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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造价值 ·探索无限
可能

第16届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
belexpo Americas 2018）已于9月底落下
帷幕。本届展会以“探索未来”为主题，

旨在诠释标签行业处于快速发展、变化的

时代中，应如何不断创新、探索与进步，

从而把握趋势、赢得未来。

河北万杰、杭州科雷、深圳博泰、广

州普理司、上海金大、河北方大、江苏固

立得、上海艾科、浙江欧丽、河南卓立等

29家国内展商参加了此次展会，并纷纷表
示展会现场效果超出预期。普理司总经理

林博表示：“这次美洲展我们不仅斩获6
份选购订单合同，还与马汀自动科技有限

公司达成合作意向。”

此次展会除了与标签学院（Labe l 
Academy）联合举办的3个由专家引领的
大师课程外，还特设两大主题专区：一个

是自动化专区；另一个则是TLMI环保村的
再次回归。这两大主题专区与我国《印刷

业“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的“绿

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的发展

方向不谋而合。9月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
国印刷行业创新大会，也侧重于智能化，

推动行业与互联网的加速融合发展。

这些趋势，已经有很多企业在践行并

引领行业发展。艾利丹尼森签约汤臣倍健

加入标签底纸回收项目；杭州昌利成为芬

欧蓝泰标签RafCycle废物管理方案首家

中国用户；超级标贴借自动化引领未来发

展；煦腾标签引进国内首台柯尼卡美能达

MGI数字印后设备，打造“互联网+标签”
融合化全产业链；广彩标签引进三台捷拉

斯ECS 340印刷机和一台最新HP Indigo 
6900数码印刷机，进行自动化与数字化

的深度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印

前、印刷和印后过程的质量检测也开始由

粗放型向精细化、由人工向智能化转变。

除了国际检测品牌AVT、ISRA Vision等，
以凌云、大恒、普理司、华夏视科、艾为

等为代表的中国自动化检测品牌均已蓬勃

发展，并开始走向国际市场。

2018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三，仅余近三
个月的时间，如何创新创造价值、探索无

限可能，相信这些会对您有所启发。

James Quirk
集团执行总编

jquirk@tarsu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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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印度国内成功推广

辐射整个南亚市场，本届展会将是展出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一届标签、包装印刷展览会。

为即将于今年11月22—25日在印度

诺伊达展览中心举办的2018印度国际标

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India 2018）
预热、招募观众而举办的7个系列推广活
动，相继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印度国

内成功举办。

作为此次印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的

主办方，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曾在斯

里兰卡的科伦坡和孟加拉国的达卡举办过峰

会，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当地胶版印刷商

诉求，帮助他们开拓新业务，以便能够凭借

更灵活的方式进入标签及包装印刷领域。

为了筹备2018印
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而举办的系列推广

会，自今年8月底至

10月期间分别在南亚
的印度、斯里兰卡和

孟加拉国三国的多个

城市，与当地的包装

印刷相关协会合作举

办。其中，8月24日
在科伦坡举办的推广

会是其在海外的首次

尝试。此次推广会与斯里兰卡印刷商协会

合作，吸引到来自胶印和标签印刷领域内

的74名听众参与。
在孟加拉国达卡举办的推介会，有170

名听众参与。会上，听众均表示很有兴趣

参观2018印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
belexpo India 2018），特别是他们由传统
印刷转向标签与包装印刷的潜力非常大。

随后，2018印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将在印度国内的几个城市举办推介会，

分别是：

10月5日星期五，印度古吉拉特邦，合
作伙伴：Rajkot印刷包装协会；

10月6日星期六，印度古吉拉特邦艾
哈迈达巴德，合作伙伴：Ahmedabad印刷
机协会（APPA）；

10月13日星期六，印度喀啦啦科钦，
合作伙伴：喀啦啦印刷商协会（KMPA）；

10月20日星期六，印度查谟和克什米
尔的查谟，合作伙伴：查谟和克什米尔胶

印商协会（JKOPA）；
10月26日星期五，印度马哈拉施特拉

邦浦那，合作伙伴：浦那印刷机所有人协

会（PPOA）。
“我们希望对此次展会感兴趣的观众

尽早完成网上注册，以避免现场排队等候

注册。”展会项目经理Pradeep Saroha先
生表示。

2018印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
belexpo India 2018）将于今年11月22—25
日在印度诺伊达展览中心举办。观众在线

预注册网址：www.labelexpo-india.com。

不追随，自出众

得世中国（DURST）媒体发布会在沪召开
以科技为核心、以人为本的得世公司，期待赢得全世界客户的认可。

10月19日，DURST CHINA（中文：
得世中国）在上海以主题为“不追随，自

出众”召开媒体发布会，来自宽幅面广

告、纺织、数码印刷、标签印刷和瓦楞印

刷约20名媒体记者及上海数字印刷协会秘
书长潘晓东出席本次活动。 

得世，赢得全世界客户的认可

此次媒体发布会也是得世中国

（DURST CHINA）市场营销部经理潘玲
蓉正式上任后的公开亮相。DURST是一
家拥有8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总部位于意
大利北部，以领先的数码图像科技和专业

严谨的态度引领行业不断向前。

DURST的中文名称为“得世”，喻
意为“以科技为核心、以人为本的得世公

司，期待赢得全世界客户的认可”。得世

中国在上海设立中国区总部，负责宽幅面

广告业务及数码印花业务；得世佛山办公

室将在年底前投入运营，并以

陶瓷喷墨印刷和工业打印业务为

主。上海总部未来还将设置零备

件和墨水仓库，为DURST国内
用户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

以科技为核心，以人为本

以科技为核心的DURST在各个图像

领域拥有一系列突破性技术。早在1961年
DURST公司即发明了全球镜头式照相机的
快门；自2000年起，DURST开始致力于
喷墨技术在数码陶瓷印刷、大幅面广告印

刷、纺织印花、数字标签以及瓦楞包装等

领域的创新应用与发展。

“开车进入DURST奥地利工厂和研发
中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排广告牌，而

中国区总裁钟汉杰先生广告牌放置在入口

第一块，可见DURST对中国乃到亚太市场
的重视。”DURST中国市场营销经理潘玲

蓉说道，“重视中国市场这一点让我内心

感动。在DURST，无论是CEO还是中国
区总裁，都对于行业给予极大的热情，对

未来充满信心，这也是我加入DURST的一
个主要原因。” 

匠心品质，群峰之巅

“凭借工匠之心，以严谨的态度制

造每一个零部件，这便是DURST的匠心

品质。”DURST中国区总裁钟汉杰补充

道，“每一台设备都要给予它更多的发挥

空间，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卖的不只是

设备，而是全面的技术解决方案，愿与客

户携手迸进，共同发展！”

得世中国区总裁钟汉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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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帛推出首台数码喷墨多功能标签印刷机

云帛不只是一家设备供应商，更将致力于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数码标签解决方案。

8月2日，云帛（上海）物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新品—海帛数码喷墨多功能标签

印刷机在上海正式发布。

海帛数码喷墨多功能标签印刷机采用

京瓷喷头，印刷分辨率可达600×600dpi，
印刷幅宽有110mm、220mm和330mm三种
选择，最高印刷速度为50m/min（高精模
式）至76m/min（普通精度模式），可承
印厚度为20—400mm的各类标签材料。该
设备集合预处理（放卷张力控制、纠偏、

