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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 PLA 材料的工艺参数优化
石庆杰，肖军杰 1,2,3，程光耀 1,2,3，王天雨 1，文伟力 1,2,3，张睿 1,2,3, 蒋小珊 1,2,3
（1. 北京印刷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北京 102600 ；
2. 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化印刷装备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600 ；
3. 北京印刷学院，印刷装备北京市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北京 102600）

摘要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的方法，选择聚乳酸（PLA）作为 3D 打印材料打印标准单拉试件，并对不同打
印参数的试件进行抗拉强度、硬度和表面粗糙度等指标进行测试分析，优化打印工艺参数。实验结果表明 ：
随着打印层高的增加，试件的抗拉强度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当打印层高为 0.25mm 时，试件抗拉
强度达到 53.187MPa ；试件的邵氏硬度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打印层高为 0.2mm 时，试件硬
度达到最大值 80.008 ；试件的表面粗糙度近似呈线性增长，当打印层高为 0.1mm 时，试件表面粗糙度为
7.582μm。随着打印温度的增加，试件的抗拉强度出现波动下降趋势，当打印温度为 185℃时，试件抗拉
强度达到最大值 53.382MPa ；试件的硬度在 205℃时，达到最高值 80.418，随后出现明显的下降 ；打印
温度的变化对试件表面粗糙度影响较小。随着打印速度的增加，试件的抗拉强度先明显下降，随后缓慢升高，
当打印速度为 30mm/s 时，试件抗拉强度达到最大值 53.186MPa ；试件的硬度随着打印速度的增加而显
著降低 ；打印速度的变化对试件表面粗糙度影响较小。
关键词 ：3D 打印 ；PLA ；正交试验 ；力学性能
中图分类号：TQ322.4+2；TB48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400 (2018) 08-0055-07

Process Optimization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for PLA Material via 3D Printing
SHI Qing-jie, XIAO Jun-jie, CHENG Guang-yao, WANG Tian-yu, WEN Wei-li, ZHANG Rui, JIANG Xiao-shan

Abstract: Using the orthogonal test method, PLA was selected as the standard single-pull test piece
for 3D printing materials. The test parameters of tensile strength, hardness and surface roughness of
the test specimens with different printing parameters were tested and analyzed to optimize the printing
process paramet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printing layer height,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specimen decreases at beginning and then rises. When the printing layer height is 0.25 mm,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specimen reaches 53.187 MPa. The Shore hardness of the specimen rose at
early stage and then decreased. The hardness of the specimen reached a maximum of 80.008 when
the print height was 0.2mm.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the specimen increases approximately linearly.
When the print height is 0.1mm,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the specimen is 7.582μm. With the increase
of printing temperature,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specimens fluctuates. When the printing temperature is
185 °C,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specimen reaches a maximum of 53.382 MPa. When the hardness
of the specimen reaches 205°C, it reaches the highest value of 80.418, and the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基金项目：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No.2014000020124G109)、北京市教委科技计划重点项目(No.KZ201510015017)和北京市
教委科技计划面上项目(No.KM201710015001，No.KM201710015002，No.KM201510015006，No.KM201610015010)。
通讯作者：肖军杰（1979- ），陕西洋县人，博士，副教授，E-mail: cnxiaojunjie@163.com。
作者简介：石庆杰（1989- ），男，硕士，主要从事数字印刷技术研究，E-mail:sqjmangzho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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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e. The change of printing temperature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the specimen.
With the increase of printing speed,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specimen firstly decreased, and then
slowly increased. When the printing speed was 30mm/s,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specimen reached
a maximum of 53.186MPa. The hardness of the specimen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rinting speed; the change of the printing speed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the
specimen.
Key words: 3D printing; PLA ; orthogonal test; mechanic property

近年来，3D 打印技术正迅速进入模具制造、食

（TPU）材料打印的试件力学性能影响进行研究，并与

品加工、工业设计等领域，该技术在建筑、珠宝、汽车、

注塑试件进行了对比试验。乔雯钰等 [7] 通过对比试验

医疗产业、教育、包装等领域都有所应用。与传统机

验证了不同颜色的色母粒、碳酸钙和短切玻璃纤维等

加工等的“减材制造”技术不同，3D 打印技术是基于

添加剂对 ABS 材料打印试件拉伸强度的影响。本文以

离散堆积原理，将所需要加工模型切片，逐层打印而

PLA 材料打印标准试件，以抗拉强度、硬度和表面粗

成，属于“增材制造”技术。根据所需打印材料和打

糙度作为评价指标，通过正交试验分析打印层高、打

印方法，3D 打印技术主要分为熔融沉积制造（FDM，

印温度、打印速度等因素对试件参数的影响，以期对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激光选区烧结（SLS,

3D 打印产品提供理论依据。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分层实体制造（LOM，
Laminated Object Manufacturing）、 光 固 化 成

1 实验部分

型（SLA，Stereo Lithography Apparatus）、电子
书熔融沉积成形（EBF，Electron Beam Freeform
Fabrication）、电子束选区熔化（EBSM，Electron
Beam Selective Melting）

[1-3]

。其中熔融沉积制造

设备操作简单，成本低廉，成为最广泛的 3D 打印技
术。3D 打印材料种类丰富，工程塑料、光敏树脂、金
属材料、陶瓷材料、橡胶类材料以及人造骨粉、石
[4]

膏材料和食品材料都能应用于 3D 打印 。熔融沉积
制造主要以聚乳酸（PLA，Polylactic Acid）、丙烯
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物（ABS，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等材料作为线材，通过加热熔

1.1 实验材料
PLA ：线材直径 1.75mm。

1.2 主要实验设备
FDM 3D 打 印 机 ：HORI H2D 型 双 喷 头 3D 打
印机 ；
硬度计 ：艾德堡 LX-D 型邵氏硬度计及艾德堡硬
度计测试机架 ；
表面粗糙度仪 ：TR200 高精度粗糙度仪及大理石
检测支架 ；
力学试验机 ：WDW100C 型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

化，逐层打印最终打印成所需产品，其中 PLA 材料作

验机。

为新型的生物基及可再生生物降解材料，环保性显著

1.3 试件制备

优于其它材料迅速得到广泛应用。打印精度、材料强

根 据 GB/T 1040.2-2006 确 定 拉 伸 实 验 试 件 的

度等因素直接影响打印产品的质量，近几年很多学者

形状尺寸，如图 1 所示，通过 Solidworks 软件绘制

对提高 3D 打印产品质量做了研究。毕永豹等

[5]

通过

试件的三维模型，并保存为 .stl 格式文件，导入三维

向 PLA 材料中添加麦秸粉、偶联剂和相容剂的方式增

切片软件，如 Cura，在该软件中根据正交表对模型

加材料力学性能，并改变麦秸粉的粒径和比例以及偶

打印参数进行设置。模型打印参数设置完毕以后，对

联剂和相容剂得到最优力学性能。迟百宏等

[6]

从层高、

填充角度和温度三个因素对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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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行切片处理，并保存为 3D 打印机可以识别的
Gcode 文件，将所有试件的 Gcode 文件存入 3D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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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打印填充率对试件性能的影响
在 相 同 条 件 下 ( 打 印 层 高 0.1mm， 喷 头 温 度
210℃，打印速度 40mm/s，竖向打印 )，通过设置四
组不同打印填充率（25%、50%、75%、100%）
，打
印出四组标准试件，如图 3 所示，并测试试件参数测

图 1 标准试件 /mm

试结果如表 2 所示。
机存储卡，开启 3D 打印机，打印测试试件三维实体。
1.3.1 研究试件打印方向对试件性能的影响
在 相 同 条 件 下 ( 打 印 层 高 0.1mm， 喷 头 温 度
210℃，打印速度 40mm/s，填充率 100%)，分别通
过竖向打印和横向打印的方式打印两组标准试件，如
(a) 充填率 25%

图 2 所示，并测试试件性能指标，测试结果如表 1 所示。

(a) 竖向打印
(b) 充填率 50%

(b) 横向打印
图 2 打印方式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抗拉强度方面，竖向打印

