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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 Bolza-Schünemann
高宝总裁兼CEO

世事变迁，希望永存

一段时间以来，乌克兰危机、制裁俄罗斯、中东和北非冲突不断以及许多国家随时可能爆
发的经济问题，对于全球经济和高宝的出口密集型业务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与2013年相
比，高宝集团在今年上半年却依然能够收到更多订单，数量同比增加了2.6%，总额达到了4.56亿
欧元，销售额增长了3.1%，达到了5.178亿欧元。我们多元化的产品组合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稍稍下降的单张纸胶印机的需求和不尽人意的轮转胶印机的订单数量，已被来自证券和特殊包装
印刷商的 更多订单所抵消。
根据总体规模更小和结构已经改变的印刷机市场现状，高宝集团重新制定的全新企业新战
略也已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我们Fit@All的企业战略产生的成本节省将会逐渐显现出对收益的
积极影响。尽管如此，集团的负10万欧元的税前收益（EBT）在六个月后几乎就被抵消，这完全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先前采取的主动措施已经为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我们的单张纸胶印机部
门和轮转以及特殊印刷机部门都已公布了相应的营业利润。
如何根据高宝集团的销售结构而对生产能力和场所进行重新调整，数月以来一直都是我们
最优先考虑的事项。诸如报纸印刷、商业印刷和出版印刷这些不断缩小的市场与包装印刷、数
码印刷和编码印刷这些增长的市场以及诸如钞票印刷或金属印刷这些特殊市场已经形成了对抗之
势。我们的目标是要继续确保在这些领域中的强大地位并在将来继续增强既有地位。
2013年加入高宝集团的子公司KBA-Flexotecnica为软包装的主要市场提供相关的服务。许多
与我们建立起长期伙伴关系的规模较大的，通过用于折叠纸盒印刷的利必达印刷机的包装客户也
都积极参与到这一领域。我们现在能够为这些客户和许多中等规模的柔性版印刷商提供最先进
的“高宝制造”的柔性版印刷机，包括通过我们的销售和服务网络提供的现场支持。除大容量市
场外，也有规模尚小但有前途的通过特殊技术诀窍赢得利润的印刷利基市场。其中的一个例子就
是在豪华玻璃容器上进行的直接印刷，我们的新晋子公司KBA-Kammann以其丝网和数码印刷系
统成功地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
我们传统的单张纸和轮转胶印机的大容量市场最近几年已经明显萎缩，迫使我们必须要对
我们的产能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今年春天，我们已与工人代表达成一致意见，将会针对受到
影响的场所执行对社会负责的多项解决方案。作为Fit@All的组成部分，在设备最好的场所进行
相似生产活动的捆绑整合也已按照计划得到了顺利的推进。5月1日，我们根据公司法在母公司内
确定了新的组织结构，从而迈开了重新调整的第一步。我们期望一个分散化的集团能够具有更大
的透明度和战略上的灵活性，同时希望建立对各个业务领域都有明晰责任的管理结构。重组将在
2015年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前完成。
许多事情都在变化，世界如此，行业如此，高宝同样如此。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
中，我们继续把集团销售目标定在10亿到11亿欧元之间。从现实的观点来看，我们依然期望高宝
集团能为2014财年公布一个平衡的税前收益。
Claus Bolza-Schünemann

高宝集团

弗里德里希•科尼希的发明彻底颠覆了媒体世界

1814 – 2014年：蒸汽驱动型滚筒
印刷机诞生200周年
1814年11月29日，在古腾堡发明手动
印刷机360年后，弗里德里希•科尼希
与安德里亚斯•鲍尔共同研制的新型
蒸汽驱动双滚筒印刷机首次在伦敦成
功印刷《泰晤士报》。今年，恰逢这
台机械报纸印刷机2 00年华诞。能否
用蒸汽动力代替手动印刷机的繁重劳
作，这一想法在弗里德里希•科尼希
的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这位资深印
刷工和天才发明家最终决定将旋转滚
筒引入印刷工艺。这就是轮转印刷的
得名由来。安德里亚斯•鲍尔是一位
精密仪器制造工，他帮助弗里德里
希•科尼希在英格兰成功制成一台功
能完整的印刷机，这台印刷机的出现
是印刷业的巨大飞跃。弗里德里希•
科尼希与安德里亚斯•鲍尔推出滚筒
印刷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以机器替
代人工。两人从技术上满足了低收入
阶层接触印刷媒体的迫切需求并为信

1814年11月28-29日的夜晚，弗里德里希•科尼希与安德里亚斯•鲍尔携手研制的双滚筒印
刷机开始印刷《泰晤士报》，由此开辟了机械印刷时代

息化社会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照片显示的是高宝博物馆展出的一台1:2比例的复制品）

三年后，即1817年8月9日，在紧邻维
尔茨堡的上采尔，两位先驱在一家世
俗化修道院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印刷
机工厂 -科尼希鲍尔快速印刷厂。今
天，科尼希&鲍尔（KBA）的主厂已
迁至美茵河对岸。由于在十九世纪，

发明人弗里德里
希•科尼希（1774 –
1833）和他的合伙
人安德里亚斯•鲍
尔（1783 – 1860）名
垂印刷史册

技工自主创业是一大社会潮流，这使

销售由此变得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并

得位于弗兰克尼亚（中世纪早期德意

且信息更具时效性。弗里德里希•科

志五大公国之一，位于德国中南部地

尼希的这一开创性发明，即通过旋转

区）的该印刷机制造工厂直接或间接

滚筒引导纸张以及后来出现的众多其

地成为所有其它德国印刷机制造商的

它类型的单张承印物或来自纸卷的纸

摇篮。

带，以及采用机械供墨形式进行直接
或间接（在胶印时通过一个橡皮布滚

500年印刷历史间的关键里程碑 筒）印刷，现在依然为模拟印刷所采
事件
用。数码印刷有时采用无接触式印刷
1814年成功印刷《泰晤士报》的双滚
筒印刷机的出现是500多年印刷历史

（喷墨），然而，即便是这种工艺也
采用旋转滚筒和辊子传送纸张。

中的一项重要里程碑事件。这台印刷
机机每小时印刷量可达1100印张，相
比古腾堡手动印刷机的240印张，生
产效率几乎提高了五倍之多。印刷和

200年前在伦敦安装的第一台机械印
刷机最初仅用于报纸印刷，但不久之
后就开始用于印刷书籍、杂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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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产品。“泰晤士报印刷机”
最初仅印刷纸张的一面（单面印
刷）。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弗里
德里希•科尼希为其双面印刷机申请
了专利。此后，印刷机工艺越来越
精密，生产效率越来越高，印刷质
量也不断提高。1832年，弗里德里
希•科尼希提出了研制一台卷筒纸轮
转印刷机的构想，但是这位发明家
于1833年离开了人世，未能完成这
一伟大构想。他的妻子范妮•科尼希
与合伙人安德里亚斯•鲍尔继续完成
他的未竟事业。其他来自德国、英
格兰、奥地利和美国的制造商也开

科尼希&鲍尔公司于1876年向Magdeburgische Zeitung交付第一台轮转印刷机

始大量涌现，他们的各种奇思妙想
不断推动了印刷机制造的技术改进。
延续弗里德里希•科尼希的最初构

为折叠报纸的出现和印刷性能的不断

台用于印刷奢华彩色印品的专用印刷

想，Jr. Koenig & Bauer在1876年向马

改进铺平了道路。1888年，科尼希&

机。此外，科尼希&鲍尔公司对钞票

格德堡报交付了第一台卷筒纸轮转印

鲍尔公司向St. Petersburg交付了第一

印刷也开始颇感兴趣，在这一领域，

刷机。此后不久，美国的一个印刷机

台四色轮转印刷机。十九世纪九十年

高宝已领先其他印刷机供应商长达60

制造商开发了锥形折页三角板，从而

代初，科尼希&鲍尔公司又推出了首

年。

当今时代更加需要新想法和勇
气
自两位创始人于200年前发明滚筒印
刷机后，科尼希&鲍尔公司在印刷历
史上陆续树立了数不胜数的技术里
程碑事件，但是这些都无法撼动1814
年11月29日的重要意义。在最近80年
间，纸质报纸作为信息传播和广告发
布渠道，一直都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来
自广播、电视以及最近越发强势的网
1901年，科尼希&鲍
尔公司迁至美因河
对岸，新址与公司
创始地 – 上采尔修
道院 – 隔河相望

络和移动媒体的竞争压力。但是，纸
质报纸依然在读者中保持着高水平的
接受度和可信度以及超长时间的广告
效果。对于那些同两百年前的弗里德
里希•科尼希与安德里亚斯•鲍尔一样
拥有勇气和创造力的人们来说，机会
一直都在。

一台当代前沿报纸
胶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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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德国高宝最新技术巡回研讨会圆满落幕

德国高宝：一路向“新”
一路引“利”
去年秋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应者云集，
世界瞩目。一年后的这个秋天，“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进入务实合
作、全面推进的新阶段，也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焦点。

2014德国高宝最新技术巡回研讨会吴忠站会议现场

恰

逢其时，德国高宝公司也带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开放包

享了各自在技术创新道路上的成功经

着对中国印刷包装业的深切

容、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德国高

验，通过一场场核心技术讲解和创新

诚意，成功举办了第8届最新技术巡

宝，也一直秉持着行业领导者的开放

应用演示，德国高宝与各地嘉宾们一

回研讨会，其中两站研讨会的地点恰

心态，在中国连续举办了8届“最新

同寻找有关“盈利”的答案：

好选在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紧

技术巡回研讨会”，至今已先后在全

紧把握着中国经济大势和印刷包装业

国20多个城市和地区传道、授业、解

的发展脉搏。

惑，与各地印刷企业共同走过了7年
多的创新征途。

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单位
投入产出比，争取更大利润空
间，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王联彪总经理认为，实施创新增值印

2014德国高宝最新
技术巡回研讨会上
海站成功举行

2014德国高宝最新
技术巡回研讨会重
庆站参会代表聚精
会神

这一届巡回研讨会，德国高宝先后抵

刷战略，不仅有助于企业形成新的产

达了台北、沈阳、吴忠、重庆、上

品和市场，扩大产品利润空间，而且

海、东莞等六座城市，为当地及周边

能够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大

地区的印刷包装企业带去了国际最先

幅面印刷机将逐渐成为增值印刷的一

进、最前沿的印刷技术，为身处转型

把利器，尤其在彩箱、海报、瓦楞纸

迷茫期的企业家们传递了最新鲜的创

箱、立体展示架等产品印刷上表现优

新思路与盈利路径。

异。如他所言，德国高宝自进入中国
以来，在大幅面印刷市场一直占有绝

这一届巡回研讨会，德国高宝除了沿

对优势，如新款利必达145/164，配

承其一以贯之的“创新”宗旨之外，

有自动上版系统、UV固化系统、纸

还独具匠心地针对时下行业面临的转

张传输系统等多种自动化功能，为中

型困境，提出了帮助企业“盈利”的

国印刷企业在大幅面印刷上提供了更

多种举措，进一步彰显了德国高宝的

大选择空间的同时，也为企业在差异

行业领导者风范。

化的道路上赢得了广阔市场。

这一届巡回研讨会，德国高宝中国
现场，专门结合不同区域的印刷业现

减轻对人工的依赖，挣脱价格
战枷锁，找到核心竞争力，实
现高效自动化生产

状，为与会嘉宾系统分析了当下的转

高宝的优质客户们一致认为，“探索

型升级之道：先进的设备技术、自动

创新、转型突破、投资高效率的设

化的流程控制，这才是企业创新的必

备，以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以

然之举。

自动化方案减少人工操作，这才是印

区销售总经理王联彪先生亲临四站

企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最佳途径。较高
德国高宝中国区销
售总经理王联彪先
生在沈阳站会议

这一届巡回研讨会，高宝中国的各区

水平的自动化和工序同步化，能够显

域经理详细分析了当下的国际尖端技

著提高生产能力，不仅印刷生产效率

术亮点，高宝设备的优质用户也分

提高了20%以上，同时准备时间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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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站参会代表仔细研读高宝的精美样张

德国高宝中国区销售总经理王联彪先生等与宁夏金世纪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
斌先生（左三）在参观金世纪和高宝利必达105-6+L UV印刷机现场演示之后合影

半，总用时节省高达50%。而且由于

备，无论什么样的选择，出发点都应

容器等新兴市场，积极主动地为客户

采用颜色测量与控制系统，油墨控制

该是：适合自己活件的就是最好的设

寻找更多的盈利增长点。

效果稳定，印刷质量既优良又稳定，

备。
一路向“新”，一路引“利”，德国

高宝不愧是世界领先的印刷机供应
商。”

寻找全新商业模式，选择合适
的新技术，拓展企业生存空
间，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
德国高宝的区域经理们普遍认为，“
所有技术革新都来自最前沿的市场需

本次巡展，除传统单张胶印技术的宣

高宝2014年的巡回研讨虽已落幕，但

讲介绍之外，高宝公司还向业界介绍

高宝公司不断创新、追求极致、为客

和展示高宝的柔版印刷和数码印刷技

户提供更多盈利价值的征途却从未止

术。自去年年底推出可持续性发展的

步。相信在德国高宝的引领之下，必

企业战略以来，高宝集团还将会继续

将有更多的印刷包装企业走上平坦宽

专注于传统行业的发展，同时拓展新

阔的创新之途、盈利之路。

的业务领域，例如数码，柔版，中空

求，这也是德国高宝为客户做出最完
美方案的体现。面对高附加值的包装
市场，印刷包装企业只有通过不断引
进创新设备及技术应用，提高印刷品
的印刷能力及企业自身的整体实力，
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盈利能力，在风

沈阳站会议代表参
观沈阳乾元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并参加
高宝利必达105-6+L
UV印刷机的现场
演示

云变幻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而私
营企业在如今的利润水平下采购设

图左：东北亚轮转
部销售及服务总经
理费安德先生介
绍高宝公司轮转印
刷、柔版印刷及数
码印刷概况

图右：上海站参会
代表参观上海瑞时
创展印刷有限公司
的高宝利必达RA145
五色加上光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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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Procter & Gamble的纸盒和标签EMEA采
购部经理Thibaud Carlier秉持如下信条：“包
装是一种媒介，必须要像对待任何其它媒
介一样加以对待”