除尘、电晕）、柔印、数码、烫金、模切、

排废等多道工序，实现从印刷到印后一体化

的全自动标签生产过程。

云帛董事长仇建明表示：“随着短

版、快速、多品种、多工艺等市场需求的

日益增长，数码印刷技术的不断提高，越

来越多的标签企业将目光投向数码印刷技

术。云帛推出的这款多功能标签印刷机，

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可以根据客户需求

进行定制化组合，因此能够很好地帮助企

业赢得工艺、成本和效率等方面的先机。”

“数码印刷优势明显，如开机准备时

间少、加工周期短、消耗材料少、易于可

变数据处理等等，而制约数码印刷发展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成本。”云帛营销总监陈

翰明表示，“云帛推出的这款新产品贴合中

国企业现状，将耗材系统开放，使得每平方

米的成本可以控制在1.5元人民币以下，能
很好地解除印厂的后顾之忧。”

“目前，全球标签行业内数码印刷机

的装机量已超过3100台，而中国标签行业
仍以凸版印刷为主，因此未来发展空间巨

大。”陈翰明看好数码印刷在中国市场的

发展，“云帛不只是一家设备供应商，更

将致力于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数码标签

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与Esko、爱色丽、
柯达、广州骏捷、维科机械、上海出版印

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帛腾等进行战略合

作的原因。”

“我们的产品可能不是最好的，但云帛

人将持续改进、不断奋进，整合行业优势资

源，努力打造中国名品，成为全球领先的数

码技术企业。”仇建明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有

着明确目标。

现场开机演示吸引到来自印刷相关协

会、印企和媒体共计60余名行业代表参加，
之后云帛演示中心还将增加产品测试和专业

培训等功能。

小森公布Impremia NS40印刷机发展路线图
该机最大特点是采用兰达纳米印刷技术，幅宽达到40英寸。

小森集团计划明年春季正式开始其全

新Impremia NS40单张纸印刷机的现场测
试。该机最大特点是采用兰达纳米印刷技

术，幅宽达到40英
寸。

Impremia NS40
在设计时将数码印刷

的多功能性、可变性

与胶版印刷的高质

量、高印刷速度相结

合，同时确保每个单

张将以极低的价格输

出。据悉，该印刷机

可承印市面上现有的

各种基材，包括从涂

布到非涂布纸质材

料、合成材料以及纸

板，且无需对材料做任何预处理或后处理。

该机最初设定的产量为6500单张/小时，或
双面印刷3250张/小时。同时，NS40印刷机

提供多种配置方案，4色—7色单张印刷，以
及8色双面印刷并配置连线涂布。

在日本经过两年多的研发，小森Impre-
mia NS40印刷机于2016年drupa展览会期
间首次亮相。因该机在研发方面已取得重

大突破，小森计划2019年在日本市场进行
其测试版印刷机的首次工厂测试。随后，

小森还计划在其他多个国家进行NS40印刷
机的工厂测试。根据小森总体规划，NS40
印刷机的正式上市时间将安排在明年年底。

小森北美集团NS40产品经理Scott 
Robertz表示：“小森公司全力以赴推进可
改变行业游戏规则的技术引入市场，而采

用这种新技术的产品即将落地，我们感到

非常激动。”

小森Impremia NS40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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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康增加入门级数码标签印刷机选择

以实惠的价格将不同规模大小的标签加工商直接引入有利可图的标签市场。

近日，赛康推出一款入门级标签印刷与

生产的新选择—Label Discovery，以便令
更多的印刷企业“拥抱数字技术，捕获更大

的潜在商机”。据赛康公司介绍，在此之

前，印刷商需要花费高额的投资才能实现

短版标签印刷等关键性业务。

Label Discovery将一台赛康3030入门
级宽幅数字标签印刷机与全新的数字加工

线entryDCoat组合于一体，后者既可与印
刷机连线，亦可离线操作。赛康公司认为

Label Discovery的最大吸引力在于价格，
它可以“以实惠的价格将不同规模大小的标

签加工商直接引入有利可图的标签市场。”

赛康北美市场销售副总裁David Wilkins
解释道：“尽管数字标签印刷已成为快速增

长的主流业务，但还有一部分企业对投资数

码印刷技术持观望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设

备的价格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市场上缺乏

一款真正的专业化入门级解决方案。Label 
Discovery解决方案的低价策略将加速上述
企业‘拥抱数码印刷技术，捕获更多的潜

在商机’，而这之前企业需要支付高额的

投资成本以期实现短版标签印刷之类的关

键性业务。”

“Label Discovery解决方案是一款一
站式标签加工系统，它可以满足客户各类

需求，帮助他们拓宽服务范围，将数码印刷

的最大益处带给企业。除了极具吸引力的价

格外，Label Discovery还是一个平台，加工
商可以随着业务的发展随时对其进行升级改

装，实现更大的生产力，这样一来加工商投

资的长期有效性得到保障。”

Label Discovery于今年9月25—27日

在美国Donald E. Stephens展览中心举办
的2018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上（Label-
expo Americas 2018）重点展出。

赛康市场营销副总裁Filip Weymans
表示：“我们期待Label Discovery解决
方案惊艳2018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Labelexpo Americas 2018），吸引更
多的观众参观。展会现场，我们将展示赛

康PX3000 UV喷墨标签印刷机，以及基于
碳粉技术的赛康3500和赛康CX数码印刷
机，以便让观众对各类数码印刷技术进行

更好的评估，最终决定哪款设备更能符合

其生产需要。”

“此外，能够参与展会针对工业4.0和
不干胶标签数字生产而首次举办的‘自动

化专区’，我们感到十分荣幸。整个展会

期间，赛康公司的专家将面向所有观众聆

听意见、提供指导，帮助他们更好、更理

性的成长。”

欧米特与Durst加强在美洲市场的战略合作
这项合作将为标签制造商提供更广泛的工程能力、额外的服务，使其单渠道获得数码+柔印相结合的专业知识。

Durst与欧米特已在北美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欧米特获得Durst Tau系列
产品的独家销售权。双方合作自8月1日起
生效，并于2018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Labelexpo Americas 2018）期间全面实
施。为此，Tau 330 RSC以独立标签印刷系
统和集成于全新欧米特XJet数码+柔印组合
印刷机的形式正式亮相。

新的战略伙伴关

系将为标签制造商

提供更广泛的工程能

力、额外的服务，使

其单渠道获得数码+
柔印相结合的专业知

识。同时，此次紧密

协作亦是两大顶级品

牌的天然契合，不但

可扩大两家公司在北

美市场的影响力，通

过欧米特位于伊利诺

伊州Elk Grove的办公室，更能为客户演示
提供一个中心便利点，保证更快的样品周

转时间。Durst现已任命前北美标签部门业
务发展经理Richard Thomas为其新任的北
美标签及包装印刷数码业务总监。

“能与Durst合作，欧米特感到非常兴
奋。”欧米特美洲市场销售总监Claudio 
Semenza表示，“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有助

于我们为北美客户提供全面的印刷解决方

案。数码印刷业正在蓬勃发展，欧米特美国

现在可以为市场提供正确的答案。”

欧米特集团销售及市场总监Marco 
Calcagni说：“这是一项纯意大利制造的印
刷解决方案，顺应个性化、及时交付，在保

持传统印刷机现有功能的基础上实现最终产

品可变的市场趋势。Durst是我们最适宜的
合作伙伴，因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深