(a) 充填率 75%

明显高于横向打印，这是因为熔丝在每一层布置方式
相同，且都平行于试件受力方向，因此可以增大试件
整体抗拉强度，横向打印时，熔丝在每一层交错布置，
削弱了试件抗拉强度 ；硬度差距不大 ；表面粗糙度则
反应出试件的纹理大小，竖向打印的测试面为熔丝沉
积面，与打印层高有直接关系，而横向打印时，测试

(b) 充填率 100%
图 3 不同充填率打印

面为打印面，表面粗糙度不受打印层高影响。

表 1 不同打印方式测试结果
试验
序号

打印层高
(mm)

喷头温度
(℃ )

打印速度
(mm/s)

充填率
(%)

打印方向

抗拉强度
(MPa)

邵氏硬度

表面粗糙
度 (μm)

1

0.1

210

40

100

竖

49.8775

77.87

11.143

2

0.1

210

40

100

横

41.2825

81.88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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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2 中的数据，以充填率作为横坐标，以
抗拉强度、邵氏硬度、表面粗糙度作为纵坐标，做出

1.3.3 设计正交试验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在打印填充率为 100%，竖

填率与各试验指标的关系图，如图 4 所示。从结果中

向打印的条件下，设计正交试验，以打印层高（A）、

可以看出，抗拉强度随着充填率的提高增长显著，并

喷头温度（B）、打印速度（C）为因素，考察其对试

且充填率从 75% 增至 100% 时，抗拉强度增幅达到

件抗拉强度的影响。按照三因素四水平设计 L16（43）

62.25%，而打印充填率对试件硬度和表面粗糙度影响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如表 3 所示，打印试件如图 5

不大。

所示。

表 2 不同充填率打印测试结果
试验
序号

打印层高
(mm)

喷头温度
(℃ )

打印速度
(mm/s)

充填率
(%)

打印方向

抗拉强度
(MPa)

邵氏硬度

表面粗糙
度 (μm)

1

0.1

210

40

25

竖

25.0525

76.80

8.323

2

0.1

210

40

50

竖

29.08

77.63

10.796

3

0.1

210

40

75

竖

32.4725

80.60

8.510

4

0.1

210

40

100

竖

53.66

82.12

6.847

表 3 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

水平

A
(mm)

B
(℃ )

C
(mm/s)

1

0.1

185

30

2

0.15

195

35

3

0.2

205

40

4

0.25

215

45

图 4 不同充填率对试验指标的影响

图 5 打印试验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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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1.4 测试实验试件各性能指标
为了避免拉力机对试件的破坏，首先测试试件硬
度及表面粗糙度，最后根据 GB/T 1040.2-2006 测试

表 4 为正交试验结果。

试件力学性能，其中实验速度为 5mm/min±20%，
试验设备如图 6 所示。

(a) 硬度测试

(b) 表面粗糙度测试
图 6 试件性能指标测试设备

(c) 抗拉强度测试

表 4 正交试验结果
因素列号
试验号

A (mm)

B (℃ )

C (mm/s)

抗拉强度
(MPa)

邵氏硬度

表面粗糙度
(μm)

1

0.1（1）

185（1）

30（1）

54.77

81.27

6.971

2

0.1（1）

195（2）

35（2）

51.5625

80.35

6.796

3

0.1（1）

205（3）

40（3）

52.55

79.4

7.332

4

0.1（1）

215（4）

45（4）

52.425

76.55

9.228

5

0.15（2）

185（1）

35（2）

54.1525

80.07

9.932

6

0.15（2）

195（2）

30（1）

51.48

80.33

9.98

7

0.15（2）

205（3）

45（4）

51.9725

80.38

9.625

8

0.15（2）

215（4）

40（3）

52.755

78.1

9.72

9

0.2（3）

185（1）

40（3）

51.6025

79.57

12.962

10

0.2（3）

195（2）

45（4）

53.495

79.52

12.918

11

0.2（3）

205（3）

30（1）

53.535

81.12

12.572

12

0.2（3）

215（4）

35（2）

51.645

79.82

12.05

13

0.25（4）

185（1）

45（4）

53.0025

79.4

16.213

14

0.25（4）

195（2）

40（3）

53.7425

79.07

15.011

15

0.25（4）

205（3）

35（2）

53.0425

80.77

15.125

16

0.25（4）

215（4）

30（1）

52.96

78.8

15.889

59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根据表 4 的实验结果对各个试验指标做极差分析，
所得结果如表 5 所示。

横坐标，抗拉强度作为纵坐标，做出因素与抗拉强度
的关系图，如图 7 所示。

表 5 极差分析结果
项目

抗拉
强度
(MPa)

邵氏
硬度

表面
粗糙度
(μm)

A (mm)

B (℃ )

C (mm/s)

k1

52.827

53.382

53.186

k2

52.590

52.570

52.601

k3

52.569

52.775

52.663

k4

53.187

52.446

52.724

R

0.618

0.936

0.586

k1

79.393

80.078

80.380

k2

79.720

79.818

80.253

k3

80.008

80.418

79.035

k4

79.510

78.318

78.963

R

0.615

2.100

1.417

k1

7.582

11.520

11.353

印层高从 0.2mm 增加到 0.25mm 时，试件抗拉强度

k2

9.814

11.176

10.976

平均值从 52.569MPa 升至 53.187MPa，增幅显著提

k3

12.626

11.164

11.256

k4

15.560

11.722

11.996

R

7.978

0.558

1.020

图 7 试件抗拉强度和三因素关系图

由图 7 可以看出，随着打印层高的增加，试件的
抗拉强度出现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当打印层高
从 0.1mm 升至 0.2mm 过程中，抗拉强度降低，当打

高，增加了打印层高以后，材料堆积层高增大，试件
层数减少，层与层之间的薄弱面数量减少，但当打印
层高进一步增大时，打印难度增加，易出现分层现象，
降低试件成品率 ；随着喷头温度的升高，试件抗拉强
度出现波动下降趋势，且当打印温度从 185℃升高到

在以抗拉强度为评价指标前提下，结合表 5 中

195℃时，试件抗拉强度下降明显，当温度低于 185℃

的 ki 值，可以得出，三个因素的极差分别为 0.618、

时，温度偏低会导致 PLA 材料融化不充分，出料不顺

0.936、0.586，由此可知，喷头温度对试件抗拉强度

畅阻塞喷头 ；随着打印速度的提高，试件的抗拉强度

影响最大，是主要因素，打印层高次之，打印速度更

先明显下降，随后缓慢升高，当打印速度过快，熔融

次，即它们的主次顺序是 B>A>C，最佳工艺条件为

态材料会出现铺展不均匀、拉丝等现象，影响试件打

B1A4C1 ；在以邵氏硬度为评价指标前提下因素影响

印质量。

的主次顺序为 B>C>A，最佳工艺条件为 B3C1A3 ；

2.2 各因素对试件硬度影响

在以表面粗糙度为评价指标前提下因素影响的主次顺

根据表 5 中硬度数据，以各因素的水平作为横坐

序为 A>C>B，最佳工艺条件为 A1C2B3。可见，三

标，硬度作为纵坐标，做出因素与硬度的关系图，如

个因素对不同的评价指标表现出不同的结果。因此在

图 8 所示。

选择不同用途时应考虑不同的工艺条件，以满足产品

由图 8 可以看出，随着打印层高的增加，试件

是设计要求。

的硬度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打印层高为

2.1 各因素对试件抗拉强度影响

0.2mm 的时，试件硬度达到最大值 ；随着打印温度升

根据表 5 中抗拉强度数据，以各因素的水平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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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 试件的抗拉强度受打印纹路方向影响明显，当
打印纹路方向与试件受力方向平行时，试件抗拉强度
最大 ；同时，试件的抗拉强度与随着打印充填率的增
大而增大。
(2) 随着打印层高的增加，试件的抗拉强度出现先
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当打印层高为 0.25mm 时，试
件抗拉强度达到 53.187MPa ；试件的邵氏硬度出现了
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打印层高为 0.2mm 的时候试
件硬度达到最大值 80.008 ；试件的表面粗糙度近似呈
图 8 试件硬度和三因素关系图

