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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结构转型
Claus Bolza-Schünemann
高宝总裁兼CEO

对高宝来说，2014年是对高宝的传统商业与报纸印刷机业务进行重组的一年，高宝将其命
名为Fit@All，主要目标是根据现实状况和未来展望继续挖掘成长型市场的现有潜力，例如数字
和包装印刷。最近，我们已在公司历史上最为广泛的重组项目上取得了快速的进展，我们还非
常高兴地看到这一项目早于预期取得了积极成果。更详细的数据已在3月20日发布的合并财务报
表中公布。
考虑到市场发展动态的程度较低、成熟的流程和机构运营存在很大困难以及我们的所有相
关能力需要经历痛苦的调整过程，像这样的综合重组计划在实施首年就能取得积极成果实属不
易。然而，所有进展都证明，高宝通过Fit@All已经步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我们将会继续推动
这一项目，我本人殷切期望，在2016年的德鲁巴展会之年，我们将会达成使得高宝集团变得更具
灵活性和长期盈利能力的既定目标。
经济问题、金融和外汇市场动荡以及全球性冲突导致我们行业的许多投资者都感到惴惴不
安。我们感觉到了这些因素对2014年我们的商业和报纸轮转印刷机订单总额产生的巨大影响。需
求急剧下降，而且预计还会继续下降。这就是我们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将上述日益减少
的业务量归并到轮转胶印机部门以及将不断增长的喷墨印刷市场的相关服务归并到另一个业务部
门的原因。我们与Hewlett Packard（HP）合作生产用于数字瓦楞纸印刷领域的轮转印刷机，预计
这将为我们带来积极的销售收入和真实盈利。此外，我们还期望能从2014年实施的重组措施以及
我们上述的轮转印刷机规划中实现盈利能力的持续增长。
2014年，我们的单张纸胶印部门的销售订单和新增订单大致保持前年水平，这主要归功于
我们在折叠纸箱印刷和金属印后整饰方面的强势增长。同时，我们未将我们子公司KBA-Flexotecnica和KBA-Kammann在包装市场未来增长领域的扩张包括在内。
在新的公司结构中，母公司科尼希&鲍尔股份公司将被作为控股和依法独立运营的业务单
位，预计将会帮助我们实现在相关市场领域内的既定目标。过去数月，我们已在拉德博伊尔和
维尔茨堡的生产基地按照单张纸胶印（KBA-Sheetfed Solutions）、数字和轮转印刷（KBA-Digital & Web Solutions）、证券（KBA-NotaSys）和生产（KBA-Industrial Solutions）等业务领域
在内部施行了这一全新结构。未来，我们子公司所涉及的特殊市场和利基市场也将合并到一个
全新部门 – 特别部门。
我们已经明白，这是积极应对因媒体消费变化和新技术发展引领的印刷行业结构转型的更
好方法，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期望复兴已经失去的市场。当前脆弱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以及快速的
转型步伐使得我们做出未来预测和长期预测变得无比困难和充满风险。然而，我本人依然非常确
信，2015年高宝集团将会继续取得积极的进展，我们将与我们热诚的客户和员工一道，在所有领
域内继续推动印刷业向前发展。

Claus Bolza-Schunemann

单张纸胶印机｜新工艺

这台将近22米长的八色利必达106的特色是
配有一台纸卷裁单张纸转换装置并且采用
尖端的LED固化技术

这家位于纽伦堡的媒体服务供应商是应用固化技术的先驱

Hofmann Infocom的利必达106双面刷机具有LED
固化能力
Hofmann Infocom位于纽伦堡，是使用八色利必达106双面印刷机的首家德国客户以及全
世界首批客户之一，这台双面印刷机采用相对较新的节能LED-UV固化技术。这台印刷
机还在印刷机组之后配有一个上光装置，为飞达配有一台RS 106纸卷裁单张纸转换装
置。LED固化技术的主要优势是允许对已经完成双面印刷和单面上光的单张纸直接进行
印后加工。

这

家位于纽伦堡的传统媒体服
务供应商通过这台高科技利
必达开始进入单张纸印刷的新时代。
这台印刷机预期主要用于印刷高质
量杂志、目录和封页。LED-UV技术
实现了可观的节能效果和更短的生
产前置时间，即使在加工非上光承
印物时，这种技术也具有很大的优
势。立即固化能够避免吸墨现象，而

且生成的图像特别鲜艳。这台长度
和重量分别为21.8米和80吨的利必达
106带有高速加工套件，在完美状态
下的最大生产率可达18,000张/小时。
紫外混合作业成套工具能够完成广泛
的印后整饰作业，例如各种无光泽
效果。DriveTronic系统带有单独的驱
动装置，包括从通过SIS飞达执行的
飞达控制到整台印刷机的同步换版操

作，而且可将更换活件的生产准备时
间降至最低。QualiTronic Professional
实施的正面纸张和背面纸张检验以及
联线色彩密度测量可以保证对每一印
刷纸张的质量进行监测。此外，该印
刷机还可使用Logo-Tronic Professional
的生产管理软件并且带有用于连接
Hofmann Infocom的MIS的一个接口。

专注通信业务超过百年
1908年，这家公司作为一家传统公
司创立，2001年起，公司开始以Hofmann Infocom名义进行贸易。这家媒
体服务供应商现在由第四代家族所有
人掌舵，重新制定了作为专注于发展
正确通信工具的集成和服务合作伙伴
以及创造性理念供应商的最新策略。
今天，该集团旗下公司包括hofmann
druck、hofmann media、一家媒体公
司、一家创立于1971年的出版社和
一家信件公司。这家印刷厂是一家
完全集成了轮转和单张纸印刷的公
司，配备了用于杂志和目录的高性
能印后设备。

今天，Hofmann Infocom是一家现代媒体

去年纽伦堡圣诞市场期间，这台新利
必达106印刷机开启了媒体服务供应
商的单张纸胶印新时代。20世纪90年
代初，这家公司就曾经采用过高宝的
印刷机技术。

服务供应商，员工
总人数达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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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但是运营成本也更高，包括厂
房租赁、能源、印版、橡皮布、纸张
和可能的其余特殊油墨成本，这些需
要通过精确的工作计划进行补偿。
双倍幅面提供的生产量有多高？
双倍幅面并不一定会让生产量翻
番——即使在生产准备时间和运行速
度相同的条件下也是如此。
下述实例对比了一台利必达145
（最大纸张幅面106×145 cm）和一
台利必达106(最大纸张幅面74×106
cm)，结果显示了空白尺寸对超额利
润的影响：

中等幅面还是大幅面？

规划一项投资时的关键因素
投资购买一台新印刷机或替代印刷机时，想清楚需要采用什么纸张幅面以及如何利用
这台印刷机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还应考虑空间可能性和印前和印后的关联。

包

装和互联网印刷机投资趋势
日益转向大幅面印刷机。由
于中等幅面和大幅面印刷机之间的生
产准备时间以及最大性能的差距不断
缩小，超大尺寸印刷机的日产量通常
显著高于中等幅面印刷机。在订单量
充足时，大幅面印刷机利用率将会提
高，销售额和利润也将大幅增加。然
而，如果印刷机生产率没有得到充
分利用，大幅面印刷机相比较小幅
面印刷机的劣势曲线将会变得更加
陡峭，从而导致成本急剧上升。因
此，制定良好的远期计划是至关重
要的。双倍尺寸单张纸幅面并不意
味着双倍产出！

配有6个印刷机组的印刷机

考虑到生产率因
素，互联网和包装
印刷商不断增加大
幅面印刷机的投资

下表显示了利必达106、利必达145
和利必达205的最大图像面积比例为
1:2:4，考虑到机器动态和技术原因，
较大幅面的印刷机在一定程度上的最
大生产速度将会有所下降（3）。
作为近似值，我们假设公司实际运营
中采用80%最大生产速度的平均净
生产量进行印刷生产。利必达145每
小时最大印刷面积（4）相比于利必
达106高出了67%，而利必达164生
产率约高出90%，几乎是利必达106
的两倍。
因此，较大幅面的印刷机生产率明显

RA106

RA145

RA164

RA205

(1) 纸张幅面

74x106

106x145

120.5x164

151x205

(2)相比R106超出的图像面积

0%

97 %

152 %

297 %

(3)最大印刷速度

20,000sph

17,000sph

15,000sph

9,000 sph

(4) 最大印刷面积/小时

1

(5) 相比R106超出的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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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81 m2

20,706 m2

23,419 m2

22,140 m2

0%

67 %

89 %

79 %

一个活件包含有均匀大小的单个空
白，以“宽度”x“长度”进行测
量。印刷生产可以采用中等或者大幅
面实施。多少单个空白适合采用大幅
面纸张印刷，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
是“中等幅面的两倍之多”。尽管这
个答案并没有错，但是它也并不完全
正确。决定性因素是单个空白的尺寸
以及它们与走纸方向成纵向还是横向
布置。有时印刷商会影响印刷品的尺
寸，作为这里对比计算的基础，单个
空白之间的裁剪边角也作为单个空白
的一部分。

选择1：
在第5页图中，空白在用于较大幅面
印刷时旋转90°。两张中等幅面纸
张紧挨着拼在一起。如不考虑空白宽
度，则RA106纸张宽度上的空白数量
和RA 145纸张长度上的空白数量相
等。然而，该图表明空白的长度（空
白的窄边）对于大幅面和中等幅面的
数量比率具有决定性影响。
大幅面纸张上可在较大面积上放置两
倍数量的空白。尽管如此，也有些区
域会产生150%以上或者甚至200%的
空白面积（使空白数量成三倍）。另
一方面，该曲线表明相比于大幅面，

利必达106的自动化模块，比如无侧规SIS进
纸或者DriveTronic SPC同时换版技术，在应用
到利必达145之后减少了活件更换时间，使
得大幅面印刷对较小活件也有吸引力

寸时成功结合两种测量方法，那么大
幅面印刷相比于中等幅面印刷将消耗
许多额外的空白。关键因素是选择恰
当的活件，或者说服客户采用相应尺
寸生产他们的印刷品，从而以双方受
益的、更为高效的方式进行生产。

印刷机印刷一个纸堆需要多少
时间？
印刷机印刷一个最高纸堆所需要的时
间和印刷机生产的运行息息相关，
因为中断生产可能增加质量偏差的风
险。尽管目前印刷业有向更小印量发
展的趋势，活件需要不止一种承印物

空白长度（mm）
额外空白绝对数量

更小的面积（363 … 370mm）增加的
单个空白数量仅为其50%。

额外空白百分比

是有必要的。相比中等幅面，大幅面
印刷所需额外空白的数量表明这两种
特征之间存在关联。

选择2：
在下图中，空白在两种幅面以相同方
式布置。为满足空白长度和宽度相关
要求，在大幅面纸张上重新定位空白

由于高度自动化设
计，高宝利必达系
列通过20,000 sph的
印刷速度和极短的

纸张宽度和纸张长度方面可能需要不
同数量的空白，有些区域甚至需要
10%的额外空白。如果在选择空白尺

生产准备时间制定
了中等幅面印刷的
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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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堆，但却仍然保留了可以全天连续
生产的能力。
下表显示了幅面相关的条件以及不同
印刷机有效性的评估。
印刷机用于输送纸堆的承印物操作成
套工具和传送链受到特定最大载荷限
制，中等幅面为1,000kg，大幅面为
3,000kg。

空白长度（mm）
额外空白绝对数量

额外空白百分比

基于所使用的承印物，最大纸堆
高度（8）可能受到这一限制约
束，因此，比如利必达205飞达
的称重成套工具将被集成在堆纸
板中。
根据选择作为对比的承印物
（115 g/m2）的不同，下表表明
RA145是唯一一台能够操作较大
高度收纸纸堆的印刷机，而其它
印刷机的标准版本已经达到了最
大纸堆载荷相关的极限。RA205
甚至需要降低纸堆高度（8）才
能勉强够用。尽管如此，采用这
种承印物后，大幅面印刷机最大
纸堆高度允许的面积依然是中等
幅面印刷机的三倍。
印刷机可以处理较高纸堆的低克
重（11）纸板。折叠纸箱的示例
表明了这台印刷机预期可以处理
的印品数量。

空白长度（mm）
额外空白绝对数量

根据在选择2中的
空白安排，指定在
纸张宽度上的附加
空白
上：根据在选择2
中的空白安排，指

额外空白百分比

结果表明不停机纸堆输送装置似
乎更适合于纸板印刷机，可以实
现更加高效的印刷。由于技术原
因，不停机操作仅能够操作较低
高度的纸堆，预计纸堆更换之间
的印刷时间（13）将会更短。当
为不停机操作准备纸堆时必须考

定在纸张长度上的
附加空白

商业性印刷

RA106

RA145

RA164

RA205

(6)不停机最大收纸纸堆高度

1,200mm

1,500mm

1,500mm

1,100mm

(7)最大高度时的纸堆重量2）3）

941 kg (!)

2,306 kg

2,964kg(!)

3,405kg(!!)

(8)允许纸堆高度

1,275mm

1,952mm

1,518mm

969mm

(9)允许纸堆高度的印刷时间1）2）

0.80 h

1.44 h

1.27 h

1.35 h

(10)最大印刷面积/纸堆

9,865 m2

29,717 m2

29,627 m2

29,801 m2

2）

1) 在80%最大生产量条件下

1）2）3）

2) 在115 g/m2丝光-哑光（~96…107 μm = 0.1 mm）

卡纸印刷
(11) 最大张数/堆 对于210 g/m

2

允许纸堆载荷 对于300 g/m2
(12)产生的纸堆高度对于210 g/m

2

3)不含印刷机底座

RA106

RA145

RA164

RA205

6,154 s

9,383 s

7,320 s

4,646 s

4,308 s

6,568 s

5,124 s

3,252 s

1,858mm

2,834mm

2,211mm

1,403mm

允许纸堆载荷 对于300 g/m

1,938mm

2,956mm

2,306mm

1,463mm

(13)印刷时间/纸堆 对于210 g/m2

23.1 min.

