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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台南，台北，东
莞，昆明，宁波，太原
六座城市十日奔波后，2013年
德国高宝最新技术巡回研讨会
在业内一阵阵认可声中于2013
年10月16日完美落下帷幕。
传道：实用新技术讲座让中西
部内陆企业更多地了解行业发
展新动态
此次研讨会高宝选择了昆明和
太原两座内陆城市。随着国家
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不断加大，
产品质量及印刷工艺的提高成
为中西部印刷企业亟待解决的
问题。利必达105非常适合中游
印刷企业冲击高端市场的设备
之选。
授业：发达地区创新技术介绍
紧随世界潮流

如果说利必达105可以帮助中游
印刷企业迈向高端市场，以利
必达145和106为代表的目前世
界上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高宝高
端设备则可帮助企业实现超高
自动化及标准化生产作业。
解惑：正确分析设备投资回报
成本大投资并非代表长回报周期
在东莞展的巡展中，德国高宝
单张纸市场总监Veil先生就举了
这样的一个例子：
两台设备，一台为最高配置
的利必达RA106-6+L，一台为
配置全自动换版配置的利必
达RA105-6+L，设定两台设备
的实际生产时间相同，利必达
RA106的价格较利必达RA105贵
34%，以5000张为一个工单计
算，经过实际生产粗略统计，

质量控制系统的投资回报率大
概为5个月，同步清洗装置为6
个月，升级同步换版大概需要
15.6个月。也就是说，这多出
的34%的设备投资将在大概最
多2年的时间内就可以将成本回
收，剩下的设备使用时间就是
完全的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授人以渔胜过授人予鱼。在目
前的技术改革大浪潮中，高宝
2013技术巡展带给我们的是一
种态度。相信今年高宝巡展中
介绍的先进技术几年后也不会
落后，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以设
备的整个服务周期为投资回报
核算，我们将会以更加中肯的
态度去选择和面对现在的购机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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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Claus Bolza-Schünemann
高宝总裁兼CEO

过去几个月，从印刷界传来
的都是扣人心弦的消息。Axel
Springer Verlag把该媒体出版
社成立之初就属于它的报纸
Hamburger Abendblatt和Berliner
Morgenpost以及各种杂志出售给
Funke MedienGruppe（原名为
WA Z ） 这 一 消 息 成 了 特 大 新
闻。此外，“华盛顿邮报”被
亚马逊和电子商务的大佬Jeff
Bezos买下。关于这些故事的奇
怪之处是，在Springer卖掉著名
的印刷刊物以通过购买更多的
门户网站来发展其自己的电子
商务活动的同时，Jeff Bezos却
用其在网上贸易挣得的财富买
下了这份在华盛顿及其以外的
广大区域非常受欢迎的报纸。
上述事件涉及的所有各方似乎
都从这一交易中看到了机会，
否则他们就不会坚持到底。来
自Axel Springer的Mathias Döpfner经常暗示他的战略是要“离
开印刷投奔网络”，这家德国
最大的媒体出版社之一实际上
也接受了这个战略，正在逐步
转变成为一个经营汽车、不动
产和其它消费品的数字化交易
平台。Jeff Bezos在自己的目标
和战略方面也没有放弃什么。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假设，Jeff
Bezos喜欢把“华盛顿邮报”这
个有影响力的品牌与强力传播
的数字式阅读装置–Kindle结合
在一起，以便能够把它们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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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印刷界激动振奋的时代

为可以获利的商务套餐。
这两个事件都是印刷和媒体的
前景将会发生巨变的例子。
在做出涉及团体的投资决定
时，它们破坏并制造了我们行
业的不稳定。这些乍看起来具
有分歧的战略也展示了仅仅遵
循座右铭“印刷已死，网络万
岁”并不是唯一最好的前行道
路。在网络的这一领域中依然
还有许多未被满足的期望。但
是，印刷和网络将会一起成长
为可以用其挣钱的多通道解决
方案却是一个事实。在印刷工
艺上，模拟和数字技术也是如
此。这两种工艺各有其强项和
局限，而且越来越多地作为现
代促销战略的一部分被加以组
合使用。
新订单方面，高宝也感觉到了
部分印刷行业中未来发展的潜
在不确定性造成的影响。在某
些关键的销售市场中的经济疲
弱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
这对与媒体相关的和依赖广告
的印刷部门 - 例如商业印刷、出
版印刷、杂志和报纸印刷来说
显得尤其如此。甚至在技术上
和经济上可行的投资目前正被
纷纷推迟，这并没有使我们的
计划和对生产能力的利用变得
更加容易。但是，对此进行抱
怨也是毫无意义的。几年来，
我们已经用自己的资源对我们

的组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
便适应变化的、在某些领域不
断缩小的市场。我们定期开发
新产品和新工艺，以满足不同
客户的不断变化的要求，同时
我们还会在先前并不重视的印
刷市场进行投资。今天，只要
各个公司具有掌握这一平衡行
动的资源，在不同的市场部分
中同时发生的萎缩和增长就不
再会造成巨大的矛盾。
作为多样化战略的一部分，过
去几个月，我们把注意力集中
在变化的但又持续增长的包装
市场。长期以来，通过用于折
叠纸盒印刷的利必达印刷机，
我们已经在这一市场上占据了
有利地位。但是，截至目前，
我们还一直未能在被柔印和凹
印统治的柔性包装市场积极地
进行扩展。随着我们接管了意
大利印刷机制造商Flexotecnica
的大多数股份，这种情况将会
开始改变。在瞄准新客户的同
时，还要重视在包装行业多个
领域非常活跃的现有的包装客
户并且努力向他们推销我们的
新产品。
第二个收购目标针对的是规模
较小但却价值很高的对玻璃容
器和其它高质量塑料和金属制成
的空心物体进行直接印刷的市
场。现在已由高宝掌握大部分股
份的位于德国Bad Oeynhausen的

Kammann Maschinenbau就是在
玻璃上直接印刷的丝网印刷机的
全球市场的领导者。这类玻璃包
装主要用于顶级价格的化妆品、
香水和含酒精饮料。即使在诸如
中国和巴西等正在繁荣发展的新
兴国家，这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
市场。
这个时代对印刷和参与到这个
行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令
人振奋的。这种动态的转变向
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它
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机会。在这
变化的年代，我希望您和我们
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并在最终
获得期望的成功。

Claus Bolza-Schüne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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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德国高宝集团
单张部市场总监Jürgen Veil在演示新的
利必达164时仍然显得从容不迫

仅100秒钟内对所有印刷机组
的印版进行同时更换。高宝
的Plate-Ident可以执行联机印
版识别、预先套准以及检查印
版是否正确定位。更多的印刷
准备过程，例如以CleanTronic
Synchro进行的清洗也将可以同
时进行。

7B幅面机型现在也具备了最佳性能

300位大幅面印刷商体验新的
利必达164
在德鲁巴2012展会上，高宝首次展出了新的利必达145，为大幅面印刷确定了新的标杆。2013
年6月20日和21日，作为在拉德博伊尔工厂举办的厂内公开演示会活动的一部分，来自20多
个主要欧洲国家的近300名当前的和潜在的高宝大幅面印刷机的用户顶着骤然升高的气温近
距离观看了新的利必达164的演示过程。今年年初面世的新的利必达164将会逐渐取代在7B幅
面尺寸中获得广泛成功的利必达162。

上光印版甚至可在印刷机进行
印刷的过程中自动更换，就像
可以更换套筒式网纹辊一样。
减少了装填容积并且具有高流
动性的刮刀腔体也是新部件。
油墨流动速度的加快将会支持
更快的生产速度，经过优化的
纸张制动装置也将确保为商业
印刷商和包装印刷商获得极好
的纸堆形状。其它的新部件还
包括AirTronic收纸装置、节能
的VariDry BLUE 干燥系统和新的
配有集成测量系统的ErgoTronic控制台。

底

座加高并配有上光机组
和加长收纸装置的六色
机型的利必达164是一系列现场
演示活动的关注焦点。该机在
120.5 x 164厘米的幅面级别中
对性能参数进行了重新定义。
单张部市场总监的Jürgen Veil
介绍了自动化部件并且进行
了印刷演示。由于采用了专
用驱动装置技术和高水平自动
化，在DriveTronic飞达上将不
再要求进行耗时的手动调整。
只需按动两个按钮，该机就能
以15,000张/小时的最高产能持
续运行。与利必达145一样，
利必达 1 6 4 配 有 D r i v e T r o n i c
SIS无侧规进纸机构。除自动
换版外，在印版滚筒上还将
配有选购的DriveTronic
SPC
专用驱动装置，以支持在仅

高宝负责单张纸产品部门的执行副总裁Ralf Sammeck对为时两天的厂内公开演示活动的出席人数感到非常满意。他
对来自近20个国家300多名专家来到拉德博伊尔的高宝工厂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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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完利必达164后，Jürgen Veil通过一台六色利必达145和一台配有10个机组
的利必达106进行的商业印刷演示再次掀起了高潮

参观的印刷专业人士专注地观看介绍和印刷演示

同时进行印刷和准备工作

率将由传感器进行不间断的监
视。这些干燥灯在仅仅数秒钟
内即可用手完成更换。高宝还
把UV惰性气体干燥装置作为选
购装置提供给此款利必达。如
果消费品按照惰性气体的腔室
进行定制，这些装置将会提供
增强的交联效果并且减少离子
迁移和气味方面的相关危险。
就在不久之前，在单张纸胶印
机中还根本不能生成一个稳定
的氮气阻挡层，原因就是叼纸
牙系统、开放的滚筒槽和印刷

在此之后，参观者看到的是日常
进行的活件更换。由DriveTronic
SPC对印版进行安装，接着对第
一个印样进行密度测量和颜色
套准的检查。不到四分钟，利
必达164就生产出了一个典型的
包装活件。在第五和第六个印
刷机组上使用了作为特殊颜色
的蓝色和银色。接下来的活件
更换更是有些特殊。在换版和
清洗橡皮布的过程中，第一和
第二个印刷机组再加上上光机
组都将被脱开。然后，清洗各
个墨斗并且同时泵出亮光油。
不到三分钟，您就可以看到下
一个活件的第一个印样。在完
成套准和密度测量后，五分钟
内就已开始生产一个四色的包
装活件。当印刷机以全速进行
印刷时，为了给下一个活件做
好准备，亮光油将被继续泵出
并且同时更换套筒式网纹辊。
在印刷机停止运行后，印版的
更换、橡皮布的清洗、上光印
版的更换以及刮刀腔体新亮光
油的填充都会在不到两分钟同
时进行。然后，上光机组和第
一、第二个印刷机组被重新连
接，约六分钟后，这台利必达
164就已开始印刷下一个活件。
然后，以第一到第六个印刷机
组之间的Flying JobChange（高
速活件更换）完成了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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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幅面印刷机的演示。

来自拉德博伊尔的特种工
艺：单张纸胶印中的UV惰性
气体干燥
除印刷机的现场演示外，Jürgen
Veil还介绍了新的高宝VariDry
UV干燥装置。由于使用了最先
进的反射器并且缩短了干燥灯
与承印物之间的距离，该装置
尤其能够节省能源。其它的好
处还包括漫射光、UV辐射以及
热量聚集的减少。UV灯的效

滚筒与惰性气体腔室之间的距
离过大，再加上刚性的承印物
与惰性气体腔室的接触。高宝
已经用其新的AirTronic Drum吸
气滚筒解决了上述问题。在瑞
士Rickenbach的Amcor Tobacco
Packaging公司的一台带有惰性
气体设备并且配有19个机组的
利必达106能够确保获得极好的
印刷和整饰质量并且同时消除
了附加的加工步骤（见第16-17
页）。

在印刷机的演示过程中，HendrikGasch刚把装有下一个活件所需印版的装版盒装好，通过DriveTronic SPC可以确保频繁而
快速的活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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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k Winkler（左侧通道上）在一台双
上光利必达106上以高宝ColdFoiler展
示了高质量的冷箔整饰
内特塔尔Walter Grieger Offsetdruck公司
的技术总经理Wilfried Grieger（右）
以其公司提供的数字解释了与利必
达162相比的利必达164明显得到提
高的生产能力。在活动结束时，他
与高宝负责单张纸产品部门的执行
副总裁Ralf Sammeck签字购置了第二
台利必达164

内特塔尔Walter Grieger Offsetdruck公司的技术总经理Wilfried Grieger通过数字解释了该
印刷机与利必达162相比的明
显得到提高的生产能力。新利
必达164系列的第一台印刷机
自2012年夏季以来一直在此运
行。与此同时，在厂内公开演
示会展示的那台印刷机现在也
已运抵该公司，从而进一步提
高了生产效率。

在所有幅面级别中都有的
亮点
除了首次正式展出的利必达164
外，马天尼还向来宾展示了六
台从对开直到大幅面的其它单
张纸印刷机。其中的亮点包
括：在配备有DriveTronic SIS
和DriveTronic SPC的崭新的
利必达76上进行的化妆品的
包装印刷、在一台十色利必达
106上进行的包括快速活件更
换在内的双面四色的高速商业

印刷、在一台带有上光机组的
六色利必达145上以高达17,000
张/小时的速度生产的商业活
件、在一台五色利必达106上以
System Brunner公司的InstrumentFlight根据灰平衡进行的联机颜
色控制并以20,000张/小时进行
的印刷，以及最后进行的在一
台带有联机冷箔整饰装置（高
宝的ColdFoiler）的双上光利必
达106上生产经过复杂整饰的包
装。高宝第一次在一台带有HR
UV干燥装置的八色利必达105上
展示了双面四色的印刷生产。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这些来自
世界各地的单张纸胶印专家们
就对各个幅面级别的高宝利必
达印刷机的采用内部较高标准
的印刷和整饰技术获得了进一
步的了解。
傍晚，客人们乘船在易北河上
进行了一次巡游，在轮船通过
易北河水闸到达皮尔尼茨以及

随后返回的过程中，客人们还
能观赏到巴洛克式的旧城镇风
貌。在倾听迪克西兰音乐和偶
尔停船等待晚归的客人以及
遭遇到一次短时雷阵雨的间隙
中，客人们拥有足够的时间交

流一天的想法并且进行轻松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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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必达145加快了折叠纸盒的生产速度

WS Quack + Fischer将活件更换时间缩短三分之一
WS Quack+Fischer位于靠近荷兰边界的菲尔森，是德国众多采用高宝最先进的利必达145进行印
刷的中等规模的包装印刷公司之一。这台装在方形底座上并被集成在自动纸堆输送供应系
统中的六色机型的交易是在首次推出该机的德鲁巴2012展会上敲定的。这家传统的包装公司
在今年年初就迫不及待地将这台印刷机投入到生产中。

利必达145是WS Quack+Fischer的主力印刷机。从右向左：常务董事Heinz Eicker、常务董事Hermann-Josef Schmitz和销售营销
总监Thomas Eicker在收纸装置处合影留念