线性增长，当打印层高为 0.1mm 时，试件表面粗糙度
为 7.582μm。

显下降趋势 ；而随着打印速度的增加，试件的硬度呈

(3) 随着打印温度的增加，试件的抗拉强度出现波

下降趋势。

动下降趋势，当打印温度为 185℃时，试件抗拉强度

2.3 各因素对试件表面粗糙度影响

达到最大值 53.382MPa ；试件的硬度在 205℃时，达

根据表 5 中表面粗糙度数据，以各因素的水平作
为横坐标，表面粗糙度作为纵坐标，做出因素与表面
粗糙度的关系图，如图 9 所示。

到最高值 80.418，随后出现明显的下降 ；打印温度的
变化对试件表面粗糙度影响较小。
(4) 随着打印速度的增加，试件的抗拉强度先明显
下降，随后缓慢升高，当打印速度为 30mm/s 时，试
件抗拉强度达到最大值 53.186MPa ；试件的硬度随着
打印速度的增加而显著降低 ；打印速度的变化对试件
表面粗糙度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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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工程基于 PLC 的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王佳琪，鲁楠，韩雪
(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 102600)

摘要：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PLC控制在处理模拟量、数字运算、人机接口和网络处理方面得到
了迅速发展。因其具有通用性好、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及编程简单等特点，被越来越多的使用在工业
自动化控制方面。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印刷包装、化工制药等各行各业排放大量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简称
VOCs已经严重危及到了人们的生活健康。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企业开始采取相关的VOCs处
理设备以期净化工厂排放出的VOCs。目前VOCs处理的方式根据处理对象的性质而言是多种多样的。本
文就印刷包装行业排放的VOCs处理设备为研究对象进行温度控制。本文介绍了以采用纳米分子筛为吸附
工具的VOCs处理设备为被控对象，根据VOCs处理设备的控制系统工作原理，以设备管道内部温度为主
要被控制参数，以24KW的加热电阻丝电压为控制参数。并由这些单元组成VOCs处理设备的温度串级控
制系统；采用PID控制算法，使用PLC梯形图编程实现整套设备的自动化控制。
关键词：VOCs处理设备；温度控制；PLC
中图分类号：TS8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400 (2018) 08-0062-05

Design of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PLC for VOCs Engineering
WANG Jia-qi, LU Nan, HAN Xue

Abstract: From the 80s to the mid 90s of last century, PLC control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dealing with
analog, digital, human-machine interface and network processing. Because of its good versatility, strong
anti-interference ability, high reliability and simple programming, it is used more and more in industrial
automation control.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 large number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which have been discharged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ave seriously endangered
people’s health.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state, enterprises
began to take relevant VOCs processing equipment to purify the VOCs emitted from the factory. At
present, the way of VOCs processing is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processing objects. In this
paper, the temperature control of the VOCs processing equipment in the printing and packaging industry
is carried ou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VOCs processing equipment which uses the nano molecular
sieve as the adsorption tool as the controlled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control
system of the VOCs processing equipmen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quipment pipe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internal temperature of the equipmen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24KW heating wire voltage i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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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control parameter. And The temperature cascade control system of VOCs processing equipment
is composed of these units. The PID control algorithm is adopted and the PLC ladder diagram is
programmed to realize the automatic control of the whole equipment.
keywords: VOCs processing equipment; temperature control; PLC

1 背景

器的给定值的系统。控制系统由主、副回路组成。副
回路由副变量检测变送、副调节器、调节阀和副过程

随着国家对企业的管控越来越严，VOCs 处理设

构成 ；主回路由主变量检测变送、主调节器、副调节

备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印刷包装、化工制药、冶炼钢

器、调节阀、副过程和主过程构成。一次扰动 ：作用

铁等方面。由于 VOCs 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所以对

在主被控过程上的，而不包括在副回路范围内的扰动。

温度控制的要求也不相同，对于纳米分子筛为吸附材

二次扰动 ：作用在副被控过程上的，即包括在副回路

料而言的 VOCs 处理设备来说，温度控制直接影响到

范围内的扰动。在串级控制系统中，由于引入了一个

有机化合物的吸附和脱附，从而影响整套设备的净化

副回路，不仅能及早克服进入副回路的扰动，而且又

效率。

能改善过程特性。副调节器具有“粗调”的作用，主

由于 PLC 的迅速发展使得该控制方法取代传统的
DCS 控制系统成为了目前为止通用性最好，运行最稳

调节器具有“细调”的作用，从而使其控制品质得到
进一步提高。

定的一种控制方法，在数字运算、人机交互、网络以
及模拟量的处理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PID 控制

2 整体设计

算法因为其可靠性高、算法简单以及鲁棒性好等特点，
成为迄今为止最通用的控制算法之一。主要有比例、
积分、微分以及采样周期的参数组成的数学模型可以
[1]

良好的实现系统自动化控制 。

吸附风机开启，将车间内的 VOCs 气体通过管道
收集到吸附装箱内 ；将净化后的 VOC 气体通过新风
管道、排烟管道放入大气当沸石分子筛吸附饱和停止

因此本文针对纳米分子筛为吸附工具的 VOCs 处

抽气 ；开启催化裂解箱内的 15KW 电加热，达到脱附

理设备为被控对象，整体结构如图 1 所示，以设备管

温度后，开启脱附加热箱内的脱附加热器 10KW ；开

道内部温度为主要被控制参数，以 24KW 的加热电阻

启脱附风机，在脱附温度达到时，抽气，将气体吹入

丝电压为控制参数以及 PLC 控制器组成 VOCs 处理

沸石分子筛床开始脱附 ；脱附后的气体经过催化加热

设备的温度串级控制系统 ；采用 PID 控制算法，使用

器、催化箱、保温管道后排入大气 ；催化箱即金属物，

PLC 梯形图编程实现整套设备的自动化控制。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将气体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全

系统采用串级控制系统。串级系统是由调节器串
联起来工作，其中一个调节器的输出作为另一个调节

过程为间歇工作，即脱附过程和平时的吸附过程不会
同时启动。

3 硬件设计
根据控制系统要求，设计出系统的主电路，如图
2 所示。
根据上述控制系统的要求，分配 I/O 接线，给出
硬件接线图如图 3 所示 ：
图 1 VOCs 设备整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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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控制系统电路

图 3 系统硬件接线图

4 PLC 控制器
根据 VOCs 设备控制特性建立数学模型，确定控
制器结构以及和系统的连接方式，最后根据设备所需
图 4 串级控制系统框图

要的性能确定控制器的参数值。

4.1 控制系统数学模型建立
在本控制系统中，总设备管道出口温度将检测到
的加热温度转换成电流信号，吸附设备内的温度传感

4.2 PID 控制及参数整定
由于温度控制本身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惯性，为

器将温度检测并转换为电信号。两路模拟信号转换称

了减小系统误差，采用 PID 控制，根据被控对象 ：

数字信号输入 PLC，再通过 PID 模块进行 PID 调节。

VOCs 处理设备的特点，本系统采用增量型 PID 控制，

控制系统框图如图 4 所示。

数学模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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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的计算模型 [2] 如下 ：

其中 e(n)、e(n-1)、e(n-2) 为系统连续三次的偏差输入，

∆e(n)、∆e(n-1) 为连续两次执行误差，KP 为比例放大系数，
T、TD、TI 为采样周期，微分时间、积分时间。
当系统开始吸附或者脱附时，希望设备内的温度

4.5 系统整定
为了保证设备的平稳运行，在使用前需要对系统
参数进行整定。目前常用的整定方法分为理论整定和
经验整定两大类。理论整定法使用数学模型精确，采

稳定到某一度数。启动加热时，检测到的温度为常温，

用微分方程、根轨迹法和频率分析法等求取最佳整定

PID 调节器的输入 s p -p v =∆U 为正值且比较大，此时，

参数，适用于系统控制较为复杂的模型。工程整定则

比例环节起主要作用，当加热温度达到要求时，∆U 为

不需要复杂的数学模型，对于简单的控制系统而言计

负值，系统持续保温并在脱附或吸附完成之后开始降

算简单，凭借工程经验也可以达到一个较好的控制

温。从而达到系统动态平衡。

结果。

在本控制系统中，以吸附设备内的温度为主参数，
系统出口的温度为副参数。主控制采用 PI 控制，副控
[3]