厚的专业知识及最棒的数字喷墨技术。”

Durst集团标签和包装印刷全球部门经
理Helmuth Munter表示：“我们很高兴拓
宽与欧米特公司的合作。将我们双方的专业

技术和市场专业知识结合在一起，不但能为

我们的客户提供更高的价值，更有助于加速

标签和包装市场的数字化。”

欧米特美国与Durst标签事业部管理层及销售团队



        我们的设备贯穿标签印刷的印前、

印中、印后整个流程，为您提供优质的

标签印刷数码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其

更好地适应标签市场的未来发展。

标签彩色喷墨印刷机

3 3 2 2 C

标签直接制版机

5 0 0 G

标签数码上光机

3 3 2 6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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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OR拟收购Iconex热转印碳带业务和
知识产权（IP）
两家公司签署全球经销商协议

全球领先的收据和标签解决方案提供

商Iconex与全球热转印碳带（TTR）领导
者ARMOR签订协议。根据协议，总部位
于法国南特市并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

市设有分公司的ARMOR将收购 Iconex热
转印碳带（TTR）业务和知识产权（IP）
。这两家公司同时宣布他们已签署全球

经销商协议，根据该协议，Iconex将成为
ARMOR及其热转印碳带（TTR）技术的
优选全球经销商。这次收购将刺激公司的

增长，同时更有利于核心产品和技术的发

展，两家公司客户也将因此受惠：它将明

显提升ARMOR在美国和全球热转印碳带
（TTR）客户中的知名度和服务，并加强
Iconex的市场推广战略。ARMOR在未来几
个月内将把Iconex的产品和知识产权（IP）

全面整合到其组织中，以确保产品、人员

的相互协调。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Iconex已同意出
售其热转印碳带（TTR）知识产权，其中
包括所有Iconex产品等级的专利配方，包
括Ultra-V。Iconex在上个世纪发明了纸质
收据，目前其产品包括收据、标签、打印

机耗材及其他相关产品。ARMOR是制造
用于打印包装和标签的热转印碳带（TTR）
的全球市场领导者，也是可再生能源市场

上打印耗材与薄膜涂布的专家。ARMOR
在热转印耗材领域已深耕90 年，并不断创
新。ARMOR于2000年在美国设立制造厂，
本次收购Iconex的热转印碳带 （TTR）业
务标志着ARMOR作为美国市场主要热转印
碳带（TTR）参与者迈入新的阶段。

陶氏宣布在华投资建设有机硅树脂工厂

新的有机硅树脂工厂将更好满足全球相关行业及市场对特种有机硅产品日益攀升的需求

陶氏化学公司近日宣布将投资建设

新的有机硅树脂工厂，以大幅提升全球产

能，满足全球相关行业和新兴市场对高附

加值特种有机硅产品不断攀升的需求。这

是陶氏为更好满足市场需求、进一步推动

创新的整体投资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这

间新工厂将坐落于陶氏在张家港的生产基

地，预期于2021年建成投产。
陶氏消费品解决方案全球商务总裁

Mauro Gregorio先生表示：“随着全球范
围人们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和中产阶层规

模的不断壮大，高端消费品市场需求节节

攀升，新兴市场尤为如此。我们在运营的

每一个环节都竭力遵循以客户为中心的理

念，投资兴建新的有机硅树脂工厂便是这

一承诺的生动注脚。我们相信，陶氏将凭

借更加强大的生产能力，更好地满足客户

需求，打造极致的客户体验。”

陶氏大中华区总裁林育麟先生表

示：“作为陶氏全球第二大市场的大中华

区在陶氏的业务拓展版图中具有战略意

义。在中国投资建设有机硅树脂工厂的决

策是陶氏对中国市场长期规划和承诺的重

要体现。有机硅材料因其卓越性能，在创

造更好的生活品质方面具有无限的潜力，

大力发展有机硅产业对于提升人们的生活

品质和幸福度具有积极的作用。陶氏此次

的投资决策将对中国的有机硅产业发展带

来正面影响，我们对此满怀信心与期待。”

新工厂的设计、建设、运营遵循陶氏

世界级的环境、健康、安全标准，将使陶

氏具备更强的能力应对全球有机硅市场供

需失衡的问题，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需求保

障，帮助客户成长并取得成功，特别是在

充满活力的亚太区市场。

新的有机硅树脂工厂将位于陶氏在张

家港的有机硅一体化生产基地。该基地坐

落于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于2006
年开工建设，2010年投产，占地近百万

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有机硅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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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推动下的
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混合印刷、软包装印刷和自动化技术成为展会重点，同时，UV LED在众多推力下已成为窄幅轮转印刷的主流。

工业4.0技术正在推动整个标签加工供应链朝着更加高效、集成化设计、工厂一体化管理、印刷与印后无缝操作

等方向发展。

2018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英文：Labelexpo Americas 
2018）于9月27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罗斯蒙特史蒂芬会展中

心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全球共有487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展
会（2016展会）的455家参展商，增加32家企业；总展出净面积
203,642平方英尺（约1.9万平方米）。在所有参展商中有30%的
企业为新展商；来自国内的河北万杰、杭州科雷、深圳博泰、广

州普理司、上海金大、河北方大、江苏固立得、上海艾科、浙江

欧丽、河南卓立等29家企业参展，占参展商总数的6%。会后，国
内展商纷纷表示展会现场效果超出预期，普理司总经理林博告诉记

者：“这次美洲展我们不仅斩获6份选购订单合同，还与马汀自动
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

同时，有来自86个国家和地区的16,413名观众参观了为期三
天的展览会，其中来自拉丁美洲地区的观众数量增长明显，与上

届展会相比增长95%，几近翻番。一般来讲，展览会最后一天的
现场相对会比较清闲，然而此次展会即使到最后一天依然火爆，

与2016年同期相比，观众人数增长达11%之多。
除了众多的产品展示外，一系列主题专区和教育活动同样成

为展会亮点。自动化专区曾于去年举办的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上首发，而本次展会的最大亮点是首次演示全自动收缩膜套标

签加工工艺的整个过程，从设计到打样、到缝合、再到印后检查，

所有工艺都连接到Cerm MIS管理系统。自动化专区内分别展示一
台数码印刷机、一台传统印刷机，两台设备同时演示了无需操作人

员干预，如何使用一个工作流程让设备实现活件建立，完成印刷、

复卷和印后检测的全过程。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展会期间，不仅材料制造商

分别展示减厚薄膜和对环境友好的材料，同期在北美吊牌与标签

制造商协会（TLMI）赞助支持的环保村（TLMI Ecovillage）内，
所有的边框材料和印刷废料均被收集起来，送到Convergen工厂
制成燃料丸。TLMI同时宣布了一项合作伙伴计划以推广新技术。
据悉，该技术可以将各种塑料垃圾“彻底粉碎”成单体组分，再

