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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墨打印技术具有很大的发展及应用前景，是诸多打印技术的基础。本书
对喷墨打印的一些基本概念，常用材料系统以及特殊的材料系统进行了详细介
绍。书中各个章节分别由来自学术机构以及在油墨配方和原材料制造领域领
先的公司的专家编写，对相关科研领域以及实际应用均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特别是近年来，３Ｄ打印（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技术和产业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和快速
发展的阶段，其中打印材料其核心部分，材料技术的发展直接决定了３Ｄ打印机
能制造多少种东西，以及打印出的产品能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制造业的产品。本
书的基础知识和３Ｄ打印方面的介绍对此均具有参考价值。

此书原版书作者ＳｈｌｏｍｏＭａｇｄａｓｓｉ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ｔｈｅＨｅｂｒｅ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ＨＵ）应用化学教授，现就职于希伯来大学化学研究所
及纳米科技中心，在胶体化学、喷墨打印油墨化学以及３Ｄ打印等研究领域享有
盛誉，与多个公司合作开展科研项目，如化妆品、制药及数字打印等领域的公
司。在本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１８０多篇学术论文，主编论著４
部，参与撰写相关章节的专著２０部；在本领域拥有多项重要的发明专利，其中
部分已产业化应用。作为多年的好朋友，ＳｈｌｏｍｏＭａｇｄａｓｓｉ教授２０１４年受邀成
为华东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并经常来中国讲学。能够及时将这一著作翻译出
版，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对推动该
领域的发展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值此书翻译出版之际，我们首先要感谢参与翻译的研究生朱翔、施立波、唐
杰、张登浩、刘婷婷、洪亚云、蔡璇、李小庆等，他们为翻译本书初稿作出了努力！
初稿由赵红莉博士整理翻译，最终我们一起定稿。整个翻译过程虽然劳累，历
经反复修改和研读，但是最终定稿时的喜悦也是巨大的，我们收获了丰厚的知
识，值得纪念！

最后，再次感谢原著作者ＳｈｌｏｍｏＭａｇｄａｓｓｉ教授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为
此书翻译我们和他进行了多次交流和讨论，他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也给予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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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关心。当然，由于我们自身水平所限，此书的翻译难免有不足甚至错误之
处，望不吝指正！

蓝闽波
华东理工大学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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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打印技术是基于数字化信息的技术，它将这些信息写在基底上，例如
在纸上一个一个像素地表达出来。数字打印最普遍的方法之一是使用喷墨打
印机，目前已在各种办公和私人场所被广泛使用，并应用于工业，如宽幅打印。
迄今为止，多数喷墨打印技术被用于图像打印，也就是说将传统的文档印刷转
变成数字打印。喷墨打印技术的功能非常强大，甚至可以用来打印各种功能性
材料，例如导电油墨、发光二极管（ＬＥＤ），以及三维结构。这个领域已成为研究
热点，每年会召开科学和工业领域的会议，公开大量专利，而且，近年来此领域
科研论文也呈上升趋势，这些论文大多集中在功能性打印材料以及打印样品的
独特性等方面。

喷墨打印的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对油墨的化学以及物理化学性质精细调
配。油墨也需要符合一些要求，包括存储稳定、喷射性能、色彩管理（就图像打
印而言）、基底上的润湿和吸附性质。显然这些要求基于不同的科学原理，如胶
体化学、物理和化学工程，因此需要一本学科交叉的书能够全面覆盖这些方面，
用于指导打印油墨的制备及使用。

由本书目录可知，本书为决定油墨性能、油墨配方的一些重要参数提供基
本及必要的信息，并且深入探讨了一些喷墨打印功能性材料的新型应用。因此
希望这本书能给研究油墨配方以及油墨化学品合成的工业化学工作者、化学工
程师，研究油墨流变学的物理学家，以及致力于利用喷墨打印技术打印新材料、
发展新型应用的研究机构的工作者提供一些帮助。书中各个章节分别由来自
学术机构以及在油墨配方和原材料制造领域技术领先公司的专家编写。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五章，为基本概念部分，主要讲述打印
技术、颜料和油墨的配方以及油墨与基底的相互作用；第二部分共六章，主要讲
述实际喷墨打印油墨的配方及原材料，并讨论油墨的主要类别：水性油墨、溶剂
型油墨和紫外光固化型油墨；第三部分的五个章节介绍了一些独特的油墨体系
和功能性油墨，比如用于制造三维（３Ｄ）结构的油墨和打印电子设备的油墨。