“我们不会过多谈论那些已被
精确计划的事情，”公司常务
董事Hermann-Josef Schmitz说。
这对利必达145来说就是如此，
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可谈。这台
印刷机必须在新年前以极快的
速度安装好，这是因为零售部
门生产包装的公司的生产高
峰时期都是在一年中的前六个
月。这个项目包含的内容绝不
只是印刷机的交付和启用。公
司必须铺设新地基，精确计划
一个完整的输送供应系统，必
须先将房顶掀开（并在此后原
样放回），必须拆除一台工作
了17年之久的老旧Varimat 142。
所有的计划和项目步骤都得到
了精确执行，在新印刷机运抵
时，旧机器刚刚才被移走。来
自WS Quack+Fischer和高宝的
团队密切合作，出色地完成了
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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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纸盒的生产：更快速更
精致
这台利必达145自安装之日起
就承担了该公司的大多数印刷
工作。它与另一台大幅面印刷
机一起每天都要印刷300,000到
350,000个印张。这等于每年5
亿5,000万到6亿个折叠纸盒，
要比十年前多出了2亿个。此
外，如今的大多数折叠纸盒生
产起来都已变得更加困难。对
不同折叠纸盒的多样化需求
由于新的产品和样式以及使用
特殊颜色的趋势不断推进而不
断增加。金色和银色会被用于
提高产品的外观效果，亮光油
的施涂则会提高包装的视觉质
量。此外，生产周期已经明显
缩短。这与建立在高度灵活性
上的公司理念不谋而合。

这台带有上光机组的六色利必
达145配备有通常用于包装生
产的附件，其中包括缩短生产
准备时间的选购装置。同时
换版对于典型印量在30,000到
100,000印张之间的长版活件
来说通常并不是必须的选项。
采用自动换版即已足够满足要
求。对于上光机组来说，同时
进行的网纹辊和上光印版的更
换也并不是至关重要的，更重
要的是要配备第二个清洗杆。
两个清洗杆将把橡皮布和压印
滚筒的清洗或仅限橡皮布滚筒
的清洗所需的时间减少50%。
大范围的预设置功能和DriveTronic SIS无侧规进纸机构比之传
统的侧规在承印物的平整度方
面将会更加宽容，与先前的印
刷机相比，可将准备工作时间
减少三分之一。可靠的联机质
量控制，例如QualiTronic ColorControl - 对包装印刷商来说将是
至关重要的方面。该印刷机已
经进一步提高了顾客看重的高
水平印刷质量。Hermann-Josef
Schmitz总结道，“利必达145在
印刷准备工作时间、自动化、
质量控制和纸堆输送供应方面
的表现可谓极其完美。”

该公司还会定期投资模切技术，以确保在所有生产阶段都能缩短产品制造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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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必达145以其更高的产量、明显缩短的准备工作时间和广泛的质量控制装
置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

三个现代化的折叠上胶装置将会确保快速加工产品。它们配备有各种不同
的附件，可对最终产品进行最后的整修。

底座加高的利必达被集成到一个自动的纸堆输送供应系统中

2012年包装纸板印刷奖得主
WS Quack+Fischer通过这台新
印刷机在质量水平方面前进了
一大步。质量和创造力对公司
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是该公司

去年被Pro Carton und ECMA授
予“所有其它食品”类的‘包
装纸板印刷奖’的原因。获奖
的解决方案是对两个摞在一起
的杯子进行包装。这个方案节

公司历史
1897

印刷厂Quack+Fischer在德国菲尔森成立。长期以来都是
Kaiser-Tengelmann集团的子公司
1980 包装生产商WS在德国Wassenberg成立
1999 两个公司合并形成WS Quack + Fischer并且搬迁至菲尔森
的现址
2002 生产能力扩大到每年4亿2,000万个折叠纸盒
2005 印前部分升级
2007/ 裁切部分得到扩展并且实现现代化
2009
2011 工程部门和印前部门采用新技术
2012 安装利必达145以使印刷车间实现现代化

省了材料、在冰箱中占据的空
间更小而且使得在汽车中享受
快餐也变得非常容易，因为上
述包装可以被方便地放到汽车
的杯架中。这一包装原来是波
兰的Peter Kölln/Elmshorn公司为
麦当劳设计的，麦当劳当时正
在寻找一种便于在汽车中使用
的谷类食品和酸奶套餐的包装
解决方案。今天，甚至汉莎航
空公司也成了这种包装解决方
案的主要用户之一。“获得此
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荣
誉，因为我们是在战胜了其它
杰出并且知名的制造商后才获
得的，”常务董事Heinz Eicker
自豪地说。由该公司规模虽小
但却高效的开发人员组成的团
队就是这类引人入胜的包装以
及其它同样引起关注的创新包
装的幕后英雄。通常并没有多
少空间会留给你去进行创新，
因为你必须遵守印刷机操作者
的指导原则，这样才能使包装
印刷过程能够自动地进行。

环保需要贯穿整个过程
食品包装尤其必须以一种环境
友好的方式进行生产。许多的
纸板和油墨制造商以及研发机
构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减少

或避免来自印后折叠纸盒的离
子迁移。WS Quack+Fischer采用
了最新的研究结果，尤其是那
些使制造过程对环境更加友好
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公司
还非常重视对整个加工链进行
全盘把握。如果需要使用可疑
的溶剂对刀模进行清理，那么
无酒精印刷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公司的能源是由矿物燃料生
成时，为什么还要进行FSC或
PEFC认证？WS Quack+Fischer
拥有与制造食品的初级包装和
二级包装相关的所有常规证
书。一个植物材料废弃物加热
系统以基板供应商的不可回收
的托盘为燃料，仅此一项就把
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
200吨。无酒精印刷和对离子迁
移少的油墨与耗材的使用都是
公司的标准做法。公司还会进
行定期检查以确保卫生标准符
合BRC/IoP。
Quack+Fischer通过配备理想的
设备并且定期投资购置诸如利
必达145等新机器以充分满足将
来的市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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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博伊尔的高宝印刷技术部门的
负责人Dirk Winkler
右：使用银色冷箔印制的用于威士
忌瓶的折叠纸盒

高宝的ColdFoil Infigo SF110：冷箔转印的高技术解决方案

KBA Report：用户为什么要投

资使用冷箔的联机整饰呢？

引人入胜的联机效果—丰富而经济
以冷箔转印的方法进行联机整饰至少已有15年的历史 - 但不幸的是，当以此种方法加工昂
贵的金属箔时经常都会造成大量的浪费，与不用它时印刷机产能相比在速度上也会显得过
慢。通过对比，高宝以ColdFoil Infigo SF110模块为您提供了一个与其它许多系统相比在质量、
生产能力和成本效益方面都要超出许多的解决方案。请看‘KBA Report’*与拉德博伊尔设施
的印刷技术部门负责人Dirk Winkler的以下谈话。

KBA Report：Dirk，您能否简
要解释一下高宝ColdFoil Infigo SF110系统背后的工艺？
Dirk Winkler：ColdFoil Inﬁgo
SF110是 高 宝 与 荷 兰 的 合 作 伙
伴 Vi n f o i l 联 合 开 发 的 。 该 系
统使用了两个胶印机组来执行
本质上就是传统冷箔转印的过
程：通过第一个印刷机组的墨
斗以精确套准的局部整饰的形
式施涂一种类似加印亮油的
粘胶。第二个机组则在橡皮布
和压印滚筒的挤压处使箔带与
承印物接触，金属化的载体
薄膜上的铝涂层会在涂有粘胶
的区域被转印到承印物上。印
张可在随后的机组中以传统的
或UV的油墨进行叠印。如果
要在诸如塑料膜这样无吸收性
的表面上实现高质量的冷箔转
印，还会要求使用UV粘胶和
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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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k Winkler：现在从高宝工

厂交付的利必达印刷机很少有
不带上光机组的。因此，考虑
是否要把冷箔添加到联机加工
能力范围内会是很自然的想
法。冷箔可以提供引人入胜的
夺目效果，如果以脱机加工方
法–例如烫金–实现这种效果将
会非常昂贵，此外还得假设它
们确实能够实现。与在油墨和
亮油内的金属颜料相比，冷箔
在无可匹敌的光辉感、耐磨性
和叠印能力上都要表现得更加
突出。
KBA Report：进行这种投资的
最适合的领域在哪里？
Dirk Winkler：首先是包装和

上：通过叠印金箔加网元素实现的
具有照片真实度的印刷效果
左：通过在银色冷箔上印刷黄色网
屏以实现金色效果的化妆品包装

标签应用，同时对高质量的商
业产品、证券印刷和复制版本
也有相当大的潜力。由于冷箔
不仅能够生成实地区域，而且
也能以令人惊奇的细致分辨率
生成阴图型和阳图型、标识、
加网图像的元素和层次，所以
使得包装和图型设计人员能够
实现过去看起来根本不可能的
非常复杂的设计创意。尤其是
带有阴影线叠印的加网冷箔元
素会使最终结果显示出难以置
信的真实感–具有照片真实度
的印刷产品会以全新的尺寸呈
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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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A Report：在拉德博伊尔
的培训中心，该ColdFoil Inﬁgo
SF110系统将被安装在一台利必
达106上。是否有计划要把这个
系统提供给其它的幅面级别？
Dirk Winkler：我们已经把冷
箔转印模块安装在了大幅面印
刷机上，尽管还不是高度自动
化的KBA ColdFoil Inﬁgo SF110
系统。但是，如果大幅面印刷
商对此表现出确有兴趣的话，
我们当然会对这个主意加以考
虑。
KBA Report：高宝为冷箔的
使用推荐了具体的印刷机配置
吗？
Dirk Winkler：顾客可以自由
决定。但是，为了获得最大
的灵活性，我们建议印刷机
应该至少配有六个印刷机组，
即，箔转印在第一和第二个机
组进行，然后至少有四色用于
叠印。我们还建议配上一个上
光机组，以便在收纸堆中和下

上图：有银色和金色铝涂层的冷箔
卷，左边的那个带有衍射图的图案
上左图：配置举例，ColdFoil Infigo
SF110系统分配给一台七色利必达106
的第一和第二个机组
左图：2013年的厂内公开演示会期
间，在高宝培训中心内的ColdFoil
Infigo SF110系统正在一台利必达106上
运行

游的其它加工中保护叠印的冷
箔。这也是适用于我们大多数
客户的规则，例如在捷克共和
国奥帕瓦Model Obaly公司的
利必达106。在Amcor Tobacco
Packaging公司的包括19个机组
的利必达106上（见本期第14
页上的文章），这个模块被放
置在第四和第五个机组，因为
前三个机组会被用于施涂和干
燥粘胶和形成特殊效果的底层
涂料。
在几乎所有用于箔叠印的设备
上，带状箔都是从印刷机的
操作面被输送到机组中。一个

例外是2008年安装在克莱沃
Heynen公司的一台利必达1066+L。在这台印刷机上，箔卷被
放在了收纸装置的后面，箔带
从收纸装置之上沿着印刷机的
长度方向输送到相应的印刷机
组中。
KBA Report：是否计划要使模
块可以在操作面上灵活放置？
Dirk Winkler：只有在叠印箔、
在印品上进行箔转印和UV投射
之间需要非常频繁地进行改变
时，投资进行必要的设计和计
划才是明智之举。如果客户的

兴趣增加，这在技术上是完全
可行的，高宝的冷箔模块注定
要被用于这类的解决方案。
此外，如果在后面的活件中并
不要求使用冷箔，则把所分配
的机组转而以常规的方式使用
油墨就是一个比较快而简单的
过程。您需要做的仅仅是从第
一个墨斗中除去剩余的粘胶并
清洗各个辊子，在机组之前之
后裁断箔带并把端头固定在机
组的机架上以便晚些时候能重
新快速穿入，最后装上一块不
同的橡皮布。

在高宝培训中心的那台利必达106的配置（从右到左）：电晕处理装置（用于塑料的印刷和冷箔整饰）、机组1+2冷箔、机组3-6套印原色、带有中间干燥的
双上光（用于在冷箔之上更多的效果）、末端干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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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A Report：金属化的转印箔
现在的成本是多少？可以提供
哪些金属色和效果？
Dirk Winkler：高宝现与供应
高质量标准箔的所有合格制造
商进行合作。标准的银色冷箔
的市场价格是约0.20欧元/
平方米。金色的、青铜色的和
其它颜色的冷箔也有供应。此
外，还有许多带有3D、衍射
图和全息图案的不同效果的箔

材可被用于不加网的元素。但
是，用于大多数活件的都是银
色，因为金色的效果经常可在
银箔上叠印显著的黄色来产
生。不过，有些客户却会坚持
使用真实的金箔，因为那样就
能使多样化的叠印选项在图像
中提供可信的金色阴影。不
过，只要我们谈论的是成本，
就一定不要忘记，冷箔肯定不
会像金属化卡片或合成承印物
那样昂贵。

KBA Report：是什么使高宝的
ColdFoil Inﬁgo SF110系统有别
于竞争者的解决方案呢？
Dirk Winkler：对实现经济的
冷箔转印来说有三点将是决定
性的：
•通过自动和同时加工实现的
快速准备，例如箔卷的更换
和箔卷的准备；
•以较高的速度和可靠的产品
质量实现的稳定生产；
•通过分切带状材料和多次重
复输入部分用过的箔材的选

箔卷的打开和连接可在ColdFoil Infigo
SF110模块的容易进入的侧面部分进行

购装置最大限度地减少箔材
的消耗量。

世界纪录的候选者！ColdFoil Infigo SF110和利必达106的组合使得冷箔转印可以
15,000张小时的最高生产速度进行

箔带分切 - 在这里是用三个窄箔带与单个图像进行对正–它是在ColdFoil Infigo
SF110上使用的节省材料的选购装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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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诸如海德堡的FoilStar或小森
的Cold Foil系统等自动化水平不
高的解决方案不同，箔卷不是
安装在印刷机组之上，而是可
从一个单独的装载站进行方便
的装载。这就意味着可以在生
产运行时更换箔卷，而且只需
时间很短的中断就能够完成自
动的箔带连接。因此，高宝的
冷箔系统的准备工作时间明显
更短，而且需要的手动干涉也
会更少。

如果在幅面宽度上只要求有很
小块的箔，箔带分切可以避免
浪费箔带的未用区域。多达六
个的每个最小宽度15厘米的分
开的窄箔带，可以被引导到相
关的转印区域。如果在圆周方
向上只有断续的转印，选购装
置MFU（MultiFoilUse多次使用
箔）使得箔带可以多次返回到
挤压处，每次通过时都有相应
偏移。用户由此可把箔的消耗
量减少多达88%。

