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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用喷墨墨水的最佳过滤装置

选择正确的过滤装置用于喷墨墨水配方至关重要。

颇尔公司能够协助您在这项复杂的过程中获得成功。

在实验室，如果选择了正确的过滤装置，便可以获得最佳成本效益的高质量墨水配方。

正确过滤后的初步墨水配方将具备更好的性能，并且能够将后续调整减少到最少。通

过各种类型的实验室试验，可以有效地为墨水配方确定最佳过滤装置。

颇尔公司提供专门为喷墨墨水行业设计的产品和服务。本公司的科技专家和专业销售

人员充分掌握了数字打印所要求的关于墨水、相关化学性能、应用方式以及清洁度的

技术。我们制造的实验室试验用过滤装置，用于试生产规模的过滤试验，协助您通过

选择正确的过滤工艺，实现有效的墨水配方处理程序，并获得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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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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拥有多样化的产品

和大量的技术专家。

颇尔公司提供各种过滤器产品和服务，协助提高实验室的开发效率，获得满意的结果。

在颇尔公司全球技术支援网络广泛的强有力支援下，我们的科技工程人员推进研发业

务，提供技术支持。我们的专业人员将直接为您提供业务支持，确定颇尔公司的产品

和技术将如何为您创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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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客户个性化全程流体管理解决方

案的一个组成部分，颇尔公司的产

品和服务用来实现客户设备的合理

化，并且能够协助客户开发高质量、

低成本的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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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墨水配方进行过滤评估的技术
有许多实验室试验方法可用于确定在线打印机用墨水配方的最佳过滤装置。下列试验

是最常用的方法。（注：有关可滤性和墨水清洁度的指定试验方法，请参照第 6～ 9页。）

使用试验用过滤器可进行过滤性和其他类型的试验。试验用过滤器采用与量产用过滤

器相同的过滤介质制造，并且具备相同的结构，只是尺寸比例较小。通过试验用过滤

器研究获得的数据可推广到量产工艺。此外，产生的流体质量将代表量产时使用该类

过滤器可获得的质量。 

过（可）滤性试验

小规模生产时的过滤性试验可以帮助确定过滤

器的使用方法，以获得最佳的整体过滤工艺。

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得喷墨墨水配方获得最高

的过滤性能和过滤经济性，并且保持墨水质量

的一致性。

通过过滤性试验，可以获得对下列问题以及其

他有关喷墨墨水过滤问题的答案。

・是否需要采用预过滤？

・过滤该墨水的所需成本（每公升）如何？

・最佳流量是多少？

・何时更换过滤器？

・如何防止凝胶体穿透？

进行试验时需要使用特殊设计的设备。除了获

得可靠的分析数据之外，该设备可用于制造墨

水样品供用户检验。（注：有关试验设备清单

和设备的设置说明如第 6页所示。）

过滤器和墨水兼容性试验

由于含有活性化学物质的墨水越来越流行，因

此过滤器和墨水兼容性试验在墨水开发工艺中

至关重要。虽然兼容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

是通过实时试验，可以对特定过滤器与指定的

墨水化学物质的兼容性和可能对打印机性能的

影响加强理解。

打印头性能试验

本试验用于确认墨水配方的过滤对喷墨打印头

长期性能的影响。使用小型过滤膜片和少量样

品进行实验室试验。通常这些膜片与量产使用

的过滤器具有相同的过滤介质。

墨水清洁度质量试验

实时墨水质量检查是喷墨墨水配方工艺的一个

组成部分。通过严格的质量管理，保证墨水的

制造符合质量要求，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产品。



设备清单

下列设备用于建立可滤性试验。

・ 实验室用试验过滤器 : 小型版的全尺寸（量产）过滤器，采用相同的设计、结构和
过滤介质。

・ 过滤壳体 : 实验室用试验过滤器的小型不锈钢过滤壳体。

・ 排气阀 : 安装在过滤壳体上端的球阀（或类似），用于排放气体。

・ 压力计 : 安装在过滤芯壳体的进口和出口端口的压力计。如果出口的排出端口为大
气压力，则不需要出口压力计。压力范围建议采用 0 ～ 30 psig。

・ 泵 : 小型实验室用泵，流量为 0.1 ～ 2 lpm。通常采用蠕动泵。

・ 管道系统 : 与墨水化学成分和泵相兼容的管道系统。

・ 储罐 : 用于向泵输送液体和接收来自过滤壳体的过滤液体的容器。

・ 其他 : 玻璃器皿（用于体积测量），混合设备（用于不稳定分散体），计时表（用于
准确的计时），各种接头和工具。

设备的设置

试验装置的设置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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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可）滤性试验步骤
在进行过（可）滤性试验时，测量流体以恒定流量通过小型试验用过滤器时的压差。 

下列信息用于保证试验结果的准确。

 ・所需设备清单。                               ・设备的设置说明。

  ・性能试验和数据收集的步骤。             ・数据的分析方法。

图 1 : 过（可）滤性试验装置的设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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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壳体

过滤后的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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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和数据收集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过（可）滤性试验，绘制
数据图表。