目前常用的工程整定法有经验整定、临界比例度
法、自整定法以及衰减曲线法等。本文采取经验整定，

制采用 P 控制 。

整定顺序为比例——积分——微分。1）比例，控制参

4.3 主副调节器正反作用方式参数确定

数从小到大设置直到获取超调小，响应快的曲线 ；2）

出于设备安全考虑，调节阀 KV>0 ；由于调节阀开

积分，先将比例参数降低至原先的 50%~80%，均衡

度增大，电压增大，设备内温度上升，故副被控过程

积分时间和积分参数 ；3）为了弥补 PI 控制的动态稳

K02>0；为保证副回路是负反馈，各环节增益乘积为负，

定性，采取微分环节，将微分环节从 0 开始变化，直

所以副调节器 K 2 <0，副调节器作用方式为反作用方

至调出响应快，超调小，运行稳定的系统响应曲线。

[3]

式 。
吸附设备内温度与设备总出口温度成正相关，故

5 软件实现

K 01>0，为保证主回路为负反馈，增益乘积须为负故主
调节器放大系数 K1<0，主调节作用方式为反作用方式。

4.4 采样周期分析
由于本系统为具有延迟特性的惯性环节的温度控
制系统，采样周期一般在，本系统取 17s。

本文采用继电器控制电路转换为梯形图的方法进
行程序编程。编程思路如下 ：在 PLC 运行的初始时
间需要使用特殊继电器将程序初始化并把温度设定值
PID 相关参数。随即开始采样，采样周期为 17 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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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总出口温度传感器将检测到的温度转换成电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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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UV 油墨吸收峰的光源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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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进一步提高 UV-LED 印刷固化设备的固化效率，降低其能源消耗，进行了 UV 油墨和光谱吸
收实验，通过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在 190 ～ 800nm 波长范围内测定 UV 油墨的吸光度，当光穿过稀
释的 UV 油墨溶液时，油墨中的物质对光的吸收程度随光的波长不同而变化。因此，通过测定不同波长下
UV 油墨的吸光度，使用 MATLAB 绘制 UV 油墨的吸收光谱图，即吸光度与波长的关系图。通过分析吸
收光谱的波峰分布，设计一种可用于高效固化 UV 油墨的 UV-LED 固化光源系统。
关键词 ：UV 油墨 ；吸收光谱 ；UV-LED 光源
中图分类号 ：TS8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400 (2018) 08-0067-05

Research on Light Source System
Based on UV Ink Absorption Peak
ZHANG Gui-shan, ZHANG Ming-ming, CHEN Gang-neng, LI Hai-chao, LI Jin-yao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uring efficiency of UV-LED printing and curing equipment
and reduce its energy consumption, UV ink and spectral absorption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to
measure the absorbance of UV inks in the wavelength range of 190 to 800 nm by an ultraviolet-visible
spectrophotometer when the light was worn. When the diluted UV ink solution is overdone, the degree
of light absorption by the substance in the ink varies with the wavelength of the light. Therefore, by
measuring the absorbance of UV inks at different wavelengths, the absorption spectra of UV ink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orbance and wavelength, were plotted using MATLAB. By analyzing the peak
distribution of the absorption spectrum, a UV-LED curing light source system capable of efficiently curing
UV inks was designed.
Key words: UV ink; Absorption spectrum; UV-LED light source

1 引言

油墨相比，UV 油墨在印刷质量及印刷适性上均有很
大的改进，由于 UV 油墨不含有可挥发性的有机溶

UV 油墨固化是油墨中可固化物质在紫外光照射

剂，油墨黏度非常低，并且不会随着外部环境条件的

下，吸收特定波段的 UV 光后发生交联聚合反应，在

变化而变化。UV 油墨优点突出 ：无污染、干燥速度

[1]

极短的时间内由液态转变成固态的过程 。与溶剂型

快、印刷质量高，在印刷行业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UV-LED阵列式油墨固化光源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04190118002/019）
作者简介：张贵山，北京印刷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机电系统控制及自动化技术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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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UV 油墨的固化速度是确定油墨性能的重要标准

第一位，在印刷行业应用很广，所以针对杭华油墨设

之一，并且是决定印刷速度的重要因素。UV 油墨主

计 UV-LED 光源具有更强的实用性 [5]。

要四种成分构成 ：颜料、助剂、连接料和光引发剂，
而光引发剂作为引发油墨关键组分，不仅决定了固化
速率，也决定了固化程度。根据光引发剂吸收的光波
长可分为两大类，紫外光引发剂，其吸收紫外光带为
250nm~400nm ；可见光引发剂，其吸收可见光带段
为 400nm~700nm[2]。UV-LED 光源发射的是单一波
长的光，其波长的宽幅极小，一般在 5nm 内，很难
与 UV 油墨中的光引发剂完全匹配，这就增加了 UVLED 光固化的难度。
UV-LED 光源是半导体电子元件，根据光电转换
原理，其芯片中的电子和正电荷在移动过程中碰撞结
合转化成光能。与传统汞灯光源相比，UV-LED 光源

图 2.1 杭华 161 系列 UV 油墨

具有节能、环保、寿命长等优点 [3]。把 UV-LED 芯
片按照不同的排列方式进行设计，能得到可以发出相
对连续紫外光带，满足印刷工程生产需要的 UV-LED

2.2 实验仪器

光源系统 [4]。本文设计研究的 UV-LED 光源主要波

本实验使用的仪器是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其

段在 UVA（315nm~420nm）范围内，要提高 UV-

产品型号为 TU-1901，如图 2.2 所示。该仪器的工作

LED 光源的固化效率，很好地固化 UV 油墨，就需

原理是当分子中的一些原子团吸收紫外 - 可见光后，

要分析研究 UVA 波段内油墨的紫外吸收谱图，优化

会发生电子能级跃迁而产生吸收光谱。由于各种材料

UV-LED 固化设备的发光光谱，匹配光引发剂的光谱

原子团的结构不同，其吸收的光波能量将不会相同，

吸收曲线，在光引发剂吸收较高的波段安排发光波段

所以，每一种材料就有其特定的、固有的光谱吸收曲线，

相对连续 LED 芯片，在光引发剂吸收曲线的波峰点安

通过分析光谱吸收曲线上特定波长处的吸光度的高低

排对应发光波长但数量更多的 LED 芯片，通过这种安

来分析或测定物质的含量，这就是分光光度定性和定

排方式，设计出最大固化效率的光源系统。

量分析的原理。

2 油墨光谱吸收实验
2.1 实验材料
实验原材料主要选用的是杭华油墨公司的 161 系
列 UV 油墨和 UV-LED 油墨，分别有四种颜色：红色、
黄色、蓝色和黑色，如图 2.1 所示。161 系列油墨具
有良好的印刷适性，广泛的应用领域，其主要特点如下：
1、附着力好，适用于聚乙烯、合成纸、金属箔纸、高
级道林纸等非吸收性材料的印刷 ；2、固化速度快，印
刷适性好，适合高速印刷 ；3、固化后产生高强度膜，
具有优异的耐摩擦和耐溶剂性能，用于印刷需要耐久
性的包装、标签。杭华 UV 油墨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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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验测试方法
首先取无水酒精倒入试管的 2/3 处，再取杭华

似，最大吸收峰的波长都在 370~375nm 范围内，主
吸收波长在 350~380nm 波长范围内。UV 油墨对紫外

UV 油墨和 UV-LED 油墨少量置于试管中，搅拌、静

光吸收最大的吸收峰对应的波长在 370~375nm 范围，

置三小时，让油墨在酒精中充分溶解，如图 2.3 所示。

说明 UV 油墨在这个范围具有最高紫外光吸收强度，

实验中使用两只比色皿，一支是用来盛放溶剂酒精，

而且 UV-LED 的波长在主要吸收波长 350~380nm

作为油墨光谱的对比基准，另一支是用来盛放溶剂稀

波段内选择。在传统的 UV 固化方式中，UV 汞灯的

释后的油墨样品。取试管的 1/4 溶液倒入比色皿中，

发射波峰可以在 303nm、313nm、365nm 波段被油

再倒入无水酒精至比色皿的 3/4 处，使两种溶液充分

墨很好的吸收，所以为了使本论文设计的光源系统达

混合，然后将比色皿放入紫外 - 可见光光分度计中，

到预期的固化效果，光源系统需要加入 365nm 波长的

测得油墨的吸收光谱。

图 2.3 溶剂稀释后的油墨样品
图 3.1 红色油墨紫外光吸收强度曲线图

3 实验测试结果和分析
本文中研究的 UV-LED 的光源波长主要在 UVA
（315~420nm）波段内，因为在 315nm 以下的波段
出现的吸收峰主要属于 UV 油墨中的颜料，而光引发
剂的吸收峰则在 UVA 波段内，因此选取 UV 油墨在
315~420nm 波段范围内的紫外光吸收谱图作为研究
对象。以横坐标代表波长 λ（单位 ：nm），纵坐标代
表紫外光吸收度 A（单位 ：Abs），用 MATLAB 将
这个波段内 UV 油墨和 UV-LED 油墨的紫外光吸收
强度曲线在同一个图中表示出来，然后比较得出结论。
吸收谱图如图 3.1、3.2、3.3、3.4 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在红色、黄色、蓝色、黑色这四
种颜色的 UV 油墨中，它们吸收紫外光的光谱分布相

