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凹版印刷常见故障问题分析及其解决方法 

一.刀 线 

可能产生的原因 

1、 油墨： 

（1）、油墨中有杂质；（2）、油墨细度太大；（3）、旧墨太多且未过滤； 

（4）、溶剂溶解力差；（5）、油墨粘度过高。 

2、 刮刀： 

（1）、刮刀有缺口； （2）、刮刀安装呈“波浪状”；（3）、刮刀角度软硬不良； 

（4）、刮刀压力不均。 

3、 印版： 

（1）、印版磨损严重；（2）、印版表面不良；（3）、印版跳动太大； 

4、 环境： 

（1）、车间地板有太多灰尘；（2）、车间外部环境太差（例如施工）；（3）、机器不整

洁。 

改进措施 

1、 油墨的改进措施： 

（1）、过滤油墨；（2）、要求供应商改进油墨细度；（3）、添加一定比例的新墨； 

（4）、增加溶解力好的溶剂；（5）、降低油墨粘度。 

2、 刮刀的改进措施： 

（1）、研磨或更换新刮刀；（2）、刮刀安装要紧贴且平行度要好；（3）、调整刮刀角度； 

（4）、压力适度。 

3、 印版的改进措施： 

（1）、印版退镀，抛光精磨；（2）、要求供应商改进印版硬度；（3）、清洁两端堵头并

重新装版； 

4、 环境的改进措施 

（1）、定时清洗地板； （2）、车间与外部环境隔开，防止异物进入车间； 

（3）、加强清洁机器。 

******************************************************************************* 

二.堵 版 

可能产生的原因 

1、油墨： 

（1）、油墨挥发速度太快；（2）、油墨溶解不良；（3）、旧墨太多；（4）、油墨粘度太

大； 

（5）、油墨转移不良，或与原材料搭配不良；（6）、油墨颗粒太粗；（7）、冲淡剂太多。  

2、刮刀： 

（1）、刮刀角度太大； （2）、刮刀前端和压棍之间的距离太大；（3）、刮刀装的太硬。 

3、印版： 

（1）、印版局部磨损严重；（2）、印版堵塞；（3）、印版制作不良。 

4、压棍： 

（1）、压棍压力太大；（2）、压棍局部有缺陷；（3）、压棍硬度不合适。 

5、环境： 

（1）、车间温度太高；（2）、对着印版的方向有外来风。 

6、材料：（1）、晶点；（2）、平均度差；（3）、雾度太大。 



7、其他：机速太慢。 

改进措施 

1、油墨的改进措施： 

（1）、调整油墨的溶剂配比，降低挥发速度或适当提高印刷速度；（2）、增加油墨真溶剂，

提高溶解能力；（3）、添加一定比例的新墨；（4）、更换不同厂家的油墨或要求供应商改

进；（5）、降低油墨粘度；（6）、增加新墨的比例。 

2、刮刀的改进措施： 

（1）、适当减小刮刀角度；（2）、缩小刮刀前端和压棍之间的距离； 

（3）、把刮刀的垫片和刮刀适当装长一点（即装软一点）； 

3、印版的改进措施： 

（1）、印版退镀或重新制作；（2）、彻底清洗印版；（3）、加强稿件印前处理。 

4、压棍的改进措施： 

（1）、适当调整压棍压力；（2）、更换有缺陷的压棍，或适当硬度的压棍； 

5、环境的改进措施 

（1）、安装空调，保持恒温恒湿；（2）、把吹向印版的风找出并改变其方向。 

6、原材料的解决措施：更换原材料； 

7、其他方面：机速适当加快。 

******************************************************************************* 

三.静 电 

可能产生的原因 

1、油墨： 

（1）、油墨本身的导电性能不良；（2）、油墨粘度太小； 

2、溶剂： 

（1）、溶剂配比不良； 

3、印版： 

（1）、印版边缘比较粗糙； 

4、机器： 

（1）、机器放静电效果不良； 

5、环境： 

（1）、天气干燥，车间湿度太小（小于 50％）。 

改进措施 

1、油墨的改进措施： 

（1）、更换不同厂家的油墨；（2）、提高油墨粘度； 

（3）、添加油墨防静电剂； （4）、要求供应商改进油墨的防静电性能； 

2、溶剂的改进措施： 

