一新型烘干模块的

吸收曲线（见图表）。因此，CIR辐射

开发工作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主要目标

器可在温度很低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地

上：为了用户的利益把灵活性最大化，

工作。

如确保UV辐射器模块能够插接在任何位

红外线模块和热风刀不需工具

置上，及用提供所有关键参数的控制台

就可从滑入端口拆下，这使得维护和

显示器和控制器来方便操作。

维修工作更快速、更简单。如果需要
更换一个红外线辐射器，只需简单地

红外线 / 热风烘干装置

根据与表面相关的烘干功率标准化了的三种红外
线辐射器——短波（SIR）、快速中波（FMIR）
和双管碳（CIR）——的强度曲线S（λ）。附
加在图表之上的小蓝色图显示了水性上光油（最
大波长3,000纳米）的吸收级别α（λ），并揭
示出在水蒸发方面CIR比其它红外线辐射器更有
效（在CIR曲线之下用浅蓝色填实的部分）。
CIR以最小的能量投入（仅1,200℃）实现了最
大的效果。 （资料来源：Heraeus Noblelight）

拆下两个螺钉，并把辐射器从模块中

利必达105的双倍加长收纸装置可

拉出即可把它从印刷机上拆下。插入

以以7:11的比例容纳多达18个红外线和

式连接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更

热风烘干模块。在烘干部分中可根据生

换，不需要特殊的知识。某些特殊的

产的要求随意布置这些模块，在印张如

应用可以使用快速中波双管辐射器或

何干燥这方面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在进

复合型辐射器（双管辐射器，其成分

行双面印或全张翻版印时，经过最优化

一个是碳，一个是短波）。可以随时

的热风刀用可以实现的最大气量使上光

通过收纸装置上升部分和加长的收纸

油干燥，从而不必降低生产速度。

装置中的窗口对纸张的运行进行监

Va r i D r y 系 统 中 常 规 使 用 的 红 外

视。红外线辐射器强度的调节是通过

线辐射器是Heraeus公司强度为60瓦

对纸堆的温度进行测量并对辐射器的

/厘米（152瓦/英寸）的双管碳红外线

温度作相应调整来完成的。为了方便

（CIR）辐射器。CIR辐射器的光谱被

监视，相关的参数都在控制台上进行

认为比其它短波（SIR）或快速中波

显示。

VariDry用的热风刀（左）和CIR辐射器（右）。
使用平行的灯管是在单独一个辐射器模块中在整
个1,050毫米的幅面宽度上给予必需的60瓦∕厘
米输出的惟一方法。碳丝加热到1,200℃，而且
由灯管内侧的黄金衬层把热量几乎毫无损失地反
射回来

可方便地更换UV模块。照片显示了印刷机末端
UV烘干装置配置的最后三个滑入端口：左手的
UV模块以插入，而且已经连接好可以进行工
作。中间的模块已经被抽出一部分。右手的模块
已经拆下，连接插头“安放”在空端口的下面

左：KBA的VariDry可以容纳七个CIR辐射器，这
里显示的是其中的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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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水冷却。如果把一个UV模块从
一个连接端口拆下，可把媒介干线连接
件插入专用的停放插座中，从而在那里
就不再会有晃来晃去的松散电缆。UV
模块可以安全地无阻碍地更换，用时不
到60秒钟。
使用了变压器或电子镇流器来选择
UV辐射器。它们把静止方式中的功率
设置保持得非常低（变压器：在20%以
UV模块上VariDry媒介连接件用的插座

下；镇流器：在10%以下），这就意味
着巨大的能量节省。而且如果使用的是

辐射器的灯管可以简单地从VariDry UV模块中拉
出或推入

镇流器，烘干装置的电气柜可以比变压

UV烘干装置
机组间的和印刷机末端的烘干装置
使 用 的 U V 模 块 的 尺 寸 与 I R / TA 模 块 相
同，因此也能够在印刷机中自由放置。
标准的模块具有160瓦/厘米（406瓦/英
寸）的强度，可按要求提供其它的功率
级别。模块装有二向色镜，可在吸收大
多数热量的同时反射所有的UV辐射。
这些可方便更换的反射镜具有超过70层
厚的反射表面，它把UV辐射最大化，
同时通过烘干装置的冷却系统把热量最
大限度地消散掉。

器所需的电气柜要小。当前我们正在积
极工作寻找另外的方法和手段使辐射器

新的烘干装置

的功率最优化，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并

新的完整的烘干装置会进一步提高

减少能量消耗。例如在将来应该能够使

我 们 的 Va r i D r y 系 统 所 提 供 的 极 大 的 灵

UV灯在印张之间关断。这能够把能量

活性。单一的 IR/TA和 UV 模块已经开始

消耗最多减少30%，具体数值取决于纸

了与快换装置的配合使用，可把这些部

张的大小。

件中有三个辐射器的红外线模块换为一

可提供掺有铁和镓的UV灯，它们

个UV模块。由于可以用添加机组间UV

可在油墨和不透明白色涂层的固化中实

烘干装置的方法来增加烘干装置中的烘

现 最 大 效 率 。 安 装 Wa s h Tr o n i c 系 统 也

干部件，因此生产的选择实际上是无限

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因为在进行清理工

的。

作时不必把它们关断。

作为一个选购装置，或在尚不能提
供VariDry的那些规格的印刷机中，我们

UV灯可以像我们的IR/TA辐射器那

将继续提供大家所熟悉并经过验证的其

样快速、方便地更换，而且这里也不需

它制造商（如Grafix、IST Metz等）的

要特殊的需事先掌握的知识。一个紧凑

产品。

的媒介插头包含了所有相关的连接件，
所以不需要断开和重新连接电缆。媒介
插头含有一个模块选择控制的高压连接
件、询问信号和快门定位的控制电压、
印刷机控制用的模块识别（如记录下的
与模块在印刷机中位置无关的工作小时

烘干装置（1）与一
个集中的水冷系统
（2）连接在一起，
水冷系统还与空气压
缩柜（3）和多功能
冷却装置（4）连接
在一起。一个外部的
热交换器（冷凝器）
（5）提供冷却输
入。一个泵送和控制
柜（6）只在异常环
境中使用

机组间UV烘干装置可在不到60秒钟的时间内更换完毕。两个印刷机组之间没有“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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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选合适的光引发 剂
当油墨和上光油暴露于UV辐射时，自由基光引发剂与粘合剂相互作用。光引发剂的类型决定了被释放的自由基的类
型，自由基反过来造成固化的差别。配置和使用UV油墨和上光油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把那些其影响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关键特
性最优化：要有良好的运行性和散布、快速的反应和灵活性，然而还要有良好的附着性和最小的颜色和感觉的衰退性。

与辐射能的相互作用

来产生引发基。根据所牵涉

的 U V- C 辐 射 的 渗 透 力 降 低 ，

明的上光油。

自由基光引发剂只吸收

到的颜料的吸收特性，通常

不会削弱固化。如果，例如

当暴露于UV辐射时，光

UV灯产生的处在UV光谱中

较大部分的辐射会被颜料所

在联机预印中，上光油与颜

引发剂通过两种主要的反应：

特定部分中的辐射能。辐射

吸收，因此不会被光引发剂

料竞争吸收辐射，那么就必

碎裂和氢夺取生成自由基。大

的强度取决于UV油墨中的颜

得到用于产生引发基。既没

须 使 用 能 够 吸 收 U V- B 的 光

多数的引发剂立即碎裂（“分

料，因为这些颜料吸收某些

有被反射也没有被吸收的那

引 发 剂 ， 和 最 重 要 的 U V- A

解”）成带有自由电子的起反应

UV辐射。因此它们对产生

部分辐射线（透射）能够被

辐射，因为在这个波长范围

的自由基。其它的引发剂，其

自由基的效率，即对UV油

光引发剂吸收并以引发基的

内的辐射尽管具有较低的能

中有BP和ITX，要求有胺或胺

墨的反应进而对固化过程的

形式被转换为化学能（光分

量水平，但具有更大渗透能

重建的丙烯酸盐即所谓的协和

效率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

裂作用）。

力。

剂的存在，当氢原子分裂时，

UV射线遇到了颜料微粒，就

为了把UV上光油固化，

就像在第 10 - 11 页上的

它们可以产生起反应的自由

可能会看到三种不同的反应

主要吸收短波UV-C光谱

实用提示中解释过的，UV

基。此外，ITX可以起到其它

形式：较小部分的辐射会在

（200 - 280纳米）中的辐射

灯的老化主要显示为其本身

光引发剂（如某些AAK；通常

颜料的表面被反射回来（免

的光引发剂通常是足够的，

U V- C 辐 射 的 明 显 下 降 ， 这 能

是与Ciba的Irgacure 907联合

除），并能够被光引发剂用

因为没有颜料时，富有能量

削弱表面硬化，并从而造成

在一起）的敏化剂的作用，从

表面发粘。

而加快固化过程。

任务的分担

食品包装的注意事项

从与UV灯Hg（UV）的辐射曲线I（λ）相关的光引发剂ITX、Irgacure 369
和TPO的吸收曲线α（λ）的位置可以看出在UV灯的峰值里是哪些光引发
剂被激发进行了反应

UV固化油墨所含颜料的化学、物理和光谱特性与那些氧化固化油墨的颜料
不同。如果光引发剂的吸收曲线α（λ）被置于UV油墨中的颜料的透射曲
线τ（λ）之上，那么相关颜料染色对UV范围（250 - 400纳米）内不同
光引发剂的反应性的影响就可以具有透明性。彩色颜料的吸收曲线（未显
示）与透射曲线相似；只有黑色（K）要明显高些

通常，只渗透表面的

每一个包装产品都对印

短波辐射触发固化和（表

刷油墨有不同的要求，这取决

面）膜的形成，而更进一步

于必须用它包装的产品。像家

渗透的长波辐射把更深的层

庭用清洁剂这样的侵蚀性产品

固化并使上光油附着在承印

的包装，如果油墨和上光油可

物上。印刷油墨的配制通

能与被包装的物品接触，则主

常要包括有用于下面两功

要要求它们具有抗化学反应的

能 之 一 的 光 引 发 剂 —— 即 表

成分。对于食品和半奢侈品来

面硬化用的阿尔法羟基酮

说，重要的一点是油墨和上光

（AHK）和深层固化用的阿

油在感觉上必须是中性的，即

尔法氨基酮（AAK）或日光

没有气味和不会腐败。这一点

敏感的双芳酰基磷氧化合物

不仅适用于经过固化的粘合剂

（BAPO）。其它用于印刷

膜，也适用于未转化的光引发

油墨的现代光引发剂有Ciba

剂和它们的裂变产物。如果油

的Irgacure 369和379、异丙

墨和上光油有迁移，即它们的

基噻吨酮（ITX）、三甲基苯

微粒向被包装物品迁移，那么

甲酰基-二苯基氧膦（TPO）

即使它们不会腐败也无气味，

和monoacyl-phosphinoxide

也是不符合要求的。这一要求

（MAPO）。容易发黄的

同样适用于儿童书籍和教科书

二苯乙醇酮醚最初被苄基衍

的装订，今天这些产品经常是

生物如苄基二甲基酮缩醇

在临界国家以低成本进行生

（BDK）所取代。这些随

产，在那里对危险物质的检查

后被乙酰苯（如阿尔法羟基

尚达不到欧盟的标准。

酮）所取代，后者与二苯甲

像层压材料中铝箔这样

酮（BP）现在常用于固化透

的迁移阻挡层并不总能防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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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裂中的光引发剂：苄基酮缩醇
（1：分解成各带一个自由电子
的两个自由基）、二苯乙醇酮醚
（2）和阿尔法羟基 ∕ 阿尔法氨基
乙酰苯（3）

包装物的污染，如意大利在

正在夺取氢的光引发剂：二苯甲酮
（1：它与一个来自协和剂的氢原
子结合生成二苯基甲醇，在这个过
程中协和剂变成一个自由基）和
ITX（2）

刺激，并对水生生物有危害。

气味的产生

与粘合剂的相互反应

面提到的光引发剂生成裂变

2 0 0 5 年 11 月 证 实 在 儿 童 牛 奶
饮料的包装中发现了极少量

在暴露于UV辐射时，上

须与UV油墨或复合型油墨相
容。

向你的供应商询问

的ITX。油墨与被包装物的接

对光引发剂的选择依旧

产物，它们可能发出或多或

触是粘脏的一个后果，如果

取决于它在上光油或油墨中的

少的可察觉得到的气味；有

在UV油墨和上光油中使

在印刷生产中包装材料不印

工作状况。液体光引发剂（如

一些实际上是无气味的。一

用什么成分最后还是要由制造

刷的内表面与已经印刷的外

BP和特殊AHK的混合物）具

般而言，不必要的过多的光

商决定。危险成分在材料安全

表面接触，就会发生粘脏。

有优势，因为它们在粘合剂中

引发剂会使裂变产物的浓度

数据单中列出。欧洲印刷油墨

尽管ITX可能原本是无害的，

很容易就能溶解或分散。粉末

变高，这可能使油墨和上光

协会的油墨制造商们承诺废弃

但在装有脂肪或果酱的包装

状的光引发剂（如TPO）必

油发出强烈的气味，从而让

包括在一份排除清单中有毒和

中，它往往会留下残余物，

须先溶解然后再混合。

人们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在

危害环境的原料。

这些残余物对健康的长期影

在自由基固化的上光油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未形成

作为一个原则，如果油

响尚未确定。该丑闻发生

中，丙烯酸树脂不是适用于所

网状的丙烯酸盐粘合剂可能

墨、上光油和承印物要与食品

后，至少是在意大利，在接

有应用的粘合剂。尽管环氧丙

有一种特有的气味，这种气

接触，就应该执行它们的毒性

到进一步的通知前禁止把含

烯酸盐极易起反应而且可对抗

味在聚合后会减小。数年来

测试。上光油和油墨只能施

有ITX的油墨和上光油用于食

化学反应，但同时它们粘性

已经可以提供为减小气味和

加在食品包装的外表面上，而

品包装，而其他国家的包装

大，上光油膜将会相应较硬。

对皮肤的刺激性而特别开发

且 必 须 符 合 欧 盟 指 令 8 2 / 7 11 /

生产商自愿放弃了对它们的

聚酯丙烯酸盐粘度水平相对较

的经改进的丙烯酸盐。

EEC。制造合成材料的典型

使用。

低，并产生柔性的上光油膜，

不受欢迎的气味也可能

原料一定不得超过所规定的迁

当把二苯甲酮用于食

而且它们低廉的价格和良好的

是由纸张涂料造成的，在没

移极限（SML）；但是，对

品包装时，对迁移规定了

粘附性对它们一般的反应性是

有UV油墨或上光油的情况

油墨和上光油中所使用的普通

具体的限制。在开发无迁

一个补偿。聚氨酯丙烯酸盐

下，当暴露于UV辐射时，纸

原料没有官方的SML数值。

移 的 U V 上 光 油 时 ， Ve g r a

能够很好地抵抗化学反应，可

张涂料可能产生可察觉的气

为了避免令人不愉快的事件，

Group（维格拉企业集团）

牢固地附着在承印物上并生成

味。可以用对未印刷的纸张

我们建议您从UV油墨和上光

把注意力集中在消除诸如二

柔性的上光油膜，但通常价格

进行辐射的方法对此进行限

油供应商那里获取详细资料。

苯甲酮这样的光引发剂和

更贵些。聚醚丙烯酸盐的特点

制。气味的产生常常表明辐

如果有疑问，应该把使用的全

诸如texanol diisobutyrate

是具有非常低的粘度和相对较

射水平太高，一个更加明显

(TXIB)（2,2,4-三甲基1,3-戊

高的反应性。硅丙烯酸盐只用

的迹象就是纸张涂料变脆。

二醇二异丁酸酯）这样的裂

于特殊用途，或起添加剂的作

在KBA Process第三期

变产物上（见下面一章）。

用。它们的反应性相对较低，

的“复合型生产使质量提高”一

尽管像BP一样，TXIB在

而且通常较贵。

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

LD50标尺（用它表明单位身

丙烯酸盐的特性，如反

的讨论。从所有的变量当中

体重量的致死剂量，执行这

应性、粘度或它的潜在刺激

我们可以推断出，在UV和复

一计量的试验动物有一半会

性，在许多情况中取决于它们

合型胶印中，在辐射水平、

死亡）上没有被列在对人体

的化学结构。例如，某些聚酯

光引发剂和承印物的敏感度

有剧毒的范围内，但是BP的

丙烯酸盐具有所提及的全部特

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是至关

材料安全数据单的确警告其

性。

重要的。当然，UV上光油必

对眼睛、呼吸器官和皮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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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迁移包装印刷
在过去的两年中，消费者和包装印刷商一直在被媒体所报道的纸盒包装污染被包装物
品的事故所困扰，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饮料和婴儿食品的污染。在生产过程中，在把刚刚
印完的承印物复卷时，被检查出的危险物质之一 - 异丙基噻吨酮（ITX）被迁移到了最终将
成为层压纸盒的内层上。但是像二苯甲酮这样的光引发剂和当UV油墨和上光油中的光引发
剂分解时所产生的像TXIB这样的物质，同样有害健康。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所有的污染危
险，以德国Aschau am Inn为基地的Vegra集团开发出了无迁移的粘合剂和上光油。但是首
先必须确定迁移的原因，换句话说就是印刷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人
们发现，即使是再生承印物和印刷机本身所带的微量残留物，也会造成向食品包装中的化
学迁移。
过 去 数 年 中 ， 本 文 作 者 —— 这 是
在一次KBA上光研讨会上拍的照
片——和Vegra集团已经与KBA合作
进行了多次开发工作

产品的开发和测试
我们用在实验室中生产
的与UV起反应的粘合剂和
上光油并应用特定的步骤来
检查有无预聚合物和单体迁
移的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
测试。所使用的光引发剂都
不含二苯甲酮，也都不产生
TXIB。
上光油是在特殊的实验
室中用顶空（或汽相空间）
色 谱 法 —— 气 体 色 谱 法 （ 在
该法中把汽相作为液相中的
浓度指示来分析）与质谱分
析结合的形式进行分析的。

1、DPM洗涤剂对无迁移UV上光油和粘合剂的影响。在每层中都探测到了来自亚磷酸三苯酯稳定剂的酚。某些上
光油配方（VP102-67、-95、-98、-98b）含有0.3 - 0.6%的DPM，其余的则不含。

然后与当前广泛应用的标准
的上光油配方进行比较。其
目的是以一种方法把预聚合
物、单体和光引发剂混合在
一起，使所产生的以最高速
度和效率进行聚合的UV粘合
剂和上光油是无味的，而且
不含可能会迁移到被包装物
品中的低分子化合物。
在多色生产中由一台
KBA利必达105以12,000张
／小时的速度把在实验室配
制的上光油施加到承印物样
品上，并用不同功率设置的
灯进行固化。被测试的承印
物是：
●

金属箔层压的再生GD2

盒用纸板，

2、确定在无迁移上光油VP10299 MF的不硬化应用中的丙烯酸盐的残留物（由三个灯以100%和50%的功率输出
进行辐射）。三种承印物都被非VP10299 MF成分的双丙酮醇（DAA）所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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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

标准的再生GD2盒用纸板，

行清理。在进行上光后立即

●

原始纤维素GC1盒用纸板。

把样张包裹在铝箔中，并以

对在印刷机中暴露于UV

在两次施加上光油之间，

顶空色谱法进行分析。对一

辐射的未上光区域的分析揭

用竞争对手的以双丙酮醇为基

个未上光的承印物进行了分

示：

础的标准洗涤剂对上光系统进

析作为参照。

●

金属箔层压的再生GD2

盒 用 纸 板 的 确 含 有 微 量
Surfynol 104（一种表面活
化剂）、TXIB和二苯甲酮；
•标准的再生GD2盒用纸板
如所预料的含有来自再生纸

3、尽管UV上光油VP10295不含二苯甲酮和TXIB，但在用GC1和GC2盒用纸板和50%的辐射功率进行印刷生产后，这两种物质都被探测到。它们来自印
刷机辊子上的原来的油墨和上光油，并由循环空气迁移到了样张上

4、在以100%的辐射功率进行固化后在全部三种承印物上进行的对无迁移UV上光油VP10299 MF的分析。所含的二苯甲酮大概是从GD2盒用纸板再生成
分中的洗涤剂残留物和未清理干净的上光装置中的TXIB迁移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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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中无法去除的油墨残留物溶 墨成分从纸浆中提取出来。在

移到被包装物品上的物质。

剂（链烷C14、C15、C16、 原始纤维素GC1盒用纸板中的

•应使印刷生产的环境

C18、C19和C20）、一种酯 污染物的水平被认为是可以忽

（印刷机）只限于UV一种加

（ E s t i s o l 2 4 2 ） 和 微 量 的 二 略的。

工，从而排除来自传统耗材

苯甲酮、TXIB和软化剂；

由 于 Ve g r a 上 光 油 中 不 含

污染的可能性。

所使用的油墨也必须是以不会
污染包装的粘合剂和光引发剂
的混合物为基础的。
而水性上光油通常不含任

•原始纤维素的GC1盒用 Surfynol 104、二苯甲酮或

•洗涤剂必须有足够的

何可迁移的成分，如果使用这

纸板含有最少量的二苯甲酮、 T X I B ， 因 此 断 定 ， 在 样 品 中

效力去除所有微量的油墨和

些上光油，应该采取用于UV上

TXIB和软化剂。

发现的这些微量物质一定是外

上光油，而且本身必须不含

光油的那些预防措施：

来物，不会来自实验室试验中

污染物，从而确保没有污染

色谱分析的结果在图表中 使 用 的 Ve g r a 上 光 油 。 而 且 ，

物能够迁移到被包装的物品

显示。

由于在未上光的纸板中存在有

•必须采取预防措施确保

或印刷过程中从污染的纸浆或

在UV辐射过程中承印物上不

测 试 表 明 金 属 箔 层 压 的 辊子上迁移过来的。双丙酮醇

会有像苯甲醛这样的物质作

再生GD2盒用纸板和原始纤 洗涤剂在暴露于UV辐射时发

保印刷环境无污染物。
•选择没有可迁移成分的洗

上。

这些物质，它们只能是在加工

讨论

•选择合适的承印物，并确

为分解的结果产生。

涤剂。

结论
这 些 测 试 揭 示 ， Ve g r a 的

维 素 G C 1 盒 用 纸 板 中 的 二 苯 生分解，而且发现分解产物之

•必须小心翼翼地对UV

新型无迁移的UV上光油（用给

甲酮物质来自上光辊上的洗涤 一苯甲醛从包装中迁移到被包

灯进行维修，并把它们的功

产品名称加MF（无迁移）后缀

剂 、 上 光 油 和 其 它 物 质 的 残 装的物品上。

率输出设置得高得足以触发

加以识别）消除了来自上光油

留物。标准的再生GD2盒用

所施加的油墨和上光油的最

的可迁移成分造成食品污染的

大程度的聚合，从而使它

所有危险。

纸板上的微量油墨油来自原始 对印刷食品包装的建议
•所选择的承印物应对健

们得以通过MEK或丙酮测

中，尚不能把这些油和其它油 康无危害而且不含可从包装迁

试 —— 1 5 次 双 摩 擦 。 当 然 ，

承印物。这是因为在再生过程

Albert Uhiemayr
Vegra集团总裁
德国，Aschau am Inn
www.vegra.de

5 、 用 上 光 油
VP102-66、-97
和-99印刷然后
以同样的功率设
置（三个灯，
100%）进行UV
辐射的三种GC1
盒用纸板样品的
分析。所含的苯
甲醛可能源自双
丙酮醇洗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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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上光油足够硬了 吗 ？
这是一个经常使印刷机操作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UV上光油固化得有多快和是否彻底，上光油与下面的油墨粘接的牢
度如何，以及根据印刷机和烘干装置的具体配置的不同，水性上光油和 ∕或加印亮油哪一个对上光印品的质量和印品可进
行整饰前的延迟时间起决定性作用。通常，操作者必须依靠那些其参数未用所需精度等级定义的测试。这就是为什么Fogra
为辐射固化的UV上光油和油墨的硬度测试设计了更加标准化的方法的原因所在。

