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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专门从事丝网制作技术的瑞

士公司 Grünig 迎来其 50 周年生

日。Grünig 专注于专业自动化丝网

制作，这一战略定位已带来回报。现

在，Grünig 发展成为该领域的市场领导

者，为所有涉及丝网制作的工艺流程提

供多功能和全面的产品组合。

基本工艺流程

准备：自动框架准备和清洁

拉伸：用于高级丝网张力的专业解决方案

胶合：利用紫外线粘合技术进行自动丝

网粘合

涂覆：用于丝网涂覆的模块化优质解决

方案

CtS: 由 Grünig 的合作伙伴 SignTronic 

提供的直接曝光系统 

清洗：自动化解决方案，用于网印操作

后清洁丝网，以及在涂覆操作之前对丝

网进行清洁和脱脂 

显影：直接曝光或菲林胶片后的标准化

和自动化流程

干燥：清洁和快速干燥湿式或涂覆式印

刷丝网

工业印刷注意事项

对于涉及各种工艺、尺寸、形状、应用

和要求的工业丝网印刷过程，需要考虑

一些特殊和关键方面因素，因为它们关

系重大，会影响网印工艺最终结果。

采用丝网印刷技术印刷高品质的玻璃、

金属、薄膜等材料是一种在质量和可重

复性方面都有很高标准的工业过程。 

• 磨料颜色经常会妨碍丝网正确地脱除

涂层。这意味着丝网框架需要被反复

修复或重新拉新丝网。

• 为了能够印出具有边缘清晰度高及精

致细节效果，一流的印刷丝网是必不

可少的。

• 特别是高档光滑的材料表面，不容许

制作完美丝网
Andreas Ferndriger 解释了瑞士完美主义者如何锤炼其基本丝网印刷工艺 

图 2：经清洁的铝框架型材（处理前/处理后）

图 3：G-STRETCH 

275 UV BOND LED 

为拉伸和粘合处

理过程提供了最

大程度的自动化

和标准化。

半点差错。丝网制作或网印过程中的

每一个瑕疵都会立即显现出来。

• 应用特殊的网印颜色，其特性必须满

足与所使用的直接感光胶、毛细管菲

林膜或 PCF 网格有关的特定要求。

• 在完成网印操作之后，必须尽可能快

地以最高安全标准自动冲洗掉各种颜

色，以确保丝网在放入临时存储区之

前被彻底清洁（重复网印）。

另一个重要的市场因素是降低成本，尽

管在提高网印质量方面有更严格的要

求。对已完成网印的丝网进行繁琐且耗

时的修复是造成烦恼和不便的常见原因。

图 1：GRüNIG 的 G-PREP 370 机为丝网

清洁提供了一种自动化解决方案



生产运行规模越来越小的趋势，加上丝

网单作业化，是造成经常修复丝网的数

量增加的另一个原因。

重大清洗问题

如何把撕去丝网的框架上去除旧胶粘

物？以及如何才能对框架表面进行最

佳准备，同时确保框架在网印过程中

不会被破坏或损坏？为了回答这些问

题，Grünig 开发了 G-PREP 370（图 1）

，它提供了一种完美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此项技术的优点

• 自动化框架清洁过程。

• 封闭清洁室，确保安全作业。

• 无需使用任何化学产品。

• 框架型材表面始终如新（理想的是用

喷砂铝制成）。

• 保证丝网/胶的最佳粘附性。

• 可以同时清洁多个框架。

• 可自由选择的程序设置确保对各种尺

寸和型材的框架进行系统化处理。

G-PREP 370 如何操作？

结合专用高性能高压泵（最大压力可达 

1800 巴），强大的 Grünig 旋转喷嘴使

用普通自来水沿框架型材移动。在此过

程中，以最安全、最高效的方式完全去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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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gruni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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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所有旧丝网和胶残留物，无需使用任

何化学产品。少量水流过机械过滤器，

从中直接导入废水中，没有任何环境污

染风险。

图 2 给出了经清洁的铝框架型材（处理

前/处理后）示例。

如要能够清洁更多的框架，显然意味着

需要处理更多的框架，并且需要修复和

粘合更多的丝网。为了避免出现瓶颈情

况，此过程必须予以加快和自动化。

拉伸和粘合

最近开发的 G-STRETCH 275 UV BOND 

LED 为拉伸和粘合工艺的自动化设定了

新标准。

不言而喻，可以使用所有常用的丝网，

例如聚酯和不锈钢丝网以及预涂 SEFAR 

PCF 丝网。

直接从卷筒中拉入丝网，并以所需尺寸

迅速简单地固定。然后开始拉伸过程，

并根据之前程序设定的参数自动拉伸丝

网，直至达到最终值。 

该解决方案还涉及使用紫外线胶进行全

自动丝网粘合。这些框架是用快速反应

的紫外线胶制备的。在下一步中，紫外

线 LED 曝光头沿着丝网框架移动以固

化胶。这意味着粘合过比传统胶黏剂黏

合方法更快速，不仅增加产量，而且提

高丝网质量。

此解决方案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直接从

卷筒中取用预涂 SEFAR PCF 丝网。到

目前为止，PCF 丝网的自动胶合相当费

时和复杂。

当使用丝网印刷技术时，必须专业性实

施这些工艺流程。标准化和自动化是满

足质量提高和成本降低等高要求的两个

必要先决条件。简单化是关键! n

Andreas Ferndriger 现任 Grünig-

Interscreen 市场销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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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s new standards in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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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Graphic applications – the 
core of modern screen printing 
is always «the perfect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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