（1）、添加导电性能好的丁酮和异丙醇等；  

3、印版的改进措施： 

（1）、如出现固定位置的须状，处理印版的相应位置； 

4、环境的改进措施： 

（1）、定时清洗地板或增加湿度调节仪，适当增加车间湿度； 

（2）、最好封闭车间，形成恒温恒湿的环境。 

5、机器的改进措施： 

（1）、给机器增加地线，提高机器放静电性能； 

6、其它措施： 



（1）、在印刷设备上增加静电消除仪；（2）、消除导棍和薄膜上的静电； 

******************************************************************************* 

四.粘 背 

可能产生的原因 

1、油墨： 

（1）、溶剂挥发速度太慢；（2）、油墨溶剂释放性能差；（3）、油墨的本身性能不良，

如金、银色、珠光油墨等；（4）、油墨粘度大；（5）、旧墨太多；（6）、不同类型油墨

层叠； 

2、印版：  

（1）、印版太深，上油墨量太大； （2）、刮刀角度不良； 

3、技术工艺： 

（1）、印刷速度太快；（2）、烘箱温度太低；（3）、烘箱中进、排风不合理； 

（4）、收卷张力太大，收卷太紧；（5）、收卷张力太小，收卷不齐；（6）、冷却辊温度

太高。 

4、环境： 

（1）、车间温度太高；  

5、其它原因： 

（1）、运输或装卸过程中，出现碰撞；（2）、印刷半成品放置时间太长； 

（3）、原材料与油墨搭配不良，油墨附着力不良。 

改进措施 

1、油墨的改进措施： 

（1）、加多挥发速度快的溶剂；（2）、要求供应商改进油墨；（3）、使用金、银色、珠

光油墨等油墨时，提高警惕，调整好工艺；（4）、降低油墨粘度；（5）、调整新旧墨的比

例；（6）、更换油墨类型；（7）、各色油墨使用同一类型油墨； 

2、印版的改进措施： 

（1）、印版重制，降低上油墨量；（2）、调整刮刀的角度，降低上油墨量；  

3、技术工艺的改进措施： 

（1）、降低印刷速度；（2）、提高烘箱温度；（3）、调整烘箱进新鲜空气的比例； 

（4）、调整张力到适当，收卷不能太紧或太松；（5）、检查冷却辊或适当降低冷却水温度； 

4、环境的改进措施： 

（1）、在车间添加冰块或安装空调，降低车间温度； 

5、其它方面的改进措施 

（1）、小心运输或装卸产品，轻拿轻放，避免碰撞；（2）、容易反粘的印刷半成品，放置

时间不能太长，最好一边印刷，一边复合。 

******************************************************************************* 

五.白 点 

可能产生的原因 

1、油墨： 

（1）、油墨的流平性不好；（2）、油墨粘度高；（3）、油墨细度太大； 

（4）、溶剂挥发速度太快；（5）、旧墨太多； 

2、原材料： 

（1）、基材的表面凹凸不平；（2）、基材配方不良；（3）、材料晶点或析出物； 

3、印版： 

（1）、印版网点太浅；（2）、印版磨损；（3）、印版堵塞； 



4、工艺条件： 

（1）、印刷速度太慢；（2）、压棍压力太小或硬度不合适；（3）、刮刀角度太大或压力

太大； 

5、环境： 

（1）、车间温度太高；（2）、有外来风对着印版吹。 

改进措施 

1、油墨的改进措施： 

（1）、更换油墨；（2）、降低油墨粘度；（3）、过滤油墨和添加一定比例新墨； 

（4）、添加挥发速度慢的溶剂； 

2、原材料的改进措施： 

（1）、更换原材料；（2）、要求供应商进行改进；（3）、对粗面的基材使用静电吸墨印

刷方式 

3、印版的改进措施： 

（1）、加深印版网点；（2）、印版退镀；（3）、清洗印版； 

4、工艺的改进措施： 

（1）、提高印刷速度；（2）、加大压棍压力或更换硬度较大的压棍； 

（3）、调整刮刀角度或压力到适当； 

5、环境的改进措施： 

（1）、降低车间温度；（2）、避免外来风吹印版。 

******************************************************************************* 

六.刮 不 净 

