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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胶印油墨的现状

一、现状



印刷油墨是印刷工业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其产品

质量、技术进步和绿色环保化对印刷业的发展都

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2017-5-8一、现状



近十年，我国油墨生产种类、品种、花色不断增加，由平版、

凸版、凹版为主的产品结构增加到包括柔版、网孔版、无版等多

种类型，并开发了UV系列、水性系列、醇水型及各种特种油墨，

油墨生产领域不断拓宽。油墨品质不断提高，逐步满足了我国印

刷市场的需求，各类油墨产品技术质量达到行业、国家标准，主

要产品质量基本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除了满足国内印刷行

业的需要，油墨产品现已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7-5-8一、现状



2017-5-8一、现状

从油墨产品结构上看近几年变化不大，传统胶印油墨仍

占主流，但继续沿着下行通道缓慢的下降，随着包装印刷

的发展，包装市场用柔印油墨、凹版油墨所占比重有一定

幅度的上升，凸版油墨进入产品衰退阶段,网印与UV油墨

等有上升势头,其中又以环保油墨、水性柔印和UV油墨上

升比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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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张纸平版印
刷油墨

胶印轮转油墨

亮光快干油墨

树脂油墨

哑光纸油墨

一般印刷油墨

四色版油墨

一般印刷油墨

四色版油墨

一般印刷油墨

四色版油墨

特种油墨

印铁油墨
红外线干燥型油墨（IR系列）
紫外线干燥型油墨（UV系列）
胶印合成纸油墨
无水胶印墨金、银墨
荧光油墨
防伪油墨
珠光油墨
耐晒油墨
香味油墨
耐磨擦油墨
不结皮油墨热固型胶印轮转油墨

非热固型胶印轮转油墨

新闻轮转油墨



以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为目标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胶印亮光快干型、

胶印亮光快干不结皮型、

胶印植物油基型、

胶印紫外线固化型

2017-5-8一、现状

中高挡油墨质量水平可赶上或接近国

际同类产品质量水平，受到了国内外

印刷客户的认可，除了在国内市场销

售，可替代进口的同类油墨外，还部

分外销打入国际市场。此类油墨生产

量较大，可满足国内中、高档胶印设

备和印刷品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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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胶印轮转油墨，

书刊胶印轮转油墨，

热固型胶印轮转油墨

2017-5-8一、现状

中高档产品质量与日本和欧

美国家同类产品质量水平逐

步接近，国内主要油墨厂家

可生产，质量和用量基本可

满足国内印刷行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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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十环认证的胶印油墨

单张纸胶印油墨

新闻胶印轮转油墨，

书刊胶印轮转油墨，

热固型胶印轮转油墨

UV胶印油墨

2017-5-8一、现状

目前国内植物油基胶印油墨、UV胶印

油墨产品所占比重逐步扩大，产品质

量水平和环保性能已接近日本和欧美

国家同类产品水平，获得国家环境标

志产品认证的环保型油墨产品逐步成

为市场的主流产品。但是，无溶剂胶

印油墨、广色域胶印油墨、LED UV 、

H-UV胶印油墨在日本、欧美已经市场

化，国内推广和客户认可度方面还有

很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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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8二、新技术及应用

