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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最佳喷墨性能的过滤装置解决方案

颇尔公司为数字打印系统开发了特殊的过滤技术，
实现了高性能和高品质。

近年来，采用喷墨技术的数字打印系统显著增加。随着对数字打印机的可

靠性要求的提高，打印机的性能和打印头寿命极为重要。优秀的打印机应

该是性能可靠、高质量输出、以及最小限度的维护要求—只有选择了正

确的过滤装置，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对系统选择正确的过滤装置可能不太容易，然而我们将提供帮助。颇尔公

司的科技专家和销售专业人员充分掌握了数字打印所要求的关于墨水、其

化学性能、应用方式以及清洁度的技术。我们的专家组将协助您选择过滤

装置，实现有效的系统性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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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颇尔公司？

颇尔公司已经成立 60 多年，拥有过滤、分离以及净化技术，是该领域中全

球最大、产品种类最多的公司。我们的全球化业务位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我

们拥有多样化产品和大量的技术专家。

颇尔公司提供各种过滤器产品和服务，协助客户保持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在颇尔公司全球技术支援网络强有力的广泛支援下，我们的科技人员和工程

人员提供技术服务，推进研究开发业务。我们的专业人员将直接为您提供业

务支持，确定颇尔产品和技术将如何为您创造收益。作为客户独特的全程流

体管理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颇尔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客户设备的

合理化，并且能够协助客户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全程流体管理
全程流体管理（TFM）是颇

尔公司的完整的综合性科技

工程服务程序，根据客户的

计划，对客户的全部制造工

艺配置过滤和分离装置及系

统。通过 TFM，客户能够以

最低的成本获得最高的效率。

颇尔公司的 TFM 程序由丰富

的过滤器产品、先进的技术和

服务构成，能够明显改善系统

运行，提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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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技术是喷墨打印的基础，是设计液体传输系统的关键。本指南包括了选择最佳过滤

技术和产品的所需信息。请使用这些资料作为系统开发的资源，以获得最佳的打印机性

能。

有效的双重过滤战略

虽然大部分的喷墨墨水在配方阶

段已经充分过滤，但是需要对数

字打印机采用在线过滤，捕获各

种降解的副产品、周围的杂质以

及残余的打印机组件碎片。我们

的目标是使得打印机长期保持最

佳速度和打印质量。

当采用两个过滤器时，打印机在

线过滤最为有效：即主过滤器后

接最终过滤器。主过滤器具备高

流量和滤除杂质的能力，通常为

独立型、一次性囊式过滤器。最

终过滤器的位置靠近喷墨打印头，

进行使用点过滤，其目的是防止

打印头受到碎屑混入的影响，避

免发生灾难性的故障。

对过滤器的要求

在评估过滤器时，应考虑下列基本要求。

・流量： 高流量需要较大的有效过滤面积（EFA）。在选择囊式过滤器用于获得最佳流量时，请参照第 8 页的
产品信息。

・长使用寿命： 使用寿命至少需要保证三个月。深层过滤器和深层打褶过滤器的高杂质捕获能力可延长使用
寿命，对是过滤数字打印墨水最好的选择。

・长期化学成分兼容性： 过滤器应能够承受长期暴露于墨水化学物质中的苛刻条件，过滤介质和过滤器壳体
兼容压力范围应不受影响。

・压力、温度和最大暴露时间： 过滤器是压力容器。当考虑压力、温度和最大暴露时间的要求时，认识到这
个问题非常重要。为了选择在指定的运行条件下能够可靠、安全使用的过滤

器，必须充分了解压力和温度，包括液压或热循环。

・适用性： 连接的方式和方向应便于快速更换过滤器，尽可能避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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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的杂质负荷能力。

• 较大范围内有效滤除微粒、
 纤维和凝胶体。

最终过滤器

• 有限的杂质滤除能力。

• 滤除导致打印头发生
 故障的较大微粒。

喷墨打印头

• 最小限度的过滤能力。

• 需要进行保护，防止
 被任何杂质堵塞。

主过滤器

过滤器能力和功能

选择过滤装置需要考虑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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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介质特性