可能产生的原因 

1、 油墨： 

（1）、油墨本身的性能不良；（2）、油墨粘度太低；（3）、旧墨太多； 

（4）、溶剂挥发速度太慢；（5）、溶剂配方不良，溶解力不够； 

2、 印版： 

（1）、印版磨损；（2）、印版的铬层处理不良；（3）、印版同心度不良； 

（4）、印版安装不良； 

3、 刮刀： 

（1）、刮刀太软；（2）、刮刀角度太小；（3）、刮刀压力不足； 

（4）、刮刀平行度不良； 

4、 机器： 

（1）、机速过快； 

5、环境： 

（1）、湿度太大。 

改进措施 

1、油墨的改进措施： 

（1）、提高油墨粘度；（2）、要求供应商改进油墨质量；（3）、添加一定比例的新墨；

（4）、提高溶剂挥发速度；（5）、调整溶剂配比，提高溶解力； 

2、刮刀的改进措施： 

（1）、提高刮刀压力；（2）、调整刮刀的平行度；（3）、调整刮刀角度； 

（4）、把刮刀装硬一些； 

3、印版的改进措施： 

（1）、印版退镀；（2）、要求供应商改进印版质量；（3）、清洁两端渡头并重新装版；



（4）、检测印版平衡，如不合格，请供应商改进； 

4、工艺的改进措施： 

（1）、机速可适当减慢； 

5、环境的改进措施 

（1）、改进车间湿度。 

******************************************************************************* 

七.臭 味 

可能产生的原因 

1、油墨： 

（1）、油墨的溶剂释放性不良；（2）、溶剂挥发速度太慢；（3）、油墨本身的味道；（4）、

溶剂不纯，有难挥发的物质；（5）、油墨粘度太大，导致上墨量大； 

2、烘箱： 

（1）、烘箱温度太低；（2）、烘箱内空气比例不良（进、排风）；  

3、工艺参数： 

（1）、印刷速度太快；（2）、印版网点太深，导致上墨量大； 

（3）、刮刀太软和角度太小等，导致上墨量大； 

4、环境： 

（1）、车间溶剂味道太大，空气流通不良。 

改进措施 

1、油墨的改进措施： 

（1）、更换油墨；（2）、要求供应商改进油墨质量；（3）、调整油墨的挥发速度； 

（4）、更换溶剂配比；（5）、适当降低油墨粘度，降低上墨量； 

2、烘箱的改进措施： 

（1）、适当提高烘箱温度；（2）、调整烘箱内的空气比例，适当增加新鲜空气； 

3、工艺的改进措施： 

（1）、适当降低印刷速度；（2）、重新制版，降低网点深度；（3）、适当调整刮刀，降

低上墨量； 

4、环境的改进措施 

（1）、加大车间的抽风设备，提高空气的流通速度； 

（2）、改变进风口的位置，避免排除去的空气再次被抽进来。 

******************************************************************************* 

八.色 差 

可能产生的原因 

1、油墨： 

（1）、油墨粘度的变化；（2）、油墨溶剂的改变，导致溶解力的变化或油墨变质；（3）、

油墨比例的变化；（4）、不同厂家的油墨的更换； 

2、刮刀： 

（1）、刮刀角度的变化； （2）、刮刀压力的变化；（3）、刮刀的跳动； 

3、印版： 

（1）、印版磨损；（2）、印版网点的堵塞；（3）、印版跳动太大； 

4、工艺条件： 

（1）、印刷速度的变化；（2）、压棍压力和压棍的更换；  

5、环境： 

（1）、车间的温度变化较大；（2）、车间通风状况的改变。 



改进措施 

1、油墨的改进措施： 

（1）、保证油墨的稳定性；（2）、稳定溶剂配比，一次尽可能多配一些； 

（3）、重新调配油墨时，在换卷前添加； 

（4）、一次印刷尽可能使用同一家的油墨； 

2、刮刀的改进措施： 

（1）、稳定刮刀的角度和压力，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不改变； 

（2）、找出刮刀跳动的具体原因，然后解决； 

3、印版的改进措施： 

（1）、印版退镀；（2）、清洗印版；（3）、检查印版平衡度，如超标，返回供应商，重

新调整；（4）、清洁两端渡头并重新装版； 