我想感谢那些为了本书的出版花费了很多精力的作者，也要感谢Ｖｉｎｅｔｓｋｙ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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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为本书最后定稿，以及世界科学出版社的专业团队。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我也
要对我所有的学生表示感谢，他们为喷墨打印新型材料以及创新的应用做了许多
研究。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ｈｌｏｍｏＭａｇｄａｓｓｉ
ＴｈｅＨｅｂｒｅ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Ｉｓｒａｅｌ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９，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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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边栏数字为原版图书页码，与索引中的页码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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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墨打印是一种低价、可靠、快速、方便地打印数码文件的方法，普遍被消
费者所采用，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尽
管喷墨打印技术已经应用到一些产品上，如西门子的医疗条形图表纸记录
仪［１］，并且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高速数据编码仪器中成功实现商业化［２］，然而，
直到现在人们才广泛意识到这一技术在工业应用中的潜在影响。

喷墨打印从理论上讲是很简单的，就是印刷喷头将油墨液滴喷射到基
底上。实际上，这项技术极其复杂，需要用到不同的学科技能。其可靠运
行取决于精细的设计、实施和操作整套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中所有的元
素都是不可或缺的。

既然喷墨打印技术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那为什么这项技术还会受到工业界
的青睐呢？喷墨打印技术的特点使它在实际应用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喷墨
打印不仅仅是一种印刷或标记技术，它也能应用于涂层，准确沉积特定数量的
材料，甚至用于搭建微观或者宏观结构。工业上广泛应用的喷墨打印技术包括
降低制造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出、将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减少库存、处理大型、
小型、弹性、易碎或者非平面基底、减少废弃物、大批量定制、更快速的原型开发
以及实现即时制造等。

将工业喷墨打印技术引入制造业中无论是推动一个微小的改进，还是一场
大规模的变革，其商业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

!．"! $%&'()

工业喷墨打印技术成功的商业应用包括：高速编码、包裹或产品封装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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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编址、仿木门和家具制造、户内外标志和海报的宽幅图像打印、贸易展览展
示牌、广告牌以及横幅标语。

喷墨印刷在新兴市场中应用广泛，从实用到精美的装饰。未来的工业应用
包括纺织品、陶瓷制品以及食物的包装润色；运用喷墨打印技术代替已有模拟
制造工艺如移印、丝网印刷、喷涂、辊印和转印；引进高速数字窄幅卷筒压力机
提高（或者在某种情况下代替）模拟高速柔印或平版印刷设备在标签、杂志和书
籍的印刷需求。一些媒体关注的及科学研究的特别热门的话题，大部分仍处于
顶端的商业成功范畴，包括将工业喷墨打印沉积应用于生命科学（例如：蛋白质
组学，ＤＮＡ测序，甚至是打印活体组织生长的支架）［３］，３Ｄ快速成型［４］，光学设
备（如透镜［５］；导光管以及胶片），电子应用［６］（如柔性显示器、滤光片的制备、导
电背板，ＬＣＤ功能层、隔珠、黑矩阵），以及印刷电子产品（如无线射频识别
（ＲＦＩＤ）、传感器、太阳能电池板、燃料电池、蓄电池和电路等）。

应用喷墨方法的各种技术的原因各有不同，例如：
应用 喷墨打印的优势

汽车涂层　替代喷涂和转印，减少废弃物，提高涂层均匀性
塑料装饰
部分

　非接触式自由曲面。提高移印或丝网印刷的质量。数字印刷消除了移印或丝印中对
存量的要求，使得更为快速成型且设计多样化。着色过程减少了油墨中有色油墨的数量

导电图形　贵重材料的浪费最小化，非常适合于短期印刷
快速成型　使用电脑软件设计，快速形成三维结构
变量信息　允许快速更改印刷信息，与模拟印刷工艺不同，不需要新硬件（例如：丝网印刷中的网版）
陶瓷制品　设置时间的最小化，消除丝印中对网版存量的要求