二、胶印油墨的新技术及应用



2017-5-8二、新技术及应用

1、单张纸胶印无溶剂油墨

2、广色域胶印油墨

3、低温干燥商业轮转胶印油墨

新产品介绍



1、单张纸胶印无溶剂油墨

2017-5-8二、新技术及应用



・印刷物增加
・印刷品质提高
・生产率提高（印速提高）

从中国今后的发展考虑----

经济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

《公害问题》
・地球环境
・作业环境

在印刷业方面 课题



绿色出版印刷 绿色包装印刷 国际市场发展要求

传统胶印油墨

部分植物油胶印油墨

转型 无溶剂胶印油墨

2017-5-8二、新技术及应用



无
溶
剂
胶
印
油
墨

可再生性
用植物油取代全部矿物油

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性

降低VOC含量
提高可降解性

减少环境污染

有利废墨回收

提高安全性
保护人体健康

消费者满意

无溶剂胶印油墨：用植物油取代产品中的全部矿物油

2017-5-8二、新技术及应用



2017-5-8二、新技术及应用

我国目前胶印油墨年产量约为45万吨。

传统油墨使用矿物油作为溶剂，VOC含量约10%以上（凹

印油墨VOC含量能达到25%以上），对环境及印刷工人的

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虽然传统胶印油墨在国内市场仍占主要地位，但国内油墨

企业正加快发展全植物油胶印油墨的步伐， 国内多家油墨

生产商均已推出全植物油胶印单张纸油墨。虽然目前市场份

额并不大，但已成为低VOC环保胶印油墨的发展方向之一 。



2017-5-8二、新技术及应用

胶印无溶剂油墨
适用范围：铜版纸、胶版纸、哑粉纸等;

印刷方式：适用于每小时万印以上速度胶版多色机印刷;

特 点：无挥发性溶剂，对环境无害，VOCs零排放,油墨皮膜牢固，具有卓越的耐摩

性能和干燥性能；具有良好的印刷适应性和转印性，印刷网点清晰、色泽鲜艳、浓度高、

光泽好；具有较好的水适应性和机上稳定性。



2017-5-8二、新技术及应用

2、广色域胶印油墨



广色域胶印油墨开发的背景

印刷的多色化
PANTONE Hexachrome（6色）、Hi-Fi COLOR（7色）

RGB工艺流程的普及
颜色输入输出机器的普及

数码相机输入稿件

按以前的印刷标准

已经无法满足需要
与显示屏、彩色打印机相比

除印刷外

都是RGB

One Source Mulch Use
环境的普及

最终印品不只是纸张

以再现RGB的宽阔颜色领域为目的



广色域胶印油墨的特点

６・７色印刷

与Adobe RGB相近

需专用软件/硬件

6色机以上

严格的印刷条件管理

设备投资・油墨／材料

4色＋特色

比Japan Color丰富

现有的即可

现有的4色机

现有的即可

只是油墨

４色

颜色再現性

印刷前加工

使用印刷機

印刷管理

成本

油墨

广色域油墨



广色域胶印油墨的特点

黄・红・兰的鮮明性（C值）提高
由于使用高鲜明性的颜料、

和以前的油墨相比较鲜明性得到了提高。

二次、三次色的发色性提高
由于C值得提高以往4色版印刷无法达到的

颜色领域的再现变成了可能。

光泽的提高
使用高溶解性树脂提高了颜料的分散性、

大幅度的提高了光泽度。

环保
属于使用溶剂中的芳烃成分不满1Vol%的AF溶剂、

且油墨中的石油系溶剂在30wt%以下、
与Eco ver2相对应的大豆油型油墨。



广色域胶印油墨的特点

可实现广显色印刷的划时代的4色版油墨—
TK Hyunity SOY Kaleido提高了彩色印刷价值。

①可用现有4色机实现接近6色、7色机印刷的颜色再现
Kaleido由于颜色再现领域的拓宽、4色印刷机也有可能发挥出与6色、7色机相接近的印刷效果。

②实现最终印品与AdobeRGB相接近的感觉
选择Kaleido进行广显印刷，可以得到无限接近设计人员在显示屏上看到的印刷效果。
因此、企划或设计人员可使委托人更为满意。



广色域胶印油墨的特点

实现了广显色印刷的划时代的4色版油墨—
TK Hyunity SOY Kaleido提高了彩色印刷价值。

⑤利用FM SCREEN可确保完美的印刷
Kaleido用于高浓度的印刷，使用薄膜印刷FM SCREEN可控制由于油墨皮膜的增加导致
印刷适应性恶化现象，确保完美的印刷。