41.4 min.

36.6 min.

38.7 min.

允许纸堆载荷 对于300 g/m

16.2 min.

29.0 min.

25.6 min.

27.1 min.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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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这一事实以及飞达操作员的体
力极限。
因此，大幅面印刷在技术上和经
济上仍是热点。高宝拉德博伊尔
工厂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在数
十年间始终致力于为包装印刷商
和其他客户提供此类大幅面印
刷机。

ProcessStandard Oﬀset满足印刷车间条件

PSO-Match助您遵循ISO 12647-2
许多印刷供应商青睐依据ProcessStandard Oﬀset（ISO 12647-2）进行印刷作业，部分印刷商甚
至经过认证，然而，由于印刷参数各种各样，需要在设置和生产期间进行人工干预，
由此产生的成本节约经常未能满足印刷工艺的期望。高宝为其利必达系列提供了一系
列自动化解决方案，包括生产期间快速供墨模块和实地密度稳定模块。PSO-Match是一项
高效支持ProcessStandard Oﬀset（PSO）合规性的解决方案。

PSO-Match –根据PSO联机印刷

通过QualiTronic Color-

PSO定义了印刷过程中不同类型纸张
的CMYK实地L*a*b*值以及中间调
的网点扩大及扩展。如果所有这些参
数无法保持在公差范围以内，网点扩
大应被给予更高的优先级。即使最优
质的印刷机也不可能检查一个墨区内
的所有参数以及相应地控制供墨过
程。尽管如此，实地密度公差以内以
及实地L*a*b*值以内的印刷并不意

Control联机色彩控制
功能或者和ErgoTronic
ColorControl在线控制

味着一定能与PSO匹配。传统的实地
控制系统仅考虑一项参数，因此，仅
一项综合性解决方案能够保证永久性
符合PSO。

功能，控制台的PSOMatch软件工具直接
支持印刷软件可靠
地遵守ProcessStandard
Offset（PSO）。

这也是PSO-Match的优势所在。该产品
于2012年发布，并且成功应用于许多
印刷公司，包括德国Alsdorf的Cinram公
司所用的新型利必达106。

控制条的测量可以通过KBA QualiTronic
Color-Control联机实施，包括先前
的外部分光光度学校准，或者采用
KBA ErgoTronic ColorControl在线实
施。在数秒时间内，PSO-Match可以
依据选择的PSO标准瞬时分析每个墨
区的所有参数并且计算每个墨区的
色彩修正。网点扩大、扩展、实地
L*a*b*值和相应密度之间应取得最
优平衡。此后该设定值将通过“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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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张纸胶印机｜质量

无需手动修正、印刷质量
可重复的精确活件可以为
未来的活件提供最优的色
彩预设值。因此，PSOMatch为活件设置过程中
的废纸裁剪提供了很好的
起点。
KBA QualiTronic PSOMatch：所有十项

匹配”功能在特定公差范围以内自动
调整。
色彩 校 正 将 通 过 Q u a l i Tr o n i c 自 动
实施（闭环）或者通过简单地按下
ErgoTronic ColorControl和ErgoTronic
ColorDrive按钮实施。

PSO标准都达到绿
灯标准，等级指数
为80%。

PSO-Match会在显示器上清楚地显示
计算的色彩校正参数以及测量值。此
外，印刷机操作员将持续收到当前印
刷结果和PSO的对比情况相关信息。
为保证PSO-Match能够检验每项测量
值是否符合PSO公差，10项全部的
PSO参数中至少应有8项参数处于设
置限值范围以内。

明显的优势
PSO-Match是期望满足PSO质量标准
和减少生产准备时间和废品的印刷
公司的理想解决方案。印刷机操作
员可以选择为不同纸张质量规定的
特定PSO标准。在使用在线测量设备
（ErgoTronic-ColorControl）进行测
量和校正之后，我们能获得质量最优
的产品，这些测量设备需要在印刷机
外的主控制台上进行测量。在运行快
速实用校正程序之后，联机控制功能
能够快速保证产品满足选择的标准并
且通过使用联机测量设备（QualiTronic-ColorControl）在整个活件工作期
间保持这种合规性。
无需手动修正、印刷质量可重复的精
确活件可以为未来的活件提供最优
的色彩预设值。因此，PSO-Match为
活件设置过程中的废纸裁剪提供了
很好的起点。当与KBA QualiTronic
ColorControl结合使用时，我们不
需要任何人工干预也能实现这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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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A QualiTronic Color-Control显示了自动实施
的色彩校正过程。

标。更高的自动化水平和优秀的控
制策略能够避免印刷机的故障停机
时间以及生产期间的人工干预。通
常，这可以实现更高的印刷机速度
和降低的人员成本。
根据活件尺寸的不同，设置和生产过
程节约的时间为每个活件三分钟到十
分钟。通过永久性应用PSO-Match工
具，能够避免客户投诉，同时改进了
印前与印刷之间的通信效率，提高生
产可靠性。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潜
在的纸张和人员节约。
要求的印刷质量将具有可预测性和
可重复性。PSO-Match在易耗品、纸

张使用和印刷机设置方面的经验可
以实现进一步节约，这些都会影响
最终的产品。PSO-Match是一项重要
的工具，它让印刷过程变得更加高
效和可以预测。

印刷车间艺术

KBArt很受欢迎
印刷大部分时间需要和色彩打交道，不过有时也需要考虑艺术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
下，KBA Deutschland在过去两年间为中等幅面利必达106印刷机的两侧提供了一种个性化
的、艺术气息浓厚的色彩设计。艺术景观、色彩效果、计算机动画——通过在印刷机
收纸的盖板和侧面喷涂胶膜让许多创意成为可能。印刷车间艺术变得日益流行。

想要更多了解KBArt吗？
仅需使用您的智能手机扫
描此二维码（仅限德语）

上：新型利必达106
的艺术景观设计诠
释了Druckerei Rosebrock
的环境策略理念。

通过Color Smoke 设
计，Ruksaldruck的新
购利必达印刷机成
为了一台色彩绚丽

要。标签印刷机也要求在收纸装置贴
上大型商标，以让印刷机组风格更加
个性化。
Offsetdruck Ockel位于德国Kriftel，也
采用一台专门装饰的20,000 sph的利
必达印刷机进行印刷。带有上光装置
和采用色彩涂鸦设计的四色印刷机是
真正引人注目的艺术品，并将公司生
产率提高了35-40%。

的、吸引眼球的艺
术品。

柏

林Ruksaldruck公司选择彩色
烟云设计作为其新购四色印
刷机的外观。这家公司主要印刷生
产美术书和艺术目录，上述外观设
计刚好与这家印刷公司的业务范围
非常协调。
Oﬀsetdruck Ockel的新购

Druckerei Rosebrock位于德国不来梅
港市附近的索特鲁姆，非常重视严格
环境友好策略，它的带上光装置的新
五色利必达106印刷机侧面都喷涂了
连绵起伏的绿山。这家家族运营公司
的所有员工和参观人员因此得到不断
提醒——环境保护对每个人都无比重

机器采用了色彩涂
鸦设计。总经理
Eberhard Ockel（左）、
总经理助理Thomas

在考虑购买新印刷机时，KBArt可用
的设计可以从KBA Deutschland大型
目录中选择。它们可以从公司德国网
站上获取：www.KBA-deutschland.de/
loesungen/KBArt/。颜色和图像可以
根据请求进行更改，由于每一件艺术
品都是独特的。
除视觉质量外，胶膜还可以提供其它
好处：它可以保护印刷机免受划痕和
压痕等，在某些情况下，印刷机在使
用之后更易于再次出售。在去除胶膜
之后，您将重新看到得到完美保护的
原始印刷机涂层。

Schneider（右）和
KBA Deutschland的Holger Eitel对这种效果
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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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张纸胶印机｜整饰

哪种解决方案在什么情境下更加有利可图？

单纸张胶印机整饰：
联机还是脱机？

上左：Jürgen Veil对
比联机印后整饰和

每年，高宝都会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印刷行业协会组织的Druckforum
上从实践层面展示印刷和印后整饰相关的技术和工艺创新。今年的
活动专注于“单纸张胶印机整饰：联机还是脱机？”，两种工艺都
被印刷车间广泛应用。什么情境下这些解决方案物超所值？今天哪
一种印后整饰解决方案能实现联机作业？哪种工艺适合什么类型的
生产？高宝包装部大客户经理Jürgen Veil和慕尼黑附近Unterschleißheim的
Seismograﬁcs JK的包装部销售经理Frank Geisler将为您解答这些问题以及
您的许多其它困惑。

在

他的简介中，高宝集团市场部
总监Klaus Schmidt向人们阐释
了印刷市场现在和未来所面临的巨大
挑战。印刷公司不得不与标准印刷品
生产率过剩和高度紧张的价格竞争压
力进行抗争。现在，网络-印刷公司
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印刷生产许多标
准印刷品。此外，胶印印刷不得不坚
决抗争网络媒体和数字印刷技术的兴
起。这也是成功的印刷公司必须为客
户提供更高附加价值的原因。这样做
的方法之一是印品印后整饰。它能够
在视觉、触觉和形态方面创造更高的
感知质量。印后整饰后的广告产品能
够增加响应比率，印后整饰后的出版
物能够提高人们的印象留存，印后整
饰后的包装产品能够促使人们在POS
机完成购买。带有上光装置、双上光
装置和UV成套工具的单纸张胶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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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稳步增长。高宝已经交付的利
必达产品最多
可以配备19个印
刷机组和印后整饰机组。今天，从
技术的观点看来，许多创意都已成为
可能，但是并非所有创意都能实现盈
利。每项印后整饰工艺需要在经济
性、成本和收益方面进行分析。

经济数据的直接对比
Jürgen Veil对比了一台联机上光（双
面上光）的普通的印刷机配置和脱
机工艺的潜在印刷和印后整饰印刷
机。他依据各项标准，例如人员、灵
活性、质量、生产量、废品和生产成
本，对两种选择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
评估。它还列出了带有单上光装置和
双上光装置的联机印后整饰的典型应
用领域。

在线印后整饰的生
产成本

高质量印刷样本是
最令人感兴趣的
目标

“时至今日，印刷公司必须
为客户提供附加价值”
Klaus Schmidt

他还进一步对比了使用联机工艺和脱
机工艺的生产准备时间。他对比了一
台带有双上光装置的利必达106 、一
台带有七个供墨装置和一个上光装置
的利必达106、一台带有两个双上光
装置的脱机利必达106的整个活件转
换时间。基于各印刷厂的生产准备时

单张纸胶印机｜整饰

生产成本/活件

该实例表明对于9,800张以内作业，脱机上光的成本效益更好

收支平衡点

Auﬂagenhöhe

间、印刷机性能参数和数据评估，依
据活件尺寸不同，可以计算所有三台
印刷机系统的预期总产出。经验表
明，相比上述两台其它的大印量印刷
机，一台上光印刷机每年明显能够完
成更多的活件和纸张印刷。

上右：Frank Geisler报
告的利必达105在脱
机UV上光中的应用

利必达106作为一台上光装置印刷机
在生产成本方面处于最低水平。然
而，大印量双上光装置印刷机的联机

脱机上光
．干燥表面的上光效果良好
．不需要昂贵的油墨
．不存在无法偿清的投资
．使用更加便宜的UV上光装置
．更小的印后整饰活件也有较好的成本效益

联机上光
．配合耗材
．一次过程完成印刷和印后整饰
．不需要额外的技术投资
．不需要额外的印后整饰人员
．提高公司附加价值比例
．完全控制印后整饰效果
．精确的输纸套准装置，更高的套准精度
可以采用低迁移的油墨、底油和光油

印刷和印后整饰要求生产时间尽可能
短，并且不需要其它用于上光的印刷
机系统。这意味着投资、运营和空间
相关的成本远比双上光装置便宜。经
过对比，约9,800张印量的作业的生
产成本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点（见上
图）。从纯粹数学观点看，对于印量
较大的印刷工作，联机工艺成本效益
更佳，对于印量较小的印刷工作，脱
机上光成本效益更佳。依据印刷公司
的不同，这些价值当然会有所差异，
因此必须单独进行评估。

实用的脱机印后整饰
Frank Geisler阐述了德国Unterschleißheim的Seismografics安装的利必达
105采用的脱机印后整饰工艺。公司
创始时是一家丝网印刷公司，现在致
力于生产令人惊羡的包装产品，同
时在跨媒体通信领域也非常活跃。
公司还从事印品印后整饰工作。它
的印后整饰组合包括从胶印和丝网
印刷系统的玻璃纸上光到UV上光、
采用特殊效果油墨（减色、霓虹、
保护性油墨）、热烫箔、压痕、模
切、打孔和压花。
十年前，需要部分UV上光的活件数
量开始增长，Seismografics专家开始
研究降低丝网印刷相关成本的可能
性。最终产生了利必达105，用于脱
机上光作业，特征是一个供墨单元、