4、工艺条件的改进措施： 

（1）、稳定印刷速度；（2）、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不要改变工艺参数； 

5、环境的改进措施 

（1）、稳定车间的温度变化和空气流通情况。 

******************************************************************************* 

九.套 印 

可能产生的原因 

1、 原材料： 

（1）、材料荷叶边；（2）、材料厚薄不均；（3）、材料热收缩太大； 

2、 印版： 

（1）、印版平衡不好；（2）、印版安装不良；（3）、印版制作不良；  

3、 设备： 

（1）、设备故障（连接不良、开关松动等）；（2）、设备的精度不够； 

4、 刮刀： 

（1）、刮刀不平行；（2）、刮刀压力设置不合理； 

5、 烘箱： 

（1）、烘箱温度设置太高或太低；（2）、烘箱热风不良； 

6、 工艺参数： 

（1）、张力设置不良；（2）、印刷速度太快；（3）、压棍压力设置不合理； 

（4）、印版周长和其它参数设置不合理； 

7、 环境： （1）、空气流通不合理；（2）、环境温度太高。 

改进措施 

1、原材料的改进措施： 

（1）、更换不同批号或不同厂家的原材料； 

2、印版的改进措施： 

（1）、检查印版的平衡度；（2）、重新安装印版；（3）、重新制作印版； 

3、设备的改进措施： 

（1）、检查设备，排除故障；（2）、提高设备的精度，提高套印系统的等级； 

4、刮刀的改进措施： 

（1）、调整刮刀角度和和平行度；（2）、调整刮刀压力； 

5、烘箱的改进措施 

（1）、检查烘箱的温度，调整到合适；（2）、检查烘箱热风是否适当。 

6、工艺参数的改进措施： 



（1）、调整张力设置；（2）、降低印刷速度；（3）、调整印刷压棍两端的压力； 

（4）、查看印刷输入的工艺参数是否正确，例如印版周长等。 

7、环境的改善措施： 

（1）、不让有风吹向印刷机器，影响薄膜走料；（2）、降低环境温度。 

******************************************************************************* 

十.油墨附着力不良 

可能产生的原因 

1、油墨： 

（1）、油墨种类与原材料搭配不良；（2）、油墨本身不良；（3）、调配的油墨比例不良； 

（4）、溶剂挥发速度太慢；（5）、旧墨太多；（6）、溶剂的溶解力不足； 

2、原材料： 

（1）、原材料电晕处理达不到要求； （2）、原材料的电晕面反；（3）、原材料的涂层不

良；（4）、原材料表面有异物； 

3、印版和刮刀： 

（1）、印版网点太深，上墨量太大；（2）、刮刀角度太小和太软，上墨量太大。 

4、技术工艺： 

（1）、印刷速度太快；（2）、烘箱温度太高或太低；（3）、油墨固化时间不足；（4）、

烘箱出现故障；（5）、烘箱的进、排风不合理；（6）、印刷压力不合理；（7）、油墨冷

却不良。 

5、环境： 

（1）、车间内部溶剂味道太大；（2）、车间内部灰尘太大；（3）、车间湿度太大。 

改进措施 

1、油墨的改进措施： 

（1）、更换合适的油墨类型；（2）、要求供应商改进油墨；（3）、添加一定比例的新墨； 

（4）、适当调整溶剂的挥发速度；（5）、适当改变油墨的比例；（6）、增加溶解力好的

溶剂； 

2、原材料的改进措施： 

（1）、对原材料重新电晕处理；（2）、检测电晕处理面；（3）、更换原材料； 

3、印版、刮刀的改进措施： 

（1）、印版重制，控制合适的上墨量；（2）、适当调整刮刀角度和软硬度，适当降低上墨

量； 

4、技术工艺的改进措施： 

（1）、适当降低印刷速度；（2）、适当调整烘箱温度；（3）、保证油墨的固化时间；（4）、

改善烘箱的进、排风，解决机械故障；（5）、适当调整印刷压力；（6）、适当调整油墨冷

却。 

5、环境的改进措施 

（1）、定时清洗地板；（2）、加强车间排风，降低车间味道；（3）、车间保持恒温恒湿。 