图 3.2 黄色油墨紫外光吸收强度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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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按照油墨的吸收光谱曲线安排 UV-LED 芯片的选
择和密度排布，进而提高光源系统效率，减少设备能耗。
光源系统以铜基板为载体，基板上的 UV-LED 芯片
以矩阵形式排列，分为 N 行 M 列，从上到下每 3 行
UV-LED 芯片分为一组，共分为 S 组。每一组中第一
行的每一个位于奇数列的位置都焊接波长为 365nm 的
UV-LED，每一组中第一行的每一个位于偶数列的位
置都焊接波长为 375nm 的 UV-LED，每一组中第二
行的每一个位于奇数列的位置都焊接波长为 375nm 的
UV-LED，每一组中第二行的每一个位于偶数列的位
置都焊接波长为 385nm 的 UV-LED，每一组中第三
行的每一个位于奇数列的位置都焊接波长为 385nm 的
UV-LED，每一组中第三行的每一个位于偶数列的位
图 3.3 蓝色油墨紫外光吸收强度曲线图

置都焊接波长为 395nm 的 UV-LED[6]。

图 3.4 黑色油墨紫外光吸收强度曲线图
图 4 UV-LED 固化光源结构图

UV-LED 芯片。基于以上分析，UV-LED 光源系统
由四种波长的 UV-LED 芯片组成 ：365nm、375nm、
385nm 和 395nm。

在基板上的列驱动线均有 M/2 条，行驱动线有
N/2 条，行控制线和列控制线每组均有 2 条，均共有
2S 条。控制器分为两部分 ：行控制器和列控制器。行

4 多波长混合光源系统设计

控制器共有 S/2 组，列控制器有 2 个，作用是控制奇
数列光源和偶数列光源的打开（关闭）。控制器使用固

基于上述实验分析结果，本论文设计一种可用于
UV 油墨固化的光源系统，如图 4 所示。该光源系统
是在分析油墨吸收光谱曲线的基础上提出的，最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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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继电器，把控制信号和光源驱动信号进行隔离，控
制信号中央处理器发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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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在西安高校
包装设计课程教学中思考与改革
郑芳蕾
(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西安 710130)

摘要 ：在文化高度繁荣的今天，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思想的引领下，通过西安高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
培养平台，进行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文化意识、创新意识，让更多的
人们了解中国的文化、地域文化、民族精神，从而更好的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以满足社会对于综合型人才
发展需要。包装设计课程作为高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的应用型学科。
商业竞争的越演越烈，使得商品间的竞争加剧，其目标是培养学生对市场的敏锐观察能力，从包装结构设
计到包装整体形态设计到品牌树立再到文化影响的能力构建，这就要求我对传统的包装设计课程教学进行
思考与改革。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包装设计 ；教学思考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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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nd Reforming in The Teaching of
Packaging Design Course in Universities of Xi’ 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ZHENG Fang-lei

Abstract: Today, culture is highly prosperous, guided by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Belt and Road,
through the Xi’an college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platform,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outstanding national folk culture, cultivate student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awareness,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Let more people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reg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spirit, so as to better carry forwar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talents. As the core curriculum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ackaging design course is an applied subject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practice.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in business makes the competition among commodities
intensified. The goal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keen observation ability to the market, from packaging
structure design to packaging overall design to brand building and cultural influence. This requires me to
think about and refor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packaging design course.
Keywords: belt and road; packaging design; teaching think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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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一带一路提出后，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

杂的过程。作为教师要有针对性的帮助学生进行具体

点，再一次站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上。作

调研研究的引导与文化梳理 ；作为学生，要有耐心，

为世界四大古都之一，西安有 3000 余年的建城史和

要有接受文化洗礼的尊重精神，在不断的梳理过程中，

1100 年的建都史，悠久的历史蕴藏着深厚的艺术文化

深刻体会我们伟大祖国在历史长河中为我们留下的珍

瑰宝，民族、民间艺术缤彩纷呈。例如，安塞剪纸、

贵礼物。

凤翔泥塑、关中皮影、户县农民画等，都为我们的艺

由于我国在校大学生的普遍年龄在 18—22 岁之

术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与素材。学生通过对这

间，他们年轻且富有活力，他们个性鲜明，喜欢具有

些艺术形态的深入研究，进行视觉化的艺术形态展示。

鲜明时代感的事物，他们普遍对传统文化缺乏理解，

与此同时，西安作为西部乃至全国教育重镇，大学林立，

对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品了无兴趣，认为那些是过

在视觉传达专业包装设计课程教学中，融入民族民间

时的、老套的、陈旧的。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更

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实践，不仅扩展了包装形态的表现，

愿意接受西方的外来事物，甚至不加辨别的去接受，

与此同时还赋予了包装设计产物更多的文化、精神内

盲目崇外，对于我们自己优秀传统文化总是产生抗拒

涵。包装的功能不仅仅是承载产品、保护产品、促进

心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且可悲的现象。作为高校应

消费，而趋向于更加人性化、个性化、趣味性、文化

有历史担当感，要在教育的各个细枝末节中注重学生

性的形态表现，包装设计课程应顺应时代发展需求，

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尊重感的培养，培养学生民族气

无论从包装的设计理念到包装的构思与表现，再到包

节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能力。因此，作为坐落在十三

装的最终形态展示，要充分激发学生的实践性、创新性，

朝古都的西安的高校，在包装设计课程当中，我们要

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大胆构思、勇于创新、

抓住我们地域优势，引导学生进行文化产品调研，民

严于实践、科学检验的学习能力。文章主要从以下四

族民间文化的梳理与探索，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民

个方面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在西安高校包

族民间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在包装设计课程教学中，

装设计课程的教学进行改革思考。

教师可以组织、鼓励以多种形式展开调研工作。例如，
可以通过市场问卷调查分析目标消费者的文化诉求，

1 加强民族民间艺术文化调研的展开

通过调研总结出人们对于传统民族民间艺术文化的理
解是什么，消费者更期待传统的民间艺术与现代的包

包装设计是一门系统、科学、严谨的课程体系，

装设计如何结合，以何种形式进行展示更能赢得消费

从其设计流程角度来说，分为包装设计准备阶段、展

者的接受与喜爱 ；可以深入市场，进行民间工艺美术

开阶段、制作阶段。设计的准备阶段主要指设计的前

品与技术的挖掘与开发。在包装设计当中，可以借鉴

期调研与分析，是针对产品发展战略与市场环境，对

民间传统工艺的制作手法，可以从传统的民间艺术品

产品的特点、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目标消费群体、

制作的材料中获得启发，扩展包装形态的表现 ；可以

包装生产与加工工艺等方面进行的前期市场调研，从

通过对陕西民间艺术文化的制作流程进行实地考察，

而得到准确可靠的数据资料，为精准的包装设计策略

掌握工艺与制作手法，并对调研内容、结果进行客观

展开做好铺垫。

的整理、归纳、分析 ；可以将民间艺人请进课堂，跟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虽然强调了市场分析与调

学生面对面的交流、学习，切实为后续的设计创意与

研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学生却往往忽略

制作工作打下基础。在多种形式民族民间艺术文化调

其重要性，认为其是无关大局的步骤。然而在长期的

研活动中，学生可以接受心灵的洗礼，自觉的去接受

实践教学中，我发现正是由于前期缺乏系统的社会调

文化的熏陶，教师也可以在这种调研活动中，不断学

研，学生在设计的构思、实践展开环节往往受困其中

习，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以更加生动的形式组织教学，

却找不到突破口。民族民间文化博大精深，种类繁多，

为更好的教学做好铺垫。

对于民族民间艺术文化调研的展开则是一个系统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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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民族民间艺术文化形态研究激发学生创
造性思维的拓展