上光装置和收纸加长装置。支持利
必达的决定归因于先进的密封式刮
刀系统、强大的工程技术和用于清
除粉尘的独特解决方案和纸张冷却
功能。除无光泽/有光泽效果和UV上
光之后的油基罩光涂料混合上光效
果，此种印刷机能够应用全表面UV
和局部上光功能。
脱机上光的优势在于干燥表面可以
获得很好的上光效果。印刷公司现在
仅使用单独的上光装置在财务上并不
可行，因此，没有必要投资购买上光
技术。这两者对每小时机器成本和产
品价格都有影响。当因每小时成本更
低、较小活件的脱机上光和印后整饰
作业更加有利可图时，即可使用成本
效益更好的UV上光技术。然而，UV
上光也有许多劣势：上光效果高度
依赖于所用的喷粉。此外，如所使用
的油墨或者水性涂料对上光效果有影
响，这种技术在印刷之后才能看到最
终效果。完成作业之后，这些效果也
不可能改善。承印物两面上光的成本
略高，因印刷机需要两次走纸。两道
工序生产自然相比一次走纸需要更长
的时间，这可能导致现在的交货时间
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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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张纸胶印机｜波兰

“我们的生产方式越来越灵
活，我们的生产前置时间降
低了百分之五十。我们的客
户特别重视这一点。”
Adam Stec

波兰包装印刷商进入大幅面印刷领域

Stec Karton通过利必达164扩展了其价值链
一台带上光装置的利必达164目前在波兰Człuchów的Stec Karton重新焕发活力。这台六色印刷机主要用于印
刷纸板包装和联机印后整饰，可以显著降低生产时间。

Stec Karton是一个家族公司，在包装
印刷领域拥有20多年的丰富经验。
在公司创立之初，这家公司生产简
单的灰纸板，时至今日，这家公司更
多的是印刷带有各种印后整饰效果的
精细印刷活件，主要是薄板印刷。最
近，Stec Karton的包装工作还不得不
进行部分外包印刷。现在，从印前、
印刷到印后都能够通过一台配备齐全
的生产设备全部在内部完成。Stec为
其客户提供全面服务，从包装设计、
印刷、覆膜、模切、窗口上胶直到多
点上胶。
新利必达164印刷机于2014年10月初
开始投入使用。所有人Adam Stec表
示：“这项投资和我们的新市场策
略相关。过去我们不得不将部分工作
外包给其它印刷厂，但是削减生产周
期和提高生产灵活性的必要性促使我
们投资购买了自己的印刷机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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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包括用于提供免加工印版制造能
力的购自Kodak的CtP系统、购自
Bobst、Kongsberg和Versor的印后
技术以及购自高宝的最新大幅面印
刷机。”
安装在Cz uchów的利必达164印
刷机是波兰第一批大纸张幅面120×
164cm印刷机之一。通过它的CX纸板
处理套件，它能够加工1.2mm厚度以
内的纸板和1.6mm厚度以内的瓦楞纸
板。为了提高生产率，在操作较厚承
印物时，可将印刷机会升高420mm。
质量管理通过ErgoTronic ColorControl
实施，通过ErgoTronic Lab依据LAB
值进行色彩测量和控制。

位于Stec Karton的利
必达164-6+L ALV2配
有适合包装印刷的
最优设备。

在全新利必达164
印刷机旁合影留念
（从左至右）：高
宝CEE区域销售经
理Michał Dróżdż、Stec
K ar ton所有人Adam

印刷机由Adam Stec进行配置，以满
足国内和国际客户印刷质量方面的较
高需求，包括肉类、鱼类、细木工、
医药和家电行业的客户。幅面的选择
并不是巧合，因为所有其它加工机器
都根据该幅面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利
必达164印刷机承担的印刷活件可以
一直往下直至达到B1幅面，印量范
围可从仅200张直到达到1,000张。
Adam Stec补充道：“我们有两家供
应商，但是最终我们选择了高宝，
因为它能为我们提供更高质量的印刷
机。我们多次参观了位于拉德博伊尔
的工厂以进行印刷测试，这些给我们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外，还要加
上高宝 CEE的Michal Dród和距此不

Stec和高宝CEE总经
理Jan Korenc

远的Pila的KBA-Service所提供的专业
服务。售前、安装、培训和售后服务
让机器所有作业都能无故障运行。回
顾过去，我确信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
定，我们非常感激高宝CEE专业技术
人员在印刷机试运行和培训期间为我
们提供的大力支持。”

高宝CEE总经理JanKorenc补充
道：“利必达164完美适合了Stec
Karton广泛的投资计划。我们相信这
台印刷机在未来多年都能保持无故障
运行，并将有助于公司的动态发展和
提高波兰和国际客户的满意度。”

这项利必达164-6+L ALV2印刷机的投
资，印前和印后功能将生产交货时间
从过去十天缩短至三天。Adam Stec表
示，“我们的生产方式越来越灵活，
我们的生产交货时间降低了百分之五
十。我们的客户特别 重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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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张纸胶印机｜巴西

Brasilgraﬁca为购买高宝单纸张胶印技术投入巨资

三年内购入两台利必达106和一台
利必达145印刷机

化妆品、食品和饮料的领先品牌以及来自
Brasilgrafica客户基地的其他制造商非常重
视质量。

科

尼希&鲍尔股份公司的巴西公
司首席执行官Luiz Cesar Dutra
表示：“Brasilgrafica是高宝在拉丁
美洲最大的客户之一。它对利必达的
持续投资表明Brasilgrafica对我们的
技术非常有信心。我们知道Brasilgrafica对其供应商和采用的技术会有较
高的需求。这也是包装客户期望较高
的结果，因此，Brasilgrafica对高宝
的信任让我们引以为豪。”
Brasilgraﬁca的团队邀请Quimica Amparo总裁和董事参加2014年10月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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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巴西Alphaville的Brasilgrafica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包装印刷公司之一，为了提高其
生产率，投入巨资购买了高宝印刷机技术。在紧随两台中等幅面利必达106印刷机之
后，第一台大幅面利必达145印刷机于2014年10月投入使用。这是公司多年以来第三台
利必达印刷机，考虑到巴西现代大幅面印刷机非常罕见，这项投资令人称奇。除提高
生产率外，Brasilgrafica预期通过这种新技术能够满足质量和印后整饰方面客户不断增
长的需求。

必达145印刷机启用仪
式。除其
它成功的产品外，这家客户还是一
家制造、销售巴西领导品牌Ypê的一
系列洗涤剂和肥皂的公司。公司代表
Jorge Eduardo Beira 技术总监Marcelo
Luquiari Pardo、采购经理Geraldo
José Bortolini和采购主管Raul Calefﬁ
全部参与了这场盛事，并且由Brasilgraﬁca首席执行官Nilo Cottini Filho和
技术经理Nilo Cottini Neto带领参观了
这台设备。除技术外，Brasilgrafica
研发团队对质量控制和包装设计的深
刻理解也是这次旅行的重点。

上：两台中等幅面
的八色利必达印刷
机之一，最高速度
可达18,000张/小时

下右：Brasilgraﬁca
通过一台大幅面七

Nilo Cottini Filho表示：“我们非常
期待双赢的合作关系。当印刷服务供
应商能够满足客户需求时，每个人都
能受益，并且质量水平也会超出各方
期望。”Jorge Eduardo Beira揭开牌
匾，标志着高宝利必达145印刷机正
式投入启用。Nilo Cottini Filho的母
亲Dona Therezinha出席了这次仪式，
并且对所有出席人员表示了感谢。

色双上光装置印刷
机再次大幅扩展了

与高宝的三次合作

其印刷和印后整

为Brasilgrafica设计的这台新七
色利必达145最大单张纸幅面达

饰能力

单张纸胶印机｜英国

上左(左-右)：Nilo
Cottini Filho、Eric Fox、
Wojciech Kowalik和Nilo
Cottini Neto在庆祝带
两台上光装置的利

“我们非常期待双赢的合作
关系。当印刷服务供应商能
够满足客户需求时，每个人
都能受益，并且质量水平也
会超出各方期望。”

必达106印刷机安装
的纪念牌匾旁合影
留念
上右(左-右)：Nilo
Cottini

Filho带领Qui-

mica Amparo总裁Jorge
Eduardo

Beira实地考

察参观
右中：Nilo Cottini Filho
和母亲Dona Therezinha

1,060×1,450mm，带有SIS无侧规进
纸、自动换版、双上光装置、三倍加
长收纸装置以及机组间和印刷机末端
干燥装置。它的运行速度可达15,000
张/小时。

参加了纪念牌匾(下
方）揭牌仪式，庆
祝全新高宝利必达
145正式启用。
右下：新利必达145
印刷机牌匾

Brasilgrafica宣布在利必达145交付
之前还将安装两台利必达106印刷
机。Mondelez Brazil和L'Oréal Brazil
的代表参加了这两台八色印刷机的正
式启用仪式。这些印刷机最大单张纸
幅面可达740 × 1,060mm，配有两个
上光装置，生产量令人印象深刻，可
达18,000张/小时。

消费者著名品牌
Brasilgraﬁca BomSucesso Ltda于1933
年由三名意大利移民在圣保罗Bom
Retiro区创立，随后不久，通过优先
从事印刷质量要求较高的活件而从竞
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他们立即赢得了
一些知名的客户，例如同样重视质量
的饮料制造商Antarctica和国际营销
机构J. Walter Thompson。在三年多的
时间里，许多其它著名品牌加入到了
Brasilgrafica的客户群中，其中包括
自1933年成为其客户的德国学校用品
制造商Faber Castell。
1976年Nilo Cottini Filho加入Brasilgraﬁca
之时，他的家族开始掌管这家公
司。今天，这家公司总部已经搬迁
至Alphaville，Alphaville是Barueri市
的一个区（圣保罗州）。这家先进
的印刷厂共有850名员工，占地面积
28,000m2，每月印刷处理7,000吨纸
板。Brasilgrafica是拉丁美洲最大的
纸板印刷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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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张纸胶印机｜英国

Dorset的第一印刷厂选择带有LED固化功能的利必达105

Blackmore正向LED技术
进发！
不仅是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印刷公司，其它国家的印刷公司也正在投
资为高宝利必达印刷机购买创新性的LED固化技术。位于英国Dorset的
Blackmore Limited最近启用了一台带有LED-UV固化功能的四色利必达105。
这是Blackmore对于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的反应，也是在生态学方面迈
出的一大步。

上：杂志和高端商
业特殊印刷是这家
印刷厂产品系列中

这

台可选配厚承印物的新四色
B1 利必达105 LED印刷机用
于替代另一家制造商的印刷机，这意
味着它能够显著提升印刷厂生产率和
扩大产品生产率范围。

环境友好…
Blackmore创立于1900年，为报纸和
期刊行业以及高质量商业印品提供服
务，公司运营的基石之一是梦寐以求
的环境责任名声，并且获得ISO 14001
认证、FSC和PEFC资格认证和严格无
碳计划的支持。随着利必达105生产
效率不断提升，新LED固化系统的绿
色认证也是促使Blackmore投资购买它
的第一台高宝利必达的原因。
营销和销售总监David Bland表示：
“我们至少花了一年时间研究这项投
资，这意味着我们对新UV工艺进行

了全面评估。这点非常重要，因我们
想将印刷机幅面设置成B1，以享受
UV技术提供的每次压印更高的单位
生产量、减少准备阶段浪费和提高加
工速度的收益，从而在较小印量领域
维持竞争力。除此外，我们想为我们
的客户提供附加值，这也包括印刷各
种更厚、更感兴趣的承印物的能力。
市场上有许多HR-UV或者LE-UV固
化系统，这些在长时期内是我们研究
的对象。但是随后高宝提出了LED解
决方案，我们开始进行调研。”

的组成部分

右：Blackmore营销和
销售总监David Bland
非常期待这台新利
必达105带来的更高
的印刷生产率。

LED固化的其它优势
LED解决方案的一项关键优势是它并
不需要使用水银，也不需要向印刷
后的单张纸散发热量。这样可以产
生良好的节能效果，同时二极管使
用寿命更长。对Blackmore生产总监
Nigel Hunt来说，带有LED固化功能

生产总监Blackmore（左）和高宝（
英国）单纸张印
刷机销售总监Chris
Scully共同协作配置
这台带LED -UV固化
功能的印刷机，以
便获得环境友好的
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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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利必达105将会影响整个操作过
程：“除减少废品和节能以外，停止
喷粉也为我们避免了很多麻烦。我
们可以印刷更高的纸堆，因为单张纸
不会产生任何热量，这可以节省许多
地面空间。由于活件可以立即传输至
印后工序，我们可以节省生产交货时
间。”Nigel Hunt关注的另一个重要
方面是印刷质量控制管理。如果质量
管理制度不符合标准，通过减少停机
时间提高的生产率和每次转换更多活
件的优势也将大打折扣：“闭环QualiTronic色彩控制和整个解决方案需
要紧密配合。”
Blackmore已经招聘了新的销售专
家，以满足新利必达105印刷机产生
的额外生产率。管理层相信每年销售
额有潜力增长超过100万欧元（125万
美元）。它的高质量商业印刷客户包
括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世界野
生动物基金会以及主要经营的其它领
域，包括政治团体、慈善机构、医
药、航空制造商、保险公司和银行。

单张纸胶印机｜日本

日本印刷商重视高水平自动化

高宝利必达印刷机在旭日之国
大受欢迎
1月18日，五家日本印刷公司的代表未经事先通知就直接参观了位于拉德博伊尔的高宝
工厂，以便更为详细地学习了解利必达单纸张胶印技术。在高宝日本代理商创立两年
以及来自萨克森州的许多中等幅面和大幅面印刷机进入市场之后，高技术利必达印刷
机在旭日之国吸引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日