包装.能力.网络.2014

“包装是一种独立的媒介”
广受欢迎的现场演示会“包装.能力.网络.2014”已经成功地吸引到了行业新闻媒体的大
量关注。五月中旬，共有来自40个国家的450位用户来到高宝拉德博伊尔工厂参加了这
一活动。除了关于折叠纸盒印刷技术和工艺趋势的专家演讲和印刷机演示外，来自宝
洁Procter & Gamble的Thibaud Carlier先生进行的专题演讲同样成为了热门话题。下面就是对此
专题演讲的一个简单总结：
“包装是一种交流的手段，包装是
一种独立的媒介，”这 是 T h i b a u d
Carlier的基本论点。“因此，必须
要像对待任何其它媒介一样加以对
待。”只有那些秉持这一理念的包装
印刷商才能生产出成功的包装。包装
是由消费者和利益相关方能以不可分
割的兴趣甚或喜悦予以接受的唯一媒
介。购买产品的人百分之百都会关注
包装。还有什么其它的媒介可以做到
这一点吗？除了众所周知的诸如提供
保护、运输和信息等功能外，必须要
为现代包装提供更多内容。“你生产

一种媒介，就要采用适合于那种媒介
的语言，”Carlier对包装印刷商们解
释道。
Pro Carton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销
售点的包装是最佳的宣传品。它能提
供详细的产品信息，促使顾客做出购
买决定，可与环境充分契合，激发顾
客重复购买，并以实例展示产品具有
的高质量。从食品、清洁用品到个人
护理用品、非处方药品和化妆品，
对于所有类型的产品而言，只有包装
对购买决定的影响超过了50%。英国

左上图：实践环节
未被忽略，高质量
联机整饰成为了一
个主要话题。人
们从印刷讲解员
Marcus Söll的手中将
具有微型压纹效果
的香水包装样品“
一抢而空”

的 Procter & Gamble，高达80%的产
品是在举行打折促销活动时售出的。
因此，包装必须是最新的并与促销活
动相关。普遍的作法是，相关公司会
就当前活动提供奖励积分或折扣。包
装必须能够提供附加价值。包装的外
观多年一成不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返了。
这样就对包装制造商提出了新的要
求。一例包装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印刷份数越来越少，印刷厂必须更加
灵活地做出应对。成品不再像以前
那样需要存放。整饰也是一个热门
话题。“提供整饰和相应的高效加
工，”Carlier解释道。“如果可能，
则以四色印刷的单位成本提供这些加
工，而且首次生产印数的报价应与三
百万印数的价格相同。”他这样说就
是要激励这个行业并且提出挑战。但
是，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些话牢记在
心。

关于现场演示会的更多信息，可在以下的高宝网站上
找到：
http://www.kba.com/en/news/detail/article/successful-open-house-packagingcompetence-network-2014/back/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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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印刷药品包装和剂量说明书的高技术单张纸胶印机

Edelmann集团从利必达106获益良多

的活件结构和幅面尺寸。印前以及与
印刷相关的加工步骤，例如模切、标
注或编码和上胶，必须能够实现协调

Edelmann集团是包装制造行业最大的企业之一，在全世界设有十三个工厂，合计拥有
2200名雇员，年销售额达到2.33亿欧元（3.2亿美元）。该公司每年生产40亿件包装产品
和用药说明书。在该集团的四个工厂中都使用了利必达印刷机，其中两个工厂就在德
国。位于德国的这些印刷机主要生产药品包装和剂量说明书。

统合。这就是我们依赖中等幅面的原
因，”Edelmann集团比特菲尔德公司
技术总监Oliver Sattel解释道。
购买利必达106的决定是在2012年以
一系列广泛的测试为基础做出的，这

Edelmann集团有近一半的业务都是来

台印刷机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该公

自于两个核心市场：一个是卫生保健

司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印刷机的准备

领域，另一个是美容护理行业和消费

工作上。这些判断标准并非仅由比特

者品牌的高质量豪华包装。集团位于

菲尔德的这家公司进行设定，许多其

德国比特菲尔德的生产工厂将注意力

它的Edelmann工厂也都参与了标准设

完全集中在药品包装上。该厂始建于

定工作。

1992年，在1997年成为了Edelmann集
位于比特菲尔德的
Edelmann工厂

团的一个成员。

大约2000种特殊颜色
商业印刷公司很少会用特殊油墨进行

这家公司最初只是一家小型印刷厂，

印刷，而Edelmann比特菲尔德公司

现在却是一家非常现代化的印刷公

却已习以为常。大约2000种油墨配方

司。其总销售额已达1750万欧元

被保存在公司数据库中，印刷工也都

（2260万美元）。

习惯了会在每个活件后更换油墨。此
外，以相似纸板幅面尺寸进行的生产

生产几乎总是使用
特殊颜色而非欧洲
色标

两台中等幅面的利必达106已在比特

运行会被汇集在一起，以便最大限度

菲尔德运行了大约六个月。两台印刷

地减少执行准备工作的工作量。他们

机带有上光机组和收纸加长部分并且

将会用到大约50种不同的纸板类型、

配备了DriveTronic SPC、Plate Ident、

基本重量和幅面尺寸。

CleanTronic Multi和VariDryBLUE IR/

QualiTronic PDF会以电
子方式把每一印张
和空白处与客户PDF
数据进行比较。即
使是最小的印刷错
误也不会被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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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干燥装置。它们的设备被垫高，

由于具有高水平的自动化，六个月

这在医药产品生产中并不常见，然后

后，新购利必达就在更换活件时把生

被整合到纸堆输送供应系统中。这是

产能力提高了30%。“但是它们的潜

因为需在这里为大型药品企业进行大

力尚未全部开发出来，”Sattel评论

印量生产。“在生产药品包装时，我

道。印刷商必须首先习惯于印刷机制

们通常采用对开幅面。必须使该技术

造商和相关技术的改变。一项特别的

适应于每一场所以及在此实施的相应

挑战就是要把同步进行的复杂加工过

单张纸胶印机 | 包装

在十色利必达106上进行轻量纸
印刷
位于勒物库森的Edelmann Leaﬂet Solutions公司所进行的生产则以完全不
同的方式进行。这一公司专为药品
行业印刷用药说明书，同时也能生产
其它优质产品。这些产品在印后会以
裁单张机裁切成规定尺寸并且作为平
的、预折叠的或已折叠的产品送出。
某些用药说明书甚至采用的是B3幅
程集成在该生产流程中。这些印刷机

刷之中能对所有相关数据进行检查。

的SAP链路和CTP以及进一步的JDF

目前，以内部用于印刷操作的代码和

工作流程也将使得准备工作时间实现

用于包装的编码为基础，可对从数据

最优化。

接收到产品完成的所有关于包装（包
括盲文）的相关信息进行电子形式的

对所有信息进行电子检验

连续检验。

左页，左上图：
技术总监Oliver Sattel
和Edelmann比特菲
尔德公司工厂经理
Heiko Pils（右）见证
了新购利必达为公
司生产能力带来的
30%的巨大增长

以一台每面一色的单张纸胶印机印刷
处方药的用药说明书，OTC（非处
方药）产品或染发剂的包装补充则以
每面五色的设计进行更加精细的印
刷。目前，这一公司通过使用的十色
利必达106实现了最大的灵活性。投

联机质量控制是比特菲尔德公司印
刷机的一个更大亮点。它们不仅配

诸如模切、标注或编码和上胶等加工

备了QualiTronic ColorControl（联机

都将被附加到该印刷过程中。最终产

颜色测量），而且还是该幅面等级

品通常会是完成上胶的折叠纸盒，它

中首台配备了一种联机PDF扫描仪-

们会被平放着接受包装和运输。将由

QualiTronic PDF的印刷机。这样可以

三台模切机和三台折叠纸盒上胶机以

确保印刷的药品包装与经由客户批准

及一台编码标注机对这些产品进行相

的PDF完全一样。通过比较印张与客

应的加工。

户的PDF，即可保证在印刷之前和印

面尺寸。

左页，右上图：
Heiko Pils和印刷机操
作者Andreas Gotze在
利必达106的控制台
上检查印张

资购置利必达106是因为这一十色印
刷的选项能够满足市场要求和纸卷裁
单张给纸机要求。这为材料利用效率
（降低材料输出）和输送供应（材料
存放）的优化铺平了道路。该利必达

上图：印刷商Frank
Lehmann高度赞扬了
利必达106在执行颜
色和活件更换时所
表现出来的高水平
的自动化

106配备有一台纸卷裁单张给纸机，
可把卷筒纸精确裁切成所需的幅面尺
寸。当加工轻量纸张时，在给纸机上
不能进行不停机纸堆更换，但在配备
了纸卷裁单张给纸机后，就能在无需
执行任何中断的情况下为用于进行纸
堆更换的三个纸堆添加纸张。
德国莱沃库森的利必达106也是高度
自动化的并且配备了许多使得高宝
获得成功的部件，例如DriveTronic
SIS（无侧规进纸）、DriveTronic
SPC（同步印版更换）和CleanTronic
清洗系统，能以高达15,000张/小时的
速度印刷40克平方米的承印物。
“当为印刷机更新换代时，对我们的
药品分部来说利必达印刷机有明显的

一个半自动纸堆翻
转装置将把在不停
机纸堆台上的纸堆
移到某一精确的位
置上

优势，”Oliver Sattel在谈到高宝技术
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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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负责单张纸产品部门的高宝执行副
总裁Ralf Sammeck热烈欢迎来自22个国家的
250多位印刷权威参加在拉德博伊尔培训
中心举行的现场演示会
下图：位于斯图加特的综合广告公司Jung
von Matt/Neckar的执行董事会成员Martin Wenk
展示了几个获得成功的广告活动实例

现场演示会：商业印刷.能力.网络.2014

高宝针对商业印刷商推出热门话题
在“商业印刷.能力.网络.2014”的旗帜下，来自22个国家的250多名印刷权威在关于商业
印刷的最热门话题上跟上了时代的发展脚步。在六月最后一周举办的现场演示会把理
论与实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主

题演讲由位于斯图加特的综合

洛伊木马，需要像礼物一样采用精美

在广告中都是什么在真正地发挥作

广告公司Jung von Matt/Neckar

包装，但其设计却是为了征服。”他

用。

的执行董事会成员Martin Wenk主持。

提供了对充满情感的消费者社会的深

他秉持如下信条：“好的广告就像特

刻见解，同时借助具体案例告诉大家

像蚂蚁一样灵活
高宝产品经理Anja Hagedorn通过把
蚂蚁比作万能昆虫强调了印刷灵活
性的主题。通过为利必达单张纸胶
印机提供各种各样的附加装置，即
可实现在这一水平上的多功能性。
除标准材料外，它们还能处理薄的
承印物（从0.04毫米开始）到大重量
的纸板、啤酒瓶纸板盖垫或细瓦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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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广告就像特洛伊木
马，需要像礼物一样采用
精美包装，但其设计却是
为了征服。”

上图：
Jens Baumann展示了
一台具有双面印刷
和同步印版更换功
能的十色利必达106
的无与伦比的优
良性能

Martin Wenk,
Jung von Matt/Neckar

高宝印刷技术负责
人Dirk Winkler向人们
展示了属于全球首
次推出的用于大幅
面印刷机的LED-UV
固化装置

纸板（1.2至1.6毫米）。此外，还能

或收纸装置内的HR-UV干燥装置因

为利必达配备相关附件，以便实现

为无需上光机组，所以只是有限地增

联机整饰的最大灵活性。来自CITO

加成本。印后产品仍可直接送去进行

的RSP解决方案，在开槽、模切和打

整饰。LED-UV是一种前景光明的工

孔线方面开启了多个可能性。这些加

艺。LED-UV干燥装置可以显著而持

工可在印刷机组和上光机组中进行。

续地减少能源消耗。此外，它们的使

采用豪华整饰的印品尤其能够勾起消

用寿命更长，无需维护，同时可以提

费者的相应欲望。一个上光机组或一

供许多其它优点。每个公司都会根

个与上光机相连的独立印刷机组，就

据活件结构和随之发生的成本核算

是创造诸如滴落、触觉质量或香味等

为自己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高宝

许多整饰效果所需的全部机器。高宝

会在这方面为您提供全面支持。Jens

经常会在联机整饰方面确立全新的潮

Baumann建议道：“就像北极狐，聪

流趋势。

明，适应性强。”

像北极狐一样聪明

高宝“Complete Services”项目负责

Jens Baumann把注意力集中在商业印

人Sascha Fischer谈到了通过联网、

刷性能的话题上。他观察的不只是速

生产计划/控制和工艺优化快速提高

度。在纸张翻转时实现完美而快速的

效率的问题。高宝将会提供集成的解

活件更换以及采用高效干燥进行的快

决方案和顶级的自动化技术，还可通

速整饰，所有这些都以可能的最低成

过全面的建议和咨询服务为此提供支

本实现并为相关性能做出了贡献。利

持。在需要时，高宝会与技术伙伴进

必达商业印刷机就是为此目的而特殊

行密切合作。

设计的，具有速度高达18,000张小
纸装置、同步印版更换功能（Drive-

首次展示：LED-UV也出现在了大
幅面印刷机中

Tronic SPC）和全新固化工艺HR-UV

印刷演示活动把注意力集中在典型的

和LED-UV。

商业印刷应用上，尤其关注了经济

时的快速双面印刷能力、AirTronic收

高宝“Complete
Services”项目负责
人兼欧洲大客户
经理Sascha Fischer集
中关注工作流程
的话题

性、效率、整饰和创新。进行演示的
后者可以缩短交付周期并为双面印刷

一台十色利必达106生产了一本烹饪

机提供优化投资成本的有趣途径：

书的折帖，然后换上一组印版并且通

与常规印刷机相比，在翻转装置前

过在第一个与后四个印刷机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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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转换而生产出了四色的海报。因
为可在未被使用的那个印刷机组上