!．"．!! *+,-./01234

尽管所有的喷墨打印技术可以简要概述为数字化控制的墨滴由打印头喷
射到基底上，然而实现这一过程的方式是多样性的。工业喷墨印刷技术的一般
且最典型的分类为两类：连续喷印技术（ＣＩＪ）和按需喷印技术（ＤＯＤ），在每个类
别下有不同的形式。

顾名思义，连续喷墨打印技术是在印刷时连续喷射出液滴［２］（如图１１Ａ），
这些液滴不是直接滴到基底上，就是滴到集电极上再循环利用；而按需喷墨打
印技术则是在要求的时候喷射出液滴［７９］（如图１１Ｂ所示）。

连续喷墨打印（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ｎｋｊｅｔ，ＣＩＪ）被视为一项并不专业的技术，主要
用于产品和包装的标记和编码。在这项技术中，泵直接将液体从存储器中引入
喷嘴，并通过压电晶体震动以高频（范围大概在５０ｋＨｚ和１７５ｋＨｚ之间）连续
喷射出液滴流。液滴在静电场的作用下带上电荷，随后带电液滴通过偏转场，
偏转场决定了液滴滴落的位置。未参与打印的液滴被收集起来，再循环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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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连续喷墨打印 　　 （Ｂ）按需喷墨打印
图１１　两种类型的喷墨打印方式示意图

ＣＩＪ高的滴落频率直接转换成高速的印刷能力，应用于在饮料罐上印刷日期编
码可作为这一能力的证明。ＣＩＪ的另一优势是高的滴落速率（达２５ｍ／ｓ），这允
许打印头和基底之间相对（与其他喷墨印刷技术相比）距离较远，对于工业环境
中的印刷是非常有用的。最后，从使用历史上可以看出ＣＩＪ相对于其他喷墨印
刷技术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它可以使用基于挥发溶剂配制的油墨，油墨能快速
干燥并较快地黏附在诸多基底上。ＣＩＪ的缺点包括印刷分辨率相对较低，维护
费用高，而且有观点认为由于ＣＩＪ在印刷过程中使用基于挥发溶剂的流体，是
一种比较脏且环境不友好的技术。此外，ＣＩＪ在使用过程中强制要求印刷的液
流拥有可携带电荷的性能。

按需喷印技术（Ｄｒｏｐ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ｋｊｅｔ，ＤＯＤ）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喷墨打
印技术，液滴只有在需要的时候喷射。通常情况下液滴由压力脉冲形成［７９］，用
于产生这种压力脉冲的特定方法决定了ＤＯＤ的分类方式。ＤＯＤ主要的分类
有热敏式［１１，１２］，压电式［７９］和静电式［１２］。有时，也会加入另一种分类（ＭＥＭＳ），
但ＭＥＭＳ按需喷墨的打印头仍然是基于压电或热喷印技术的。

　图１２　热转印打印喷头示意图

热转印喷墨打印技术主要用于普通消费者台式印刷机上，并向工业界发
展。这项技术中，液滴的形成是由于快速加热含有油墨的墨盒中的电阻元件
（图１２）。电阻元件的温度上升到３５０～４００℃，引起加热器上方的油墨薄膜蒸
发，蒸发迅速产生气泡，产
生气压脉冲推动液滴通过
喷嘴。液滴喷射后在墨盒
中形成一个空洞，随即被
液体填满，等待形成下一
个液滴。

热转印打印技术的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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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于打印时的液滴体积非常小和使用高密度喷嘴，这使得打印设备紧凑，降
低了打印头和产品的成本。缺点是对于可使用的液体有一定的局限性———必
须是可蒸发的材料（最常用的是水溶液），而且必须能经得起超高的局部温度。
对于不合适的液体，高温会使得电阻元件上形成一层硬的涂层，降低打印效率，
最终会缩短打印头的寿命。高温也会造成诸如破坏液体功能性（通常是某些特
别制作的流体和聚合物中）等问题。