采用这个高宝的解决方案，所
有一切都经过了优化，可以确
保恒定的箔带张力并以很高的
生产速度实现平稳而连续的箔
材输送。这自然对质量非常有
好处。特别是我们没有采用可
能损坏金属化层并且可能会以
磨屑弄脏印刷机的浮动辊，我
们采用的是专用的驱动装置，
可以控制箔带的张力。此外，
由于废箔的重新卷绕可能造成
令人感到烦扰的失衡，废料将
会运行进入一个漏斗状碎纸装
置并在随后被压入到一个处置
用容器中。

KBA Report：高宝也发布了所
谓的UV投射工艺吗？
Dirk Winkler：UV投射是一种加
工方法，在进行这一加工时，一
个全息的或衍射图的图案结构
将被从一个薄膜带上拷贝到UV
涂层的未干表面上。这里没有
实质的材料转移，同样也没有
粘胶的施涂。你必须做的是把
冷箔装置放在UV上光机组的区
域中。高宝也能根据客户要求
提供这一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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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南部克鲁瓦伊洛库玛豪能（IllochromaHaoneng）公司内
的新利必达105

食品和饮料所用的高质
量标签
全世界主要的标签制造商 - 中国伊洛库玛豪能集团为其在法
国南部克鲁瓦的设施选择了一台带有上光和UV加工能力的七
色利必达105。该机被设计制造用于进行复合型整饰加工，
在进行UV上光或分散性生产时的速度可达15,000张/小时。
伊洛库玛豪能欧洲公司的总经理Anna Lee相信选择高宝利必达105是为灵活的
高质量标签生产做出的一项正确决定

伊

洛库玛集团于2011年被
中国豪能集团收购。他
们在欧洲拥有三个生产场所，
以单张纸胶印和轮转凹印印刷
机生产食品和饮料所用的标
签。这两种互补的方法确保了
该公司能够为其客户提供大范
围的高质量标签。

获得特殊效果的理想印刷机
“今天，我们的客户要求的是
高质量的标签，这些标签不
仅要引人注目以及具有相应功
能，同时定价还要合理，”伊
洛库玛豪能欧洲公司的总经理
Anna Lee解释道。“当销售大
量的诸如饮料和食品等消费品
时，包装和标签在产品的差
异化方面将会起到比以往更加
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克
鲁瓦的工厂中需要生产范围极
大的纸张（白的或金属化的）
和塑料制做的标签。我们还会
制作促销标签和具有特殊效果
的标签，例如荧光的、可活动
的或可去掉的、编号的、刮擦
的和许多其它的各式各样的标
签。我们寻找的是能够使我们
联机生产这些具有特殊效果和
成本效益的印刷机。我们相信
高宝就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质量、多功能性和经济性

四分钟内即可同时完成。

为了满足消耗品行业客户的相
关要求，Anna Lee选择了一台
配备有所有附件的利必达105。
搅墨器和高性能的高宝VariDry
红外线/热风/UV干燥装置可以
保证毫无瑕疵的印刷质量，而
且在承印物和油墨的类型方面
还将具有完全的灵活性。由于
有了高宝的CleanTronic，对橡
皮布和墨辊进行的清洗在仅仅

CleanTronic Multi将会确保能够
在UV和分散性油墨之间进行快
速更换，采用CleanTronic UV可
在UV生产中将滚筒清洗前后成
本高昂的等待时间缩减到最短
水平。在客户关于布局、颜色
和承印物的期望方面几乎没有
任何限制。

此外，在伊洛库玛的这台利必
达105配备了进一步缩短时间
和减少废品的解决方案，这包
括自动印版更换。触摸一个按
钮，然后在三分钟内印版即更
换即告完成。伊洛库玛现在可
以通过更加盈利的方式印刷小
印数的标签，从而使其在竞争
中能够领先一步。

在标签印刷商伊洛库玛位于法国南部的工厂内从上向下俯看正在运行的七色利必达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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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更少印数的具有成本效益的书刊印刷

替代方案：长印刷机和
大幅面单张纸
从总部设在奥格斯堡的专门从事大幅面单张纸胶印的Himmer
公司的车间内发现世界第一的创新机型几乎不会令人惊奇。
当前的引人注目之物就是一台来自高宝的崭新的利必达145。
Himmer是这种超现代化单张纸胶印机的八色双面印机型（纸
张幅面1,060 x 1,450毫米）的先锋使用者。但是，又是什么使得
这台最新的生产工具如此特殊呢？

运

行时间和交货时间都变
得越来越短，与此同
时，对时事性、质量和经济效
率的要求却在不断提高。这对
印刷的一个经典领域，即书刊
印刷也同样适用，或应该说是
精确适用。尽管在我们的日常
生活中电子媒体看上去在不停
地前进，但是书籍无论如何也
没有“落伍”，它们当然没有“
死亡”。只不过在今天生产出来
的册数已经不会动辄上万或上百
万啦，仅有的例外是圣经、“哈
利波特”、“指环王”或“海
蒂报告”。对出版商、印刷商
和印刷机制造商中的一部分人
来说，他们需要进行某些彻底
的思考。毕竟一台“传统的”、
常规的印刷机（与数字式等同
设备相比）主要是设计用于进
行大印数生产的。

小印数的胶印解决方案
但是，当一个分支面对一个
180°的转变时又能做些什么
呢？换句话说，当书籍以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少的册数进行生产，
但是市场又拒绝在‘数字的质
量’、点击的成本和昂贵的墨粉
之间做出妥协时，我们又能做些
什么呢？在传统的印刷机领域中
也确定会有应对此种情况的解决
方案吗？
答案是肯定的。用于这一目的的
最有生产能力的印刷机之一毫无
疑问就是大幅面双面印机型的利
必达145。它可能不如高宝中等
幅面的利必达106那样快，但是
这台6B幅面的印刷机产出的页
数却大大超过其尺寸较小的3B
幅面的印刷机。
这一事实也从Himmer的董事

在以15,000张/小时的速度进行双面4色的双面印刷时，这台长的大幅面利必
达可与现代化的中等幅面印刷机的性能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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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mer的常务董事Marcus Fischer说：

“使用我们的新利必达145，滚筒每转一圈我们就能以书刊幅面
170 x 240毫米印刷多达64页或32个A4页，而且全部都是双面四色。
因此，它比3B幅面中最快的单张纸印刷机的生产能力还要高出很
多。”

Marcus Fischer那里得到了确认。
新利必达145非常适合于印刷经
典的170 x 240毫米幅面尺寸，从
而适用于书籍和小册子。在Himmer所安装的八色双面印的配置
中，通过一次就能印刷出一张64
页每面4色的印张。

以有吸引力的价格生产书籍
和出版物
“我们能够以有吸引力的价格生
产各种书籍和出版物，” Marcus
Fischer自信地宣称道。这一断言
背后的关键因素是Himmer的大

幅面单张纸胶印机的阵容（尤
其是其中还包括了高宝在德鲁
巴2012展会上推出的新利必达
145）。“我们在操作世界上第
一台此种印刷机的八色双面印机
型，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骄傲，由
于具有高水平的自动化和快速的
准备工作，这台机器非常富有效
率，即使是短版活也能盈利，”
Fischer继续说道。“甚至是由仅
仅32页和可能多达几百页组成的
出版物，印数只要达到1,000册就
能实现盈利。”

奥格斯堡Himmer公司的这台八色双面印刷机主要负责印刷四色书籍、产品
目录册和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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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快速的活件更换进行
的同时加工

在Himmer的高宝利必达145的简介

多个自动化模块以及用于质量
控制的联机和在线系统，共同
构成了快速准备工作和在双面
印方式中高达15,000张/小时
（在使用选购的高速套件进行
不翻转印刷时为17,000张/小
时）的生产速度的基础。这就
大大地增加了时间和成本的节
省。此外，利必达145的设计
适合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把其它
可能有的系列准备工作集成在
一个同时的、自动的活件更换
过程中。

•8个印刷机组，在第四个印刷机组之后配有双面印机构，用于每面4色或一面8色的生产
•最大纸张幅面1,060 x 1,450毫米（41.7 x 57英寸），适用于各种不同的书刊幅面
•DriveTronic SIS：无侧规进纸机构（没有操作者设置项，没有拉纸错误）可以减少准备工作的
时间和相关废品
•DriveTronic SPC：与其它加工（橡皮布清洗、压印滚筒清洗）同时进行的全部印刷机组印版
的同时更换加快了活件更换的速度
•DriveTronic Plate Ident：自动的印版探测和识别将会监视换版过程，验证针对某一具体机组的
印版分配，在第一次印刷之前已对套准进行了预设置。结果：减少了时间和废品
•CleanTronic Synchro：以双清洗杆系统进行的同时清洗缩短了准备工作的时间
•QualiTronic ColorControl（联机颜色测量）：自动评估每个印张并把供墨调整到所规定的目标
数值。结果：质量控制，减少废品
•QualiTronic ICR：在印刷机中的自动套准测量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呢？
Marcus Fischer通过举例进行了解
释：“当你没有用于同时加工的
设备时，你的印刷机越长，总的
准备时间也就越长。假如在四个
印刷机组上你需要四分钟完成准
备工作，八个机组你就需要八分
钟。另一方面，在新利必达145
上，在四个机组上换一块印版要
用1分40秒，但是把机组数翻一
番，即八个机组，它仍然是1分
40秒。”这仅仅是因为许多过程
都能同时运行的缘故。

大幅面胶印机领域的准备工作时间
的世界冠军：DriveTronic SPC专用驱动
装置技术能够在全部八个印刷机组
中仅需用时1分40秒即可同时更换各
个印版。以CleanTronic Synchro进行同
时清洗则会进一步缩短准备工作的
时间

下：高宝的QualiTronic ColorControl在双
面印装置前后的摄像头的帮助下可
以提供联机的质量监视和控制

可以控制的固定的成本
尤其是因为该机具有如此之大的
效率潜力，Fischer为这台6B印
刷机起了一个绰号：对他来说，
利必达145完全可以被描述为一
个“固定成本的冠军”。毕竟，
与印数多少无关必然发生的固定
成本对短版活来说更加意义重
大。印数越少，意味着在实际中
已经完成的产品的固定成本所占
的比例也会越大。这就是如今几
年来印刷商们必须面对的众所周
知的困境。

在Marcus Fischer所关心的事务
中，高宝的利必达145的印刷幅
面和技术正处在对这些成本进
行优化的完美位置上。“通过
专用驱动装置的使用实现同时加
工的可能性对这个幅面和对一台
双面印刷机来说在全世界都是独
一无二的，”他补充道。

配备了“TING”的东西
当 谈 到 发 行 书 籍 的 业 务
时，Himmer就不再仅仅是一
个印刷商啦，如插图所示的所
谓“TING”的音频笔就是其中
的一个例子。Ting（中文的“
听”）看上去只不过就是一支
普通的笔而已。通过内部采

用一种独特技术，就把这支笔
变成为一种既是阅读器又是智
能MP3播放器的小器具。通过
在笔尖上的传感器可以读取到
在一本书中各页都有的一个代
码。这个代码又会连接到与书
籍相连的各种不同的音频文件
上。当用笔的尖端接触到图像
或正文时，TING将会识别该代
码，然后进入到它的索引中并
且通过集成的喇叭（或耳机输
出装置）执行匹配的文件。
2013年1月，Himmer推出了升级
版TINGsmart，加快了反应时间
并且优化了按钮排列。为了能
够听取一本书，必须首先将必
要的音频文件传送给这支笔。
在TING探测到书名后，即可快
速装入相应的音频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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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第一眼看见Amcor的利必达106
时必然的反应是：“哇！”

Amcor 烟包公司：19个成功的元素

超过35米的最为先进的印刷机技术
一年前，世界上最长的单张纸胶印机被运到了瑞士Rickenbach的Amcor 烟包公司。我们所谈论的
这台高宝利必达106由19个印刷和整饰机组以及进行联机冷箔贴合的设备组成。但是，吸引人
的并非只是这个设备纯粹的尺寸规模。更加令人惊骇的是该机具有难以置信的高水平的灵活
性。高宝和Amcor 烟包公司用这台印刷机开创了全新的而且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合作之路。

澳

大利亚Amcor集团是世
界上主要的包装印刷商
之一，该集团分布在42个不同
国家的33,000名雇员所创造的年
营业额约为97亿欧元（128亿美
元）。Amcor集团的核心分部之
一就是Amcor 烟包公司，在全
世界有20个生产中心和3,200名
雇员。这一分部的全球总部设
在苏黎世-欧瑞康，Rickenbach
工厂也属于这个业务分部。

创新。在前些年为凹印设备进
行了可观的投资后，这台包括
19个机组的利必达106是加强
Rickenbach作为全球烟草包装印
刷的创新中心地位的另一个重
要步骤。Rickenbach可以被描述
为整个Amcor集团的“创新实
验室”。在这里形成的创意将
有助于确定烟草包装印刷的未
来，今天在Rickenbach开发的产
品很可能明天就会在集团的其
它工厂投入生产。

创新实验室
一家瑞士的烟草包装生产商怎
么会使自己成为一家在全球都
很活跃的澳大利亚集团的一部
分呢，何况这家集团还在劳动
力成本明显更低的国家经营着
多个生产场所？答案很简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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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牢记了这一点，总经理
Reinhard Kniewske博士、生产
经理Peter Heizmann和胶印项目
与开发经理Heinz Grimm在任何
新的印刷机都必须从头至尾允
许进行灵活的扩充或改造上达

10

9

8

7

成了一致意见。Heinz Grimm解
释道，“我们选择的配置适合
预期的今后几年的市场需求。
但谁知道在五或七年后会是什
么主导烟草包装呢。那时也许
我们需要在四个印刷机组之一
的位置上配有一个柔印机组，
或可能是一个特殊的上光机
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投
资合同应该同样灵活。换句话
说，不仅仅是一份购买合同，
而应该是一份至少在今后十年
中进行密切合作的协议。在我
们进行评估的过程中，我们得
出的结论是，只有高宝拥有我
们想要的技术和理念。”那是
不是说选择高宝的决定实际上
是一个在调查前就已形成的结
论呢？Reinhard Kniewske博士

5

6

摇了摇头：“评估是一场极为
艰巨的战斗。当高宝准备好要
提供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时，
竞争对手还是信任标准产品。
另一方面，他们也提出了非常
有吸引力的条款。最后，我们
被高宝提案的附加价值说服，
被将来修改印刷机配置的可能
性说服。这将确保我们能够继
续领导市场的新潮流。”

Amcor 烟包公司的利必达106
的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5

纸堆输送供应系统
飞达
上光机组
UV干燥装置
印刷机组
ColdFoil Inﬁgo SF110冷箔
模块
上光机组
UV干燥装置
上光机组
UV惰性气体干燥装置
加长的收纸装置
收纸装置
纸堆输送供应系统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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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装置组合在一起的第三个
上光机组，后面是加长的收纸
装置。该机装有专用的纸板操
作用附件，安放在高出地面450
毫米的底座上。
Heinz Grimm、Reinhard Kniewske博士和Peter Heizmann（从左到右）在19个机组的利
必达106的控制台旁合影留念

