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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喷墨印刷关键技术研究 

敖绍峰 

深圳市宝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 

【摘要】随着数字喷墨技术在印刷领域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受到了数字喷墨印刷技术

带来的冲击，并逐渐向数字化、网络化应用方向发展。由于数码喷墨印刷技术能大幅提升印刷质量。同时

也能使成本降低。本文将从市场需求出发，对数字喷墨印刷相关研究内容进行详细分析介绍并给出一些实

用建议；同时希望我国在相关领域也能尽快建立起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以及认证程序及监管程序等知识产

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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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kjet technology in the printing field, more and mor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have been impacted by the digital inkjet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to the 
digital, network application direction. Because of the digital inkjet printing technology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printing quality. It can also reduce costs. Based on the market demand, we will analyze the relevant research 
content of digital inkjet printing and give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and hope that China can establish relevant 
laws, regulations, standards, certification procedures and regulatory procedures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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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印刷领域里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它将改

变现有的印刷方式，从而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提

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由于数字印刷具有多种优点，

因此数字印刷已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在工业领域里，

数字印刷已经在数码印刷机、单色数码印刷机、彩

色数码印刷机以及各种图像印制设备上得到了广泛

应用和推广，甚至还成为了一个新的技术热点趋势

和发展方向。在工业领域里，许多新工艺新技术都

开始被应用到数字印刷技术上来了。本文主要针对

数字喷印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数字喷印

应用领域以及喷墨印刷关键技术的研究进展。 
2 喷墨打印技术概述 
喷墨打印技术对打印设备的精度、速度等都有

很高的要求。喷墨打印技术要实现数字化、网络化

应用，就必须研究并解决高精度、高速度等一系列

关键问题。（1）高精度：喷墨打印系统要具有高精

度。在满足高精度条件下实现打印速度快，打印质

量高，打印精度高的要求。（2）高速度：喷墨打印

系统也要能实现高速度打印，必须实现高速和快速

打印，以满足打印速度快带来的高生产成本和高墨

水消耗的要求。（4）高效率：喷墨打印系统要实现

高速运作，必须克服很多技术难题，包括：打印过

程中打印质量不稳定；墨水消耗过高或不稳定，造

成成本浪费；以及影响喷墨墨水性能的因素有：打

印速度、压力、材料、电源等；因此，喷墨打印设

备必须满足这些要求才能在市场上得到推广应用。

喷墨打印设备不仅要求高精度，还要能实现高速打

印这一功能，而且还要求系统能实现高速运行和节

能减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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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技术与材料因素对数字印刷的影响 
目前，数码喷墨印刷主要分为两种：直接打印

和数字印刷。虽然两种方式的原理差不多，但直接

打印与数字化印刷的效果相差较大。数字印刷也被

称为网络印刷术，即通过网络将文字、图像等数据

传输到计算机进行加工处理并输出。与以往传统胶

印、凸版印刷、丝网激光印制一样，采用最先进的

高速数码成像设备进行喷印技术制作。目前，有多

种类型的数码印刷机可供选择，包括大型彩色数码

印刷机、小型数字印刷机以及喷墨打印机。其中，

喷墨打印机通常采用墨水作为墨源直接打印的方式

进行印刷操作。而数字印刷通过电脑控制软件以及

墨水系统将各类数字墨水进行调配并打印出图片效

果。所以，数码印刷与传统胶印、凸版印刷等制版

工艺相比具有更大的优势[2]。 
4 数字喷墨印刷关键技术分析 
数字喷墨印刷的技术关键有：数码印刷设备与

数字印刷网络的集成，激光打印设备与激光喷印设

备的集成，计算机技术与喷墨印刷设备的集成，喷

墨印花及墨水制备技术。数字喷墨印刷的关键在于

印刷设备与墨水制备技术。目前，数字喷墨印刷技

术在国内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也为数

字印刷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作为

数字印刷技术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喷印设备目前

也在逐步被研究和推广。目前，喷印技术是我国重

点研究开发的技术领域之一，但同时喷印机也是目

前国内研究开发较多的设备之一。 
4.1 设备的设计与制造 
如图 1 所示，数字喷墨印刷设备一般采用喷墨

打印机与喷墨标签打印机的组合方式，通常采用多

色多印技术对彩色图像进行打印，实现不同色彩、

不同油墨用量控制。对于喷墨设备而言，主要包括

打印系统、数字控制系统、墨水制备系统以及色彩

处理系统等。从结构上来说，喷墨印刷设备一般由

墨水制备系统、喷墨打印系统、数字控制系统以及

色彩处理系统组成[3]。其中喷印系统主要由喷墨打

印机、墨水制备设备等组成；数字控制系统主要由

显示界面系统、打印驱动系统以及网络通信系统等

组成；色彩处理系统主要由印刷介质、显色介质以

及色相饱和介质组成；墨水制备系统主要由墨水计

量系统（DPU）、色相平衡系统（CDU）以及打印

系统组成；网络通信系统主要由网络通信终端设备、

网络存储设备以及网络通信软件等组成；喷墨打印

系统主要由喷墨打印单元芯片以及配套应用软件等

组成，喷嘴的分布见图 2。由此可见，数字喷墨印

刷设备不仅要具备打印效率高、色彩还原准确、打

印速度快、打印质量高以及生产成本低等特点也要

满足数字印刷技术的要求。 
4.2 墨水的制备与质量控制 
传统的喷墨印花墨水的质量很难得到保证，不

仅成本高昂，而且还存在较大的质量隐患。目前，

世界上已经研制出了不同色彩的印花墨水，并实现

了多种颜色、不同光泽等不同规格型号的墨水的配

制。这些墨水中，主要以  DryPolygon 墨水、 
AllMetrics 墨水为代表。其中， AllMetrics 墨水是专

门针对高彩色应用制作而成。由于 AllMetrics 墨水

性能优异，而且打印效果与耐印版效果非常好，因

此越来越多的厂家开始使用其作为墨水作为印花材

料。但目前其制备方法并不稳定，而且对设备的影

响较大[4]。因此目前市场上关于 AllMetrics 墨水制

备方法和质量控制仍存在较大的争议：如何提高其

耐印版效果并降低成本成为困扰开发人员的一个关

键问题。控制系统见图 3： 

 

