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于报纸印刷（冷固型）润版液添加剂和洗车水     

1) 前言 

在印刷油墨、印版和印刷机等众多因素之中，润版液添加剂起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作用。

在印刷机器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这些参与印刷的因素必须理想地相互匹配，因为印刷厂与

机器制造厂一样希望在把废品率降到最低的情况下保证达到质量标准。 

尽管现代的印刷机具有完善的功能，但是印版、印刷油墨和润版液相互作用的过程仍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工的经验。润版液添加剂的一个主要任务是通过表面物理化学处理确

保印版上印刷的（不亲水）和非印刷的（亲水）部位分开。这同样对印刷的结果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 

润版液添加剂的其他作用还有： 

－ 通过降低表面张力减少上水量 

－ 快速实现水墨平衡，快速洁版不上脏 

－ 确保网点转移清晰，墨色光亮 

－ 保持靠版水辊清洁 

－ 墨辊不发生不上色现象 

－ 抑制纸毛和油墨在胶辊和橡皮布上堆积 

－ 胶辊、橡皮布和密封材料布出现膨胀 

－ 符合防腐蚀的规定 

－ 确保润版液循环系统的清洁 

 

2) 维格拉润版液添加剂的组成及其功效 

2.1） 缓冲剂 

缓冲剂的作用是将 PH 值调整到印刷理想的范围，约 PH5，不受纸张和油墨组分的影响，

尽可能保持稳定。此外，成弱酸的 PH 值有助于快速洁版和消除可能出现的停机氧化现象。 

2.2） 印版保护 

在印版上施以亲水物质（非阿拉伯胶），在停机时起到保护印版的作用，不需上封版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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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洁版，开机时不出现上脏和糊版。 

2.3） 表面活性物质 

表面活性物质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和优化水墨平衡。它可起到降低上水量，优化印版的润

湿，保持水清洁，降低润版液循环系统的脏污和防止过渡乳化的作用。 

2.4） 消泡成分 

维格拉润版剂研制时就考虑到在正常的作业条件下不会出现泡沫问题。尽管如此，如果

在实践中出现泡沫问题，则可用极少量的维格拉 290001 消泡剂来解决。 

2.5） 防堆积添加剂 

防堆积添加剂可以防止纸毛和油墨成分在橡皮布和印版上出现堆积现象，清洗的间隔时

间可延长，从而可显著提高印版的耐用力。 

2.6） 防腐蚀组分（“Zi”） 

该组分可抑制印版滚筒，橡皮布滚筒和压印滚筒出现腐蚀现象。保护钢制的、表面硬化

处理的（例如滚枕）或涂层处理的机器部件以及镀镍和表面经氧化陶瓷喷涂处理的滚筒表层

不出现腐蚀现象。 

对已出现腐蚀的滚筒，可减缓腐蚀的发展，腐蚀引起的变色将得到修复。 

2000 年 DEUPA 展览会以来，对于新安装的机器来说，防腐蚀还必须符合： 

－ 海德堡印刷机股份公司 

－ 曼罗兰印刷机股份公司 

－ KBA 印刷机股份公司 

－ 维法格公司 

有关遵守金属材料腐蚀极限值的质量标准（由 FOGRA 或 MPA 发布）。维法格公司接受

了润版液检测倡导者关于钢材的检测标准，这意味着 FOGRA 清单上的润版液添加剂也被允

许用于滚筒不镀镍的维法格印刷机。在有关镍的电化学调查中，维法格使用自己的材料和检

测条件。 

2.7） 符合组分（“dH”） 

这种特殊的添加剂可以在水质硬的情况下稳定硬度成分（建议在总硬度 16－18
0
dH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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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防止印版和橡皮布上出现顽固的堆积层。此外，可快速消除可能出现的氧化斑。 

2.8）抗微生物组分 

抗微生物组分可有效防止润版液循环系统生成藻类、细菌和霉菌。润版液保持清洁，只

需以较大时间间隔清洁润版液循环系统，没有甲醛沉积物。 

3) 维格拉报纸用润版液添加剂产品一览表（取自 www.vegra.de）

 