Amcor 烟包公司负责战略项目的副总裁Andrew Vanstone（左起第二）和欧
洲业务的全球COO & VP Jerzy Czubak（在其左侧）会见高宝的销售总监Sascha
Fischer（左）和Print Assist的总经理Peter J. Rickenmann，在2012年二月利必达
106的奠基仪式签订合同

另一个要点是最高水平的自动化
和独特的同时进行的准备工作的
过程：在飞达和被整合到全自动
纸堆输送供应系统中的收纸装置
处的不停机系统、DriveTronic飞
达、无侧规进纸机构DriveTronic
SIS（感应进纸系统）、以DriveTronic SPC进行的同时印版更
换、在印刷机中直接进行的预套
准和印版识别（DriveTronic Plate Ident）、为橡皮布/压印滚筒
和墨辊/橡皮布同时进行的清洗
（CleanTronic Synchro）、容纳
替代油墨系统的双介质溶剂线路
（CleanTronic Multi）以及在UV
生产中避免清洗前后留出等待时
间的安全功能。颜色测量和控制
将由QualiTronic Professional这一
把联机颜色测量和印张检查组合
在一起的装置提供。
Heinz Grimm：“除了设计制造
的质量外，我们还被无数的自
动化解决方案所折服，这甚至
包括了上光印版的同时更换和
全自动网纹辊更换。”

特性

操作者在上班时会在如此长的印刷机上得到充分的行走锻炼。可以看到
远处的冷箔模块

“哇”的效果
当您进入Rickenbach的印刷中
心时，几乎不可避免的场景是
您站在那里并且敬畏地凝视一
段时间。并不是每天您都能有
机会看到一台配有19个机组和
联机冷箔系统、35米长、重
150吨的单张纸胶印机的。您
还会立即注意到，尽管该机尺
寸惊人，但是运行起来却格外
安静。

这个配置比任何标准的印刷机
都要复杂得多：它以一个上光
机组和两个UV干燥装置开始，
在十个供墨装置之前都有机组
间的UV干燥装置。这个技术，
举例来说，将使覆膜的或PVC
的承印物的使用变得容易。冷
箔模块将被集成在预上光机组
和印刷机组之间。在印刷机组
之后将会继续为生产线提供第
二个上光机组和另外两个UV干
燥装置，然后是与UV惰性气体

Amcor尤其为其利必达106上的
两个特殊部件感到骄傲：UV
惰性气体干燥装置和冷箔模块
ColdFoil Inﬁgo SF110。Peter
Heizmann：“UV惰性气体干
燥在凹印中非常有名。在单张
纸印刷机中自然不会很简单，
但高宝拿出了一些非常聪明的
解决方案。”为什么实际上购
买的是这两个UV惰性气体系统
呢？Peter Heizmann：“首先，
我们现在可以像用其它油墨那
样快地用不透明白色进行生
产。同时，越来越多的客户要
求在两面上对包装进行印刷，
但又不要阻挡层。惰性气体UV
将会极大地减少向承印物的离
子迁移。”

有了ColdFoil Inﬁgo SF110系统
（见第8-10页上的文章），就能
够在箔上印刷常规油墨、UV油
墨或复合型油墨，而且用这种
方法可以创造出新颖的金属色
调。

“只有高宝能够做到”
长的利必达106是Rickenbach
工厂和整个Amcor烟包公司
分部进行生产的一个关键设
备。Reinhard Kniewske博士：“
除了为烟草行业进行的大印数
凹印外，小印数和特殊活件的
重要性也在增长。有了惰性气
体UV干燥，我们现在也可以用
单张纸油墨和涂料为离子迁移
方面的顾虑给出一个令人满意
的答案，而且我们在进行诸如
全幅面不透明白色这样的特殊
应用时也会更加高效。冷箔转
印使得我们能够呈现一个完整
系列的新产品。”
完成这条极其复杂的印刷生产线的
安装是否顺利？Reinhard Kniewske
博士：“我们在2012年九月开
始安装并在十二月开始生产。
随后我们逐步提高性能。今天
该机运行完好，在涉及到许多
不同因素的情况下，这绝不是
什么轻而易举的事儿。”
Heinz Grimm补充道：“在Rickenbach，我们不仅拥有最长
的，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
单张纸印刷机。在UV干燥、
油墨、涂料和冷箔之间的相
互作用方面有多个临界点。但
是，由于有了与高宝工程师们
突破成规的合作，我们能够满
足我们的需要并且实现我们的
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
然没少为难拉德博伊尔的设计
团队，几乎让他们到了崩溃的
边缘。否认高宝的竞争对手也
制造了良好的印刷机是不公平
的。但是，当考虑到这么多如
此复杂和精密的解决方案时，
我们必须承认当前能够做到这
一切的只有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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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合和固化。对此进行描写的
术语是氧阻聚。因此，在无氧的
环境中，固化可能会得到明显改
善。以氮气几乎完全覆盖承印物
表面就可以实现这一点。这被称
为氮气惰化。

高宝的AirTronic Drum能够在利必达单张纸胶印机上高效利用惰性气体进行干燥。印张将被吸附在滚筒上，因此印张
边缘不会抬起并与任何其它部件接触

氮气惰化具有许多优点

AirTronic Drum进行有效的UV惰性气体
固化
改进的固化、能源的节省、更高的光泽度、特殊的整饰和触觉质量、在印刷食品包装时没
有离子迁移，这些只是UV惰性气体固化的优点中的一些而已。直到最近，人们几乎还不能
以经济的方式在单张纸胶印机中使用惰性气体干燥装置。现在，使用新的高宝AirTronic Drum
已经显著改变了这种情况。
什么是氮气惰化？
UV油墨和UV涂料的化学成分
是复杂的，而且根据供应商和
应用的不同还会有所变化。单
体和光引发剂将被用作反应成

分。最初的油墨和亮光油是液
体。在UV油墨中的光引发剂将
会吸收UV辐射并被断裂成自由
基，单体则被化合形成大分子
链。长分子链的这种形成（或固

化）方式被称为聚合。断开的光
引发剂不只是与油墨和涂料中
的单体进行反应，而且主要是与
在周围空气中找到的氧气进行化
合。这就明显减少了油墨和涂料

在有氧的情况下进行UV固化时
需要剩余某些光引发剂，因为
氧是破坏性因素。有些光引发
剂可能会在UV辐射后保留在油
墨和涂料中，这可能导致离子
迁移，例如来自油墨和涂料的
光引发剂能够迁移到周围物体
的表面。当在有氧的环境中进
行固化时是否可能降低光引发
剂的浓度，从而大大减小离子
迁移的危险。因此，这个想法
让食品行业极感兴趣。

技术上的利益
与常规的油墨和涂料在有氧环
境中的固化过程相比，用氮惰
性气体打底还能节省大量的能
源，在使用相同数量的能源时
则可增强固化效果。其它获益
还包括在光泽、稳定性、耐磨
和化学抗耐性方面更加高级的
表面质量。气味的形成和黄化
也将随之减少。几乎不会产生
臭氧，因为氧气几乎都被置
换。当在氮气气氛中印刷包装
时，作为以经过特殊修改的涂
料获得的快速固化的一个结果
就是可以实现不寻常的整饰和
触摸效果。

惰性气体UV印刷机的典型部件
组件

应用

1 上光机组
2 干燥装置

水性涂料、底层涂料
红外线/热风（插入式模块，
可以提供红外线/UV）
水性、UV、干涉、香味、
Metalure涂料
惰性气体UV涂料
节省能源的干燥装置

3 上光机组
4 UV惰性气体末端干燥装置
5 VariDryBLUE红外线/热风干燥
装置
6 UV干燥
7 三倍收纸加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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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惰性气体UV的应用（无
需改进就能用于HR UV）
干燥和冷却部分

7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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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纸张传递的问题
过去，以氮惰性气体打底主要
用于卷筒纸印刷机。在连续带
状的承印物上“刮掉”氧气比
较容易。在单张纸印刷机上，
以合理的技术努力在收纸装置
中使氧气离开承印物的表面几
乎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牵涉
到了叼纸牙系统。但是，在压
印滚筒和传纸滚筒周围的区域
中，传输原理为构建一个惰性
气体滚筒提供了创造性的解决
方案。必须执行下面两个重要
任务：

作为印刷机末端干燥装置的惰性气
体干燥装置

•惰性气体的腔体必须密封以
防发生大量氮气泄漏
•在纸张传送过程中防止氧气
流入
在做了大量的研究并花费了大量
开发费用后，由高宝和IST Metz
的工程师组成的一个团队通力合
作，最终找到了一个针对这一问
题的解决方案。他们开发了一种
由一个传纸滚筒和一个适当的充
分“关闭的”惰性气体腔体组成
的完美协作的系统。

它用一个真空装置（高宝的AirTronic Drum）进行工作并且确
保印张被稳定地传递给滚筒。
高宝的AirTronic Drum也适合单
张纸胶印市场上的其它应用，
例如在德鲁巴展会上展出的用
于一台利必达105的喷墨头。

高宝的惰性气体UV干燥装置
一个特殊的传纸滚筒将会帮助稳
定的纸张和大约300克/平方米的
折叠纸盒的纸板进行无接触的传
递，以使其通过惰性气体腔体。

1

来自IST Metz的新的惰性气体干燥
装置被装在了新开发的AirTronic
Drum上。一块石英玻璃板把UV
模块的用气流冷却UV散热器的

4

3

气氛与惰性气体的腔体分隔开。
此板必须清洁和透明，以增强
UV辐射的可透性。

腔体中的剩氧含量。万一出现
事故，测量传感器能够自动发
出警告或执行关机。

氧气也被传送到承印物的表面
上。为了使这不会成为破坏性
因素，进入惰性气体腔体的气
流被入口处新的密封系统中
断。固化过程由腔体本身内的
一个剩氧控制器进行支持。在
惰性气体腔体中根据所选的剩
氧含量控制氮气的供应。一个
特殊的测量传感器将会确定在

惰性气体腔体通过大量的实验
室测试和印刷测试已经进行了
优化。这也帮助实现了其它的
目标，例如均匀的氮气沉积和
减少的氮气消耗量。今天，
这种惰性气体技术正被瑞士的
Amcor烟包公司使用而且工作状
态一直保持正常。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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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厂联网

“KBA Complete Solutions”
在亚洲大受欢迎
用于生产计划、控制和印刷车间联网以“KBA Complete Solutions”为名进行编组的软件解决方案正在中国以及遍布亚洲
的其它国家引起强烈的兴趣。

最

近几个月的安装数量明
显增长，项目的范围从
简单的用于把预设置数据传送
给印刷机的印前部分接口
（LogoTronic CIPLinkX）直到
用于车间数据采集（SFDC）
的综合性生产计划与控制系
统，作为通向典型的分支软件包
（MIS）的入口和用于印刷车间
管理的工具（Productivity Plus和
LogoTronic Professional）。
“KBA Complete Solutions”
这个题目尤其在五月北京国际
印刷展上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刷车
间联网对质量和生产力的好处
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重
视。LogoTronic CIPLinkX排在
展会订单的首位，而且还有多
个Productivity Plus和LogoTronic
Professional系统也同样与新印
刷机一起被订购出去。总需求

与意大利合作伙伴Logica联合
开发的软件包KBA Productivity Plus
的全部重新制作并且配备有大
量新部件的版本已经发布。通
过一个新界面和用于iPhone和
Android的应用程序，您可随时
把生产置于全方位的控制之下

高于预期。
在与合作伙伴Logica和Optimus
合作进行的闭环生产工作流
程的现场演示上，人们显示
了强烈的兴趣。立即的成果就
是与诸如马来西亚的TienWah
Press（Pte）这样的主要客户
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工作流程项
目。中国客户天津汇源印刷有
限公司的代表在随后于拉德博
伊尔举办的大幅面印刷机厂内
公开演示会上登记购置了综合
性的解决方案KBA LogoTronic
Professional。
总之：亚太地区不仅对高性能
印刷机来说是一个成长中的市
场，对最先进的工作流程解决
方案来说也是如此。这一组合
催化了重大的协同作用和生产
力的效果，强调了用户对技术
的投入。
上：TienWah Press的总经理Yoichi Sanada
（中）和高宝亚太的Stefan Segger
（右）以及高宝拉德博伊尔的Chris
Waschke在Complete Lounge（全套解决
方案区域）中

左：在北京国际印刷展上川流不息
的参观者正在观看工作流程的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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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分析——高宝支招提升印刷企业盈利
我们一直在说要将中国建设成为印刷强国，我们也一直都在讨论到底何为印刷强国。有人说，虽然中国的印刷总产值已位
居全球第二，但中国的印刷业却不能称之为“强”：我们有产值却没有利润，有质量却没有效率，有产品却没有创意。我
们更多的是扮演着来料加工的角色，这样的印刷是死的，因为它创造不出更多的价值。
从2009年至2012年，中国印
刷总产值分别为：6367.73亿
元、7706.5亿元、8677.13亿元和
9510.13亿元，利润总额：603.87
亿元、603.87亿元、739.87亿
元和724.98亿元。由此得出从
2009年至2012年的利润率分别
为：9.48%、9.48%、8.52%和
7.62%。可以看出，2009年至
2012年，我们的印刷产值不断
增长，但我们的利润率却在下
降。这一现象说明了我国的印
刷产业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产业
饱和，开始由发展期进入到深
度转型期，产业的市场淘汰机
制逐渐成型，这就迫使我们的
印刷企业不但要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成本来控制利润率，
为了在市场上胜出，还要开发
更多具有增值性的产品来提升
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近两年
来很多企业纷纷投资购买新设
备，以此来提升自身的技术硬
实力。但对于企业而言，如何
购进一台即符合目前混乱的市
场，又可以满足企业在可预见
的五年内技术要求的印刷设备
就至关重要。

购置新设备需要庞大的资金支
出，常识中我们都会认为越高
端的配置就等同于越大的投资成
本，而在利润率不断下滑的今
天，这一行为也就意味着设备投
资回报的周期会更长。但如果我
们从企业财务运营的角度纵观整
体，分析因这些新技术对生产效
率提升而为我们带来的收益进行
对比核算的话，我们可能得到的
是另外一种答案。

数据点睛事实胜于雄辩
在今年10月刚刚结束的高宝
2013年最新技术巡回研讨会
上，来自德国高宝集团单张部
市场总监Juergen Veil先生就设
备投资以及如何利用高自动化
设备为企业带来增值盈利能力
的话题与国内的业内同仁进行
了分享。
不可否认，当我们跳出对印刷
技术的探讨，从一个财务总
监的角度去看待设备引进的时
候，可能关心的将不再是技
术，而是每一笔投资能够带给
我们企业的经营回报能力。举
个例子，这就如我们多花出1
万元购置了倒车雷达和倒车影
像，考虑的不是说这两个新功
能要多花出去1万元的价格，