压电式喷印是目前大多数新兴工业应用中的首选技术。在此技术中，压电
晶体（主要是铅锆钛酸盐）在施加电场的情况下发生形变，这种形变产生压力脉

　图１３　压电式打印喷头示意图

冲，使得液滴从喷嘴中喷射
出（如图１３所示）。压电式
喷墨打印的结构有许多种
类，包括管状、片状、平面，
移动壁状和活塞状。

压电式喷墨打印技术
的优点在于，在所有的喷墨
印刷技术中，它对油墨制备
的自由度最高，并且打印喷
头寿命长。缺点是高成本的打印喷头和相关硬件限制了中低端产品的成本
效益。

尽管静电式的喷墨印刷技术商业化的应用在不断增加，但应用总数并不
多。静电喷墨打印（众所周知由ＴＴＰ公司旗下Ｔｏｎｅｊｅｔ开发）是以在静电场的
影响下液体从孔口中被牵引出来为特点。作用在电极和孔口之间的电场通过
某种方式吸引油墨（有时也描述成液体调色剂）中的自由电荷至其表面，当静电

图１４　静电式打印头的示意图　

引力超过油墨表面张力时就
产生了油墨液滴（图１４）。
由于这种技术是基于对自由
电荷的吸引，因此要求油墨
是可导电的。

静电式喷墨打印的优点
是它能印刷比实际允许通过
打印喷头更浓稠的液体；获
得的分辨率不是喷嘴直径的

函数，从而得到比压电喷墨更高的分辨率。此外，使用静电式的喷墨印刷技术
时依旧可以使用颜料形成非常小的液滴，液滴的尺寸是由喷嘴尖端的电压和颗
粒的性质控制的，而不是由喷嘴大小控制的。当喷射液滴中的印刷材料浓度相
当大时，可能得到高光学密度影像。其缺点在于仅能够使用导电流体，并且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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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这项技术的成本高。随着使用这一技术的增加，预计成本也会下降。
毫不夸张地说，有成千上万的公司参与了工业喷墨打印系统的设计和／或

传播。有些公司极端纵向一体化（如，惠普公司）能提供大部分或全部完整的解
决方案，从油墨到硬件到系统综合再到分布，然而其他公司（如，Ｘａａｒ赛尔公司）
只关注利益链中的个别方面。下表（不完全统计）以多种工业打印头为变量，列
出了一些代表性的公司。值得注意的是ＭＥＭＳ的打印头通常采用压电式或热
转印式配置，以下将他们分别列举出来，因为这对于未来喷墨打印技术发展有
着重要的意义。

!．"．"! 5-

为实现具体的印刷应用，需要对整个打印系统进行评估，即打印头、打印头
（喷墨打印油墨）中喷出的液体以及液滴滴落的基底。应用的实际要求限定了
流体化学的类型，这将指导硬件的选择和推进方案的实施。

目前有四种主要类型的喷墨打印油墨：相变型［１３］，溶剂型［１４］，水性［１５］，紫外
光固化型［１６］。也存在其他类型，但不普遍，例如油质型和液体调色剂（用于静电
喷墨打印技术）。四种主要类型的混合使用也是存在的（例如：包含一些溶剂的
水性）。本章将对各种喷墨打印油墨进行简单的讨论，详细的描述将在以下单
独章节中介绍（溶剂型、水性和紫外光固化型）。

（１）相变油墨又名热熔胶，主要以固态形式存在，当引入相容系统中时，需
要在喷墨打印前先使油墨熔化。相变油墨的优点包括干燥速度快（固化），环境
友好并且具有良好的不透明度；打印质量也较容易控制，因为这类油墨快速凝
固不易铺展。相变油墨的主要缺点在于耐用性和耐磨性较差。相变油墨目前
用于在无孔基底上的条码印刷。