图 1 数字喷墨设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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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喷嘴分布示意图 

 
图 3 数字喷墨打印机控制系统示意图 

 

4.3 数据传输与储存 
数据的传输和存储是在喷墨打印机上实现，所

以在网络中需要有足够的带宽。在这一过程中所需

要的数据传输速率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保证

网络中各设备之间的数据及时传输，并且网络中各

设备之间也要进行有效的信息交互。数据存储时所

使用的存储介质种类多样，包括：  CMYK 
（CMOS）、 UV （VEGL）、DRAM （Dragon 
Memory）、 LSI （Liquid System）等在内的各种

类型的存储介质。目前，这些介质被广泛应用于数

码印刷机、激光照相机、打印机、传真机等各类设

备当中。而其信息的实时传输也是数字印刷技术实

现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喷墨印刷设备在数

据传输过程中可以直接利用计算机或网络发送信息

到喷墨打印机上进行印刷数据的读取或者存储。 
5 数字喷墨印刷技术应用实践举例 
数字喷印系统，即运用数字喷印技术的印刷设

备，可将文字、图像等内容直接输出到网络印刷系

统上，实现印刷信息的数字化，具有图像的高分辨

率和低成本等特点，目前已经成为了印刷市场上最

受欢迎的印刷方式之一。例如印刷数字名片，将商

业用印的各种照片和图像都可以直接输出到网络中

去，将企业的商业秘密和产品信息以网络的形式保

存起来，使得企业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将产品销售出

去。而且数字印刷还可以降低成本，缩短交货时间。

目前，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商场内都可以看到数字喷

印的身影，它们主要应用于商业票据业务和企业海

报制作等方面。 
5.1 商业票据 
商业票据又称为“应收票据”，是指在交易过

程中收取资金并存入银行的一种票据业务，是商业

票据中最常见的一种票据形式，它是在实际交易过

程中向收款人签发、收取或寄送应收票据的行为，

其实质是一种债权凭证。目前一般商业票据是通过

票据印模输出或电文输出来实现票据信息交换的。

其中由于使用数字喷印技术进行印刷时，其印刷过

程无需对纸张进行处理，因此只需要对印刷内容进

行喷印即可实现票据上各图案的数字化处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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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可以很好地解决传统印刷难以实现电子票据功

能、成本过高的问题[5]。  
5.2 企业海报 
企业海报是宣传企业形象、传播企业信息、推

销产品等营销手段的主要载体。数字喷印海报通过

计算机控制彩色打印机自动打印出内容。彩色图片

印刷后，可以直接打印出海报。与传统广告相比，

数字喷印海报制作简便[6]。海报打印一般采用两种

方式：一是在印刷前将照片进行裁剪或打印，再通

过专用喷墨打印机将其喷射出来。这种方法成本较

高，一般不适用于规模较大的企业；二是在设计制

作大型的企业彩页时选择这种方式进行彩色印刷。

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印刷前通过数字打印技术，在平

面印刷过程中用特定型号的喷头喷印出彩色图像，

然后用专用墨水进行印刷，这种方法比采用文字印

刷方式更容易实现。 
5.3 海报制作 
在传统的海报制作过程中，海报的制作人员需

要把设计好的图形输入电脑中完成，然后再用图文

打印机打印出来并加工，最后通过图像制作软件来

进行最终制作。但是这种方式虽然方便快捷，但是

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例如成本高、生产周期长、需

要多次修改的打印过程等，都对海报制作人员的综

合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数字喷墨印刷的特点，

使得这类问题迎刃而解了。从目前来看，数字喷印

海报打印技术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数字印

刷具有图像分辨率高、色彩丰富、立体感强等优点，

在一些特殊行业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例如

为了在广告宣传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国家税务

总局在全国开展了“营改增”专项行动，将税收征

管工作交给专业厂家进行操作，对于税收征管方面

存在问题的企业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便利及保障。“营

改增”不仅能够节省企业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还

有税收成本，对于税务部门来说不仅可以及时掌握

市场动态对企业进行分析与决策还能够及时的将相

关政策传递给税务部门为企业服务的良好开端。 
6 小结 
随着我国数字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印刷

行业也在蓬勃发展。如今，我国数字印刷技术在很

多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应用，特别是在工业领域里，

数字印刷在工业领域里已成为一种新的技术热点和

发展方向。我国在数码印刷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

进步，在数字印刷行业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

目前我国在工业领域里喷墨印刷机已经成为了我国

的主流技术之一。因此，我国在工业领域里喷墨印

刷机的研究方向应是以喷墨技术为核心来开发更多

的喷印技术以及应用产品。只有这样，我国才能真

正完成“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实施目标和“十三五”
规划中明确要求发展喷墨技术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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