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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是原专业标准ZB/TY 17026-1989((缝纫机、白行车贴花纸》，经由国轻行〔19991

112号文发布转化标准号为0日T 3549-1999，内齐不变。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日本{_业标准AS B 9091一!978《缝纫机、白行车贴花纸》。

    本标准由国家轻 }_业局行业管理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缝纫机标准化中心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mi.阳缝纫机厂、南京缝纫机总厂、武汉日用机械制造公司、7A

州市缝纫机__厂一、浙江富阳新登机床厂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原轻 I >lk部发布的轻 }令业标准 ZB-TY 17026-1989

《缝纫机、白行车贴花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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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行业标准
QB/T 3549一1999

缝纫机、自行车贴花纸
代替ZB/TY 17026-1989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缝纫机与自行车贴花纸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平印、凸印工艺生产的缝纫机机头、抬板与自行车商标图案和外表装饰用

的贴花纸;也适用于表面光滑的各种铁材、木材物件上用的贴花纸。

2 引用标准

GB 2828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GB 7705 平版装瑛印刷品
GB 7706 凸版装磺印刷品

QB 818  ki,!i花而纸

QB 819 贴花衬纸

3 术语

3.1脱壳— 贴花衬纸和贴花面纸在裱合后的自动分离。

3.2套色— 也可称为套印，两种色彩层以上 (包含两种色彩层)的重叠或井列。
3.3 墨色— 汕墨的颜色.

4 产品分类

4.1 分类

    二 缝纫仃L机头用贴花纸;

    ‘. 缝纫机抬板用贴花纸，

    ‘. 自行车用贴花纸;

    d. 各种表面光滑的铁木机物件用贴花纸。

4.2 结构

    结构如图1所示。
4.3规格尺寸

    规格尺寸按委托印刷方和制造方的协议或合同为准。产品计算单位以出厂规格的商标图

案或装饰纹的 “张”为单位。

国家轻工业局1999-04-21批准 1999-04-2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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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铝箱层， 2一色彩层， 3-胶层; 4-贴花面纸， 5-裱合层。 6-贴花衬纸。

图1 贴花纸结构示意图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质里

5.1.1纸面质量应平整，无析皱纹。
5.1.2 墨色色泽均匀，深浅基本一致，符合标样的规定。

5.1.3 文字与装饰花纹应清晰，层次分明，无明显的线条或块面模糊。

5.2 使用性能

5.2.1裱层结合力 在室温10-35℃与相对湿度70%-r80%时，贴花面纸与贴花衬纸的脱壳

面积应小于35%o、人为撕开时，应无粗长条衬纸粘结。

贴花衬纸

贴花面纸

该

图2 贴花纸人为撕 (扯)开示意图

5.2.2套色 重委或并列套色应正确，底色露出标准线应符合。B 7705和GB 7706中套印一

般产品误差规定。

5.2.3 图面质量 每 “张”产品上应无三处以上(包含三处)的空白点或断线:

    二 单色的空白点直径不大于。.5mms
    ‘。 套色的空白点直径不大于1.Omm;

    ‘。 花纹的断裂不大于1.5mm7

    d. 文字应完整，无明显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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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位置端正 缝纫机机头用贴花纸四周留存的白边均匀一致.共歪斜度不大于1S.Omm_,

5.2.5 正反面花纹重合性 按委印方的耍求贴花纸的正面与反面的商标或花纹，应对正重
合 。

5.3 理化性能

5.3.1 转贴性能 贴花纸经转贴后，用济水淋 (浸)45S内，贴花而纸应全部脱落，花纹应不毗 ·
5.3.2 墨色干燥 产品自出厂日期起经存放30天以上的贴花纸，贴花时用标号一般为200号

的工业汽汕浸温的软性纱布在3S内往返轻擦2次，图案应不糊花，不褪色。

5.4 稳定性 贴花纸产品在通风条件下，温度不超过28C，相对湿度不超过85%处，贮存
12个月内不失效。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质量

    在光源的色温约为HOOK,照度为600 1 2001x的光线下，检验距离为500mm，用目测判
定。

6.2使用性能

6.2.1裱层结合力

    。. 脱壳而积用直尺和目测判定;