变换角度，综合生产成本比
初期投资成本更重要
8

11

而是考虑因为加装了这两个装
置，让我们倒车更安全和方
便，降低了我们倒车事故的发
生频率，减少了维修费。所以
如果当我们在购买设备时也引
入这样的思考模式，我们的注
意力可能就会从高昂的投资价
格转而去考量这些技术能够给
我们企业到底节省多少成本和
带来少增值能力。

10

6/7

11

1. DriveTronic 全预置飞达
3. DriveTronic SPC 同步自动换版
5. CleanTronic Synchro 同步清洗装置
7. Anilox-Loader自动的网纹辊更换
9. 新ErgoTronic 控制台
11. KBA VariDry drying technology高宝绿色环保节能的VariDry干燥系统。

6/7

对于这种投资计算方式，高宝
在其部分客户的帮助下计算出
两款配置不同的设备在实际生
产条件相同情况下的投资回报
率：
两台设备，一台为目前最高
配置的利必达RA106-6+L，一
台为配置全自动换版配置的
利必达RA105-6+L（欧洲标准
配置），两台设备的实际生产
时间相同，利必达RA106的价
格较利必达RA105贵34%。结
果一些德国客户发现，实际生
产中，以5000张为一个工单计
算，经过粗略统计，高宝利必
达RA106中新增的质量控制系
统的投资回报率大概为5个月，
最新的同步清洗装置为6个月，
5

4

升级同步换版大概需要15.6个
月就可以回收投资成本。也就
是说，投资一台较标准配置价
格高出34%的高性能的设备，
在业务饱和的情况下，大概最
多2年的时间就可以完全的将购
买设备时多出的技术投资进行
回收。由此算来，这些多出的
投资并不一定会延长整台设备
的投资回报率，反而可能会将
一这时间缩减。而一台设备至
少可以使用7、8年，先进的技
术也可以保证我们的设备在使
用期限内不会太快的被市场淘
汰，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
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设备的使
用寿命，降低了未来企业技术
升级改造设备再投资的几率。
提高设备自动化配置并不代表
着企业的多投入，从长远而
看，高配置设备可以综合降低
生产成本，从而提升企业利润
率。但是设备投入永远都是适
合的才是最好的，设备投资不
可盲目跟风，必须冷静的分析
发展目标，选择力所能及的技
术配置，这样才可以实现让设
备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企业。

3

2

1

2. DriveTronic SIS 独有的无侧拉规进纸装置
4. DriveTronic Plate Ident 印版识别
6. DriveTronic SFC同步上光印版更换
8. AirTronic Delivery 收纸装置
10. Quality management质量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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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otecnica在薄膜和其它柔性包装材料上印刷而制造的现代化的CIC柔性版印
刷机

位于米兰附近Tavazzano的Flexotecnica公司

高宝进一步涉足日益增长的包装市场

高宝通过Flexotecnica和Kammann扩展了
其针对包装印刷企业的产品组合
多年以来，高宝已经通过其中等幅面和大幅面利必达在用于折叠纸盒的单张纸胶印技术领域占据了一个强有力的
位置。KBA-MetalPrint在金属板印刷方面也是如此，同时KBA-Metronic的标记和编码系统也已成为了众多包装生产线的组
成部分。高宝的单张纸印刷机同样专注于标签印刷市场的需求，尽管在这个主要被窄幅卷筒纸印刷机所垄断以及
使用墨粉的数字印刷机的市场份额不断增长的领域中还有待对其地位进行进一步的增强。一旦最终实现了计划中
的对意大利制造商Flexotecnica的接管，高宝集团将会以柔性版印刷机向日益增长的柔性包装市场进行扩张。除此之
外，还应包括对在豪华玻璃容器上直接印刷的丝网印刷机的市场领导者Kammann Maschinebau进行的控股性收购。

健

康的财务状况使得高宝
能够在成长型市场，例
如数字印刷或包装印刷领域进
行投资，这或者通过自身创新
来实现，或通过战略收购来完
成。由于在线媒体的发展，除
了进一步涉足日益增长的包装
市场外，高宝同时还在减小用
于出版印刷的卷筒纸印刷机的
销售份额。

日益增长的柔性包装（尤其是
薄膜包装）的印刷市场。在大
多数工业化国家，在这一包装
领域的新增投资的80%都被投向
了柔性版印刷机，只有20%投
向凹印设备。但是，在亚洲却
呈现出了相反的趋势，因为在
亚洲制造凹印滚筒将会更加便
宜。在亚洲某些地区甚至是柔
性版印刷在勉强坚守阵地。

在德鲁巴2012展会上，高宝推
出了由维尔茨堡工厂生产的
KBA RotaJET喷墨卷筒纸印刷
机，以此发出了进入数字印刷
市场的信号。第一台RotaJET被
出售给了一家德国客户，除此
之外，还有更多项目正在接近
完成。

Flexotecnica约有100名雇员，提
供用于在各种不同的柔性包装
材料上进行印刷的卫星式柔性
版印刷机。迄今为止，这一意
大利公司主要涉足欧洲和某些
海外市场。高宝计划要从先前
的大股东Ofﬁcine Meccaniche G.
Cerutti（OMGC）和建立这家公
司的Canette家族手中收购Flexotecnica的90%以上的股份。对这
家意大利制造商的收购已被稍
稍延迟。我们期待收购的最终
完成并且欢迎这家公司加入高

高宝以Flexotecnica应对柔性版
包装市场…
高宝通过收购米兰附近Tavazzano的Flexotecnica把目标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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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家族，力求使其尽早将产品
投入市场。

现代化的柔性版卫星式印刷
机…
去年Flexotecnica创造了超过
3,000万欧元（3,900万美元）的

销售额并且公布了可观的净利
润。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成
功地生产了450台印刷机设备，
公司的产品范围包括为各种价
格范畴提供的具有不同的自动
化和性能级别的各类卫星式印
刷机。这些印刷机都采用了最

单张纸胶印机 | 策略

在玻璃直接印刷领域中的全
球市场的领导者
Kammann是全球市场的领导
者。该公司直接印刷的玻璃
容器主要用于顶级价格的化妆
品、香水和含酒精饮料。在2012
年，这家成立于1955年、总共
有175名雇员的公司放弃了自己
大多数的生产活动，以集中精
力开发、组装、销售其印刷机
并且提供售后服务。2012年，
该公司创造了超过3,000万欧元
（3,900万美元）的年销售额并
且公布了可观的净利润。

在高质量玻璃、塑料和金属容器上直接印刷的Kammann的印刷系统

新的技术，可有多达十二个印
刷单元以及从600毫米到3,200毫
米（23.6和126英寸）的带状承
印物的宽度。最先进的专用驱
动装置技术减轻了操作的劳动
强度并且缩短了准备工作的时
间。此外，Flexotecnica新的Evo
XG现代化设计也是德鲁巴2012
展会的亮点之一。该意大利制
造商当前占有不到10%的市场份
额，但是，作为高宝集团的一
个成员，在高宝的销售和服务
网络的帮助下，该公司一定会
有更多的成长机会并且增强其
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和用于对空心容器直接印
刷的Kammann丝网印刷技术
高宝通过收购位于德国Bad

位于德国Bad Oeynhausen的Kammann总部

Oeynhausen的Kammann Maschinenbau公司85%的股份在包装
领域中继续其成功的小众市场
战略。Kammann的两位执行董

商进行了重新调整。Kammann
主要提供用于在高质量玻璃、塑
料和金属制造的空心容器上进行
装饰印刷的印刷机。除丝网印刷

事将会继续持有剩下的15%股
份。先前的大股东，位于慕尼
黑的私人股本公司Perusa在最
后几年中成功地进行了重建并
对这家中等规模的印刷机制造

外，Kammann的精确而灵活的传
送系统也可用到烫金、数字印刷
和装饰加工中。该公司还有重要
的服务业务。

在玻璃容器上直接印刷的挑战性工艺主要用于奢侈的化
妆品包装和饮料容器

Kammann的系统还能直接在塑料容器上进行印刷

高级玻璃包装即使是在诸如中
国、巴西和俄罗斯等的临界国
家也是一项正在成长的业务。
它被认为是一种差异化介质，
作为与廉价替代物相比的社会
地位的象征越来越得到消费者
的重视。市场预测指出，这
个领域的成长将会高于平均水
平。从工艺角度看，以高质
量丝网印刷系统进行的直接印
刷，由于要对不同形状的玻
璃容器进行机械操作，因而是
最具挑战性和最昂贵的整饰方
法。这些技术要求将会阻止新
来者进入这个由极少数制造商
提供服务的奢华领域。
在超市的货架上，用于高级香
水或饮料品牌的直接印刷的玻
璃容器将与廉价品牌的简单贴
上标签的容器进行竞争。这些
包装的价值经常会被寻找奢侈
商品的顾客所低估。虽然容器
的直接印刷对高宝来说是一个
新的领域，但是集团已在某些
包装印刷领域有所建树。因
此，管理机构把这次收购看做
是非常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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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幅面完成
大目标
如果有谁想要看看印刷的日报现在变化得有多快以及程度
有多大，那就看看荷兰吧。在荷兰，只有一份国家级报纸
DeTelegraaf还未转变为较小幅面。考虑到这些市场的发展，
位于荷兰Barneveld的报纸和杂志印刷商BDU Print投资购置了
一台新的高宝Commander CT。对BDU的常务董事们来说，至
少未来的报纸在幅面尺寸上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B

DU Print负责销售和管理的
商务总监Martin van Ee在
2013年春季于汉堡举行的WANIfra Printing峰会上引发了人们
对创意印刷的极大兴趣。这位
荷兰印刷厂的总监与报纸设计
师Koos Staal一起展示了幅面尺
寸“Daily XS-L”，一种带有标

BDU Print的印刷厂总经理Hans Daniels正在展示在新购的高宝Commander CT上使用
的跨页印版

签的16页微型报纸，它的折页
尺寸适合将报纸放入小手提包
内，但却可以在传统的卷筒纸
报纸印刷机上进行印刷。

迷你报纸
2004年，Koos Staal开发出了一
种A5幅面的“迷你报纸”，可
由单独一张40 x 59厘米（15.7 x
23.2英寸）的报页折叠而成。对
他来说，这是为正在到来的向
小幅面报纸发展的趋势迈出的
合乎逻辑的一步。所谓的“小
报革命”肇始于英国、荷比卢
三国和斯堪的纳维亚。

高宝的荷兰卷筒纸印刷机代理商Rotagraphic BV的总经理Jacco der Vries（中）以
及印刷工RutgerHeijmen（左）和Melvin Taribuka

份报纸吗？突然，一个念头涌
上心头，他需要的是一份真正
紧凑的报纸，可在半个小时内
读完并且可在当地由单张纸胶
印机印刷。

为卷筒纸进行修改
Koninklijke BDU是一家出版与印刷服务
提供商，该公司还以冷固型卷筒纸
和单张纸胶印为其它出版社印刷报
纸和杂志

但是，这一幅面如何紧凑就是
全部吗？Staal不禁怀疑。读者
真会一天花上三个小时去读一

Staal能够激发那些将其极端本
地化的出版、特殊事件专版和
目标群体媒介的创意视为机会

的报纸出版商。但是，在单张
纸印刷机上进行印刷的方法却
不太受欢迎。
Martin van Ee、KoosStaal和印刷
厂经理一起合作，力图找出一
种在报纸印刷机上生产“Daily
XS”的方法。Staal说：“我
们的主要问题是，能够在卷筒
纸上进行印刷的最小报纸尺

BDU
Koninklijke Barneveldse Drukkerij en Uitgeverij于1996年被
授予Koninklijk（此为一项皇家的荣誉称号）。该公司成
立于142年前，是一家家族经营的公司。雇员拥有25%的股
份。27名雇员供职于控股公司，120名供职于出版部门，63
名供职于印刷厂。鉴于在公司的报纸和杂志分部生产的小
印量活件的数量很大，高效的工作流程和简短的准备工作
时间就成为了关键所在。BDU Print的目标是以高宝的Commander CT获取荷兰日报的更多（部分）版本。该公司位于
Utrech、Apeldoorn和Arnhem之间的理想位置，从那里可以
方便地抵达荷兰中部的所有地区。
这台Commander CT有四个8色印刷塔，采用三幅宽大滚筒配置，用于生产多达
96页小报幅面的产品，配备有一台放置在中央位置的夹板式折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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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总监Martin E. van Ee演示
了在BDU Print小报幅面上已经
可以在脊部进行纵向上胶，从
而使报纸的页数以两版递增成
为可能

左：小报幅面（289 x 415毫米11.4 x 16.3英寸）现在是荷兰各种日报的标准幅面。BDU Print的新的
卷筒纸印刷机是为非常小的幅面设计的 – 主要用于小报一半幅面的产品

寸到底有多大？”回答：两张
大报的幅面 – 或八页小报的幅
面。KoosStaal继续解释道：“最
后，我们拿到了这些张纸，然后
把它们翻开、翻转并折叠，直
到我们找到了正确的起点和设
计的理念。”结果就是“Daily
XS-L”，一种16页类似于A4
幅面的闭合报纸，各页的长度
可变，可以形成有彩色标签的
索引，使读者能够容易地找到
单独的各个版块。当完全打开
时，该报就是一张大报的幅
面，但是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将
其折叠成更小的尺寸。

合同印刷商BDU Print
Daily XS-L并非Martin van Ee在
过去几年中竭力寻找的唯一报

纸幅面。出于简化考虑，他的
公司以BDU Print和BDU Media
而非其全称“Koninklijke Barneveldse Drukkerij&Uitgeverij”上
市交易。公司位于荷兰中部的
一个被称为Barneveld的小镇，
为了进行报纸和杂志的出版和
生产而雇用了210名员工。其中
有63名员工在公司的印刷子公
司工作，操作两台报纸印刷机
和两台八色单张纸胶印机。在
以这些印刷机生产的产品中，
只有一小部分是该公司自己的
产品，例如10,000份的荷兰最小
的独立报纸 - 本地的一份日报
Barneveldse Krant，再加上40种
本地的周报和60种其它的期
刊。BDU Media销售广告空间，
还为许多其它出版社执行各种

报刊的整个生产过程。在Barneveld将会总共生产60种报纸
版本和160种不同的杂志。所
以，BDU Print将能及时了解所
有最新的市场发展。Van Ee知道
什么能够激发出版商以及提供
什么才能视为面向未来的印刷
伙伴。