生产了典型的书册和日历页。油墨由
首次放置在大幅面印刷机内的一个机

以Flying JobChange（不停机活件更

组间LED-UV干燥装置进行固化。然

换）为下一个活件进行了设置，所

后用一种哑光水性上光油对印张进行

以下一个活件可以立即开始，生产

整饰，在更换上光油后以有光泽UV

不会产生任何中断。创新性的UV固

上光油进行整饰。由一台带有上光机

化工艺在一台八色利必达105上进行
了演示。参观者可把所生产的分别采
用HR-UV和LED-UV进行固化的图像
直接进行比较。
在大幅面印刷机上进行的印刷演示集
中关注了大批量生产。在一台带有上
Anja Hagedorn在一台具备LED-UV固化能力
的利必达75上演示了快速工作和翻转
以及联机打孔线作业

高质量的印样是令
人最感兴趣的目标

光机组和收纸加长部分的六色利必达
145上，以光滑度更好的哑光铜版纸

高宝展示在印刷不
同语言的小册子时
一台大幅面印刷机
同样也可具有Flying
JobChange不停机活
件更换能力。高宝
客户服务中心负责
人Wolfgang Ley概述了
利必达145的相关加
工步骤

组的五色利必达145印刷了一本多种
语言的小册子。在生产过程中，以
Flying

JobChange能力把使用黑色油

墨的印版在第一与第二个印刷机组之
间进行了转换，在不产生任何生产中
断的情况下完成了语言的变换。

高质量的整饰
可为利必达75提供LED-UV干燥装
置。高宝在一台五色印刷机上演示了
明信片的快速生产和整饰。在承印物
的背面进行印刷并在第五个印刷机组
后以LED进行固化，然后立即进行正
面印刷。包括联机打孔线就意味着可
以容易地分开单个明信片。杂志封面
是在一台配备有一个HR-UV干燥装
置和冷箔整饰成套工具的六色利必达
106上印刷的。对这些封面以冷箔和
UV高光泽上光油进行了整饰。
几乎所有用来进行印刷演示的印刷机
都配备了用于质量保证的最先进检测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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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帕瓦的Model Obaly使用的新购利必达145

纸张和纸板印刷的灵活性
和生产能力

在奥帕瓦Model Obaly
的新利必达145经过
加高并配备有自动
纸堆输送供应系统
（这里显示的是收
纸装置）

瑞士Model Holding是欧洲最大的包装公司之一，30年来在其捷克的印刷
厂中一直依赖高宝的对开、中等幅面和大幅面单张纸胶印机进行生
产。奥帕瓦的Model Obaly最近将一台高度自动化的带有上光机组和双
倍收纸加长部分的六色利必达145投入了运行。

这

台在印版滚筒上采用了同步
印版更换的DriveTronic SPC
专用驱动技术并为给纸机和收纸装
置配备了自动纸堆输送供应系统的
利必达145取代了一台老旧的利必达
104。这台新购印刷机明显增强了这
家包装制造商的生产能力。

在100秒内完成换版
由于有了DriveTronic SPC，全部印版
可在100秒内完成更换，可与诸如橡
皮布和压印滚筒清洗等其它准备工
作同步进行。这是由高宝CleanTronic
Synchro清洗系统完成的，它的两个
清洗杆既可分别同时清洗橡皮布和压
印滚筒，也可同时一起快速清洗橡皮
布。
使用水性上光油的上光机组配备有一
个用于高速生产的新型高流动性腔体
刮刀以及一个专用的上光油供应和清
理系统。在双倍收纸加长部分中的一
个高宝VariDryBLUE环保干燥装置可
在IR/TA红外热风干燥过程中提高效
率并且节省能源。此外，在不停机收
纸装置中的EES（排放物抽吸系统）
能够去除多余的粉子并抽走充满排放
物的空气。

这台印刷机非常灵活，可以印刷纸张
和0.1到1.2毫米（48点）的大重量纸
板。只有高宝才能提供的DriveTronic
SIS无侧规给纸机在加工各种不同的
承印物时都是一个主要的优势。它可
支持承印物的更换，无需进行手动干
预，还能确保在进入第一个印刷机组
之前把纸张精确对正。

在印刷机中最先进的测量和控制系
统，例如ErgoTronic Lab、QualiTronic
ColorControl、QualiTronic LiveView
和ErgoTronic ACR（自动视频套准装
置），将会确保恒定良好的印刷质量
和最少废品。
新购利必达145自从2014年三月底以
来一直在正常运行，印刷折叠纸盒的
纸板和用于覆盖瓦楞纸板的纸张。
在给纸机端的自动
纸堆输送供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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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比特菲尔德的Edelmann集团成员G. Braun
Phamadruck在一台利必达106上联机使用了
QualiTronic PDF，用于生产要求完美质量的药
品包装。工厂经理Heiko Pils（图中所示）正
在指出在屏幕上显示的一个错误。由于单
个产品的数量晚些时候会被插入到印张上
而且没有包括在原始PDF中，于是就会发
生错误。

节省时间、节约成本并且减少废品

现代化的测量和控制技术使得上
述的要求得以实现
利必达用户在综合性测量技术部件方面拥有诸多选择，可以进行高质量生产。根据印刷
生产的需求和技术要求的不同，可以制作出用于印刷质量控制的单独组件。不管是在线
的还是联机的，这些部件的共同点如下：它们都能减少废品、节省时间和节约成本。

如

下表所示，印刷机操作者可

Brunner Instrument Flight进行的灰平

高宝的优势：非常小的控制条

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测量技术

衡控制）。印刷机中的技术测量部件

当今时代，包装行业的每一毫米都有

系统以联机或在线方式测量和控制套

将会给出调节建议，从而能够不断地

价值。高宝考虑到这一点，从而提供

准和颜色。然后，他还有机会检查印

使印刷任务自动地与所选规范的公差

了“降低控制条高度”的选项。最小

刷质量并且生成详细的印刷质量报

相符合。高宝可以提供大量的包含全

的控制条的高度在中等幅面中只有3

告，从而证明印刷质量处于设定公差

色调、网点增大、灰平衡控制条、重

毫米，在大幅面中只有4毫米。可以

之内。根据喜好的不同，印刷根据不

影区域以及套印标志的控制条。此

把所印刷的图像直接与其相连。没有

同规范进行，例如PSO或G7（ErgoT-

外，高宝还能为客户定制特殊的控制

必要在控制条和印刷图像之间留出空

ronic和QualiTronic PSO-Match，根据

条。

间。当叼口为10毫米并且控制条的高
度为3或4毫米时，纸张边缘和图像之
间的允许距离在中等幅面和大幅面中
分别为13毫米和14毫米。通常，模切

高宝的测量和控制技术

在大幅面中会从17毫米处开始。这就
在线：ErgoTronic
套准控制

色彩控制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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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QualiTronic

的空间，但这已经就足够了。在包装

ErgoTronic ACR
ErgoTronic ICR

QualiTronic ICR

ErgoTronic ColorDrive
ErgoTronic ColorControl

QualiTronic ColorControl

DensiTronic PDF

是说，仍然要为散射曝光留出3毫米
生产中，一件包装必须看上去要与其
它包装相同。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人
会仅仅因为控制条过高就更换其所有

QualiTronic Professional
QualiTronic PDF

的模切刀模。因此，高宝提供了市场
上高度最低的控制条，从而确保不会
发生这种情况（参见图2）。

单张纸胶印机 | 质量
QualiTronic PDF：高端质量控制装置
如表中所示，高宝提供了大量的用
于质量控制和文件编制的系统。在
线的DesiTronic PDF系统以及联机的
QualiTronic Professional和QualiTronic
PDF系统可被用于验证一个活件的精
度和记录结果。今天，这些系统尤其
对于药品包装和剂量说明书（见第8
和9页上的文章）是至关重要的。在

2

印后加工中，非常重要的是要对每个

3

1

图2：
节省空间的控制条

1 – 冲刀通常在17毫米处
2 – 控制条和图像之间的距离（可以扩展）：1-3毫米
3 – 控制条起始处：10毫米（高度6毫米；可选4毫米）

印张进行检查，以便检测出错误的产
品。QualiTronic PDF会把刚刚印好的
印张与来自印前部门的数据进行联机
比较。使用用于整个印张的或单个产
品的PDF文件进行比较。用户可以确
定一个将要自动与PDF进行比较的合

QualiTronic ColorControl：最快的联机
色彩测量系统

一个实例：使用QualiTronic ColorCon-

QualiTronic ColorControl测量每个印

品。这是以一台印刷GC1纸板的大幅

张，然后把结果与目标值进行比较并

面印刷机为基础得出的数据，这种

在每十个印张后对偏差进行校正。该

纸板在德国的成本是175欧元（226美

测量系统具有一种全新的极度动态的

元）/100公斤。这等于每张超过0.90

控制算法。它与反应快速的利必达供

欧元（1.20美元）。每个活件减少350

墨装置一起，为把废品与在线测量系

张废品会使材料成本下降约330欧元

统同比减少一半铺平了道路（参见图

（415美元）。如果一年的生产规模

3和4）。在有上光机组的印刷机上，

是6200个活件，就会节省200万欧元

重要的是要把测量系统安装在上光单

（250万美元），这是在进行投资时

元之后，因为亮光油可对最终产品的

需要考虑的一个重点。

格印张。印刷机操作者必须分别对
可能的错误进行确认。此后，用户

trol可为每次印刷运行减少350张废

就有了一个所谓的产品模板，在印
刷过程中会把每个印张与其进行比
较。QualiTronic PDF会以高达20,000
张/小时的速度和280dpi的分辨率完成
上述过程。这为85微米的错误精度做
好了充足准备。
当然，通常并不需要如此高的精确
度。因此，要对参数设置项进行设
置，这些设置项需要按照顾客要求进
行定制，从而能够对错误进行最佳识

颜色产生影响。

别。如果在数个印张的相同位置出现
同一错误，即可将其识别为一个固有
误差并且进行相应记录。所有的疑似

实地颜色
公差的
参考值

错误都会显示出来让操作者看到。在
印刷过程中，操作者将会看到不断更
新的活件进展。在印刷时，操作者可
在一个“窗口”中看到可能存在的错
以QualiTronic ColorControl进
行的联机色彩测量
印张数量

图3：
以QualiTronic ColorControl的极度动态的控
制算法把开机废品
减少至50%

误。
QualiTronic PDF具有一个“交通灯”
显示系统。绿灯代表没有任何错误的
合格印张，黄灯代表出现存在一个
或多个错误疑问的印张，红灯代表一
个确定的错误。一旦印刷完成，所有

实地颜色
公差的
参考值

这些信息都会在一个报告中被显示出
来。

在线色彩测量

印张数量

图4：
在使用一个在线控
制系统时，必须要
把一个印张放在测
量台上。因此它不
会像联机系统那样
快速和动态

因此，QualiTronic PDF对所有必须无
错误的活件来说都是一个理想的工
具。联机的PDF扫描仪可以帮助防止
由于顾客抱怨、违反合同、免费产品
等导致的非必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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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加利福尼亚的K-1包装集团再次选择了高宝的产品

八色利必达105为企业利益增长
带来巨大支持
位于加利福尼亚工业城的K-1包装集团需要更大的印刷能力。今年春天，该公司购置了一台带有上光机组
和UV加工能力的八色利必达105印刷机（41英寸规格），对现有的两台同一系列的印刷机进行扩充。

“为了跟上我们快速的销售增长，我

在其可印刷承印物的宽泛范围内为

们做出了再购置一台利必达105印

K-1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大多数客

刷机的决定，”总裁Mike Tsai解释

户并不知道何为UV印刷，但是他们

道。“同该印刷机一起提供了许多

所寻求的效果却经常需要用到UV印

全新的部件，其中最受欢迎的技术就

刷，”Tsai解释道。新购印刷机肯定

是QualiTronic ColorControl系统。我

会为公司力图增大其市场份额的努力

们把大多数对色彩要求极高的活件都

提供帮助。“我们计划把该印刷机最

分配给了这台印刷机，这一系统能够

有能力进行生产的工作种类直接确定

真正帮助我们监视并且保持颜色的一

为高端纸板工作。”

“我们计划把该印刷机最
有能力进行生产的工作种
类直接确定为高端纸板工
作。”
总裁Mike Tsai

致性。”
新购高宝印刷机的安装仅仅代表了

车间进行相应改造。这台印刷机的添

K-1完全根据其常规工作的类型及

K-1的一个大规模投资计划的一部

加提高了印刷车间的产量，这意味着

顾客的需要特别配置了这台高宝印

分。为了容纳新购印刷机，公司必须

上游和下游的相关加工也要在产量上

刷机。添加了UV加工能力，以便

改变许多现有设备的位置并对其印刷

实现相应的增加。
在为自身设施考虑购进一台新印刷机
时，除了高宝，K-1根本没有考虑任
何其它制造商。Tsai对此的解释是公
司对现有的两台高宝印刷机的可靠性
和性能感到非常满意。“十多年来，
我们一直在与高宝合作。我们从高
宝印刷机以及高宝所提供的技术支持
中所获得的经验都是非常积极的。通
过对技术和可靠性的全面考虑，我们
认为高宝制造的单张纸印刷机是最好
的，”他补充道。
K-1包装集团是一家综合包装解决方
案提供商。该公司设计并制造折叠纸
盒、浆糊盒、压敏标签和软包装印
品。公司可为从食品和饮料、美容和
化妆用品、媒体软件和硬件、营养品
K-1包装集团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Mike Tsai
和高宝销售经理
Marcus Schoen（右）
为K-1新购利必达
105顺利安装紧密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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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药品再到各种其它消费产品的不同
行业提供相应的服务。该公司的可为
不同形式的营养保健品提供包装的合
同包装分部使公司与竞争对手区分开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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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以来Holzer Druck und Medien一直在
使用利必达单张纸胶印机。一台带有
LED干燥功能的六色利必达106已加入到
了其设备阵容中。

巴伐利亚州首台带有LED干燥功能的中等幅面印刷机

极大的生产灵活性。无侧规进纸装置
（DriveTronic SIS）、同步印版更换

Holzer Druck und Medien的
新利必达106

装置（DriveTronic SPC）、所用设计

位于Weiler/Allgäu的Holzer Druck und Medien是高宝的老用户，总是定期投资于最新的单张纸胶
印技术。如果忽略一台单色小幅面印刷机和一些数码印刷机，这里完全就是中等幅面
高宝印刷机的天下。当前阵容包括一台带有上光机组的五色利必达105印刷机、一台带
有六个印刷机组和联机上光装置的利必达105以及一台进行每面4色双面印刷的八色利必
达106。