在印刷车间进行的硬度测试

还不够硬。

可用辐射固化的耗材的

丙酮测试：用这个方法

一个性质是，只要它暴露于

时是把丙酮施加在上光油膜

UV辐射，交联排序就会继续

或油墨膜上，然后摩擦图像

进行。与在一次触发的链式反

表面。如果溶剂未能使层表

应中完成但尚未用于单张纸胶

面松动并造成它的移动，那

印的阳离子聚合不同，自由基

么就可以认为上光油或油墨

UV交联需要有一些检查膜硬

已经被充分固化。

度的手段。当前，能够由印刷

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有自

商或整饰商直接在印刷机上执

己的缺点：胶带测试中提供

行的简单测试，不能给出可靠

信息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取

的结果。现在有两种在印刷机

决于把胶带贴上和取下时所

上测试硬度的方法：

用的力及胶带本身的性质，

胶带测试、透明胶带测试

而这个性质在一定条件下可

或粘合剂测试：这需要把一条

能改变。除此之外，这个方

胶带压在印品上然后再揭下。

法不能用于非涂料纸。为了

如果任何上光油或油墨膜被与

使胶带测试更加可靠，Fogra

胶带一起扯下，就表明上光油

已经开发出了一种上光油粘

Fogra的上光油粘附力测定装置LHT用把各项参数标准化的方法使胶带测
试更加可靠。其目的就是在保持胶带测试的根本理念的同时把测试的顺序
机械化，用消除人为影响和主观性的方法使人们能够精确、客观和可重
复地确定粘附力的级别。作为研究项目的一部分，Fogra随后检查了在纸
张和盒用纸板上进行UV上光的过程中对交联和粘附力的损害（Fogra no.
4.051）。所取得的知识被用于为印刷专业人士开发一种简单易用的测试
装置。LHT以一种简单的原理为基础：由一个机械装置把一段普通的胶带
贴在测试样张已经上光的表面上并施加一个预先确定的压力。一个金属标
签附着在自由端并被夹在揭下装置中。一个旋转圆盘模拟手动的胶带取下
操作。该装置适用于薄承印物上所有的平面上光油

尽管丙酮已经不再能够溶解所有的可UV固化的耗材，但Fogra的ACET仍然
能够用于上光油或油墨制造商所推荐的溶剂。测试样张被插入该装置，并
把在用移液管计量的溶剂中浸泡过的毛毡垫放在它的上面。用于把毛毡垫
压在样张上的力是通过弹簧精确控制的。把装置的盖盖上，并用秒表小心
控制接触持续的时间，在该时段后把样张取出进行检查。如果上光油尚未
完全固化，就会有一些与下层的油墨一起溶解，纸张就会透背。聚合的程
度越高，用溶剂溶解上光油就越困难，而且经常必须用毛毡垫摩擦直到油
墨被明显擦脏时为止。

附力测定装置，已知其德文首

黑举行的“Fogra UV印刷用

字母为LHT。它把力量、揭下

户论坛”上展出了一种新的测

胶带时的速度和角度进行了标

试装置。与Ushio合作开发的

准化。

这种UV固化测试仪是为了检

随着自由基固化的UV耗

查UV油墨（但不是UV上光

材配方的改变，丙酮测试已不

油！）是否已经在纸张和盒

再可靠。当前使用的大多数

用纸板上彻底固化。在印刷

UV油墨和上光油，即使各层

完成的印张上面放置一张接

尚未完全固化，丙酮也不能把

触印相纸并插入测试仪中，

它们松动和取下。能够确定完

然后承受一个预先确定的压

好硬化和未充分硬化的（上光

力和温度。测试结束时粘在

油、油墨）层之间差别的通用

接触印相纸上的油墨表明固

溶剂尚未开发出来。虽然如

化不完全；如果接触印相纸

此，仍可在印刷机上用测试

是干净的，固化就是完全

溶剂的耐受性来监督固化过

的。

程，当油墨或上光油供应商推

所 有 三 种 装 置 ——

荐另一种可用的溶剂时即可

LHT、ACET和UV固化测试

这样做。为了执行这种测试，

仪 —— 都 可 从 F o g r a （ w w w.

Fogra开发了一种丙酮测试装

fogra.org）得到。相关文件

置或称ACET，可在该装置中

中描述的作为确定固化状态

装填任何类型的溶剂。

的其它简单、熟悉的测试方

2 0 0 6 年 11 月 8 日 在 慕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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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用的都是机械原理，而

（衰减全反射）红外光谱学

且只能用于硬的不可压缩的

（如果是印刷油墨）和共焦拉

承印物。一些实例是在DIN

曼光谱仪（用于可辐射固化的

55676中定义的显微硬度测

上光油）可得出这些层固化状

试、由DIN 53157定义的摆

态的可再生的化学分析数据。

杆阻尼测试，和用锥体尖端
或坠落物体轰击样张表面进
行的测试。磨损测试，如刮

Wolfgang Rauh博士
Fogra（德国）印刷技术研究协会
慕尼黑

擦测试、Taber磨耗仪或指尖
测试，只限用于检查可UV固
化的油墨膜是否完全固化。
滑石粉测试、粘脏测试和光
泽度或粗糙度的测量，也都

由Fogra和Ushio联合开发的UV固化测试仪用热量和压力对纸张和盒用纸板
上的UV油墨进行测试。有热量投入就意味着该装置不适合用于测试塑料膜
片，Fogra也不建议将其用于UV上光油

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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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纹辊上光装置代表了当前
的 技术发展水平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市场上提供的联机上光选购装置已经改进得无法辨认。在单张纸
胶印中，网纹辊上光装置提供的众多好处使得它们成为最受欢迎的选择。多年来高宝一直
在系统推广网纹辊上光技术，最初将其用在自己的利必达和74 Karat印刷机上，最近是用
在自己的Performa印刷机上。尽管偶尔有客户要求在VLF（特大幅面）印刷机上作为替代
装置配备辊式上光装置，而且这种装置也可作为选购装置配备在KBA-Metronic的B3（20英
寸）规格的Genius 52UV上，但只有Performa印刷机提供经由水斗进行上光的选购装置。

∕UV上光油的施加，才可能
实现极好的始终可以再生产的
质量。这些装置可以比其它系
统施加多出许多的上光油，而
且也能在上光印版上对上光油
进行更加均匀的计量。进行实
地应用时，习惯上使用平滑的

面印刷机的好心的方法，高

橡皮布，进行局部上光时，则

宝并未打算采用。其原因很

使用经过剥离的上光橡皮布或

明显：相关的印刷机通常未

感光性树脂凸版。

配备足够数量的IR（红外

最初最常用的上光装置是

线）和热风烘干装置，所以

有多种型式的辊式上光装置。

水基上光油一般达不到应该

最简单的设计就是两辊上光装

干燥的程度，当该附件只能

置，这一设计现在在卷筒纸印

施加实地上光油时，则尤其

刷中仍然是首选，这主要是由

如此。所以，在第一个印刷

于它结构简单，在纸带高速运

机组上印刷第一色之前插入

行而且频繁更换应用时，不会

一个这种附件，或插入两个

出现故障。这是因为与橡胶涂

附件在无机组间烘干的情况

料、上胶、可刮擦油墨或有香

下进行双面上光的主张，退

味的亮光油相比光泽上光油用

一步说也会显得过于草率。

得相对较少。两辊上光装置通

高宝建议为水性上光油配备

常包括一个在上光油盘中旋转

一个专用的上光装置（用该

的有橡胶涂层的液斗辊、一根

装置还可进行局部上光）加

镀铬的上光靠版辊和一个上光

用胶印技术进行的联机上光

泽上光油的质量异常地好。

上适当的烘干技术。从经济

印版滚筒。

在标准的单张纸胶印

在印刷第一色之前，可用同

的观点上看，这是非常合理

单张纸印刷机使用的两辊

中，在最后一个印刷机组上

一个系统来施加立即固化的

的，因为上光远远不是例外

上光装置已经发展为大家所知

通过输墨装置、印版和橡皮

UV底层涂料。在1990年代

而是早已成为惯例，而且可

的挤压式上光装置。橡胶辊已

布施加加印亮油，是惟一仍

更加常用的一个方法是通过

以允许尽快对印品进行整饰

被一根铬辊取代，上光油是通

在使用胶印技术的上光系

水斗和橡皮布施加水基上光

操作。

过放置在辊隙上方液箱的一个

统。这个方法与复合型耗材

油，但如今只有那些很少需

联合使用已经展示出了新的

要施加上光油的用户才使用

局面，可以作为创造复杂的

以胶印技术上光：在KBA-Metronic印刷塑料卡用的OC200印刷机上，通过
为无水UV油墨特殊改装的无墨键输墨装置施加UV底层涂料和上光油。网
纹辊对来自墨斗的上光油进行计量

狭长切口施加。施加上光油的

用上光装置进行的联机上光

数量通过调整辊隙的大小进行

这个方法，因此他们也准备

只有使用一个或多个专

控制，所以可以施加极厚的上

光泽∕无光光泽反差的一个

好了要接受因此造成的质量

用的上光装置进行联机水性

光油层。各辊可以以不同的速

选项。

损害。仍有一些上光油制造

在KBA-Metronic的

商在提供经过最优化的水性

OC200上，当用无水UV胶印

上光油，或如大家所知道的

油墨两个一组印刷单个的塑

水斗上光油。

料卡时，也可以通过输墨装

在水斗的计量位置上，

置、印版和橡皮布施加UV上

一个印刷机制造商提供了一

光油。由于OC200具有配备

个模块化的腔体刮刀附件，

了可控制温度的网纹计量辊

在胶印机上该附件可放置在

的无墨键输墨装置，而且在

通常可以看到橡皮布清洗装

最后的印刷机组后面有充分

置的地方。对这种预期用于

的烘干部分，所以得到的光

很少进行上光操作的中等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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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单张纸印刷机用的联机上光装置：
用辊隙进行计量的（1）、反向运转的（2）两辊上光装置（“挤压式上光
装置”），和同步的三辊上光装置（3）及网纹辊上光装置（4）

辊式上光装置与网纹辊上光装置的对比
判断标准

辊式上光装置

网纹辊上光装置

计量
可施加的上光油膜的厚度

  非常厚                                     通常较薄，但使用特殊网纹辊时较厚

规定的上光油的厚度

  可以用改变辊隙或辊旋转的速度和方向来设置

生产速度的影响

           速度变化造成所施加上光油数量的波动

为适应承印物进行的调整
颜料上光油的施加

  有限的（只能通过上光油的数量进行）

           不好

用预先确定吸纳量的网纹辊来设置可再生产的厚度
无（数量总是恒定的）
精确的（通过使用具有相应雕刻部分的网纹辊进行）

                                    与为较大颜料微粒特殊雕刻的网纹辊结合使用效果良好

上光质量
实地

                    均匀性取决于速度

局部

                    边缘模糊

                           字体和精细细部有极好的再生产性

                  总是均匀的

                    用墨辊清洗装置

                           在上光循环系统中自动清洗，密封的刮刀腔体效率非常高      

操作
清理

更换部件                     很少需要

   

插入新的网纹辊（大幅面印刷机上有起重装置帮助）；定期更换磨
损的刮刀和密封件

6

6
7
3
5

4

2 1

四个印刷机组加上一个网纹辊上光机组：这是利必达74G的标准配置，该
机与74 Karat一样，使用无水胶印油墨和水性上光油

度旋转，这就意味着上光油的

免使用脱机上光系统为自己印

量可以相对印刷机速度进行无

刷的塑料卡进行上光，在对网

级调整。

纹辊上光系统的多个网纹辊进

三辊式上光装置的特点是
有一根浸在上光油盘中的液斗

行测试后，选择了挤压式上光
装置。

KBA 74 Karat上的上光装置：把水性上光油从上光油贮存器中泵送到刮刀腔
体（1）中。具有100线∕厘米（245线∕英寸）刻线的网纹辊（2）施加每
平方米约7毫升（0.02液体盎司∕平方英尺）的上光油。一块可剥离的橡皮
布被装卡在上光印版滚筒（3）上。传纸滚筒已被修改为一个上光压印滚筒
（4）。由四个红外线辐射器和三个热风刀组成烘干装置（5）对从它们下面
通过被送往收纸堆的已上光的印张进行烘干。一个提取器系统（6）去除水
蒸气。印刷机的外壳（7）可以摆动掀起，提供接触上光装置的通道，以便
执行清理和维修工作

辊和一根装在它上面的重辊。

虽然如此，网纹辊上光

纹辊上光装置与辊式上光装置

液斗辊可以与滚筒同向或逆向

装置对单张纸印刷机来说还

不同，它对印刷机操作者的技

旋转。可通过调整重辊和改变

是当代技术发展水平的代表。

术要求较低，而且所需的监视

辊的速度和旋转方向来调整所

因为这些装置是以柔性版印刷

工作更少。

施加的上光油的数量。其结果

（一种凸版工艺）为基础的，

使用网纹辊上光装置不仅

是可比使用辊隙系统的两辊上

所实现的上光质量要比胶印方

可以施加水性的和UV上光油，

光装置进行更加精确的上光控

式好得多，这不仅体现在全实

而且还可以施加金属的和珠光

制。

地的均匀性上，还体现在局部

的上光油及不透明白色涂料。

尽管现在大家认为对小

上光的细节复制上。网纹辊上

可确定所施加上光油的数量，

幅面和中等幅面的印刷机来说

光装置消耗的上光油比辊式上

并可随时以最高的精度进行复

辊式上光装置显得非常过时，

光装置平均少15%。尽管网

制。

但仍然有一些制造商在供应这

纹辊上光装置的确不能施加可

配备有上光装置的利必达

种装置。为KBA-Metronic的

无级调整的上光油膜，但是因

和Performa 74印刷机的购买

Genius 5 2 U提供选购的挤压

为它只受到吸纳量和雕刻网纹

者可以在Harris & Bruno或

式上光装置主要是因为它可以

辊的影响，即与速度不相关，

施加非常厚的上光油膜。瑞典

所以上光油的施加极其恒定，

最早的用户Inplastor为了避

并能可靠地再生产。因此，网

清理简单：74 Karat中上光橡皮布
和其它上光装置的部件都可以容易
地从上面接近(拍照：Kleeberg)

Tr e s u 制 造 的 系 统 之 间 进 行 选
择，这两种装置都提供更换上
光油用的自动系统。（见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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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页上的“自动更换上光油的

印刷纸张而不是塑料膜片时，

技术”。）

才必须进行上光油的更换。

Tr e s u 制 造 的 网 纹 辊 系 统

刮刀腔体或可以旋转

安装在高宝的两种无水胶印

（Tresu）或可以侧向移动

机 上 —— 7 4 K a r a t 和 利 必 达

（Harris & Bruno）以使你能

74G，并可作为替代方案提

够接近网纹辊、两个刮刀和密

供 Te c h n o t r a n s 系 统 。 在 7 4

封件（见“自动更换上光油的

Karat和利必达74G上，上光油

技术”）。在这两种装置中，

更换系统为选购装置，因为大

刮刀腔体都可以手动合上和离

多数用户倾向于只使用一种水

开，操作非常方便。

性上光油；只有要施加颜料上
光油或不透明白色涂料时和要

Dieter Kleeberg

超大幅面的印刷机：甚至利必达205也以使用了网纹辊技术而自豪。在此实
例中，客户选择了Harris & Bruno制造的一个两米（78英寸）宽的刮刀

没有折衷的方案：网纹辊上光装置（像 消耗性零件：用于密封和刮除上光
这里所示为Harris & Bruno制造的装置） 油的刀片必须定期与密封件一起更
在Performa 74上是常规部件。在小幅面 换(照片：Tresu)
和中等幅面中辊式上光装置被认为已经
过时，因为它们生产出的质量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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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拥有选择权：本页顶部图中的利必达105上的刮刀来自Tresu，上图中
利必达142中的刮刀来自Harris & Bruno

网纹辊和上光印版滚筒：在这台利必达105上不会产生上光条痕

用于单张纸产品的脱机上光选项
上光油的施加

水性上光油

用联机上光装置进行全实地
或局部上光

所有类型（光泽的和金属的、 光泽的和无光光泽的
金属的和有色泽的、有香味的 UV上光油
和可刮除的、挂胶、起泡的和
密封的上光油和底层涂料）

其它上光油

用辊式上光装置进行全实地、
剥离的或局部的上光

所有类型

光泽油墨

可能的上光整饰

（在印刷机组中联机
施加金属的和有色泽
的油墨）

单张纸印刷（需额外运行通过印刷
机）、素压印和烫金箔

光泽的和无光光泽的
UV上光油
热熔塑料

高光泽砑光（联机或脱机）、素压印
和烫金箔

光泽的和无光光泽的、金属 光 泽 的 和 无 光 光 泽 的
的和有色泽的、挂胶和粘合 UV 上光油、凸起的和
剂、起泡的和密封的上光油 轮廓的UV上光油
用单张纸凹印机进行全实地上光
光泽的和金属的UV上光
油、溶剂型光泽上光油

金属的和有色泽的油 高光泽砑光（脱机）、素压印和烫金箔
墨、全息和镜面油墨

用加热砑光机进行全实地上光
用平台或轮转丝网印刷机进行
的全实地或局部上光

联机高光泽砑光是该工艺的一部分

金属的和有色泽的
油墨

单张纸印刷、素压印和烫金箔

覆膜

施加的耗材

可能的薄膜整饰

用湿覆膜机进行的全实地覆膜
用干覆膜机进行的全实地覆膜
用热覆膜机进行的全实地覆膜

先是水性或UV粘合剂，然后是薄膜
先是溶剂型、热熔的或聚氨酯粘合剂或蜡，然后是薄膜
薄膜和预先施加的热熔粘合剂

砑光的、彩色的、烫金的或结构化压凸的、局部上光的
砑光的、彩色的、烫金的或结构化烫金的、局部上光的
砑光的、彩色的、烫金的或结构化烫金的、局部上光的

附 录：脱机光泽上光
如果要使承印物的表面
展示出特殊的视觉、触觉或机
械的性质，或随后要执行附加
的整饰加工，如烫金、冲孔或
植绒，那么对承印物执行一次
脱机光泽上光就是值得的。用
其它材料，如类似全息图的薄
膜，进行联机组合加工根本就
不可能。作为最普及的印刷工
艺的丝网印刷，是经常使用的
用途最为广泛的脱机整饰的选
项，尽管轮转丝网印刷机的生
产速度最高也就是辊式上光机
的 70 - 80% ，后者的最大速度
超过10,000张／小时。
与典型的湿压湿联机上光
相比，脱机上光通常是在油墨
已经干燥或固化后才会进行的
工序。因此一般不需要底层涂
料，即可在氧化干燥的油墨上
施加一层 UV 上光油。印刷机基
本上也有这个功能，只不过这

要在油墨干燥后再单独进行一
次上光运行。但某些上光专业
人员不使用印刷机组，他们使
用一个既能进行全实地上光也
能进行局部上光的辊式上光装
置。用这种装置甚至可以安装
感光性树脂上光印版，它复制
的细部图像比联机辊式上光装
置更好。用丝网印刷机复制的
细部图像也很好。
各种油墨干燥后，薄膜都
可很好地粘附在它们的上面。
覆膜机通常都配备一个清理系
统，用于在覆膜前去除粉子和
纸张微粒。应该使用上光油还
是薄膜，主要取决于所讨论的
印刷产品的目的功能和用途。
在视觉上，为获得额外光泽而
平滑砑光的超厚的上光油层的
效果与光泽薄膜一样好。聚
丙烯（ OPP 、 PPVK ）、聚酯
（ PET ）、聚氯乙烯（ PVC 、

GBC Voyager3自动热覆膜机

PVDC ）和乙酸纤维素（ CA ）
的薄膜是当前最广泛使用的类
型。现在还可提供预烫印或预
压凸的薄膜，这样就免除了覆
膜后进行烫印或压凸的需要。
结构化压凸通常模仿亚麻、羊
皮纸或皮革性质的触觉，并经
常用于演示文档和书
籍（如参考书和教科
书）。用彩色的和金
Steinemann Hibis 104
中等幅面丝网印刷机
及用于施加UV油墨和
上光油的圆形丝网

属化的薄膜可以创造出更显著
的视觉效果。覆膜厚度通常在
10 和 100 微米（ 0.4 - 4 密耳）
之间。尽管热熔薄膜不像其它
上光油那样具有广泛的特性，
而且预先施加粘合剂使其更加
昂贵，但由于覆膜更加容易，
所以它变得越来越受欢迎。用
于单张印刷品的覆膜机当前最
大的生产能力为10,000张／
小时。如果把覆膜与压凸相结
合或在纸张的另一面也进行覆
膜，那么生产速度就要降低。
Dieter Kleegerg

Billhöfer辊式上光机中的感光性树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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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纹辊—性质、选择、质
量 、清理
网纹辊是网纹辊上光装置中的关键部件。它的功能是吸纳所需数量的上光油并将其施加
到上光印版上。辊子的雕刻部分和吸纳量必须与所使用的上光油和承印物相适应。必须遵守
特定的清理程序，从而确保获得网纹辊的最佳性能和可靠性。

网纹辊是柔性版印刷工艺

沟槽组成的，而是由可称为

的一个产物。anilox这个词本

“沟槽状产物”的成分组成的。

身指明了它的起源（anil为苯

Zecher使用90°交叉的雕刻部

胺），因为它最初用于施加苯

分在影线沟槽的壁上生成突破

胺类柔印油墨。在过渡期间，

口，留下的只有长而纤细的残

网纹辊发展成了有高度技术含

迹。人们已经发现，这种类型

量的复杂的部件。

的结构施加的上光油的量并不

高宝长期以来在短墨路

比其它结构多，但上光油分散

输墨方面积累的的专业知识意

的程度小，离心力已不再成为

味着高宝是全世界唯一具备在

问题，而且在高速时上光油能

公司内部制造网纹辊所需技术

更有效地释放。

诀窍的印刷机制造商。在高

Praxair以首字母缩写词

宝拉德博伊尔分部制造的网

A RT （ 网 纹 反 向 技 术 ） 为 名 用

纹辊主要用于无墨键、无水

修剪沟槽壁以形成棱锥形的“岛

的短墨路。高宝联机上光装

屿”或“柱子”的方式进一步发展

Te c h n o l o g i e s 和 Z e c h e r 提 供
的。

雕刻网纹的类型
一根网纹辊的整个表面都
是经过雕刻的。经典的雕刻网
纹由网穴组成。以前的凹入部

网纹辊上的网纹
A－ART交叉影线(Praxair):45°角，
1=棱锥边长，2=棱锥间隔
B－六角形(Zecher):60°角，3=开口
的宽度，4=网穴的宽度，5=网壁的
宽度
C－影线(Zecher):60°角，3=开口的
宽度，4=沟槽的宽度，5=网壁的宽
度
D－交叉影线(Zechere):6-突破口

线状雕刻部分也是相互为直角
制成。如果交叉影线的角度减
小到75°，该结构就被扭曲到
它们变平，从而使辊的整个表
面实际上都被上光油所覆盖。
因此，当被传递到承印物上
时，上光油可在更短的时间内