④可通过Profile确认最终印品颜色
Kaleido Profile是发挥广显色印刷效果最大值的专用Profile。使用显示器的确认或喷墨打印机
输出时使用本Profile可确认与最终印品最相近的再现效果。

③可实现以喷墨打印机等为代表印刷的彩色印样
最相近的印刷
可得到与喷墨打印机或高性能DDCP输出的印样相同的印品。

※右图分别表示了再现领域。



广色域胶印油墨印刷的注意点

■颜色管理的重要性
为了实现广显色印刷，印刷必须标准化。因此印前、印刷领域的CMS是不可欠缺的。它的前
提条件是完成CTP的导入，建议完善利用ICC profile管理颜色，调整制版曲线，调整印刷机
的网点扩大率的印刷环境。

实现广显色印刷不能单纯依靠替换高显色油墨（Kaleido)。

■需备「Kaleido ICC profile」
为了实现广显色印刷，配备符合顾客的印刷条件、机器等条件的Kaleido油墨专用ICC Profile。



广色域胶印油墨印刷的注意事项

■印刷注意事项
Kaleido的色相与本社的普通色相（JapanColor）不同。由于从油墨色相上将混浊部分去除了，
视觉上就会浓度降低的感觉。要使用浓度计彻底地进行浓度管理。
（由于黄、红、蓝的色相鲜明度变高，所以视觉上浓度感觉就比通常的普通油墨低）。
广显色印刷与标准的印刷相比，必须进行高浓度印刷（约1.2~1.3倍）。建议使用可印刷薄膜的
FM SCREEN印刷方法来实现这种高浓度印刷。

浓度管理
某客户处实例

Kaleido Neo Soy
C:2.04 C:1.69
M:1.87 M:1.59
Y:1.62 Y:1.37
K：2.19 K:2.11
（Gretag-Macbeth  D196）

浓度管理很重要（1.2～1.3倍） 墨量过大会造成网点扩大

墨量过大要注意干燥、沾脏

要变更网点扩大曲线

建议使用薄膜印刷FM SCREEN



2017-5-8二、新技术及应用

3、低温干燥商业轮转胶印油墨



2017-5-8二、新技术及应用

低温干燥商业轮转胶印油墨

适用范围：可用于涂层纸和非涂层纸的印刷;

印刷方式：商业轮转胶印印刷机;

特 点：色彩鲜艳、浓度高、低温干燥、水墨平衡好、开张率高、机上稳

定性和传递性优良,可降低油墨干燥所需温度,减少印刷所需能量消耗 。



2017-5-8三、发展趋势

三、胶印油墨的发展趋势



2017-5-8三、发展趋势

2016年以来由于报业、出版印刷领域的明显回落，包装印刷领

域有所增长，因此胶印油墨整体处于发展稳定期，伴随国家对绿

色环保印刷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国内油墨企业正在加快胶印

单张纸油墨、胶印轮转油墨向低VOCs的植物油基胶印油墨的升级

转型；UV油墨应用市场趋势明显增强，低气味、低迁移、低能固

化等节能和环保的UV油墨产品将受到市场青睐。国产自主研发的

UV油墨用原料也将不断推出，降低成本也是一个趋势。

胶印油墨市场发展趋势



2017-5-8三、发展趋势

1、胶印油墨生产工艺及生产设备向自动、高效化（基墨化、连续化、大批量）

生产转换。

2、胶印油墨产品性能向高速、快干、色彩标准，印刷适性优良的方向发展。

3、胶印环保油墨除了产品本身采用国际、国内环保油墨技术标准之外，生产

企业还应自觉管控整个生产环节，包括对原材料供应商环保性管控，以便

加快现有胶印油墨产品环保性升级转型。

4、推广、扩大胶印低能耗油墨、胶印UV油墨、无水胶印油墨、全植物基油

墨、广色域胶印油墨、LED UV 、H-UV油墨等新产品在国内的生产和使用量。

胶印油墨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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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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