循环回原生塑料。

展会期间举办的一系列与教育、培训相关的活动有：展会第

一天、第二天同期举办的综合性论坛和3个与标签学院联合主办的
大师班，内容包括收缩膜套标签的加工、自动化和油墨与涂料。

综合性论坛覆盖面广，讨论内容包括：收购与兼并、软包装短单

的加工机遇和360度品牌管理，以及CEO小组关于行业未来发展
趋势及方向的高端讨论。

与展会相关的其他活动还包括UVFoodSafe会议。此次会议
聚集窄幅轮转标签加工领域内的所有重量级企业、数码印刷设备

制造商、主要的材料和辅助设备供应商参与，重点是为可与食物

间接接触的材料固化制定最佳实践路线。

就技术发展方向而言，混合印刷、软包装印刷和自动化技术

成为展会重点，同时，UV LED在众多推力下已经成为窄幅轮转印
刷的主流。工业4.0技术正在推动整个标签加工供应链朝着更加高
效、集成化设计、工厂一体化管理、印刷与印后无缝操作等方向发

展，且发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混合印刷
混合印刷技术和自动化是本届展会最重要的两大主题展示内

容。其中，混合印刷机不仅是本届展会展出的主流设备之一，而且

它还展示了柔印技术在自动化与集成化两方面已取得的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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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所有主流的

传统印刷设备制造商均通过在其自主的柔

印生产线上加装数码引擎的方式来实现混

合印刷，令印刷机功能更强大。在他们的

共同推动下，标签印刷行业逐渐接受并采

纳混合印刷技术。混合印刷的优势在于，

它既可以集成业已成熟的4—7色（白色）
彩色数码印刷单元，也可以加装数码上光

单元，还可以将轨道式单色机集成在柔印

机上以替代丝网印刷，或柔印白色墨、或

专色、或黑色墨。

麦安迪公司是混合印刷技术集大成者。

麦安迪拥有专属的数码研发与集成团队，并

利用展览会机会展出全新的Digital Series 
HD数码印刷机。该机由一款功能强大的

Global Graphics RIP软件驱动，在以240ft/
min的速度全速印刷彩色可变数据时可实现
生产力最大化，其影像清晰度为1200DPI。

同时，麦安迪在其全新增强版P系列
印刷机—P7E上演示单色混合印刷技术。
展会现场展出的这台设备配置一台轨道式

Digital Screen（数字屏）单元，麦安迪表
示新增功能将用于印刷不透明白，它可以

完全替代一个旋转丝印单元。该机加装的

半旋转切刀能够切换至全旋转模式，因此

大大增加了印刷机的灵活性。

欧米特与Durst联合宣布：建立全球合
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窄幅轮转市场。作

为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一项成果，Durst成
为欧米特独家OEM产品供应商，未来它将
通过欧米特印刷机来展示其技术。

此次亮相的欧米特XJet混合印刷机加
装一台Durst Tau 330 RSC印刷引擎，该引
擎也可作为模块化元件应用在欧米特XFlex 
X6系列印刷机平台上。Durst集团标签与包
装印刷部门经理Helmuth Munter先生表示，
这是双方确定合作后推出的首款联合产品，

未来双方还将为市场带来更多可能。“我们

的合作不只着眼于短期利益，而将致力于更

长期的合作。双方地理位置相邻，合作对各

方都有利。”

欧米特XJet混合印刷机采用FujiFilm 
Samba G3L喷头，可以78m/min的速度印
刷8色，原始分辨率为1200×1200DPI，墨
滴尺寸最小可达2pl。在印刷白色底图时，
由于墨水需要更多流动时间，印刷速度会

降至52m/min。同时，多级色间喷针能防
渗化，使文字线条更加清晰；喷嘴补偿技

术则可以使缺失或偏离轨道的喷嘴直接关

闭，并通过相邻喷嘴喷出的更大墨滴来替

代。目前，欧米特XJet混合印刷机正在客
户工厂接受beta测试。

欧米特销售总监Marco Calcagni先生
详细介绍了XJet印刷机中X6模块的主要特
征，其中Monotwin Cut模切单元仅使用一
个单独的滚筒就能够以全旋转模式进行各

种形状的模切，且完全自动预校准。“如果

采用半旋转模式很有可能使材料拉伸，而使

用全旋转模式则可以确保更精确的校准。”

他表示，XJet印刷机的混合模式意味着在末
端将会“更少的浪费和停机时间”，尤其是

与传统离线印后加工方式进行对比。他特

别强调，最新版X6.0印刷单元现已采用全
自动压力调节装置作为全方位工业4.0自动
化包的一部分。

纽博泰首次在美洲市场展出Panorama
混合印刷机，该机加装纽博泰全新半旋转

模切系统。据悉，针对纽博泰FA生产线的
同样一款半旋转模切系统也正在开发中。

纽博泰公司表示，自动化印刷机在设计时

主要针对“新入行和更年轻的一代标签印

刷人”。首次在美洲亮相的全新FA生产线
采用纽博泰“净手”方式，通过安装在每

个印刷喷头上的7个独立驱动来实现印刷
机的全自动化。该机的自动化系统还包括

利用力矩测量的压力设置系统、准备生产

操作时的自动校准系统；此外，其他所有

参数，如幅面张力、完全召回等所有参数

设置均实现自动化。

纽博泰在展览会期间就全球工厂布局

宣布重大决策，从即日起纽博泰全新升级

版FB印刷生产线将在印度制造并销往全

球。而其美国辛辛那提工厂将转为制造FA
印刷生产线，Panorama印刷生产线将在丹
麦加工、制造。

纽博泰印度新工厂占地9,300平方米，
位于金奈马辛德拉世界城的“绿色小镇”

内，现有员工80人。FB印刷生产线是纽博
泰入门级产品系列，此次升级是经过彻底地

全新设计，加装多项自动化功能，但它使用

的所有工具依旧能够兼容旧款FB印刷机。
海德堡首次参加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

览会，并藉此机会宣布在美国市场的运营

将与捷拉斯完全一体化，由此捷拉斯用户

可以直接享用海德堡全球网络服务，如电

话专线服务等。

海德堡美国总裁Felix Mueller先生介
绍LabelFire hybrid印刷机与海德堡其他数
码印刷机系列是如何定位的，如 B1幅面的
PrimeFire B1针对包装印刷机，与LabelFire
共享技术；Omnifire则是一款直接打印成容
器的喷墨印刷机。“捷拉斯与海德堡研发部

门合并后，双方技术交换才能得以真正实

现，特别是海德堡在湿胶市场和模内标签

市场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海德堡商业标签部门负责人Christof 
Naier先生表示LabelFire是一款混合印刷
机，在其数码印刷模块之前集成一款捷拉

斯Gallus Screeny单元用于印刷不透明白
墨，在数码印刷单元之后则是其全新Digital 
Embellishment Unit（数字整饰单元，英文
简称：DEU）单元。数字冷烫单元将作为
选购项目于今年年底前推出。目前捷拉斯

将这些技术集中起来并创造出一款金属圆

顶系统，现该系统正在德国的一间工厂内

接受beta测试。
海德堡与捷拉斯深入合作的另一项产物

是捷拉斯Screeny和海德堡LED UV Phoenix
制版机的捆绑。

此次展会，捷拉斯的最大展出亮点是推

出一款入门级数码印刷机—SmartFire。捷
拉斯数码产品负责人Michael Ring先生介绍
其加工原理时称其为“一款操作简单，针

对低端数码印刷市场的轻松解决方案”。

该机采用Memjet喷头、数字图形显示器、
半旋转模切和Caldera Grand RIP。（关于
SmartFire数码印刷机的详细介绍，请参考
第40页内容。）