本许多接收第一台利必达印刷
机的新客户都派出印刷机操作
员到拉德博伊尔培训中心接受培训，
以保证他们掌握所有技术细节，从开
始就知道如何探索印刷机的潜力。

上左：与日本用户
进行利必达106印刷
试验，Wolfgang Ley
(左)和来自高宝的
Michael Grieger（右）

上右：在高宝培训
中心的利必达106控
制台上接受培训的
印刷机操作员

与联机系统一起，例如采用QualiTronic ColorControl进行的色彩测量
和控制功能以及空间、时间和成本节
约创新的需求（例如LED-UV）都非
常高涨。
2014年，我们为日本客户总共实施了
35次印刷试验，高宝日本第二年能够
预订十台利必达印刷机的订单。这些
订单部分已经交付。这对于十多年间
被国内供应商和其它德国制造商垄断
的市场上的后起之秀而言是一项非凡
的成就。上述成功归因于来自日本、
韩国和德国积极进取的国际团队以及
位于拉德博伊尔的示范中心和服务热
线的许多其它专家。

生产率和灵活性特别受到日本客户的
重视。独特的部件，例如DriveTronic
SIS无侧规进纸装置、DriveTronic
SPC印版滚筒的单独无轴驱动装
置、 Q u a l i Tr o n i c C o l o r C o n t r o l 或
QualiTronic Professional联机色彩控制
功能也非常受欢迎。带有LED固化功
能的印刷机以及带有DriveTronic SFC
上光装置的印刷机的第一批订单已经
下达。这台印刷机主要用于领先的自
行车零件和工具制造商的包装和目录
领域以及印后整饰和单板滑雪产品。
这种良性发展得到了日本、韩国和德
国资源的大力支持，从而保证了第一
流的客户服务。

高技术产品在日本被抢订一空
日本印刷专家对其
它Saxon专业技术也
很感兴趣

仅有利必达106和利必达145系列的高
技术印刷机被出口到日本。印刷机的
高水平自动化和相应高于平均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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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商业印品｜挪威

具有最佳印刷质量的报纸、杂志、增刊和广告

特隆赫姆市Polaris Trykk引入第19台
Cortina无水轮转机
科尼希&鲍尔股份公司与位于特隆赫姆市的Polaris Trykk在近四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稳固的
合作关系。数月前，一台新的96页Cortina（小报幅面）在Polaris Trykk正式投入使用。这是
科尼希&鲍尔股份公司对Polaris Trykk售出的一系列印刷机中的第19台，印刷专家们对这台
印刷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是第五台带有一个或者多个烘箱装置，用于半商业
印品生产的印刷机。

PolarisTrykk在2013年深秋订购了
Cortina印刷机后，总经理Steinar
Bakken表示，“我们投资购买高宝
Cortina无水印刷机，目的在于要在
质量和生产能力方面成为挪威领先
的报纸印刷厂，”2014年8月，这台
带有两个印刷塔的冷固型印刷机正
式投产，圣诞节前，这台印刷机还
将安装一个印刷塔、一个热固型部
件、一个烘箱装置、冷却辊架和用
于涂层纸印刷的后续套件。Cortina
取代了两台1997年开始使用的高宝
Express轮转印刷机。该机具有广泛
的自动化功能，在活件更换更加频
繁时会运作更加灵活和快速，能够
在冷固型（不带干燥装置）印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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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隆赫姆市位于尼
德河河口特隆赫姆
峡湾海滨，是挪威

业中实现优良的印刷质量。可以这
样认为：“这是一项按照计划顺利
进行的可靠投资。”

的第三大城市。
左中：在无水印刷
机上部结构内的烘
箱装置一览
左下：看到第一批
印品后的欢乐面孔
(从左至右)：Morten
Fonn、Jostein Wiggen、
高宝项目经理Peter
Benz和Trond Singstad

使用相同油墨进行冷固型、热
固型和混合型印品的印刷
在无需更换油墨的条件下，Polaris
Trykk的Cortina印刷的产品可以分为
以下四类：
●
冷固型：标准新闻纸的印品（通
常用于小报，也需要进行装订）
●
改进冷固型：采用更高纸张克重
（可达120g/m²）的改良纸提供更高
的印刷质量，通常需要进行装订
● 热固型：半商业印品质量，有时采
用涂层光面纸，也可以用于类似A4的

更小幅面，绝大部分需要进行装订
●
混合产品：采用冷固型和热固型
印刷的混合产品
由于Cortina印刷机具有享誉业界的优
良印刷质量，Polaris Trykk开始致力
于开发更高水平的承印材料、通过无
水胶印实现灵活生产灵活以及向国内
外客户推出并销售新增产品。Steinar
Bakken表示：“通过生产最高品质
的冷固型、热固型和混合型产品，我
们可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从而拓展
新市场，更好地应对电子媒体的竞
争。”通过快速换版、灵活改变纸带
宽度和极短换版时间，Cortina能够生
产各种不同印品，这是相比其它印刷
厂的一项关键优势。

半商业印品｜挪威

和《Aftenposten》部分版本进行的
印刷业务。该印刷厂还为国内客户
印刷《Adresseavisen》的插页和其它
商业印品。

带有高级套件的轮转印刷机

广泛的产品范围创造全新的机遇
质量得到提高的冷固型产品尤其
具有良好前景，因为在生产这些产
品时无需使用高能耗的热固干燥装
置，所以可以降低成本。
此外，它们能够提供极佳的视觉质
量，这也是许多读者最为重视的方
面。瑞典一家Cortina用户Mitt Media
采用经过改进的新闻纸类纸张生产的
高质量插页和杂志而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Polaris Trykk也意识到挪威市场
对这类产品的正在兴趣不断增长。这
类产品可带来一项额外的正面影响，
即用户和广告商认为无涂布纸印刷的
印品具有生态环保性。这与Cortina的
生态友好形象非常贴合。且挪威媒体
集团及其客户对气候保护非常重视。

在挪威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
位于特隆赫姆市的Polaris Trykk是挪
威最大的印刷厂之一。其历史可追

溯至1767年以及挪威最古老的报社
Adresseavisen创立之时。这家传媒集
团由国家三大媒体机构之一的Polaris
Media拥有百分百的所有权。除印刷
业务外，这家集团在电子媒体领域也
非常活跃，是通过互联网、印品、广
播和电视提供跨媒体信息的领导者。

上右：报纸在夜间
主要采用冷固型方
式进行生产
上：在涂层纸上印
刷广告插页仅是高
宝Cor tina印刷的众
多产品之一

从挪威海岸西北部直至北岬，Polaris
Tr y k k 是 该 地 区 的 市 场 领 导 者 ， 在
特隆赫姆市、奥勒松、哈尔斯塔市
和阿尔塔市均拥有印刷厂。Polaris
Trykk还持有一家位于Orkanger的
印刷厂百分之五十的股权，该集团
所有印刷厂均已依据政府当局规定
的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环境标准获
得了相关的认证。在公司5500万欧
元（6500万美元）的年收入中，近一
半来源于在特隆赫姆市为区域出版物
《Adresseavisen》和《Trönder-Avisa》
以及国内日报《Verden
Gang》、
《Dagbladet》、《Dagens Naringslive》

Cortina滚筒周长为1120mm（44in），
裁切尺寸为560mm（22in），最大纸
带宽度为1600mm （63in）。该机能
够印刷48个全彩大报页或96个全彩
小报页，最大印刷速度可达每小时4
0000份。纸卷通过AGV输送至高宝
Patras A纸卷输送供应系统，通过该
系统将纸卷输送至纸卷架。三个仅4
米高（13英尺）的紧凑型印刷塔配有
全自动换版和橡皮布清洗系统。这台
印刷机配有13米长（43英尺）的烘箱
装置，后者配有热量二次燃烧装置。

中：无水Cor tina还
可用于生产热固
型、冷固型或混合
型的高质量杂志
产品

在上部结构内的KF5叼牙式折页机配
有两个折页三角板、三个窄纸带装订
装置和一个窄纸带分切装置。纵向和
横向打孔线装置，高宝印贴装订装置
和十六开折页装置能够提供高度的生
产灵活性，适用于广泛的产品范围。
由于小报幅面在斯堪的纳维亚相当常
见，该机增加了高宝窄纸带分切装
置，以便进行生产和裁切准备。这允
许纸带无需翻转即可通过两个折页三
角板，完成分切的窄纸带也能够更加
灵活地与三个高宝窄纸带装订装置对
齐。我们未来还将进一步为其配备一
个纸卷架、印刷塔和折页机。

左页：右侧印刷塔
属于Polaris Trykk的48
页Cor tina印刷机，
可以用于热固型或
冷固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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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兰茨胡特，隶属德国
媒体集团Straubinger Tagblatt/Landshuter Zeitung
的印刷厂投入用高宝Commander CL

巴伐利亚报业集团对兰茨胡特印刷厂进行升级

《Cham》、《Dingolfing》、《Freising》
和《Vilsbiburg》等。《慕尼黑晚
报》是联邦德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小
报，自2014年7月1日起归入该集团。
该报纸除拥有大量的在线版本，还包
含印刷报纸的电子版本和当地广播和
电视内容等。

使用Commander CL印刷
《慕尼黑晚报》

尖端技术量身定制

巴伐利亚报业集团Straubinger Tagblatt / Landshuter Zeitung投资引入了一台高度自动化的高宝
Commander CL印刷机，用于生产高质量的多元化印刷媒体。最近几年中，Commander CL在
德国报业市场经过千锤百炼，已被视为最受欢迎的印刷机之一。随着在位于兰茨胡特
的印刷厂印刷《慕尼黑晚报》，这台48页印刷机将会阶段性的投入使用，并取代1993年
和2001年交付使用的高宝Journal报纸印刷机。

双幅宽的Commander CL将设计改
造成为柏林版式（滚筒周长：
940mm/37in；最大纸带宽
度：1260mm/49.6in）。如果进行
正面生产，这台印刷机每小时可
以印刷8 4000份全彩色报纸。
功能包括：

全自动换版装置可
保证在为目标群体
生产报纸印刷时实
现快速活件更换，
是该集团在德国兰
茨胡特印刷厂的典
型印刷作业模式。

Straubinger媒体集团出版商Martin
Balle 教授表示：“我仍然对印刷报
纸充满信心，我相信我们的区域出版
物和在慕尼黑市最具影响力的《慕尼
黑晚报》未来依然充满希望。这台新
型高科技印刷机必将帮助我们提升
《慕尼黑晚报》的及时性并将大大提
升我们区域出版物的印刷质量。”

逆向潮流 大胆投资
“Commander CL计划于2015年秋季
正式投产。该机将显著提升我们的
生产能力、成本效益，同时提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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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印品在地区媒体市场上的长期
竞争力。我们不能简单地抱怨媒体
市场趋势的诸多变化，如果依然相
信印刷业，就必须进行投资。我就
是如此。”

拥有强大地区受众基础的媒体
集团
除了1849年首次推出的《Lshuter
Zettung》以及1860年推出的《Straubinger
Tagblatt》外，Straubinger媒体集团还
在巴伐利亚州东南地区出版发行了十
二份区域出版物，包括《Bogen》、

3个高宝Pastomat纸卷架，嵌入
在一个高宝 Patras A自动纸卷传送
装卸系统内，带有剥离工位。
● 3个印刷塔，带有全自动换版装
置 、 自 动 彩 色 套 准 控
制、CleanTronic清洗系统、自动
供墨装置清洗和中央泵墨装置。
● 3根转向杆，带有半封闭穿纸装
置，具有Spadea生产能力，带有
两个折页三角板的折页机上部结
构，一台高宝 KF 3叼牙式折页机
以及一台过去引入的Journal印刷
机上的额外折页机（折页机已大
修）。
●
裁切套准装置、纸带边缘和纸
带中心控制装置，
●
2个高宝ErgoTronic控制台，带
有EasyTronic，可以优化印刷机起
动和自动停转。
●
高宝PressNet，用于计划调度、
预设置和过程控制，包括印前预
打样系统和一个连接客户LMS系
统的PRIME接口。
●

报纸印刷机｜法国

Ouest-France赢得了新闻奖并且订购了第二台Commander CL

应用灵活的Commander CL超越客户
期望，在雷恩市大放异彩
2014年秋季，法国媒体集团Sipa – Ouest-France位于雷恩的公司总部启用一台Commander CL 4/1。
这台灵活的四层大间隔塔式印刷机已在法国最大的报业集团完成安装，出色接管了海
量印刷业务。由于该机超越了客户对于经济性和印刷质量的所有期望，因此该客户再
次订购了第二台几乎完全相同的Commander CL 4/1。该集团的投资获得了丰厚回报，在法
国著名创意新闻奖上一举斩获“2014最佳印刷创意奖”。

媒体领域的重量级选手
Sipa – Ouest-France是欧洲最具影响
力的媒体公司之一，2013年的销售
额超过了10亿欧元（13.9亿美元）。
该公司的核心业务是其出版的地区报

Ouest-France的第一
台高宝Commander CL
自2014年秋季开始
投入使用

纸和主题报纸。这家法国第二大出版
社最耀眼的明星产品是日报《OuestFrance》。这份出版物于1944年首次
推出，日发行量约为80万份，共有
53个版本，自1975年起成为了法国

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该报纸在雷恩
市印刷，并在法国西部的三个地区
（Brittany、Pays de Loire和 Lower
Normandy）以及巴黎地区进行销
售。该集团的地区总发行量达100万
份，包括周报《Dimanche Ouest-France》
以及地区出版物《Press de la Manche》、
《 L e C o u r r l e r d e l’Ouest》、
《Presse-Ocean》和《Le Maine Libre》。
此外，集团分公司Publihebdos还
在7个地区出版79种周刊，总发行
量超过83万份。此外，公司还发
行免费报纸《20 Minutes France》。
除印刷媒体和出版业外，这家媒体公
司在广告、营销、咨询和广播等领域
也非常活跃。该集团还在多媒体领域
开拓创新，此外它还经营一家门户网
站，涉猎汽车、房地产交易以及网络
就业市场。