（２）溶剂型喷墨打印油墨已经存在了许多年，由于它卓越的打印质量、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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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及相容基板选择多样性，而被广泛应用于巨幅和宽幅打印油墨配方中。
其成本较低也是被广为使用的原因之一。该油墨能够黏附在各种基底上并且
干燥时间短（经常通过加热来加速干燥）。溶剂型喷墨可以由颜料或染料配制
（极少数两者一起使用），其缺点包括环境问题及高昂的维护费用，因为快速干
燥液有可能阻塞打印头喷嘴。

（３）水性或含水油墨被普遍应用于台式打印机，优点在于其价格相对较低
和环境友好，但由于各种原因使其在工业应用中发展较慢。水性油墨应用倾向
于黏附在多孔、特殊处理过的或者甚至需要通过层压增加耐用性的基底上，并
且这种油墨不易黏附在无孔基底上。此外，尽管由于市场需要喷射生物的或可
接触食品的液体的体系，使得水性油墨部分配方发生改变，然而许多压电式的
工业打印头与水性油墨的成分并不相容。

（４）紫外（ＵＶ）光固化化学处理的油墨或涂层也已经用于印刷市场很多年
了，并且得益于近期在喷墨打印头和液体配方的研发和投入，喷墨打印对于ＵＶ
光固化液体的沉积而言，方法已经建立且极其有效。毫无疑问这是将ＵＶ和喷
墨技术联合产生的优异性，ＵＶ光固化油墨设计为一种状态稳定的液体，除非
特定波长和强度的光照射这种油墨。

目前，ＵＶ光固化油墨被各个行业成功地用于多种喷墨打印技术。ＵＶ光
本身的优势结合数字打印的灵活性，已经在许多工业应用中得以证明，同时也
见证了ＵＶ光固化油墨从传统用于宽幅／平版领域延伸到产品涂层、基本包装
装潢、标签等应用领域。目前在食品和与食品接触材料应用方面还是有所限制
的。其缺点包括成本和紫外固化硬件设备的要求（空间、提取、功率）。

正如之前提到的，喷墨打印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应该考虑硬件、油墨性能和
基底间的相互作用。一旦这些要求被确定，油墨化学成分和喷墨打印技术也就
被选定。此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包括图像／信息处理、打印速度、打印质
量、成本权衡、扫描头的相对固定位置及维护系统。就图片打印而言，着色剂的
光学性质在最后成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类图像实际上是原色的组
合［１７］———青、品红、黄和黑色，因此油墨滴落的位置、顺序及混色问题在印刷品
质上起关键作用。近年来，新的喷墨打印体系得以发展，包括或者超过印刷颜
色（ＣＭＹＫ）的设定，发展出包括浅品红色、浅青色和白色，扩展了颜色范围。

对于新兴的材料沉积应用如打印电子设备，喷墨打印体系要求是不同的，
可能包括超高精度基底处理、液滴可视化和确认多层打印的基准，有时候还需
要喷墨打印流体能够融合“麻烦”材料，诸如存在悬浮液中的纳米颗粒和大颗
粒、腐蚀性酸和碱、易碎的生物材料、磁性材料，甚至包括放射性材料。
!．"．#! 0167

工业喷墨打印的革新快速。作为这一领域的技术活动标杆，已经申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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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５３项美国和欧洲专利，仅在２００６年的专利申请量（约每月３００项转化）就使
得喷墨打印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专利技术之一。惠普、佳能、精工、爱普生和
Ｓｉｌｖｅｒｂｒｏｏｋ引领着专利申请的热潮，但是它们所做的努力覆盖的范围还不足当
前这一领域所涉及的一半。

过去，新喷墨印刷技术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提高打印分辨率。通过使用更小
的液滴并精确控制滴落位置，灵活的图像处理／操作和灰度图像技巧，喷墨打印
图像分辨率已经达到了人眼能够分辨的极限（已经在现有的低成本、超高图像
质量的个人打印机上得到证实）。

目前，发展重点放在了通过增加原料喷射速度及联机单通道来提高通量；
通过研发自修复打印头、简易集成和可扩展性来达到简捷并降低工业应用成本
的目的，以改善可靠性；开发并推广前处理和后处理技术（如，电子束固化、ＵＶ
ＬＥＤ光固化）；最后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更小液滴尺寸在新应用中的适应性，愈
发准确的液滴放置位置（通过采纳ＭＥＭＳ技术形成）和新流体的发展来可靠地
改善打印质量。