******************************************************************************* 

十一.拖 尾 

可能产生的原因 

1、油墨： 

（1）、油墨粘度小；（2）、油墨比例不适当（溶剂太多）；（3）、溶剂挥发速度慢； 

（4）、油墨本身性能不良；（5）、旧墨使用次数太多，油墨疲劳；（6）、溶剂溶解力不

足； 



2、刮刀： 

（1）、刮刀有损伤； （2）、刮刀装的倾斜；（3）、刮刀角度不良； 

（4）、刮刀装的较软；（5）、刮刀压力不合适； 

3、印版： 

（1）、印版局部磨损严重；（2）、印版跳动太大； 

4、技术工艺： 

（1）、印刷速度太慢；  

5、其它方面： 

（1）、车间湿度太大。 

改进措施 

1、油墨的改进措施： 

（1）、增加油墨粘度；（2）、适当调整油墨比例；（3）、添加一定比例的新墨； 

（4）、要求供应商改进油墨，（5）、提高溶剂的挥发速度；（6）、提高溶剂的溶解力； 

2、刮刀的改进措施： 

（1）、研磨或更换有损伤的刮刀；（2）、调整刮刀的平行度；（3）、适当调整刮刀角度； 

（4）、重新装刮刀，使软硬度合适；（5）、调整刮刀压力； 

3、印版的改进措施： 

（1）、印版退镀；（2）、清洁两端渡头并重新装版；（3）、检查印版的同心度； 

4、技术工艺的改进措施： 

（1）、适当提高印刷速度； 

5、环境的改进措施 

（1）、车间保持恒温恒湿。 

******************************************************************************* 

十二.墨 污  

可能产生的原因 

1、油墨： 

（1）、油墨中密度不同，有分层现象；（2）、油墨本身不良；（3）、油墨搅拌不良；（4）、

溶剂的挥发速度太快；（5）、溶剂的挥发速度太慢；（6）、溶剂的溶解力不良；（7）、

油墨粘度不适当（太小或太大）； 

2、刮刀： 

（1）、刮刀平行度不良；（2）、刮刀压力不均匀；（3）、刮刀角度不良； 

3、印版： 

（1）、印版磨损严重；（2）、印版跳动太大；  

4、环境：  

（1）、车间有风对着墨槽吹；（2）、车间温度太高，湿度太大； 

5、其它方面： 

（1）、烘箱温度不适当；（2）、残留溶剂太多；（3）、冷却辊不良； 

（4）、印刷速度太快；（5）、印刷走料方式不适当；（6）、导辊有墨污。 

改进措施 

1、油墨的改进措施： 

（1）、充分搅拌油墨，并在油墨槽中放合适的搅墨棒；（2）、要求供应商改进油墨质量；

（3）、适当调整油墨的溶剂挥发速度；（4）、提高溶剂的溶解力； 

（5）、适当调整油墨粘度； 



2、刮刀的改进措施： 

（1）、调整刮刀的平行度；（2）、调整刮刀的压力；（3）、调整刮刀角度； 

3、印版的改进措施： 

（1）、印版退镀；（2）、清洁两端渡头并重新装版；（3）、检查印版同心度； 

4、环境的改进措施： 

（1）、不让风吹向墨槽；（2）、车间保持恒温恒湿； 

5、其它方面的调整： 

（1）、适当调整烘箱温度；（2）、降低残留溶剂，具体见臭气的改进措施； 

（3）、适当调整冷却辊；（4）、适当降低印刷速度；（5）、清洁导辊； 

（6）、检查穿料方式，防止被误穿料。 

******************************************************************************* 

十三.油 墨 发 花 

可能产生的原因 

1、油墨： 

（1）、油墨流平性不良；（2）、油墨粘度偏小；（3）、溶剂挥发速度慢； 

（4）、油墨细度太大；（5）、溶剂的溶解力不足；（6）、油墨的溶剂释放性不良； 

（7）、旧墨的比例太大；（8）、油墨粘度太高； 

2、刮刀： 

（1）、刮刀平行度不良；（2）、刮刀压力不合理；（3）、刮刀角度不合理； 

3、印版： 

（1）、印版网点太深；（2）、印版网点设计不合理；（3）、印版网点堵塞；  

4、工艺参数： 

（1）、印刷速度偏慢；（2）、压辊压力不合理；（3）、烘箱温度不合理 