一个在这一幅面尺寸级别中仍然极

今

允许同步进行清洗的清洗系统
（CleanTronic Synchro）和许多其它
的配置细节都会适用于最终的自动化
和快速活件更换。

不寻常的特性是节省能源的LED-UV
干燥。Holzer之所以选择这一干燥方
式，并非仅仅因为可对印刷产品快速
进行后续加工。根据手中活件的情
况，可把LED干燥装置放在第六个印

年十一月，该公司用一台新

的相关附件的高速印刷机，该机的

一代的利必达106 - 这次是带

设计制造水平可以使其在高达20,000

有上光机组和三倍加长收纸装置的机

张∕小时的速度下进行生产。该机还

型 - 进一步扩大其生产能力。作为一

被配置成能够交替使用常规油墨和

台带有用于操作纸板和塑料承印物

UV油墨以及亮光油，从而可以保证

刷机组的后面或放在收纸装置中。如
果用于要求采用不透明白色涂层的活
件，同样可在第一个机组后进行机组
间干燥。按照PSO技术要求进行的质
量和颜色的控制会由联机控制系统
QualiTronic ColorControl进行。
Holzer Druck und Medien
常务董事Harald Wolfbauer和销售经理
Jochen Hole（左）在
高宝拉德博伊尔
公司共同展示一张
在镜面卡纸上以不
透明白色涂层和4
色LED -UV印刷的日
历。有了这台新印
刷机，Holzer将会很
快拥有其自己的能
够完成这类生产的
设备。

有了新利必达106，Holzer Druck und
Medien再次确定了其作为技术先锋的
良好声誉，而且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
本地区。在那些过去经常受到众多客
户关注的非常精密复杂和质量要求极
高的复制产品的相关位置上，今天的
Holzer可以为其顾客提供远远超过传
统胶印边界的全面服务组合，例如三
维产品、翻译管理、网络到印刷和内
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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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宝使工业化印刷公司的纸张输送供应系统实现自动化

从装车口到废品箱的自动化

既可用于卷筒纸，也可用于
单张纸胶印

如果采用最高水平的自动化，操作过

20多年来，高宝与合作公司一起为商业和报纸轮转印刷机计划、生产和安装了用于纸张输送供应的
系统。最初关注的焦点是手动纸卷供应，但是近些年来从纸卷送达到废品去除的半自动的或全自动
的解决方案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对轮转印刷机起作用的部件，也可用于在单张纸胶印中的纸堆和
纸堆台板的输送供应系统。高宝提供了自己的技术诀窍，同时发现这些输送供应系统在工业化单张
纸印刷公司中对提高生产能力和降低成本具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材料吞吐量大的公司。

后的废品处置都会继续这一过程。但

程甚至在自动卸货卡车把纸卷送达时
就已开始。然后，在主仓库内存取、
提供每日备用品、自动接纸准备、给
印刷机输送和从印刷机取出，直到最
是，所选择的存储技术、运输和装卸
操作的部件可随设定的结构条件和优
先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可用
AGV（自动制导车辆）和地下输送
机系统使自动化运输成为可能。一个

把

在纸卷架上进行的诸如纸卷

步的要求。如果对某一工厂来说这是

装卸直到剩余纸卷和纸卷芯

有意义的，即把诸如纸卷接纸准备等

（未印刷的纸带）处置的过程实现自

手动工作过程与实际生产过程脱开或

动化的技术，一直都是最先进印刷厂

自动完成，或由更少人员在生产开始

的一个特征。无人操作的、全自动上

前执行。其余人员则可接管监视任务

纸卷（内部输送供应系统）则是下一

或在其它领域发挥作用。

左上图：“纽约每
日新闻”的高架存
储装置以及整合在
一起的接纸准备站
右上图：以高宝
Patras进行的自动装
纸卷和空纸卷芯的
处置

连续的工作流程和经由一个智能仓库
管理系统对整个过程进行控制将是至
关重要的。还可与企业的资源计划系
统相连接。
高宝会为Patras A（自动纸卷输送系
统）集成纸张输送供应系统提供定制
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所连接的高宝输
送供应系统解决方案是定制的，从而
可以满足特殊要求并且不对纸卷和纸
堆加以区别。

从纸卷到纸堆
在卷筒纸印刷公司成功采用多个输送
供应项目后，高宝还向采用单张纸胶
在收纸装置处的自
动纸堆台板输送供
应系统：用于下一
个纸堆的纸堆台板
在印刷机操作平台
的下面直接从给纸
机传送到收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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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的材料吞吐量大的大型包装和商业
印刷厂提供了其技术诀窍。最终目标
是减少人员、缩短交付周期并在多个
领域降低成本。许多单张纸胶印机用
户都为自动化纸堆输送供应系统使用
了相关子系统。但是，技术上可行的

单张纸胶印机 | 输送系统

经济潜力并未在单张纸胶印中得到充
分的发挥。

作为输送供应系统解决方案总
承包商的高宝
单个自动化解决方案的规划总是会以
对相应生产过程进行基础分析作为开
始。在此基础上，会与客户一起根据
设定条件开发出一个经过优化的生产
过程。遵循“单一客户接口”座右铭
的高宝作为总承包商能够满足所有需
求，从单个加工步骤的设计制造直
到能与各个加工站进行自动连接的全

左上图：从每日备
用品中取出纸卷的
AGV

预定用于自动输送供应系统的
高宝利必达

输送相连，符合工业化生产的目标。

许多公司的中等幅面和大幅面的高宝

装置、印刷机和印后加工直到发货

右上图：已在许多
工厂得到实现：在
利必达162给纸机处
的自动纸堆输送供
应系统

利必达都已在给纸机和收纸装置处为

的装车口提供各种自动化水平的先进

其自动纸堆输送供应系统做好了添加

解决方案以及不同的存储解决方案和

准备（见第9页的关于Model Obaly的

运输方法。也可以执行一个具有与订

文章），而且能够为收纸装置自动提

单管理、企业资源计划和MIS系统连

供空的纸堆台板，这些就是预定会被

接的关于接口的连续工作流程。针对

集成在一个自动完成的完整纸堆输送

这些项目已与大型包装印刷公司进行

供应过程中的印刷机。今天，高宝拉

了相关的讨论。AGV、辊道和计算

德博伊尔公司为自动纸堆输送供应系

机控制的存储装置必将取代在许多单

统（包括用于220克平方米以上的

张纸胶印厂中非常常见的码垛车和叉

承印物的无纸堆台板系统）给出了名

车，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左中图：从纸卷转
移到单张纸的技术
诀窍：为工业化的
单张纸印刷商提供
的自动纸堆和纸堆
台板输送供应系统

套输送供应解决方案。因此，组装部
分，例如存储装置和存储架技术、运
输系统、纸堆翻转装置和输送机系
统，可被一起放入一个定制的完整组
件中。因此，较大的和复杂的项目在

右中图：一家大型
报纸印刷公司的从
以卡车交货直到去
除废品的自动纸张
输送供应系统

可为从纸堆的运送、存放、纸堆翻转

为PileTronic的灵活解决方案。许多
包装印刷公司还会经常采用自动为收
纸装置提供空纸堆台板的方案。印刷
机控制站与不停机系统和纸堆台板的

成本方面将会变得更加透明，而且能
够更快地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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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x-print ost的DC-R 105/106轮转单张纸模切机

有用的附加设备或经典的
平台模切机的替代设备

montex-print ost公司
的Eberhard Fuchs（左
起第三人）在“
商业印刷.能力.网
络.2014”现场演示
会上对新购单张纸
模切机进行详细的
解释

机器，”montex-print ost公司的Eberhard Fuchs评论道。
这台在拉德博伊尔展示的单机组模切
机是针对整个印张进行的并且无需经
过整饰的单个产品的相关工作而特殊
设计的，例如以不干胶材料生产诸如
标签、邮票、贴片、不干胶标签等的
适压模切，以压纹、素压印、点字法
等进行的表面整饰。

有许多印刷公司都在寻求进行加工和整饰的灵活方法，以便在使用极
不相同的材料、幅面尺寸和印数时能够获取额外的收入。在论及模切
时，由高宝和montex-print ost共同开发的DC-R轮转单张纸模切机会是一个
令人感兴趣的选择，在许多情况下，该机都是一台有用的附加设备，
或者甚至是一个经典平台模切机的替代物。为其赢得好感的方面包括
容易的操作、简短的准备工作时间和富有吸引力的性价比。

快速的准备工作
由于采用了径向跳动公差最大为±5
微米的高精度滚筒，所以几乎无需
进行模具准备就可完成模切。根据膜
片厚度公差，可能必须要对IML材料

在

进行微小的校正。即使是在这种情
高宝拉德博伊尔公司的“商

知并且精密复杂的工艺。但是，当谈

况下，准备工作都不会超过10 - 15分

业印刷.能力.网络.2014”现

及单张纸印刷机时，人们对于这一技

钟。

105进行了现场

术的应用立即就会变得漫不经心起

运行演示。人们对该模切机非常感

来，可能还会加上一句“能是能，但

正在变得越来越受欢迎的即时生

兴趣，因为在批量越来越小和交付

是…”，而且直到现在还只是在很

产要求进行符合成本效益的快速加

周期越来越短的市场条件下，是否

少的几个应用领域中得到了正确的

能够缩短模切准备工作时间正在变

使用。“它不是要取代模切机，而

得越来越重要。

是要以灵活而快速的加工为经典的

场演示会上对DC-R

平台模切机提供有用的补充。这是
轮转模切是轮转印刷机的一个众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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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正确之地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

工。DC-R 105操作容易，极易满足上
右页，下图：通过
在收纸装置上的触
摸屏进行符合人机
工程学要求的快速
操作

述要求。模切机通常适用于大批量生
产，因其准备工作的耗时一般都会超
过一个小时。但是，在DC-R 105上仅
需极少时间即可完成活件更换。

单张纸胶印机 | 新产品

模切刀模的精确设置将由磁铁滚筒和

继续扩展

背压滚筒之间的唯一距离帮助完成，

通过添加配备有一个用于窗口模切的
真空磁铁滚筒，对第二个模切机组进
行的DC-R 105/106扩展还在进行。因
此，在与所谓的折叠纸盒设备相连
时，一次通过即可在第一个机组中对
包装进行压痕以及在第二个机组中完
成模切。这种分开的工艺将会带来在
压痕和模切刀片之间没有间隔的优
点。这里没有对传统模切机而言必需
的准备工作时间。

每步可以调整1微米，可在第一侧和
第二侧同步进行或单独进行。一个激
光传感器将会扫描模切刀模高度，以
便进行刀模厚度的自动预调整，同时
防止不正确的机器设置。它不仅会保
护模切刀模，还会保护模切版。

人头攒动：DC-R 105
轮转单张纸模切机
的给纸机一端

“它不是要取代模切机，而
是要以灵活而快速的加工
为经典的平台模切机提供
有用的补充。这是放在正确
之地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机
器。”
montex-print公司的Eberhard Fuchs

可以根据需要添加用于素压印或其它
应用的附加机组和加工部件。从2015
年夏天开始，即可提供配备有清废装
置和分离器的DC-R 105/106，从而确
保对小批量和较大批量都可快速有效
地进行加工。如果需要，还可应用并
集成市场上所有的现有部件，以便对
分开的半成品进行自动的印后加工。
该模切机组也可作为一个联机模块在
利必达印刷机上使用。尽管今天很多
经典的模切工作可在印刷机上联机完
成，但是，与在橡皮布滚筒上或在上
光机组中进行的模切相比，DC-R模
切机组的模切质量会好得多。

节省潜力大
根据应用的不同，与经典的模切机相
比，DC-R 105或106对专业用户来说
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上述
两种机器在可持续性方面也能得到加
分。一台具有相同幅面尺寸但是重量
加倍的模切机，耗能要比DC-R 105增
加许多。如果选用上述机型，可以降
低能耗达50%。还可节省分开的和昂
贵的地基成本。可将高资质高工资的
包装技工用在别处。
所提到的这些益处迟早会使DC-R
105/106轮转单张纸模切机在众多印
刷厂中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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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喜迎新型Cortina开机仪式（从前到
后）：Kurt Schergen(技术总监)、Rudolf Werner
（印刷机技术总监）、Isabell Funk（TV总编
辑）、Wolfgang Sturges(认证官)和Thomas Marx
（Volksfreund总经理）。

下图：特里尔是一座德国古城，市内的罗
马古迹引人瞩目。下图所示是城内某一著
名标志性建筑 - Porta Nigra。

第20台Cortina在《Trierischer Volksfreund》日报

采用无水印刷，可进行涂布上光
首个印刷单元已于2014年2月20日运抵拥有2000年悠久历史以及众多罗马古迹的德国特里
尔古镇。自5月12日起，配备两个上光机组的Cortina已经生产了《Trierischer Volksfreund》日
报、副刊、杂志以及诸多其它的优质印品。

通

过无水冷固型Cortina可以采
用水基上光油进行联机涂布

上光，这为在印品生产过程中同时
位于德国特里尔的
Volksfreund-Druckerei
Nikolaus Koch印刷厂，
隶 属 于 S a a r b r ü c ke r
Zeitung传媒集团

兼顾质量和环保铺平了道路，而这一
点并不是所有报纸印刷厂都能做到
的。Volksfreund-Druckerei Nikolaus
Koch希望以此创造性地扩展其产品
组合并且吸引更多读者群体和广告客
户。既然印刷厂采用Cortina印刷日报
无需上光便能获得优良质量，那么经
过上光的特级出版物必定会完全满足
Volks-Freund提出的印品质量要求。

第20台Cortina已在德
国古镇特里尔投入
运行，目前可以进
行无水印刷，无需
进行上光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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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让我们生产其它自有产品以及外
部订单产品，这些产品采用各种幅面
（例如A4）和承印材料。两个集成
的上光机组将被专门用于扩展我们的
服务范围，这是一种目前仅由少数高
宝Cortina用户所采用的配置形式。”

更多的印刷可能性
Trierischer Volksfreund媒体出版社总
经理Thomas Marx认为：“除了可对
我们的日报进行优质印刷外，Cortina