特殊要求：如硬水或者缓冲剂匹配请垂询。 

VIOLETT E-903 Zi dH : 适用于刷子，润版核喷射式润版装置 

VIOLETT E-794/858-54 Zi : 适用于涡轮式润版装置 

VIOLETT E-904 Zi dH : 适用于维法格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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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质分析 

虽然几乎到处看到的水外观都相似，清澈度，无色，无气味，但往往区域不同，其水质

成分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会对印刷过程产生重大影响。而水的这种可能存在的干扰因素往

往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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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更好地根据客户拥有地水质推荐润版液添加剂，维格拉公司可根据客户要求为客

户提供水质分析服务。 

5) 名词解释 

5.1) PH值 

PH值是调查水样和控制润版液循环的一个重要数值。它是一个无因次的量，一般在0～

14之间变化。根据定义，PH值描述的是氢离子浓度的负的十进制对数。 

中性范围（纯水）的PH值为7，偏酸PH值小于7，偏碱PH值大于7。印刷过程的PH值呈

弱酸性，约为PH5。使用状态的润版液添加剂的PH值通过缓冲剂来调整（见2.1）。在印刷

过程中，它还受到水质、纸张涂料和油墨组分的影响（一般向中性方向飘移）。 

 

5.2）导电率 

许多液体、金属和气体都具有导电的能力。所有的导体都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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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定性： 

－ 电阻R，单位是Ω（Ohm） 

－ 导电率G，单位是S（Siemens）。导电值是电阻的倒数值。 

因为这也涉及到一个导体的测量横截面（特性电阻及特性导电率），导电率规定如下： 

－ 导电率κ （Kappa）， 单位是μ S/cm或者ms/cm(1000μ S/cm=1ms/cm) 

 

5.3.1） 水的硬度 

水的硬度是指溶解在水中的矿物质的数量尺度，特别是钙和镁的含量。 

今天在德国最常用的水硬度测量单位仍是德国硬度（°dH）。下表反映的是德国硬度与

国际常见水硬度的对比。 

 

总体硬度的正规科学的单位是Mol，换算如下： 

1°dH = 10 mg CaO/l  

1°dH = 0.178 mmol/l C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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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mol/l Ca
2+
= 5.6 °dH 

 

5.3.2） 碳酸盐硬度 

碳酸盐硬度是水的总体硬度的一部分，它主要反映的是可溶解的Ca(HCO3)2 

(Calciumhydrogencarbonat)的含量。Calciumhydrogencarbonat在烧煮时通过非溶

解的锅炉水垢(CaCO3-Ausscheidung, Kalk)的沉淀而消失（暂时硬度）。 

氯化物和钙、镁的硫酸盐（中性盐）在煮沸后仍溶解在水中并继续起着硬度组分的作用。

因此这种离子成分也被称为永久硬度，持久硬度或非碳酸盐硬度。 

人们将暂时硬度和持久硬度统称为水的整体硬度。一般说来，钙占75％，镁占25％。 

 

5.4） Hydrogencarbonationen对应用浓度的润版液添加剂PH值的影响 

下图表显示，Hydrogencarbonationen的含量对应用浓度的润版液添加剂PH值的影响 

 

从中可以看出，在润版液添加剂添加量为2％时，在原水中（曲线1）PH值约为4.7，在

Hydrogencarbonationen含量高的水中（420mg/l, 曲线6），PH值约为5.4。 

维格拉公司的润版液添加剂加有缓冲剂，以致于很大程度上可以补偿水质成分的影响，

PH值保持在印刷最佳的范围P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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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到无论是PH值还是导电率都会因为润版液添加剂的组分、添加量和上述水

的质量变化而变化。 

为了给指定的客户所用的指定的润版液添加剂规定PH值和导电率的基准数值，我们用

客户提供的原水制定所谓的“润版液添加曲线表”。 

 

6）润版液添加曲线表

 

从该图表中可以看出一个对所有润版液添加剂都相同的规律：润版液添加剂添加量越

大，导电率越高，PH值就越小。 

此外，可以发现这些特性数据会随着润版液添加剂的不同，量的不同和水质的不同而变

化。因此，润版液的添加曲线表仅针对某一个客户和某一种产品，不可套用。（例外，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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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水，如原水，加维格拉硬度添加剂Aufhärtung Aquadot 250010,或者使用一种当地