样排列的。后来采用了以蜂房

散开。尽管雕刻部分过于平坦

图案排列的具有球形凹入部分

并从而造成网纹辊上的上光油

的六角形的形状。

深度较浅，但施加上光油时上

尽管当前人们选择诸如

光油已经或多或少预先分散开

六角形这样的封闭结构来施加

这种情况就意味着上光油膜不

金属颜料上光油，但在其它应

移可能造成鬼影，当然这也

会进一步变薄，所以它能够保

用中，已经逐渐转向开放式结

可能是因润湿不当或刮刀腔

持它的最大厚度。这个类型的

构。如今，数年的经验已经表

体中上光油不足所造成。从

交 叉 影 线 被 称 为 A RT- T I F 雕 刻

明，影线，或像螺纹或线条网

另一方面来说，由不规则的

部分（薄墨膜）。它被用于施

屏一样的影线状雕刻部分是效

上光造成的鬼影可用使网纹

加高光泽上光油的网纹辊上，

率最高的结构。尽管影线具有

辊和上光印版滚筒的直径为

生成的光泽水平可比ART高5

防止泡沫形成的优点，但是上

1:1.5的方法来消除。

个点。

光图案比较复杂时还是可能产

要开发的雕刻部分图

生问题，因为离心力会沿着沟

案的最新类型是交叉影线，

槽把上光油驱动到辊的边缘

它生成的图案就像是一个阴

上。这种施加上光油时的偏

图片网屏，但不是由网穴或

60°斜度的影线网纹辊

一个方向上。把柱子拉伸会使

分为棱锥形，而且是像棋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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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60°角的加热YAG激光雕刻的
六角形网纹辊

了交叉影线。在这里，两组影

置使用的网纹辊是由两个专
业制造商，Praxair Surface

具有60°角的氧激光雕刻的六角形
网纹辊

具有45°角的ART网纹辊

具有45°ART角和75°TIF扭曲的
ART-TIF网纹辊
(图像来自：Praxair)

关键参数
在网纹辊上，网纹的复
制分辨率与单位为每厘米线
数或每英寸线数（100线∕厘
米=250线∕英寸，100线∕
英寸=40线∕厘米）的网线数
相符。其细度是由网壁的宽

使用的上光油和承印物的网纹
和吸纳量是至关重要的（见

从TIF辊传递过来的上光油膜（蓝
色）在弹性最大时比从ART辊传递
过来的上光油膜（灰色）薄些。但
是尽管它薄些，却更加平滑，所以
施加的上光油的量比用ART辊施加
的量大。在这个插图中，差别已被
夸大。

表）。
受到网纹结构影响的不
仅仅是所传递的上光油的量：
在使用颜料上光油的地方，网
穴、沟槽或柱状空隙也必须大

度与开口的宽度（单位为微

得能够容纳颜料微粒。金属颜

米的网穴或沟槽的直径）的

料的尺寸在7 - 17微米之间，

差决定的。这被称为网穴与
网壁的比例，而且通常在1:8

于结构的形状和网壁的粗糙

（精细）到1:25（粗糙）之

度，还部分地取决于制作上

间变化。在ART和TIF雕刻部

光印版的材料的表面张力。

分中测量的是棱锥的间隔和

实际施加到承印物上的量还

棱锥的边长。

取决于上光油膜在上光印版

干涉颜料（如Merck的单个薄
如果要有效地使用各辊，就必须能
够对它们进行清楚的识别。辊上的
标签（如Zecher）或身份识别条
（如Praxair）是两个可接受的方法

与滚筒轴线之间形成

上如何分裂。凭经验估计，

米∕平方米）为基础的。在

的已被证明的最好的网纹角

辊上的上光油（从而也就是

测量单位中所造成的冲突，

度，对六角形和影线网纹来

吸纳量）的约四分之一至三

用在指数中删除测量单位的

说 是 6 0 ° 。 对 A RT 和 T I F 来 说

分之一将会被传递到承印物

方法来解决。就像其名称所

该角度为45°，而且TIF有一

上。

暗示的，薄墨膜雕刻部分具
因为低粘度上光油的密

有最低的指数值（1.3）、随

网纹越精细，其雕刻

度（约1克∕立方厘米）与

后是ART（1.8）。其它网纹

部分的深度（单位为微米）

水的密度相似，所以湿态施

处在2.5和3.5之间，具体数

就越浅，从而吸纳量（单位

加的量（体积）与湿态施加

值取决于所用的激光器。

为立方厘米∕平方米，或

的数量（单位为克∕立方厘

BCM；1立方厘米∕平方米

米）是相同的。所以在实践

=0.645BCM；1BCM=1.55

中，经常把网纹辊称为“6克”

立方厘米∕平方米）就越

辊、“12克”辊等。

个附加的75°的扭曲。

选择网纹辊的正确类型
被网纹辊传递的上光油
的量是恒定的，而且在整个

小 。 不 能 为 A R T 和 A R T- T I F

如果被施加到承印物上

幅面宽度上是一致的。用更

网纹计算吸纳量。吸纳量越

的上光油的数量较少，即可

换辊的方法才能改变所施加

小，实际施加的湿上光油的

断定上光油层就会薄些。这

的总量，不能进行分区的计

量（单位为立方厘米∕平方

被称为层厚度指数。它是以

量。所以当生产需要有不同

米）就越小。各个结构把上

雕刻的深度（单位为微米）

的上光油的施加时，选择的

光油清空的程度部分地取决

除以吸纳量（单位为立方厘

网纹辊要有最适合该活件所

上光油中特殊效果的颜料微粒的弹
性必须与网纹辊的结构相适应。
Zecher制造的辊的实例：120线∕
厘米、网穴与网壁的比例1:10（六
角形）或1:16（影线）、网穴 ∕ 沟
槽的宽度83微米、开口宽度78微
米、网壁的宽度5微米
超精细上光图像，如小字体，要求
辊有超精细的网纹和较低的吸纳
量。在上面的图像中，金色上光油
是以180线 ∕ 厘米和6立方厘米 ∕
平方米正确施加的，在下面的图像
中，上光油是以14立方厘米∕平方
米过度施加的(照片：Flint Group)

片状的或封装成珠状的Iriodin
（珠光颜料））和有香味的胶
囊其大小可在5和200微米之
间，具体大小取决于其规格。
比较起来，标准印刷油墨中的
颜料只有1-3微米。即使网穴
和沟槽都足够大，也不是所有
的颜料微粒都能够消失在它们
之中：其余的微粒将被刮刀压
靠在网壁上，从而加快表面的
磨损。这就是为什么珠光上光
油 应 该 用 A RT 辊 来 施 加 的 一 个
原因。
大多数印刷厂通常使用多
种网纹辊。为了避免混淆，网
纹辊的数据必须容易识别。因
此，网纹辊应该与它们的技术
规格一起存放在容器中或架子
上。如果有疑问，最好用容积
计对辊进行检查。
不幸的是，许多网纹辊
仍在使用用印章或振动蚀刻的
方法在钢质端面上制作的非标
准的标记。当辊装在印刷机上
时，这种标记有不易读出的缺
点。一段时间以来Praxair公司
标准的和定制的网纹辊都有了
一个ID（身份识别）条，这样
即使辊安装在上光装置上，你
看一眼就能读出辊的信息。该
ID条根据辊的尺寸和客户规定
的不同而不同，雕刻在圆柱表
面边缘上网纹结构的外侧。这
些数据是电脑生成并与网纹结
构一起雕刻在陶瓷表面的。该
识别条与雕刻表面一样耐磨。

表面和雕刻部分的质量
网纹辊的表面包括有一
个陶瓷层，网纹结构就由激光
雕刻在这个层中。陶瓷特别硬
而且耐磨损。陶瓷层还应该牢
固地粘接在金属辊体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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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上光用网纹辊的规格和推荐应用
网线数

雕刻部分

吸纳量

湿态施加的量*

应用

水性上光油
Praxair ART
120线/厘米（300线/英寸）
Praxair ART
120线/厘米（300线/英寸）
Praxair ART
120线/厘米（300线/英寸）
Praxair ART-TIF
100线/厘米（250线/英寸）
影线
160线/厘米（400线/英寸）
影线
120线/厘米（300线/英寸）
影线
100线/厘米（250线/英寸）
影线
80线/厘米（200线/英寸）
六角形60°
160线/厘米（400线/英寸）
六角形60°
140线/厘米（350线/英寸）
六角形60°
120线/厘米（300线/英寸）
六角形60°
110线/厘米（280线/英寸）
90-100线/厘米(230-250线/英寸）六角形60°

n/a
n/a
n/a
n/a

达170克/平方米的涂料纸
9克/平方米
涂料纸板
13克/平方米
双上光印刷机中的底层涂料
13克/平方米
高光泽上光油
16-20克/平方米
涂料纸
6.5立方厘米/平方米(4.2BCM） 1.6-2.6克/平方米
涂料纸
11立方厘米/平方米(7.1BCM） 2.8-4.4克/平方米
涂料纸
12立方厘米/平方米(7.7BCM） 3-4.8克/平方米
涂料纸
17立方厘米/平方米(11BCM） 4.3-6.8克/平方米
涂料纸
7.5立方厘米/平方米(4.8BCM） 1.9-3克/平方米
涂料纸
8.7立方厘米/平方米(5.6BCM） 2.1-3.5克/平方米
涂料纸
9.2立方厘米/平方米(5.9BCM） 2.3-3.6克/平方米
10.2立方厘米/平方米(6.6BCM） 2.5-4克/平方米           涂料纸
涂料纸
11立方厘米/平方米（7.1BCM） 2.8-4.4克/平方米

UV上光油
达170克/平方米的涂料纸
Praxair ART
n/a
9克/平方米
120线/厘米（300线/英寸）
涂料纸板
Praxair ART
n/a
13克/平方米
120线/厘米（300线/英寸）
高光泽上光油
100-80线/厘米(250-200线/英寸) Praxair ART-TIF n/a
18-22克/平方米
Praxair ART-TIF n/a
25克/平方米(在底层涂料上） 双上光印刷机中高光泽上光油
80线/厘米（200线/英寸）
影线
涂料纸
6.5立方厘米/平方米(4.2BCM） 1.6-2.6克/平方米
160线/厘米（400线/英寸）
影线
涂料纸
11立方厘米/平方米（7.1BCM） 2.8-4.4克/平方米
120线/厘米（300线/英寸）
影线
涂料纸
12立方厘米/平方米（7.7BCM） 3-4.8克/平方米
100线/厘米（250线/英寸）
影线
涂料纸
17立方厘米/平方米（11BCM） 4.3-6.8克/平方米
80线/厘米（200线/英寸）
六角形60°
涂料纸
7.5立方厘米/平方米（4.8BCM） 1.9-3克/平方米
160线/厘米（400线/英寸）
六角形60°
涂料纸
8.7立方厘米/平方米（5.6BCM） 2.1-3.5克/平方米
140线/厘米（350线/英寸）
六角形60°
涂料纸
9.2立方厘米/平方米（5.9BCM） 2.3-3.6克/平方米
120线/厘米（300线/英寸）
六角形60°
涂料纸
10.2立方厘米/平方米(6.6BCM） 2.5-4克/平方米
110线/厘米（280线/英寸）
涂料纸
11立方厘米/平方米（7.1BCM） 2.8-4.4克/平方米
90-100线/厘米(230-250线/英寸）六角形60°
金色和银色上光油
六角形60°
180线/厘米（460线/英寸）
140-160线/厘米(350-400线/英寸）六角形60°
120-140线/厘米(300-350线/英寸）六角形60°
六角形60°
80线/厘米（200线/英寸）
六角形60°
60线/厘米（150线/英寸）
六角形60°
55线∕厘米（140线/英寸）
160线∕厘米（400线/英寸） 刻线
珠光上光油
Praxair ART
180线/厘米（460线/英寸）
Praxair ART
160线/厘米（400线/英寸）
Praxair ART
140线/厘米（350线/英寸）
Praxair ART
100线/厘米（250线/英寸）
100-80线/厘米(250-200线/英寸）Praxair ART
影线
80线/厘米（200线/英寸）
120-70线/厘米(300-180线/英寸）影线
120-60线/厘米(300-150线/英寸）影线
＜60线/厘米（＜150线/英寸） 影线
60-40线/厘米(150-100线/英寸） 影线
粘合剂和密封上光油
55线/厘米（140线/英寸）
（高宝建议）

六角形60°

6.5-7立方厘米/平方米(4.2-4.5BCM） n/a
7-9立方厘米∕平方米(4.5-5.8BCM） n/a
7-10立方厘米∕平方米(4.5-6.4BCM） n/a（在底层涂料上）
15立方厘米/平方米(9.7BCM） 3.8-6克/平方米
17立方厘米/平方米(11BCM）
4.3-6.8克/平方米
21立方厘米/平方米(13.5BCM） 5.3-8.4克／平方米

n/a

7-8克/平方米

线条版、精细的字体和标识
大型正文，大面积实地
在双上光印刷机中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颜料大小＜15微米，网屏
8/平方米
颜料大小＜15微米，实地
12克/平方米
颜料大小＜25微米，实地和网屏
12.5克/平方米
颜料大小＜60微米，实地和网屏
8.5克/平方米
16-22克/平方米           颜料大小＜100微米，实地
颜料大小＜15微米，实地
17立方厘米/平方米（11BCM） 6克/平方米
颜料大小＜25微米，实地和网屏
11-19立方厘米/平方米(7.1-12.3BCM) 6-13克/平方米
颜料大小＜60微米，实地和网屏
11-22立方厘米/平方米(7.1-14.2BCM) 13-20克/平方米
＞22立方厘米/平方米(14.2BCM） 20克/平方米
颜料大小＜125微米，实地
颜料大小＜200微米，实地
22-30立方厘米/平方米(14.2-19.4BCM）20-25克/平方米
21立方厘米/平方米（13.5BCM）

5-7克/平方米

起泡和密盖包装

* 由于用网纹辊联机施加的上光油具有低粘度和与水相似的密度，所以湿态施加1克/平方米，约等于1立方厘米/平方米。

辊体不被腐蚀，该层应不含外
来微粒，并能用激光进行高质
量的雕刻。但是它最重要的质
量是低空隙率，因此该表面必
须是完全平滑和密封的。表面
越平滑，其相对于上光油的界
面张力就越低。而界面张力越
低，在传递和清理上光油的过
程中就越容易清空网纹中的上
光油。Praxair担保该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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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的表面微孔（针孔）不超
过3%，即使是ART和TIF网
纹，这些针孔的影响也是可
以忽略的。

清理
在先进的网纹辊上雕
刻的网纹具有非常平滑的网
壁，因此与它们的前辈相比
不容易被污染。 ART和TIF辊

尤其容易清理。尽管如此，
在使用后立即对它们进行清
理而且通过定期维护对它们
进行彻底的清理，仍是至关
重要的。印刷完成后用上光
油供给系统对网纹辊进行联
机清理，这样就可把网纹辊
保持在刮刀腔体中。在进行
维护时，就必须将其从装置
上拆下。高宝的竞争对手之

一的与上光装置网纹辊相关
的辊库不符合高宝关于对辊
进行简单易行的维护（和识
别）的原理。
可用多种加工方法在
印刷机之外对辊清理，在使
用这些方法时都应该特别小
心。应该严格遵守制造商的
指示说明！
化学清洗剂或多或少都

来自高宝上光研讨会的实用提示：如何操作网纹辊

据）。

1、清理纪律
• 吸纳量决定上光油的厚

• 针孔过多造成雕刻部分
不规则，

度。为了进行精确的计量，印
刷机操作者必须确保网纹辊上
没有干固的上光油残留物。因

用一台Wyko显微镜对有各种测试用雕刻部分的网纹辊的结构和容积进行直
接的干涉测量检查 (照片：Zecher)

- 网纹辊在纸张上的压印
错误，

须清理网纹辊。

- 对测量条压印进行干涉
测量评估时有错误。

• 在联机清理（建议使用
暖水）后，应首先用一块湿布

此，在每完成一个活件后，必

想的条件下，直接在辊上进行

彻底擦拭网纹辊，然后用一块

2、检查吸纳量
• 应该在质量保证程序中规

• 雕刻部分的深度通常不
记录，因为相当大的局部波动

的干涉测量的（即三维的）容

可能产生误导。重要的是应该

干净布把辊擦干，直到所有湿

定要进行定期的维护，这包括

积测量，可把错误公差降低到±

在辊上足够大的部分进行吸纳

气痕迹被除掉为止。

为方便网纹辊的选择而用显微

量的测试。

• 在施加特殊效果的上光
油，如金属或珠光颜料的、起

镜对网纹辊进行检查和测量，

3% 。在用网纹辊测量条进行间
接的光学和干涉测量的容积测

提倡清理纪律和监视网纹辊的

量时，错误的范围在+4%和-7%

泡的上光油和不透明白色涂料

磨损。

之间。

查网纹辊上两个刮刀的刚性和

后，应立即清理网纹辊。实践

• 主要的波动大多数是由下
面的干涉造成的：

磨损。

证明为金色和起泡的上光油

• 在印刷厂或网纹辊制造商
那里根据所使用的工艺以不同

连接一个暖水管路是正确的做

的精度用网纹辊压印法对吸纳

法。

量和其它参数进行监视。在理

• 上光油残留物造成的污
染（测量还可提供污染的证

3、更换网纹辊
• 高宝建议在大幅面印刷

• 条纹通常与吸纳量的波
动无关。如果出现条纹，要检

机上使用吊车更换网纹辊。这
样就避免手动拿放和用力过大

左：使用Praxair和其它制造
商提供的像URMI II（Ucarlox
Roll测量装置）这样的手动测
量装置，可以快速地直接地检
查吸纳量，但精度不高

造成损害的危险。小幅面和
中等幅面印刷机用的辊的重量
轻，完全可以用手更换。
• 必须把辊从印刷机上拆
下，然后才能进行深度清理并

右：可间接确定吸纳量如下：
用规定的力把软膏滚压在网纹
结构中，用纸张进行压印并把
它们送到Zecher公司进行测量

有侵蚀性。现在也提供可生
物降解的产品。清洗剂的侵
蚀性越大，它对辊表面的侵
蚀性就越大，而且腐蚀的危
险就越大。许多印刷商在
适当遵守与健康和安全相关
的注意事项的情况下，每周
进行一次有侵蚀性的深度清
洗。
传统的机械式清理使用
钢刷。这个方法的缺点是，
不能百分之百有效地把所有
网穴都清理干净，而且可能

损害网壁。
介质喷射是一个更有效
的方法。碳酸氢钠和塑料珠相
对温和，固体二氧化碳（干
冰）则更有效，但可能也更有
侵蚀性。
超 声 波 是 另 一 种 方
法，尽管它比介质喷射更贵
些。高宝可提供超声波系
统，或作为替代方案您可从
Zecher公司那里按小时租用
CleanMobil。如果使用得
当，该装置非常有效，但如果

检查磨损的迹象。

失去控制，其强度可能毁坏
陶瓷。
激光清理方法使用了相
对较弱的激光束使上光油残
留物蒸发。清理的彻底性取
决于激光作用在辊上的时间
长度。
J ü r g e n Ve i l , D i e t e r
Klee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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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动更换上光油的技 术
由于实现了自动化，从一种上光油更换为另一种上光油已不再是一件费时的事情。高宝
单张纸印刷机的用户可在Harris & Bruno的单管路泵送系统或Tresu的双管路系统之间进行选
择。由于高宝在测试中已经发现，两种系统得到的结果基本相同，但是自动化的水平和所涉
及的手工操作的投入有变化，所以它们的优点和基本原理也各不相同

与此相比，在像Harris
& Bruno制造的那样的自动输
送系统上彻底清理所有与上
光油相关的部件，仅用几分
钟的时间，具体时间取决于

在每个班次结束时和从一

复合型和双上光印刷机上都是

机时间加长。使用未装在输

使用的上光油、印刷机的幅

种类型的上光油转换为另一种

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在其它

送系统中的简单的上光油泵

面尺寸和自动化的程度。但

类型（如从UV改为水性，或从

类型的上光印刷机上也可能

和刮刀进行的清理循环时，

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因为长

含有特殊效果的颜料的水性上

发生。这些操作应该用时非常

平均每个上光装置用时在20

期以来，为联机上光装置提

光油改为不含颜料的上光油）

短，而且需要印刷机操作者的

和25分钟之间，而且操作

供的自动化水平，总是不能

时，必须对上光装置和输送系

投入非常少。

者在此期间不能进行别的工

与胶印机组的自动化水平相

作。

比。

统进行清理。上光油的改变在

手动清理费时而且使停

Harris & Bruno系
统：单一上光油管路

们的Hydro-Comp刮油系统就

为必须重新连接软管或另外

在交叉污染的危险。如果是

是这种情况，这是H&B输送

转换阀门。而且，这种装置

这种情况，那就能够使系

系统的一个标准部件。

需要两倍数量的泵和阀门，

统完全自动化，并把操作者

一种Harris & Bruno自
动上光油输送系统在三到八分

为了避免不同的上光油

这些装置反过来又使清理和

的干预减至最少，所以准备

钟之内即可清理完成，具体时

在同一个管路中混合，清理

维修的投入加倍，并使系

工作和停机时间都比使用两

间取决于所用上光油的类型和

过程的一个部分必须以我们所

统更容易出现故障和操作错

个管路要短。如果一个系统

印刷机的幅面尺寸。由于清理

知的净化方式（一个H&B专

误，从而使成本提高。

的大小只是另一个系统的一

过程是用按钮启动并自动运行

利）来执行。这需要使用新的

在单一上光油管路中，

半，它需要的维修量就会少

的，因此操作者在数秒钟之后

上光油把清洗剂或上光油的所

如果该系统可执行有专利权

50%，而且受操作者错误影

即可转而执行其它的任务。

有剩余物都从系统中挤出并输

的净化方式的操作，就不存

响的程度也会更小。

送到废料容器中。

全自动的先决条件

有两种选购装置可把自

自动化的水平可以有非常

动操作最优化。一种联机加热

大的差别。全自动就意味着所

模块在把UV上光油加温以获

有 与 上 光 油 相 关 的 部 件 —— 甚

得其最佳粘度上特别有用，该

至 是 上 光 油 桶 的 回 油 软 管 ——

模块用传感器对网纹辊中的温

都只需通过触摸一个按钮即可

度进行连续不断的测量。还

完成清理，而不需进行手动的

有一种特殊的上光油循环器

泵送、阀门的转换和后续的清

SCC，它具有冷却和搅动的

理。为了实现完整性，就应该

作用，使具有流变问题的上光

能够在单一输送系统中从一种

油能够很好地工作。

类型的上光油转换为另一种类
了手动转换软管或阀门，从而

单管路和双管路系统：正
反两方面的理由

消除了把上光油意外混合的危

以前，如要避免交叉污

型的上光油。使用单管路避免

险。

染，就绝对需要两套分立的上
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刮油

光油管路。尽管转换时间要比

系统必须完全嵌入控制装置之

基本的手动系统短，但Harris

中，而且刮刀腔体的装填阀和

& Bruno相信这一进步是以损

排放阀必须是自动控制的。我

害自动化为代价才取得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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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 & Bruno的单管路上光油输送系统的最复杂的机型包括一个嵌入的
HydroComp刮油系统（1）、一个用于从一种上光油类型转换为另一种类
型（在这里显示为两个上光油桶：上光油1和上光油2）的LithCoat循环器
（2）、一个选购的用于UV上光油的联机加热模块（3）和一个选购的包括
用于具有流变问题的上光油的冷却装置（5）和搅动装置（6）的特殊上光
油循环器SCC（4）。所有部件，包括软管和上光油桶，都是在触摸一个
按钮后就自动清洗完成