1. 将新的过滤芯和垫圈安装到过滤芯
壳体内。

2. 打开排气阀，排放系统中的空气。

3. 接通泵，开始液体流动，使得墨水
充满管道和壳体。

4. 当墨水从排气口流出时，关闭排气
阀，开始计时。

5. 当墨水从过滤器出口管道流出时，
记录净压差值。

6. 使用量筒等玻璃器皿，测定流量，
记录数值。

7. 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继续记录压差
值。

8. 当过滤器达到最大压差时（通常为
25 psid），关闭泵，使得系统压力下
降。

9. 拆除并丢弃过滤芯，清洗壳体和试
验装置。

10.  参照图 2 绘制数据曲线。

分析

请参照以下说明进行数据分析。

1. 在完成数据曲线的绘制后，确定过
滤器寿命结束点（通常为 25 psid）。
这是对于规定的试验流量、过滤器
类型和墨水配方获得的过滤器可用
寿命。

2. 使用以下公式和列出的比例增加系
数，计算全尺寸过滤器的总过滤能
力。 

（试验流量）×（比例增加系数）×（可
用过滤器寿命［分钟］）＝总过滤能力

过滤器                 比例增加系数

Nexis® A filters                      7.1

Poly-Fine® XLD filters          6.2

Profile® Star filters                8.4

Profile® II filters                    9.8

Ultipor® GF filters                 8.4

Ultipor® N66                         7.8

Water-Fine filters                   6.2

3. 如果可用过滤器寿命（分钟）过短，
则应使用预滤器重新试验。请保留
预滤器试验的排出液体，在使用最
终过滤器重复进行过滤性试验时使
用。

4. 为了对于指定的墨水化学成分获得
最佳效果，请使用不同的流量重复
试验。

5. 当获得最佳结果后，请对各次配方
保持相同的流量，以保证各批数据
的连续性。

图 2  ：根据试验数据所绘制的图表类型

最大压差

过滤器
可用寿命

时间

Δ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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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清单

下列设备用于设置进行墨水清洁度质量试

验。

・ 真空烧瓶 :烧瓶必须至少具备 1公升
的容量。

・ 真空源和阀门 :真空源必须能够连续
保证 18英寸水柱（WC）真空度。

・ 过滤膜片夹持器和漏斗 :适用于直径
47mm膜片的夹持器和 100ml以上容
量的玻璃漏斗。

・ 分析用过滤膜片 :对于染料基墨水，采
用 0.45μm规格的颇尔 Ultipor N66膜
片过滤器;对于颜料基墨水，采用 1μm
规格的颇尔Ultipor GF Plus过滤膜片。

・ 其他 :管道系统（用于真空连接），玻
璃器皿（用于体积测量），秒表（用

于准确的计时），洁净的样品容器。

设备的设置

试验装置的设置如图 3所示。

图 3  ：清洁度质量试验装置的设置方法

墨水清洁度质量试验步骤
墨水清洁度质量试验包括确认墨水样品的清洁度系数。清洁度系数的定义为两个不同

间隔的膜片堵塞率。由于清洁度系数随墨水的类型而改变，因此需要将清洁度系数结

果与打印机性能联系考虑。

以下信息用于说明试验方法。

・设备的设置说明。

・性能试验和数据收集的步骤。

・故障排除方法。

真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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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分析用过滤膜片安装到过滤器支

架上。

2. 从相同批次的墨水中，取 3 个等量

的样品。（建议从 100ml 样品开始）

3. 接通真空源，将样品倒入漏斗。

4. 打开真空源阀门，同时启动计时表。

5. 一旦样品全部通过分析用膜片，停

止计时表，关闭真空源阀门，记录

时间（ti）

6. 对第二个样品重复上述步骤，但是

不记录时间。

7. 对第三个样品重复上述步骤，记录

时间（tf）。

8. 使用以下公式确定清洁度系数（CF）。

 CF = ti /tf
（清洁度系数＝初始时间／最终时间）

样品试验数据表

样品                    ti           tf          CF

青色               8              10             .80

品红色            10            12             .83

黄色               9              11             .82

黑色               11            14             .79

故障排除

本节说明在墨水清洁度质量试验时经常发生的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纠正方法。发生这
些问题的可能性取决于墨水配方和清洁度。

试验和数据收集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清洁度试验，绘制数据图表。

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法

对于各个样品，过滤后和未
过滤的墨水的 CF 值非常类
似。

样品量不够大。 提高样品量，然后重复试验。

即使使用少量样品，但分析
用膜片很快堵塞。

固体含量或墨水的粘度过高。

需要改善墨水清洁度

使用非常清洁的载体液体按照
1:1 稀释样品，然后重复试验。

先进行更高效的过滤，然后
重复试验。

由于试验时间小于 5 秒，数
据的精度受到影响。

样品量不够大。 提高样品量，然后重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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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用试验过滤器的选择
颇尔公司的部分试验用过滤器如下表所示。有关本公司试验用过滤器的全部产品系列