请根据下列特性，选择适当的过滤介质。

・β级： 与公称级过滤介质相比，β 级过滤介质提
供高滤除效率，性能更加一致。β 级过滤

介质具备可重复性能，该性能是在制造过

程中获得的。

・深层结构： 深层过滤介质和深层打褶混合过滤介质
通常具有低成本、长使用寿命和高滤除

效率的最有效组合。

・固定孔隙过滤介质： 过滤介质应保证无脱落。过滤
介质脱落可能造成喷墨打印头

的致命性故障。

・凝胶体截留： 过滤介质必须能够捕获和截留凝胶状
污染物，这是使用紫外线固化墨水时

的必备性能。深层和混合过滤介质是

确保凝胶体截留的首选。

・高流量特性： 过滤介质处理高流量的能力至关重要，
尤其是对于溶剂清洗和高速打印的情

况。

・微粒形态： 各种分散体或类似化学着色微粒的形态
各不相同。对各种分散体或色浆类型，

要试验和评价过滤介质的长期效率和使

用寿命。

分散体分布与过滤器透过性的关系

在选择过滤介质时，分散体分布与过滤器透过性的关系

十分重要。不应该使用过滤介质过于粗糙、或者有效范

围过大的过滤介质。

右图为下列三种条件下的分散体分布与过滤器透过性的

关系曲线：过于粗糙的过滤介质、有效范围过大的过滤

介质以及最佳过滤介质。

深层过滤介质 混合过滤介质 褶状过滤介质

有效范围过大的过滤介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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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滤除有效的
分散体

分散体分布
过滤器透过性

无法有效滤除
尺寸过大的杂质

最佳过滤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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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想的分散体
没有影响

有效滤除尺寸
过大的杂质

分散体分布
过滤器透过性

过于粗糙的过滤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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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有效滤除
尺寸过大的杂质

分散体分布
过滤器透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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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墨系统 打印头支架组件

颇尔公司的主过滤器选择方案 颇尔公司的最终过滤器选择方案

多用途过滤器 小型过滤器 �������
过滤器

终过滤器 排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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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墨水供给

供墨泵
墨水供给线

排气过滤器

真空

最终过滤器

打印头

喷射流体

打印介质

二级墨水
储罐

主过滤器

用于典型供墨系统的过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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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墨系统 打印头支架组件

颇尔公司的主过滤器选择方案 颇尔公司的最终过滤器选择方案

多用途过滤器 小型过滤器 �������
过滤器

终过滤器 排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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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墨水供给

供墨泵
墨水供给线

排气过滤器

真空

最终过滤器

打印头

喷射流体

打印介质

二级墨水
储罐

主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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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墨墨水过滤器产品
颇尔公司的数字打印机用过滤器具备丰富的产品可供选择。我们能够支持

各种数字打印平台，满足对流动性、微粒滤除以及打印头寿命的要求。无

论使用宽幅打印机、超宽幅打印机、数字印刷机、打印平台，颇尔公司的

过滤器可以提供出色的打印机性能和延长打印头寿命。

用于主过滤的过滤器

颇尔公司的过滤器系列、多用途过滤器（MAC）和小型过滤器（SCF）是专门设计

的高性能组件，可用于各种数字打印机。

多用途过滤器

MAC 组件对于喷墨打印应用提供高水准的打印头保护，实现了长使用寿命。

MAC 过滤器具备以下特性。

・ 灵活性：多种过滤介质和接头，支持各种打印平台的要求。

・ 坚固的结构：厚壁和整体浇铸接头提高了耐用性。

・ 不透明过滤器（选购）：防止紫外线影响和墨水固化作用。

・ 双过滤器设计（用于褶状类型）：最终过滤内芯能够保证最大清洁度而无压力损失。

注：有关技术规格，请参照颇尔数据表 IJ-1777B（请浏览 www.pall.com）。

小型过滤器

SCF 组件最适合用于空间狭小和高流量要求的打印机。

SCF 过滤器具备以下特性。

・ 小型过滤器：尽可能减少墨水浪费和滞留量。

・ 大面积褶状结构：适用于高流量，提高使用寿命。

・ 不透明过滤器（选购）：防止紫外线影响和墨水固化作用。

・ 兼容 Luer Lock（螺式接口）连接：实现更换过滤器的快捷化。

注：有关技术规格，请参照颇尔数据表 IJ-1768（请浏览 www.pall.com）。

颇尔多用途过滤器
（MAC）

颇尔小型过滤器
（S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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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过滤器