在线链接
由BDU Print生产的许多特殊趣
味和目标群体的杂志就像日报
一样，需要面对阅读习惯和广
告市场的不断改变。

印刷的“手机”
可以说BDU Print已经通过其印
刷幅面有效地向移动装置靠近
了一大步。这台三幅宽大滚筒

新的高宝Commander CT

该卷筒纸印刷机的上部结构配备有多个翻转杆机构和粘接头，可以获得最
大的生产灵活性

BDU新购的高宝Commander CT三幅宽大滚筒印刷
机配备有四个8色印刷塔、
四个纸卷架和一台夹板
式折页机。最大纸卷宽
度为1,734毫米（68.26英
寸），滚筒周长为830毫米
（32.67英寸）。每小时可
以印刷小报幅面289 x 415
毫米（11.4 x 16.3英寸）的
96页报纸47,000份。只使
用跨页

的Commander CT与其前任机器
相反，专门设计用于最大的小
报幅面（289 x 415毫米11.4
x 16.3英寸）。一半尺寸的产品
（207 x 289毫米8.1 x 114.英
寸）在BDU被称为“杂志”。
带有标签的四分之一尺寸的产
品接近iPad屏幕的尺寸（切边
尺寸144 x 207毫米5.7 x 8.1英
寸，在印刷机中被设计为一半
幅面）被恰当地命名为“BDU
写字板”。
新印刷机的快速的自动化印刷
准备工作对BDU Print来说并不
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比如能够
给小报幅面进行跨两页纵向上
胶的能力也很重要。板块装订
装置将使“杂志”幅面能够联
机装订。可以同时生产和输出
两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小报加
上杂志或写字板）并且将其排
列在一起。当然啦，您还可以
使用不同类型的纸张。

将来会拥有什么？
Daily XS-LBDU写字板目前尚
未销售给任何外部客户，因为
看起来荷兰的报纸出版商是相
当保守的，即使BDU许可其它
印刷厂使用这种受到保护的产
品幅面。可能是这种理念走在
了时间的前面。Martin van Ee喜
欢用“BDU写字板”开始他的
业务洽谈。但是，他承认至今
为止，大多数合同都是以A4标
准产品幅面“杂志”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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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报纸版式
报纸这一传统工业的现状几乎
很难被改变，尤其是在大多数
制造商和用户都对未来失去信
心的情况下。发行量在全球范
围内下滑，这是业内公认的事
实。的确，情况就是这样，因
为这是电子媒体的时代。
但是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的是，
印刷形式的报纸依然是一种强
势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被生产
并阅读。发行量下滑以及部分
（不是全部）报纸停刊，究其
原因，主要是在与那些能随时
随地快速获取信息的媒体形式
的竞争中，流失了读者群。因
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否
还能做些什么，使得印刷的报
纸保持其对读者的吸引力，倡

导你的出版宗旨，帮助那些被
众多电子渠道所传递的垃圾信
息引入歧途的社会群体。答案
是肯定的：是的，你可以。

COMMANDER印刷机包含6个双
幅印刷塔、2台双出口折页机、1
台烘箱，配备Freag邮发系统，
并且以最高的效率完成安装。

华商报，这个极具现代化理念
的报纸，就是个例子。他们大
胆设想并尝试前人未有之举，
在中国报业的历史上写下了迄
今为止独一无二的一笔。在当
前如此传统的市场环境下，他
们大胆地将现有的报纸裁切尺
寸由546毫米，改为更小幅面的
470毫米。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被
定格在2013年7月初，华商数码
的KBA COMMANDER新印刷
机正式投产，以新的幅面版式
生产他们的报纸。作为中国市
场最大规模的配置之一，KBA

新的报纸版面尺寸为320毫米
×470毫米。此开本的报纸也
被称为“柏林版式”，但它并
不是发源于德国的首都柏林，
而是因为曾经作为柏林地区报
纸的标准尺寸。其版面相比中
国传统的大报要窄而短，因此
可称之为紧凑型设计。以其成
品尺寸来看，人们可能会说，
它和传统的小报差不多，但事
实上它的尺寸要大一些，这也
是从出版角度再次对其产生兴
趣的原因所在。柏林版式保留
了大报版式的所有特性，可以

470毫米

546毫米

传统的尺寸
（大报）

柏林尺寸
（大报）

315毫米 或320毫米

版面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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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生产流程中同时生产不
同的版块（活套折页），而小
报则不具备这样的特性。在西
方国家，这一特性更加重要；
习惯上，吸引眼球的八卦娱乐
新闻多采用类似单本杂志的小
报版式，而包含不同版块（以
区分不同的内容，例如：国内
新闻、国际新闻、经济、体育
等）的大报，其内容更具严肃
性和可信性，这是此版式的突
出特点和重要特征。
紧凑幅面也为生产过程带来诸
多优势。较小的版式意味着
较小的纸带幅宽；更窄更轻的
纸卷易于装卸操作，纸带的扇
形扩张（表现为纸张在吸水后
产生延展，从而致使横向套印
出现问题，这一问题与印刷机
性能无关，完全是纸张自身适
性的问题）的影响程度取决于
纸带的幅宽—更宽的纸带，会
产生更大程度的扇形扩张。如
果我们考虑到双幅宽印刷机的
纸幅宽度比较，纸幅差别会变
得尤为突出。传统大报版式的
双幅宽纸带，宽度可达1576毫
米，甚至是1720毫米，而柏林
版式的纸幅宽最大仅为1280毫
米，这是柏林版式在质量方面
的一个重要特性。
基于470毫米的紧凑幅面，纸张
的消耗量会更小。至于可以节
省多少成本，取决于不同报纸
各自的出版发行环境。较小的
版面尺寸可能意味着需要增加
报纸的页数，但是可以通过巧
妙的版面设计和对内容的编辑
对此加以控制，使得纸张成本
的优势得以实现。对于一个印
刷企业来说，纸张是最大的可
变成本因素，纸张成本甚至会
高于印刷设备的年度折旧值。
由此而节省的纸张，不仅有利
于您的财务状况，同时也有益
于环保。绿色印刷已经成为当
前印刷工业的一个主要话题，
致力于这一方向是非常重要
的，更何况应用紧凑型版式还
可以节省成本、减少相关必须
消耗品的用量，如油墨、润版
液和版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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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生产环节的影响之外，
柏林版式也为读者带来好处。
它更易于握持，即便是在无法
将报纸摊开放置的不是很舒
适的位置，也不会让读者感到
疲劳。另外，试想一下，在车
站、机场等候区的长凳上，或
者是在飞机上，柏林版式可以
大大改善读报时对邻座的个人
空间造成的侵扰。在某些市场
上，出版商也倾向于以此来
吸引年轻的读者，视其为未来
的客户，而在这一群体的观念
中，传统的大报已经太过时
了，是属于过去的事物。
为了充分利用柏林版式的所有
优势，报纸印刷商在实施改变
裁切尺寸这一重大举措之前，
需要预先考虑如下问题：
• 在采用新的版式时，现有的
版面布局需要遵照新版面的
设计规则做出调整，某些报
纸出版商甚至会寻求专业设
计人员的帮助（标题的位置
和内容、图片、留白等），
这对一份报纸来说也是一次
重树形象的机会。
• 对于文字内容来说也存在相
应的改变。与传统的报纸相
比，较小幅面的紧凑型报
纸，会相应地限制文章的篇
幅；这意味着文章的编排必
须适应较小的报纸版面。但
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
变化也为报纸带来了新的感
觉。巧妙并简洁地利用版
面、合理的内容布局可以有
效弥补紧凑版面对文章篇幅
的限制。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因素，
是与报纸收益紧密相关的最大
资源——广告。较小的版面并
不等同于较小的吸引力，让广
告商充分理解和接受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就单个广告而
言，以一个满版广告来做对
比，虽然版面尺寸会小一些，
但是从版面的比例上来说，它
依然是一个整版广告；广告的
效果，也就是其对读者的吸引
力，是没有改变的。

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
就是新的版式需要新的印刷
设备，因为裁切尺寸的变化意
味着印刷机滚筒周长尺寸的改
变。这就是说，你必须要投资
全新的设备，甚至于还要考虑
到设备的备份冗余（否则一
旦某个机组出现故障，将没
有可替代生产的设备），因为
原有裁切尺寸的设备已不能用
于生产新版式的报纸。一方面
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投资，另
一方面，是否迈出这至关重要
的一步，取决于整体的投入产

出和利弊评估。如果“绿色印
刷”可以作为采用较小版式的
理由之一，促使我们必须投资
新的生产设备，那么我们也可
以藉此契机一步到位，投资无
水胶印机。
KBA的环保明星，印刷质量超
群的CORTINA印刷机，正是您
最佳的选择。这样的话，您可
以一举两得：通过改变幅面版
式为报纸带来新意，投资绿色
未来并提高您的印刷质量。

在一个通过众多电子设备、令
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是为了快
速获取信息的媒体世界，以印
刷形式存在的报纸在艰难前
行。但是，如前所述，我们依
然有空间，可以为印刷模式的
报纸行业做出一些改变，这也
应该是每个报纸出版者应该担
负的责任。华商报以其明确的
姿态支持印刷媒体，通过采用
新版式树立其报纸的新形象，
这也是中国传统报业市场发展
的一大步。

全球采用高宝设备生产“柏林版式”出版商实例
德 国：

·
·
·
·

Koelner Stadtanzeiger（2007），采用高宝CORTINA
Badisches Tagblatt（2013），采用高宝COMMANDER CT
Giessener Allgemeine（2013），采用高宝COMMANDER CT
Fraenkische Landeszeitung（2013），采用高宝COMMANDER CL

法 国：

· La Provence（2007）采用高宝三幅宽大滚筒COMMANDER
· Le Figaro（2009），采用高宝CORTINA

比利时： · Le Soir（2005），采用高宝三幅宽大滚筒COMMANDER
· De Morgen（2006），采用高宝CORTINA
美 国：

· Reading Eagle（2009），采用高宝COLORA

阿联酋： · Gulf News（2012），采用高宝半商业印刷机CORTINA
中 国：

· 华商报（2013），采用高宝COMM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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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起印刷的旗帜

Badisches Tagblatt选择了Commander CT
巴登巴登的Badisches Tagblatt将要投资约2,100万欧元（2,700万美元）并且采用最先进技术建立一
座新的印刷厂。这台高度自动化的紧凑型Commander CT卷筒纸印刷机将会成为这一新印刷中
心的心脏。2014年夏天，来自以维尔茨堡为基地的世界市场领导者的这台新购48页印刷机将
在该公司位于Oos-West工业园的新建子公司Badisches Druckhaus Baden-Baden投入使用。

为Badisches Druckhaus Baden-Baden生产的
高宝Commander CT

B

adisches Tagblatt的总经理
Wolfgang Hoffarth说：“我
们位于德国西南部，我们在这
一地区的新闻和广告领域非常
成功。我们将以200多年的公司
历史为基础继续适应市场的变
化。我们坚信，印刷的地区报
纸加上优质的新闻工作和有吸
引力的版面布置将会具有美好
的未来。出版社的拥有者考虑
到了这一点，选择以在出版公
司附近的自有新建印刷厂扩大
我们的立脚点的方式和增强我
们的核心业务。Commander CT
将使我们能够高效、经济、独
立地以更好的质量生产我们的
报纸和周刊。”
截至目前，Badisches Tagblatt
的印刷产品一直由位于Rastatt
的合作伙伴Grelserdruck生产，
该公司在一台1999年投入使用
的高宝Colora上印刷相应的产
品。Commander CT将被主要用

于印刷Badisches Tagblatt，还为
Baden-Baden、Rastatt、Murgtal
和Bühl印刷该报的四份地方
版，每日发行量约34,000份。该
机还将印刷出版社的两份免费
报纸和其它期刊。每星期三出
版的Wochenjournal WO的发行
量约为164,000份，星期天的免

Badisches Tagblatt的总经理Wolfgang Hoffarth（左）和Badisches Druckhaus Baden-Baden
的总经理Christoph Grelser（中）信赖可以持续的印刷。以下人员在合同签字
仪式上合影留念：高宝负责卷筒纸印刷机的执行副总裁Christoph Müller（右）
和站立者（从左到右）- 高宝的销售经理Günter Noll、高宝的销售总监Alexander Huttenlocher和Badisches Druckhaus Baden-Baden的技术总监Ewald A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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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报纸WO am Sonntag的发行量
约为129,000份。该出版社拥
有一个广泛的在线地区新闻网
站，可以提供系列服务。

通过投资提高效率和灵活性
新近成立的Badisches Druckhaus
Baden-Baden的总经理Christoph
Grelser说：“我们立足于以未
来为导向的报纸印刷的生产需
求做出了选择高宝Commander
CT印刷机的决定。这台具有高
度自动化并在市场中被证明非
常受欢迎的紧凑型印刷机将在
效率和灵活性方面带领我们继
续前进。这尤其得益于自动换
版功能，它确保了快速的活件
更换。我们可以用由此节省的
时间来增强我们的印刷产品的
时事性。而且，采用最先进技
术还将减少所需人员的数量以
及废品的数量。此外，我们的
广告商和读者也会喜欢Commander CT提供的极好的印刷质
量。”

广泛的自动化
这台为Berliner幅面尺寸设
计制造的双幅宽Commander
C T将有三个印刷塔和一台K F
5折页机，每小时可以印刷多
达90,000份报纸。三个Pastomat纸卷架将被嵌入一个自
动的纸卷操作系统中。该机
由配备了EasyStart和EasyCl e a n u p 模 块 的 高 宝 E rg o Tr o nic控制台进行控制，可以进
行自动的印刷机起动和停机以
及活件准备、预设置和过程控
制。其它高度自动化的部件还
包括彩色和裁切的套准控制装
置、供墨装置和橡皮布清洗系
统以及折页三角板之前的纸带
引导系统。三个翻纸杆机构、
一个带有两个折页三角板的折
页机上部结构、一个半幅宽封
面引导装置和一个可变的局部
打孔线装置都将确保获得最大
的生产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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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Ouest-France生产的双幅宽小滚
筒的高宝Commander CL

为法国最大的日报生产的双幅宽小滚筒的Commander CL

雷恩Ouest-France转向高宝
建在法国雷恩的Ouest-France媒介集团也投资购置了一台Commander CL。法国最大的报纸选择了
第一台配置为滚筒横向四版、周向一版（双幅宽小滚筒）的紧凑型塔式印刷机，这是迄今
为止订购的第八台Commander CL。该机计划于2014年秋天在雷恩投入使用。

法国第1和欧洲前10
法国最大的日报Ouest-France由
Paul Hutin-Desgrées于1944年8
月4日创立，目前的日报发行
量约为800,000份并且包括50个
版本。该媒体企业以雷恩为基
地，主要关注Brittany、Pays de
Loire和Lower Normandy地区。
自1990年起，一个非盈利组
织“Association lol 1901”拥有
了Ouest-France的所有股份。由
民法公司SIPA代表这家协会，
这对报纸行业来说是独一无二
的。星期日报纸Dimanche Ouest
-France于1997年首次发行。在
2005年底，已经拥有了P resse
de la Manche 的SIPA接管了在
Pays de la Loire地区发行的报纸
Le Courrier de l’Ouest、PresseOcéan和Le Maine Libre。SIPA
- Ouest-France集团拥有约100
万份的总发行量，其中包括所
有的地区日报。此外，该媒体
出版公司的分部Publihebdos主
要在法国西部和北部以及巴黎
地区出版76种周刊，发行量达
49万份。通过由SIPA的子公司
Soflouest控制的Spir Communication（消费和特殊趣味的
杂志、网站、广告印刷品的发