备受赞誉的投资政策
Ouest-France拥有两个生产基地：一
个位于雷恩，目前拥有五台印刷机，
一个位于南斯附近的La Chevrolière，
拥有两台轮转印刷机。由于最近几年
新闻界数字化潮流给印刷报纸带来的
巨大压力，该集团意识到必须更新自
己的印刷机编队。印刷厂主管Emile
Hédan表示：“由于媒体转型的压
力，我们必须继续实施印刷厂的现代
化升级，提高全彩印刷能力、生产效
率和经济性，面对未来挑战。为实现
这一目标，我们需要量身定制的印刷
机，满足自动化需求，还需要印刷质
量高、可靠性好、具备生产灵活性的
相关套件。高宝Commander CL满足
了我们以上所有预期。”
2014年，集团位于雷恩的生产基地安
装了第一台Commander。第二台几乎
完全相同的印刷机生产线预计在2016
年春季投入使用。
全新的高宝印刷机将会代替1978年投
入使用的三台老旧Miller Nohab印刷
机。根据Ouest-France的声明，公司
将在数年内收回3200万欧元（3600
万美元）的投资，在法国“创意新闻
奖”上赢得了“2014最佳印刷创意
奖”分类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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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二台Commander

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CL 4/1包含可进行每

新的投资将会大幅提升雷恩印刷厂的
生产能力。与第一台印刷机一样，
第二台高宝Commander CL（幅面尺
寸：350× 500mm/13.8 × 19.7in）每
小时可生产8.4万份48页大报（其中
40个版面为四色印刷）或者两倍数量
的小报。

面4色印刷的五个
四层大间隔塔式机
组、一个用于每面
一色印刷的印刷机
组、一个带窄纸带
装订装置的KF5叼
牙式折页机和六个
Pastomat纸卷架。
中：自1944年
起，Ouest-France开始
在雷恩进行印刷，
它是法国最大的日
报，每日发行量达
80万份，共有53个
地区版本。

在2014年11月法国
新闻奖颁奖仪式
上，Ouest-France印刷
厂主管(右)接过了
首座“2014最佳印
刷创意奖”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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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4/1印刷机均包含可进行每面4色
印刷的五个四层大间隔塔式机组、一
个进行每面一色印刷的印刷机组、一
个带有窄纸带装订装置的KF5叼牙式
折页机和六个Pastomat纸卷架。这些
配置允许自动改变页码。高级套件包
括RollerTronic自动墨辊压力调节装
置、供墨装置及其清洗系统、自动彩
色套准控制和裁切套准控制以及半自
动换版系统。Commander CL 4/1将会
通过ErgoTronic控制台进行控制，该
控制台融合了高宝 EasyStart和EasyCleanup两大自动化模块，分别控制印
刷机的自动启动和停机。PRIME接口
允许将印刷机集成到现有活件安排和
印刷机预设置系统中。

KBA-MetalPrint｜金属印刷

2013年度高效金属彩印企业

KBA-MetalPrint授予中国食品包装有
限公司“2013年度高效金属彩印
企业”荣誉奖
2013年，第一届“年度高效金属彩印企业”大奖授予了中国食品包
装公司。未来， KBA-MetalPrint计划每年为一位使用我们公司产品的客
户授予该大奖，以证明该客户取得了超出金属印刷领域正常性能范
围的成就。

中国食品包装有限
公司的六色MetalStar
UV印刷机自2012年7
月开始已经印刷超

由KBA-MetalPrint销售、技术服务和
管理代表组成的评委团做出了最终决
定。中国食品包装公司因其非同寻常
的成就获得了2013年大奖，这家公司
在一年时间里在MetalStar上日以继夜
地完成了超过4200万印次。2012年7
月，这家公司的第一台六色MetalStar
UV印刷机投入生产。自此以后，
这台印刷机印刷了超过1亿份金属
板。2013年，生产产量首次超过每年
4200万张。这意味着日生产量达到了
130,000张，平均生产速度为每小时
7,800张，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成就！

过1亿份金属板。

在德国参观期间，
中国食品包装有限
公司金属印刷部总

中国食品包装有限公司主要使用
MetalStar为中国市场生产三片饮料
罐头。印量长度从1,000张到100,000
张。CFP金属印刷部总经理许家诚先
生代表公司CEO和主席Chan Man在
参观德国期间接过奖杯并表示道：
“我们希望今年以4300万张的业绩再
次刷新纪录。”

经理许家诚先生
(中)从KBA-MetalPrint
中国销售总监(左)
Jens Laukhardt和高宝
中国金属印刷总经
理廖镭先生(左)手
中接过奖杯。

同时，中国食品包装有限公司目前已
经有三条MetalStar UV生产线昼夜不
停地运行。第四台印刷机——另一条
六色UV生产线正在运往莆田市福建
冠盖金属包装有限公司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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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A-Kammann｜容器印刷

智能组合：丝网印刷、烫印、喷墨和移印等。

混合印刷机将为容器印刷提供更
多选择
我们位于德国Bad Oeynhausen的子公司KBA-Kammann是致力于玻璃、塑料和金属制三维容器
直接整饰印刷的世界领先制造商之一。该公司当前的产品组合集成了许多整饰技术。
60多年以来，KBA-Kammann一直
专注丝网印刷机业务，在全球市场
声名赫赫。近年来，这家公司开发
了组合整饰机器，提供集成丝网
印刷、烫印和移印和/或贴标签等
加工能力的相关工位；该机被命名
为“KBA-Kammann HYBRID”，已

上左：KBA-Kammann
在2014杜塞尔多夫

在许多目标市场站稳脚跟，开拓出
独特的利基市场

玻璃展上公布的
K15 CNC HYBRID印刷
机系列结合了丝网
印刷和数字印刷（
喷墨印刷），带有
LED -UV和传统UV固
化功能

上右：贴标签工位

2013年秋，K1 CNC数字喷墨印刷机
系列在K-2013塑料和橡胶贸易展览
上全球首次推出，KBA-Kammann紧
随其后，在杜塞尔多夫市2014年杜
塞尔多夫玻璃展上公布了下一步创
新解决方案 — 一台采用数字技术的
混合型机器。K15 CNC结合了丝网
印刷、数字（喷墨）印刷技术，以
及LED-UV和传统UV固化功能。

也可以集成到KBAKammann的HYBRID印

广泛的应用范围

刷机中

按照我们的印刷机理念，容许对不
同形状的玻璃、塑料和金属制品进
行整饰。K1 CNC生产线致力于以
最低的工具成本和更小印量，将
整饰技术推广应用于各种特殊容
器。K15
CNC系列设计灵活，对
广泛的应用领域均有吸引力。尖端
CNC控制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可以保
证实现快速活件更换、降低工具成
本和提高产能。

KBA-Kammann的HYBRID组合印刷机在许
多目标市场提供了
独特的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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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提供数字印刷模块白色
+CMYK，同时还可结合丝网印刷工
艺，可以作为专色和特殊色进行配
置。按需喷墨技术高端喷墨模块和
压电技术可以满足最高端客户提出
的严苛要求。
KBA-Kammann的HYBRID机器能
够整饰最大长度和直径分别长为
450mm（17.7in）和120mm（4.7in）
的空心容器，最大喷墨印刷图像的
高度可达220mm（8.7in）。目前的
最高产能可达每分钟60个容器。
KBA-Kammann提供LED-UV模块和
UV技术，可在印刷过程中和印刷结
束之后对油墨系统进行干燥，最大
程度满足多样化目标市场和相关领
域的各种需求。

KBA-Metronic｜编码系统

alphaJET into直接安装在贴标签机内

油墨喷在潮湿表面上，却不会产生
任何污点。
KBA-Metronic针对车间地面的需
求和难于印刷的承印物表面的需求
（例如玻璃）而对编码技术进行定
制裁剪。在购入alphaJET后，Strauss
葡萄酒酒庄可在所有葡萄酒酒瓶上
印刷生产日期和灌装批号。油墨可
以立即干燥，从而保证生产能够以
一致速度持续进行。澳大利亚葡萄
园经理一眼就能看出这瓶葡萄酒在
什么时间灌装以及来自哪个批次。
这台印刷机能够以每秒2,400个字符
的速度为五条生产线进行印刷。

alphaJET into在弯曲表面进行编码

洁净的解决方案

为澳大利亚葡萄酒厂商提供服务
的德国印刷商
葡萄酒和香槟酒瓶必须标记上可追溯性编码。追溯的标签和其它编码必须清晰可见。
因此，高品质酒类和饮料制造商和经销商非常依赖恰当的编码设备，这些编码设备
可以为他们的产品进行快速而永久性的编码。这也是为什么澳大利亚著名酒庄Weingut
Strauss求助于KBA-Metronic专家的原因。
Strauss葡萄酒酒庄位于澳大利亚施蒂
里亚州南部核心地区，自1810年起开
始由其创始家族进行运营。今天，这
家酒庄由Karl和Gustav Strauss共同管
理。葡萄酒酒瓶必须标记批号，以便

进行质量管理。2013年起，一台用
于食品、消费品、医药和 包装行业
的alphaJET 印刷机开始在酒庄投入
运行。KBA-Metronic的alphaJET喷
墨印刷机系列甚至可以永久性地将

左下：由alphaJET完
成编码的葡萄酒

由于装瓶和贴标签作业在高速条
件下实施，生产线中的各部件必
须无缝协同工作。在购入alphaJET
后，Strauss酒庄就拥有了一台全天
候的和低维护量的通用型机器，能
够轻松应对高速生产。例如，滤网
在使用4,000小时后才需更换，泵至
少能够可靠运行10,000小时。
操作人员可以使用软件进行印刷预
览，从而避免发生印刷错误和成本昂
贵的返工。此外，油墨瓶可以在印刷
操作期间的任何时间进行更换，从而
减少停机时间和相关成本。

酒瓶
来自Weingut Strauss的
Karl和Gustav Strauss

Gustav Strauss对于可将alphaJET直接
集成到贴标签机中感到非常满意。
他表示道：“未来，我们正在考虑将
我们的商标印刷到其它产品上，并且
将会使用一台购自KBA-Metronic的
喷码印刷机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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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PHS为位于Druckhaus Nürnberg的Colorman进行
电子器件改装

阿姆斯特丹世界出版博览会上签订改装合同之后的开心笑
颜(从左至右)：Sebastian Steinkohl（PHS）、Michael Bendel （VNP）、
Harald Klein （PHS）、Klaus Wiesner （VNP）和Jorg Zagelein （VNP）

去

年年末，Printhouse-Service
（P H S ） 开 始 改 装 Ve r l a g
Nurnberger
Presse
Druckhaus
Nurnberg（VNP）出版社的一台
Colorman印刷机，改装它已经停用
的旁路母线回路部件。PHS提供的灵
活而富有成效的解决方案让媒体出
版社Nürnberger Nachrichten的相关技
术负责人大为惊叹。高宝的该子公
司已经成功地为许多其它报社实施
了类似的改装服务。
这台大型Colorman印刷机带有十
二台卫星式印刷塔、16个纸卷架和
六个喷墨装置，2003年开始投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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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台印刷机的电子部件在更换
时无需中断生产。在这次改装中，
对纸带断裂传感器、填充液面传感
器和转向杆定位编码器进行了全
面更换。PHS业务部门主管Harald
Klein表示：“我们非常高兴以
VNP赢得了另一个知名客户的合
同，这不仅归功于我们的机械维护
活动，而且也得益于我们不断增长
的改造业务。”
印刷厂经理Michael
Bendel表示：
“在我们收到的大量投标中，最让
我们感到惊叹的是PHS提出的建议
书，可以采用标准部件更换停用部
件并且不会对现有控制系统造成显

著影响。除了尽量减小对日常生产的
影响之外，这项改装解决方案的价格
也非常具有竞争力。”
Verlag Nurnberger Presse Druckhaus
Nurnberg创立于1945年，主要产品
是两份全国闻名的报纸《Nürnberger
Nachrichten》（NN）和《Nürnberger
Zeitung》（NZ）。加上本地版本
《Erlanger Nachrichten》、《Further
Nachrichten》等，公司的每日发行量
已经超过了26 0000份。

高宝中国

炫丽多姿、动感十足的高宝展台吸引了
大量观众驻足

ﬁt@all华丽首秀 高宝Print China 2015
硕果盘点
4月7-12日，高宝旋风强势登陆Print China 2015（第三届中国（广东）国际印刷技术展览
会），刮起引爆全场、震撼人心的盈利风暴，携全方位产品线、创新变革之重磅利器
涤荡业界
高宝利必达105的
现场演示

展

会已经结束，但高宝ﬁt@all铺
就的全方位战略荣景才刚刚
展开。热闹过后，我们迫不及待捡贝
拾珠、盘点硕果；停下来思考，是为
了更好地前行。高宝之于印刷业，是
当之无愧的世界顶级供应商，更是引
领技术发展与市场的风向标。拥抱高
宝，站在行业的浪潮之巅，一览决胜
未来的秘诀！

高宝利必达75-LED
UV的现场演示

高宝公司与广东金
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举行隆重的签约
合作仪式

ﬁt@all大获全胜
Print China 2015开幕前一周，德国高
宝集团向国内媒体公布了上一年度
财务报表。2014年，高宝迈出ﬁt@all
（满足一切市场需求）战略大转型的
第一年。第一年，捷报初传，集团营
业收入与利润双双增长，超过预期。
这个消息，为高宝注入一针强心
剂。“我们自信，ﬁt@all是开启高宝
第三个百年传奇最重大的决定。市场
反应证明ﬁt@all计划非常成功。”高
宝集团主席许内曼先生表示。