目前，大多数喷墨打印装置为多通道，单个或多个打印头在基底上前后移
动，形成图像。由于多通道可以减少喷嘴堵塞，从而提供高的印刷质量，然而这
样会使印刷速度降低。在单通道结构中，一个或多个打印头覆盖打印的整个宽
度，这样可以实现更高通量的打印，然而一直以来，打印的可靠性，生产和费用
等是一个难题。人们正在解决基于单通道的难题，很多公司正在引入或者宣布
其解决方案。特别地，如赛尔公司的１００１打印头专门设计成单通道打印；北极
星在２００８年５月发布它的ＳＡＭＢＡ技术（一种单通道原型打印头）；柯达的
Ｓｔｒｅａｍ技术在２０１０年以装运为目标，是一个单通的解决方案，称这一技术具有
平版印刷的印刷质量和速度。单通道解决方案非常适合基于Ｗｅｂ的应用程
序，如标签打印或任何需要高通量的应用程序。惠普发布了一种用于报纸和电
子书印刷的轮转印刷机，它的速度是１２２ｍ／ｍｉｎ，６００ｄｐｉ（运行至２００９年底）。
Ｋｙｏｃｅｒａ最近宣称，据报道世界上最高分辨率和最高速度（１５０ｍ／ｍｉｎ，６００ｄｐｉ）
的压电打印头已可以使用。

工业喷墨打印技术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提高可靠性。按需滴定的工业压
电喷墨打印头在使用期内能完成超过１０１３滴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因为打印头经
常需要各种维护，如净化和清洁，如何满足现实需要的全天候（２４／７）操作？例
如，赛尔在１００１印刷头中实行“自恢复”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技术以１０×
的速度让油墨连续的穿过通道，再穿过喷嘴而形成一种吸入空气的快速恢复方
式，这种方法在维护间隙增加数小时而不是几分钟的可操作时间。

其他改善系统可靠性的尝试包括实施视觉系统检测不喷吐的喷嘴；更多的
结合其他制造工具进行功能性打印（如，电子或生物），因为这些应用需要完美
的沉积以确保功能性的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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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被放在能够实现可靠而经济集成的可扩展的打印
头上，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使用喷墨沉积代替现在的制造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对于探索理想的打印头有很大需求，Ｓｌｉｖｅｒｂｒｏｏｋ开发出从宽度和角度出发
的高扩展性技术。

即使是成熟的应用，如巨幅打印机，也在不断追求打印宽度的增加，尽管不一
定经济。以Ｉｎｃａ数码为例，公司向ＩｎｃａＯｎｓｅｔ提供了５７６个Ｄｉｍａｔｉｘ打印头阵列
（转换成７３７２８个喷嘴）位于插入式打印栅栏中并配有一个创新性的定位系统。

喷墨打印的功能性应用追求更小的形体尺寸，如打印电子设备［１８］，很多精
力花费在发展能产生更小尺寸液滴的技术上。当液滴变小，打印喷头将液体喷
射出的能量增加，从而可以克服液体表面张力的影响。此外，当液体变得更小，
其表面积和质量比发生改变，结果使得它们更易减速，从而降低抛距。这些问
题既影响了打印头的设计，又影响了液体的配方。目前用于生产的最小液滴尺
寸的技术来自ＦｕｊｉｆｉｌｍＤｉｍａｔｉｘ，为１ｐＬ。如今，一个最小液滴尺寸的打印头，
如果配有优化后的液体配方，加上最好的油墨和基底，再加上超高精确度的基
底操作，很可能打印出大小一致的３０μｍ的点，在实验室装置上尺度可低于
１０μｍ。为了进一步减小图形尺寸，目前大量的非油墨打印技术正在研究中，比
如自对准打印和表面能图形。有预计表明在不足五年时间内的大批量制造中
图像尺寸会降低至１０μｍ。