而这种传统技法的运用，喜庆的红色，独特的形态感
表现，为包装设计提供了思路 ；可以从民间艺术形态
造型结构出发，通过抽象、夸张、拟态、趣味的造型

包装设计课程是涉及包装材料的选择、造型结构

表现，实现包装功能与结构形态的完美结合 ；亦可以

设计、设计策略定位、视觉元素传达、加工与印刷工

从民间艺术形态的视觉表现入手，通过民族民间艺术

艺制作于一体的设计实践活动。优秀的包装设计是创

表现的造型、图案、色彩、与现代包装设计巧妙结合，

造成功品牌的关键，富有创意的包装设计则能使产品

凸显产品包装的个性，尤其是对具有陕西特色的地方

从众多商品中脱颖而出。包装设计是一个与市场与消

产品的推广，文化与产品相结合，则使民间艺术文化

费者紧密结合的社会化产物，它的社会属性不仅仅是

的传承与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文化带入感。

产品的外衣，更是企业形象、企业文化内涵的综合体现，

图 1 为包装设计课程教学实践中，学生作品——
陕西地方特产

是企业价值观的外在体现物。
在一带一路宏伟蓝图下，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biangbiang）面的包装，包装从

秦腔脸谱中获得灵感并巧妙地运用脸谱图案，黑、红、

包装设计无疑也肩负着这一使命，一件包装可能让大

白色彩的运用，使整个包装显得大气、厚重，富有强

众认识了某一传统民间艺术，一件包装可能唤起了人

烈的民族文化气息。此外，盒形开窗的设计，使消费

们对于传统民间艺术文化的好奇与探索。因而，作为

者能够看到真实的产品。

西安的高校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引导与培养则显得尤
为重要，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
陕西地方民族民间文化中进行创意灵感的捕捉，从民

3 强化包装结构设计与民族民间艺术文化相结
合的训练

间艺术形态的材料出发，探索包装不同材料形态表现
的可能性；从民间艺术形态的功能出发，例如剪纸艺术，

实用性是包装设计的最基本功能，文化传播性是

多取材自喜庆节令、五谷丰收、民间戏曲故事、儿童、

新时代对于包装设计的新要求。包装的造型结构设计

动物等，既饶富情趣又装饰美观，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要满足其基本的保护功能、使用功能、信息传达功能、

故深受大家喜爱，在包装设计中，我们可以借用剪纸

商业促销功能。在满足其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实现包

的艺术形态运用到现代婚庆产品包装设计中，这种尝

装的个性化展示，然而，包装设计的个性如何体现，

试与探索，改变了固有的设计思维，尤其是受西方文

则成为评判包装设计优劣的重要标准。包装的造型结

化的影响，现代的婚庆产品设计都是一味的追求西化，

构设计是科学、艺术、文化的相统一，包装外部的立
体形态，内部的结构布局都是根据产品的特点及实际
需要，运用适合的材料和技术手段，结合人体工学、
艺术学、心理学、形态学等创造出立体造型形态的设
计过程。从包装的结构形态出发，探索结构形态与民
族民间艺术相结合的途径，则是包装设计体现个性化
特征的一个有效方法。它不仅改变了包装的外在形态，
同时升华了包装设计的内涵，对于企业整体形象的提
升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因而，教师在包装设计课程教学中，可以有意识
的加强学生包装形态设计与民族民间艺术文化形态相
结合的训练，可以循序渐进，由简入难，使学生在掌
握盒型结构的制作方法的基础上，对民族民间艺术文

图 1 学生作品——陕西地方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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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寓意、色彩、图案等），引导学生通过选定产品，

物，才能真正的富有情感与感染力。

根据产品的特性设计包装造型结构，并依据包装的功

草编工艺是陕西地区民间沿袭的一种传统手工技

能检验包装造型是否符合包装设计的原则。在训练学

艺，它主要是以稻草为材料的一种编制技艺，手法多

生传统民族民间文化与包装设计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

样且易于学习，能够编织出各种生活用品及工艺品。

切勿盲目的嫁接，一定要选择适合的产品，适合的结构，

将这种传统技法与包装形态设计相结合，不但天然环

适合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不断探索、改进，以更自

保还极具地方特色。图 2 是学生作品——陕西红枣的

然、更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形态展示出来，这种建立

包装设计，盒盖部分就是借鉴陕西的草编技法，采用

在对文化的尊重与理解、科学与严谨态度下的设计产

麻绳编织，牛皮纸上大红色的标签烘托出浓郁的民族
特色，整个设计古朴、自然。
与此同时，作为高校教师应不断加强传统文化、
民族民间艺术文化的学习，扩展知识储备的宽度与深
度，教学相长，要勤于思考，不断探索教学的改革与
教学质量的提升。在课程的教授中，注意加强与之相
关联的多学科知识讲授，扩展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多看书、勤动脑、
多实践、扩展知识面，从而寻找更多灵感突破口。

4 挖掘优秀民族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
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有着不同的
民族、地域文化，它们总是以各种形态展示出来，让
世界各国的人们感受到它们的文化魅力、艺术审美、
心理等特征，这是积极的一面，然而，在这种多元文
化交流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通过文化
的渗入，实现文化入侵，这是非常可怕的。例如在我
国，不时的刮起韩风、日风热，尤其作为年轻的新一
代，他们不加辨别的一味跟风跟热，而对于我们的传
统优秀文化漠不关心，甚至持否定态度，着实令人痛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
传统文化，并指出：
“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
极践行。中华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灿烂的历史文化，在
悠悠的历史长河里，溅起朵朵瑰丽的浪花。这是我们
取之不尽的艺术养分，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
黑格尔曾说过 ：
“每种艺术作品都有属于它的时
代和它的民族。”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是越来越激
烈的竞争，每个国家都希望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据一席
图 2 学生作品——陕西红枣包装

之地，树立自己的旗帜，因而，具有强烈民族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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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的事物，往往能够带给消费者情感上的共鸣，更

归属感与认同感，民族、民间文化的大局观，关注陕

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包装设计是以文化为本位、

西地区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着力

以生活为基础、以现代意识为导向的设计学科，是社

培养学生将传统文化精髓转化为现代设计的能力，以

会总体文化的一种反映。它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发展的眼光对待传统文化，以继承为基础，不断创新

从多层面、多角度传递民族文化，揭示民族文化的内

发展，为传承民族文化的发展，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涵。任何设计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都

贡献一份力量。

不能脱离各自的民族精神。在传统文化复兴日渐明显

在包装设计课程实践训练环节，加强民族化包装

的中国现代文化生态环境中，寻找现代包装设计和传

设计训练这一内容，通过具体的地域性产品包装设计

统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也越显重要。例如，在日本的包

实践练习，表现民族化风格、地域特点、实现包装设

装中往往出现富士山、樱花等元素 ；法国的包装往往

计与传统艺术的结合，与世界多元文化的结合，体现

出现埃菲尔铁塔的形象 ；在我国的包装设计中，往往

出设计的文化感、时代感，使之成为传统文化的物质

出现汉字、中国结、年画、传统纹样等元素，然而，

与精神载体，则是高校包装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有效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们的包装设计应立足于当代，

方法。

做到不盲目排外，也不盲目崇拜，以建立自己的文化
坐标为目标，挖掘我国的传统文化、民族民间艺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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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李顺利
(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广州 510405)

摘要 ：原生艺术是原始的、直率的，自法国艺术家杜布菲 (Jean Dubuffet) 提出后就一直是视觉艺术家们
研究的一个方向。本文从原生艺术的概念与形式、包装设计的由来及理念切入，以儿童画和民间艺术为例，
研究原生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原生艺术 ；包装设计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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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 Brut in Packaging Design
LI Shun-li

Abstract: Art Brut is primitive and explicit,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for visual artists
since the French artist Jean Dubuffet proposed.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oncept and form and the
origin and concept of packaging design of Art Brut, and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 Brut in packaging
design. Taking children’s paintings and folk art as exampl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Art Brut in packaging
design is researched.
Keywords: art brut; packaging design;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1 什么是原生艺术