5、其它方面： 

（1）、车间空间有太多灰尘；（2）、压辊硬度不合适；（3）、压辊上有灰尘； 

（4）、车间的湿度太大。 

改 进 措 施 

1、油墨的改进措施： 

（1）、要求供应商改进油墨的流平性或油墨的溶剂释放性；（2）、适当调整油墨粘度；（3）、

添加新墨；（4）、增加溶解力好的溶剂；（5）、加快溶剂的挥发速度； 

（6）、过滤油墨，或要求供应商改进油墨细度； 

2、刮刀的改进措施： 

（1）、调整刮刀平行度； （2）、调整刮刀压力；（3）、调整刮刀角度； 

3、印版的改进措施： 

（1）、清洗印版；（2）、请供应商改进印版的网点； 

4、工艺参数的改进措施： 

（1）、适当提高印刷速度；（2）、调整压辊压力；（3）、调整烘箱温度； 

5、其它方面的改进措施:： 

（1）、定期清扫车间地板；（2）、更换合适硬度的压辊；（3）、清扫压辊的灰尘； 

（4）、车间保持恒温恒湿。 

******************************************************************************* 

十四.飞 墨 

可能产生的原因 

1、油墨： 



（1）、油墨本身性能不良；（2）、油墨粘度不合理；  

2、刮刀： 

（1）、刮刀平行度不良；（2）、刮刀压力不合理；（3）、刮刀片与垫片搭配不良； 

（4）、刮刀两端有损伤；（5）、刮刀和印版的长度不搭配； 

3、印版： 

（1）、印版周长太大或太小；（2）、印版两端的纸皮遮挡不良；（3）、印版跳动； 

4、工艺参数： 

（1）、印刷速度太快；  

5、其它方面： 

（1）、油墨泵没有固定好，油墨溅出；（2）、喷墨装置设置不良。 

改进措施 

1、油墨的改进措施： 

（1）、适当调整油墨粘度；（2）、要求供应商改进油墨质量； 

2、刮刀的改进措施： 

（1）、更换两端有损伤的刮刀；（2）、调整刮刀的平行度；（3）、适当调整刮刀压力；

（4）、重新调整刮刀片与垫片之间的位置；（5）、适当调整使刮刀与印版相匹配； 

3、印版的改进措施： 

（1）、在制作印版时，尽可能使印版的周长在合理范围内；（2）、印版两端的纸皮重新档

好；（3）、清洁两端渡头并重新装版；（4）、检测印版的同心度； 

4、工艺方面的改进措施： 

（1）、适当调整印刷速度； 

5、其他方面的改进措施 

（1）、固定好油墨泵，防止油墨溅出；（2）、检测油墨装置，使之合理。 

******************************************************************************* 

十五.复 合 白 点 

可能产生的原因 

1、基材： 

（1）、印刷半成品残留溶剂超标；（2）、印刷油墨不良；（3）、印刷半成品上墨不良； 

（4）、原材料表面不良；（5）、原材料电晕处理不良；（6）、材料晶点太多或太大。 

2、胶水： 

（1）、胶水流平性不良或与基材配合不良；（2）、配比不良；（3）、胶水有变质情况；

（4）、上胶量不足；（5）、胶水挥发溶剂性能不佳；（6）、溶剂纯度不足； 

3、网辊和刮刀： 

（1）、网辊磨损严重；（2）、网辊堵塞；（3）、刮刀压力和角度设置不良； 

4、工艺参数： 

（1）、生产速度太快，残留溶剂超标；（2）、烘箱和复合钢辊温度设置不合理；  

5、其他方面： 

（1）、车间空气中太多灰尘；（2）、机器导辊不清洁； （3）、上胶或复合压辊不良或有

杂物；（4）、烘箱内灰尘较多；（5）、烘箱排风口堵塞。（6）、湿度太大。 

改进措施 

1、基材的改进措施： 

（1）、溶剂超标，重新在机台烘几遍，直到溶剂不超标；（2）、印刷半成品的上墨不良，

增加上胶量。降低生产速度；（3）、更换印刷油墨或胶水；（4）、更换材料。 

2、胶水的改进措施： 



（1）、更换适当的胶水；（2）、调整配比；（3）、增加上胶量；（4）、更换溶剂。 

3、网辊的改进措施： 

（1）、重制网辊；（2）、彻底清洁网辊；（3）、调整刮刀角度和压力； 

4、工艺参数的改进措施： 