应用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生产出更精细的打印头，进而可推动很多领域的技
术进步。深反应离子刻蚀（Ｄｅｅｐ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ＩｏｎＥｔｃｈｉｎｇ，ＤＲＩＥ）技术也允许几乎
垂直的侧壁。ＭＥＭＳ制备方法的优点包括亚微米的精确性、材料的耐用性以及
大批量和低成本生产能力。ＭＥＭＳ技术用于生产喷墨打印头中的喷嘴、集合管
和沟槽机构是很理想的。惠普公司是使用ＭＥＭＳ技术制造打印头的先驱，
Ｓｌｉｖｅｒｂｒｏｏｋ公司仅提供ＭＥＭＳ打印头，ＦｕｊｉｆｉｌｍＤｉｍａｔｉｘ利用ＭＥＭＳ技术的
优点提供ＭＣｌａｓｓ的打印头。这些打印头的硅片喷嘴板比其他压电式打印头
更耐磨，也能提供油墨液滴超精准的方向性。

喷墨打印的发展并不仅限于喷墨打印技术，紫外光固化和喷墨打印的结合
也取得很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也延伸到其他相关的技术中，如电子束固化（ｅ
ｂｅａｍｃｕｒｉｎｇ）和低成本发光二极管（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Ｄｉｏｄｅ，ＬＥＤ）ＵＶ。例如，紫
外光固化在食品或食品密切相关的领域中的应用受到限制，因为配方中需要加
入光引发剂，而这些光引发剂是有毒的。电子束固化油墨中不需要用到光引发
剂，可作为一种代替产品，它有着紫外光固化喷墨打印的优点（黏附性、耐磨性、
可靠性、高速），没有缺点。然而，电子束固化设备的价格却是目前的一个局限
性因素。就ＬＥＤ，ＵＶ而言，其设备是低功率、低成本且不产生大量的热。它们
能用于“冻结”冲撞到基底上的打印液滴而不是使其完全固化，这就实现了对基
底湿度和打印质量的控制，当需要使用多种流体类型时，可以显著地提高打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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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及质量。
在所有这些趋势中，应用喷墨打印技术最重要的好处是增加可喷墨打印流

体的范围。例如，在纺织品印刷应用中，使用在高温下挥发的升华染料转移并
牢固地固定到纺织面料上，产生可水洗的稳定的图像并不理想，因为需要辅助
的加热和清洗过程。使用颜料配方的织物油墨能节省掉一些过程，同时也适合
更多种类的织物（天然的和人造的）。其他例子如陶瓷油墨印刷，通过使用金属
纳米离子直接打印导电图形以及３Ｄ塑料结构的打印，将在后面的章节单独讨
论。显然，喷墨打印流体配制的主要工作是将已有的非喷墨液体转化成喷墨液
体，通过调节液体的物理化学性质来满足所有喷墨打印系统的要求。
!．"．$! 89

喷墨打印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将许多学科（材料科学，化学，器件物理，系
统集成，生产工艺，软件制作，机械工程，电子）结合在一起。消费者仍面临许多
应用问题，可用的制作工具仍处于起步阶段，经常不能满足所有的要求。系统
只能在实验室工作，还不可以在工业环境全天候的应用，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改善喷墨打印性能和使用的主要挑战包括：
（１）材料：喷墨打印材料品种正在增加但是增速缓慢。不存在普遍适用的

油墨，每种情况下，都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应用性能（功能性），印刷质量（混
色、表面润湿），相容性，干燥／固化时间（与速度相关），黏附性（有时包括层层间
的反应），图像牢固性（耐水、气、光性能以及耐磨性），喷射性能（黏度，动力学表
面张力，粒度，相容性），可靠性（挥发性、毛细管道的湿度、底漆，净化，保质期），
制备的难易程度（研磨、材料的成本和可用性），管理条例（ＦＤＡ等），以及油墨
前处理和后处理要求（紫外、电子束、加热、惰性气氛）。

选择喷墨印刷材料较好的方法是调节已有油墨的成分满足印刷系统的要
求。通常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因为非油墨印刷的配方和喷墨印刷油墨在性能
上有很大的不同。例如，除其他改变外，将丝网印刷油墨转化为喷墨打印油墨
需要显著降低油墨的黏度，显著减小含颜料油墨的颗粒大小。在存在颜料大颗
粒的情况下，黏度的降低会导致颗粒的沉降和聚集。为了防止这种现象需要加
入亚微米级的颜料（不堵塞印刷头也很重要）。这种颜料（金属、陶瓷等）并不都
是商业化产品，因此，需要为新的喷墨打印油墨合成新的颜料。