上光主要适用于全彩及油墨覆盖率偏
高的优质宣传册、特级印品和增刊，
或者通版跨页广告。施加一层上光
油可以有效避免在常规报纸生产中
印刷此类图像时通常无法避免的油墨
蹭脏或粘脏。在我们首次实施上光印
刷时就已对此能力进行了证实。此
外，Cortina幅面转换灵活性也将有利
于特级出版物以及确保开机废品达到
极低水平，即使是采用无水胶印工艺
的非常规印刷活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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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印刷时代

21世纪的技术

Nikolas Koch公司以其创始人Nikolas
Koch命名，已创建逾135年，目前隶
属于Saarbrücker Zeitung传媒集团。
母公司从一开始便投入大量资金对
这一位于特里尔的印刷媒体企业进
行了大力支持。在2013年6月提交订
单时，Saarbrücker Zeitungsgruppe首
席执行官Joachim Mein - hold博士认
为：“订购高宝Cortina的决定，将使
《Trierischer Volksfreund》在技术和
效益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双幅宽Cortina专为印刷具有莱茵幅面

《Trierischer Volksfreund》的每日发行量
大约为10万份，涉及12个地方版本。
发行区域除了特里尔古镇，还包括了
埃费尔、摩泽尔和洪斯吕克地区。公
司印品包括地方商业期刊《MACHER》、《Menschen+Märkte》、生活
杂志《glanzvoll》、供患者消遣的娱
乐杂志《Pieks》、家庭杂志《Familienmagazin》、儿童杂志《Lucky》
和足球杂志《Anstoß》。该出版社还
发行了《Luxemburger Tageblatt》的
跨境报纸增刊《DeLux》。《Trierischer
Volksfreund》现有印刷版本、电子纸版
本以及适用于移动设备的app版本可供
选择。该媒体出版社是该地区的网络
市场领跑者（网址：volksfreund.de.）。

尺寸的印刷产品而设计，生产能力为
8.5万份／小时，能够印刷最多可含
32个大报页或64个小报页的全彩报纸

左上图：通过升降
机进行人机工程学
装卸：为两个紧凑
型四层大间隔塔式
机组之一配备无水
印刷印版。

并且进行上光。将为该机配备两个
Pastomat纸卷架，从而可以实现自动
纸卷供应。该机采用水平安装的配置
样式，从而使得这一结构极为紧凑
并且实现广泛自动运行的Cortina印刷
机的高度得以降低，从而便于用户进
行操作并将所需的操作员人数减至最
少。纸带宽度自动调整和印版自动更
换能力将可确保活件实现快速转换。
两个上光机组仅需使用一个IR/TA干
燥辅助设备而非一个高能热固型干燥
装置，而且两个上光机组将会整合到
两个印刷塔上方，从而节省空间。可
在不同宽度的纸带的两面施加水基上
光油。此外，上光纸带和非上光纸
带的可组合以及不同级别纸张的使用
均可提高产品的生产灵活性。上部结
构配有两根双转向杆、三个锥形三角
板和一把分切刀。还可通过其它功能
对印品进行粘贴、装订或打孔。其它
功能还可支持诸如四页通版跨页或半
张封页等样式的广告专用印品的相关
生产。

右上图：在上部结
构中的两个上光机
组，在上光机组之
间配备紧凑型IR/TA干
燥装置（蓝框）。
在印刷机开机仪式
上的好心情就是
在印前部门也能看
到。

Cortina是由装有高宝PressNet的先进
ErgoTronic主控台进行控制，高宝
PressNet是一种生产计划和印刷机预
设系统。自动彩色和裁切套准控制装
置、滚筒清洗系统以及更多其它功能
装置均可支持高质量印刷和折页并在
最大程度上减少废品。

Report 26 | 2014

23

报纸印刷机 | 工艺

采用高宝CORTINA无水轮转印刷机进行
高质量的绿色印刷
本文将介绍如何应用无水印刷原理满足市场需求，实现质量更好和更
加环保的印刷生产。

传

统胶印必须涉及两种液体：

而易举，我们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完美

2. 对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更小：

油墨和水（更好的定义是“

地掌握了无水印刷工艺。一个关键问

无水工艺并不需要使用任何润版液，

润版液”）。传统胶印使用的润版液

题是无水油墨与传统胶印所用的油墨

因此无水胶印完全没有润版液排放，

主要用于将胶印印版上的印刷区域

不同，前者对温度更为敏感。现在，

而这却是传统有水胶印的典型过程。

与非印刷区域分开。润版液还兼负冷

无水技术已经成熟，可控的工艺不仅

在传统有水胶印工艺中，需在润版液

却墨组的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传

能够达到最高的质量要求，同时也在

中添加异丙醇（IPA）以增加工艺稳

统胶印存在的质量限制（扇形变形问

绿色技术领域享有最高的声誉。最好

定性。IPA将会确保印版会被更好地

题）、印刷工艺对操作技能较高的要

的例子就是高宝CORTINA的成功故

润湿、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并在一定程

求（水／墨平衡），以及传统胶印在

事，自2000年德鲁巴展会首次面世至

度上通过蒸发冷却作用限制供墨单元

环保方面的诸多欠缺，其关键因素均

今，基于以下优势，该型无水轮转印

的温度上升。异丙醇为挥发性有机化

可归咎于润版液。

刷机得以日益普及：

合物（VOC），此种物质的最大问
题在于 - 它会危害印刷车间工人的健

鉴于上述原因，印刷行业在相当一段

1. 更加环保的印版制作：

康并且由于燃点很低而具有较高的易

时间内都在试图进行以下改进：将润

随着无水胶印的发展，印前工艺也开

燃性。异丙醇带有特殊的气味，会直

版液从印刷工艺中剔除。无水印刷

始流行绿色印刷的概念。因为在制作

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表现为令人感

的想法可以追溯至胶印印刷的起始

无水印版时所消耗的化学品较少，而

到头疼、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是丧失

阶段，但是，直到Toray公司于1977

且使用的是免化学处理的热敏印版，

方向感，从而造成工伤事故。异丙醇

年的德鲁巴展会上首次推出无水印

无水胶印的印版制备过程要比传统胶

蒸汽将会导致地表臭氧（夏季尘雾）

版，才使得无水胶印向前发展了一大

印的印版制作过程更加环保（更多信

增多，同时对大气臭氧层造成破坏。

步。然而，控制无水印刷工艺并非轻

息，参见表1）。

"bvdm成员的设备
(常规冷固型)"

"Freiburger Druck的高宝Cortina
(无水冷固型)"

平均值

平均值

年度节约

根据印刷油墨用量确定的润版液添加剂

79 毫升/千克

0

22,120 升

根据油墨总量确定的清洗液

86 毫升/千克

31 毫升/千克

15,400 升

根据油墨总量确定的清洗布

872 块/吨

424 块/吨

125,440 块

根据需要印刷的纸张表面总面积确定的功率消耗

14 瓦时/平方米

12 瓦时/平方米

1,461,093 千瓦时

根据需要印刷的纸张表面总面积确定的清洗剂的VOC排放

5.6 毫克/平方米

2.6 毫克/平方米

2,191 千克

1.50%

0.7%

2,240 千克

34 毫升/平方米

4 毫升/平方米

15,730 升

根据油墨总量确定的清洗剂的VOC排放
根据印版的成像表面总面积确定的印版显影液

环保指标的比较：德国印刷和媒体行业协会（bvdm）将其旗下企业的有水胶印报纸印刷机与Freiburger Druck GmbH & Co KG公司的高宝CORTINA无水印刷机进行对比
的调查报告（数据来源：KB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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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宝CORTINA无水印刷机进行书籍印刷可采用的机器配置
– 安装在迪拜的配有4台烘箱的高宝CORTINA无水印刷机

3. 无需投入润版液供给装置和
废水处理的支出：

效益的，源于其更少的油墨残存。就

CORTINA用户甚至能够以调频网进

无水油墨而言，无需使用特殊的清洗

行日报印刷），从而获得更大的色

无需使用润版液也就意味着无水工艺

剂，印刷操作人员可使用生产商推荐

彩空间。因此，高宝CORTINA无水

无需为润版液供应设备支付成本，对

的任何适用于有氧干燥的清洗剂。

印刷机能够适用于更广泛的印刷产
品。

于传统有水胶印来说，成本会随自来
水和化学制剂（添加剂：软化剂、异

6. 更便利的清洗过程：

丙醇、PH值稳定剂以及用于消除供

无水工艺仅有少量的液体参与，墨路

截至目前，在市场上已安装近100

水系统中的细菌的杀菌剂）的消耗而

也短，由此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样显

个Cortina印刷塔（主要用于报纸印

增加。如要正确地处理废水，成本还

现于每日或每周生产中用于去除印刷

刷，也有用于商业印品和书籍印

会随着废水处理而继续增加。这一比

色组墨污时所使用的清洁布的消耗

刷），可以充分证明上述内容。表1

较也有助于证明更加环保的无水工艺

（更多信息，参见表1）。这不仅节

列出的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德

只需投入微小的成本，即以恒定的水

约了清洁布的自身成本，还减少了回

国的Freiburger

量在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中冷却印刷

收这些清洁布所需的工作量。

宝CORTINA印刷机令二氧化碳年度

Druck公司投产的高

排放量减少1,400吨，水消耗量减少

色组（更多信息，参见表1）。

730,000升，添加剂消耗量减少22,000

4. 减少纸张消耗：

7. 机器的驱动系统无需使用润
滑油：

因为没有水的参与，良好的印刷质量

高宝CORTINA无水印刷机采用了一

且，清洁布的使用量也比之前减少了

无需考虑水／墨平衡。因此，无水工

个全新的驱动设计，没有使用任何齿

125,000块。总体排废量降低了将近

艺能快速地生产出“优质”产品，从

轮。因为没有齿轮，所以无需使用润

1,000吨。高宝CORTINA是一台代化

而减少开机废品。无水技术的使用者

滑油，在驱动侧也无需设置润滑油循

的印刷工具，集最广泛的高品质印刷

宣称可以减少40%-50%的开机废品。

环系统。与传统轮转印刷机相比，这

范围和满足最高的环保要求于一体。

这就节约了成本并且减少了对自然资

种设计避免了因漏油而造成润滑油污

绿色印刷已经触手可及！

源的消耗。

染印刷车间的风险，同时节约了成

升，显影液消耗量减少15,000升。而

本、工作量和自然资源，而传统印刷

5. 更环保的清洗剂：

机则需要经常更换润滑油。

相比有水胶印，无水胶印的清洗剂消
耗更少，因为只需清洗墨辊和滚筒表

8. 更高的印刷质量：

面的油性物质。而传统胶印则需要清

没有水的参与还能显著改进印刷质

洗难于去除的油水混合乳状液。这进

量。因为在传统胶印工艺中，水是

一步表明，由更少的墨辊构成更短的

必不可少的，这会对印刷质量产生

墨路设计（正如高宝CORTINA所采

某些负面影响。使用无水印刷机

用的），是所有供墨机构中最具成本

可以印刷更高网线的产品（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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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其高水平的生产性
能，这台印刷机将使我们切
实提高印刷质量。”
所有人Klaus Nussbaum

提高生产能力、生产灵活性和印品质量的不二之选

Nussbaum Medien St. Leon-Rot选择
Commander CT 6/2
Nussbaum Medien St. Leon-Rot采用三幅宽Commander CT对其印刷厂进行了全面升级，从而加强
其在竞争激烈的媒体领域内品类繁多的印品的竞争力。紧凑型印刷机配有一个印刷塔
和折页机，按照计划，将在2015年年初由这台紧凑型印刷机接管当前是由两台Albert 101和
一台Clauberg轮转印刷机进行生产的印刷活件以及那些多数会由第三方进行生产的印刷
活件 。

所

有人Klaus Nussbaum认为：“
高度自动化的Commander CT
将为高效、灵活和经济地印刷我们批
次繁多但是单次发行量却又极少的公
报和公告奠定坚实的基础。借助其高
水平的生产性能，这台印刷机将使我
们切实提高印刷质量、减少废品以及
使得印刷机操作员可以进行简化操作
并且减少其维护任务。我们与位于

上图：Nussbaum
Medien St. Leon-Rot的
Commander CT 6/2

在签订Commander CT 6/2订单后（前排从左到右）：Christoph Müller
（高宝轮转印刷机生产厂执行副总裁）、Klaus Nussbaum（Nussbaum
Medien St. Leon-Rot所有人兼总经理）和Timo Bechtold（Nussbaum Medien
St. Leon-Rot商务总监）。后排从左到右：Alexander Huttenlocher（高宝
销售总监）、Ender Kavakli（Nussbaum Medien St. Leon-Rot工厂经理）和
Georg Fleder（高宝轮转印刷机销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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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eon-Rot的高宝公司已经合作了近
30年，希望能够通过此次投资继续维
系我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

可以通过多种传媒渠道获取当地
信息
Nussbaum Medien St. Leon-Rot在莱
茵-内卡河地区、卡尔斯鲁厄北部周
边以及靠近路德维希港的阿尔特里普
市发行公报和私人公告。公司业务主
要面向当地社区，这些社区的居民人
数最多可达2万之众，而且他们通常
就是公报的编辑人。在莱茵-内卡河
地区，Nussbaum Medien St. Leon-Rot
的服务范围覆盖了当地的近六成居
民。此外，Nussbaum Medien还在巴
特腓特烈斯哈尔设有分厂，在巴登符腾堡州东北部的巴特拉珀瑙还拥有
其自己的施泰因印刷厂。
在所有人Klaus Nussbaum的精心管理
下，三家媒体出版社在100多座城市
及其社区发行当地报纸，数十万读者
每周都能及时了解当地新闻。由于新
闻内容基于不同地区会有显著差异，
每周都会生产大约100种不同的周
刊，所以通常必须要对所有印版进行

更换。由于每份周刊将会包含8至48
张小报页，所以在700至23,500份之
间就会发生版本变化。
最近几年，除了核心业务外，
Nussbaum Medien St. Leon-Rot已经开
拓出了新的业务领域。2003年，DAS
LOKALE标志着公司业务扩展到了电
话薄印刷。自在线门户网站Lokalmatador.de推出以来，Nussbaum Medien
现在也能向其巴登北部地区的读者在
线提供大量的当地和地区新闻，同时
还可通过移动设备进行阅读。