行）SIPA -Ouest-France集团持
有免费报纸20 Minutes France的
股份。Norwegian Schibsted集团
是其合资伙伴。
它的核心业务涉及包括杂志和
书籍的印刷媒体。这家著名的
媒体公司在广告、营销、咨询
和广播电台方面表现非常活
跃。集团在多媒体领域也很活
跃，拥有在线新闻、订阅及集
团的非常受欢迎的汽车、地产
和一个就业市场的门户网站。

系统、自动的色彩和裁切套准
控制装置和半自动换版系统，
将会大大缩短印刷准备时间、
减少废品以及减轻操作和维护
的劳动强度。双幅宽小滚筒的
Commander CL由最先进的
ErgoTronic控制台进行控制。
一个PRIME接口使该机可集成

在现有的活件计划和印刷机预
设置系统中。
一贯的模块化设计将会支持在
晚些时候进行扩充以及适应新
的自动化水平，从而可以满足
不断改变的市场需求。

模块化设计支持灵活的改进
订购的Commander CL每小时可
以印刷84,000份多达48页三个板
块的大报（其中40页为四色）。
小报产品可以多达96页，最多可
有80页的四色报页。
幅面尺寸为350 x 500毫米（13.8
x 19.7英寸）的印刷机包括有五
个用于进行正背四色印刷的8色
印刷塔、一个正背一色的印刷机
组、一台带有骑马订装置的KF 5
夹板式折页机和六个Pastomat纸
卷架。自动的编页码改变、自
动的RollerTronic墨辊锁定、自
动供墨和供墨装置的自动清洗

Commander CL的模块化设计将会支持单独的选购装置以及在生产要求改变时
进行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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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出版公司的总经理Thomas
Marx解释道。

在Trierischer Volksfreund的高宝Cortina无
水胶印机确保了极好的印刷质量、
环保性能、极好的生产灵活性和经
济性，必将开创一个新时代
照片：Ralf Jakobs

德国的Trierischer Volksfreund依赖无水胶印

配备两个上光装置的紧凑型Cortina
已被发往特里尔
德国特里尔的Volksfreund-Druckerei Nikolaus Koch于六月初订购了一台配置用于进行高质量报纸和
半商业印品印刷的高宝Cortina。这台高技术的无水胶印机将会加强出版社的报刊生产能力并
且明显扩大出版社的产品范围。“这一选择高宝Cortina的决定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把Trierischer
Volksfreund置于了有利的地位，”Saarbrücker Zeitungsgruppe的CEO Joachim Meinhold博士评论道，他的
目标是从2014年春天开始让这家子公司走入一个新时代。

“我们把这次对我们特里尔工厂
的投资看作是一个向本地区发出
的清晰信号以及对我们的员工在
那里做出的杰出工作的认可，”
报纸集团的CEO补充道。
把印刷产品作为核心媒体的承诺
“印刷的Volksfreund报纸及其

不可缺少的地区资源以及本地
的信息和广告，都是我们的核
心产品，这在将来也不会改
变。应该继续为我们的读者提
供方向和机会，以便形成他们
自己的观点。除了以极好的质
量和创造性的广告形式加强我
们印刷产品的地位外，我们还

将力图以我们的数字化活动将
企业继续向前推进，把新的目
标群体吸引到我们的报纸品牌
上来。这次对新的卷筒纸印刷
机的投资将会确保我们能够保
留我们的特里尔工厂，由此为
我们的生产人员保留长期的工
作场地，”Trierischer Volksfreund

扩大选择范围以获得更多的订单
CEO Marx相信这一新技术将会
拓展出新的业务种类：“除了
印刷我们的日报外，将来这一
投资将会为我们提供在特里尔
用各种不同的幅面和承印物印
刷我们自己的产品以及外部订
单的其它可能性。由于有了这
台新印刷机，我们为印刷行业
提供的服务和产品范围都将明
显扩大。高宝Cortina具有极好
的印刷质量以及环保特性、很
高的幅面尺寸和承印物的灵活
性、极少的废品和极快的活件
更换，该机的理想配置可以满
足这些生产要求。两个集成的
上光装置将会通过给高质量小
册子、传单、增刊和特殊产品
的纸带进行两面上光而为此做
出贡献。”

多功能服务提供商
以缔造者Nikolas Koch命名的
已经存在了135年的这家公司
今天属于SaarbruckerZeitung媒
体集团。Volksfreund-Druckerei
Nikolaus Koch出版的报纸是
Trierischer Volksfreund，每日
发行量约为10万份，在特里
尔、Eifel、Mosel和Hunsrück
等地发行12个地区版。地区行
业刊物MACHER、Menschen +
Märkte 、时尚杂志 glanzvoll 、
儿童杂志Luky和足球杂志Anstoß将与公司的日报一起被提
供给各自不同的目标群体。
该 出 版 社 还 与 卢 森 堡 的 Ta geblatt一起出版跨界报纸
Delux。Trierischer Volksfreund
可被作为印刷版本和电子纸
予以提供，还可作为app提供
给移动装置。该媒体出版社是
地区互联网市场的领导者（网
站：volksfreund.de）。报纸、
免费报纸、小册子和信件的送
递服务加上为外部顾客提供的
呼叫客服中心将会完善公司的
服务范围。

双面上光装置安装在紧凑型Cortina塔式印刷机的顶部，紧挨着它的是节能并且长度很短的红外线/热风干燥装置。
因此，水性上光油很快会被烘干，从而防止在以后的生产链中油墨和上光油被蹭脏或出现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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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德国特里尔生产的配备有两个上
光装置和两个干燥装置的高宝Cortina

面向未来的工具
该双幅宽Cortina将被设计制造
成具有510毫米（20.1英寸）的
裁切尺寸、1,400毫米（55.1英
寸）的最大纸带宽度、每小时
85,000份的产量和以全彩色生
产32个大报页和64个小报页的
能力。除了两个配备有Patras A
自动纸卷装卸装置的Pastomat纸
卷架和一个剥纸站外，该印刷
机还配备了两个紧凑的8色印刷
塔、一 台 K F 5 折页机和两个上
光装置。由于该机将被配置为
水平安装的印刷机并且具有无
墨键供墨装置，所以能够大大
减少所需的操作者数量。
自动的并可无级变化的纸带宽
度调整（如在使用1,200和1,400

毫米（47.2 – 55.1英寸）之间的
全宽的纸带时）和用PlateTronic
进行的自动换版，将会确保快
速的活件更换。Cortina能够加
工不同的纸带宽度，可与无墨
键供墨技术一起获得最大的幅
面尺寸灵活性。编页码的改变
可从控制台自动启动，这样就
在生产需要频繁改变产品厚度
时可以削减准备工作的时间。

冷固型生产中的联机上光
用于小印数到中等印数的联机
整饰的两个上光装置将被集成
在两个印刷塔上。这个选项只
有在Cortina上进行无水胶印时
才有可能，同时只需一个红外
线/热风干燥辅助装置，而不需
要高能量的热固式干燥装置。

水基上光油可以以不同的宽度
印刷在纸带的两面上，而且产
品可以立即完成。也可使用上
光的和不上光的纸带组合以及
使用标准的和精细的新闻纸。
定制的上部结构将有两个自动
的双翻纸杠机构、一个带有三
个折页三角板和一个隔页分切
装置用于大范围产品的折页机
上部结构。其它的部件能够对
产品进行上胶、装订或打孔
线。其它能力还将支持特殊广
告的生产，例如四页跨页版面
或半幅宽封面。
Cortina将在一个ErgoTronic控
制台上进行控制，该控制台包
括有高宝PressNet生产计划和
印刷机预设置系统，配备有用
于自动的印刷机起动的高宝EasyStart和用于自动降速停机的
EasyClean-up。自动的彩色和裁
切套准控制装置、CleanTronic
滚筒清洗系统和其它部件将会
确保以最小的废品率实现高质
量的印刷和折页。

性的特殊出版物。这些出版物
所具有的极好的印刷质量直到
最近都被认为根本不可能在冷
固型印刷中完成。这样的一个
例子就是为斯图加特附近Leonberg的Staud Studios - 一家尤其
在汽车和F1粉丝中享有盛名的
著名的国际摄影工作室 - 生产
的客户杂志。具有许多细节、
颜色并把光亮和阴影熟练地混
合在一起的大比例、色彩鲜明
的照片立即就能吸引读者的注
意力。用很高的油墨覆盖率在
新闻纸或精细承印物上生产冷
固型产品，经常会在折页机中
或邮发车间造成不可避免的蹭
脏和背面粘脏，这会对质量产
生重大影响。在Cortina上进行
无水胶印再加上联机上光会使
这个问题成为历史。非常高兴
看到类似的不同寻常的印刷产
品现在可以出现在更靠北的特
里尔。

引人注目的冷固型质量
一台已在Freiburger Druck
（Badische Zeitung）使用超过
一年的装有一个集成上光装置
的Cortina现在正在为自己的出
版社和外部客户印刷具有挑战

采用上光装置的顶级质量的冷固型产品：在Freiburger Druck的一台高宝Cortina
上为来自斯图加特附近Leonberg的Staud Studios印刷的客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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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独的加印装置提高读者的忠诚度

高宝改进胶印机的喷墨系统

喷墨改造：用于在高宝胶印机的上
部结构中安装柯达Prosper S30喷墨加
印系统和摄像头的横梁。该照片显
示了配有一个印刷头的标准机型。
也可以配有两个或更多的印刷头以
迎合更大的加印区域或更高的生产
速度

可变的加印装置大大提高了报纸对读者的吸引力，与此同时还
为出版商提供了额外的设计选项。目标明确的广告、地区化、
以诸如抽奖或甚至在生产开始后对单独的论坛消息进行更新
（如在选举或足球比赛期间）的可能性进行的读者推广，将是
增加时事性和增大读者权益的多种方法中的几个而已。

早

在德鲁巴95展会上高宝
就第一次展示了一台具
有可变加印功能的Express报纸
印刷机，那时使用的是俄亥俄
州代顿的Scitex的喷墨头，该制
造商晚些时候已被柯达收购。
与此同时，喷墨技术已经获得
了进一步的发展，高宝取得了
多种应用的大量经验，最新成
果就是大印量的RotaJET 76数字
式卷筒纸印刷机。
就像与其前任公司Scitex在1995
年已经做过的那样，高宝与柯
达合作提供了最新一代的喷墨
加印头。受到柯达青睐的用于
此目的的喷墨系统 – Prosper S30
具有最大600 x 200 dpi（点/英
寸）的印刷分辨率，而且可以
在15米秒以下的纸带速度时
加印可变数据。印刷头在上部
结构 中 的 最 佳 定 位 、 印 刷 头
与纸带之间的精确间隙和纸带

张力的精确设置以及裁切的套
准，都已成为了高宝的例行任
务。

通过改造较老的胶印机获得
增值
尤其对那些自动化程度较低并
且准备工作时间较长的老式报
纸印刷机的用户来说，一个喷
墨系统的改造会带来有益的全
新可能性。有了喷墨加印系
统，就能灵活地生产有相应的
地区标题行和目录索引的标题
页，而且不会产生额外的废
品。

不中断生产的快速改造
高宝把柯达的喷墨系统集成在
印刷机的上部结构中，用一个
摄像头进行套准控制，用一根
电动机调整的横梁进行印刷头
装置相对纸带的精确定位。该
横梁也可以安装多个印刷头和

摄像头系统，以迎合更高的纸
带速度或更高的分辨率。整个
系统由高宝的售后服务人员安
装和调试。控制台的集成可以
作为一个选项提供，因为这是
一个带有外部触摸面板PC机的
独立的解决方案。

印刷机上安装了十一套柯达的
Prosper喷墨系统，而且没有发
生任何应该引起注意的生产中
断。高宝的技术人员还可以在
其它制造商的报纸和商业卷筒
纸印刷机上进行喷墨系统的改
造。

过去几周，高宝已经为Axel
Springer集团的合同印刷商所使
用的分布在德国7个地点的高宝

18年前首次展出
高宝在德鲁巴95展会上已经用Express胶印机上部结构中
的Scitex喷墨头演示了高度个性化的报纸生产。在每个标
题版上都以稍稍降低的生产速度印刷了一个不同的卡通
画。Scitex后来改名为Kodak Versamark。鉴于喷墨技术
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当前报纸市场的发展，这种复合型印
刷的形式变得在今天比以往更有吸引力。

在德鲁巴95展会上，以高宝Express印刷的标题版的右上角处有一
个红色箭头指向在胶印报纸中单独的喷墨加印的内容。值得一
提的是：该Express胶印机已经配备了一个附加的用于自动换版的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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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HouseService（印刷厂服务）（PHS）

卷筒纸印刷商高度评价
PHS专家提供的服务
高宝的子公司PrintHouseService（印刷厂服务）(PHS)于2012年在
维尔茨堡成立，而且在奥格斯堡、普劳恩和汉堡均设有分支
机构。该公司独立于供应商的服务范围（技术服务、修理
与维护、改造、扩展、现场技术人员的部署等）正在取得成
功。除德国外，PHS的总经理Steffen Dittmann还打算集中精力把
该公司的专业服务扩展到境外。
PHS的专家为所有典型的卷筒纸印刷机品牌执行重新安置和改造工作，在这
个例子中是Märkische Oderzeitung公司的Geoman

下面两个最近的例子表明其它
制造商的印刷机的用户喜欢这
种分散的、有利于客户的PHS
组织以及该公司人员的专业水
平。

改造和重新安置至法兰克福/
奥德河
PHS已被媒体出版社Märkische
Oderzeitung委任为总承包商，
并与EAE合作承担一台Geoman
印刷机从Weingarten到法兰克
福/奥得河的出版总部的重新安
置工作。这一交易还将包括对
印刷机和控制台技术的全面升
级。该媒体出版社属于设立在
乌尔姆的出版社Neue Pressegesellschaft，后者持有位于Wein-

garten的Ulm-Oberschwaben印
刷中心的50%的股份。就是在
那里，这条配置有两个8色印
刷塔、折页机和四个纸卷架的
Geoman印刷生产线直到今天还
在运转。
在重新安置时，PHS的专家还
将执行大范围的检修，在印刷
机组和折页机上进行大量的改
造，现在的PECOM系统要被
EAE的一个生产计划和印刷机
预设置系统所取代。经过整修
的印刷机将会通过屋顶进入，
不会打扰印刷车间内其它印刷
机的生产，计划于2014年年初
使其投入使用。