的统一的自来水时所做的添加曲线表）。 

这种润版液添加曲线表用来控制润版液的添加量，所以请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 在印刷过程中由于纸张和油墨成分的影响，润版液循环系统中的测量值一般会偏高。 

－ 一般最好使用自己的测量仪来进行测量。润版液循环装置上的显示器根据经验大多

不准确。PH值测量头需要专门保养（在非使用状态始终存放在3m KCL-Lsg之中），需要特

别的保养和定期的校准。 

－ 从5.4小节的曲线表中可以发现很软的水质（例如曲线1），尽管添加量增大，但PH

值走向仍旧很平。因此，这给仅仅通过PH值控制添加量增加了难度（润版液添加剂添加量

在3％和6％时PH值几乎一样）。 

因而，导电率一般被认为是控制添加量更为重要的测量值（在3％和6％添加量时，导电

率几乎翻倍，而不受水质影响）。 

测量应采用有温度补偿的测量仪进行（内部基准温度：25℃），因为无论是PH值还是

导电率都受温度的影响。 

7) 润版液添加剂的腐蚀检测 

MAN 公司、KBA 公司和海德堡公司与位于 Darmstadt 的德国国家材料检测中心（MPA）

和位于慕尼黑的德国印刷技术研究所（FORGA）的专家以及知名的润版液生产企业一起制

订了润版液添加剂腐蚀检测的试验流程。具体内容可从 www.forga.org 下载。 

具体检测步骤如下： 

7.1） 相对于 100Crb GKZ 钢材的腐蚀检测（7 天浸入式试验） 

http://www.forg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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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2 个经刨光的圆柱体浸放在 650ml 应用浓度的润版液添加剂中 7 天，并不断地输入新

鲜空气，每 24 小时更换一次润版液，试验结束后检查腐蚀现象和测定物质流失（最大

15mg/cm
2）。 

7.2）相对于维法格公司规定的镍的腐蚀检测（Neubert 博士研究所） 

维法格公司通过 Neubert 博士研究所进行的镍的腐蚀检测，测量原理与 FORGA 和 MPA

测量原理相似。但是这里涉及的是维法格特殊的材料（非 Walznickel 而是 Watts-Nickel）和

试验条件。评测标准采用的是每年的物质流失量。 

7.2.1）使用 VIOLETT E-903 Zi dH 时对于 Watts－Nickel 电化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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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直线交点引出的腐蚀电流密度，µA/cm²：                     0.278 

－从图表直线反映的腐蚀电流密度推算出的物质流失率，mm/y：       0.003 

7.3）相对 MAN、KBA 和海德堡公司的镍的腐蚀检测（FOGRA和 MPA） 

按照 FORGA 和 MPA 对镍进行检测，其方法与维法格的方法相似，不过样品准备和试

验过程更为繁琐（详情可从 www.fogra.org 下载）。 

7.3.1）用 E-903 Zi dH 紫色对轧制镍 2.4010 进行电化学调查 

http://www.fogr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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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电流在红色的 10µA/cm²线之下的可以直接放行使用。该线在钝性部分的交叉按规

定要高于 700 mv。 

7.3.2）用 E－903 Zi dH 对钢材 X20Cr13 进行的回程试验 

    E－903 Zi dH 紫色在整个测试范围内表现为钝态，符合测试标准。 

7.4）相对于轧制镍 2.4010其他公司润版液添加剂腐蚀性的反面例子 

7.4.1）用中国产某种润版液 A 测试用水中添加量为 3％时电流密度电位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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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还被允许的有功电流 20µA/cm²（红线）几乎被突破了 100％ 

> 10 µA/cm² :             直接通过 

< 10 和> 20 µA/cm² :     只有在附加的镍浸入试验后才可通过 

7.4.2）用中国产某种润版液 B 测试用水中添加量为 3％时电流密度电位曲线图 

 

最大被允许的有功电流 20µA/cm²（红线）几乎被突破了 500％以上。 

这种超高有功电流的结果是镍镀层物质流失加剧，其结果是因为腐蚀缩短滚筒的使用寿

命。 

8.）相对于弹性体的膨胀状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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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A、MAN 和海德堡公司基于由润版液添加剂引起的胶辊和密封材料膨胀而导致的沉