Print China 2015，高宝ﬁt@all战略成
果在国内的华丽首秀。本届展会，高
宝胶印巨头地位得以巩固，更重要的
是，全方位霸主新形象成功树立，在
各个领域开辟多元盈利点的潜能全面
爆发。它颠覆了客户的传统认知，造
就变革的强力冲击波。
在高宝集团全球副总裁萨米克先生看
来，ﬁt@all适逢其时，与中国印刷市
场的变化趋势完美对接，“毫无疑
问，转型期的中国客户正需要更具实
力、更富创新精神的合作伙伴，单一
的胶印技术远远不足以覆盖市场需
求。ﬁt@all战略致力于满足一切用户
需求，助力他们的多样化探索实践，
这会是高宝成为越来越多用户首选的
最重要原因。经济虽然下行，但高宝
无论在全球还是中国市场的份额都有
所增长，这是我们的信心之源”。
Print

China

2015，3号馆C-1001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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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宝中国

高宝公司与石家庄建东印刷有限公司签约成功

宝展位应者云集，现场演示场场爆
满。全新亮相的高宝受到观众火热
追捧，客户的积极响应与反馈超乎
高宝集团全球高层与中国管理层的
预期。高宝不仅用胶印技术解决方
案的极致效率抢夺观众注意力，更
通过覆盖不同承印材料的跨界应用
产品，在数字印刷、柔性印刷、玻
璃印刷、金属印刷、证券印刷、标
识标签印刷等丰富的细分领域引领
客户走向转型升级的盈利之道。

盈利秘诀一：高附加值与效率
双管齐下

河南郑州盛大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签约高宝利必达RA145-4 SPC印刷机

生所言，“人口红利消失，生产成本
大幅度攀升，这促使企业引进最先进
技术，提高自动化水平，竭力减少劳
动力。市场竞争白热化，也要求企业
必须走差异化路线，进军高端业务领
域，打造核心优势”。
本届展会，在中等幅面印刷机方
面，被誉为创新先锋的高宝利必达
105深受客户欢迎，最新一代利必
达105PR0则更加高效，超越客户期
待。堪称印刷准备工作时间最短的
世界冠军利必达106，已成为高端领
域的爆款。此外，高宝LED-UV干

开展之前，高宝大中华区CEO岑寒
先生原本有点担忧，毕竟产业仍处
于低 迷之中，但现场客户签约的火
爆盛况空前提振了大家的信心。“中
国印刷业进入洗牌期，市场淘汰残
酷。这反而倒逼印刷企业前所未有地
关注产品附加值和生产效率，拉动了
高端、高效率的设备需求。”岑寒
先生这样分析。萨米克先生甚至表
示，“随着订单增多，高宝计划今年
扩大产能，提高交货效率”。
4月9日，河南郑州盛大彩色印刷有
限公司签约高宝利必达RA145-4 SPC
胶印机，主要应用于对效率要求极
其严苛的合版印刷；4月10日，广东
金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引进两台高
宝高端利必达106印刷机，均为全球
最顶级配置的设备；石家庄建东印
刷有限公司购置RA164-6+L印刷机
和RA105-7+L UV 两用印刷机，强
化高端食品、酒类包装及化妆品包
装业务……
毫无疑问，生产高效率、产品高附
加值是引领客户走向盈利的基础。
正如高宝全球销售副总裁海杜克先

高宝展台柔印数码展区引起观众极大关注

“高宝还将引导企业向大幅印刷发
展，特别是商业合版印刷和网络印刷
客户，采用大幅面印刷机更具竞争
力。”海杜克先生说。针对最火热的
市场趋势合版印刷，高宝的战略眼
光更具高度，前瞻性地提出大幅面全
张设备是未来合版印刷的制胜法宝，
并主推利必达145机型。仅拼版效率
这一项，全开设备就是对开设备的至
少两倍。按照岑寒先生的说法，大幅
面全张印刷机是欧美合版印刷企业的
主流应用，合版印刷利润薄，拼的就
是效率，这个细分领域的竞争还会加
剧，中国客户应该及早应对。
郑州盛大印刷公司此次签约，引进
的是第二台利必达145，而且距离首
台设备引进仅仅两个多月。拿名片
业务举例，利必达145的实际生产效
率大大超出了客户原来的预期。岑
寒先生透露，还有其他地区的合版
印刷企业也先后订购了利必达145机
器。高宝在这个新兴市场掀起了一
场效率革命！

盈利秘诀二：包装印刷的无限
前景
高宝全球与大中华区一众高管，在展
会一再强调，包装印刷，重中之重！
萨米克先生表示，包装印刷企业在高
宝市场份额中占据最主要的位置，海
杜克先生注意到参展观众的最大群体
是包装客户。“包装，永远不会被数
字化手段取代的市场，具备最光明的
增长前景。”岑寒先生说。
高宝公司玻璃印刷及印铁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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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技术、Drive Tronic SPC同步版滚
筒驱动装置、SIS感应进纸系统，这
些“效率之星”技术也是客户的不
二之选。

高宝中国

高宝公司大家庭

人们早就认可，在胶印包装领域，
高宝是首屈一指的领航者，而经历
ﬁt@all转型蜕变之后的高宝，将在包
装市场奏响更高昂的凯歌。
高宝已成功建立全方位、跨界产品
线，实现不同承印材料的印刷应
用。这些应用重心聚焦于包装业
务，为客户带来更多元化的盈利选
择。“我们最新的柔印包装、玻璃
容器包装、金属包装解决方案让来
到展会的观众大吃一惊。针对包装
市场，高宝不是单一产品线，而是
全方位覆盖不同承印材料，这只有
我们能做到。”岑寒先生如此说。
环保柔印软包装是高宝下一步发展
的重点。自将意大利Flexotecnica

高宝合版印刷展区

众反响热烈，未来高宝将组织更多
柔印交流活动。

公司纳入麾下后，高宝在柔印包
装市场拥有更强话语权。本届展
会，KBA-Flexotecnica设备承印的精
美印张让观众大大叹服，谁说柔印
不能实现胶印级品质？柔印在中国
的发展大有可为，高宝将加强相关
推广。4月8日，高宝携手合作伙伴
举办的“柔版印刷日”研讨会，听

客户与高宝专家在
网络印刷专区进行
交流

你可能不知道，高宝印铁包装设备
是久负盛名的隐形冠军。200年的
高宝，拥有太多令人惊喜的秘密武
器，等待我们挖掘。本届展会，观
众还领略了高宝新奇的玻璃容器包
装印刷样品，这是高宝Kammann公
司设备承印的产品。KBA-Kammann
作为高质量化妆品、食品类中空玻
璃容器装饰数字印刷设备的全球市
场领导者，让高宝在特殊包装应用
市场如虎添翼。

客户关注KBA-Metronic的喷墨标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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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代表团参观高宝展台

高宝出使西域 冠雄招财进宝
4月7日，为期6天的第三届中国（广东）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以下简称“广印展”)
在东莞厚街现代展览中心开幕，德国高端印刷解决方案供应商高宝公司精彩亮相，在
3号馆宛若一颗明珠熠熠生辉。

本

届广印展除了众多重量级企
业的参展，展会期间的各大
新闻活动还频频传递出印刷包装产业
发展的重磅信息，其中就有新疆冠雄
与德国高宝的成功合作。这是高宝公
司前往新疆地区的首台印刷机，也是
疆内目前唯一一台德国全新五色加上
光设备，这也意味着新疆中高端印刷
市场的需求日益旺盛，进口设备的引
进无疑将加快当地印刷产业的快速发
展。

4月6日，新疆代表团一行50余人参
观了高宝在广东的一家客户——佛
山绿之彩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从事精美包装、高档书刊
以及塑料等业务为主的企业，共引
进了5台高宝设备。4月7日广印展
首日上午，新疆代表团来到展会现
场参观高宝展台，高宝为新疆考察
团做了专场推荐会，现场演示利必
达105印制157克铜版纸，并达到了
17500张/小时的速度，让参观者增加
了对高宝的认识，原来高宝不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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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领域拥有传统优势，同时还能
完成客户的薄纸印刷，可谓厚薄兼
容，给代表团留下深刻印象。
4月8日，来自新疆代表团的新疆乌
鲁木齐市冠雄彩印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元标先生向我们讲述了冠雄的故
事。冠雄彩印成立于2004年，周总
在上世纪90年代深圳下海经商，从
事纸张销售，可谓与印刷有着不解
之缘。起初新疆冠雄一直从事商务
和书刊印刷，在新疆民营企业中产
值、产能都名列前茅，随着当地经
济的发展，新疆地区食品、特产、
干果、土特产等包装业务需求不断
上涨，冠雄彩印在满足现有商务书
刊业务之外，计划拓展包装业务，
通过近半年的考察、沟通、论证，
最终下定决心引入高宝设备。
回忆与高宝公司的合作，周总坦
言，“我们去年7月就准备上设备，
起初对高宝的了解很少。直到去年
10月参加高宝公司在宁夏吴忠举办

的巡展，现场听完演讲很受震动，接
着我们又去西安进行考察，了解到了
高宝客户从事商业印刷印出来的产品
非常漂亮，是很多其他进口设备不能
相比的，尤其是在印刷400克厚纸之
后无需调试就可以继续印刷64克的薄
纸，这个特性正好符合我们未来的发
展战略，通过考察及与高宝公司服
务团队的接触，我们逐步打消了售后
服务的顾虑，最终决定投资高宝设
备。”
高宝公司西北区销售经理马晓宏表
示，“这是我们在新疆地区销售的第
一台设备，也是目前为止疆内第一台
全新德国原装进口的五色加上光设备
的印刷机，新疆地区一直以商务印
刷、教科书印刷为主，包装印刷有市
场需求，中高端业务流入内地，周总
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市场空缺，计划
拓展包装业务，高宝也将大力支持冠
雄在包装领域的发展，并希望借此机
会给新疆印刷行业带来全新的空气，
做我们在新疆地区的标杆企业，所
以我们也会在售后方面给予额外保
险。”
最后为新疆印刷人提前下一份请
柬，2015年金秋10月，高宝公司第九
届“最新技术巡回研讨会”将走进新
疆，走进冠雄彩印，为大家带来一场
长知识、长精神的视听盛宴，让我们
共同期待！

高宝中国

在刚刚结束的Print China 2015展会上，河南
郑州盛大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签约高宝利必
达RA145-4 SPC印刷机

合版印刷——高宝大幅面才是主流
高宝要用大幅面做“合版”？！没有听错吧？！！这怎么可能？！！！

第

一次听闻用高宝145全张机来
做合版印刷，许多业内同仁
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不得上全张CTP
才行？薄纸能印吗？纸张怎么翻面？
裁切怎没办？习惯了使用中小幅面胶
印机的印企老板一连串的问号不绝于
脑海。事实的确如此，在刚刚结束的
PrintChina 2015展会上，高宝展位上
的合版印刷专区让大家眼前一亮：由
郑州盛大彩印提供的两个样张，一张
拼有280个名片，另一张拼有25个16k
的单页，让同仁们为之惊叹，大家惊
呼高宝到底想要干什么？今天就让我
们一起来讨论讨论，高宝大幅面胶印
机进军合版印刷能为用户带来什么？

纸张尺寸为1060mm×1450mm，可
搭载同步换版、同步清洗、预印套准
等功能，不仅书写了快速作业转换的
新篇章，更强调了高宝颠覆传统、追
求创新的理念。

合版印刷，除了精良的硬件装备，还
需要有强大的软件作为支撑。正如上
面所提及的一样，盛大彩印已经在合
版印刷领域摸爬滚打10多年了，在他
们周围，起起落落了一大批印刷企
业，而盛大彩印依旧健康稳健发展，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企业领导者
的思维前瞻性。盛大彩印深谙网络接
单对于合版印刷的重要性，早些年就
一直在开发便于合版印刷所使用的软
件系统，组建了一支精干的技术团
队，开发出实用性极强的软件系统，

郑州盛大彩印是一家拥有10多年
合版印刷经验的企业，主要经营名
片、宣传单页等印刷业务。据盛大
彩印崔总介绍，郑州是国内合版印
刷的先驱城市，也是市场竞争最激
烈的城市，市场机会稍纵即逝，要
想抓住这个机会，引进高性能印刷
设备是最佳途径。

Print China 2015展会期间，高宝公司
销售经理蒲显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阐述了大幅面进军合版印刷的核心要
义：高产出，低成本。

“我们的产品利润低，对生产效率要
求特别高，拿名片来说，之前我们每
天只能印5万多盒，在引进高宝设备
之后现在每天能印10万盒，产量翻了
一倍。最初我们以为用全张机来做合
版印刷会出现散尾现象，但用起来之
后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目前高宝进军合版印刷的设备为高宝
利必达145全开机，这款机器最高印
刷速度可达17000张/小时，最大过纸

“之所以选择高宝，是因为这款设备
采用了同步换版、同步清洗装置，
如此大幅面的设备换版及清洗时间合

大幅面大舞台高宝大幅面助力
合版印刷

计仅有2分钟左右，是同类设备中作
业准备时间最短，诚然也就是效率最
高的设备，另外，高宝公司在售后服
务方面的专业、细心，也是我们选择
第二台设备不可或缺的所考虑的因
素。”崔总说道。

高宝合版印刷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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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宝利必达145印刷机

如今许多国内的合版印刷企业都在争
先购买他们的软件系统。
今年二月，第一台高宝RA145-4 SPC
胶印机在郑州盛大彩色印刷公司顺利
投产，其出色的生产性能令业界同仁
大为赞叹，并一致认为性能卓越的
大幅面胶印机是合版印刷领域的制
胜法宝！四月，真切体会到高宝大
幅面魅力的盛大彩印再次签约高宝
RA145-4 SPC胶印机，欲在合版印刷
中再创辉煌！
对此，高宝西南区销售经理蒲显臣这
样回答道，“业界对高宝印刷设备在
包装领域的卓越表现一致认同，但是
对其在薄纸处理及高效的作业转换能
力方面不甚了解，最初郑州盛大彩印
崔总也存在同样的顾虑，但是高宝利
必达RA145-4 SPC印刷机的优异表现
不但完全消除了崔总的担忧，而且远
远超过了他的预期。事实证明：性能
卓越的高宝大幅面印刷机必将引领合
版印刷领域的新潮流。”