由PHS的团队执行的印刷机大修明显提高了德累斯顿的Geoman印刷机将来的
生产安全性

在德累斯顿的DVD进行Geoman
印刷机的大修
PHS在Dresdner Verlagshaus Druck
（DVD）以极短的时间对一台
十个机组的Geoman印刷机进行
了大范围的大修和彻底的维护。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PHS的技
术人员更换了印刷塔中所有的气
动装置。并且，机组中的所有部
件都接受了彻底的清理、检查、
调整并且根据需要进行了更换。
在为Geoman的重新安置和改造签订合同后（从左到右）：Fritz Torneden咨询
公司的FritzTorneden、Südwestpresse的总经理Thomas Brackvogel、EAE的销售经理
ÖmerSengün、PHS系统服务的负责人Harald Klein和MärkischesVerlags- und Druckhaus
的总经理Andreas Simmet

手工作，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具
有挑战性的项目。”“采取的
措施增强了我们在未来数年中
生产的安全性，并为将来的进
一步优化打下了基础，”DVD
的技术总监Gerd Papenfuß博士
评论道。DD + V媒体集团出版
的是德累斯顿地区的主导性日
报Sächsische Zeitung和Morgenpost Sachsen。

PHS的项目经理Timo Valentin
说：“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
我们能够与来自DVD的团队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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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媒体的转换

Newspaper production: The sweetest fruit is at the top
Sweetest fruit at the top
• New business models for retaining readers /
customers (micro zoning, personalisation)
Relatively high harvesting effort

以高宝RotaJET进行数字
印刷 – 是报纸的一个新
机会吗？
考虑到最近的一些事件，例如Axel Springer集团对主要报纸的
转售，某些部门的内部人士可能开始怀疑印刷报纸的未来。
对这种已有百年历史的印刷媒体的预期存在明显分歧，甚至
在行业内也存在着从“印刷没有前途”到“盼望机会和投
资”的不同观点的交锋。

高

宝的态度很明确：印刷
是一种客户服务！那些
通过只是提供在线信息而把他
们的读者降低为合作印刷商的
人很容易更换并且放弃了宝贵
的顾客维系机会。除此之外，
一个纯粹在线的产品范围在传
递方面会有消极的后果。每份
印刷的报纸会被多达三人阅
读，这对广告客户来说是一个
关键的论据，其它的论据还有
目标群体的定位和更大的持续
性。使用分析显示，印刷传播
并未丧失其价值，尽管同时提
供有其它媒介。但是，同样清
楚的是，必须将改变顾客和读

者的要求相应地考虑在内。高
宝拥有200年的关于印刷报纸的
丰富经验。在此过程中，在为
这个变化着的媒体世界找到适
当的解决方案的同时，还一直
在开发与当前的趋势和未来的
需求相关的无数创意。考虑到
这一点，高宝RotaJET数字式卷
筒纸印刷机自从在德鲁巴2012
展会面世以来引发了知名且注
重机会的报纸出版商和印刷厂
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根本就不足
为奇。大家都在满怀热情地探
索没有印版和印刷准备环节的
无接触印刷工艺的种种可能
性。

A lot of fruit in the middle
• Large potential—high volume
• Sustainable business with many customers
Moderate harvesting effort
Low hanging fruit
• Additional business with supplements etc.
• Limited market potential
• Decentralised printing/global tasks
Limite harvesting effort

Fruit on the ground
• Current daily business
• One of many,limited opportunities
Little harvesting effort

在报纸市场也是这样，最甜的果实往往挂在最高的枝桠上。但是，如果拥
有全新的业务创意和投资准备，还是可以把果实收入囊中

四个普遍的观点是引发浓厚兴
趣的原因：
•鉴于印品发行量的颇具戏剧
性的下降，即使是知名的报刊
也承受着做出应对的压力。
•高宝RotaJET是由比其它潜在
供应商更加懂得报纸生产要
求的著名胶印机制造商提供
的第一个数字式解决方案。
•高宝RotaJET精确的设计制
造和坚实的结构使得人们对
其在工业条件下的专业使用
的适应性没有丝毫怀疑。
•在多次昂贵的在线冒险之后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困难的局面也意味着发展出

新的解决办法的机会。
过去，不管在世界的哪个地
方，只要是以任何可察觉的规
模采用数字形式印刷的报纸，
通常都是以所谓的“孤岛版
本”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
喷墨系统作为印刷技术的选择
而普遍涌现，这是因为它拥有
与墨粉类系统相比明显更高的
生产能力，而且由于采用了消
除印版和相关准备工作成本的
工艺，就使短版活的成本变得
相对低廉。但是，直到最近，
这些系统的主要供应商只是扎
根于IT领域（主要关注：商业

2013年二月，高宝RotaJET在Hunkeler Innovation Days的每个早上都以原始的PDF数据印刷Luzerner Zeitung。右侧的图片中，左边是胶印报纸，在右边的印样显示了数
字印刷版本拥有的极好的印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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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纸路、精确的套准、自动穿纸、150米/分钟的杰出纸带速度、在启动和降速停机过程中也可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以及选用高宝独有的配备集成纸卷输送
供应系统的自动纸卷架，这些都是RotaJET被立即指定用于短版印刷或高度个性化报纸和其它印刷产品的特性

表格）。这些系统虽然也是采
用针对性的设计制造而成，但
是同时也带来了随之而来的所
有应用限制。因此，几乎是预
料之中，关于对报纸生产的专
业适用性和可靠性的怀疑弥漫
开来，潜在的投资者都不愿意
对所需款项做出承诺。
例如：这些喷墨系统都不能加
工800毫米（31.5英寸）的纸带
宽度 – 一种标准的报纸纸带的
幅面尺寸。这就意味着，报纸
印刷商或者必须花费大量的金
钱重新组织其后勤保障系统，
或者不得不接受不必要的幅面

尺寸约束（例如Nordic横帧）
和生产能力限制（小报横帧与
竖帧版面比较）。那些在今天
的胶印报纸印刷机上被理所当
然地接受的部件，例如自动穿
纸或不停机自动更换纸卷，对
这些从IT领域衍生出来的系统
来说同样不可获得，但是高宝
RotaJET却将其作为标准部件
提供，或至少作为选购装置提
供。理由：它们提高了生产能
力、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用于报纸的全新可能性
最明显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惊
喜：鉴于（目前的）卷筒纸速

度的限制，您根本不需要考虑使
用高宝RotaJET生产报纸。错！
根据当前的发行量，对某些报纸
来说可能低到要印刷500至3,000
份（或地方版），现实的产品分
析显示，以RotaJET进行印刷经
常能够大大缩短转换时间。这将
带来多重效果：
•成本高昂的胶印机生产时间
可被节省下来或者用于其它
目的。成本节约成为可能，
因为全自动的RotaJET系统
仅由一名操作者即可进行管
理，没有任何间断地连续印
刷变化的活件，没有印版和
印前部分的成本，没有准备
工作的时间并且没有废品。
当前较高的墨水成本肯定会
由于这些节省而有所降低。
•较老的胶印机的改造可以与
数字化的投资结合起来。报
纸出版商从此可以获得对变
化的媒体环境做出应对的灵
活选项，例如新的更加强大
的目标群体导向或更加个性
化的印刷产品。这将开辟依
靠一种刊物维系读者或实现
直投广告的新机会。
通过与报纸客户的联合协商，高
宝正在开展几个项目，包括把新
的高度自动化的胶印生产线（或
是对现有设备的改造）的优势与
数字化的RotaJET的力量结合在
一起。这样的投资决定当然必须
首先以相关用户当前的和计划的
活件结构为基础进行扎实的盈利
能力的相应计算。高宝提供胶印
和数字化的两种技术，与那些产

品范围只有胶印或数字式解决
方案的供应商相比，人们自然
会认为高宝的看法必定更加客
观。

为读者和广告客户提供更多
的服务
一旦将数字印刷投入应用，更多
的出版和经营设想几乎就会自动
实现：在实际的报纸生产时间框
架之外，RotaJET系统还将适用
于商业风格的工作，这使出版商
能够通过为他们忠诚的地区的或
本地的广告客户提供新的、创造
性的印刷产品来增加他们的营业
额，进而增强他们作为主导性地
区媒体品牌的地位。需要考虑的
可能性包括：
•城市某个区域特别定制的广
告：这样同一个广告空间就
可多次出售，从而变得更为
便宜，这对小公司将会更具
吸引力。
•择性的、定制的增刊。
•如 客 户 杂 志 这 样 的 附 加 产
品，作为从内容编辑到印刷
再到发行的方便的“无所不
包”的服务。
在今天的现代化媒体世界中，印
刷的报纸还将继续拥有杰出的实
力和优势，例如可信性、接受度
和持续性。大代理商和广告公司
对这一点也了然于胸。但是，被
动、失望和放弃都不是可行的业
务选项。倾听新的创意、检查收
益和识别新的机会，永远是值得
的。如果您对以高宝RotaJET进
行数字印刷尚有任何问题，则请
给致电我们。

在Hunkeler展览会的展台上以高宝RotaJET印刷的数字报纸Luzerner Zeitung进行脱
机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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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上光机，采用独立传动技术的MetalCoat 480

在签署合同后，中国迁安的SWKD举行了庆祝活动

新来者SWKD加入了高宝用户行列

三个产品在中国首次现身
KBA-MetalPrint宣布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产品在中国首次现身。SWKD – 一家位于迁安的金属包装
制造商已经订购了中国第一台八色MetalStar UV、该国第一台MetalCoat 480涂布机和42米长（137
英尺）的烘干装置。

SWKD是一家新近建立的公
司，也是中国金属包装领域的
一位新来者。公司的目标是为
自己的客户提供一条从制造他
们自己的镀锡铁皮直到对镀锡
铁板完成印刷和上光的连续生
产链。
考虑到这一点，SWKD在2012
年选中了一台KBA-MetalPrint的
MetalStarPR-8 UV。该印刷机
已于二月交货并已开始投产。
这是中国市场上第一台八色金
属板印刷机，它使该公司通过
一个流程就能快速灵活地生产

出高质量的金属包装。在对中
国首台此类印刷机进行调试
时，SWKD又订购了两条UV印
刷生产线。这次是一台带有一
个集成UV上光机组的六色MetalStar UV和一台带有联线上光
机MetalCoat 480和LTG烘干装
置的六色MetalStar UV。

自己的42米长的烘房。由于这
些印刷机具有独一无二的灵活
性，这使SWKD能够完好地满
足亚洲市场对金属包装的进一
步要求和发展趋势。每小时能
够生产高达8,000张金属板的产
量，这将是中国最快的常规印
刷和上光生产线。

根据产品和应用（食品或一般
包装）的不同，SWKD可以决
定在自己的印刷和上光生产线
上是采用UV油墨的复合型工
艺还是采用完全常规的金属板
印刷油墨和溶剂型上光油以及

除了有UV保护性上光油的经典
的金属包装外，SWKD还可为
其客户提供在集成有烘干装置
的MetalStar UV上进行生产的以
亚光UV和亮光UV光油进行上
光的金属包装。全部三台印刷

配备了MetalCoat 480联机上光机和一个LTG烘干装置的六色MetalStar UV印刷机的长度超过了96米（314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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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都配备有DensiTronic Professional的最先进的测量和控制技
术、ACRC（自动摄像机套准控
制系统）并且可以通过CIP3接
口与印前部分联网。这种技术
对所有金属板印刷机来说已经
成为了标杆。SWKD想从一开
始就做对每件事，从而为自己
及其供应商设定了很高的质量
标准。
此外，该公司还订购了两台独
立的为涂布和压印滚筒以及上
光头各辊使用了单独传动技术
的新型MetalCoat 480上光机。
与竞争对手的系统和以前的机
型相比，它们能够确保极好的
上光油施涂、更好的套准精度
以及缩短了25%的活件更换时
间。SWKD的MetalCoat 480上
光系统和42米长的烘干装置在
中国都是第一。这增强了客户
们只想使用最好的和最新的技
术的愿望。

简讯

科隆的YesPrint可以飞快地完成活件更换
最近几年，在线印刷的门户网
站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我
们只计算那些由真正的印刷公
司提供支持的，他们的数量在
德国就会立即缩减到可能不到
20个。在这个成长中的市场
上，为数不多的从业者之一就
是科隆的YesPrint。最初来自巴
基斯坦的Khan家族在2005年冒

险进入了在线印刷服务的全新
世界，在2007年买下了第一台
属于自己的印刷机。这台带上
光机组的并且具有纸板操作能
力的五色利必达105的设备已在
2010年春天由高宝宣布进一步
扩展进入3B幅面行列。今天，
这台印刷机在约3,500平方米的
厂房中与一台新一代八色利必

Sajjad Khan（左）和印刷工Christopher Torke在八色利必达106前，这台机器负责
完成YesPrint的绝大多数工作

达106双面4色的印刷机一起进
行着印刷生产。
新利必达106是最佳的解决方
案，它与DriveTronic SPC和同
时清洗加工一起形成了快速准
备工作的基础。无侧规进纸机
构、供墨装置的温度控制和自
动的油墨供应系统将会确保生

产的安全性，此外用于获得杰
出质量的QualiTronic ColorControl对印张的两面都能进行联机
的质量控制。特殊功能Flying
JobChange将被用于印刷海报系
列和其它适用的活件。

活件的第一个印张已在八色利必达106上完成，准备工作进行极短的暂停后
将会继续印刷后面的部分

为保加利亚和俄罗斯包装印刷商生产的长型利
必达
瑞士的Amcor烟包公司的19个
机组的利必达106（见第14页）
就其配置和整饰选购装置而言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
机型。但是，没有双面印机构
的用于不翻转印刷的长印刷机
越来越受到其它包装公司的欢
迎。印刷各种不同的套红颜色
与用于高质量联机整饰的多种

多样的上光效果的结合变得非
常受欢迎，任何能够在销售点
增强产品差异化的事物都是如
此。
几天前，一台放置在675毫米加
高底座上的配备有十个供墨装
置、两个上光机组、两个机组
间干燥装置和一个三倍加长的

收纸装置的交替用于UV和常规
生产的利必达106开始了前往俄
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某家工厂的旅
程。这台高速印刷机将在一家国
际包装集团的下属工厂内加入到
包括一台双上光印刷机在内的四
台现有利必达105的行列。
一台也是安装在675毫米的底座

上并且配备的部件几乎相同的
包括14个机组的利必达106，将
于2014年二月在保加利亚普罗
夫迪夫的Yuri Gagarin印刷厂投
入使用。该机将会配备高宝的
ColdFoiler和一个大范围的纸张
输送供应系统。该机将是保加
利亚第一台具有冷箔加工能力
的印刷机。

配备十个供墨装置、采用双上光技术和具有冷箔整饰能力的利必达106将很快在保加利亚的Yuri Gagarin印刷厂内为包装印刷产品提供杰出的印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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