虽然如此，分立的上

视觉化显示。

上光所需的每分钟3.6升的最

光油输送系统或更确切地说

第二个项目考虑的是根

大吸纳量。以这种速度运行

就是SCC对一些特殊的应

据不同的粘度或生产过程中

时，泵的空气消耗量等于约

用来说还是可取的或是必需

粘度的变化对泵送系统进行

0.3千瓦，与同等流量电泵的

的。例如，当使用那些要求

自动的调整。高宝的上光研

能量消耗相当。

装填量很少的高粘度介质或

讨会已经清楚的表明，这是

昂贵的上光油时，或上光油

一个许多印刷商很少关心的

需要进行诸如冷却或搅动这

话题。

些特殊的处理及轻柔的泵
送时，就属于这种情况。一

结论
胶印机中联机上光装置
使用的设计良好的自动输送

所使用的上光油泵

些实例为含有珠光或彩虹

所有网纹辊上光和输墨

颜料、某些金属颜料（如

系统中，80%以上都以隔膜

Metalure）、香水的上光

泵为动力，而在大多数情况

油，某些高粘度起泡上光

下这种泵是靠压缩空气工作

油，UV柔性版印刷油墨和某

的。这种类型的泵仍然是流

些不透明白色涂料。

量、可靠性和价格方面妥协

系统的最大优点是减少了印
刷机的停机时间。
Gerhard Palinkas,
Harris & Bruno Europe,
Schwäbisch Gmünd

的最佳结果。

新的进展

隔膜泵的最大缺点是脉

Harris & Bruno与高

动，可是这对先进而稳定的

宝进行持续不断的合作以提

刮油系统没有什么影响。与

高装置的可操作性和易维修

之相反，在清理过程中脉动

性、可靠性和自动化程度。

实际上可起到好的效果。

当前，两个主要的项目正陆
续接近成熟。

消耗大量的空气也被人
们批评为一个缺点。具有正

第一个项目是把对上光

确动力水平的泵以一个非常

油输送的控制集成在印刷机

慢的速度来填充上光油管路

的主控台中。然后该系统就

中的刮刀腔体。在Harris &

能像印刷机一样使用图形化

Bruno的系统上，这个速度

用户接口。这样还能使计时

约为每秒钟一个冲程，每分

器设置的编程更加容易，并

钟泵送量约9升。这多于在

能生成泵送系统操作状态的

大幅面印刷机中进行全实地

在Harris & Bruno的HydoComp刮刀腔体中，液压气动的刮刀压力控制装置
（1）位于一根轴（2）上，并在整个幅面宽度的多个位置上发生作用，从而
确保了刮刀的压力均匀一致，而且在做线性调整时不会弯曲

Tresu 的系统：两个
上光油管路

供把标准的上光装置转换为

清理。一个班次的工作结束

油的管路和一个用于UV的管路

用于特殊应用的先进的上光

时或更换上光油时，建议采

的L30 Combi配备有四个压缩

系统的全部业务。

用一种使用热水和清洗添加

空气隔膜泵，每种上光油使用

剂的威力更大的清洗循环来

两个泵。

丹麦制造商Tresu于
1980年代后期开始为柔性版
印刷机制造刮墨系统，并于

专用的或两用的循环器

清理刮刀腔体、软管和循环

用两个管路使上光油的更换
加快

1992年把这一技术应用于单

Tresu的用户可在专用

器。循环器具有对清理的方

张纸印刷机的联机上光，该

的 上 光 油 循 环 器 —— L 1 0

式和时间及用水量和温度进

公司的水性和UV上光油使用

Aqua（用于水性上光油）

行编程的能力，这就意味着

使用两个管路时，只需去

两个分立的上光油管路。使

或L10 UV（用于UV上光

刮刀和网纹辊上所有的污染

除刮刀腔体中而不是所有管道

用这一系统时，自动化程序

油 ） —— 和 两 用 的 系 统 L 3 0

痕迹都将被去除。替代热水

和循环器阀门中的上光油的所

Combi之间进行选择。

清理系统的L10 UV配备有一

有痕迹。所以清空和清理系统

也意味着在清理和更换上光
油的过程中，刮油系统能够

L10 Aqua循环器能够

个内装的溶剂箱，从那里可

所需的时间要短些，而且过程

保留在印刷机中。上光油的

为多种不同的清理循环进行

把溶剂分配到刮刀腔体、软

中使用的上光油要少些。这样

输送和更换只不过是一个也

编程。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

管和循环器。Aqua和UV循环

既缩短了时间也节省了成本，

用于处理典型柔印问题的综

热水，而且这个方法应该专

器都具有净化功能。

而且从一开始就消除了把不同

合方案的两个方面。Tresu提

门用于两个活件之间的快速

具有一个用于水性上光

类型的上光油混合在一起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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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su的双管路上光系统包括一个集成的刮油系统（1）、用于两种不同类
型或不同品质的上光油的L30 Combi循环器（2）（或可选择一个用于水性
上光油的L10 Aqua循环器加上一个用于UV上光油的L10 UV）和一个配备有
用于UV上光油的加热模块的X10循环器（3）。X10还限制被循环的上光油
的量，并防止污染了的上光油返回到上光油桶中。清理是自动的，但更换上
光油时，必须用手对刮刀腔体上的软管（4）的端头进行转换

成相互污染的所有危险。这种

上光油的软管。但这个操作

系统唯一的缺点就是必须根据

用时也不超过30秒钟。

在使用Tresu的绕轴旋转的刮油系统时，腔体总是填满的，而且密封刀
（1）超出刮刀（2）。使用这种有专利权的E-Line腔体时，最佳扭矩是通
过手柄（4）用扭杆（3）进行设置的。扭杆在全宽上生成一个均匀的刮刀
压力，从而防止了刮刀的偏转

调节器不只是一个加热模块

其更容易通过隔膜泵。但是

给UV上光油加温可降

Tresu 的X10调节器不只是一

要使用的上光油的类型，手动

低它的粘度，这样就提高了

个加热模块，因为它切断了

转换刮刀腔体上用于水性和UV

它在承印物上的流动性并使

从上光油桶到循环器的上光

来自高宝上光研讨会的实用提示：不会产生问题的上光油的输送
1 、更有效的管路清理

时，自动清理系统通常比手

度上光油，最好就购买哪种

刮刀片之上绕枢轴转动的所

• 一个联机加热系统不

动清理更为有效。即使如

上光油泵的问题进行咨询。

以能够把它升起和降下。所

仅可用于控制UV上光油的温

此，还是可能需要以手动方

粘度在200s左右的上光油

以它合上的角度是由两个刮

度，而且可以把冲洗水性上

式结束辊的清理，这就是为

使泵达到它们的机械能力的

刀片的压力平等地确定的。

光油系统的水加热。这种清

什 么 —— 像 所 有 特 殊 应 用 一

极限，并造成过度的磨损。

因此由相对较重的腔体造成

理方法非常有效，因为泵送

样 —— 应 该 对 辊 进 行 仔 细 的

150s或以上的上光油粘度可

的刀片压力总是一致的，而

热水通过系统甚至可除去最

清洗后检验的原因。

能会对泵造成改变，但即使

且不受刀片磨损的影响。在

如此隔膜泵已经被证明不太

使用H&B的腔体时则与此相

适用。

反，合上/离开的运动是线性

顽固的残留物。
• 上光油管路中的一个搅

2 、选择和设置上光油泵
低粘度上光油是由

• 残留量不超过1.5升时

更好地工作，这也是为什么

H&B系统（例如）以每秒钟

可进行回流泵送。由于空气

个角度置于网纹辊上。刀片

在具有UV加工能力的利必达

1个冲程的速度（约每分钟9

也同时被泵送回来，所以把

的合压压力是以液压气动方

印刷机上搅拌器是标准部件

升）泵送的。根据印刷机幅

昂贵的金属上光油泵送回来

式控制的，或是标准的2巴

的原因。

面的不同，上光油的吸纳在

是致命的，因为金属颜料会

（2000百帕斯卡）或另一个

快速氧化。

预先规定的数值，并自动对

拌器模块使得UV上光油能够

•

的。因此，腔体总是以同一

• 建议为特殊高粘度上光

1.6升/分（利必达105）和

油使用专用的上光油管路。

3.5升/分（利必达205）之

尽管这个选购装置在美国不

间，即泵送的容积和返回的

3 、对刮刀片产生的不良 影

太常见，但在其它地方早已

容积比吸纳量高许多。如果

响

成为了标准配置。

输送量过高，就可能在刮刀

Harris & Bruno和Tresu

完全没有问题。为了避免或

腔体中造成过大的压力，挤

制造的上光油输送系统在集

消除不良的影响，必须对下

出一些上光油。

成的刮油系统的设计上有区

面的内容进行检查。

• 当把粘度为100s或以
上（DIN粘度流杯）的粘性
起泡上光油从网纹辊上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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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定期频繁使用大粘

刀片进行调整为磨损作好准
备。
但是，腔体的操作并非

别。Tresu的刮刀腔体是在上

• 刮刀腔体的渗漏可能有

E-Line腔体中取得专利权
的扭杆

油的直接输送，并限制了系

须警惕地进行监视，因为只

统中循环的上光油的量，因

要一看见上光油的聚集，他

此使系统能够更快被加热，

就必须对上光印版进行清

为了消除会使你不得

而且降低了能量的投入。此

理 。 Tr e s u 的 “ 印 版 清 理 装 置 ”

不提前更换刮刀的过度磨损

外，被污染的上光油不会被

（ P P C ） —— 一 种 在 印 刷 生

或不均匀磨损的所有危险，

送回到上光油桶中。

产过程中对柔性印版进行清

并确保在网纹辊的整个宽度

理 的 系 统 —— 就 是 为 这 一 目

上均匀一致地刮去上光油，

的特殊开发的。在印刷机静

Tresu的E-Line系统使用了一

止时，则可使用一种“涡轮”式

根扭杆以均匀的扭矩把刮刀

系统。

合上。这根杆取代了必须同

颜料上光油
可为X10安装一个选购的
搅拌器，确保颜料上光油中

时紧固多个螺钉的传统的腔

的微粒均匀分布。颜料微粒
还会增大上光油的粘度，具

消泡剂

体。只需简单地松开扭杆，

体情况取决于微粒的大小和

造成上光油起泡沫的空

结构。虽然可以用降低颜料

气在E-Line刮油系统中没有

浓度的方法容易地解决这个

得逞的机会。腔体总是填满

问题，但这样做自然会削弱

了上光油，所以没有气穴，

Hans Henrik Christiansen,

上光油的整体质量及其创造

而且上光油以很高的流动速

Tresu Production, Bjert（ 丹

的光学效果。

度泵送通过。如果施加的高

麦）

有颜料的局部上光通常

粘度上光油中有空气（这种

由使用聚合物柔性印版的上

情况可能发生），可通过一

光装置完成的。上光油容易

个能按要求启动的虹吸阀使

聚集在上光部位的边缘处。

空气溢出。

即可在以秒计的时间内完成
刮刀片的更换。

如果印刷机操作者要保持恒
的良好的上光质量，他就必

三个基本原因：
- 合压压力不足可能在刮

确的或具有有磨损性雕刻图

刷机静止时，低粘度的上光

案的网纹辊。

油也可能漏出。

油。
• 如果上光油没有把油墨

刀片和网纹辊之间留下微小

- 印刷机的速度可能过

- 刮刀腔体中过大的压力

适当润湿，或如果没有足够

的间隙，这就使得过多的上

高，造成上光油的湍流和成

（填充压力）可能把上光油

的上光油，或刮刀腔体中上

光油保留在辊上，并因此施

穴（流动液体中低压区域的

挤出腔体。

光油的液面高度不均匀，就

加到了印版上，而且在印刷

形成和崩溃）从而把刮刀片

机静止时上光油会漏出。

瞬间向后推动。

• 离心漂移可能发生在

可能发生鬼影，即使刮刀处

影线辊上，当网纹分辨率低

在正确的位置上，这些问题

- 一个或两个刮刀片，可

• 刮油拖尾是在上部和

于50线∕英寸和使用低粘度上

也会造成上光油施加不均匀

能还有密封件或刀片夹板已

下部刮刀片都可发生的一个

光油时，尤其如此。离心力

的问题。

被磨损和/或被污染。这些零

现象，即使密封紧密而且刮

沿着无止境的沟槽驱动上光

件应该每周检查一次，并按

刀片有足够的压力时也会如

油，使上光油聚集在一端。

需要进行清理。如果有任何

此。泄漏不是它的原因。

在这里建议使用不同的雕刻

一段时间不施加上光油，就

- 如果刀片的合压压力过

应该把腔体翘起，并对密封

高，两个刮刀片就会在它们

件进行润滑。如果刀片的磨

的长度方向上弯曲，从而使

损过度，可能需要使用不同

刀片的侧面而不是刀刃与辊

类型的如合成的、使用寿命

接触。用增大合压压力的方

长的或陶瓷的刀片，或在质

法试图修复这种接触线松动

量标准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的现象将只会使问题进一步

不分段的刀片。应避免的磨

恶化。

损原因有磨损性颜料（如水

- 开放式的网纹辊雕刻部

性不透明白色涂料中的氧化

分 （ A R T 、 A R T- T I F ） 没 有

钛；UV不透明白色涂料可作

网壁，因此不能与刮刀形成

为替代物）和表面整饰不正

紧密的密封。所以即使在印

部分和∕或粘度较高的上光

刮油拖尾总是发生在密封刀片（1）处，而不是刮油刀片（2）处。根据辊
旋转方向的不同，会在密封刀片处聚集滴状上光油（左）或滴流的上光油
（右）。如果有泄漏，则通常都发生在下部刀片处，而与刀片的功能无关
(插图：Harris & Br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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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光油的流动和润湿 性 质
粘度和其它流变性质对上光油的耐贮性、准备和施加都有重要影响。但是许多印刷机操
作者都对参照数值和所规定的测量过程的定义不一致这一情况感到困惑。本章寻求澄清与流
动性质和界面张力相关的术语和步骤。

什么是粘度？

或冷却。强大的机械应力也

合剂中分子上的内聚力决定
流变曲线（搅动时间内的动态粘
度）显示了水性上光油（摇溶现
象）和许多UV上光油（震凝现象）
结构粘性。曲线下面的绿色区域代
表了刮刀可对UV上光油进行工作的
时间范围。如果不对上光油进行搅
动，这两种上光油就会松弛返回到
它们原来的粘度。因此搅动主要是
对水性上光油有益。但是，使用UV
上光油时，在辊隙处产生的较短暂
的强大剪切力的冲击，不会导致震
凝凝固

稠度是一个用于物质的

造成热量的散发。温度升得

的。这些力量只有在流体运

固态或流动性的通称。在与印

越高和∕或机械应力越大，粘

动时才能测量（动态的）。

刷油墨和上光油相关时，人们

度就越低。这被称为结构粘

设想流体是以多个层的形式

所特别关心的则是流动性质，

度。仅仅使用机械影响来降

形成的，所以在它流动时，

是流变学。而且，与印刷油墨

低粘度（在提及印刷油墨、

一个层就会与另一个层交叉

一样，上光油的最重要的流变

加印亮油、水性和UV上光油

滑 动 —— 于 是 就 发 生 了 所 谓

性质是它们的粘度，或称强度

时）被称为摇溶现象，而提

的剪切运动。术语动态粘度

或粘性。高粘的同义词是胶粘

高（许多UV上光油的）粘度

用于描述作为剪切应力和剪

的、黏稠的、糊状的、强的或

称为震凝现象。这些机械影

切速度的商发生的滑动阻力

硬的；反义词是稀的、软的、

响包括松弛作用，即在经受

或流阻。在UV和加印亮油

松软的或流动的。加印亮油没

机械影响之后油墨和上光油

中是粘合剂和光引发剂的分

旋转流变仪和振荡流变仪直

有单张纸胶印油墨那样僵硬的

进行恢复和寻求回到它们原

子，在水性上光油中是水分

接测量被克服的流阻，因为

粘性，因为它们不含能够增大

始粘度的行为。

子及悬浮的树脂分子，确定

它抵消一个旋转或摆动物体

粘度的颜料。UV和水性上光油

在上光过程中，快速的

流阻，而又可以用添加颜料

的扭矩。DIN 53019规定

粘度级别较低，但不像柔印油

摇溶或震凝反应是合乎需要

来提高这一流阻。整个过程

了流变仪的几何结构，DIN

墨那样低，能够用网纹辊上光

的：首先这能够把一个尽可

可以用术语内摩擦加以精准

53018规定了其它的测量条

装置中的网纹辊对它们进行传

能完整的上光油膜从上光印

的描述。为了克服这种内摩

件。在旋转流变仪中进行搅

递。粘度水平太高的油墨在辊

版传递到承印物上，其次这

擦，即转变为流体运动，就

动的过程中，动态粘度被结

子上不能很好地分裂，当用调

使光泽上光油能够形成一个

需 要 某 些 力 —— 剪 切 力 。 适

构粘性所改变，当沿着一根

墨刀把油墨从桶中取出时可以

平滑均匀的表面，而不是形

用于单张纸胶印油墨、热固

时间轴线进行记录时，这就

明显地看到这一点。粘度水平

成桔皮纹理或小滴；UV上光

和冷固型油墨及加印亮油的

是所谓的流变曲线。

过低的油墨和上光油容易产生

油需要较长的持续部分。在

溅墨，这种油墨容易造成网点

这两种情况中，在粘度和润

过度增大。可用给UV上光油添

湿性质之间都有可看出的关

加以特殊添加剂形式出现的稀

联。

释剂，和给水性上光油添加水
或氨水，来降低它们的粘度。
最佳粘度水平取决于具体的应

粘度是如何测量的？
在实践中，必须使用
不同的步骤来测量粘度，因

用。
油墨和上光油是那种被称

为油墨和上光油的稠度可能

为非牛顿的或粘性不规则的流

会在糊状的和流动的之间变

体 —— 即 其 粘 性 是 由 外 部 影 响

化。根据测量步骤的不同，

改变的流体。机械的影响是在

用流变仪（或称粘度计）

存放容器中的摇动或在刮刀腔

测量的或是动态粘度或是运

体中的搅动，和（部分取决于

动粘度。但同一原则应用于

印刷速度的）发生在辊隙处由

这两种粘度：粘度越高，油

滚动和横向串动造成的剪切力

墨或上光油就越粘。粘度是

和剪切应力。热的影响是加热

由粘合剂和作用在液体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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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时间对温度的依赖。用把流杯浸没在上光油中的方法把流杯装满。
把底部的管口密封住，直到把流杯的外部都清理干净为止。在管口被打
开或上光油下降到校准标记之下那一刻开始计量时间。如果使用的是DIN
53211流杯，则可用所提供的公式把流出时间t（T=20℃）转换成运动粘
度。曲线下面的绿色区域是最低成膜温度（MFFT）和最高存放温度之间
的时间窗

上光油的流变性质
流变性质

符号

动态粘度

η ( 希 腊 语 的 帕斯卡 • 秒（ 1 帕
第七个字母） 斯 卡 • 秒 = 1 牛 顿
秒/平方米=1公
斤/米•秒
η ( τ ) ( e t a 帕斯卡•秒；秒
of tau）

流变曲线

国际标准单位

非国际标准单位

定义

在印刷行业中使用的测量装置

厘泊（1厘泊=1帕斯卡• 流体在剪切应力下变形的阻力；流体中
秒.泊肃叶（1泊肃叶=10
流动的阻力；剪切应力除以剪切速度
帕斯卡•秒).1千帕·秒/平方
米=9.81帕斯卡•秒，1磅·秒
/平方英尺=47.9帕斯卡•秒

所有上光油和油墨：旋转或振荡
流变仪，也可在可进行粘度调节
的输送系统中

动态粘度对搅动时间的依赖

厘泊；量滴

所有上光油和油墨：旋转流变
仪、秒表

依赖于温度的
流出时间

厘 沲 （ 1 厘 厘 沲 动态粘度除以材料密度
=0.000001 平方米
/秒）
在一规定温度下一定容积的流体从一个
t（T)(t of 秒 （ 流 出 的 秒
数）
标准化的容器中流出所用的时间
T）

固体含量

c

水溶液中固体物质的浓度

水性上光油：刻度尺，干燥器

tack

膜分裂的阻力，单位表面的附着力（粘
合张力）

油墨和加印亮油：旋转式粘性
计，玻璃片，手指

较高粘度流体在拉伸应力的影响下的流
动特性
规定容积（1毫升）垂直流动的油墨10分
钟内运行的距离

油墨和加印亮油：调墨刀，玻璃
片，手指，承印物
油墨和加印亮油：计量装置，垂直
流动的表面，长度刻度尺，秒表

运动粘度

粘性

拉丝长度
流动

ν ( 希 腊 字 母 平方米/秒
第13 字）

%
帕斯卡（1帕斯卡 inko、tacko（刻度
=1牛顿/平方米=1 尺数值）
公斤/米·秒2
s （拉丝断开 米
英寸（1英寸=2.54
的长度）
厘米）
米
英寸
s

流动极限         t; s

秒、米

量滴；英寸

英寸

由铺展法所确
定的流动途径

s

米

停流点

t

秒

持续部分

s

米

持续时间

t

秒

最低成膜温度

MFT

绝对温度（K）

表面和空气之间 σ （ 希 腊 语
的界面张力，表 的 第 十 八 个
面张力
字母）

UV/ 水性上光油和低粘度油墨：
落球或落棒流变仪，毛细管流变
仪，流杯，科里奥利流变仪
UV/水性上光油：底部有4毫米管
口的量杯，流体温度计，（ T =
20℃），秒表

一规定容积的流体自动停止铺展的转换 油墨和加印亮油：计量装置，水
平的流动表面，长度刻度尺，秒
瞬间（圆形直径）
表
一规定容积的流体在成膜（氧化干燥） 氧化印刷油墨和加印亮油：计量
装置，极度倾斜的流动表面，长
开始前超出流动极限所运行的距离
度刻度尺
在烘干装置中形成稳定的上光油膜使用
UV 上光油、 UV 油墨和水性上光
油：秒表
的时间

英寸

℃、°F、°R

在印刷机或上光装置中上光油施加处和
烘干装置之间的距离

UV上光油：长度刻度尺

持续部分除以纸张运行速度或纸带速度

UV上光油：秒表

一个温度，如果低于它所施加的水性上
光油就保持为液态，即不能形成油膜

UV和水性上光油：流体温度计

每米的毫牛顿（1毫 1 达因 / 厘米 =1 毫牛 能量的改变（加大表面所需）除以表面
牛顿/米=0.001牛顿 顿/米
的改变
2
/米=0.001公斤米/秒

所有上光油和油墨：以已知的表
面张力为基础对流体滴的润湿角
进行光学测量

运动粘度在单张纸胶印

的国家标准早在1996年就被

高，而且粘度窗口更大）和

习惯上容易出现错误的旋转流

中是确定联机加工过程中上光

ISO 2431所取代，但德国的

加工时的情形（一个较低的

变仪的一个新的较好的替代装

油粘度的关键。它是流体的动

上光油制造商仍然坚持使用其

粘度和较窄的粘度窗口）。

置。所测量的参数是材料的密

态粘度和密度的商，也是由温

几何形状与ISO流杯不一样的

在像凹印和柔印所使

度（用超声波测量的）、流量

度决定的。因为落球和落棒流

DIN流杯4。因此，DIN和ISO

用的那些可进行粘度调节的

（用泵测量）和水平夹紧的U

变仪（ISO 12644）—它们

的数值是不相容的！总之，流

输送系统中，科里奥利流变

型管的扶正力矩。粘度越低，

用测量测试物体坠落一个预先

杯方法相当不精确，因为开

仪 —— 以 获 专 利 权 的 不 接 触

密度就越低而且管中的流量和

规定的距离所用时间的方法

始和结束点都不能清楚地

H e i m a n n 方 法 为 基 础 —— 是

径向加速度就越大，这就会在

来测量内摩擦—和毛细管流变

察觉出来，这就是为什么

所谓的科里奥利力量的冲击

仪的使用太过复杂，印刷厂为

通常较高的DIN数值被认

下，以直角对流动方向产生冲

了简便和快速，而测量从一个

为更加精确的原因。这也

击，从而造成管子的可测量的

标准流杯中流出的时间：时间

是为什么如果流出过程不

扶正运动。

越长，流体就越粘。与刮刀相

足25秒时就被认为不可靠

容的UV和水性上光油的粘度

的原因。上光油桶上通常

是在液体和室温为20℃时用

只规定一个流出时间而不

一个底部具有一个4毫米管口

是运动粘度，而且这也只

的流杯来确定的。尽管像DIN

用于上光油交货和存放时

5 3 2 11 和 A S T M D - 4 2 1 2 这 样

的情形（这时粘度通常较

什么是粘性？
粘性是流体膜抵抗分裂的
流出时间t取决于水性上光油中的稀释
剂的百分比。氨水比水更能降低粘度
（缩短流出时间），但对固体含量c没
有什么影响(来源：Sun Chemical)