（1）、适当降低生产速度；（2）、调整烘箱温度到适当； 

（3）、调整复合钢辊温度到 65—80℃。 

5、其他方面的改进措施： 

（1）、定时清洗地板和周围环境，减少空气中的灰尘；（2）、清洁机器导辊和烘箱； 

（3）、检查上胶压辊和复合压辊，清洁或更换； （4）、清洁排风口； 

（5）、适当调整张力和压力控制，尽可能使原材料走料平整。 

******************************************************************************* 

十六.气 泡 

可能产生的原因 

1、基材： 

（1）、印刷半成品残留溶剂超标；（2）、印刷上墨不良；（3）、原材料电晕处理不良； 

（4）、原材料表面不良；（5）、材料晶点太多或太大；  

2、胶水： 

（1）、胶水流平性不良或与基材配合不良；（2）、配比不良；（3）、胶水有变质情况；

（4）、上胶量不适当；（5）、胶水挥发溶剂性能不佳；（6）、溶剂纯度不足； 

3、网辊和刮刀： 

（1）、网辊磨损严重或网辊网点设置不合理；（2）、网辊堵塞； 

（3）、刮刀压力和角度设置不良； 

4、工艺参数： 

（1）、生产速度太快，残留溶剂超标；（2）、烘箱和复合钢辊温度设置不合理； 

5、其他方面： 

（1）、车间空气中太多灰尘；（2）、上胶或复合压辊不良或有杂物；（3）、烘箱排风口

堵塞；（4）、车间湿度太大。 

改进措施 

1、基材的改进措施： 

（1）、溶剂超标，重新在机台烘几遍，直到溶剂不超标；（2）、印刷半成品的上墨不良，

增加上胶量。降低生产速度；（3）、更换材料或重新电晕处理；  

2、胶水的改进措施： 

（1）、更换适当的胶水；（2）、调整胶水配比；（3）、增加上胶量；（4）、更换溶剂。 

3、网辊的改进措施： 

（1）、重新调整网辊；（2）、彻底清洁网辊；（3）、调整刮刀角度和压力； 

4、工艺参数的改进措施： 

（1）、适当降低生产速度；（2）、调整烘箱温度到适当； 

（3）、调整复合钢辊温度到 65—80℃。 

5、其他方面的改进措施： 

（1）、定时清洗地板和周围环境，减少空气中的灰尘；  

（2）、检查上胶压辊和复合压辊，清洁或更换； （3）、清洁烘箱排风口； 

（4）、适当调整张力和压力控制，尽可能使原材料走料平整。 

******************************************************************************* 

十七.剥离强度差 



可能产生的原因 

1、基材： 

（1）、印刷半成品残留溶剂超标；（2）、印刷油墨不良；（3）、原材料电晕处理不良； 

（4）、原材料表面不良；（5）、材料的添加剂的析出；  

2、胶水： 

（1）、胶水流平性不良或与基材配合不良；（2）、配比不良；（3）、胶水有变质情况；

（4）、上胶量不足；（5）、胶水挥发溶剂性能不佳；（6）、溶剂纯度不足； 

3、网辊和刮刀： 

（1）、网辊磨损严重；（2）、网辊堵塞；（3）、刮刀压力和角度设置不良； 

4、工艺参数： 

（1）、生产速度太快，残留溶剂超标；（2）、烘箱和复合钢辊温度设置不合理； 

（3）、熟化时间和温度设置不合理 

5、其他方面： 

（1）、烘箱排风口堵塞；（2）、复合压辊不良和压力设置不合理； 

（3）、空气中湿度太大。 

改进措施 

1、基材的改进措施： 

（1）、溶剂超标，重新在机台烘几遍，直到溶剂不超标；（2）、印刷半成品的上墨不良，

增加上胶量。降低生产速度；（3）、更换材料或重新电晕处理；  

2、胶水的改进措施： 

（1）、更换适当的胶水；（2）、调整胶水配比；（3）、增加上胶量；（4）、更换溶剂。 

3、网辊的改进措施： 

（1）、重制网辊，达到合适的上胶量；（2）、彻底清洁网辊； 

（3）、适当调整刮刀角度和压力； 

4、工艺参数的改进措施： 

（1）、适当降低生产速度；（2）、调整烘箱温度到适当； 

（3）、调整复合钢辊温度到 65—80℃；（4）、适当调整熟化温度和时间； 

5、其他方面的改进措施： 