MPS展出一台EF Symjet混合印刷

机。该机将多米诺N610i数码印刷引擎与
MPS EF系列柔印机及印后加工单元集于

在自动化专区内MPS全自动EF印刷机正在演示收缩套标的加工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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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MPS联合创始人Bert van den Brink
先生表示，展览会期间签订多台设备订单。

在自动化展示专区内，MPS一台全负
荷EF多功能印刷机现场演示如何100%全自
动化印刷收缩膜套标的全过程。作为实施工

业4.0的成果，MPS还展示了“talk to me”
互链平台与Cerm MIS系统的双向交互，它
的突出特点是可以有效减少人工输入数据。

与混合印刷技术发展相悖的是

BOBST，它集中火力主攻柔性版印刷技

术。此次展会BOBST集中展示多台全自动
化和整合物联网（IOT）技术的柔印机。
据BOBST公司介绍，这些设备完全可以在
短单加工上与数码印刷一别高下。

展会现场，BOBST展示了如何通过

M6高端印刷机实现活件转换过程中的“零
耗时”，该机的配置使其成为一款针对所

有应用的“多功能印刷机”，它可以加工

多层标签、彩券和复合软管。M6印刷机

拥有整套Revo/Digital Flexo（数字柔印）
自动化特征，包括在同一个印刷单元内同

时卸载/装载印版滚筒，紧随其后进行自动
设置压力和校准。它是一款真真正正的全

自动化印刷机，仅产生少量浪费。由于采

用REVO工艺，该机可以实现7色宽色域

（ECG）印刷。
展览会期间，BOBST携手其REVO合

作伙伴—Apex International、AVT、杜
邦、艾司科、富林特集团、Saica Flex、斯
道拉恩索、芬欧蓝泰标签、爱色丽Pantone
共同组织了一场关于宽色域印刷的大师课。

M6印刷机采用远程物联网（IOT）链
接技术，通过一个MIS系统实现数据交换，
以达到改善生产效率、工艺流程和印刷车间

组织管理的目标。用户可通过移动终端观看

并了解生产数据。BOBST展出的一台入门
级M1连线柔印机亦采取同样配置和连接，

并在展会现场进行演示。据该公司表示，

这是首台由机械轴驱动的印刷机实现远程

链接。展会期间，BOBST还展出一系列基
于互联网的APP应用及服务设施。

富士胶片（FujiFilm）宣布在北美与
Edale联合，由此迈向窄幅印刷领域内重
量级选手的关键一步。今后，富士胶片将

在美洲地区代理英国制造商Edale的印刷
机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在富士胶片展台

上现场展出一台Edale FL-3印刷机和一台
GraphiumX混合印刷生产线。Edale FL-3
印刷机采用全AiiR自动化包，可实现压力
自动设置。GraphiumX混合印刷生产线则
内置一款采用赛尔1003喷头的Graphium 
Printbar单色UV喷墨印刷单元，其最大印
刷速度为246ft/min，印刷不透明白色墨时
速度为40m/min。

富士胶片还展出柔印制版技术、LED油
墨和固化系统。通过自主产权的Colorpath 
Sync eco系统，FujiFilm活跃于传统及数
码彩色管理领域。其Sync Align旨在将G7
引进柔印领域，而针对数码印刷领域的

Colorpath Sync则可以在喷墨印刷机上模
拟出专色效果。

尽管混合印刷机的数量大幅度提升，

顶端柔印机也越来越多的采用自动化工艺，

但是对于入门级柔印机依旧保有市场空间，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空间巨大。巴西制造

商Etirama成功展示一台6色FIT模式的柔印
机，它采用Wikoff油墨。

数字技术
数码印刷目前是标签印刷领域内发展最

快的一项印刷技术，且发展越来越成熟。目

前，静电复印技术依然是数码印刷领域的主

导技术。此次展会，主要供应商均携最新技

术亮相美国。

HP携一系列针对标签、收缩膜套标签
以及软包装的各产品组合打印设备、技术

与创新解决方案亮相展会。其中HP Indigo 
6900数码印刷机与惠普全新的Pack Ready 
for Labels program同时展出，它针对需要
耐水、耐化学、耐高温等对环境有苛刻要求

的工业标签市场，可增加标签的稳健性。

HP Indigo同时推出一款可应用于6900
数码印刷机的品牌保护包，内含隐形黄、蓝

电子油墨，用户只有在UV光源下才可见。
同时，新的软件和基于云的服务能够帮助加

工商更好地增加防伪标识、微文本字体和用

于产品跟踪与追踪的保护措施。

此番也是HP Indigo ElectroInk银色墨
水在北美的首次亮相。这款墨水适用于纯

数字打印流程，印制的印品金属感十足，色

彩层次丰富。在防伪领域，使用HP Indigo 
ElectroInk更可做出独特的设计。比如采
用ElectroInks隐形黄色和蓝色、红外绿色

印制可追溯的独特隐形序列化（数字或编

码）防伪标签；采用微缩文字、防拷贝/防
伪冒标识、跟踪与追溯等方式进行的独特

的分层品牌保护。

HP Indigo同时也开发出一款混合系
统，该系统连线捷美（GEM）数码整饰单
元，并新增数字冷烫工艺，且目前已兼容

库尔兹及K Laser的金属箔。捷美（GEM）
数码整饰单元的首家beta测试客户是美国创
新标签解决公司（ILS），它采用HP Indigo 
6900数码印刷机与捷美（GEM）数码整饰
单元连线。

惠普同时改进PrintOS云服务项目，推
出针对标签和包装印刷的Site Flow、设备
全面效率监视系统（OEE）、EPM分析器
和市场应用。HP Indigo全球业务开发经理
Christian Menegon先生表示，该系统已经
开放，并可兼容第三方应用，如AB Graphic
推出的基于云端、用于监视印后加工效率的

全面效率监视系统（OEE）。
惠普SmartStream Collage是由惠普超

级定制化软件SmartStream Mosaic演化而
来，它可以自动编辑多种图像元素并创作

出全新的设计。

赛康推出一款以“Label Discovery”
命名的入门级数码印刷机和加工系统。它

由一款赛康3030数码印刷机和entryDcoat
紧凑型后加工生产线组成，提供上光、半

旋转模切和复卷功能，既可以联线操作，

亦可离线操作。

赛康同时推出一款QB碳粉，以替代用
于赛康3000系列印刷机以及Cheetah数码
印刷机的QA-I和ICE碳粉，并已证实对食
品绝对安全。赛康现有客户可以在明年初

自动升级使用该碳粉。QB-I以及QB-IC和
QB-CH的熔化温度不同，QB-I针对高温，
而QB-IC和QB-CH则针对低温。“赛康剔除
一些容易令人误解的成分，比如锡。”赛康

市场营销副总裁Filip Weymans先生表示。
赛康还宣布为使用Flexcon压敏薄

膜的U V喷墨技术合作伙伴提供U L认
证。PantherCure UV油墨可与赛康PX3000
及PX2000数码印刷机配合使用。

赛康针对其aXelerate服务项目增加

一款全新的全面效率监视系统（OEE）元
件，它可以从印刷机及其外围设备自动搜

集数据，以显示当前生产状态。

赛康推出最新X-800数字前端，所有
UV喷墨印刷机与赛康碳粉印刷机均可升级
使用。X-800 v6.0加强了自动化流程，如
自动拼版等。

在自动化专区，赛康还现场演示一台

连线激光模切的数码印刷机，同样作为工

业4.0的部分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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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X全球征集硬件合作伙伴