高效率高回报 高宝大幅面成为
合版印刷盈利新引擎高
对于印刷企业来说，当下的社会环境
以及市场环境都不容乐观，各家企业
绞尽脑汁的想要突出重围。合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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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作为传统印刷中最能有效利用网
络的生意模式，其前景是毋庸置疑
的。但是，合版印刷企业只有真正
想清楚合版印刷的商业模式及盈利
模式，才能真正在此“蓝海”中获
得成功。目前市场上的短版活件越
来越多，起印量也越来越少，在此
市场环境下，高效率的印刷设备成
了必然选择。高宝利比达145的高效
率足以让业内惊叹，以500张的活件
为例，高宝利必达145印刷机在短短
的5分钟时间内便可完成一套版的全
部印制。另外其可拼280个名片或25
个16k单页的承载量，这也是对开机
（只能拼10个16k单页）无法相媲美
的。这样的一台高宝利比达145，相
对对开机而言，但就节约的直接人
工成本一项，每年可以高达50万元
人民币，这里还暂不考虑人工成本
会上涨的因素。如果再加上场地租
金以及电费的节约，无疑会有更多
的成本节约。这些也佐证了应用高
宝大幅面胶印机的核心要义：高产
出，低成本。
Print China 2015展会上，高宝ﬁt@all
战略成果在国内的华丽首秀，其在
各个领域开辟多元盈利点的潜能全
面爆发，它已经完全颠覆了客户的
传统认知，造就了一场变革的强力

冲击波。针对最火热的市场趋势
合版印刷，高宝的战略眼光更具高
度，前瞻性地提出大幅面全张设备
是未来合版印刷的制胜法宝，并率
先推出高宝利必达145机型。
“高宝将引导企业向大幅印刷发
展，特别是商业合版印刷和网络印
刷客户，采用大幅面印刷机更具竞
争力。”德国高宝销售副总裁海杜
克先生说。大幅面全张印刷机是欧
美合版印刷企业的主流应用，合版
印刷利润薄，拼的就是效率，这个
细分领域的竞争还会加剧，中国客
户应该及早应对。
高宝大幅面胶印机如此高效率的生
产，如此高收益的回报，怎能不
让业内有识之士为之心动？心动
不如行动，目前国内已有湖南湖
北等地优秀的合版印刷企业也先
后订购了高宝利必达145。相信今
后还会有高宝利必达164的大幅面
印刷机进军合版，其过纸尺寸可达
1205mm×1640mm，可以搭载与高
宝利比达145同样的世界顶级的高效
配置，不妨试想一下，届时会有怎
样更大的惊喜呢？
四个字的答案：拭目以待。

高宝中国

金冠携手高宝 互联网云
印刷展翅欲飞
德国高宝集团主席舒内曼先生

4月10日，第三届中国（广东）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已过去多半，尽管今日东莞细雨霏
霏，但仍阻挡不住来自海内外多地印刷人士前来观展的热情，更阻挡不住高宝公司展
位上购机者的激情。在前两场成功签约之后，今天又迎来了高宝公司与广东金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科技）的隆重签约仪式。

金冠科技董事长吴学勇先生

次金冠科技一次引进两台高宝利必达
106印刷机，均是全世界技术最先进
和全球最顶级配置的印刷机，我们非
常高兴看到中国最优秀的企业能够投
资购买这两台全球最先进的设备，也
希望高宝最先进的技术能帮助我们的

展

会现场，聚光灯闪耀，整个

业。被中国印刷技术协会评为3A企

签约仪式在热烈的掌声中拉

业，并于2014年在“新三板”挂牌

开序幕，到场的嘉宾有广东金冠科技

上市。

客户通往盈利之路！”
据了解，高宝的调机时间可以称之为
世界冠军，机器性能优越，颜色稳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学勇先生、总
经理吴登米先生、董事彭承发先生、

作为高宝公司的老客户，吴学勇先生

性强，生产效率高，非常适合包装印

股东吴学所先生、吴学敢先生；德国

对高宝品牌、实力以及服务都非常认

刷需求。此次金冠科技购买新设备之

高宝集团主席舒内曼先生、德国高宝

可，他这样评价道，“高宝印刷机在

后，还将大力推广“云印刷”项目，

集团副总裁萨米克先生、德国高宝全

包装领域的品质让我们很满意，他们

非常值得期待。

球销售副总裁海杜克先生、德国高宝

的售后服务也令我们感到放心。在当

大中华区CEO岑寒先生、德国高宝中

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我们

最后，在现场来宾的共同见证下，在

国区销售总经理王联彪先生。

公司致力于信息化和自动化方向的

多家媒体的聚光灯下，德国高宝与金

转型升级，为满足未来客户产品高品

冠科技签约仪式正式启动，随着香槟

首先，金冠科技董事长吴学勇先生发

质、个性化、小批量、快速交货的要

酒的浓香扑鼻，预示着金冠科技的印

表致辞，在他的致辞中，他讲述了广

求，我们相信高宝印刷机能很好地满

刷格局进入了新篇章。未来，高宝公

东金冠的成长之路及公司接下来的战

足我们用户的需求。”

司将不遗余力协助金冠科技。

机的相关缘由。金冠科技创建于2000

德国高宝公司总裁舒内曼先生也发

“此次金冠科技与高宝的合作，是提

年，是一家专注于防伪高端包装的研

表致辞，他说：“感谢金冠科技对

高公司印刷实力的合作！更是获得用

发、生产一体化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高宝公司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此

户更满意评价的合作！”吴学勇先生

略布局，还分享了选择购买高宝印刷

总结道。

嘉宾共同启动象征双方合作成功的水晶球

双方嘉宾共同举杯庆祝合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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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七台利必达印刷机和集成纸堆输送供应系统

天津市汇源印刷有
限公司是第一家采
用全自动化纸堆输

天津市汇源印刷有限公司

送供应系统的中国
利必达用户

的全自动包装生产线

连续运行的无缝印刷流程
天津市汇源印刷有限公司将快速活件
更换、连续运行集成的印刷流程和
高水平质量融合到其厂训中。自动化
纸堆输送供应系统将人工劳动降至最
低，从而大幅提高了生产率。

广泛自动化的印刷生产线，包括承印物输送供应系统，是目前中国印
刷车间最新奇的事物。因此，当包装生产商天津市汇源印刷有限公司
的印刷车间大门打开时，立即吸引了人们极大的关注。11月，包括中
国华北地区的印刷专家都慕名参加了这场盛事。

这

家公司的名称与其所在城市
同名，由吕俊强于1997年创
立，致力于为食品和药品行业、电子

公司和其它分支行业印刷包装。天津
市汇源印刷有限公司于2002年安装了
第一台购自高宝的单纸张胶印机。时

成功的现场演示会
活动让人心情愉
悦：（从左至右）
天津市汇源印刷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彭
伟越先生、高宝中
国区销售总经理王
联连彪先生、天津
市汇源印刷有限公
司总经理吕俊强先
生、高宝全球销售
高级副总裁Dietmar
Heyduck和高宝中国
服务总部经理冯学
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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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日，公司共有七台利必达印刷机
投入生产运营，包括一台四开幅面利
必达75、一台大幅面利必达142和一
系列的高性能利必达106。这家高宝
的长期客户集成了其中数台印刷机，
包括两台最新高技术利必达106，采
用自动纸堆输送供应系统。

两台最新的利必达106印刷机能够以
18,000 张/小时的速度运行，特色是
带有许多自动化部件，可以满足最短
生产准备时间需求。这些自动化部
件包括DriveTronic SIS无侧规进纸、
自动换版、DriveTronic SRW同时供
墨装置清洗功能以及用于压印滚筒、
橡皮布和墨辊的组合CleanTronic清洗
系统。色彩密度测量由带有壁挂屏幕
的ErgoTronic控制台通过ErgoTronic
ColorDrive完成。此外，印刷机配有
用于套准控制的ErgoTronic ACR、一
台单独的DensiTronic Professional测量
台、一台用于生产管理的LogoTronic
Professional，带有用于与公司MIS进
行数据交换的JDF接口。

高宝中国

为报纸和半商业性印品提供高度灵活性

贵阳日报报业集团引进的
Commander CL现已投入使用
贵阳日报成立于1957年，是一家位于贵阳的报社，于2006年第一次投
资购买高宝报纸印刷机技术。该集团当时选择引入了配有六个印刷
塔和三台折页机的高宝Comet。2012年秋季，贵阳日报决定再购买一
台Commander CL进行热固平板印刷，从而稳固并再次认可了与高宝的
合作关系。

从左到右：韩少生（高宝中国轮转印刷机
销售总经理）、冯小平（贵阳日报印刷厂
厂长）和Andreas Friedrich（高宝北亚轮转印
刷机销售和服务总经理）出席全新高宝
Commander CL的投产仪式。

“通过这台
新引入的全
能 型 印 刷
机，我们将
设立中国报
业 的 新 标
杆。”
冯小平

Commander CL配备的
烘箱使得贵阳日报
现也有印刷半商业
印品的能力

高

宝Comet的高效技术为该公司
的持续扩张奠定了基础。贵
阳日报除了具备集团自身出版的产
品，还拥有市场畅销的诸多合同印品
业务。尽管网络媒体日益盛行，在中
国尤为如此，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却仍
然再次大力投资印刷行业。贵阳日报

传媒集团出版五种日报和三种杂志，
且在互联网行业同样非常活跃。集团
旗下最重要的报纸是《贵阳日报》和
《贵阳晚报》，后者的日发行量为28
万份，是该地区最受欢的报纸，印刷
质量远超竞争对手。

我们与贵阳日报经验丰富的项目团队
共同努力，携手完成了定制Commander
CL（滚筒周长：1092mm/43in）的相
关配置工作，该机配有两个四层大间
隔塔式机组、两个纸卷架、一个烘
箱和两台叼牙式折页机。这台新购印
刷机未配双折页机，但配有两台单折
页机。两个四层大间隔塔式机组可以
相互独立运行，其上部结构非常灵
活，仅需按下一个按钮，即可处理大
范围纸带宽度的各种印品。该印刷
机配有热固型干燥装置，保证集团能
够内部生产旗下的杂志类出版物。印
刷厂厂长冯小平表示：“我们的目
标是通过新购的印刷机打入新的市
场。”RollerTronic墨辊压力自动调
节装置在中国还是首次出现，允许对
墨辊压力进行自动设置，可保证在数
分钟内实现最佳的印刷质量。自动清
洗系统也有助于缩短印刷准备时间。
贵阳日报印刷厂对引入的这台技术先
进的Commander CL及与高宝的成功
合作感到非常满意。冯小平表示，
“通过这台新引入的全能型印刷机，
我们将设立中国报业的新标杆。”
合作计划还包括将高宝现有Comet转
移至新厂，新厂在冯小平的监管下已
打破记录提前完工。Comet移机工作
现也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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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版印刷生产解决方案，能以高质、
高效、低成本的经营模式为企业在未
来市场中获得最大的竞争优势。

“柔版印刷日”活动现场

点亮绿色印刷破解柔印难题
随着Print China 2015的火热开幕，前往高宝公司展位的朋友也一定能深深感受到高宝ﬁt@
all的良苦用心与独具匠心，在这一场决胜印刷未来的展会突围中，在这个展位，不管
你有怎样的需求，高宝都能快速应答。展会首日，广印展的观众流量已超过4万人次，
展会次日，观众倍增，且随着“柔版印刷日”的火爆举办，再度显示出高宝公司超强
的“续航能力”。

4月8日下午2点，由高宝公司主
办，ESKO（艾司科）、DUPONT
（杜邦）、FLINT（富林特）、BHS
（博凯）等公司共同参与的 “柔版
印刷日”活动在东莞嘉华大酒店拉开
帷幕，这也是世界第二大印机巨头高
宝公司第一次将“柔版印刷”提升到
论坛的高度。本次活动主要针对瓦楞
彩箱生产企业而举办，旨在向特定领
域的印刷企业介绍当前柔印版印刷工
艺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技术应用。
据报道，2013年柔印占包装印刷行业
份额为：北美占75%，南美占28%，
欧洲占57%，中国仅占10%。由此可
见中国柔印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至
十二五末，我国柔印在包装印刷市场
的份额预计值为：瓦楞纸占20%，食
品药品为50%，标签为25%，卫生纸
质用品为50%，总体将占据整个印刷
行业的20%。
柔性版预印工艺作为一种颇具环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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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印刷工艺，在国家大力倡导环保
的前提下，以其具备环保、色彩鲜
艳、稳定性强等特点势必在未来市场
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欧美等国家，绿
色印刷既是其科技发展水平的体现，
也是替代产生环境污染和高能耗的传
统印刷方式的有效手段。除了绿色教
科书印制，2014年4月1日起，我国开
始对食品类的包装、医药包装采取了
市场准入制度，同时提出使用环保印
刷的包装制品要求；此外在出口方
面，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要求我
国出口的产品要运用环保的印刷方
式，也就是使用柔性印刷。柔版印刷
如此受关注，改善并提升包装产业的
整体水平已迫在眉睫，同时值得我们
去思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如：柔版
印刷的成本优势在哪里？印刷质量如
何掌控？整体工艺应考虑哪些技术因
素？如何进一步了解相关柔印技术信
息？诸如此类问题都能在本次活动中
找到答案，高宝公司所提供的不仅仅
是一场技术讲座，而是一套全面的柔