颇尔公司的最终过滤器（LCF）—Acro® 过滤器系列是专门为喷墨打印机开发

的。所有的过滤介质均针对喷墨墨水实现了最优化。Acro 过滤器分为三个型号：

Acro25 过滤器、Acro37 过滤器和 Acro50 过滤器。这些过滤器的尺寸不同，

适用于各种流量范围。这些过滤器采用使用点过滤方式，可以防止在数字打印

应用时打印头发生灾难性的故障。对于大型喷墨打印系统，该过滤器可以实现

与颇尔公司的大型过滤器一体化；对于小型打印系统，可以作为独立过滤器使用。

Acro 25 filter
・ 颇尔 HDC® Ⅱ聚丙烯过滤介质：提供出色的杂质捕获能力和低压力损失，使用寿命长。

・ 不透明聚丙烯过滤器壳体：防止紫外线影响和墨水固化。

・ 进口和出口兼容 Luer Lock（螺式接口）连接：实现更换过滤器的快捷化和可靠连接。

・ 低内部滞留量：实现系统快速填充墨水。

Acro 37 filter
・ HDC Ⅱ聚丙烯和 Rigimesh® 不锈钢过滤介质选项：提供最大流量和出色的化学成分

兼容性。

・ 过滤介质等级、接头和壳体颜色选项：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 兼容广泛的墨水化学成分：过滤器可兼容全部打印机系列。

・ 中尺寸过滤器：流量大于 Acro25，保持紧凑的设计结构。

Acro 50 filter
・ 组件结构紧凑，具备非常大的有效过滤面积（接近 20cm2）：实现大的流量范围。

・ HDC Ⅱ聚丙烯过滤介质，包括 6µm、10µm 和 20µm 三种规格：最大限度保护打印头
而不滤除着色剂。

・ 普通聚丙烯过滤器壳体：实现化学成分萃取最小化，降低对墨水性能的影响。

・ 四分之一英寸压缩接头：提供清洁、快速连接，尽可能避免污染。

注：有关技术规格，请参照颇尔数据表 IJ-1796（请浏览 www.pall.com）。

Pall Acro 25 filter

Pall Acro 50 filter

Pall Acro 37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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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尔低滞留量
试验用过滤器

实验室用过滤器

用于墨水生产用
的过滤器芯

用于喷墨墨水过滤装置的其他产品
喷墨墨水过滤装置最常用的过滤器通常可按照以下分类。特殊产品的说明

如下表所示。

・ 高效深层过滤器：高性价比的过滤器，用于颜料型喷墨墨水分级和一般过滤用途。

・ 膜式过滤器：高效过滤器，适用于染料基喷墨墨水的亚微米颗粒过滤。

・ 常规褶状过滤器：两种型号的 β 级褶状过滤器，用于低至 0.1µm 的喷墨墨水精细过滤。

・ 混合过滤器：采用高流量的褶状过滤器与具备凝胶体滤除性能的深层过滤器的组合过滤器。

产品类型 性能

高效深层过滤器

Nexis® filters ・ 坚固的整体性结构，出色的抗杂质卸载能力。
・ 从 0.5µm 至 120µm 的高效滤除性能。

Profile® II filters ・ 连续渐变孔径结构，实现长使用寿命。
・ 低至 0.3µm 的高效滤除能力。

膜式过滤器

Ultipor® N66 filters ・ 采用自然亲水性尼龙膜，出色的溶剂兼容性。
・ 从 0.1µm 至 0.45µm 的高效滤除性能。

Water-Fine filters ・ 采用高度不对称聚砜膜，实现出色的流量和长使用寿
命。

・ 低至 0.1µm 的高效滤除能力。

常规褶状过滤器

Poly-Fine® II filters ・ 采用常规融喷聚丙烯介质结构。
・ 提供广范围的滤除性能。

Ultipor® GF Plus media ・ 采用树脂粘合的无机微纤维过滤介质，实现出色的化
学兼容性。

・ 低至 0.1µm 的高效滤除能力。

混合过滤器

Poly-Fine XLD filters ・ 采用特殊的褶状结构，实现最佳的分散体过滤。
・ 提供从 1.5µm 至 90µm 的大范围高效滤除性能。

Profile® Star filters ・ 采用独特的深层打褶过滤设计，实现出色的杂质捕获
能力。

・ 采用高孔隙率过滤介质，实现有效的凝胶体捕获和保
持力。

颇尔低滞留量试验用过滤器 ・ 采用不锈钢电解抛光表面，便于清洁。
・ 结构紧凑，适用于墨水优化试验和实现液体损失最小化。

注：对于颇尔公司的喷墨墨水生产用过滤器，都可以提供试验用尺寸的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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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的过滤需求而提供产品和服务

我们提供过滤产品和服务，满足印艺市场领

域的过滤需求，并不仅限于满足墨水生产和

数字打印用途。颇尔公司是创新型的过滤器

产品主流制造厂商，服务于所有的印艺市场

领域，无论客户从事照片胶卷的制造、还是

感光板材的制造、或是传统油墨的制造，我

们都可以提供专门技术和高性能产品，通过

出色的服务对您的业务提供支援。

请立即与我们联系，让我们知道颇尔公司将

如何为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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