INX国际油墨公司认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将其
最新硬件创新，如NW340 UV数码标签印刷机，引进
市场的关键一步。

INX国际油墨公司的战略合作方案已经被证明是成
功的，代表成果是与Uteco及ebeam技术公司合作开发
的Gaia印刷机，它曾在去年9月举办的2017欧洲国际
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 2017）上首发。
目前，INX在为其NW340 UV喷墨数码标签印刷机寻找
推向市场的最佳方案，并利用此次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

览会宣布了多家潜在合作伙伴。

首次在美洲市场亮相的NW340 UV喷墨数码标签
印刷机是INX的第三代标签、包装印刷技术，打印幅
宽为340mm、分辨率为1200×1200DPI、印刷速度为
300英尺/分钟。其NW140和NW210数码标签印刷机当
印刷精度为360×360DPI时的打印速度均为80英尺/分
钟，主要区别于印刷幅宽的不同。

推出NW340 UV喷墨数码标签印刷机后，INX国际
油墨公司数码油墨与硬件销售副总裁Jim Lambert先生表
示：“我们在所处领域内取得质的飞跃。现在我们能够

更好地与胶印机竞争。”

展会期间，这台印刷机在INX的多个合作伙伴及
潜在供应商，还有一些想将这台机器贴标作为自己产

品的供应商的展台上展出。Jim Lambert先生指出，很
多制造商没有属于自己的数码产品，他们都可以成为

INX潜在的合作伙伴。
“如果您的企业是标签领域内的设备加工商，且尚

未确立数码印刷合作伙伴，显然您的企业已经落伍。”

他表示：“作为一家油墨企业，很难单独销售硬件设

备。您是否有意代理我们的产品，或者通过现有渠道将

我们的产品推向市场？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我们的印刷

引擎已被安装在多个平台上，而我们更关心的是设备安

装在哪里，由哪家企业在销售。”

喷墨印刷
BOBST的Mouvent数字印刷部门通过

其数码印刷系统展示Cluster影像技术。该
系统采用FujiFilm Samba的1200×1200DPI
高清喷头，3D印刷的“Clusters”将成像
单元、油墨供应系统以及对准系统集于一

体。Cluster的打印幅宽为170mm，最快打
印速度为100m/min。这款多功能数码印刷
机既有最基本的单张纸印刷机，也有卷筒印

刷机，可适用从纺织到标签及至折叠纸盒的

多种市场应用。此次展会现场展出的是幅宽

170mm的L701和幅宽340mm的L702数码
印刷机，这两款印刷机均可使用UV油墨或
水性墨水，提供6色+白色印刷。Mouvent
正在与BOBST合作致力于印后连线单元的
开发。很快，连线印后单元且针对软包装

印刷的LB705就将推出。
爱普生推出SurePress系列最新款数码

印刷机—采用UV LED固化技术的L-6534
数码印刷机。它是爱普生L-6034VW数码

印刷机的升级版，其卷筒印刷速度由原来

的15m/min提高至50m/min。目前这两款
印刷机均有售，而L-6034也可进行升级从
而获得新的性能。

L-6534拥有L-6034所具备的一切优

势，它采用UV LED进行过程干燥及最终
干燥，同时该机还配备水银UV灯单元在

需要时可做转换。该机使用爱普生自主

PrecisionCore打印头技术和墨水，拥有
CMYK+W五色和一个连线数码上光单元；
它采用中心辊筒进纸系统，能够使热扩散

降至最低，确保材料的热收缩更小；该

机最大打印幅面为13.39英寸，分辨率为
600×600DPI。

爱普生还宣布，其旗下所有的Sure-
Press印刷机系列均能够全面兼容Wasatch 
RIP自动化工作流程。该流程提供一个可
以定制的HTML界面，使客户能够通过移动
通讯设备远程下单印刷，并可随时获得状态

报告。该系统为使用不同印刷机的用户而设

计，负载平衡器功能会自动识别并将印刷作

业发送至第一个可用的印刷机。

爱普生还展示L-4533AW水性喷墨印

刷机，它是获得高度成功的L-4033印刷机
的继任者。现场展出的这台设备上配备有

测试版的连线分光光度计和机器人式自动

喷墨头清洗系统。目前，分光光度计的校

准需要离线完成。这款新系统有望实现完

全的闭环颜色管理。

INX推出迄今为止幅宽最大和功能最
强的UV喷墨印刷机。NW340的幅宽达到
340mm，影像分辨率为1200×1200DPI，
印刷速度为90m/min。INX目前正在全球召
集硬件合作伙伴，详情请见色块中的内容。

早在展会开幕前，柯尼卡美能达美国公

司就已宣布与Memjet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此次利用展会平台现场展出了两家公司合

作的系列成功成果，这些产品将由柯尼卡

美能达负责销售。

采用Memjet喷头技术的Precision La-
bel Series 475i与PKG-675L覆膜机同时展
出，它可以直接印刷瓦楞纸材料，包括折

叠纸盒、展示盒和各种传统纸盒，还可满

足标签加工商实现短版、个性化和定制化

包装印刷的需求，帮助他们以更灵活的方

式拓展业务范围。 
柯尼卡美能达同时展出其自主研发的

AccurioLabel 190干碳粉静电复印数码印
刷机，该机可以1200×1200DPI分辨率实
现四色印刷。该机支持全新设计的收卷/
放卷机，因此能够使用最大直径的卷料。

同时，GM印后单元作为选配装置亦可与
AccurioLabel 190数码印刷机连线使用。

Dantex展出两台UV喷墨印刷机，并
在展会现场全部售出。PicoJet喷头墨滴尺
寸为2.5pl，在打印速度为250ft/min时，打
印幅宽为13.78in。这款模块化系统可以选
择多样化的配置，包括印前/印后加白色印
刷、上光或其他色彩以及各类印后选配装

置。PicoColour印刷机占地面积小，可印
刷标签成品。

Dilli展出Neo Picasso卷对卷UV喷墨
印刷机，展会现场该机被一家来自墨西哥

的加工商订购，这也是Dilli在拉丁美洲安
装的首台印刷机。Dilli Neo Picasso印刷机
印刷幅宽为350mm，可以印刷CMYK+白
色；在分辨率为1200DPI时，其印刷速度
为50m/min。

Durst通过其全新的Tau 330 RSC印
刷机全面展示单通道UV喷墨印刷技术，

除高印刷分辨率外，其高印刷速度及8色
印刷单元更是无与伦比。该机打印幅宽为

330mm，在以1200×1200DPI的分辨率印
刷时线性速度可达78延米/分钟，即一小时
能够印刷1.485平方米。它采用8色印刷单
元（CMYK+W+OVG）配合全新设计的高
性能颜料油墨，能覆盖接近95%的潘通色
域，可印刷出接近柔印质量效果的印品。