完全摆脱对过去的视觉艺术经验约束，艺术作品的作
者通常都是与艺术圈子没多大关系的。根据资料显示，

1.1 原生艺术的概念

主要类型有 ：精神病人的视觉表现作品、通灵者的视觉

许多人都说原生艺术是原始的、直率的、无经
验的……到底什么才是原生艺术？“原生艺术 (Art

表现作品或者对传统视觉艺术有高度区别的视觉作品。

1.2 原生艺术的常见形式

Burt)”是由 20 世纪法国著名艺术家杜布菲 (Jean

首先是原始的艺术形式 ：在史前时代，人类与大

Dubuffet) 发掘并命名的 , 它特指没有明显的传承体

自然融为一体，没有复杂的科学与技术，一切都是原

系、没有模仿成分、“从天而降”的艺术 , 也有称之为

始的、自然的，原始艺术有着非常稳定的特征，那就

“素人艺术 (outsider art)”。原生艺术曾启迪了西方的

是集体的生活与劳动。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原始艺

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创作 , 也丰富了今天为我们所熟

术形式的发展，出现了与多数人不一样的艺术形式，

①

知的当代艺术的形式与内涵。

看起来复杂的概念，简单地来说就是最原始的视

显著的特征就是“与众不同”。从艺术家对高更、佛拉
芒克、德兰、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和莫迪利阿尼

觉艺术作品，包括素描、色彩画、刺绣、雕塑等等，

等人的学术性研究，到对原始艺术的发现和运用，都

所呈现的是发自作者内心强烈的原创性、创造性特征，

说明艺术的主题、技巧和审美观念已经确立，因而这

基金项目：2017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面向心理健康问题治疗的原生艺术介入研究与探索”（课题编号：2017GWQNCX057）成果。
作者简介 ：李顺利，2013 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获硕士学位。现为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艺术设计系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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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始艺术也组成了西方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完整的

合适的工具材料以及工艺，对特品的包装实行结构和

一部分。这些艺术家的共同愿望是 ：
“希望把原始本能

外观的设计。现代的包装设计指的是为商品进行包装

的力量还给文明人”
。1985 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的设计，整合了品牌的理念、商品的特性以及客户心

举办了题为“原始主义艺术与 20 世纪现代艺术”的大

理的综合属性，作品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商品的市场表

型展览，充分证明了原始主义艺术对 20 世纪现代艺术

现。传统的包装通常是为了保护商品而设计，随着商

②

产生的重要影响。

业竞争日益激烈，包装设计的商业价值被进一步体现。

其次就是精神病人的艺术形式 ：所谓的精神病人

包装已经成为实现商品价值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是视

是相对于正常人来说的，这一特殊群体所做的事情往

觉设计行业非常关注的项目。其作为综合性学科，具

往是正常人无法做到或者无法授受的。但它却是精神

有商业和审美于一体的特点。

病人自我保护、自我表达的表现形式。当摆脱了传统、

2.2 包装设计的理念

社会、现实等约束，人的欲望与表达都会得到充分的

一是安全理念 ：所谓的安全，指的就是确保产品

展示，所以精神病人的作品都是人的潜意识表达。美

的安全性。装载不同的商品，应根据商品的特性来选

国学者约翰·麦基高在《发现精神病人艺术》中写道 ：

择材料与工艺。例如有的商品要求防潮，则需要选择

“20 世纪早期，讨论精神病人艺术的文章数量出现了

防潮的工艺与材料 ；而有的商品需要防摔，例如陶瓷

显著增长。其中许多继承了始于 19 世纪末的精神病

制品，则需要使用类似泡沫等材质的包装材料与设计

研究惯例。然而 20 世纪的与众不同在于出现了首批

方法。以便确定特定商品所需的防晒、防爆等。包装

讨论精神病人艺术的书籍和对精神病人艺术的非医学

的安全性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或非精神病学研究。精神病人艺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二是促销理念 ：如果说早期的包装设计是纯粹为

前显现出来。受不断变化的精神病人艺术理论的启发，

了保护商品，那么今天的包装设计重要理念之一就是

艺术和文学评论家开始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研究，这些

促销了。传统的促销方式主要是由工作人员口头介绍

艺术评论研究使公众突然对精神病人艺术产生了兴趣。

为主，而目前以自选形式为主的购物方式，包装设计

第一次精神病人绘画作品刊印在了大众触手可及的书

无疑就成了最有效的广告。如果包装设计能够吸引并

籍中，人们逐渐意识到精神病人艺术有着远超精神病

打动消费者，必定会引起潜在客户的购买欲望，从而

③

学的含义。”

还有就是儿童艺术 ：目前国内外儿童艺术培训机

实现促销效果。
三是生产理念 ：包装设计不能纯粹的追求安全性、

构遍地开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儿童艺术的发展。儿

促销性等，而是要在符合商品包装基本要求的基础上

童艺术具有天真的特性，是一种集合了轻松愉悦和活

考虑是否能够批量化生产。例如印刷技术、切割成型

泼天真的艺术特征，具有审美和娱乐的属性。儿童艺

等方面是否合理，以达到形式美与内在美的有效统一，

术表现未受社会化的影响，不受经验的控制，使儿童

达到符合工业生产的要求。

艺术作品更加能够表现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恰恰就
是人类原始的、纯粹的视觉艺术属性之一。
最后还有民间艺术 ：民间艺术指的是未接受过任

四是人性化理念 ：包装设计要适合特定商品的属
性，例如储存方式、运输事项等。例如食品的包装、
固体与液体商品的运输区别等。因此，商品包装设计

何专业训练，而是通过自学来达到从事视觉艺术工作

必须达到人性化，根据商品的质量、特点决定其方式，

的人员。包括民间的各种艺术形式，如剪纸、雕塑、

例如开口方式是否手提、是否形容式、是封闭还是半

编织工艺等。与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相比，民间艺术

封闭等。

最大的特性就是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了。

五是艺术理念 ：把包装设计当作艺术品来打造，
使其成为美化商品的艺术精品。艺术审美性高的包装

2 关于包装设计

更加容易从同质化的商品中突出，给消费者审美的需
求，达到艺术情趣的审美乐趣。

2.1 包装设计的由来
包装设计通常是指设计师根据特品的属性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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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环保理念 ：环保是全社会的共识，包装设计
应注重不污染环境和伤害消费者健康为前提，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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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商品、食物类商品的包装，更加应该注重绿色环

3.2 民间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保理念。

民间艺术家从未接受过系统的培训，不受学术、

七是视觉传达理念 ：视觉传达在于主题明确、简

规范等条条框框的限制。所以民间艺术作品往往更加

单易懂，尽量避免大多繁杂的修饰，否则会造成主题

贴近生活，更加纯粹。民间艺术在包装设计中应用可

不突出甚至产生歧义。因此，注重视觉传达的理念，

以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是要强化主题视觉效果并找出最有效的视觉传达要素。

首先在含义上 ：中国是文明古国，拥有灿烂的民
间艺术文化。例如岭南艺术，可以将其与岭南地区的

3 原生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特产包装设计结合起来。民间艺术讲求含义的积极性、
向往性、寓意性等，例如将石榴图形意为“多子多福”等，

原生艺术形式多样，根据包装设计的理念，笔者

将传统的图形、文字与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的

以儿童画与民间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为例来探讨

祝愿、对生活的追求等都表达在其含义上。而包装设

原生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计就可以结合其含义，将美好的事物结合起来，从而

3.1 儿童画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推动民族文化和包装设计的发展。

时代的快速发展使社会的浮躁风气日益严重，这

其次民间艺术的图形也可以丰富包装设计的视觉

种现象也表现在了包装设计上。许多产品的包装设计

元素 ：许多图形都是靠民间艺术家的创作而来，并通

非常浮夸，使包装的艺术性和审美性都大大的降低。

过符号的形式记载下来。包装设计中也可以融入民间

而儿童画作为原生艺术的一种形式，将其应用在包装

艺术元素。
此外，民间艺术的色彩在包装设计中也可以起到

设计上可以丰富视觉表达元素，使包装设计更加纯粹、
更加有趣、更加灵动，对设计灵感的激发是有非常大

主导消费者的作用 ：民间色彩的含义丰富，但往往通

帮助的。

过特定的色彩来代表不同的含义。例如红色代表着喜

儿童绘画应用于包装设计，可获得如下几个作用：

庆，所以逢年过节的商品都会选择红色为主色调。例

首先是直观的表现 ：儿童绘画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如中秋月饼的包装、年货的包装，可以显现民间艺术