    ‘。 用于人为撕开见图2所示 (约以450角方向撕开)，目测判定。

6.2.2 套色 用精度为0.01 m m的2。倍刻度显微镜检测。

6.2.3 图而质量 用精度为0.01mm的20倍刻度显微镜检测。

6.2.4 位挽端正 用直尺检测。

6.2.5 花纹重合性 在光源的色温约为5000K,照度为600 1 2001x的光线下，检 验距离为

300mm，用目测判定。

6.3 理化性能

6.3.1 转贴性能 按附录A规定试贴，用清水淋(浸)，不超过1 min，用目测判定。

6,3.2 墨色干燥 用软性纱布浸取标号一般为200号的工业汽油往返轻擦后，目测判定。

7 检验规则

7.1产品必须附有检验合格证。
7.2 检验分类 (见表1)

}‘&5}A
出
厂
检
脸

技术要求中全部项目 型 式 检 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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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出厂检验 一‘
7.3.1 委印方在收到贴花纸后，应即按本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或双方约定的协议

  进行验收。
7.3.2 每批产品的抽样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一般以生产条件相同的一批品种同时交

货，且检查批N为3000 ̂ 100000个单位为一批，抽样量与判定组数按GB 2828执行。合格质量

  水平AQL为10,检查水乎IL为I级，二次正常抽样。
7.4 型式检验

7.4.1 在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以同一日期生产的产品为一批，从中随机抽取
1/1000张 (但每次不能少于10张)。

          正常生产时3 -̂6个月进行一次。

      ‘。 正常生产时，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时进行一次.

    ‘。 新产品投产时，
    d. 产品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 出厂检验结果和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7.4.2 产品合格品的判定

    被抽查检验的任意1张样本，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要求的，该样本为不合格品。

7.4.3 产品合格批的判定
    在抽查检验的样本中，当出现2张以上 (不包含2张)不合格时，则判定本批产品不合

格。出现2张不合格品时，必须加倍检验。在复检的样本中对不合格项目复侧检验，均应合
格。仍出现1张以上 (不包含1张)不合格品时，则判定本批产品不合格。

7.4.4 型式检验不合格时，该批产品必须在消除弊病后才能出厂。

8 标志、包装、运翰、贮存

8.1 标志 贴花纸的外包装上应贴上合格证与产品花样，合格证上应有下列标志:
    二 产品名称，
    b。 批号，

    二。 数量，

    d. 出厂日期;
    。.委印单位;
    「. 制造单位。

8.2 包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贴花纸每200张为一封<或袋或包)，附检验工号，

    ‘.一般以重量不大于25kg为一包，每包用一层塑料薄膜(袋)，两层牛皮纸包装密封
后，“井”字形包扎牢固。

8.3运输 贴花纸的搬运与运输应避免雨淋、曝晒、重压、剧烈摔撞和受潮。

8.4 贮存应符合下列要求:

    。. 存放坏境 室内必须干燥通风，温度在28℃以下，相对湿度应在60%-80%的范围内，
    ‘.存放切勿与各种油类并存并放，严防各种腐蚀剂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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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最 ^

                                  材 科 要 求

                                      (补充件)

A1 材料要求

人1,1贴花面纸应符合QB 818的规定。

人1,2贴花衬纸应符合QB 819的规定。
A1,3 铝箔应符合下列要求:

        含铝I为99,3%以上1

    ‘。厚薄均匀一致，平均厚度为0,28--0,36pmt

        规络尺寸为14。二“x 140mm的方箔或400m m宽的卷箔;
    d。外观质量应整齐，无破碎、边角无齿状、无砂眼孔洞，

        卷箔搭头应平整、均匀。
A2判定方法

    材料按生产厂提供的化验单判定，应符合A1.1, A1,2, A1,3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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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最 B

                                贴花纸的使用方法

                                      (参考件)

B1 贴花工艺

B1,1贴花应在15一28 C温度下，相对湿度在60%一80%的相当清洁的室内进行，贴花前应

先把醋胶贴花清漆用200号工业汽油稀释到一定粘度，均匀涂在贴花面纸表面，待清漆内的溶
剂挥发，使清漆达到最大粘度时，方可剪贴到物件上。

91.2 被贴物件的表面必须光滑洁净，无砂眼。

81.3 贴花时必须贴实摸平，以使贴花面纸与物件表面间的空气压挤出来，等待1一3n,in,
用清水淋湿%I‘花面纸，待湿透后用软性涅布轻轻揩去薄纸和图案上残留的水溶性胶质，再用
软性布浸取标号一般为200号的工业汽油，轻轻楷去花纹周围段留的醋胶贴花清漆，揩时应掌

握次数和溶剂的用量,以防楷坏商标或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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