Tau 330 RSC既可以作为一台独体机
使用，亦可通过加装欧米特Xflex系列传统
印刷机及印后配置组成一台“数码柔印混

合印刷机”。

用户可选配的方案有：Jumbo开卷机、
材料预处理装置（如连线电晕、卷料清洁

等），以及印后加工设备，如上光、冷烫、

覆膜、模切、分切及复卷等。

多米诺展出N610i UV喷墨印刷机，

这是一台卷到卷数码印刷机，连线及近

线AB Graphic印后装置。多米诺K600i
双“棒”UV喷墨印刷机与一台Delta Mod-
Tech集成，而其N610i集成引擎分别在

CEI（BossJet）和MPS的展台上展出。这

两款配置N610i模块的印刷机分别是CEI的
BossJet和MPS的SymJet印刷机。

此次展会，网屏展出其最知名的采用低

迁徙墨水的Truepress Jet L350UV+系列印
刷机。它是网屏Truepress Jet L350UV喷墨
标签印刷系统的升级新品，网屏独特的加网

技术与新型多级灰阶喷头技术有机结合，使

Truepress Jet L350UV+系列的生产速度可
达60米/分钟；同时实现阶调层次细腻，细
小文字印刷效果清晰的高品质印刷；新型

UV墨水宽色域，橙色墨大大增加潘通色的
覆盖范围，使画质更加细腻亮丽；材料适

用性更广泛, 薄膜基材可薄至0.04mm；采
用低渗透性UV墨水可满足小批量、多品种
食品包装按需印刷的需求。借此机会，网

屏推出Screen Trust网络服务，它将实时
诊断、远程对话及用户维修支持与网屏汇奥

思（Equios Art）和UX数字按需工作流程结
合在一起，可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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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
杭州科雷机电工业有限公司作为全球

高清柔印数字成像设备供应商，针对美国

市场推出HDI 400柔版直接制版机。它代
表着科雷高清柔版直接制版系列家族中的

最新成果。

HDI 400柔版直接制版机可以处理

尺寸在4in×4in至17in×22in之间的任何
LAMS柔性版。由于采用科雷双钳系统，
无论版材尺寸大小如何，都无需胶带牢牢

固定版材。HDI 400 S系列的制版精度高
达5080DPI，而HDI 400 S+模式的制版精
度更高达9600DPI。

科雷HDI 600、920、1200及1600
柔版直接制版机可处理的版材尺寸达

42in×60in，其每款产品均价格实惠，并
提供为期两年的质保。 

深圳汉华工业数码设备有限公司展

出一台按需喷墨的LabStar330工业级标

签数码印刷机，它支持多种墨滴输出，

最快打印速度为100m/min，其分辨率为
1200×1200DPI，可实现最小2pt字号的精
细打印。该机提供4—7色印刷，包括白色
和专色，印刷幅宽为50mm。

深圳市博泰印刷设备有限公司推出4
款展机：SDF PLUS智能式丝网平烫标签
后加工系统、CDF标准型数码印后加工系
统、NEW FS分条复卷及检测系统和TDL
桌面模切系统。

SDF PLUS智能式丝网平烫标签后加
工系统具有平板热烫、平板丝网印刷及平

板模切等功能，它可以通过升级并加装半

旋转/全旋转印刷单元、旋转模切单元、模
内标签/单张纸收集单元及其他印后模块以
实现更高效的数字标签印刷工艺。其平压

烫金模块是拥有国家发明专利技术的90°
可旋转烫金模块。

广州市普理司科技有限公司展出EAIM-
450 ST全伺服100%自动品检机。该机的
检测功能与高速分条机既可以独立使用，

也可以一起配合使用。其最大检测速度为

150mm/min，最快分条速度可达300mm/
min，最大开卷直径为850mm。该机具有
废料复卷单元和塔式复卷功能，塔式复卷

最大直径为500mm；可选配碳带数码打印
装置、除尘、除静电装置、划刀式分条组、

缺陷标识装置和数显尺调节装置。它可以检

测各种类型的材料，尤其是烫金、烫银材料

和透明材料；它还可以有效检测套印偏差、

色差、脏点、模切偏位等常规缺陷，同时也

适用于条形码、二维码和OCR码的检测。
广州鑫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展出T系列

标签复卷机，该机具有双向复卷、自动同步

复卷及速度可调复卷功能；同时还具有无级

调速功能，并可以处理直径为1英寸、1.5英
寸和3英寸的芯轴。

江苏固立得精密光电有限公司展出针对

数码印刷和喷墨印刷的UV LED固化灯。该
产品紫外线波长范围为350—405nm，采用
专利技术纳米气冷、纳米水冷冷却系统和数

字驱动技术，可适用于各种类型的UV油墨
及印刷媒质。

上海艾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展出适用于

印刷、涂布设备的不干胶材料、电子面单，

以及面向商超、物流、冷链运输及其他工业

应用的空白模切和不干胶材料等。现场展出

的具体产品包括半哑光标签材料、直接热打

印标签材料及双层离型纸质标签材料等。

北京朗硕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展出两款

全新热转印碳带（TTR）：WAX/RESIN 

下届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将于

2020年9月15日—17日在美国举办。目

前该届展会83%的展位已经被预订，

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www.labelexpo-

a m e r i c a s . c o m，或请致电： 0 2 1 -

64393591、64396269预订展位。

上海金大塑胶有限公司的展台

WR 16和WR 18。WR 16具有高灵敏度、
高分辨率、抗机械性和超乙醇抗性等特

点，其抗静电背部涂层可以有效保护印刷

喷头。WR16可以作为大规格基材使用，
如镀铬纸、PET、PP、PVC薄膜及其他塑
料材料等。WR 18无气味、无有害物质，对
环境完全友好，可作为商超及其他任何需要

接触乙醇的环境下的条形码标签印刷材料。

新乡市新欣科技有限公司展出不同颜

色的蜡基、混合基和树脂基热敏碳带，其

中包括YD系列、TTR和TTO碳带、热烫箔
和热墨辊。

佛山市龙源镭射科技有限公司展出系

列热烫、冷烫箔，其中FXC金属/全息柔印
冷烫箔产品具有高全息光泽度和亮度，适

用范围广泛，在UV光油、UV油墨纸及低
表面张力底材上都拥有良好的上烫性和附着

力；OSC金属/全息胶印冷烫箔系列专为单
张胶印冷烫而开发，适合UV固化或非UV固
化的冷烫烫印；DT系列适用于数码烫金，
在SCODIX/MGI机器上拥有良好的胶黏性。

河北方大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针对美国

市场推出系列标签，如空白热敏标签及各

类环保绿色产品。

新图美（台山）标签材料有限公司展出

透明标签系列，其中一款最新产品具有高透

明度且可使用水基胶水。新图美还展出适用

于透明（PET）底纸的各种不同标签材料。
泉州利昌塑胶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制

造针对模内标签、不干胶标签以及其他标

签及吊牌应用的BOPP合成纸，厚度范围
从20um至300um。其产品采用高稳定的表
面处理技术可确保各种油墨及涂料牢固附

着。此次展会，泉州利昌塑胶展出一款经

济型不干胶面材，和针对模内标签应用、

可节省油墨的材料。

上海金大塑胶有限公司此次共派出9人
团队参展，有负责供应链的、有负责市场

和销售的，还有决策人员。今年6月，拥有
四条进口高速、超宽、智能、涂硅和复合

一体化生产线的上海金大现代化生产基地

在江苏南通建成投产，至此，金大不干胶

材料年产能将达15亿平方米。与以往老旧
制造业模式不同，上海金大的新工厂将以

创新为主，以客户定制化取代一成不变的

生产旧模式。此次，上海金大以新工厂、

新设备、新材料作为参展亮点，赢得来访

客户的赞誉和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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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汇聚 共襄盛举
第15届“标签工业全球大奖”颁奖典礼盛大举行