表面特有的力（即一种机械张
力）。因此，粘性是对墨膜或
上光油膜将会怎样分裂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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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出现在胶印和柔印油墨桶和上光油桶上的粘度数据
油墨和上光油

DIN 53018/53019规定 DIN 53211规定的
的动态粘度
流出时间

氧化和UV油墨、加印亮油

440-100帕斯卡•秒

－(太稠的糊状）

热固型油墨
冷固型油墨

20-75帕斯卡•秒
3-6帕斯卡•秒

－(太稠的糊状）
－(不常用）

柔印油墨交货时

0.05-0.5帕斯卡•秒      20-100秒

值（inko、tacko）在装置制

墨很难从油墨桶中舀出。短

造商（如Prüfbau Inkomat、

丝墨粘附力小，但不容易出

IGT Tacktester）之间各不相

现溅墨。稀的短丝墨软，像

同，但还是有相关性。粘度中

凝胶一样，会慢慢脱离调墨

值一般认为在12 inko左右。

刀。稠的短丝墨会粘在调墨

印刷车间中有经验的操作者求

刀上，而且会有多根墨丝同

助于其它经过验证的辅助手

时断裂。

段，因为添加剂可能对粘性产

拉丝长而且粘的油墨具
有高的屈服强度，如是UV和

可印刷的柔印油墨

0.05帕斯卡•秒

15-25秒

生的影响会比数值更重要。粘

腔体刮刀用有金属颜料的水
性上光油

不适用

20-30秒

性在粘附力方面也非常明显，

水性上光油则更高。这一点

所以可以用手指把油墨或上光

可用把规定容积的油墨施加

腔体刮刀用水性上光油

不适用

30-60秒

油拍打在玻璃片上来进行测

在一平滑表面上并测出要用

腔体刮刀用有珠光颜料的水
性上光油

不适用

30-60秒

试。一个紧密关联的现象是拉

多少时间油墨停止铺展的方

丝。当一流体被拉伸时——在

法来确定。流动是用测量一

UV上光油交货时
上光机组和脱机上光用 UV
上光油

不适用

40-300秒

不适用

40-45秒

上光机组用滴落效果的上光油

不适用

40-80秒

腔体刮刀用UV不透明白色涂料 不适用

50-70秒

卷筒纸胶印的辊式上光机组用 不适用
水性的和可刮除的上光油

50-70秒

润版装置用UV上光油

60-150秒

不适用

润版装置如（ KBA-Metronic 不适用
OC 200）用UV上光油

毫升的油墨或上光油在十分
钟内垂直运行的距离来确定
的。即使是具有较高粘度的
油墨也应该具有不少于四厘
米的流量。

流变仪和成膜

200-300秒

在油墨和上光油形成膜
用IGT的Tacktester测量粘性

时，它们的稠度发生变化，
它们的粘度改变为弹性和塑

度量。一种油墨的粘性越大，

生产过程中保持最适宜的粘性

舀出时或拍打在一个表面或两

性，而且表面变得有纹理或

它在印版和橡皮布上的粘附就

范围（当粘性数值不可避免地

个测试体（如手指）上，然后

平滑并反光。粘度转换的那

越强（这对细节的复制和网屏

从出厂设定值升高时）无水油

再离开时——它会形成一根长

个点，即上光油形成膜并被

的开放有积极的影响），而且

墨需要在输墨装置中有某种形

的、稳定的丝，或短的断裂的

认为干燥了的那个点被称为

它的拉毛倾向就越强。为了防

式的温度控制。这就是为什么

丝。丝越长，牵引力就越强，

停流点。当印张在印刷机的

止来自前一个印刷机组的油墨

在油墨桶上规定输墨装置的温

即粘性越大，在纸张或纸板上

烘干装置中通过时，在数秒

再次分裂，如果油墨系列没有

度的原因。如果超过了这个温

的粘附就越强。拉丝长的油墨

内即可达到这个点。这不依

进行相应的配制，有经验的印

度，粘性就会过高，并能造成

可容易地流入墨斗，并可泵入

赖于UV上光油固化过程的完

刷工会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印

糊版。因此，预先规定的温

输墨系统中。既然说了这些，

成，或水性上光油中水的吸

刷 机 组 逐 次 降 低 其 粘 性 ， ——

度范围也被称为临界色调温

还要指出的是UV和水性上光

收。

这就是预先规定颜色顺序的一

度（CTT）或临界糊版指数

油即使不能拉丝，但都可以泵

印刷油墨和加印亮油甚

个原因。没有哪种上光油会造

（CTI）。它的宽度可在2°和

送。稀的长丝墨很容易脱离调

至可以在到达屈服点之前就

成拉毛，因为它的粘性总是比

15°之间，从18℃左右开始，

墨刀，而且在被拍打在纸张上

开始氧化干燥。因此，油墨

油墨的低。但是，如果上光油

具体数值取决于制造商和应

时有很高的粘性。稠的短丝

和上光油的制造商用铺展法

在上光印版上粘附得比在承印

用，并且在35℃结束（在特

物上或墨膜上更牢固就会有影

别大的温度窗口时）。

响，当印刷合成材料时就是这
种情况。

粘性是如何测量的？

每个油墨系列都有自己

ISO 12634规定了测量

单独的粘性∕温度比。粘性

粘性的参数。这些包括由一个

越大，当油墨在辊隙处分裂时

可控制温度并由系统驱动的辊

散发的热量就越多，就需要越

和一根串墨辊及靠在它上面的

高的温度去使油墨工作，这反

一根测量辊所组成的所谓的旋

过来影响粘度。这种依赖在无

转式粘性计。测量辊相对于

水胶印油墨中尤其重要，这种

所规定的速度或每个单位时

油墨具有比湿胶印油墨高的粘

间的转动距离的偏差，指明

度，但粘性相同。为了在印刷

粘性数值。尽管这些粘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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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容易地测试出油墨是长丝还是短丝、是否发粘

这是由DIN 53787管理的），

张力，如果它们是有涂料

否则即使是最好的烘干装置也

的，则主要取决于涂料的化

解决不了问题。吹到水性上光

学成分，如果是没有涂料的

油层上面使其冷却的冷风，也

或再生的，则主要取决于粗

会削弱膜的形成。MFFT与最

糙度。表面张力过低的承

低存放温度相同，通常在5℃

印 物 —— 尤 其 是 P P 和 P E 膜

左右，某些上光油为10℃。

片 —— 需 要 进 行 预 先 电 晕

在温度标尺的另一端，存放温

放电处理。这一处理把离子

度不应超过30℃。

从膜片表面排出，这样形成
的精细的粗糙度提高表面张

流变仪和润湿

含有特殊效果颜料的水性上光油
（有小部分不含）在搅动时流动情
况最好 (照片：Opti-color)

力并改进了润湿。电晕装置

一种上光油在承印物或

包括在高宝利必达印刷机提

墨膜上会如何铺展和粘附不仅

供的膜片印刷用全套装置之

仅依赖于它的粘度和粘性：

中。

相关材料相对于空气的界面张

光泽反差是用进行无光

力（或简称表面张力）也起着

或颗粒效果的局部上光，然

主要的作用，因为印刷表面对

后进行实地光泽上光来产生

润湿的接受能力自然会对上光

的。为了产生这种效果，必

油的铺展和粘附有影响。更准

须对两种上光油的表面张力

和一个极度倾斜的表面来确定

确地说，上光油的表面张力必

进行调整，使光泽的加印亮

流动途径。

须低于油墨和承印物的表面张

油既不能粘附在无光光泽的

加工上光油有一个最适宜

力。由于油墨应该粘附在承印

或颗粒效果的局部上光部分

的温度，所以应该遵守这个要

物上，所以承印物必须具有三

并脱离，也不能在局部上光

求：要为水性的和UV上光油

种耗材中最高的表面张力。表

部分分裂。因此，首先施加

都提供温度控制系统。在用上

面张力的差别使橡皮布上的墨

的无光光泽上光油的表面张

光油工作时，重要的是温度不

膜或上光印版上的上光油膜分

力必须低于光泽上光油的表

应低于上光油成膜的最低温度

裂。因此，润湿直接受到粘性

面张力，这与它们是湿压湿

（这被非常符合逻辑地称为最

的影响。

施加的（在复合型生产中在

低成膜温度或MFFT；在德国

纸张和盒用纸板的表面

在一固体（1）上不同表面张力时流
体（2）如何铺展。上：没有铺展
（形成小滴）；中：铺展不好；下：
良好铺展（润湿）

无光光泽∕粒化加印亮油上施
加UV光泽上光油、在滴落或
双效果加工中在OPV上施加

表面张力
耗材

水性光泽上光油）或湿压干
表面张力

施加的（在纯UV生产中在无

胶印工艺：

光光泽UV上光油上施加光泽

润湿添加剂异丙醇（IPA）
21.7毫牛顿/米
含20%IPA的水
38毫牛顿/米
含10%IPA的水
44毫牛顿/米
含5%IPA的水
52毫牛顿/米
胶印油墨，湿（疏水的）
30-36毫牛顿/米
胶印油墨，干（疏水的）
35-40毫牛顿/米
光敏印版涂料，橡皮布（亲油的）
36-38毫牛顿/米
用电化学方法粗糙化的氧化铝（亲水的）       ＞50毫牛顿/米

UV上光油、在双上光印刷机
上在无光水性上光油上施加
光泽水性上光油）无关。
Dieter Kleeberg

联机上光中的表面张力。上：承印物
（1）总是有最高的表面张力，油墨
（2）第二高，上光油（3）最低。
下：使用光泽反差上光油时，局部无
光光泽上光油（3）的表面张力比最
后的实地高光泽上光油（4）低

承印物：
聚丙烯（PP）未进行预先电晕处理
聚乙烯（PE）未进行预先电晕处理
纸张、盒用纸板、纸板
聚氯乙烯（PVC）
聚苯乙烯（PS）
聚酯（PET）

约28毫牛顿/米*
约36毫牛顿/米*
38-42毫牛顿/米
约38-45毫牛顿/米
约43毫牛顿/米
约47毫牛顿/米

联机上光油：
反差光泽效果用无光光泽/颗粒效果上光油
柔印油墨、UV/水性上光油
上光机组中的镀铬网纹辊
橡皮布涂料、印版的光敏聚合物涂料

最大25毫牛顿/米
28-30毫牛顿/米
34毫牛顿/米
36-38毫牛顿/米

* 为了获得良好的印刷适性必须进行预先电晕放电处理

上光油润湿差的例子
(照片：Schmid-Rhy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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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光油和上光油施 加 的 质 量 标 准
联机上光的质量是用达到所需光学的、触觉的、机械的或化学的效果的水平来定义的。
本章对影响光泽的形成、润湿能力和可加工性的最重要的因素进行总结。

则可在加长的收纸装置中插
入一个持续部分，以延长持
续时间，这样不需在生产速
度上作出妥协即可促进光泽

中 一 直 首 选 使 用4 5 ° / 4 5 ° ， 当

印品上进行测量所能显示的

的形成。降低纸堆温度从而

从高光泽到无光光泽、清

然也经常用60°/60°检查上

情况非常少：最好在印刷工

减慢干燥过程也可改进光

晰透明和无泛黄的光泽水平都

光的印品。所以一定要把所

作实际使用的承印物上、在

泽。相反，较高的纸堆温度

是光学性质，结构平滑细密的

用角度同测量的数值一起标

用高宝光泽测试印版（有64

会由于粘页而带来光泽损伤

表面是经常提到的触觉性质。

出。测量出的数值与反射计

个大的测量区域）印刷后和

的危险。其它的因素和现象

光泽是指明一个表面的平滑度

的数值、光泽水平或光泽值

用规定的上光油进行联机上

在表中和实用提示中详细介

的视觉印象。它是由光的反射

相同。它们处在0（完全漫反

光后进行光泽测量，如以四

绍。

生成的。漫射光没有直射光强

射、完全无光光泽）和100

个不同的间隔进行测量：对

烈，后者属于光泽角，即反射

（完全直接反射、完全光泽

第5,000个印张进行立即的

角，它和入射角相等但相反。

的）之间，或以百分数给出

和72小时后的测量，对第

用上光油对承印物进行

如果粗糙的表面形貌中的洞穴

或不给出测量单位。实践中

10,000个印张进行立即的和

适当润湿从而生成完好的上

都被同类介质（如涂料）填满

不常用的是视觉光泽数（DIN

72小时之后的测量。这样得

光油膜而不产生“桔皮”现象的

或被完全覆盖，漫射光就会减

16537），它处在0（无光

出的四条光泽曲线使你能够

关键参数，已经在流变学和

少。

泽的）和10（光泽的）之

在可期待的光泽质量方面作

网纹辊各章中作了检查。首

光泽质量

光泽强度是用光泽计（反

间。在美国通常确定雾度

出推论，从而可以按需要采

射计）以不同的角度测量的：

（ASTMD 4039）。这是60°

取步骤，用改变承印物、油

ISO 2813（DIN 67530）规

和20°的光泽之间的差（H =

墨、上光油或网纹辊的方法

定高光泽表面为20°/20°，标

R60 - R20）。它能够更加精

来影响所取得的结果。光泽

准表面为60°/60°，无光光泽

确地测量雾度，在标准的和

曲线还应该包括未印刷、未

表面为85°/85°。到现在为止

高光泽样品上更是如此。

上光的承印物的光泽值，因

的多年来，在印刷和包装行业

但是，只在刚刚上光的

润湿质量

为它为提高或降低光泽水平
提供一个初始参照。
影响上光光泽的主要
因素是承印物和它的固有光
泽。上光后如果油墨不与上
光油发生化学反应（失光效
果），其光泽就会增强。如
果上光油的粘度支持铺展，

高宝已经开发出一块测试印版，用它可以对以不同速度、不同级别的实地遮
盖力、用不同类型的上光油在几乎任何承印物上完成的工作进行光泽级别的
测量。印刷工可以用光泽计方便地测量半色调和实地上的光泽水平，并检
查不同的印刷活件中光泽效果的可重复性。两个图像适于对光泽进行视觉评
估，因为它们既包括了亮调，又包括了具有非常高的实地遮盖力的元素。如
果施加两种上光油，实地遮盖力会从高向低转变并削弱光泽

40 Process 4 I 2007

为高光泽（1）、双面上光（2）和
光泽上光（3）而配制的三种水性上
光油的光泽（G）、耐擦力（R）、
干燥性质（D）的直接比较
(图示：Sun Chemical)

两种涂料盒用纸板（绿色=光泽的，红色=无光光泽的）的平滑度对光泽水
平的影响（单位为%），具体数值取决于所施加的湿态上光油的量（单位
为克/平方米）(图形：Vegra)

上光过程中的光泽现象和它们的原因
光泽现象

在施加前和施加中进行的

原因的描述

调节包括按照制造商规定的参

有利的

数准备上光油。这包括温度、

高光泽的

来自平滑、未破损的上光油表面的直射光占非常高比例的光反射；光泽水平90到近乎100

光泽的

来自平滑、完整的上光油表面的直射光占很高比例的光反射；光泽水平65到90

殊效果颜料的上光油来说）通

无光光泽/无光泽的

来自精微不均匀到粗糙但未破损的上光油表面的漫射光占很高比例的光反射；光泽水平
20到近乎0

过彻底的无泡沫的搅动使固体

粒化

上光油膜中三维网状颗粒的形成，它降低光泽并使承印物显得更加没有光泽

颜料的上光油在生产过程中还

局部

上光油的局部（在图像上或图像区域上、正文上、图形元素上）施加，目的是通过高光泽
或无光光泽表面、粒化或特殊效果的颜料与周围形成反差

光泽反差

两类光泽性质明显不同的上光油，如在无光的或粒化加印亮油之上的高光泽UV上光油（复
合型上光），或在无光加印亮油之上的高光泽水性上光油（滴落效果/双效果上光），的反
射差

正确的调节，上光油就可容易

对平滑、未破损上光油表面的光泽削弱，如上光油与油墨或纸张涂料进行化学反应的结果
（前者造成失光）、过快干燥或收纸堆中粘页造成的结果

如果生产中断一段时间，上光

针孔

施加上光油前或之后因起泡沫造成的上光油表面的小孔

稍稍有些干燥。

破裂

上光油表面（主要是在厚层油墨上）由烘干过程中的热冲击造成的裂纹

条纹

不均匀的施加造成上光油表面意外形成条纹

起级
斑点

不均匀的施加造成上光油表面形成周期性条纹
斑点状不均匀的并可能是粒状的上光。润湿差或持续时间不足造成

云状斑

不规则铺展在上光油表面造成的任意的条纹

膜的厚度超过需要，不仅会造

龟纹

局部上光网屏和印刷网屏的光学谐振造成的上光油表面出现的有明显周期性的小斑点或
条纹

成上光油和能量的消耗过多，

粘度和（对水性上光油和有特

不利的
光泽削弱

微粒均匀分布。有特殊效果
应该进一步搅动。如果进行了
地泵送，就不会出现泡沫或油
雾，并具有所需的表面张力。
机组中的上光油会由于蒸发而
上光油的施加量应该是在
所需效果、节省上光油的消耗
和最小的辐射投入之间进行妥
协的结果。如果施加的上光油

而且还会对承印物有不利的
影响，并削弱干燥或固化的效

先，上光油、网纹辊、上光

必须在27℃（81°F）之下工

霜冻主要损坏水性上光油，

印版和承印物相互之间必须

作，以保护颜料的光彩。添

而UV上光油必须存放在不透

粘页。如果施加的上光油层较

具有正确的界面张力（不仅

加剂，如UV上光油用的硅酮

光的容器中。如果混合有特

薄，通常就不需要进行会削弱

仅是要确保可靠的上光油膜

或用于特殊应用的滑爽剂，

殊效果颜料的水性和UV上光

上光质量的喷粉操作。当然，

通常会改变制造商设置的粘

油存放像标准上光油那样长

在进行双面上光时，施加薄的
油层是很重要的。彩虹的、金

有能够湿态施加所需上光油

度。为了避免由于用量错误
或在复合型整饰和烫

的时间，就会损害质量。

容积的正确雕刻的表面。生

金中出现令人不快的

会在上光机组中尤其

成光泽需要有较大容积的上

意外，建议向制造商

是网纹辊的周围造成

光油，但上光油过多则不能

咨询，而且可以要求

正确铺展。

对上光操作进行测

更大的污染。
对上光油的选择

温度对粘度的影响非常

试。完美的润湿可能

也影响印品的整饰。

大，并因而影响施加的上光

会在干燥或固化过程

许多上光油把多个功

油的量，所以遵守上光油制

中损坏。过多的热量

能组合在一起，但

造商所规定的工作温度很重

能够造成深色图像上

是，专业化的特性，

要。在这方面金属亮光油提

的水性上光油破裂或

如包装生产线中的滑

出了较高的要求，因为它们

产 生 细 小 的 裂 纹 ——

动，最好使用高滑度

见实用提示。

上光油或扑克上光

的附着），上光油必须有正
确的粘度，而且网纹辊必须

果，从而在纸堆中造成蹭脏和

属的和起泡的上光油

油，而不要使用标准
的光泽上光油。测量

可加工性
详细的产品特性

两张相互摞着放置在

在4 - 6页的表中列

斜面上的纸张的滑动

出。本部分把注意力

角，将会显示出上光

集中在上光油的一般
操作上。
上光油对承印物或墨膜润湿不良的
例子(照片：J+S)

无故障的操作要
从正确的存放开始。

与Harris & Bruno LithoCoat循环装置相连接的水性上
光油的容器（白色）和UV上光油的容器（蓝-黑色）。
UV上光油的泵软管必须是黑色、不透光的，而且不受
UV上光油和它们的溶剂的影响；所有金属附件都应该
用精炼钢制成

的适宜性，或相反，
显示出这种应用的适
宜性。而且不是所有
的光泽上光油都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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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高宝上光研讨会的实用提示：故障排除
汇编自多个演说和讨论，并取自Actega Terra、DS Druckerei Service、Jänecke+Schneemann、Schmid Rhyner、
Sun Chemical、Vegra和Weilburge发放的操作手册
上光油的传递

不含表面活化剂，如蜡或硅

该增大辐射器的功率。

光油变干。

• 高宝建议把Planeta

酮；在无水胶印中，为油墨

• 上光油膜发脆表明耐划

• 给金属油墨上光（甚至

通 用 夹 板 或 Te r n e s 夹 板 用 于

进行无硅酮油的上光是一个

伤性不好。答案是使用更柔韧

是在有底层涂料时）可能导

上光橡皮布，把不带包衬夹

标准的步骤。

的上光油。如果含有硅酮或蜡

致变色和片状脱落。要与上

的油墨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光油制造商合作进行一些试

因，则要使用不同的油墨。

验。

板的自动夹板用于亮光油印

• 如果在施加到厚层油墨
上之后干燥过快，墨膜就会

版。
• 网纹辊和上光印版滚

破裂。可用降低烘干装置的

• 如果一种上光油没有彻

筒之间的合压压力应尽可能

功率或以更高的速度印刷、

底搅动过，要再次进行搅动。

低。

增加上光油的施加量、添加

任何上光油层过薄的印张都应

阻滞剂或使用不同的上光油

加印亮油

的方法来矫正这一缺陷。

该重新上光。

UV上光油
• 在与水性上光油一起进
行复合型操作时，第二个上

• 泡沫不必定是由网纹辊

光油管路可消除受到水污染

• 据Fogra说，由于油墨

• 在双面上光过程中，

或刮刀腔体造成的。所以要检

的危险，水会使UV上光油不

中的机油微粒在收纸堆中与

油墨可能会聚集在上光印版

查泵送系统是否吸进了空气，

能固化。

承印物的反面反应造成的鬼

上。可增加上光油的量来矫

可能需要添加适用的消沫剂。

• 如果在收纸堆中一再发

影，可用施加水性上光油的

正这一缺陷。

• 如果承印物吸收性过

生粘页或散发气味的问题，

• 在加工某些图像时上

强，要在施加所规定的上光油

这就表明未适当固化（测试

光油可能会聚集在上光印版

前用底层涂料把表面密封住，

硬度！）。其原因可能是印

上，所以可能必须进行手动

以便达到所要求的光泽水平。

刷速度太高、反射器脏污∕损

清理。无光光泽的上光油尤

当然，最好是从一开始就选择

坏或灯老化。

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适用的纸张。

方法来防止。建议不要把加
印亮油用于这个目的，因为
这只会使鬼影加重。
• 粒状加印亮油表面张
力的边界比光泽上光油高得
多，在选择承印物时必须把
这点考虑进去。