为了实现灵活生产而需提供高度
自动化水平
新型三幅宽Commander CT将会采用
一个周长为900毫米的滚筒，最大纸
带宽度可达1,860毫米，每小时可以
印刷4万份全彩报纸，每份报纸最多
可含48个小报页。可从主控台对多个
不同印品自动进行页码更改。
将把高宝Pastomat纸卷架整合到一个
配有剥离站的高宝Patras A自动纸卷
装卸系统上。Commander CT的高度
自动化水平体现在其自动印版更换
装置、辊子自动调节装置、彩色套
准控制装置、油墨输送和清洗系统
等方面。其它设备还将包括一个带
有三个三角板的折页机上部结构、
一个KF3叼牙式折页机、裁切套准控
制装置和一个印帖装订装置。高宝
ErgoTronic主控台将与高宝PressNet
生产计划和预设软件进行联网，同
时还将采用可以减少废品和节约时
间的高宝EasyTronic软件。

获得INGEDE官方认证

高宝RotaJET：
RotaColor油墨的脱墨效果极佳
国际脱墨行业协会（INGEDE）是由欧洲各大造纸厂商于1989年设立，
通过由其进行的相关测试，已经证实高宝RotaJET所用的RotaColor聚合
物基油墨的脱墨效果极佳。就在今年IPEX即将举办的前夕，贸易专家
于3月24日在一篇名为《首次使用的轮转印刷水性喷墨未经预先处理
即可实现完美脱墨》的新闻稿中宣布了此项突破性进展。

普通油墨

高宝RotaColor

油墨

油墨
颜料

颜料

高宝聚合物
纸张

纸张
由于毛细管吸附效应，油墨和颜料将会大量渗入纸内

毛细管吸附效应发生“阻塞”

•
•

•
•

墨滴边缘不规整
“透墨”程度严重

外

墨滴边缘规整
“透墨”程度减弱

除了报纸印刷行业外，高效脱墨的主

RotaColor聚合物颜料

纤维依然沉在水中并且不会被常规颜

不同的地方进行分散印刷，

题对于所有其它印后纸张通常需要回

油墨可以确保通过

料所沾污。一种可以选购的控制液体

而非在印刷后将其运往各地。根据

收利用的印刷应用领域当然也会是非

减弱毛细管吸附效

（RotaColor ControlFluid）可以进一

地报纸通常会以水性喷墨在

INGEDE规定，这些报纸不可作为全

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高宝RotaColor

新光亮图纸回收利用。在脱墨过程

聚合物颜料油墨甚至还能印刷出效果

中*，可溶色将会渗出并且沾污其它

绝佳的书籍和直邮印品。

纸张纤维。

应达到优良的可脱
墨性。
右上图：在使用

步强化脱墨效果。
来自INGEDE的化学家Axel Fischer指
出：“少量含有水溶性染料或颜料的

RotaColor油墨后，高

印品可使某一批次的大量废纸变为无

聚合物可以防止颜料渗入纸张纤维

宝RotaJET所印刷的

法回收利用的无用之物，而这些废纸

因此，在2013年2月举办的Hunkeler

RotaJET喷墨技术采用聚合物颜料油

报纸即可通过标准

原本是可以变为能够被重新加以回收

创新日上，高效脱墨成为了RotaJET

墨。聚合物可以防止可喷射精细颜料

浮选工艺达到极佳

利用的白色图纸的。最新的相关进

开发目标清单内的首要主题，在此之

渗入纸张纤维。因为其内加入了微

的脱墨效果。

展表明，可以采用此种方式设计喷墨

前则是推出了具有极佳印刷效果的

粒，由此可以改善色彩亮度及其可移

印刷机，这些喷墨印刷机可以方便地

新型RotaColor聚合物颜料油墨。1年

除性，而且不会对印刷材料的耐水性

被整合到现有的纸张回收利用系统

后，高宝RotaJET首次交付了采用水

产生不良影响。RotaColor油墨的着

中。”

基油墨印刷的毫无瑕疵的可脱墨印

色能力已经得到了尽力完善，因此纸

品。对非上光报纸进行试印的结果表

张的纤维素纤维不会受到影响，而是

明可脱墨性极为优良。在此期间，这

保留了其自然特性。因此，可以采用

一采用水基油墨进行大印量喷墨印刷

浮选工艺将剩余油墨移到水面。纸张

*脱墨是指在回收利用时从废纸中去
除油墨的过程。

的优势功能已经获得了官方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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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应用
•
•
•
•
•
•
•
•
•

高宝位于意大利的新建子公司可以提供下列技术：

EVO系列：面向用户的技术

软包装专用技术
Flexotecnica位于邻近意大利米兰的塔瓦扎诺，高宝已于2013年12月收购了这家公司，在
此之后，这家公司针对日益增长的软包装市场再次对其产品组合进行了扩展。新近建
立的KBA-Flexotecnica自1979年以来就已向软包装制造商提供中心滚筒式柔性版轮转印刷机
（CI）。先进的EVO印刷机系列具有不同的性能级别，而且可以配备各类设备以及不同
的自动化水平。这些印刷机和相关设备主要用于塑料膜片、纸张、纸板、铝制涂层和
多层覆合材料的印刷和上光。

在

KBA-Flexotecnica加入高宝集
团后，这家公司有望成为软
包装细分市场的重要供应商。高宝集
团在塔瓦扎诺及其周边地区派驻有
150名具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再
加上高宝集团所拥有的全面工艺知
识，将使KBA-Flexotecnica通过面向
用户的复合印刷机以及各类印刷上光
工艺继续拓展其产品范围，同时还能
从高宝全球销售与服务网络中获益良
多。

入门级印刷机至具有高自动化水平的
高端印刷机在进行软包装印刷时所需
满足的关键要求。

EVO系列的柔性版印刷机最多可以配
备12个印刷单元以及用于进行联机上
光的其它辅助设备。有效印刷幅宽的
范围介于600毫米至2500毫米之间，
图像长度可调，最高印刷速度可达
1000米/分钟。产品范围涉及由低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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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滚筒式柔性版轮转印刷机，
用于多色双面印刷
采用柔印、凹印或无溶剂技术的
复合机，用于冷封和热熔涂层应
用
采用水性、溶剂型或UV型油墨和
上光油
数码印刷和EB干燥工艺
在单一通路内完成复合印刷机的
各类印刷、涂层和覆合工艺，以
确保采用最高效率实施

用于食品与药品的包装
包装袋和包装包
标签
工业包装袋
用于清洁剂、化妆品和盥洗用品
的包装
用于冷冻食品的包装
用于盛装牛奶或其它液体的容器
用于装载罐或瓶的多托架包装袋
用于所有领域的纸箱包装

左上图：KBA- Flexotecnica的EVO XD系列
切实针对当今市场
需求并对柔性版印
刷进行了大量创新
右上图：采用线性
导轨的轻质刮刀腔
体可从两侧进行气
动调节。

用于进行中间干燥
的空气分配系统

无齿轮传动EVO XD HIGH PROFIT
设计用于满足高效优质的生产要求，
这一机型的特点在于印刷单元采用了
多项技术创新，其中包括印刷机构的
全新设计，同时印后干燥烘道可以进
行高效烘干，从而实现了最大程度的
节能效果。
EVO XDs和EVO XDn是布局紧凑并
且采用智能人机工程学设计的新一代
柔性版印刷机，旨在满足不断增长的
小印量活件的高效生产要求，实现市
场领先的印刷质量，同时无需过多的
资金投入。此类印刷机适用于采用传
统溶剂型油墨系统进行的包装印刷以
及采用水性油墨和UV型油墨进行的
标签印刷。EB技术还可适用于EB柔
性版印刷，后者可以确保为各类软包
装应用提供最高水平的通用性。

高宝Flexotecnica | 软包装

新型EVO XDn/s系列
的设计极为紧凑，
针对的是小额投资
预算

在无齿轮传动EVO XD
上更换采用人机工
程学设计的套筒

在高科技EVO XG 12上
更换相关套筒

无齿轮传动套筒EVO XG柔性版印刷
机系列设计用于最高可达2米的更大
印刷幅宽，印刷速度可达600米/分
钟，同时能够处理大范围的印承材
料。因为参与设计的工程师特别关注
的是如何缩短印刷准备时间，所以这
一系列还将适用于中小印量的印刷活
件。多项选配装置，例如用于印版套
筒和网纹辊套筒的气动推出装置，
以最安全和最轻松的方式不停机完
成待机印刷单元开机准备的专利机
构“SSC”（安全套筒更换装置），
均可提高EVO XG的生产效率和灵活
性。另一选项则是采用新型的用户友
好式“无管路”刮刀腔体设计。
EVO XG LR印刷机系列（LR = 较
大的重复长度）提供了与EVO XG相
同的选购设备，因为其最大印刷长度
得到增加，范围在1000毫米至1200毫
米之间，可以满足大幅面工业包装印
刷活件的市场需求。即使是在大幅面
下，该系列也可以保证实现高生产性
能，并提供印刷机内的印版套筒和网
纹辊套筒的快速更换功能。由于提供
了最大的印刷周长和外形更高大的
印刷部分，这一系列的机器还配备
有“SRS”（智能装载系统），包括
带有可移动升降台的专用推车，可以
更加安全和轻松地更换较重的套筒和
适配器。
EVO XG 12高端印刷机于2012年在
德鲁巴展会荣获了柔性版印刷创新技
术奖。通过采用属于EVO XG的标准
插件和选购插件，这一印刷机集成了
多项重要创新，可以显著优化高端柔
性版印刷机工艺的生产能力和效率。
图像的最大长度可达900毫米，这与
EVO XG LR不同。但是，相比于最
多可以配备10个印刷单元的其它印刷
机系列，这一系列最多可以配备12个

KBA-Flexotecnica印刷机系列
印刷机**

EVO XD

EVO XD s/n

EVO XG

EVO XG LR

EVO XG 12

印刷单元数

8或10

8

8 or 10

8 or 10

12

印刷幅宽

1000 – 1600毫米

s：600 – 1000毫米
n：1100 – 1200毫米

1000 – 1600毫米
选购装置：宽达2000
毫米

1000 – 1600毫米
1000 – 1600毫米
选购装置：可达2000 选购装置：可达2000
毫米
毫米

图像长度

可达1070毫米

可达800毫米

可达1000毫米

可达1200毫米

可达900毫米

印刷速度*

可达400米/分钟

可达360米/分钟

可达600米/分钟

可达600米/分钟

可达600米/分钟

* 可根据要求提供更高速度
** 此外，还会涉及复合印刷机以及其它印刷工艺和联机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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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EVO XG系列印
刷机设计用于可达
2米的更大印刷幅
宽以及可达600米/
分钟的印刷速度
右图：EVO XG配备10
个印刷单元，这些
印刷单元紧密分布
在中央滚筒周围

印刷单元。EVO XG 12采用的是操控
灵活的直接驱动技术，此外还采用了
配有触控屏的控制系统，用于印刷机
预设和监控印刷过程。近乎无限的颜
色组合、需在某些特定的承印物上涂
布特殊的底基涂层以及采用顶层涂层
或专门上光的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印刷
应用，所有这些，都能在EVOXG12
上得以实现，并且不会对生产速度造
成任何影响。
很多最新的进展都对印刷机的启动和
运行废品的大幅降低做出了贡献，其
中就包括自动压印设置系统A.I.F.。

简单直观的人机界面，可以完全集成
在全新触摸屏内。
ARF（自动套准柔印技术）提供了全
自动印刷套准控制，还可完全集成在
触控屏内，同时可以确保套准精度并
使材料浪费降至最低水平。这一系统
操作方便，通过用户友好图形界面可
对所有引用参数进行直接设置。

板，在风板上排列有冲压成型的高
效圆形喷嘴。风板可从操作面轻易拆
除，从而方便对其进行清洁。独立安
装的鼓风机和排气扇，连同空气再循
环系统，可以减少热能消耗量。

组合型柔性版印刷

Flexocolour Matching便于对印刷成品
进行光谱光度分析，从而加快油墨色
彩配方的制定过程。可在印刷机启动
时为印刷机操作员提供支持，这一软
件也将被集成在全新触控屏内。

先进的柔性版印刷设备有时也能被配
置为复合印刷机，以便在印品上进行
印刷前施涂底油或者高光泽或保护性
上光油。在印前进行上光或在印后进
行上光的生产，包括纸带的正反两
面，都可通过一个在其下游配有一个
独立安装的直立式干燥风板的附加柔
印单元给以完成，同时不会影响印刷
机的运行速度。在进行冷封、上蜡或
PVC涂覆时，通常需在柔性版印刷机
中集成一个或多个凹印装置。

印刷过程的控制和管理
用于进行印刷过程管理控制的诸多
设备均适用于KBA-Flexotecnica的
T.Q.M.A.原则（全面质量管理办法），
这也适用于在X范围内的所有产品。
AIF（自动压印柔印技术）提供了全
自动印刷压印位置控制，可以确保在
快速高效的生产启动过程中将废品长
度控制在30米之内。这一系统配备有

高效干燥
中间干燥过程可以通过配有不锈钢干
燥器的最新通风系统进行优化，同时
在全新连接歧管中的空气流速增加，
从而能够改善在各类包装承印材料上
采用溶剂型油墨和水基油墨的干燥过
程。

24/7：全天候服务
确保生产设备的最大正常运行时间
以及操作人员具备足够资质将是实
现印刷机最优性能的关键。KBAFlexotecnica因此设立了远程维护热
线，可以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
全天候服务。

闭环干燥桥配有新一代空气输送风

在触摸屏上进行印
刷过程的人机工程
学管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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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使您能够同步清洗橡皮布和压印

全新印刷机系列

滚筒，或从两侧清洗橡皮布。时间节

MetalStar 3 - 金属印刷的全新巅峰
性能
MetalStar这一名称本身就意味着高性能和高质量的金属印刷。KBA-MetalPrint最近推出了这
一成功的金属印刷机的下一代产品 - MetalStar 3。新型MetalStar 3以印刷纸张和纸板的最新
大幅面印刷机的世界领先技术为基础，具有扩大的自动化、很高的技术可用性和坚固
的设计制造等诸多特点。
MetalStar 3进行了完全的重新设计。
飞达对使用者而言非常有利以及使用
了经过验证的DriveTronic单独驱动技
术，可以确保稳定和无故障的生产。
用于镀锡铁皮、铝板和波形板料的获