（２）形体尺寸：另一个难题和形体尺寸的减少有关，尤其是功能材料的精密
打印［１９］，例如打印电子产品。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结合整个打印体系一起解决，
如对基底表面进行处理（见相关章节），以及实现油墨的独特流变性。

（３）分辨率和生产力：高分辨率以及高速基底操作是要求很高的任务。尽
管通过提升喷墨频率已经突破了基本的限制，生产力的提升需要通过其他创新
方法来实现。目前，提高生产力可以通过增加喷嘴数目来实现，但同时这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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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增加了成本。
（４）液滴滴落位置的准确性：由于多个参数的影响，液滴确切的滴落位置是

不确定的。这些参数包括，两次喷墨间的变化、单次超时喷墨、喷嘴直线度的灵
敏度、喷嘴和表面润湿性、喷嘴板污染、油墨配方和状态以及滴落速率。当喷射
路程或“投抛路线”更长时，液滴的滴落位置会更加难以预计。

总之，喷墨打印的成功在于喷墨相关细节的方方面面。尽管在概念上非常
简单，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很复杂，尤其是在一些条件非常苛刻的打印应用方面，
如应用在非常高通量系统以及打印功能性和特殊材料，情况都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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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喷墨打印油墨的多重性质且需面对各种挑战性的要求，制备此类油
墨往往非常复杂。除了诸如保质期长、适当的颜色属性等常规要求之外，对
于各种各样的打印设备来说，油墨必须具有特定的物理化学性质。譬如，为
了保证油墨能够合适地喷射，每个印刷头都要有特定的表面张力和黏度范
围。压电式打印头通常适用于打印黏度范围为８～１５ｃＰ的油墨；而热转印
打印头适于打印黏度更低的油墨，通常低于３ｃＰ。打印系统的使用端也制
约了油墨的物理化学性质，例如，家用和办公用的油墨应该可以多页打印
且不需要用户的任何技术维护，而对于工业打印机，如果能产生附加值则
类似维护是可以接受的，如油墨在各种不同基底上干燥时能降低能源需
求，这意味着，在水性或溶剂型油墨的情况下，油墨的使用端和打印环境对
具有挥发性成分的油墨选择具有极大影响。

因此，在配制新的喷墨打印油墨时，配方设计师必须考虑每个组成部分对
油墨整体性能的影响。从墨盒中油墨的存储到油墨喷射，再到油墨在基底上的
性能表现，最后到油墨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所有类型的喷墨打印油墨（溶剂
型、水性、反应型等）都需要考虑这些方面。这些因素也适用于其他能够产生除
了图像外的其他复杂性质的油墨，如导电油墨。导电油墨是功能性油墨的一个
很好的例子，这类油墨不仅需要满足常规油墨的要求，同时还应该具备良好的
导电性。对于制备油墨的科学家们来说，要获得这类功能油墨通常来说是矛盾
的：为了得到一种由金属纳米颗粒组成的稳定油墨，最好的同时也是有争议的
方法是使用带电聚合物稳定剂使金属悬浮液稳定，这种稳定剂能提供静电屏障
以防止微粒凝固。这种方法是相当必要的，因为金属颗粒，例如银颗粒的密度
远远大于油墨中的水和其他类型的液体载体，因此，相比于传统的有机颜料（除
了通常的孔口堵塞问题），絮凝后的沉淀将产生更多问题。然而，为了打印后拥
有良好的导电性，金属颗粒应该使颗粒间相互接触以形成一个连续的通路，但
由于纳米粒子之间存在聚合物稳定剂，获得这样的通路是很困难的。

另一个油墨配置中出现矛盾的例子是ＵＶ光固化油墨：在工业打印系统中
为了获得高通量打印，油墨经过紫外光照后必须快速固化。尽管快速固化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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