（1）、保持车间和机器的清洁，及时清洁排风口；  

（2）、检查上胶压辊和复合压辊，清洁或更换；  

（3）、车间保持恒温恒湿，特别是配胶岗位。 

******************************************************************************* 

十八.皱折 

可能产生的原因 

1、基材： 

（1）、基材荷叶边；（2）、印刷半成品残留溶剂太多；（3）、原材料电晕处理不良； 

（4）、印刷半成品的上墨厚度差别很大； 

2、胶水： 

（1）、胶水流平性不良或与基材配合不良；（2）、配比不良；（3）、胶水有变质情况；

（4）、上胶量不足或上胶不均匀；（5）、胶水初粘力不足；（6）、溶剂纯度不足； 

3、网辊和刮刀： 

（1）、网辊磨损严重或网辊堵塞，导致上胶量不足； 

4、工艺参数： 

（1）、生产速度太快，残留溶剂超标；（2）、烘箱和复合钢辊温度设置不合理； 



（3）、张力设置不合理；（4）、收卷张力太小或锥度设置不合理；； 

5、其他方面： 

（1）、烘箱排风口堵塞；（2）、复合压辊不良和压力设置不合理； 

（3）、机器导辊运转不良或水平不良。 

改进措施 

1、基材的改进措施： 

（1）、溶剂超标，重新在机台烘几遍，直到溶剂不超标；（2）、印刷半成品的上墨厚度不

均，增加上胶量，适当调整收卷张力；（3）、更换材料或重新电晕处理；  

2、胶水的改进措施： 

（1）、更换适当的胶水；（2）、调整胶水配比；（3）、增加上胶量；（4）、更换溶剂。 

3、网辊的改进措施： 

（1）、重制网辊，达到合适的上胶量；（2）、彻底清洁网辊； 

4、工艺参数的改进措施： 

（1）、适当降低生产速度；（2）、调整烘箱温度到适当； 

（3）、调整复合钢辊温度到 65—80℃；（4）、适当调整张力控制； 

（5）、适当加大收卷张力，和适当调整锥度。 

5、其他方面的改进措施： 

（1）、保持车间和机器的清洁，及时清洁排风口；  

（2）、检查上胶压辊和复合压辊，清洁或更换；  

（3）、机器及时保养和维修，保证导辊运转良好，水平一致。 

******************************************************************************* 

十九.透明度不良 

可能产生的原因 

1、基材： 

（1）、印刷半成品残留溶剂超标；（2）、印刷上墨不良；（3）、原材料电晕处理不良； 

（4）、原材料表面不良；（5）、材料晶点太多或太大；  

2、胶水： 

（1）、胶水流平性不良或与基材配合不良；（2）、配比不良；（3）、胶水有变质情况；

（4）、上胶量不适当；（5）、胶水本身颜色太深；（6）、溶剂纯度不足； 

3、网辊和刮刀： 

（1）、网辊磨损严重或网辊网点设置不合理；（2）、网辊堵塞； 

（3）、刮刀压力和角度设置不良； 

4、工艺参数： 

（1）、生产速度太快，残留溶剂超标；（2）、烘箱和复合钢辊温度设置不合理； 

5、其他方面： 

（1）、车间空气中太多灰尘；（2）、上胶或复合压辊不良或有杂物；（3）、烘箱排风口

堵塞；（4）、车间湿度太大。 

改进措施 

1、基材的改进措施： 

（1）、溶剂超标，重新在机台烘几遍，直到溶剂不超标；（2）、印刷半成品的上墨不良，

增加上胶量。降低生产速度；（3）、更换材料或重新电晕处理；  

2、胶水的改进措施： 

（1）、更换适当的胶水；（2）、调整胶水配比；（3）、增加上胶量；（4）、更换溶剂。 

3、网辊的改进措施： 



（1）、重新调整网辊；（2）、彻底清洁网辊；（3）、调整刮刀角度和压力； 

4、工艺参数的改进措施： 

（1）、适当降低生产速度；（2）、调整烘箱温度到适当； 

（3）、调整复合钢辊温度到 65—80℃。 

5、其他方面的改进措施： 

（1）、定时清洗地板和周围环境，减少空气中的灰尘；  

（2）、检查上胶压辊和复合压辊，清洁或更换；  

（3）、及时清洁机器和烘箱排风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