得专利权的并且同样经过验证的KunziMatic真空套准系统已经接受了进一
步的优化，即使是在高速生产时也能
保证完美的进给精度。

左上图：
MetalStar 3是世界上
速度最快的金属印
刷机

省可达50%，从而大大提高净生产能
力。
另一个创新部件是DriveTronic SRW（
同步清洗墨辊）。在供墨装置上分开
的驱动装置使得能够同步清洗墨辊和
橡皮布。在与CleanTronic Synchro相
组合时，甚至能够同步清洗墨辊、橡
皮布和压印滚筒。这样就能把清洗时
间减少到最短程度。

最优化的用户操作
MetalStar 3的全新ErgoTronic控制台容
易使用并且符合人机工程学要求。所
有印刷机接口的易用性都因使用了现
代化的以Windows为基础的软件而被

高技术的MetalStar 3印刷机采用了在
金属印刷领域中最稳定和反应速度最
快的供墨装置，从而可以达到最高的
质量标准。

右上图：全新的以
Windows为基础的
ErgoTronic控制台以
及可以选购的屏
幕墙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有印刷机
功能都能通过触摸屏进行方便的控
制，而且所有相关的印刷机参数都可
作为活件特有的预设置数据被保存起
来，以便用于重复活件。一个全新功

众多赢得成功的特性

能是活件更换程序，用于以经过优化

在金属印刷领域中的一个世界第一则

的并且节省时间的顺序自动执行所有

是DriveTronic SPC。由于在每个印版

预选的准备工作的过程。在有故障出

滚筒上都有单独的直接驱动装置，换

现时，一个集成的遥控维修模块使得

版可在所有的印刷机组上同步进行，

KBA-MetalPrint售后服务团队能够随

用时仅需75秒钟，这与所涉印刷机组

时在线访问所有的印刷机关键部件。

的数量无关。其它的准备工作过程，
例如橡皮布或压印滚筒的清洗，都可
以与换版同步进行。这样就能大大缩
短准备工作时间。
清洗系统CleanTronic Synchro对金属
印刷来说是全新的系统。两个清洗

DriveTronic SPC专用印
版滚筒驱动装置允
许在所有的印刷机
组中同步进行印版
更换和清洗过程，
从而极大地缩短了
准备工作时间

MetalStar这一名称仍然可以代表极高
速度。MetalStar 3的产量达到了10,000
金属板/小时，现在乃至将来都是世界
上最快的金属印刷机，同时具有在金
属印刷行业中最短的准备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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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到排气净化所需的温度，而不管
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是否真正需要这
一气量。

只按需要进行排气
这是HighEcon理念的起点。烘房以
其最低排气量进行运行，直到在这一
水平上达到所允许的最大溶剂浓度时
为止。只有到了这时，排气才会自动
地逐步增加，与所确定的溶剂浓度相
符，直至达到最大气量。因此，只需
针对真正需要的气量进行加热，同时
还能对保持高浓度的溶剂进行最佳的
利用，燃气消耗将会明显减少。除了
相应的控制功能外，系统的关键将是
一个新的锥形燃烧器，它是为耐受这

KBA-MetalPrint的新型HighEcon烘房

种加工的高温影响而特殊设计的。

效率更高，耗能更少

在加工薄金属板时的优势
新型HighEcon烘房特别针对薄金属
板生产进行了相关的优化。迄今为

在金属板上进行胶印时，配备一个高效节能的干燥装置对高水平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性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KBA-MetalPrint在这一领域内拥有几十年的经验以及为其加分的技术
诀窍。在斯图加特的这家高宝子公司采用HighEcon已经开发出了在操作方面相比过去变
得更加经济和高效的新一代烘房。

止，HighEcon烘房依然是世界上被
整合在生产线中并且能够加工厚度为
0.100毫米的金属板的唯一烘房。为
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在多个方面
修改烘房，还要安装接受最优化处理

新
•

•

型HighEcon烘房的理念在本

新的排气量控制是对如下事实的反

质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应：一个烘房只有在全部生产时间的

新型HighEcon烘房高
效节能

的新部件。尤其是要重新设计在烘房
中的气流以及对烘房之前、之中和之

以自动的排气量控制为基础的集

某一时段才会需要以其额定输出范围

后的金属板操作部件进行修改。这可

成HighEcon排气净化，可以取得

的上限进行运行。先前单张金属板烘

保证对敏感材料进行轻柔的和无损坏

年燃气平均节省50%的效果。

房的设定是在进行最大产量生产并且

的传送。世界上第一台采用这些部件

干燥装置的设计允许处理厚度小

溶剂浓度最大时以恒定排气量进行工

的机器已于2013年由KBA-MetalPrint

至0.100毫米的薄板。这会大大节

作。然后，在生产过程中以相应很高

发货。这台机器从2014年年初至今都

省材料成本。

的能量输入把这个已经非常高的气量

在印刷0.100毫米厚的金属板。
HighEcon烘房会在两个方面为客户提

燃气消耗量（立方米∕小时）

HighEcon烘房与直接加热式烘房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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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大量节省生产成本的相关潜力。新
一代烘房的其它优势还包括易操作性
和最大灵活性。

33% 在典型生产范围内燃气
节省33-89%；

89 %
HighEcon烘房
直接加热式烘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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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alphaJET mondo喷墨印刷机在日常运行中的出众表现

用于天然药物的清洁
解决方案
KBA-Metronic制造的alphaJET mondo喷墨印刷机以其快速而经济的运行、极
低的能耗以及可在多种表面上实现极好的印刷效果而赢得了客户的
青睐。这些特性使其成为了一家一百多年来都在生产和销售高质量
天然药物和化妆品的德国公司Kräuterhaus Sanct Bernhard的首选设备。

多

年来，KBA-Metronic制造的

包括了600多种天然药物、草药和专

hpdSYSTEM vario烫金编码

门的化妆品。

装置一直在为德国巴德迪岑巴赫的
Kräuterhaus Sanct Bernhard对产品

该公司所用的原料均为植物或矿物。

包装进行做标记和贴标签作业。药

内部生产和常设检查都能保证获得最

剂师兼生产经理Karl Löther非常喜欢

好的产品质量。今天，成千上万的顾

这些装置的可靠性和高宝提供的客户

客都从该公司的技术诀窍中受益，而

服务。因此，当为一个全新产品系列

且产品已经可以进行网购。药剂师

寻找合适的印刷解决方案时，他直接

Karl Löther非常重视创新的和新鲜的

求助的就是KBA-Metronic专家。

保健品的相关开发。由于这些产品均
由公司进行直销，所以大家都买得

以天然原料制成的高质量产品

起。

该公司创业伊始是以在1903年注

左上图：
以天然材料制成的
高质量化妆品是
Kräuterhaus Sanct Bernhard产品范围中的
一个重要部分

右上图：
KBA-Metronic制造的
新型alphaJET mondo
喷墨印刷机以其
易操作性和极好的
投资回报率征服了
客户

洁、便捷和无接触的印刷方式以及可
以将其插入到生产线内任何位置的能
力、紧凑的设计和极少量的维护，都
是使其能够在Kräuterhaus得到应用的
关键因素。
alphaJET mondo现在能以极高速度直
接在美容产品的罐子和瓶子的底部和
侧面进行数据印刷，同时可以很容易
地将其整合到公司生产线中。此外，
该印刷机还能提供在保健和个人护理
产品上印刷数据时所希望实现的高水
平粘附效果。

册的商品名Sanct Bernhard在杜塞

无接触式印刷

尔多夫销售草药茶。该产品是以在

由于Kräuterhaus Sanct Bernhard自行

极少的排放物

瑞士阿尔卑斯Sanct Bernhard山的山

负责产品分销并且面向每名顾客，所

一个保护等级为IP65的不锈钢外壳是

坡上生长了数百年的草药制成。这

以公司对于产品包装及其外观会有很

alphaJET mondo的标准部件。因此，

些茶在伦敦和罗马的相关展会上赢

高的要求。在安装alphaJET mondo之

该喷墨印刷机非常适合于食品和饮料

得诸多奖项，例如金质奖章和荣誉

前，来自最先进生产线的盛装香脂的

行业的生产气候，当然也适合于化妆

奖章。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自

罐子和瓶子都要手工贴上标签。现在

品和天然药物的生产。生产经理有意

巴德迪岑巴赫的Schultz家族接管了

要在不对包装设计产生视觉影响的

要选择一台操作方便的印刷机，以便

Sanct Bernhard草药茶的销售，扩大

条件下给这些罐子加上一个有效期

能够把他的精力集中到产品质量上。

了Sanct Bernhard的产品范围，使之

限和/或批次编号。喷墨印刷机的清

alphaJET mondo可以经由一个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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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而又简单易懂的按钮的8.4英寸

的操作数据对于Kräuterhaus而言也很

彩色TFT触摸屏进行容易的控制。软

重要。印刷机可以立即开始印刷，

件将会沿着一个布局清晰的状态显示

在更换标记时这将很有帮助。由于

器提供一项预览功能，从而帮助避免

alphaJET mondo是在德国开发和生产

印刷错误。更多的积极方面还包括其

的，KBA-Metronic的技术人员很快

简短的设置时间，而且设置时间一般

就能抵达现场并且执行服务和维护

不易受到错误的影响，因为墨水系统

任务。备件和耗材直接来自德国的

的设计坚固而简单。墨水瓶可在印刷

Veitshöchheim。

运行过程中随时更换，这可避免生产
生产经理Karl Löther：“最初计划是

的停机时间并且大大降低相关成本。

把alphaJET mondo作为在公司内进行

注意消耗数据

测试的设备，但在几天内这台喷墨印

alphaJET mondo可以自由编程，还能

刷机就完全征服了我们。我们留下了

使用不同的特殊墨水。由于喷墨印刷

这一装置，将其集成到我们的生产线

可以在生产线上直接给不同材料连续

中。”在此期间，该印刷机已经运行

做标记，当需要添加诸如MHD或批

了几个月并且证明了其自身价值。“

次编号等数据时，这一技术将是首
选。
alphaJET mondo的墨水系统可以确保

我们很喜欢这个装置，所有一切都如
右上图：在一个香
脂罐上喷墨加印的
保存期限

此顺利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Karl
Löther解释道。

墨水容器用到全空为止。当需对容器
进行再次装填时，软件会向操作者发
出警告。提供的原厂墨水和溶剂价格
合理。部件更长的使用寿命和印刷机

右下图：包装质量
在化妆品业务中
将会起到决定性的
作用

让高宝大获成功的interpack 2014展会

整体大于局部之和

几

个高宝集团子公司对其能
在“高宝：正确的选择”的

旗帜下参加interpack 2014展会的结果
感到兴奋不已。KBA-Metronic的模拟
和数字编码技术、KBA-MePrint的膜
片和卡纸印刷、KBA-MetalPrint的全

在interpack 2014展会
上共有六个高宝集
团旗下子公司在“
高宝：正确的选
择”的旗帜下通力
合作，向参观者介
绍了各自用于包装
市场的印刷解决
方案

彩金属印刷、高宝拉德博伊尔公司

有高质量样品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

的折叠纸盒和瓦楞纸板印刷、高宝

趣。来自各个子公司的高宝人员随时

符兹堡公司的数字装璜印刷和工业

准备讨论可能的组合解决方案并与来

印刷、KBA-Flexotecnica的柔性版包

自全世界的包装行业代表结成了大量

装印刷系统以及KBA-Kammann的玻

新的纽带。

璃和空心容器的直接印刷 - 展出的所
俗话说得好，“整体大于局部之和”，
将来，高宝会更好地利用可能的潜
力，使得不同的包装印刷技术发生协
同作用，不同场所之间技术诀窍的交
流也会日益增强。今天，这些趋势已
经变得非常清晰：目标对准包装印刷
商的高宝集团的相关子公司将会带着
大量的创新包装解决方案再次出现在
interpack 2017展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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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ammann组装丝网印刷系统的内景图

在玻璃和金属上进行印刷

奢侈品的雅致包装
几乎没有不需印刷就能生产出来的包装。印刷工艺自己就会相互竞争，例如标签印刷
或直接在容器上进行的印刷。在德国巴德奥埃因豪森的KBA-Kammann为在空心容器尤其
是玻璃上进行丝网印刷或数码印刷制造出了适用的印刷机。该公司自2013年夏天起由高
宝集团持有超过一半的所有权。

当

谈及不利的环境或高水平的耐
磨性时，把标签粘贴到瓶子、

杯子和类似容器上就不太可能保证能
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需要与众不同的优质玻璃包装，

左上图：属于化妆
品和饮料行业的著
名奢侈品品牌继续
依赖采用直接印刷
的形状奇异的玻璃
包装

就会需要能够在空心容器上直接进行

器的直接印刷占有强大的市场位置。
在那期间，此种印刷方式成为了专门
用于质量标准较高的小众应用：直接
印刷的瓶子和香水瓶被理解为“奢侈
品”，而且主要是高级消费产品才会
以这种方法进行印刷。

印刷的印刷机，尤其是由作为市场领
导者的位于巴德奥埃因豪森的KBAKammann制造的印刷机。这个以德
国威斯特法利亚为基地的公司自1955
年就已开始设计并生产高度专用的丝
网印刷系统。最近，这家公司的产品
范围再次得到扩大，引入了可以直接
装饰玻璃容器的数字喷墨印刷。

左中图：把丝网印
刷（左）和喷墨印
刷装置组合在一起
的Kammann印刷机
系列在2013年10月
举行的杜塞尔多夫
贸易展览会上首次
揭开神秘面纱

数十年的数据存储装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数据存储光
盘（CD，DVD）的出现，Kammann
发现了一个极有前途的市场，由此开
发出了用于银色碟片的自动印刷生产
线。最初它们是以丝网印刷为基础，
后来则以无水胶印工艺（“丝网胶
印”）为基础。这是一个将公司推向

