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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移動噴繪机時，請將噴繪机上的墨盒卸下來。

2. 在安裝新墨盒之前，請不要將用完的墨盒從噴繪机上卸下來。

3. 更換墨盒的作業，請在打印頭和字車的動作停止后才進行。

4. 墨盒請保管在小孩取不到的地方。

5. 請不要將墨盒保管在高溫或冷凍的狀態下。

應急措施應急措施應急措施應急措施應急措施

1. 當皮膚沾上墨劑時：

‧ 請用軟布等將沾在皮膚上的墨劑擦掉。

‧ 未擦淨的墨劑請用肥皂和清水洗干淨。

2. 當墨劑濺進眼睛時：

‧ 請馬上用流水洗眼10分鐘以上。

‧ 感覺异常時，請向醫師咨詢。

3. 誤服墨劑時：

‧ 請用清水仔細洗榦淨口腔。

‧ 請飲大量的水。

‧ 感覺异常時，請向專科醫師咨詢。

4. 注意不要吸入墨劑：

‧ 呼吸系統敏感的人要特別小心地使用染料墨劑。

‧ 感到身体不适時，請馬上停止使用染料墨劑，并向專科醫師咨詢。

5. 上述症狀的專業處理方法，請向醫師咨詢。

TxTxTxTxTx係列印染墨劑使用指係列印染墨劑使用指係列印染墨劑使用指係列印染墨劑使用指係列印染墨劑使用指南南南南南

首先，我們忠心感謝您使用Tx2-1600和Tx3-1600直接印染噴繪机(以下，簡稱為“Tx”)。

本書介紹印染墨劑使用方法的有關資料。

請在使用印染墨劑之前，務必仔細閱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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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劑種類及其對應介質墨劑種類及其對應介質墨劑種類及其對應介質墨劑種類及其對應介質墨劑種類及其對應介質

本說明書所記載的配方与以下的介質相對應。

墨劑种類 墨劑型號  介    質

酸性染料墨劑 SPC-0257/0268/0355xx/0392xx   絲綢

反應染料墨劑 SPC-0291/0270/0357xx/0393xx   棉布

分散染料墨劑 SPC-0256/0269/0356xx   滌綸

*至于哪些介質与噴繪机相對應，請參閱附送的以下使用手冊：
使用 TX2-1600 時 ⇒《畫布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使用 TX3-1600 時 ⇒《關于Tx3-1600可以噴繪的畫布及其使用方法》

印染步驟印染步驟印染步驟印染步驟印染步驟

Tx直接印染作業按以下的步驟進行。

畫布的前處理 ⇒ 噴繪(噴墨打印) ⇒ 畫布的后處理

對將要印染的畫布進行

噴繪前的處理。

在Tx上噴繪。 1.對噴繪后的畫布進行蒸气處理，使染料固定。

2.洗掉多余的染料，然后，使畫布變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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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畫布的前處理 >

‧畫布請卷在內徑為2∼3英寸的紙管上。Tx可使用的紙管內徑為2∼3英

寸。

‧將畫布卷進紙管上時，布邊不許發生蛇行現象。

另外，畫布屬于平紋組織時，請將細線調整妥當后才卷上紙管。

‧本書所記載的內容只是一個例子。請根据您使用的處理設備，調整處理劑

的劑量和處理時間。

‧烘干時將布橫向拉緊(消除皺紋)的力的大小，請以基准幅寬為標准。拉得

太緊，噴繪時就容易收縮；拉得太松，噴繪時就容易伸長。

‧前處理完畢后，請用塑料袋將畫布裝起來，并保管在陽光直接照不著的陰

暗處。變黃的畫布在噴繪時要避開變黃的部分。

‧印染墨劑的顯色情況和堅牢度，根据您使用的畫布、前處理的配方、處理

設備、前處理后的保管環境、放置時間以及后處理的條件等而變化。御牧

高科技有限公司主頁上登載的數据，是使用御牧高科技有限公司推荐的配

方，与前處理、后處理的企業共同實驗的結果，可作為參考數据。至于登

載的結果，御牧高科技有限公司并不作保証。

‧使用Tx2-1600時，請將軋布机的壓力設得較平常低一些。紡織漿料固定量

較多、前處理處理得較硬的布，傳送時就更加安定。

1. 將處理劑溶解制成溶液。處理劑的組成請參閱与您使用的墨劑相适的配方。(⇒P.4∼8)。

2. 將需要噴繪的畫布浸進上述溶液后，用滾筒等工具，均勻地將溶液擰去70∼ 90％。

3. 在 100℃以下，使畫布變干。

< 2.噴繪(噴墨打印) >

使用Tx噴繪机噴繪。

有關的噴繪方法，請參閱相關机型的使用說明書。

< 3.畫布的后處理 >

1. 蒸气處理工序

固定Tx噴繪机噴上去的染料。

本書介紹的是有代表性的例子。請根据您使用的蒸气處理等設備的情況，調整蒸气的溫

度和蒸气處理的時間。

2. 洗淨工序

蒸气處理工序完畢后，將未固定下來的染料洗掉。

本書介紹的是有代表性的例子。根据您使用的洗淨机等設備的情況，作業流程和時間等

會有所不同。



4

1.酸性染料墨劑

對應墨劑型號：FSPC-0257/0268/0355xx/0392xx

對應畫布：絲綢

●酸性染料墨劑配方1（御牧高科技有限公司原創配方）

御牧高科技有限公司的原創配方，适合具有前處理專業知識的用戶使用。請根据您使用的

處理裝置和處理的畫布，适當地更改各個藥劑的使用量。

＜1.前處理內容＞

Fainganmu SA-M(日本第一工業制藥股份有限公司) ........... 30 g

日樺硅膠 ATS-10(日本日樺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70 g

硅磷酸鈉 ........................................... 5 g

還原防止劑(液態) .................................. 15 g

冷水 ............................................. 880 g

合計 1000 g

1. 用冷水溶解硅磷酸鈉。

2. 將Fainganmu SA-M溶解在上述1的溶液里。

3. 放置一個晝夜。

4. 放置一個晝夜后，先加入日樺硅膠ATS-10，然后再加入還原防止劑。

5. 充分攪拌后才可以使用。

＜2.噴繪(噴墨打印)＞

＜3.后處理內容＞

處理 溫度(℃) 小時(分)