就是直观表达，通过直接展示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其想

的色彩特色。

法呈现出来，使包装设计作品的内涵显得更加自然、
更加纯净。

4 结论

其次是在直觉的表达 ：儿童绘画应该是在没有任
何教化、不受任何社会因素影响下由儿童自由畅想绘

原生艺术作为不受限制的特殊艺术形式，相对于

制而成的，对于已经深受教条约束的设计师来说，思

市场上过于教条化的商业包装设计来说是比较原始、

想固化，难以打破僵硬的表达。而儿童画在直觉表达

比较清新、比较纯粹的应用元素，将原生艺术中的儿

上却可以用最真实的感情和最鲜明的色彩来帮助设计

童绘画、民间艺术等应用于包装设计，可以增强人们

师发挥创造力。

之间的认同感，使包装设计更加符合其理念。

最后是在童趣的表达方面 ：把儿童的表达应用到
包装设计，可以抛弃理性思维的分析，将感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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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包装材料发展的新趋势
作者 ：高珊
来源 ：现代营销 ( 下旬刊 )，2018 (6)
摘要 ：食品包装实际上就是一个再生产过程，很有可能会造成环境二次污染，这就需要绿色食品包装进行充
分考虑。绿色包装就是不会影响和伤害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可以循环使用和再生，并与健康可持续发展相适应。
近年来，在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影响下，人们对食品包装材料的要求不断提高，所以，新型环保包装材料开
始备受重视。现阶段，使用最普遍的就是纸质包装材料、可降解性包装材料、可食性包装材料、其他新型材料，
通过绿色材料包装食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食品的安全性，为人类的身体健康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从而实
现生态发展。据此，本文主要对绿色包装材料发展的新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

基于碳足迹的快递包装研究综述
作者 ：付天琴，武钰淳，薛亮
来源 ：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18 (6)
摘要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碳足迹和绿色快递包装的研究进行梳理，主要围绕快递包装、碳足迹、绿色快递包
装三方面展开，为绿色快递包装的进一步探究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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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垃圾源头减量治理的三群体演化博弈分析
作者 ：张爽，孙绍荣，马慧民
来源 ：包装工程，2018 (7)
摘要 ：目的 - 理清包装垃圾源头减量治理中的各主体博弈关系和动态演化过程，针对包装垃圾源头减量治理
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方法 - 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在包装垃圾源头减量治理中的演
化过程，并选用 6 组代表性数据通过 Matlab 软件进行仿真模拟。结果 - 研究结果表明，在包装垃圾源头减量初
期，政府引导起到了明显的主导作用，仅靠适度提高包装企业的补贴并不能促使各方都采取参与策略，因此必须
加大对过度包装企业的罚款力度 ；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对于系统的均衡结果具有较大影响 ；企业应调整自身包装策
略，做到从承担社会责任中提高经济效益。结论 - 通过研究包装垃圾源头减量治理中多元利益主体决策行为的演
化特征，为包装垃圾源头减量治理提供了对策与建议。

可多次使用的免胶带快递包装设计
作者 ：蒋山山，宁如霞，曲新宇，秦茂财，李淑娟，仲晨
来源 ：包装工程，2018 (7)
摘要 ：目的 - 针对目前快递包装箱使用一次便退出流通过程，以及普遍使用胶带封箱的问题，提出可多次使
用的免胶带绿色快递纸箱设计方案。方法 - 首先通过市场调研明确现有快递包装需要改进的问题 ；其次通过创新
性包装结构设计提出可多次使用的免胶带快递包装方案，并明确新设计的使用流程 ；最后进行包装性能测试试验
和实际运输测试，以检验方案的可行性。结果 - 等效跌落高度为 80cm 的自由跌落试验结果表明，提案纸箱第 1、
第 2 及第 3 次底面跌落的峰值加速度分别为 26.0g、29.6g、17.5g，第 2 及第 3 次的峰值加速度分别比第 1 次增
加了 13.7% 和降低了 32.8%，3 次重复试验后密封效果仍良好 ；由空箱抗压试验知，提案纸箱的最大抗压强度为
2558N，优于同规格的标准开槽瓦楞纸箱 ；实际运输测试证明，提案纸箱在国内相对恶劣的运输环境下，仍具有
良好的密封性及保护性。结论 - 该设计方案不仅能够实现纸箱的可多次使用功能和免胶带封箱功能，还具有良好
的保护性能、密封性能、环保性能。

可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相关研究进展
作者 ：滕琴
来源 ：信息记录材料，2018 (7)
摘要：近几年，高分子材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使用的越来越普遍，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
基于此，研发新型对环境友好的可降解材料，是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工作，并已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
认同。在这种大环境下，本文对可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应用情况展开相关研究。首先，本文论述了目前我国高
分子材料的处理现状，并分析了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主要原理；其次，探究了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种类；最后，
讨论了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应用前景。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能够为可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应用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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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瓦楞复合纸板静态压缩试验与有限元分析
作者 ：李光，李津乐
来源 ：包装工程，2018 (7)
摘要 ：目的 - 对立式瓦楞复合纸板的静态压缩过程进行试验研究和有限元分析，研究不同楞型立式瓦楞复
合纸板的力学性能。方法 - 制作 A 楞、AB 楞、B 楞等 3 种不同立式瓦楞复合纸板试样，进行静态压缩实验，得
到其压缩应力 - 应变曲线 ；建立 3 种楞型的立式瓦楞复合纸板有限元模型，进行静力学分析，得到其压缩应力 应变曲线，并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 试验和有限元分析均显示立式瓦楞复合纸板的静态压缩过程与
蜂窝纸板的静态压缩过程类似，包括弹性阶段、屈服阶段、平台阶段、密实化阶段，试验和有限元分析所得到的
压缩应力 - 应变曲线相吻合。纸板的峰值应力和平台应力与楞型有关，且随着楞高的增大而减小。结论 - 通过
试验研究和有限元分析方法得到了不同楞型立式瓦楞复合纸板的静态压缩性能，对该新型材料的应用有重要参考
价值。

消费者对生物包装的态度—跨文化比较研究
作者 ：Carsten Herbes，Christoph Beuthner，Iris Ramme
来源 ：清洁生产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8 (1)
摘要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与传统产品包装有关的环境损害，因此对“绿色”、“环保”或“可持续”包装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包装的“环境友好性”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定，但是我们对于影响
消费者对“环境友好性”的认知属性几乎没有科学的见解。因此，我们研究了环境友好包装属性的相互作用是如
何影响对环境友好度的整体评价的，并调查了德国、法国和美国三种西方消费文化的态度。我们发现，消费者主
要关注包装报废的属性，尽管不同文化在衡量可回收性、可重用性和生物降解性的相对价值方面存在差异。我们
发现，消费者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较少，几乎完全不关心与生产、运输和零售有关的活动。与 LCA 的包装研究
结果进行比较后发现，消费者对于包装方案对环境影响的认知存在许多差异。建议推动环保包装计划的品牌商家
突出那些与使用后阶段相关的生态优势，并区分各国的包装策略。

包装材料和图形在可持续性感知与产品评价中的作用
作者 ：Nigel D. Steenis，Erica van Herpen，Ivo A.van der Lans，Tom N.Ligthart，Hans C.M.van
Trijp
来源 ：清洁生产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7 (9)
摘要：本文以线索利用理论为基础，研究包装的可持续性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认知、推断和对包装产品的态度。
对 249 名使用不同材料和图形的汤品包装的学生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包装与可持续性是一个非常显著
的关联，但对消费者的态度来说只是适度的重要。消费者判断和生命周期评估的对比表明，消费者依靠误导性的、
不准确的惯常理念来判断包装的可持续性，因此容易做出无效的环境决策。这项研究还展示了包装对食物产品的
影响。特别是，它表明实际环境的变化（通过改变包装材料）不仅影响对可持续性的认知，而且带来其他一些好处，
如可感知的味道和质量。与此同时，消费者的可持续性评估也受到单纯图形的包装影响，这些包装实际上没有明
显的可持续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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