• 如果即使有充足的持

• 由矿物成分造成的无光

• 一定要为印刷机高速运

续部分，上光油还是不能铺

光泽上光油中的条纹可用搅

行时温度升高造成的粘度降低

展，那可能是UV上光油由于

动上光油的方法来矫正。

做好准备。如果初始的上光油

太冷而变得过于黏稠。给上

• 如果承印物或油墨的表

粘度被设定在25s（DIN 4流

光油加温应该起作用，这可

面张力过低（应该至少为35

杯）的下限，就没有储备。但

通过上光油循环系统中的加

毫牛顿∕米），就要使用适

是，在与高速联机上光一起使

热器或持续部分中的红外线

当的上光油添加剂。与此相

用时，过高的粘度会造成飞

辐射来完成。另一个原因可

反，如果上光油不能正确松

溅。用旋转粘度计可使粘度保

能是纸堆存放的温度过低。

弛，则要添加表面活化剂。

持恒定。

如果施加的上光油量太大，
就可能造成云状斑并阻碍铺

• 如果上光油是在最低成

• 在纸堆中发生粘页表明

膜温度之下工作的，就会形

印张通过烘干装置的时间过长

成桔皮状表面。如果上光油

（这可能是因为上光油中含有

• 在与水性上光油一起

的存放温度过低或没有适当

过多的防止其破裂的添加剂所

使用时，如果承印物的表面

• 只用符合DIN 16524

调节，或如果吹到上光油膜

需的）造成纸堆温度过高。如

张力过低，可用适当的上光

的耐溶剂和耐碱的印刷油

上的空气太冷，就会发生这

果把为双面上光配制的光泽上

添加剂和用避免使用有表面

墨（如果需要可用Schmid-

种情况。

光油用于单面上光，也可能由

活化剂的油墨的方法加以抵
消。

粒状加印亮油的表面
(照片：J+S)

水性上光油

展。

Rhyner的SRAG测试溶液进

• 耐磨性不好（指甲测

于玻璃板效应（印张之间产生

行检查）。不要使用延迟干

试、实验室磨擦滑座）表明

真空把它们紧紧压在一起）而

燥的或耐划伤的油墨，或防

烘干装置接通的设置过低，

发生粘页。

磨擦的浆糊。新鲜的和隔夜

以致不能形成膜。通常，如

• 停机时间较长时应使上

则必须除去印张上的粉子。

的油墨也不适用。油墨应该

果上光油不能彻底干燥就应

光机组继续运转，从而防止上

如果油墨没有完全干燥，在

行烫金。

留物和印品是否能够回收利用

是耐划伤和耐摩擦的。如果有
疑问，要对材料进行测试，例

当选择一种上光油时，

如，看看水性上光油膜是否与

印刷商和他们的顾客必须更

一规定的粘合剂相容，或是否

多地考虑环境标准，如该上

可随后在一种UV上光油膜上进

光油是否无害，及上光油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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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是否是生物可降解的。
Dieter Kleeberg

• 如果要对用标准油墨印
刷的纸张进行脱机UV上光，

施加UV上光油前必须施加底
层涂料。
• 在双上光印刷机上，底
层涂料和UV上光油一定要来
自同一个供应商。

起泡上光油
• 起泡上光油通常是水
基的从而像水性上光油一样
与同类油墨相容。它们可以
与上面推荐的具有相似热敏
度的所有类型的油墨一同使
用。偶尔也使用热封更快的
溶剂型起泡上光油。
• 起泡上光油只能在硬
弹性类型的膜片，如PET
（G、A）或PVC，上热
封。再生纸板是最好使用的
类型。（在原材料上进行的
透明胶带测试：纸板上光油
必须把纸板纤维都撕掉，因
为上光油应该一直渗入到纤
维中。）应该由供应商确定
纸板对起泡上光油的适宜
性。
• 为了确保上光油膜与
塑料膜片正确密封，施加量
应不超过6 - 8克／平方米。
对某些高吸收性盒用纸板
或纸板与纸板的热封来说，
可能需要两次施加上光油。
在某些情况中用底层涂料进
行第一次涂布更加经济，因
为这更便宜，而且对纸板表
面的密封比起泡上光油更有
效。
• 必须使用低功率的红
外线辐射，以确保起泡上
光油不会在印刷机内被“热
封”。
• 起泡上光油有阻塞网
纹辊表面和上光油输送装置
的倾向，所以在印刷运行后
必须对系统进行彻底清理。
如果生产中断一段时间，还
应该清理网纹辊。对特殊效
果的上光油有同样的要求。

• 印刷运行前的盒用纸板
和印刷后的起泡卡片和上光
油的理想存放温度和相对湿
度分别是18-25℃（64-77°
F）和55%。Weilburger发
现，如果保存得好，像这些用
Senolith-WL起泡上光油加工
过的起泡卡片可使用达两年。
如果存放条件不理想，只要它
们事先适应了环境变化，通常
可以进行加工而不会产生问
题。
• 使用包装机把起泡卡片
热封在表层上。热封质量取决
于温度、合压压力和热封工具
的平面平行度和热接触的长度
（机器定时），这是根据纸板
厚度、热封工具的长度、膜片
种类和上光油的厚度设定的。

有特殊效果颜料的上光油
和芳香上光 油
• 特殊效果颜料可以混合
在水性和UV上光油中，芳香
上光油则一定是水性的。当选
择网纹辊时，必须考虑微粒
的大小。彩虹颜料（达200微
米）和有香味的胶囊（达30
微米）要求网穴为网纹辊上网
穴尺寸的1.5倍。
• 在工作时，必须对有特
殊效果颜料的上光油进行充分
的搅动，还必须对芳香上光油
进行冷却。
• 芳香上光油非常贵（1
公斤成本高达500欧元），但
可节省使用，而且很容易就可
稀释。建议就操作和施加上光
油的最好方法向上光油制造商
进行咨询。作为一个选项，可
把“隔离物”混合在芳香上光油
中，以防止微小的胶囊在施加
上光油时和在纸堆中被压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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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raf-Poz的这台利必达超过30
米长，并因此成为欧洲同种类型中
最长的印刷机

上 光应用没有极限 ：
Graf-Poz 的 15个机组 的 利 必 达 105
去年在伯明翰Ipex展会上，波兰印刷商Graf-Poz签约购置一台欧洲最长的单张纸印刷
机：一台B1规格（41英寸）利必达105，共配备有十五个印刷、上光和烘干机组。自那以
后的一段时间里一切都悄无声息，但现在它又出现了！

标准的、高光泽的、金属的
或彩虹的上光油），所有这
些都是一次通过完成。

波兰最大的印品供应商之一
这台看上去没有尽头的
UV印刷生产线首次露面是在
今年三月底。

这台印刷机再多一个印刷机
组，它就会成为全世界最长
的印刷机了！

长达 30 米

答案尚未得出

在Graf-Poz的这台巨型
利必达包括一个Corona静
电消除器、一个施加不透明
白色涂料的上光机组、两个
烘干装置、七个印刷机组、
第二个上光机组、另外两个
烘干装置和第三个上光机组
及随后的三倍加长的收纸装
置。哇！真的很难一口气把
这些都说出来，但随后这台
30米（98英尺）长具有完
整的CX盒用纸板加工能力
的利必达105，就成了欧洲
最长的利必达设备。由于有
了三倍加长的收纸装置，所
以它比瑞士印刷企业Model
PrimePac那里的那台具有
同样机组数量的印刷机要长
些。而且，如果Graf-Poz的

利必达在进行联机印刷
生产和整饰方面的技术能力
是相当令人敬畏的。在全力
进行生产时的任何瞬间都会
有超过40张的张纸在运行通
过印刷机。验收后，GrafPoz就把利必达投入生产，
印刷多种包装产品。但是制
造商和买方都同意，这台印
刷机不仅仅要满足我们的眼
福，还要花一段时间使印刷
机的全体操作人员了解印刷
机的全部秘密，并开发出它
的 全 部 潜 力 。 到 那 时 ，G r a f Poz会一步步采取行动，并盼
望着出现使公司有能力进一
步 扩 大 其 核 心 市 场 之 一 ——
包装的产品范围的新发现。
当前，这台令人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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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必达印刷生产线独自占用
着一个崭新的专用的印刷车
间。“我们仍在考虑填满这里
可用的闲置空间的方案，”公
司拥有者Marek Przybylski
说。而且有许多事情需要考
虑，这台利必达105是该公司
第一台高宝印刷机，而且新
厂房里有充足的空间安装更
多的设备……

印刷车间里的梅赛德斯
除了纸张和大克重纸
板，这台15机组的高宝利必
达105还可以印刷塑料和其它
合成材料的膜片。这些承印
物中的大多数都用于包装，
例如糖果的包装。Corona模
块用消除静电的方法使印刷
机能够在膜片上实现良好的
印刷质量。用这条印刷生产
线上可在透明的膜片上施加
不透明白色涂料、金色或其
它颜色，及多种上光油（如

公司的拥有者Marek
Przybylski是一名合格的
印刷商，他在整整二十年
前，即1987年创建了这家
公司。最初他要为生存而努
力，因为在那时经济受控的
情况下，经常会出现纸张和
其它耗材的短缺，所以按照
市场规律来操作一个企业几
乎是不可能的。
自那以后，Graf-Poz
成长为波兰最大的印品供应
商之一，并在包装领域中上
升到有利地位。当前公司有
150多名员工。包装是在占
地近2,000平方米（21,500
平方英尺）新建的设备齐
全的生产厂房中印刷的。
Graf-Poz的库房也具有同
样的规模。
尽管公司主要宣称自
己是以标签（包括不干胶标
签）和实心纸板包装而闻名
的专业印刷商，其实它也

上 光用橡皮布、印 版 和 膜 片
为制做上光印版选择最好的材料及在联机上光中使用这些印版，这些都要求胶印商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这是因为把低
粘度上光油从上光印版传递到承印物上是一个凸印过程，它要遵循自己特有的规律。

Duco上光橡皮布的结构和镂刻
深度的例子。在有织物衬垫的
Superstrip FB（上）上，刀子切割
通过橡胶和织物层并进入容易剥离
的压缩层。在Superstrip PB（中）
上，一直刺入到耐切割的聚酯衬
垫。在自粘的Superstrip SB（下）
上，甚至把粘合剂层也切穿并暴露
出下面的金属滚筒

下面这些观察资料应用
于低粘度（即稀稠度）的含
或不含特殊效果颜料的UV
和水性上光油。它们不适用
于用黏稠的加印亮油和有图
像的胶印印版进行的局部上

• 可剥离的胶印橡皮布
（可以但不必须由制造商标示
为上光橡皮布），在衬垫上有
密封的或开放的织物编织层
（本体）用于在上光滚筒上的
装卡；
• 可剥离的上光橡皮布，

光。

有粘性衬垫可粘附在上光滚筒

用于直接和间接施加上光
油的上光印版

是低粘度上光油使用的是凸

通常，低粘度上光油是

印印版。尽管这一原理与间

上光印版通常有金属衬

直接施加的。现在这是用网

接凸印非常相似，但感光性

垫，这使得印版更具刚性，而

纹辊上光装置进行的，而以

树脂间接凸印版只适用于大

且与上光橡皮布相比不容易变

前使用辊式上光装置。这两

多数基本类型的局部上光。

形。这有几种类型：

种类型的上光装置都是以更

上。

最好使用有底板的硬PVC

• 有聚酯（PET）或铝衬

类似于柔印的直接凸印技术

膜片，或特殊的感光性树脂

垫的可剥离的橡皮布，装在上

为基础的。上光装置中有上

版。

光滚筒上；
• 有粘性衬垫的可剥离的

光印版滚筒，滚筒上通常用
装卡的方法，较少用胶粘的

低粘度上光油用的上光印
版

方法，装有上光橡皮布或上
上光油膜要薄些。在施加加印

橡胶橡皮布是一种唯一

低粘度上光油也可间接

亮油时，上光印版安装在印刷

使用的上光橡皮布。它有两

施加，但上光质量不如直接

机组中的印版滚筒上——区别

种基本类型：

光印版。

橡皮布，可粘附在聚酯底板或
未用过或已用过铝板上，装在
上光滚筒上；

施加的好，因为这样施加的
接 46页
接44页

印刷商业产品。它生产的折
叠纸盒为许多欧洲品牌制造
商所用，其中有Cadbury、
Stollwerck、Nestlé和
Philips。
Izabella Kwiatkowska

一 个 用 于 联 机 质 量 控 制 的
DensiTronic S密度测定和比色系
统，就放置在15个机组的利必达
105的主控台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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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切割的透明上光膜

的硬度计为邵尔A硬度，因为

镂刻剖面和稳定性

片，有粘性衬垫用于粘附在一

它指明的是整个上光印版的硬

在实践中，在满版的和部分的

块铝板上（把局部上光图像作

度，并允许在背面有粘合剂的

两种上光类型的镂刻剖面之

为模板曝光），装在印版滚筒

橡胶橡皮布和印版及感光性树

间会形成差别。即使是用于满

上进行间接上光；

脂印版之间进行比较。压印力

版上光的上光印版也有镂刻剖

• 可切割的透明上光膜

对获得上光油膜的最佳传递来

面，因为边缘处的凹进部分必

片，有粘性衬垫用于粘附在一

说比可压缩性和硬度更加重

须更深些才能把被施加的上光

要，后者在半色调柔性版印刷

油保持在那里。部分上光或是

中对网点的增大有更大的影

指局部上光，或是指上光中的

响。这个压力必须设置为轻

空出部分。局部上光是一种设

压，即在上光印版和承印物之

计工具，通常用在所选择的页

定性，它们还使上光印版的

间可能实现的最轻的压力。上

面元素上，如实地、图像、正

块铝板或聚酯膜片上，装在印
版滚筒上；
• 可切割的PVC版，有铝

可压缩的橡胶橡皮布可以容易地剥
离，因为压缩层的开放性结构使其
成为一个良好的隔离物
(照片：Streb)

或聚酯衬垫，装在印版滚筒上
进行间接上光；
• 特殊的感光性树脂或柔

装卡更加容易。高宝发现，

光印版几乎不变形，而且上光

文（最小6磅）、标识或线条

印印版，有聚酯或铝衬垫，装

如果有聚酯衬垫的上光橡皮

图像保持没有点状边缘。夹层

和扭索线纹，其目的是增强光

在上光机组的滚筒上；

布的聚酯没有无光表面，它

上光印版中的可压缩层扩大了

泽或无光光泽与承印物或与其

• 感光性树脂间接凸印

就比别的上光印版更容易滑

适压印刷的区域。在使用可压

它页面元素的反差，或是为了

版，有聚酯或铝衬垫，装在印

动。铝底板是在后边缘扳弯

缩的橡胶橡皮布和印版时，压

用颜料效果对它们进行强调。

版滚筒上进行间接上光。

的，如果网纹辊合压力量过

印力的少量增加对印迹长度基

当用加印亮油在复合型油墨上

感光性树脂上光印版通

大时，就会在这个边缘造成

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而在使用

产生反差光泽效果时，甚至可

常较薄，约1.15毫米（0.04

跳动，当在夹紧的时候，前

柔性的感光性树脂印版时，则

以在图像中生成局部网屏。满

英寸）或以下。杜邦和富林特

边缘跟随上光印版滚筒的曲

必须通过失真系数对印迹长度

版上光印版中的空出部分主要

是欧洲的主要供应商，麦得美

线。预先装有夹板或扳弯的

进行校正。即使是网纹辊（它

限制在晚些时候要进行上胶

（NAPP）是美国的主要竞争

上光印版可以进行存放并用

确定吸纳量并从而确定被传递

（折叠纸盒）、加印或盖图章

者，在日本则是东丽。柯达的

于重复活件。

的上光油的量）与上光印版之

的区域。

Flexcel印版不是为上光应用设

上光印版通常必须与包

间的压力，也应该设置为可能

在选择上光印版时，一

计的，旭化成则只提供最大 B2

衬纸或包衬橡皮布结合使用

范围内的最小。网纹辊相对于

个关键的标准是避免上光油堆

（29英寸）各种厚度的印版。

以确保最佳滚动状态。可获

上光印版之间的接触带推荐为

积在凸起的图像元素上所需的

得各种厚度的聚酯和聚氨酯

4毫米（0.15英寸）宽。

最大镂刻深度。但是，凹进部

包衬、附件和操作

膜片及气垫橡皮布，具体使

由于上光印版和经过校正

分越深，剖面就越不稳定，在

高宝提供数种可选的适

用取决于上光印版本身是否

的包衬材料的厚度都在制造商

精致的、细小的元素上尤其如

合上光印版滚筒使用的夹紧系

已经是可压缩的。没有可压

的数据单中给出，所以可方便

此。使用感光性树脂印版时，

统。由Grapho-Metronic和

缩结构的上光在实践中只用

地计算出上光滚筒包衬的总厚

精致的独立线条和圆点对上光

Bacher Control提供的两种上

于简单的局部上光和给上光

度。但是，公差、四舍五入的

来说就不是个问题：因为这些

光印版冲孔型板可用作通用的

中空出的部分上胶。包衬材

错误、压缩和膨胀都可能造成

元素不像在半色调柔印中的元

印版定位系统。

料可从上光印版制造商和专

实际厚度偏离这些数据。所以

素那样纤细，在图像区域、

业供应商那里得到。

最好是检查整个上光滚筒包衬

侧面角、底部和元素之间足够

的厚度（见实用提示）。

的间隔各方面之间作出的妥协

两种类型的夹紧系统的
操作方式不一样。使用快速夹

47页和48页概览中使用

紧系统时，用一个有心轴的肘

较少。在用切割和剥离的方法

节杆把印版夹紧，然后以气动

制做的上光印版中情况就不一

方式紧固。但是，只能使用具
有不同底板材料的两种上光印
版，不能用于橡皮布。使用通
用夹紧系统时则用夹板紧固上
光印版，必须用螺钉把夹板拧

正 在 E s k o
Kongsberg
XE10数字式切
割台上对一块上
光橡皮布进行切
割

样：垂直的切割能够使较精致
的元素变得不稳定，它们不能
经受任何时间长度的剪切力，
并会变形或破碎。所以最好是
确保侧面有些许角度，至少在

上，然后必须手动紧固。与快

橡胶上进行手工镂刻时要做到

速夹紧系统相比，它可以用于

这一点。

没有预先安装夹板的上光橡皮
布和具有不同衬垫的上光印
版。
聚酯的尤其是铝的底板
不仅能提高上光图像套印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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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光印版概览
产品名称

镂刻

厚度(毫米） 镂刻深度 邵尔A 上光油
（毫米） 硬度

小幅面感光性树脂印版

软片晒版，冲洗

n/a

n/a

n/a

n/a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铝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n/a
n/a
n/a
1.15；1.35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水性
水性
水性
水性
水性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热塑剥离
热塑剥离
手工/切绘机

1.17
1.96
1.15
1.35
1.96

0.70
0.80:1.60
0.80:1.60
0.80:1.60
0.90

79°
79°
78°
78°
77°

UV，水性
UV，水性
UV，水性
UV，水性
UV，水性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只用于卷筒纸胶印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切割
n/a
手工/切绘机

1.69；1.95
1.95
1.69；1.95
1.69；1.95
1.96
1.70；1.96
1.96
1.70；1.96

约0.5
n/a
约0.5
n/a
最薄0.8
n/a
n/a
n/a

78°
80°
78°
78°
75°
78°
80°
77°

UV，水性
n/a
UV
珍珠光泽（M）
n/a
UV
珍珠光泽（M）
水性，可刮除，可粘附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自粘的橡胶橡皮布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1.95
1.30
1.95
1.68；1.95
1.15:1.30:1.35:1.40
1.95；2.16
0.96:1.05:1.68:1.95
1.95

约0.8
74°
0.95
88°
约0.8
74°
0.7；0.8 77°
0.95
88°
约0.95
88°
约0.95
88°
约0.8
82°

上光印版

特性

Asahi Photoproducts
n/a

Atécé
PrintCare SP-D250
PrintCare SP-D255AP
PrintCare SS
PrintCare N115/135
PrintStrip R606

可压缩的

Böttcher
BöttcherTOP 1001
BöttcherTOP 1002
BöttcherTOP 1004
BöttcherTOP 1005
BöttcherTOP 1007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

Contitech, Phoenix Xtra Print
Conti-Air Crystal
Conti-Air Spectral
Conti-Air Violet FS
Conti-Air Ebony
PXP Canyon
PXP Ruby
PXP Topaz/Topaz Carat
PXP Toumaline web

Duco, Birkan
Birkan Super Strip
Birkan Super Strip 3
Birkan Super Strip 4
Duco Superstrip FB
Duco Superstrip PB
Duco Superstrip PB 0824/5
Duco Superstrip SB
Duco Superstrip UVPB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切割到聚酯衬垫
可压缩的,切割剥离层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

UV，水性
UV，水性
UV，水性
UV，水性
UV，水性
UV，水性
UV，水性
UV

DuPont Packaging Graphics
Cyrel CL4P/N
Cyrel CLAM
Cyrel FAST FOP 45
Cyrel NEOS 45
Cyrel NOW 45
Cyrel HIQS 45
Cyrel HIQS 0,76
Cyrel DS2 45
Cyrel DPI 45(北美）

有聚酯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为上光油特殊开发的
有铝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由Rudolf Reproflex对CL4修改
有聚酯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为上光油特殊开发的
有聚酯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用于间接上光
有聚酯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用于间接上光
有聚酯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用于间接上光

阳图/阴图晒版，冲洗
阳图/阴图晒版，冲洗
软片晒版，热显影
软片晒版，冲洗
软片晒版，冲洗
软片晒版，冲洗
软片晒版，冲洗
激光曝光，冲洗
激光曝光，用水冲洗

1.14
1.14；1.55
1.14
1.14
1.14
1.14
0.76
1.14
1.14

0.4-0.9
0.4-0.9
0.4-0.9
0.4-0.6
0.4-0.6
0.4-0.6
约0.4
0.4-0.6
0.4-0.6

65°
UV,水性，珠光、金属
65°
UV,水性，珠光、金属
75°
UV,水性，珠光、金属
珠光(M)、金属,UV,水性
70°
珠光(M)、金属,UV,水性
76°
珠光(M)、金属,UV,水性
76°
＞76° UV，水性，油性
70°
UV,水性，珠光、金属
63°
UV,水性，珠光、金属

n/a
n/a
n/a
0.4-0.7
n/a
n/a
n/a
n/a
n/a
约0.8
约0.8
n/a
约0.8
n/a
n/a
约1.0

77-78° UV,水性,珠光、金属,OW
70-73° UV,水性,珠光、金属,OW
77°/66° UV
非常硬 UV，水性
75°
UV，水性
76°
UV，水性
珍珠光泽（M）
78°
n/a
UV，水性
水性
n/a
75°
UV，水性
75°
UV，水性
79°
UV，水性
水性
78°
n/a
UV，水性
n/a
UV，水性
77°
UV，水性

1.15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Flint Group (Flint, Day International, Day Brasil/Printec)
Nyloflex Gold A 116/116 D II
Nyloflex Seal F116
Nyloflex sprint 114/170
Nyloprint
DavidM DuraPeel
DavidM QL Stripper
DayGraphica 3000
Gerber Innovations SectorCoat DG
Gerber Innovations SectorCoat Poly
Printec Coater
Printec Coater Tac-N-Coat
Printec Dual
Printec Natural
Printec Polyester-backed 115/135
Printec Polyester-backed 184/194
SUN Ultra Strip-GRL

有铝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为上光油特殊开发的
有聚酯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为上光油特殊开发的
有聚酯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用于简单局部上光
有聚酯或铝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用于简单局部上光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硬聚酯层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胶印印版上使用的自粘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软片晒版/激光曝光,用水冲洗
软片晒版，用水冲洗
软片晒版，用水冲洗
软片晒版，用水冲洗
手工
手工/切绘机
n/a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n/a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1.16
1.16
1.14；1.70
0.73-0.95
1.70；1.96
1.96
1.70；1.96
1.57
1.14
1.70；1.96
1.70；1.96
1.70；1.96
1.70；1.96
1.15；1.35
1.84；1.94
1.70；1.96

在胶印印版或聚酯底层上用的自粘的膜片		
有铝或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可压缩的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可压缩的
有铝或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铝或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可压缩的

手工/切绘机
1.15
切绘机
1.15；1.35
切绘机
1.15；1.35
手工                   1.15
切绘机
1.15
手工
1.15
切绘机
1.15；1.35

Folex
Folacoat Easyspot
Folacoat LP-P-Comp
Folacoat LT-P-Comp
Folacoat plus LP-D
Folacoat plus LP-P
Folacoat plus LT-D
Folacoat plus LT-P-Comp