蒸气處理 100 30

＜4.洗淨＞

1. 水洗：用常溫的水漂洗5分鐘。

2. 皂洗：以1∼2 g/l的比例，將皂洗劑放入40∼50℃的熱水里，然后洗3∼5分鐘。

3. 水洗：用常溫的水漂洗5分鐘。

4. 皂洗：以1∼2 g/l的比例，將皂洗劑放入40∼50℃的熱水里，然后洗3∼5分鐘。

5. 水洗：用常溫的水漂洗5分鐘。

6. 使畫布變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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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應染料墨劑

對應墨劑型號：SPC-0291/0270/0357xx/0393xx

對應畫布：棉布

●反應染料墨劑配方

＜1.前處理內容＞

藻酸鈉(日本藍熊染料店) ................................. 20 g

Sanfuro-ren SN(日本日樺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 g

六偏磷酸鈉 ........................................ 10 g

尿素 .............................................. 70 g

碳酸氫鈉 .......................................... 30 g

還原防止劑(液態) ....................................... 15 g

冷水 ............................................. 805 g

合計 1000 g

1. 用冷水溶解尿素。

2. 溶解藻酸鈉后，將它放置一個晝夜。

3. 放置一個晝夜后，加入Sanfuro-ren SN、還原防止劑和碳酸氫鈉，然后充分攪拌。

※墨劑需要透底時，請加入約0.5g的 Repitorl G（日本第一工業制藥股份有限公司生產）。

＜2.噴繪(噴墨打印)＞

＜3.后處理內容＞

處理 溫度(℃) 小時(分)

蒸气處理 100 8

＜4.洗淨＞

1. 水洗：用常溫的水漂洗10分鐘。

2. 皂洗：以1∼2 g/l的比例，將皂洗劑放入70∼80℃的熱水里，然后洗5∼10分鐘。

3. 水洗：用常溫的水漂洗5分鐘。

4. 皂洗：以1∼2 g/l的比例，將皂洗劑放入70∼80℃的熱水里，然后洗3∼5分鐘。

5. 水洗：用常溫的水漂洗5分鐘。

6. 使畫布變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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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散染料墨劑

對應墨劑型號：SPC-0256/0269/0356xx

對應畫布：滌綸

●分散染料墨劑配方(Diagum 配方)

Diagum配方、是具有前處理的專業知識的人使用的配方。

使用時，請根据您使用的處理裝置和處理的畫布，适當地調整各個藥劑的使用量。

＜1.前處理內容＞

水溶性樹脂類紡織漿料或藻酸類紡織漿料

(例如：DiagumA-12 BF-Goodrich公司) .................... 30 g/l

檸檬酸 ........................................... 2 g/l

1. 請將上述藥劑充分攪拌后才使用。

＜2.噴繪(噴墨打印)＞

＜3.后處理內容＞

‧請不要進行高溫蒸气處理(HT蒸气)。因為，本公司的分散染料墨劑使用了升

華性較高的染料。

‧進行后處理時，為防止升華污染，夾在畫布之間的間隔紙請使用2張以上。

此外，不能將畫布重疊起來放置，畫布之間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使用之前，請務必進行顯色測試。

處理 溫度(℃) 小時(分)

高壓蒸气處理 130 30

＜4.洗淨＞

1. 水洗：用常溫的水漂洗5分鐘。

2. 還原洗凈：用約80℃的還原洗淨液漂洗10∼ 12分鐘。

還原洗淨液的例子：

氫硫化鈉 ........................................... 2 g

氫氧化鈉 ........................................... 2 g

皂洗劑(例如：日本明成商會有限公司出售的“虫漆酚ISF”) .... 1 g

冷水 ............................................. 995 g

合計 1000 g

3. 水洗：用常溫的水漂洗5分鐘。

4. 中和處理：以1公升水 1 ml醋酸的比例，將醋酸加進常溫水里，然后，漂洗2∼3分鐘。

5. 水洗：用常溫的水漂洗5分鐘。

6. 使畫布變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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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劑的更換方法墨劑的更換方法墨劑的更換方法墨劑的更換方法墨劑的更換方法

當需要更改您使用的墨劑的种類時，請閱讀您使用的噴繪机的《使用說明書》。

墨劑的保管方法墨劑的保管方法墨劑的保管方法墨劑的保管方法墨劑的保管方法

墨劑在使用之前，請保管在陰暗的地方。

保管溫度的范圍請控制在0∼30℃以內。

保管期間保管期間保管期間保管期間保管期間

染料墨劑有使用期限。該有效期限記載在墨盒上。請按有效期限的順序使用墨劑。

請在有效期限以內將墨劑使用完畢。已過有效期限的墨劑，請不要使用。

對因使用過期墨劑而產生的事故，本公司概不負任何責任。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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