“不论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增加企业自身利益的角度来
看，柔版印刷具有快捷、绿色环保
的优势，这对包装印刷领域来说是
一个很好的契机，柔版作为印刷领
域的新秀，其发展趋势不可小觑。
但是，一方面由于柔版印刷工艺在
技术层面存在一定的特殊性，致使
很多印刷企业一直对其持观望态
度；另一方面，现有舆论导向也仅
限于宣传柔印工艺的环保理念，而
未能深入地解析柔版印刷工艺在整
体生产成本方面为用户提供的优
势。所以，通过这场论坛我们希望
通过行业资深供应商的共同参与，
让广大用户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柔性
版预印工艺，看到其未来的商机，
这也正是此次活动的意义所在。”
来自高宝公司北方区轮转销售部销
售经理张鹏先生如此开篇。
在张鹏看来，柔版印刷工艺在欧美
市场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譬
如纸杯、教辅教材、食品标签、药
品标签等），但目前的中国市场与
之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他亦
表示：“我们相信，随着行业的不
断发展，这一成熟的技术将会得到
更多的关注，柔印应用在中国市场
的蓬勃发展，只是时间的问题。推
进柔版印刷工艺的应用不能仅凭一
己之力，因为用户需要的是全面的
支持和整体解决方案，这也是此次
活动得到业内合作伙伴们大力支持的
主要原因，为用户提供崭新的经营模
式，创造更大的盈利空间是我们的共
同目标。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
业内合作伙伴的关系，整合大家在各
自领域的经验和优势，为推进印刷行
业的环保进程而努力。”
汇聚各个环节顶尖供应商，凝聚大
柔印力量。为此，高宝公司还联合了
ESKO（艾司科）、DUPONT（杜邦）、
FLINT（富林特）、BHS （博凯）
等公司作为合作伙伴，通过举办这
样的活动来共同推进柔印事业的发
展。据了解，这几家公司不仅拥有
丰富的行业经验，而且在各自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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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均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服务享
有良好的品牌声誉。由此，讲解内容
也涵盖了瓦楞纸箱预印所涉及的全
部生产环节，从印前制版到印刷材料
（版材、油墨），再到柔印设备和瓦
楞纸生产设备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
产流程解决方案，在座嘉宾带来一场
高价值的“干货”信息分享，当用户
在未来的工艺转换过程中遇到任何问
题时，都可以得到最有力的支持。
一站式的柔印解决方案，通过解读绿
色印刷行业标准、提升柔印生产效
率、完善柔印质量，不仅解决了参会
嘉宾在柔印应用方面的疑惑，也促使
我国柔印行业迈向一个更高、更新的
阶段。

胡海林先生
BHS公司深圳分公司
赵嵩先生
DUPONT（杜邦）公司

纸品包装日常生产，令企业管理人员
对高宝柔版印刷机的性能十分满意。
张鹏先生
高宝公司北方区轮
转销售部销售经理

够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支持和设备
零配件供应。

在演讲环节中，来自高宝的张鹏发表
主题的演讲，他不仅指出了柔印技术
的工艺要点和革新方向，还认为现有
柔印技术已经能够突破柔印产品、柔
印市场的局限。
作为一家已有200多年历史的印刷机
械制造企业，高宝本次参展的口号
是ﬁt@all，其产品范围涉及胶印、丝
印、数码印刷等诸多领域，柔印亦不
例外。在高宝集团始终以创新作为核
心竞争力的背景下，旗下柔版印刷机
制造公司也秉承了这一理念，曾开创
多项行业新技术应用，以提供高度定
制化设备而闻名业内，是目前市场上
唯一可为用户提供12色卫星式柔版印
刷机的制造商。同时，借助高宝集团
完善的本土服务网络和保税仓库，拥
有业内最具实力的专业服务团队，能

高宝公司的卫星式柔版印刷机主要
包含三大类机型，其中EVO XDn和
EVO XDs为紧凑型设计，其主要特
点为结构紧凑，操作简便且节约能
耗，是短版印刷的首选。作为广受用
户青睐的机型EVO XD，在市场上拥
有众多用户，其1600毫米×1100毫米
的幅面和400米/分钟的印刷速度，配
合联合上光单元，将成为最适合目
前市场柔性版预印设备，如果用户
需要更大的幅面和更高自动化的印
刷设备，速度可达600米/分钟，最大
幅宽为1850毫米或更大定制幅宽的
EVO XG和EVO XG-LR机型将为用
户提供更为高效的生产能力。一句
话，高宝公司的柔印设备可满足各
类软包装（塑料薄膜）和纸质包装
的各类印刷需求。

唐海生先生
富林特油墨公司

陆玮旻先生
ESKO(艾司科)

高宝柔版印刷制造公司还可为用户提
供特殊定制。位于日本静冈的吉本印
刷设（Yoshimoto)已安装有6台柔版
印刷设备，主要生产卡纸类食品包
装，同时还要生产小部分薄膜类软包
装食品，为满足用户特殊的设备投资
需求和产品结构，高宝柔版印刷机制
造公司为用户提供了在一条生产线上
实现卡纸和薄膜材料印刷的设计方
案，设备的优异性能令用户投资新设
备时再次选择了高宝柔版印刷机。此
外，作为全球纸品和包装制造业的领
军者，盟迪集团（MONDI）旗下印
刷企业已安装有多台高宝柔版印刷
机，稳定、高效地满足175线高质量

但要想进一步拓展柔印市场，还需要
上下产业链的有效合作。随后，作
为合作伙伴的其它4家企业代表不仅
分享了各自在柔印实践和应用中的经
验、心得，还分别就其各自最新的柔
印相关技术和产品为参会嘉宾做了精
彩介绍。来自ESKO的陆玮介绍，
艾司科CDI制版可以可以满足从窄幅
卷筒纸标签印刷到软包装，及宽幅的
瓦楞纸印刷，从单色的瓦楞纸箱到复
杂的多色包装，甚至安全票据印刷等
制版需求；来自杜邦技术市场经理赵
嵩也发表了名为“柔性版版材和制版
技术”的主题演讲，并对其旗下“赛
丽”FAST热敏制版设备进行了详细
介绍，为在座嘉宾提供了一套创新柔
印包装解决方案；来自富林特油墨的
唐海生也发表关于“柔版印刷油墨技
术”的讲座，柔版预印水性油墨粘度
稳定，成品油墨可直接上机印刷，拥
有耐磨、防滑、色差小等特点；来自
BHS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胡海林基于瓦
楞纸生产线的预印乖哦能而提供相应
的解决方案。如此等等，都是一个目
的——让柔印变得简单，让柔印走进
千家万户！各个新技术的交相碰撞引
起了参会嘉宾的极大兴趣，在台上台
下激烈的讨论声中，“柔版印刷日”
也进入尾声。
论坛结束后，不少瓦楞纸箱印刷企业
反映，能够在这场论坛中与柔印行
业的5家高端品牌供应商进行面对面
沟通，获得第一手技术信息，收获颇
丰，同时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能经常
举办。通过柔印最新技术信息的分享
和解决方案的讲解，以及展会现场精
致柔印包装样品的印刷、展示，更加
强了他们对柔印在瓦楞纸箱领域应用
推广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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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高宝最新柔性版印刷技术

凭

借多年前在柔版印刷行业的
诸多项目，世界知名的印刷

技术领导者及领先的印刷机械生产集
团德国科尼希&鲍尔股份公司（德国
高宝）积累了丰富的柔版印刷经验。
在成功收购位于意大利米兰附近的
柔版印刷机制造商Flexotecnica

SpA

后，更进一步加强了德国高宝在包装
市场上的地位。
全球范围内，柔性版印刷工艺的市
场份额年增长率已达到4-5%，未来
市场，某些地区的增长率很可能会
更高。如此乐观的增长幅度主要得
益于以下几个方面：印前制版技术
的提升（分辨率达150 -200 lpi，如采
用适合的印版与印前设备还可达到
更高水平），以环保为主旨实现可
持续印刷工艺（其中部分因素即是

图1：AIF(自动压印设置系统)和ARF（自动图像定位检测）

采用水性油墨或相比凹印油墨更少
溶剂含量的油墨），当然还有印刷

动印刷压力设置，ARF（自动图像定

高宝柔印KBA-Flexotecnica作为全球

机本身技术的发展。

位检测）自动套准设置可最大限度地

首家，及唯一一家具有设计生产12色

减少开机启动废品率；通过PLC控制

中心压印式柔性版印刷机能力的制造

作为中心压印（卫星式）柔性版印刷

的墨泵和全新设计的墨腔实现高效供

厂商，已经有两条该生产线正在两家

机制造商中的佼佼者，Flexotecnica

墨，同时配合新型的专利干燥系统；

购买了该机型的德国印刷企业完美的

秉承与德国高宝公司一致的理念，专

在最高印刷速度下，实现以极低的开

运行。

注于新技术和新概念的研发，以先驱

机启动废品率和极高的印刷质量完成

者和开拓者的角色致力于印刷和包

可控的工业化印刷流程。快速的产品

能够生产围绕中央压印滚筒配备12个

装领域。在成功融入德国高宝集团之

转换受益于人体工程学设计，有助于

印刷单元的卫星式柔性版印刷机。这

后，Flexotecnica作为德国高宝的子

缩短印刷机的待机时间。借助智能操

一最新机型被称为“EVO XG12”。

(高

控的设计理念，只需配备少量人员即

早在2008年，高宝柔印KBA-Flexo-

可实现对柔性版印刷机的操作。

tecnica就凭借其最新12色印刷机一举

公司，更名为KBA-Flexotecnica

宝柔印) ，完全采用德国高宝的生产
技术质量标准并不断推进卫星柔印新

击败了全球众多印刷机制造商而获得

技术的发展。

12色印刷机！全球独一无二的
获奖机型。

了技术大奖。围绕一个大尺寸的中央

针对柔性版印刷机技术层面，德国高

德国高宝柔印KBA-Flexotecnica更推

这充分证明了高宝柔印KBA-Flexo-

宝柔印KBA-Flexotecnica在其印刷机

出了丰富的产品线，从8色到10色的

tecnica具有杰出的印刷机技术。

的技术特性研发方面投入了诸多独有

EVO XD机型和EVO XG机型，以及

领先技术。借助独特的专利AIF（自

最多可达12色的EVO XG LR机型一

EVO XG12，世界唯一一款12色宽幅

动压印设置系统）系统实现先进的自

应俱全。

中央压印柔性版印刷机，集成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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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印滚筒设置并控制12个印刷单元，

高宝中国

个重要创新，旨在优化柔性版印刷

印刷单元封套的设计可以通过配备

机的生产能力和效率。围绕一个中

全新设计的“无管道”刮刀墨腔而

央压印滚筒设置12个印刷单元，这

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即所有输墨管

意味着无限的颜色组合、特殊的底

道都从操作区域被移至机器坚固的

基涂层、采用复杂精致的绘画原稿

侧墙板的外侧。

作为底本的特殊图形以及表面上光
整饰，所有这些，都能在EVO XG12

EVO

上得以实现，并且不会对生产速度

的印刷幅宽以及900毫米的最大印刷

XG12可以提供1000-1600毫米
图4：全新设计的“无管道”刮刀墨腔

周长，设计的最大印刷速度为600米/
分钟。其支撑结构异常坚固，特别
是增加了机架的厚度。此外，最新
的概念设计将把外观与功能完美融
合，从而使其成为一款具有创新艺
术风格的产品。

面向软包装市场的全新紧凑型
柔印机
全新EVO XDs/n系列迎合了软包装市
场的发展趋势，即印量越来越小而活
件的转换愈加频繁。采用紧凑的人性
图2：X12

化外形设计, 既节省了厂房占地面积
有便于操作人员的操作。EVO

造成任何的影响。
为保证使用12个印刷单元以获得最大
灵活性的同时还能够大大缩短印刷
机的待机时间，EVO XG12还可采用
由高宝柔印KBA-Flexotecnica开发的
SSC®系统（安全套筒更换系统），
包括每个印刷单元都配备的用于覆
盖中央压印滚筒的遮板护罩，以及
每个印刷单元都配备的入口护罩用
于在其它印刷单元印刷时以最为安
全和简便的方式完成闲置印刷单元
准备的工作。在机器正面配有一个

XDs

的印刷幅宽为600至1000毫米。在开
发这一全新印刷平台的过程中，高宝
柔印KBA-Flexotecnica工程师十分注
重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性价比和较高的
成本效益。EVO XDs/n平台的节能驱
动技术同样对此做出了贡献。AIF（
自动压印设置系统）自动印刷压力调
整协同ARF（自动图像定位检测）自
动套准设置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机启
动废品率。在频繁更换活件并且采用
非常昂贵的承印材料进行印刷时，上
述的调整和设置将会带来显著的生产
成本优势。

操作员升降平台系统（SRS系统），
这将使得印版套筒和网纹辊套筒的更
换变得非常容易。

图3：SSC系统

图5：EVO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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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宝Complete助您开发
无限潜能
高宝CompleteServices，全能解决方案！无论您正在寻求业
务优化，探索流程自动化、标准化，还是倚重持续创新、寻找
顶级自动化技术，亦或是需要综合性项目咨询，只要锁定高宝
CompleteServices，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欲了解详情，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北京

上海

广州

东莞

香港

台湾

电话: 010-84545588

电话: 021-63220069

电话: 020-38780836

电话: 769-83556335

电话: 852-27428368

电话: 886-2-22215822

传真: 010-64618485

传真: 021-52980840

传真: 020-38780865

传真: 769-83556339

传真: 852-27428440

传真: 886-2-22215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