痛教训将材料放行检测增加了对选定材料的膨胀测试。通过这种附加检测的也会在上述印刷

机制造厂家（由 FORGA 统一公布）推荐名单中反映。 

8.1.1）E－794/858－54 Zi 紫色，超高应用浓度 4％ 

 

8.1.2）E－903 Zi dH 紫色，作为未稀释的浓缩液（100％） 

 

9）维格拉快速清洗剂 

在胶印领域溶剂概念的清洁剂，被用于清洗胶辊、橡皮布、印版和机器部件。其他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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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也使用类似的清洗剂来进行表面清洗和去脂。这样毫无顾忌地使用溶剂每年会把数千万

吨计的溶剂挥发到大气中。人们今天对于溶剂的这种毒理学的特性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的认

识也促使立法者和同业工商事故保险联合会对使用溶剂规定进一步的限制（也包括 IPA）。 

因而，人们在推进环境友好型的清洁剂的开发和通过合适的回收方式来保护资源方面对

清洁剂的生产厂商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维格拉公司和 EASYLAC 公司已共同提出了一种具有方向性的方案，即与一种灵活的、

全自动的“EASY-CLEANER C202”回收装置相结合的“印刷车间清洁卫士 220 400 浓缩清

洁剂 绿色”（不含挥发性有机物和不必作危险品标记）。这两种理想匹配的器材可以大幅度

节省资源，并且无有害气体挥发。 

9.1） 不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印刷车间清洁卫士 220 400 浓缩清洁剂 绿色 

特性 

该产品以浓缩液方式供货，在使用前可用水稀释到所需的应用浓度。该清洗剂可以用多

达 3 份的水来进行稀释。这种浓缩液，当然也包括稀释液，保证不含挥发性有机物，并可轻

松清洗被油和油墨脏污的表面。该产品还可去除干结的胶粘剂残留物，手指印等等。 

在印刷领域，这种浓缩清洁剂可按适当的稀释比例用于各种清洁用途。它适用于单张纸

胶印、热固性轮转胶印、冷固型轮转胶印、凹印和柔印，以及用于上光用途（水性光油和

UV 光油）和双组分印刷用途。浓缩液状态的清洁剂可完全去除橡皮布滚筒、自动糊盒机等

上的干结的胶粘剂残留物。 

不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印刷车间清洁卫士 220 400 浓缩清洁剂 绿色不含氟和氯（FCKW）,

氯碳氢化合物（CKW）以及芳香的和脂肪族的碳氢化合物。它也不含 APEO 的乳化剂。该

产品属绝对环保型，保证不含挥发性有机物和瑞士 Lenkungsabgabe 规定的原材料。 

使用 

这种不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印刷车间清洁卫士220 400浓缩清洁剂可以以旋盖式的手动喷

雾器的方式供货。我们建议配合使用 EASY 百洁擦，这样可以降低清洁剂的用量和提高经

济性。EASY 百洁擦的详细信息请登录 www.easylac.de。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不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印刷车间清洁卫士 220 400浓缩清洁剂也可以用

http://www.easyla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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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配有内置式的 EASYCLEANER C202 过滤系统的特地为此开发的部件自动清洗装置脱机

作业使用。清洗的废液可以用 EASYCLEANER 进行处理，而这在油剂型的清洁剂上是不可

能做到的。关于 EASYCLEANER 的详细信息请登录 www.easylc.de。 

安全提示： 

不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清洁卫士220 400 绿色是非易燃的。短时间接触未经烘烤的印版

不会出现问题。使用该清洁剂一般推荐戴上PVC的或者胫橡胶的防腐手套。此外我们还推荐

维格拉的EASY-HAND
®护手霜(详见www.vegra.de)。 

 

注释：a =碳酸氢化合物，去芳香质        xx =推荐/允许使用的        o =检测中 

      b =天然原料                      x =原则上适用的           n.e. =不需要 

      c =碳酸氢化合物，含芳香质        －=不适用的               ja =是 

      d =水剂的                        nein =否                   mittel =中等 

      leicht =轻微                       schnell =快 

Schnellreiniger E-927-101:        以去芳香质的碳酸氢化合物为基础 

Schnellreiniger 220 063 :      以去芳香质的碳酸氢化合物为基础，不含挥发性有机物 

http://www.easylc.de/
http://www.ve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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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nellreiniger E-927-101:    以去芳香质的碳酸氢化合物和可自然再生的原料为基