雅致小众的传统

全新高度的业务，在经过二十年的繁

在开始时是使用半自动印刷系统印刷

荣发展后，现在已经开始逐渐衰落。

安瓿、杯子或玻璃制品。这些物品被
手动装在支架中，然后在一个平台丝
网上进行加工。在随后的几十年中，
主要是在自动化水平和进给系统的种
类上有所改变。在1970年代中期对不
干胶标签进行工业化生产前，中空容

左下图：KBAkammann常务董事
ChristianMaas博士
（左）和Matthias
Graf手持令人瞩目
的直接印刷的玻
璃瓶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CD
和DVD需求的急剧下降使得Kammann深感吃惊：80%的销售来自于数
据存储盘的印刷生产线，导致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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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过于单一。这一业务的崩溃不能

属于Kammann的产品范围并且提供

产品根本不可能装在塑料瓶内上市销

以其它产品快速抵消，2009年，当时

了与高宝集团内其它公司进行联合行

售，Christian

由一家私募公司拥有的这家公司最终

动的可能性。

用于食品的阻隔性能方面，玻璃也

倒闭。

Maas博士解释道。在

有超过合成塑料的明显优势。这并

进行容器印刷的异类市场

非是一个设计自由的问题。Mass博

迁入新址，全新启程

容器印刷机市场很难“抓住”，而其

士：“如果想到了某个设计，如果有

这家公司在重组后迁入了新址并且急

小众应用则会显得更加零碎。在二十

围绕着整个瓶子的图像，那么直接印

剧缩减了员工人数，使得Kammann

世纪九十年代主要是酒精饮料行业为

刷自然就成为了最合适的方法。”当

在直接容器印刷市场中处于一个要比

这类设备进行投资，在2012和2013年

对一个没有任何折痕的圆形物体进行

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的位置上。

则由化妆品和药品制造商保证了其销

装饰时，所有类型的标签都不会产生

售的平稳状态。

好的效果。

豪森北部边界原来Balda工厂的厂房

Matthias Graf和经理合伙人之一Chris-

柔韧的丝网

中为三个产品系列制造和组装机器：

tianMaas博士（合计持有公司15%的

以“完美适应的平台丝网和刮刀”

今天，130名永久雇员在巴德奥埃因

股份，高宝持有85%的多数股份）一

（Mass博士）进行的中空容器的直

• 带有旋转分度台的K 15 CNC自动丝

起估算的年市场容量为7000万欧元到

接印刷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验证。此

网印刷机，用于在玻璃和塑料上进

8000万欧元（9400万美元到1.7亿美

外，当前双色系统正被使用：含有

行直接印刷（占销售额的80%）；

元）。KBA-Kammann与几家专业提

嵌入蜡中并被熔入待印瓶子的玻璃

供商，例如德国Isimat和意大利Omso

颗粒的热塑性油墨和更加通用的UV

一同分享这一市场。

油墨。热塑性油墨耐划伤性极高，

• 采用线性设计的自动并且高度灵
活的多色丝网印刷机（产品系列K
1 CNC）；
• 单独应用的特殊机器，例如用于在
塑料容器上进行印刷
窄幅轮转印刷机，可按要求为这种机
器配备丝印、胶印或柔印机组，一直

但是需要用户拥有特殊知识。KBA分度台是K ammann
印刷机的中心部
件。它们把各种形
状和尺寸的中空容
器放置在精确的位
置上以便印刷

塑料不能用于含酒精饮料

Kammann还开发并生产了用于非常

品牌厂商不断在考虑是否可以采用

受欢迎的UV系统的固化灯。几种印

全新的包装和印刷类型。但是，香

刷工艺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印刷

水瓶和优质含酒精饮料直接印刷的

机中，例如丝网印刷外加热烫金的成

强大市场地位一直无可匹敌。这些

套工具。
由于分度台机器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
工作，而且各个容器在印刷前必须对
正，所以可以印刷的物品数量是有限
制的：最多100 - 120个，或每分钟最
多印刷200个空心容器。当在复杂的
形状上进行印刷时，产量可能下降到
每分钟20至30个。

首台Kammann喷墨印刷机
由于市场利率不断增长，一段时间以
来，KBA-Kammann也在密切关注是
否可在中空容器直接印刷中使用喷墨
数码印刷的可能性。因此，该公司在
2013年10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塑料
与橡胶贸易展览会上推出了一台把丝
网和喷墨印刷组合在一起的线性容器
印刷机。一个在此期间经过优化的此
种复合型印刷机的最新机型不久之后
就会交付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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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管材印刷的胶印短墨路供墨装置

更好的质量，更少的废品
在塑料卡、膜片、CD、DVD以及纸张、纸板和其它材料上以无墨键短墨路供墨装置进行
的无水UV胶印长久以来一直都是KBA-MePrint的核心竞争力。这家高宝子公司最近发现了
一个更有前途的利基市场：工业化的管材印刷。在这一领域中对质量和经济性的要求
也在提高，但是印数却在不断缩减。与今天经常使用的技术相比，把来自KBA-MePrint的
胶印短墨路供墨装置整合在传统的中空容器印刷系统（所谓的装饰器）中可为用户提
供关键的优点，从而短期即可偿清购置费用。全新供墨装置在2014年5月的interpack展会
上是一个引起极大兴趣的热门话题，相关性能也已在日常运行中得到了切实的验证。

与著名用户一起成功进行的开
发项目
一个制造印刷圆形容器的著名厂商与
KBA-MePrint联系，寻求把无水短墨
路供墨技术的优点用于塑料管材的印
刷。这家相关的公司在德国和国外
几个场所生产铝制和塑料的管材、气
溶胶罐和其它类型的铝制和塑料的管

中

空塑料容器迄今为止主要是以

机废品。另一方面，数码印刷的初

间接凸印或UV数码印刷系统

始投资成本和油墨成本都比较高。因

进行印刷。凸印工艺的一个缺点是几

此，只有印数较大时才会符合成本效

乎不能生成较细的网格、精确的细部

益。这使KBA-MePrint的全新供墨装

图像和微妙的颜色差别。这还不包括

置能够以其自身的强项与其它两种工

很长的准备工作时间、很高的印前成

艺的弱项进行竞争。

材，例如小管子、罐头盒或雪茄烟
盒。一个联合开发项目于2012年年中
商定，主要目标是显著提高印刷质
量、缩短准备工作时间和大大减少废
品。第一步是用一个KBA-MePrint的
全新短墨路供墨装置取代现有的印刷
圆形容器印刷机所用的凸印机组。

本和经常导致数千管材报废的大量开

短墨路供墨技术的创新
KBA-MePrint的短墨路供墨装置（可见下图）的特点是设计紧凑和墨辊较少。这一装置不用墨
区进行工作，没有润版装置，上墨较快，因为无需先期确立水墨平衡。此外，耗时的调整和
维护工作也将不再需要。可对印版滚筒和网纹辊的温度进行控制，以便稳定印刷过程，确保
实现均匀、恒定和可复制的生产。这一环保的印刷工艺无需使用水、溶剂或粉子。

1

油墨腔

2

网纹辊（可以控制温度）

3

传墨辊

4

印版滚筒（可以控制温度）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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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台现有的圆形容器印刷系统中的四个短墨路供墨装置的简图

供墨装置可以容易地摆出，以便进行清理、安装胶印印
版、进行清洁和维护

对一个现有印刷机的定制改装

因此，已经在商谈改装更多的印刷

在成功地把四个供墨装置转换为短墨

机，因为项目开始所提出的所有希望

路供墨技术后，进行了广泛的测试

和期盼已经得到满足，在某些地方甚

以保证要求得到满足。然后以80个管

至已经超出了预期。

材/分的速度脱机测试了短墨路供墨

用于管材印刷的无水短
墨路供墨装置的益处：
• 以逼真的印刷质量进行多色印刷
• 重复活件的杰出的可再现性

装置的各种速度。对颜色稳定性、颜

可以进行灵活的改装

色密度的测量、功能性、正常运行时

一个更进一步的联合项目是对一台印

间、装卸和操作、准备工作时间、换

刷机进行改装，以使速度提高到150

版和印版的使用寿命都进行了彻底的

个管材分钟。颜色密度稳定性的初

• 很短的设置时间

测试。在所有这一切都成功地完成

步测量结果非常令人满意。短墨路

• 很少的开机废品（节省潜力达

后，把第五个供墨装置装在印刷机中

供墨装置不必采用水平安装。KBA-

并且重复这些测试。测试在2014年年

MePrint已把印刷机组安装在Genius

• 与凸印印版相比印版成本低

初完成。经过改装的供墨装置被装在

52UV、OC 200和Premius的不同位置

• 与厂内的CtP印前部分相连，面市

一条生产线中以便在不停机操作中检

上，而且不会危害操作性能和印刷

查其可靠性。

质量。这一灵活性在原则上允许把
KBA-MePrint的供墨装置装在不同制

极高期望得到满足

造商的圆形物体印刷系统中。

该印刷机三班操作每周运行五天，自
测试结束后几乎都是每天24小时连

最初的商谈和会议已经显示，在管材

续运行。在需求较大时，它在周末都

印刷这一广大的市场领域中对替代性

会运行。该机超群的印刷质量和对逼

的印刷技术的兴趣是巨大的。杰出的

真的图像的完美复制征服了两位公

印刷质量与极大的节省潜力，可为制

司高管和相关客户。此外，仅大幅减

造商和最终顾客提供在质量和成本上

少废品一项就使投资可在大约一年内

的显著益处，这是以前在这一市场领

收回。明显提高了成本效益的生产过

域中从未听到过的。

程使得管材制造商能够接近新的顾客
群。在成本上的明显优势在小印数和
中等印数活件需要频繁更换时尤其具
有增强效果。鉴于已经达到了机器生
产能力的高水平利用，用户已经不得
不对新的订单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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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速度80个管材/分钟（很快会
达到200个管材/分钟）

95%）

速度快
• 没有易损件，维修成本低
• 印刷质量好且恒定
• 颜色层次没有间断
• 精确的细部图像以及极好的边缘
清晰度和网点清晰度
• 没有鬼影
• 1:1的颜色传递可以消除鬼影
• 对小印数和中等印数而言经济划算

简讯

伊利诺伊州的BOPI具有
HR-UV功能的利必达106取代
了三台印刷机

伊

利诺伊州布卢明顿的BOPI除
了胶印和数码印刷外，还为
顾客提供邮寄和商业的解决方案。这
家在美国中西部的备受尊敬的公司以
一台进行每面4色印刷的高技术利必
达双面印刷机取代了三台单张纸胶印
机。BOPI总裁Tom Mercier评论道：“
我们的旧印刷机仍能以好的质量进行
印刷，但是确实已经到了使用生产能
力要高得多的新印刷机的时候了。”
在寻找最适合的技术时，BOPI把注
意力集中在与低能耗的UV固化技术
组合在一起的加长双面印刷机上。
高宝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在
得梅因一家印刷商那里见到正在运
行的利必达106后，他们随即来到德
国。BOPI对高宝在拉德博伊尔的工
厂和快速的利必达106及其极短的准
备工作时间和节能的HR-UV技术印

象深刻。Tom Mercier解释道：“到现
在为止，使用常规油墨但不上光，我
必须等待24至36个小时印张才能完成
干燥。有了这个HR-UV干燥部件，将
使我们的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高，进
而使得我们的顾客同样受益。”
这台高度自动化的八色印刷机取代了三
台不翻转直接印刷的印刷机。该机包括
了独特的自动化部件，例如用于一次通
过完成两面印刷的QualiTronic ColorControl联机色彩控制和测量装置。在布卢
明顿的管理机构和团队对于等待他们机
器的到来已经感到急不可耐。
1947年以Bloomington OffsetProcess, Inc.
之名建立的这家伊利诺伊州公司在开
始时是一家生产高质量印品的商业印
刷商。从那时起，BOPI通过在可变数
据数码印刷、个性化的直接邮寄品、

生产总监Jeff Mercier
(左)和总裁Tom Mercier
急不可耐地等待他
们的高技术利必达
106的到来

数据服务、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
抵押品管理和履行中积极主动地工作
确立了其在直接营销领域的地位。公
司为包括保险、制造、大专院校、农
业、医院、金融、政府和非盈利组织
在内的中西部市场提供相应的服务。

KBA-CleanAir在IFAT
IFAT这一在环保技术领域内的世界主

破了既往纪录。KBA-CleanAir，这

生能源领域相关公司的合作组织并且

要商品交易会每两年在慕尼黑举办一

一KBA-MetalPrint的能源和空气净化

成功地把巴登-符腾堡的环保技术推

次。从5月5日到9日，来自约170个国

分部，再次与巴登-符腾堡环保工程

向了国际市场。

家的135,000名参观者和来自59个国

讲坛携手推出了一个联合展台。讲坛

家的3,081名参展商在IFAT 2014上打

代表了一个来自空气/水/遗产污染/再

KBA-CleanAir推出了其自己的用于
清理溶剂、碳氢化合物和纯气体排放
物的产品系列以及创新的高温热量存
储技术。在晚宴上，巴登-符腾堡负
责环保事宜的部长Franz

Untersteller

也抓紧机会深入了解这些创新。
在来到CleanAir展台的参观者中，超
过80%来自国外，主要来自东欧、中
巴登-符腾堡负责环
保事宜的部长Franz
Untersteller（中）参
观 了 I FAT 。 在 照 片
中站在他旁边的
是能源和空气净
化系统总监Dietmar
D e c ke r 和 销 售 助 理
Julia Bechstein

东和远东。众多的国际伙伴和来自高
宝在全世界的分支机构的支持者使得
所有生成的项目和询问都“当场”得
到了指导。两个来自智利和俄罗斯的
大型参观者代表团进行了提前组织，
以便能从KBA-CleanAir获得有关“
气味消除”的相关信息以及了解在这
一领域中的当代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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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宝印刷机技术

印刷机鼻祖
开辟印刷行业新思路
从1811年第一台滚筒印刷机由弗里德里希•科尼希研发到高技
术的利必达106单张纸胶印机问世；再到今天，高宝数字印刷
机RotaJET又问鼎天下。备受尊崇的全球老牌印刷机制造商，
依托独具匠心的创造力和专有技术，历尽沧桑变化，技术始
终领先，按您所需定制创新与经济型解决方案，展示最前沿
的印刷和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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