水性,(测试UV）
水性,珍珠光泽(M）
水性
水性,珍珠光泽(M）
水性,珍珠光泽(M）
水性
水性

状态：2007春。错误和省略已排除。可获得性可能受地理方面的限制。
n/a：在国际互联网文件中没有数据。OW：不透明白色涂料；（M）由Merck推荐；在制造商的产品范围不明确包括上光橡皮布的地方，都列出了可剥离的印刷用橡皮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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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刻

厚度(毫米） 镂刻深度 邵尔A 上光油
(毫米） 硬度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切绘机
手工
切绘机

1.15
1.15
1.15

n/a
n/a
n/a

n/a
n/a
n/a

水性
UV；水性
UV；水性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1.70；1.95
1.70；1.95

n/a
n/a

n/a
n/a

水性
UV

产品名称

上光印版

Folacoat plus LT-P
Folacoat UV LT-D
Folacoat UV LT-P

特性

Grapholine
Stripper A
Stripper UV

Hydro Dynamic Products
HDP Stripper UV
HDP Stripping Blanket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可压缩的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n/a
n/a

0.50
n/a

82°
n/a

UV
水性

滚筒上用自粘的橡胶橡皮布
橡胶橡皮布

最初为窄幅卷筒纸开发
可压缩的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0.95:1.05n/a
2.50

n/a
n/a

87°
74°

UV
珍珠光泽(M）

胶印印版上用自粘的膜片
有聚酯衬垫的弹性体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弹性体印版

手工/切绘机
用于间接上光
必须有Varnicomp可压缩包衬 手工/切绘机
必须有Varnicomp可压缩包衬 手工/切绘机

0.53:0.68
1.15:1.35
1.15:1.35

0.53:0.68 ＞100° UV,水性,油性
0.80:1.00 85°
UV,水性
水性
0.80:1.00 70°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软片晒版，水冲洗
软片晒版，水冲洗

1.95
1.70；1.96
1.04
1.14
1.24
1.14
1.70；1.96
1.70；1.96
1.14		
1.14；1.70

n/a
n/a
n/a
n/a
n/a
0.89
n/a
n/a
n/a
n/a

77°
74°
77°
74°
74°
75°
78°
78°
n/a
n/a

UV；水性
水性
UV；水性
水性
水性
水性
UV；水性
UV；水性
UV；水性
UV；水性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1.96
1.96

n/a
n/a

80°
81°

水性
UV

手工
手工
手工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

0.50
0.50
1.00
0.85；0.95
1.20；1.30
1.15；1.35

0.50
0.50
1.00
0.55
0.90
0.80；1.00

115°
85°
75°
85°
75°
75°

UV,水性,油性
水性,油性
UV,水性,油性
UV,水性,油性
UV,水性,油性
UV,水性,油性

Kinyo
Air-Tack Type J
S7400

Kruse
Varnilack
Varniplate
Varniplate 70

MacDermid (Rollin, NAPP)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Elastostrip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Highlight(仅美国）
滚筒上用自粘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PCResil(仅美国）
PolyBlanket(仅美国）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PolyBlanket adhesive b.(仅美国） 有聚酯衬垫的滚筒上自粘橡胶橡皮布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Polystrip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可压缩的
RC3/RC4(仅美国）
RC370/RC470(仅美国） 滚筒上用有织物衬垫的自粘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NAPPcoat CNF(仅美国）有铝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NAPPcoat GLX(仅美国）有铝、钢或聚酯衬垫的感光性树脂印版		

Meiji
Perfect Dot MX
Perfect Dot QR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

Nessmann
胶印印版或聚酯衬垫上用的自粘的膜片 用于间接上光
Spot Coat 50 TR
胶印印版或聚酯衬垫上用的自粘的膜片 用于间接上光
Spot Coat TR 50WM
胶印印版或聚酯衬垫上用的自粘的膜片		
Spot Coat 100			
有铝/聚酯衬垫的PVC胶印印版
用于间接上光
Strip Plate 5 L
有铝衬垫的橡胶印版
Strip Plate 13 KR
PVC覆盖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Strip Plate Poly
PVC覆盖

Novurania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可压缩的
手工/切绘机
有织物衬垫有聚酯芯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各项同性扭转稳定 手工/切绘机

1.15:1.35:1.55 0.80:1.00:1.20 85°
80°
1.95
1.20

UV，水性
UV，水性

胶印印版上用的自粘膜片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手工
手工/切绘机

n/a
n/a

n/a
约0.8

n/a
72°

水性
UV，水性

Priscolith Conti-Air Crystal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手工/切绘机

1.69；1.95

约0.5

78°

UV，水性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有聚酯衬垫的橡胶印版
胶印印版上用的自粘的橡胶橡皮布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滚筒上用的自粘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
n/a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1.70；1.96
0.76；1.02
1.70；1.96
0.76；1.02
0.9:0.95:1.00:1.05 n/a
n/a
n/a
1.70；1.96
0.76；1.02
1.70；1.96
0.76；1.02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UV
水性
UV
珍珠光泽(M）
无光光泽/粒状效果，水性
水性
水性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有织物衬垫的橡胶橡皮布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手工/切绘机

1.69；1.95
1.69；1.95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UV
UV
珍珠光泽(M）
水性

n/a

n/a

n/a

n/a

n/a

珍珠光泽(M）

有聚酯衬垫的感光性印版		

软片晒版，水冲洗

1.14

n/a

n/a

UV，水性

Spot
303 Revolution

Pavan
Super Coat Eco/Plus
Master Strip (Duco)

Prisco
Reeves, Grans Ink
Vulcan UV
Vulcan 714 Strippable
Vulcan Royal Form UV
Vulcan Irio
Vulcan/Gans 2000 plus
Gans 893/894
Gans ISO.Spec

可压缩的
可压缩的

Sava Tech
Advantage EPDM Red/Black
Advantage UV dual
Advantage New
Stripping 1&2

SRI Hybrid
Sumitomo ST 800

Toray
Toreflex LT-114R/DR

状态：2007春。错误和省略已排除。可获得性可能受地理方面的限制。
n/a：在国际互联网文件中没有数据。OW：不透明白色涂料；（M）由Merck推荐；在制造商的产品范围不明确包括上光橡皮布的地方，都列出了可剥离的印刷用橡皮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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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块无划伤或不粘附的膜

的。越来越多的印刷商对自己

片保护的，在切绘后该软片

的生产过程进行检查，并转而

必须除掉。

使用立即可用的上光印版，其

感光性树脂印版中的大

中包括越来越多的感光性树脂

多数是用UV辐射通过模板

印版。而且感光性树脂印版已

成像，用水或溶剂进行清理

不再仅仅用于要求精细套准的

并二次曝光的。也有用激光

精致的上光图像，而是也已经

进行数字式成像的感光性树

被用于比较简单的工作，如给

脂印版，但不能进行激光雕

上光中空出的部分上胶。

刻。而且就像胶印的计算机
直接制版一样，上光也可用

Dieter Kleeberg

免化学处理的印版（如杜邦
的 C y r e l FA S T ） 进 行 ， 这 种
印版要求UV成像，然后进行
一块上光橡皮布，它上面粘贴标签用的空出部分是用切绘机切割并手工剥
离的，橡皮布已经装在夹条上，可直接装在高宝74 Karat印刷机上进行生产
（照片：Kleeberg）

干热显影。

自己制做还是定做？
尽管在橡胶的和膜片的

生成一个镂刻剖面

可进行深入切割的不可压缩

印版上生成轮廓的工作习惯

切割和剥离（提起、脱

的上光橡皮布与一块可压缩

上是在厂内完成的，而且上

离）是两个过程，在这两个过

的包衬结合使用。其它制造

光印版经常是由印刷机操作

程中，施加上光油的轮廓被切

商则把上光橡皮布中的可压

者自己在滚筒上切割的，但

割出来，橡皮布或印版上没有

缩层用作分离层，从这里可

感光性树脂上光印版几乎无

上光油的区域被手动去掉或用

以容易地把切除部分剥离。

一例外都是由专业公司完成

计算机直接制版系统和一台切

提供有手工切割用的工

的。对于印刷厂来说，投资

绘机去掉。从本质上说，任何

具和协助剥离的加热板。但

购置感光性树脂印版成像和

橡皮布都可进行切割和剥离并

是首先必须把上光图像复制

显影用装置，并不总是经济

实现某种可接受的质量。一块

到不透明的橡胶面料上来生

合算的，因为这些装置非常

橡皮布是否适合用于上光不仅

成一个模板。完成这一工作

可能得不到充分利用。

仅取决于它是否能够被方便的

的最容易的方法是借助于一

当对不同类型的上光

剥离：其它的关键标准是其面

块放置在橡胶上的光敏重氮

印版的价格进行比较时，所

料接受和传递上光油的能力，

软片，这样就可像通过透明

有的印刷商很少把厂内劳动

和它相对于油基油墨、不同上

阳图片软片制做模拟印版那

力的投入包括在自己的计算

光油和洗涤剂的耐膨胀性。橡

样对橡胶进行曝光和显影。

中。交货后即可使用的橡胶

胶橡皮布中的可压缩层在剥离

那些要用胶粘在铝底板上的

的或聚酯的印版可能会比在

时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透明膜片应该被装在已经按

厂内剥离的上光橡皮布贵得

如果必须切割通过紧密层，切

照上光图案成像的铝板上。

多，但是图像的转印和橡皮

除部分的剥离就会非常困难。

切绘机是用例如包装

布的切割和剥离所需的相当

然而开放性细胞结构使剥离变

设计软件或轮廓数据生成的

长的时间，也应该计算在

得容易。如果能够切割到聚酯

CAD数据来控制的。但即使

内。如果图像复杂，可能需

或铝衬垫（在较薄的橡皮布上

这样，还必须手动去除被切

要更多的劳力，所以对在厂

通常是这种情况）上，剥离也

割的部分。某些可用切绘机

内生产是否一定是最具成本

会容易些。一些制造商建议把

切割的专用橡皮布和印版是

效益的方法进行检查是值得

在（德国）Lauterbach的STI Group为高宝利必达142生产橡胶上光印版：生成折叠纸盒用的CAD数据，在空白装帧样本上检查空出部分，在切绘机上切
割印版，把安装孔剥出，把橡胶层剥离以便露出已剥离的上光印版，安装印版并在压印完成后拆下（照片：Streb)

Process 4 I 2007 49

来 自高宝上光研讨 会 的 实 用 提 示
为上光图像计算失真系数

物的厚度和包括所有包衬在内

当在一块上光印版上生

的上光印版的总厚度，通过没

成镂刻剖面时，不管是用手工

有相互抵消并因此对失真系

方法还是在切绘机上进行，

数D产生微小变动的滚筒直径

也不管是用UV还是用激光成

d施加影响。在使用感光性树

像，都必须把图像失真考虑在

脂印版时，压印力也增大失真

内。这是因为滚筒的曲线使得

系数。在实践中，经常使用平

剖面在滚动方向上呈扇形展

均值进行计算：四开和中等幅

开，所以必须把上光图像相应

面为0.7%，大幅面为0.6%，

缩短。纸张尺寸越大，相应的

超大幅面为0.5%。极端值在

失真就越小，但即使是很大的

0.2-1%之间。

滚筒周长还是会增大上光图像
和印刷图像之间的绝对差别。

目标值：

在印刷机内用Fischer Deltascope
MP 30 E-SZ测量。这种方法根据与
滚筒的直径和金属相关的磁场弱化
计算厚度(照片：Streb)

手工切割和剥离时使用
特殊的刀具和锥子状翘起工

值

具。如果是直线，建议用金属

D（单位%）：失真系数，相

直尺。如果是矩形的空出部

对失真，上光图像减少的长度

分，切割线必须在边角处汇

变量：

合，这样在剥离后不会留有橡

s（单位毫米）：镂刻深度

胶残留物。要以锐角慢慢地把

u（单位毫米）：上光印版滚

要去除的材料剥掉，而且在边

筒的周长

角处剥离时一定要避免无意

d（单位毫米）：上光印版滚

中把保留的层翘起。可用特

筒的直径

殊的修理用粘胶，如Folex的

π：滚筒周长与滚筒直径的比

Folaglue对失误进行补救。

（3.14…）

对上光印版滚筒进行保养

K

= 2πs

u

= πd

一次。把护罩掀起，用键盘

D

= (K/u) • 100%

转动版卡使它们能够被看见

= (2πs / πd) • 100%

（1）。把印刷机保护起来防

= (2s / d) • 100%

止再次起动。清理版卡并喷涂

结果：

用测量装置在印刷机外进行。插入
整个夹层并用规定的传感器压力进
行测量：甚至可以测量单个的成分
(照片：Streb)

无故障的切割和剥离

K（单位毫米）：曲率，失真

公式：

测量上光印版滚筒的包衬的厚度

这些滚筒应该每周保养

在印刷机内用L型（50厘米）的PITSID包衬厚度量规进行检查。量规靠在
滚枕或测量环或暴露的滚筒表面上，并计算出上光印版的总厚度；这种方
法也适用于橡皮布和印版滚筒。照片显示的是在Kropstädt的Mundschenk
Druck + Medien在一台高宝利必达105上对Nessmann上光印版进行测量

水性上光时）或VII（进行UV
和 混 合 生 产 时 ） —— 见 高 宝
润滑指导8-1至8-4。

少量润滑油。通过护罩上的间

在滚筒滚动方向上的上

隙清理紧定螺钉（2）和其它

光图像的长度必须减去失真

运动零件，并喷涂少量润滑

系数D，如从100%中减去

油。小心地除去多余的润滑

D=0.5%，等于99.5%。承印

油。要使用喷射液VI（进行

(图形：Folex)

(照片：Folex)

上光印版的底板撕裂或断
裂：
1、 底 板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区
域切割过深。由于这种情况

上光印版的用后存放
上光印版通常都应该彻
底清理，用保护纸盖好并存

经常发生在单层底板上，所
以使用有保护性聚酯层板的
底板可能会好些。

放在一个凉爽干燥的地方。

2、 在 重 复 工 作 过 程 中 ，

有铝底板的印版应该垂直存

在铝板靠近边缘处频繁扳弯

放，或悬挂或直立，其它所

会很快造成铝板疲劳，并可

有印版则应该悬挂或卷起。

能从那里断裂。在装卡前要

此外，感光性树脂印版必须

检查易于疲劳的位置。聚酯

保护起来使其不见日光。

底板更具有弹性而且不容易
疲劳，但能够经受的压印次

在印刷机上进行的故障排
除
Folex根据经验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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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要少些。

上光印版用的洗涤剂
橡皮布/印版

感光性树脂印版

水性上光油

石油醚与水的1:1混合
物、 IPA 与水的 1:1 混合
物、温水、经测试的橡
皮布洗涤剂

水、IPA与水的1:1混合物、IPA
与水和表面活性剂的混合物、
纯 IPA (预先测试印版是否会膨
胀）

UV上光油

IPA、经测试的特殊洗涤 IPA 、 IPA 与水的 1:1 混合物、纯
剂*
IPA(预先测试印版是否会膨胀）

AVOID

重 新 润 滑 和 慢 速 蒸 发 的 洗涤剂型碳氢化合物（尤其是
闪点在 0-100 ℃之间的 A-III 、
洗涤剂
A-II 和 A-I 级别的轻油精）和植
物油、 UV 油墨和橡皮布用的油
墨溶剂和洗涤剂

* 橡皮布和特殊洗涤剂的制造商包括Brenntag、Day International（Varn）、DC
Druck-Chemie、FujiHunt、Huber group、Helmut Siegel和Vegra

以正确的压印力完成的完美的适压印刷（上），压力太大造成的点状边缘
（下）——用感光性树脂印版施加的局部上光（左）和金色亮油都同样清
晰地显示出这个问题（照片：Flint Group)

3、 网 纹 辊 和 上 光 印 版 之
间的压力太大，因为包衬太硬

2、 上 光 油 太 薄 （ 见 上
面）。

1、 滚筒的滚动不正确。

选择上光印版

如果上光印版太硬，

简单的一次性上光印版

那么即使压印力正确，也可

或自粘的聚酯膜片通常完全可

能出现点状边缘。因此，

以满足短版活的需要。印数较

专家建议在上光印版或包

大时，最好使用橡胶橡皮布或

3、 油 墨 量 太 大 、 油 墨 太

衬中要包括有一个可压缩

有可压缩成分的印版，或感光

稠，或使用了含有过多颜料

层。例如，Folex、Kruse

性树脂印版。根据不上光区域

的油墨或金属油墨。

或太厚。

网纹辊跳动：

包衬的成分

和Nessmann提供可压缩的

的分布，从而也就是机械负荷

2、 网 纹 辊 和 上 光 印 版 之

4、 质 量 不 好 或 无 吸 收 性

包衬，所以上光印版只包括

的集中情况的不同，可压缩的

间的压力太大。网纹辊压力

的承印物，如羊皮纸、金属

一个聚酯衬垫、一个防切割

上光印版的使用寿命可在200

带的宽度应该是均匀的4毫米

化或涂覆有金属箔的纸张，

的聚酯层板和一个可一直切

万至300万压印次之间，并可

（0.15英寸）宽。

削弱了油墨的粘附。

割到层板的聚酯表面层。如

在多次重复运行中使用。感光

3、 可 压 缩 的 包 衬 或 上 光

5、 在 给 粗 糙 的 纸 板 上 光

果使用可压缩的上光印版，

性树脂印版具有类似的寿命。

印版有助于从一开始就抵消这

时，经常需要把上光机组中

在包衬中就不必需有可压缩

可压缩的上光印版减少

个问题。

的压力增大，这促成了油墨

层。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适

上光油的消耗——条件是使用

上光图像含有瑕疵：

的聚集。

合用作不可压缩的包衬，因

具有较精细外形的网纹辊——

上光油聚集在上光印版
上：

为这些包衬必须具有特定的

因为它们把承印物抱住。它们

1、 上 光 印 版 滚 筒 的 压 印
力过低，即小于轻压所需的设
置。
2、 上 光 印 版 太 薄 。 加 厚
包衬。

厚度。经过校准的包衬就是

还吸收褶皱和折痕而不产生变

1、 镂刻太浅。

为这一目的开发的。它们可

形。

2、 上 光 油 的 粘 度 不 正

包括纸张或最近出现的挤压

在给复杂的图像上光

确。

成型并可少量压缩的由聚氨

时，没有什么方法可替代感光

3、 上 光 油 太 薄 。 这 可 能

3、 上光油施加得太厚。

酯（PUR）和聚酯（PET）

性树脂印版。而且这些印版在

是网纹辊污染或它不适合所需

4、 印 刷 开 始 时 ， 上 光 印

组成的夹层包衬（意大利的

任何时候都是可获得的替代方

的吸纳量，或网纹辊与上光印

版撞击到靠版辊的聚合物层

Finito可提供）。

案，即使对简单的图像来说也

版的接触太少造成的；在大幅

上。检查滚动情况，如需要

是如此，因为购买这些印版总

面印刷机上，网纹辊可能不具

可把硬的部件更换为可压缩

是比用手工或切绘机切割它们

有足够的刚性。或上光印版的

的部件。

或手工剥离橡胶印版要便宜

上光油传递性质可能是事故的

些。

原因（如使用了应只用于传递
油墨的橡皮布）。

光泽也取决于上光印版
可压缩的ContiAir包衬
(照片：Folex)

4、 纸 板 质 量 不 好 。 厚 度
公差过大可反映出这一点。
油墨很快而且频繁地聚

有高光泽，即平滑和未
变粗糙，的橡胶表面的上光印
版可提高光泽，在与高光泽

集在上光印版上：

UV上光油和特殊效果颜料上

1、压印力大大高于轻压

光油结合使用时，尤其如此。

的压力，所以在新鲜的印迹上

橡胶的表面张力应该超过32

造成的负荷过大而且油墨被擦

毫牛顿/毫米。上光印版的设

掉。降低压印力，如可能则用

可压缩包衬进行稳定。

合成纸制成的经校准的包衬
(照片：Streb)

由聚氨酯-聚酯夹层制成的经校准的
包衬（照片：Streb）

计平行度也起作用，因为接触
表面应该尽可能均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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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水胶印中的水性上光
和 UV 上光
用传统的和UV固化的油墨进行无水胶印可得到高质量的印刷图像。该工艺经常与其它
的高端技术，如调频加网和扩大了的色域结合在一起。联机上光也可在这里能获得自己的
至上荣光。

高宝：无水胶印的先驱

UV机型推向市场的。Genius

进行联机上光的无水胶印

5 2 U V 最 惊 人 的 特 征 —— 除 了

在多年前就已经成为受到公认

用户友好和节省空间的占地

的技术——基本上是与湿胶印

面 积 外 —— 就 是 它 可 印 刷 的

的联机上光装置同时开发出来

范围极广的承印物，这包括

的。

纸张、盒用纸板和达0.8毫米
高宝及其子公司KBA-

厚的塑料。

Metronic是最先提倡无水胶印

第一台配备有挤压辊

和联机上光的公司之一。在网

式UV上光机组和一个超长

纹辊上光装置出现之前，网纹

持续部分的Genius 52UV

辊就已经在胶印的输墨装置中

为瑞典著名的塑料专业印刷

得到应用，这就是为什么它的

商Inplastor购得。这两个

输墨装置能够如此紧凑而且不

部件把光泽提高到了极高的

需要墨键设置部件的原因。无

水平：挤压辊可施加最适宜

水胶印的无墨键输墨技术早在

的上光油的厚度，而六米多

1 9 9 0 年 代 初 就 —— 与 U V 油 墨

（20英尺）长的持续部分

和上光油一起——就在尚未被

使得很厚的上光油层能够形

高宝收购的Metronic开发的

成自己最大的平滑度。因

OC100/OC200单卡印刷机上

此，这样印刷和上光加工出

得到了应用。OC印刷机主要

的卡片的光泽非常接近覆膜

用于在PVC/ABS（丙烯睛-丁

卡片的光泽水平和耐摩擦的

二烯-苯乙烯共聚物）上印刷

性能。Inplastor用这一配

单色塑料卡，如预付费的电话

置印刷所有种类的智能卡，

卡。

包括在高水平防伪条件下生

KBA-Metronic的OC200是一种用
于印刷单个卡片的无水UV胶印机。
所有八个印刷机组都配备有无墨键
输墨装置。成对塑料卡印刷完成
后立即进行联机UV上光
尽管上光油是用输墨装置施加的
（见下图），由于这是UV底
层涂料，所以可在印刷第一
色油墨前施加并立即固化。
处在印刷部分末端的一个
自动的正反面印刷装置使该
机可在卡片的两面进行
印刷和整饰

与此同时，UV油墨的无

产的付款卡和信用卡。智能

水胶印（WLUV）和联机UV

卡 —— 具 有 数 字 式 存 储 能 力

发的，他们要求能够更快地

使所用的油墨具有更高的光

上光已在多种应用中被采用。

和功能并与电子系统相结合

进行整饰加工，以跟上越来

泽。因而可断定，上光也会

这些工艺（通常都配备用“长”