信息，请与当地的颇尔公司办事处或经销商洽询。

过滤器系列                           过滤精度                               试验用过滤器部件编号

Nexis A filters                                     0.5 µm                                               NXA 0.5-TFU-DOEE 047
                                                          1 µm                                                  NXA 1-TFU-DOEE 047
                                                          3 µm                                                  NXA 3-TFU-DOEE 047
                                                          5 µm                                                  NXA 5-TFU-DOEE 047
                                                          10 µm                                                NXA 10-TFU-DOEE 047
Poly-Fine XLD filters                          1.5 µm                                               XLD 1.5-TFUE 147
                                                          3 µm                                                  XLD 3-TFUE 147
                                                          4.5 µm                                               XLD 4.5-TFUE 147
                                                          10 µm                                                XLD 10-TFUE 147
Profile Star filters                               1 µm                                                  H1A1A0101J
                                                          1.5 µm                                               H1A1A0151J
                                                          3 µm                                                  H1A1A0301J
                                                          5 µm                                                  H1A1A0501J
Profile II filters                                  0.3 µm                                               5EC4888-389-003J
                                                          0.5 µm                                               5EC4888-389-005J
                                                          1 µm                                                  5EC4888-389-010J
                                                          3 µm                                                  5EC4888-389-030J
                                                          5 µm                                                  5EC4888-389-050J
Ultipor GF filters                                0.1 µm                                               PUY01ZU001ZJ
                                                          0.45 µm                                             PUY01ZU0045J
                                                          1 µm                                                  PUY01ZU010ZJ
                                                          2 µm                                                  PUY01ZU220ZJ
                                                          3 µm                                                  PUY01ZU030ZJ
                                                          6 µm                                                  PUY01ZU640ZJ
                                                          10 µm                                                PUY01ZU100ZJ
Ultipor N66 filters                              0.2 µm                                               PUY01NAEYJ
Water-Fine filters                                0.1 µm                                               WFN 0.1-TFUE 147
                                                          0.2 µm                                               WFN 0.2-TFUE 147
                                                          0.45 µm                                             WFN 0.45-TFUE 147



颇尔公司的数字打印机用过滤产品

颇尔公司提供丰富的过滤器产品，为喷

墨打印机设计了更多的特性。当用于在

线数字打印系统时，这些过滤器可以提

供最佳的打印头保护和出色的打印机性

能。

有关详细内容，请浏览如下网站。

www.p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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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类型 系列 过滤精度 主要应用 主要特性 参考文献

深层过滤器 Profile II® filters 0.3 µm  120 µm •  TIJ* 彩色墨水的最终过滤

•  预过滤（大部分墨水类型）

•  高效过滤介质结构，实现敏锐的微粒捕获，实现分散体分级。 

•  连续渐变孔径结构，实现长使用寿命。

IJ1770

Nexis® A filters 0.5 µm  120 µm •  一般预过滤（大部分墨水类型） •  运用专利技术，采用大直径纤维增强结构强度，防止纤维和杂质卸载。

•  连续渐变孔结构，提供出色的流动性能和长使用寿命。

IJ1788

混合过滤器 Profile® Star filters 1.0 µm  90 µm •  用于颜料型紫外光固化墨水和溶剂基墨水

•  溶剂基 CIJ** 墨水

•  厚过滤介质结构，保证良好的凝胶捕获和截留性能。 

•  锐利的效率曲线，有效地滤除尺寸过大杂质而保留着色剂。

IJ1769A

Poly-Fine® XLD filters 1.5 µm  90 µm •  用于颜料型紫外光固化墨水和溶剂基墨水

•  预过滤应用（大部分墨水类型）

•  独特的深层打褶混合过滤介质，提供出色的杂质捕获能力和良好的流量。

•  优化的多层过滤介质结构，实现精细的分散体分级。

IJ1786

打褶微纤维过滤器 Ultipor GF Plus® filters 0.1 µm  40 µm •  大部分颜料墨水的亚微米颗粒过滤

•  活性溶剂和油基墨水

•  热喷式喷墨墨水

• 亚微米过滤介质，将颜料墨水过滤为非常精细的效率等级。 

• 树脂化合的无机微纤维过滤介质，实现出色的化学兼容性，适用于广泛的墨水

化学成分。

可浏览 www.pall.com 获得各

种文献

打褶膜式过滤器 Water-Fine filters 0.1 µm  1.2 µm •  染料基 TIJ 墨水用最终过滤 •  高度不对称聚砜膜形成预过滤区域，实现出色的流量和杂质捕获能力。

•  亲水性过滤介质，无需预湿。

IJ1787

Ultipor® N66 filters 0.1 µm  0.65 µm •  染料基 TIJ 墨水用最终过滤

•  溶剂基 CIJ 墨水用最终过滤

•  各向同性固定孔径过滤介质，提供出色的墨水质量。

•  大面积打褶设计，保证长使用寿命。

可浏览 www.pall.com 获得各

种文献

*TIJ — 热喷式喷墨     **CIJ — 连续式喷墨     注：可浏览颇尔公司网站 www.pall.com 获得全部参考文献

喷墨墨水配方用过滤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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