础，不含挥发性有机物 

9.2.2) 维格拉快速清洁剂供货一览表，适用于BETZ,TECHNOTRANS和UNISALES的过滤装

置 

 

 

注释：a =碳酸氢化合物，去芳香质        xx =推荐/允许使用的        o =检测中 

      b =天然原料                      x =原则上适用的           n.e. =不需要 

      c =碳酸氢化合物，含芳香质        －=不适用的               ja =是 

      d =水剂的                        nein =否                   mittel =中等 

      leicht =轻微                       schnell =快 

 

后缀号为60，80和100的E-927-快速清洗剂由于其乳化状态尤其适用于上述装置，

能保证在过滤作业过程中油和水达到所要求的快速和清晰地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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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快速清洗剂E-927-100的乳化状态与其他供应商的清洗剂的比较 

 

快速清洗剂E-927-100在5分钟后可分解成        快速清洗剂E-927-100几乎将全部被

清晰的水相（下方）和几乎清晰的油相          溶解的油墨组分集中在油相中，清晰

（上方）。                                  的水相可再利用。 

而其他供应商的产品所显示的相位界线不清，    而在其他供应商的产品中，无论在油

在水相中有明显的油类存在，和在油相中        相还是水相中都带有油墨组组分，  

有水剂存在。                                从而给水相的重新利用带来了麻烦 。 

9.3） 维格拉快速清洗剂回收方案（详见www.vegra.de） 

伴随着环境保护节省了开支——降低成本的合理化的途径 

为什么要回收？ 

首先这是作为生产厂商对环境保护应承担的义务。一个要点是有意识地和节约地使

用资源。因此，我们的清洗剂回收方案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重复利用，相比较热能回收

具有更大优势。 

我们的开发工作走在了相关法规颁布之前，目前，我们也许是唯一的一家走在相关

法规颁布之前的供应商。 

维格拉客户享有的优势在哪里？ 

－ 节省了排废费用，因而提高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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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项目的参与是对环保作出的积极的贡献和向EU Öko-Audit-Verordnung的认

证跨出了一大步（回收合同样本见9.3.1） 

维格拉的回收工艺将分解过程和特殊的过滤方法相结合。目前这种工艺所达到的水准可

以使回收的清洗剂在功能方面与原始产品没有差异，防腐蚀和水溶性与原始产品相符。 

这种按维格拉质量管理体系检测的质量是可信赖的: 

 

维格拉快速清洗剂回收利用合同（样本） 

甲方： 维格拉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维格拉） 

Otto-Hahn-Straße 1, D-84544 Aschau am Inn 

乙方： XXX （下称客户） 

甲方和乙方签订关于维格拉快速清洗剂回收利用的合同： 

1. 本合同涉及的维格拉快速清洗剂型号：YYY 

2. 维格拉有义务对上述快速清洗剂废液进行分析、处理和接着的相关检测。 

3. 维格拉有义务对被污染的快速清洗剂的不可重复利用的成分进行排废处理，由此产

生的费用由维格拉承担。 

4. 客户将被污染的快速清洗剂收集在维格拉提供的1000L的大桶中并保证按型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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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此外，客户还需保证在维格拉的收集桶内不可混入其他供应商的材料。 

在初期准备范围内客户至少要购置量个废液存放桶，每个100欧元，并支付部分处

理费用(后处理、净化等：60欧元每个寄回的大桶) 

5. 被污染的快速清洗剂必须运到维格拉，费用由客户承担。 

6. 客户有义务按商定的价格回购再生的快速清洗剂，其技术特性与新产品相符。 

7. 客户需签字确认接受维格拉的“一般销售和供货条件”。 

8. 该合同可以在年终前3个月提出终止。终止合同需采取书面形式。 

 

 

84544 Aschau am Inn, den  

 

Albert Uhlemayr                              客户 

Direk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