的 塑 料 卡 —— 拥 有 快 速 发 展

越紧的交货期限的要求。

由于这个基本光泽水平的提

墨路）适用于折叠纸盒用纸板

的市场。

和销售点广告的单张纸胶印、

在使用靠氧化和渗入

高而受益。该光泽水平比湿

无水工艺有利于上光质量

胶印联机上光的光泽水平高

在塑料和箔上的印刷和经常用

干燥的无水油墨的四色74

在涉及氧化干燥或UV固

于标签印刷的窄幅卷筒纸胶

Karat DI胶印机中，现在售出

化油墨的无水胶印工艺中进

出3 - 4%。
由于在上光之前没有润

印。完全用无墨键输墨装置

的机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

行上光有多个优越性，因为

版液传递到承印物上，所以

操作的一种印刷机是Genius

配备了水性上光机组。这一

这里不存在水或异丙醇。仅

上光油可以更有效地对承印

配置是应Karat用户的要求开

仅去除润版液这一项，就可

物和油墨进行润湿。尤其是

52，是KBA-Metronic只作为

由Druck & Beratung D. Braun为无水UV胶印开发的最新版的叠印控制条——H-2/05。无水油墨（甚至是那些UV生产用油墨）都具有很高的粘性数值。
这种测量色块的三角形形状使它们能够更容易地克服粘附力，从而当油墨在橡皮布和承印物之间分裂时可产生清晰的断裂（“快速脱开”）。因此，它们能
够真实地显示承印物的叠印性质。矩形色块可能得到不理想的结果，墨膜较薄时尤其如此，这是因为油墨的粘附容易使墨膜在边缘处卷起。当然，要用
密度计或分光光度计对单个的色块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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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Inplastor的KBA-Metronic制造的Genius 52UV带上光机组的印刷机（上图和右图）：印刷机组（A）、包括
有机组间UV烘干装置（1）和一个移动式挤压辊上光装置（2、3）的UV上光机组（B）、配备有一个装在6米多长
持续部分中的红外线烘干装置（4）的加长收纸装置（C）、配备有一个双灯UV辐射器（5）的收纸装置（D）

在无水UV生产中，润版液的

印生产中，使用的完全是标

的水性上光油是塑料表面才有

免除可取得附加的好处：上

准的水性或UV上光油。上

的特性。大致可以说，聚苯乙

光油可以更快更彻底地粘附

光油制造商把他们的产品标

烯（PS）、PVC、ABS、聚

和干燥，所以在纸堆中与干

示为对湿胶印和无水胶印都

酯（PET）和聚碳酸酯膜片适

燥相关的问题会减少，从而

适用。在这里，起决定性作

于印刷，而像聚丙烯（PP）

把粘页的危险减至最小。

用的标准是无水油墨对溶剂

这样的聚烯烃则不适于印刷。

在窄幅标签印刷中，无

和碱的抗耐性，和诸如蜡或

总部设在维也纳的上光油专业

水UV和联机上光已经是多年

硅酮这样的表面活化剂的缺

制 造 商 W e r n e r Ti p p l 制 造 专

来常用的方法，因为润版液

失。由于现在的无水油墨通

门在74 Karat上印刷塑料用的

在印刷和整饰中都会成为一

常都含有硅油的替代物，所

Tipadur-Printcoat水性上光

个主要的问题。由于常用七

以不再需要特殊的上光油。

油。

色或八色的印刷机，所以施

如果要用氧化干燥的

加的润版液的量会是四色单

无水油墨印刷塑料膜片则是

Detlef Braun,

张纸印刷机所需量的两倍。

一个例外。例如，为了在塑

Druck & Beratung (www.WLUV.de),

料上印刷，74 Karat只能

European Waterless Printing

使用Zeller+Gmelin生产的

Association

在使用靠氧化/渗透或

Toracard TF油墨。Toracard

(www.ewpa.org)

UV固化的油墨进行的无水胶

TF不含硅酮，所以需要特殊

基本上是常用的上光油

迄今为止的数年来高宝售出的74 Karat印刷机几乎都配备了用于水性上光的
网纹辊上光装置，这样可减少印刷和双面印或整饰之间的延迟，并从而大
大缩短周转时间

多年来一直在爱尔福特的X-label公司三班运行进行印刷和上光操作的一台
德伦特-古贝尔制造的窄幅卷筒纸无水UV胶印机。可以看到放置在第二个
有效上光装置处显著位置上的Harris & Bruno的LithoCoat上光油输送系统，
其后是连接到UV辐射器的持续部分 (照片：Bra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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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和纸板是如何与上光油相
互 作用的
市场上提供的不同类型的上光油以不同的过程硬化，所以使用上光油的纸张和纸板的
性质也必须相应不同。本章对纸张制造商和经销商Sappi、Schneidersöhne和UPM在高宝
举办的上光油研讨会上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的建议进行了总结。

UV 上光油
具有极其平滑的表面和/或
低水平的吸收能力的纸张和纸
板对UV上光油来说是一个好的
选择，因为它们削弱渗透。具

造纸商持续不断地发展他

要的是要测试它与承印物和

唯一能够而且可推荐的

有粗糙表面但吸收能力水平低

们的产品。因此，纸张已经从

所有其它规定要进行的整饰

就是把一定比例的水从承印

下的承印物需要较少的油墨即

一个基本的信息载体转变成为

形式的相容性。

物中赶出去。因为蒸发会受

可获得相同的遮盖力水平，但

一个可显示产品区别的至关重

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承

到已干燥的或固化的上光油

是表面的粗糙会降低耐擦力。

要和复杂精致的工具。通过选

印物的酸度不会延迟烘干或

的阻碍，还因为过分地烘干

吸收能力强的承印物根本就不

择正确的耗材组合并与加工时

固化的过程。现在，纸张和

会使纸张弯曲，所以唯一的

适用，因为它们严重地削弱光

所用技术的供应商保持联系，

纸板通常都是pH中性的，因

解决方法就是调整湿的上光

泽，由于光引发剂会渗入承印

印刷商已经在上光应用和复合

为可用便宜的碳酸钙作为填

油的量，使其适合承印物的

物从而逃避UV辐射，甚至可以

型整饰领域取得了令人吃惊的

料和涂料。在酸性介质中，

厚度。这一点可用选择适当

使上光油不能完全固化。平滑

成果。

碳酸钙会分解，而二氧化碳

的网纹辊来完成。

表面（尤其是抛光的承印物）

通过把承印物、油墨和
上光油的相互影响最优化可以

的气泡会造成油墨和上光油
起泡沫。

明显地提高整体的冲击力，因
为并不是每个变更都同样会有

水性上光油

水的蒸发会产生冷却效

和吸收能力不好的一个缺点

果，这一点对容易发热的收

是，油墨和上光油可能不能正

纸堆是有好处的。这在烘干

确粘附。

装置的输出功率上给出了更
大的调遣余地。

尽管现代的UV灯在很大程

好的结果。如果一个顾客选择

水性上光油中大多数

了一种未经验证的承印物，结

的水分都被纸张或纸板所吸

如果要使用滴落效果的

但收纸堆还会变得非常热。这

果就可能会使人厌恶和吃惊。

收，即使它们的表面有涂料

或双效果的水性上光油和无

会频繁地造成粘页和变形，因

所以对印刷商来说重要的是

时也是如此。当印张在红外

光光泽的加印亮油，那么建

为由温度决定的承印物水分的

要与纸张制造商和经销商共同

线烘干装置和热风刀下通过

议事先对承印物的涂布性能

损 失 可 使 印 张 不 稳 定 —— 当

工作，以便为所有的上光油都

时，水不仅会从上光油中蒸

进行测试。高宝建议转而使

水性上光油由红外线辐射烘干

找到可能是最好的承印物。但

发，而且从承印物中蒸发。

用复合上光，因为这具有更

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是上光油的施加和烘干操作本

由于承印物吸收的水量随着

强的视觉冲击力。

身，就要求有一定的知识水平

所施加的湿的上光油的量而

物中的荧光增白剂能够造成变

和印刷机操作的技巧。当转而

增加，所以在薄的承印物上

色（变黄），可是这种现象只

使用一种不同的上光油时，重

只应施加薄的上光油。

有在数小时之后才能看出。因

度上把红外线光谱排除在外，

当暴露于UV辐射时，承印

此，当为UV印刷和上光选择承
印物时，最好能够确保它们所
含的所有荧光增白剂都有足够
的稳定性。如果纸张的纸浆和
填料都具有很高的固有白度，
它变黄的可能性就最小。
谈及局部UV上光的美学优
点时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就
是无光泽涂布纸张上的正文不
反射、容易阅读。
模切和烫金要求UV上光
油膜要有柔性。这一点的关
键是要降低所施加的湿的上
光油的量。
四种具有不同的固有白度水平（下部条形图中的百分数）和荧光增白剂（上部条形图）的无光泽涂布纸暴露于UV
辐射。白度的固有水平越高，在1、2、4、6和8小时之后的损失（变黄）就越小（曲线图）
来源：U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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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折叠和压痕来说，上

光油膜不仅必须是柔性的和

解产物（气态单体）与上光

出，产生像在两块玻璃板之

弹性的，而且还必须能够承

油色料中的粘合剂聚集的倾

间那样的真空状态。可用施

受拉伸应力，并能很好地粘

向，也可能是气味的另一个

加薄薄一层粉子或在纸堆未

附在承印物上。因此，如果

来源。如果只是纸张涂料与

冷却并充满空气时即进行切

要求上光油保持柔韧并能抵

UV辐射反应，也可能出现气

纸的方法来防止这种情况的

抗破裂，那么UV固化过程中

味。在高宝的倡导下，Fogra

产生。

热量造成的水分丢失及因而

已经与多个造纸商合作对这

形成的易碎的表面就是不适

个问题进行了检查。

加印亮油

宜的。即使如此，还是应该

平滑的UV上光的纸张，

加印亮油通过氧化和吸

避免把折痕和沟槽安排在深

尤其是经过完美上光的纸

收干燥。但是，被承印物吸

色图像中，因为在这里油墨

张，特别容易产生一种被称

收的部分应当少于被印刷油

或上光油的任何破裂或片状

为玻璃板效应的粘页，出现

墨吸收的部分，因为如果不

脱落都更加明显。纸张的表

这种情况时，收纸堆中两张

是这样，就不能实现所期望

面质量越大，上光油破裂的

平滑的纸张之间的空气被挤

的上光效果，尤其是光泽效

危险就越大；重量

果。所以，承印物

为150克／平方米

应该吸收较小部分

（40磅证券纸）或

的加印亮油，在使

以上时，我们强烈

用大多数种类的涂

建议在折页前进行

料承印物时正是这

压痕。

种情况。非涂料纸

如果整饰操作

张的吸收性可用事

要包括烫金，最好

先施加加印亮油的

使用不含减摩剂的

方法来降低。砑光

上光油。在这里，

的非涂料承印物更

所施加的湿的上光

加适合，因为它的

油的量也必须与UV

表面是密封的。在

固化过程相适应。

与水性和UV上光油

粉子会削弱箔的粘

一起使用时，如果

附。

承印物具有较低的
如果上光时不

2007年6月来自英国印刷行业联合会
（BPIF）的约50名印刷商聚集在高
宝拉德博伊尔的设施内，了解用油
墨、上光油和承印物各种不同的组
合进行印刷和整饰的新方法，其中
一些是以前从未用过的。印刷机的
演示包括用涂料盒用纸板和塑料进
行的包装印刷生产，并生产了一本
整饰精美的小册子。技术亮点包括
在塑料上印刷的透明的折叠纸盒图
案、酒类包装、很少离子迁移的盒
用纸板在食品包装上的使用及对环
境友好的印刷承印物的整饰

吸收水平，亮光油

能把上胶区域空出

就最有效。

来，那么在可能时
应该对它们进行粗

复合技术

糙处理。要向制造

这 个 问 题 在

商询问适用的水基

“KBA Process 3：

最好）、以可润湿性和气味的

粘胶、热熔胶或乙

用复合印刷生产提

产生及对粘附的影响、耐划伤

烯-醋酸乙烯粘胶，

高质量”第24和25页

和耐摩擦为指导进行。

并确保对它们在UV

上Schneidersöhne

如果要产生反差光泽效

上光油上的粘附进

group的一篇题为

果，需要用机组间UV烘干装置

行测试。聚丙烯膜

“用于复合应用的承

固化的复合型油墨，就必须接

片是热封的理想材

印物”的文章中进行

受部分施加的无光光泽的或粒

料 ， 而 M S AT （ 防

了详细的讨论。

化的加印亮油，然后才是满版

潮、可热封、锚定

由于复合整饰

的UV上光。选择不同的材料时

上光、透明）和XS

包括最后的UV光泽

是否能够取得这些效果，应该

（聚合物涂布的、

上光，在对承印物

事先进行测试。

可热封的）膜片则

和上光油进行组合

印刷商可从上面提到的那

不是。

和工作时，要使用

些公司的网站上获得许多有用

与UV上光油相同的

的建议。

含有小比例低
分子粘合剂和光引
发剂的油墨和上光
油容易产生气味。
来自UV油墨的分

技术要求。因此，
进行附加上光时，造纸厂涂布过的承印物的反应比其它承
印物要好。在光栅电子显微镜下拍的这些图像显示了经过
光泽上光的（上）、半光泽上光的（中）和无光光泽上光
的（下）纸张的粗糙但密封的表面结构
(照片：Schneidersöhne)

对承印物的选择要

www.sappi.com

以与UV相关的标准

www.schneidersoehne.de

（高光泽涂料类为

www.upm-kymme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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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光和整饰巩固了高宝用户
的 成功
在单张纸胶印的联机上光方面高宝是全球的技术领导者。在世界各地感到满意的用户
那里安装的为数众多的配备有标准或定制的上光机组的印刷机为此提供了证据。还不止这
些：高宝已经在胶印中加快了对网纹辊技术的采用，把复合上光发展到了完美的地步，并
为在UV和无水胶印中给纸板和膜片上光提供其它的系统。

盒和销售点广告领域则为首
选。局部的线条和网纹上光在
书刊印刷商中更受欢迎。
Weilburger Graphics对
欧洲印刷商作的一次调查显
示，UV上光油和油墨在总消

上光在成长

加、上光和整饰方面可提供

业印刷（21%）和书刊印刷

耗量中所占比例在连续增长，

（12%）。

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最明显。

全世界的印刷商都在

的选择进行开拓来实现的。

采用联机上光。这是因为产

一次通过即可完成印刷和上

整版上光在商标、商业

但大多数被调查的印刷商仍

品和品牌制造商必须不停顿

光的能力可提供重要的竞争

和书刊领域中是最受欢迎的

在使用加印亮油和水性上光

地推出新的设计元素，以便

优势。

形式，而局部上光在折叠纸

油。在包装印刷商中，水性和

使自己的产品与众不同，并

高宝通过客户对新印

提高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

刷机提出的技术要求感觉到

争形象。这种差别是用对印

了这种倾向的脉搏。这些年

刷技术在承印物、油墨的施

来，在已发货的小、中和
大幅面的高宝印刷机中，
有上光设备的机器在40%
和60%之间。在世界范围
内，折叠纸盒和销售点广告
领域采用这种设备的比例最
高，在工业化世界中有80
- 85%的印刷机具有联机上
光的能力。随后是商标印刷
（64 - 77%）、商业印刷

高宝诸多创新中的一个是在上光中
生成一个隐蔽图像的能力。在复合
技术的帮助下，可以在包装的暗色
实地中隐藏防伪图像，而不仅限于
网屏结构中。只有用特殊的解码镜
片才能读出这些图像

（13 - 50%）和书刊印刷
（达15%）。以市场容量加
权后，折叠纸盒∕销售点广
告印刷名列前茅为72%，领
先于商标印刷（58%）、商

在谈及在技术上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书刊、杂志或其它有插图的出版物的生
产时，意大利北部维罗纳的Mondadori Printing可是欧洲的顶级产地之一。
这台2005年投入使用的利必达105六色复合型印刷机主要印刷书籍封面和
有光泽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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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附近Belm的Meinders & Elstermann公司中的这台六色
利必达105具有复合生产的能力，这使得印刷机操作者Carsten Menzel能够
印刷多达五个颜色，并随后用第六个印刷机组施加精确套准的局部加印亮
油。随后进行最后的满版高光泽UV上光，从而生成典型的光泽反差和复合
整饰的触觉效果。这台于2006年安装的利必达所印刷的全部产品中有一半
具有这种效果。其余产品是进行了水性或UV满版上光的杂志封面、音乐会
节目单、产品目录册和书刊

比戈（西班牙）C/A Grafica公司的一台利必达105复合型印刷机上印刷的
诸多惹人注目的产品之一是为公司产品进行宣传这种海报。该机的专长是
用调频加网进行印刷并用光泽反差的复合上光油进行整饰来生产瓶装酒的
折叠纸盒

圣朱斯蒂诺Vimer Industrie Grafiche Italiane公司的主要客户是高级化妆品
制造商，他们的包装和销售点广告都收集在了这本参照用产品目录册中。
该公司的利必达105六色双上光印刷机还印刷高光泽的小册子、书籍和广
告印刷品

VG Nicolaus是比利时Van Genechten Packaging的子公司，最近其在
Pulheim的机构的印刷车间新增加了一台带双上光和纸板用纸堆后勤保障
系统的六色利必达142（展台中心的模型）和一台配备有上光机组和加长
收纸装置的六色利必达105 universal。这两台印刷机都能施加特殊的上光
油，如给扑克牌和食品包装上光。实例包括为James Bond film “Casino
Royale”生产的扑克牌的奢侈包装（左）和为Scotch Whisky生产的双门式
折页的包装（右），后者在摩纳哥Luxpack 06展会上赢得一个奖项

UV上光油一直被广泛应用，

产品上进行的精致复杂的上

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良好

光。这表明，不需上光机组

点看都是如此。用复合型印

相似：许多公司已经发现，

的质量，而取得这种质量在

即可在湿胶印印刷机组上施

刷机也可以施加传统的油墨

施加一种纯UV上光油而不是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纹辊技

加的加印亮油，已经不再能

和水性上光油。

两种上光油，会为折叠纸盒

术。

够满足对更具挑战性的光泽

但是，证实了仅用一

带来更大的视觉冲击力。此

据印刷专业人士说，上

上光的要求。而且加印亮油

个（网纹辊）上光机组即可

外，UV印刷和上光的能力已

光油的关键功能是保护刚刚

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干燥，

完成所有类型工作的不只是

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塑料和膜

印好的图像不被机械冲击所

它也不适于作为印品的防护

复合型技术。例如，许多印

片印刷商收入的一个主要来

损坏，从而在确保产品能够

层，使它们不需延迟即可进

刷商已经认识到，可提供远

源。KBA-Metronic为这个

按规定完成的同时，消除了

行整饰操作。但是它已经努

不止保护和光泽功能的水性

高度专业化的市场提供可以

与加工相关的停机时间的危

力获得了一个新的应用领

上光油的满版或局部应用，

在塑料卡上直接印刷和上光

险。但是，尽管越来越紧的

域，即在复合型生产中与无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具，

的设备（OC200），或除纸

交货截止时间意味着生产时

光光泽和粒化的上光油一起

它可以用增值的产品来扩大

张和纸板外还可印刷塑料的

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创造出反差光泽效果，现在

自己的印品范围。光泽反差

设备（Genius 52UV，越来

被调查的公司却更加强调产

越来越多的印品供应商采取

甚至可以用滴落的或双效果

越多的这一机型配备了UV上

这个方法。现已证明，复合

的上光（传统油墨加上局部

光机组）。配备有无水、无

型油墨与局部加印亮油和满

加印亮油加上满版水性上光

墨键输墨装置的利必达74G

版高光泽UV上光加在一起，

油）来实现，尽管这样做的

在已经可以具有UV能力，并

是一个真正的可替代双上光

效果不如用复合型耗材给人

可配备用于包装和广告产品

刷机的大量售出反映出印刷

印刷机进行上光的可选方

的印象深刻。

短版活的印刷和上光的双上

商们强烈关注在所有类型的

案 —— 从 美 学 和 经 济 学 的 观

品的质量。

联机上光的业务模式
高宝具有上光能力的印

在UV印刷中情况也与此

光机组。

瑞士最长的单张纸胶印机，一台配备有三个上光机组、四个烘干装置和
一个双倍加长收纸装置的八色高宝利必达105（上），于2006年中期在St
Gallen附近Au的Model PrimePack公司投入使用。第一个上光机组施加特
殊效果的上光油或粘性底层涂料，八个印刷机组施加四个原色和四种特殊
颜色，随后的两个上光机组施加各种不同的上光油。这台全世界最长的按
要求配置的正面印刷机，已被证明是开辟新的业务领域并在纸张和盒用纸
板市场上建立不寻常上光效果的名声的一个理想工具
另一台在波兰波兹南包装印刷商Graf Poz那里的15个机组的利必达105是
一条30米（98英尺）的印刷生产线，具有三倍加长的收纸装置。该机可
以印刷多达七个颜色，并在底层涂料上光机组的前面装有一个电晕处理装
置。这使得该机能够加工厚度达0.3毫米（0.01英寸）透明的膜片，首先施
加不透明白色涂料或金色底层涂料，然后是各种颜色，最后是特殊效果的
（如金属的、彩虹的、无光光泽的/光泽的）上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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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双上光印刷机仍然
是用途最广的印刷机。它们

以伦敦为基地的大幅面印刷商Augustus Martin繁多产品中的精选品。该
公司的产品每年都要获奖，例如SPA颁发的塑料印刷类奖、大幅面印刷奖
和2004年的非3D POS奖。印刷机设备包括一台利必达105、两台利必达
162s和一台五色利必达205。许多以前只能用丝网印刷或喷墨印刷设备一
张一张印刷的销售点广告，现在即可在大幅面单张纸胶印机上以极高的速
度和更好的质量进行印刷

且能把图像放置在上光图像
中的任何地方。

施加底层涂料的能力意味着

高宝一次又一次地为自

它们可以印刷传统的油墨然

己的客户提供联机上光的新

后施加高光泽UV上光油，

方法，而且这些方法不仅仅

或施加特殊效果上光油加上

局限于上光操作。例如，上

一层高光泽上光油。某些印

光 机 组 —— 像 最 后 的 印 刷 机

刷厂甚至把在第一个印刷机

组 —— 现 在 可 以 用 于 其 它 的

组前面添加有一个上光机组

机械整饰工艺，如模切，在

及烘干模块的印刷机投入使

这样做时，需要把相应的模

用。这使他们能够施加不透

切版装在上光印版滚筒上，

明白色涂料或特殊效果的底

以使其可以与上光机组中的

层涂料，然后在这些涂料上

压印滚筒进行合压。

进行印刷并进行第二次上光
以获得附加亮度。

高宝将继续把注意力集
中在通过产品的增加和增值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

的进步来扩大印刷机的应用

个复杂的上光过程使得包装

范围，而不会仅仅局限于联

更难伪造。与此同时，上光

机上光工艺之中。

还能与诸如隐蔽图像技术
（CIT）这样的附加防伪特征

Jürgen Veil, Martin Dänhardt,

组合在一起。高宝已经为与

Dieter Kleeberg

复合上光一起使用而开发了
这个技术，因此，现在这个
技术不仅能把隐蔽图像放置
在分色片的网屏结构中，而

2006年在著名的英国印刷集团St Ives的销售点广告分部，以里德迪驰为基
地的SP Group，一台配备有上光机组和烘干装置的五色利必达205投入了
使用，该机可以每小时9,000张的速度印刷塑料膜片及1.2毫米（48点）的
包装和细瓦楞纸板，可施加传统油墨和UV油墨及水基上光油和UV上光油

英德的中国贺卡和纸品专业印刷商Glory Moon有三台五色高宝印刷
机——一台利必达142、一台高宝105 universal和一台Performa 74（照片
中）——每台机器都配备有上光机组和加长的收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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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宝2006上光研讨会的一项内容是在拉德博伊尔研发中心的一台利必达
105上光机组上进行轮转模切演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自粘邮票上进
行的联机适压模切演示，它使你能够把切下部分整齐地剥离，而使邮票完
整无损地留在硅酮衬垫上。为了对印刷元素进行表面模切，需要把网纹辊
拆下，并把一块模切印版像上光印版那样安装在印版滚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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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宝复合技术 KBA Hybrid Technology

负荷技术的强悍魅力
高宝复合技术能在产生墨色减退的前提下，为您的包装带来覆膜般的光泽，使印刷产品熠熠生辉，光
彩夺目。由于复合技术比双上光系统更快、价格更低，所以不仅能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而且还能够
更大限度降低您的投资成本，是一款高性价比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体验高宝复合技术的强悍魅力，必将提升您产品的竞争实力。
koenin & Bauer 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