9月25日，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mericas 2018）首日晚，被誉为全球标签印刷行业“奥斯卡奖”

的“标签工业全球大奖”在美国芝加哥郊外Rosemont的Joe's Live隆重举行。

本届大奖是“标签工业全球大奖”举办的第15届。此次大奖
重在奖励过去12个月在全球范围内对标签及包装印刷创新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单位、集体和个人。

最终，Hamillroad Software公司凭借全新解决方案Bellissima
斩获由富林特集团窄幅轮转部门赞助的创新大奖（300人以下企
业）。该系统是一组数字调制屏（DMS），它将制版技术与网纹
辊及丝网屏组合在一起，是一项专门针对柔印技术的研发与优化。

当图像分辨率为4000dpi时，它可以提供更高水平的图像再现能力
（分辨率超过300DPI）。

同样由富林特集团窄幅轮转部门赞助的创新大奖（300人以上
企业）最终花落RotoMetrics公司。RotoMetrics获奖的RotoRepe
是一款创新型不粘涂料，它可适用于固态或柔性刀皮。这项技术

能有效减少刀皮起落时携带的胶水，由此带来更多的加工优势，

如改善印刷机效率、提高印刷速度、减少停机时间、延长工具寿

命、降低浪费以及减少工具成本等。

艾利丹尼森收获由《标签与贴标》杂志赞助的可持续发展大

奖。艾利丹尼森携手全球领先的可持续发展性能评估公司EcoVa-
dis，通过一个协同的商业智能仪表盘，一种可视化的模块，为其
在全球的供应链提供可持续发展评级和性能改善工具。该平台提

供的简单可靠的记分卡，可以监督供应商是否采取对环境友好的

最佳操作。21项国际公认的可持续性标准被重新评估并分为四大
标准主题：环境、社会、道德和供应链。

当晚，在万众期待中，陶氏化学公司的Alex Knott先生从艾利
丹尼森材料部全球总裁Georges Gravanis先生手中接过代表行业最
高个人荣誉的“艾利丹尼森先驱奖”，将晚宴气氛推向最高潮。

艾利丹尼森先驱奖由艾利丹尼森公司提供赞助支持，其设置目

的是为了纪念R•斯坦顿•艾利先生当年的开创精神和价值观，同时
也是为了表彰曾为标签行业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个人，且获奖人

需要在标签行业内从事先驱工作至少20年以上。



在当晚的闭幕致辞中，Mike Fairley先生表示：“我们的行业
领域独树一帜，它勇于突破、敢于创新，始终致力于技术与杰出的

极限推进，然而若没有全球同仁的勤奋耕耘和恪尽职守也不会取得

今天的成就。一年一度的标签工业全球大奖是对过去12个月在技术
创新等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企业和个人的嘉奖。”

“我本人，谨代表本届评委会致辞并感谢所有参赛者和最终

入选企业，谢谢他们的创新精神，正是因你们的不懈努力，我们

的行业才会与众不同。标签工业全球大奖是标签领域内的最高奖

项，我衷心地希望此次获奖企业能激励同行，有力推动行业不断

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前进。”他继续道。

第十五届“标签工业全球大奖”由Mike Fairley先生领导，组
委会成员包括：欧洲不干胶标签协会（FINAT）主席Chris Ellison
先生、美国吊牌和商标制造商协会（TLMI）主席Dan Muenzer先
生、《标签与贴标》集团总编James Quirk先生，NarrowWebTech
编辑Rosina Obermayer女士和Label & Narrow Web编辑Steve 
Katz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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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标签工业全球大奖”明年将在欧洲国际标签印

刷展览会（2019年9月24—27日）首日举办盛大的颁奖晚宴。

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www.labelawards.com。

Alex Knott先生是陶氏公司的高级科学家，同时也是创新不干
胶有机硅离型底纸涂布技术领域先锋团队的全球领袖。在他的领

导下，陶氏化学推出Flat Release Systems。该项技术不仅在高
速度、低涂布量、高性能和标签材料底纸加工等多方面获得革命

性的突破，还能有效减少有机硅涂布的加工成本。

Alex Knott先生于1987年进入不干胶领域，并加入道康宁公司
（现为陶氏化学全资子公司）以产品开发化学师的身份起步。他先

后担任过应用工程师、技术负责人、高级科学家等多个职务，是有

机硅压敏胶系统领域内的权威领袖，享有国际盛誉。

艾利丹尼森先驱奖的前身是艾利丹尼森终生成就奖，它曾

先后颁发给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标签分会的创始人和名

誉理事长谭俊峤先生（他也是我国第一个获得行业最高殊荣的个

人）、Ritrama公司的Tomas Rink先生、Schreiner集团的Helmut 
Schreiner先生、GSI技术的Suzanne Zaccone女士和FLEXcon公
司的Neil McDonough先生。

事实上，今年六月Alex Knott先生就已获知将被授予艾利丹尼
森先驱奖。对此，本届标签工业全球大奖评委会主席Mike Fairley
先生如是评价道：“Alex Knott先生是有机硅释纸涂布技术领域内
的最权威的专家代表之一。他拥有深厚的有机硅涂布底蕴，掌握先

进的无溶剂铂金系统知识储备和技能；在陶氏化学任职期间，有机

硅涂布重量从2微米减少至1微米或更少，而铂金的用量从100ppm
降低至50ppm或更低，同时涂布速度却从每分钟80米提高至每分钟
1000米甚至更高的速度。对于标签加工商及终端用户而言，此类
创新技术将在印刷机高速运转的情况下有效减少废料剥离性能，

同时实现在最新自动装饰生产系统上的高贴标率。最终，评审会一

致同意推选Alex Knott先生为本年度艾利丹尼森先驱奖获得者。”

陶氏化学公司Alex Knott先生（左）从艾利丹尼森材料部全球总
裁Georges Gravanis先生（右）手中接过“艾利丹尼森先驱奖”

艾利丹尼森收获由《标签与贴标》杂志赞助的可持续发展

大奖，颁奖人：《标签与贴标》集团总编James Quirk先生

Hamillroad Software公司凭借全新解决方案Bellissima斩获由
富林特集团窄幅轮转部门赞助的创新大奖（300人以下企业）

RotoMetrics凭借RotoRepe斩获由富林特集团窄
幅轮转部门赞助的创新大奖（300人以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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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胶底纸回收新进展
不干胶底纸加工与回收工业已有多年发展，然而，如何处理含硅底纸一直是行业面临的一个困境。最近国内外

多家公司不仅深挖不干胶材料的高价值，同时还证明不干胶标签使用后的底纸是可以被回收再利用的。  

纸工业从出现至今已历经百年，在其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处理含硅

底纸一直是行业面临的一个困境。固有的

观念认为，脱墨过程中残留的硅树脂会在纸

张结构上留下缺陷，直接影响其接下来的回

收和再利用。最近国内外多家公司不仅深挖

出不干胶材料的高价值，同时还证明不干胶

标签使用后的底纸是可以被再回收利用。

汤臣倍健接受表彰
今年9月10日，艾利丹尼森在上海向中

国膳食补充剂企业汤臣倍健颁发证书，表彰

其成为首家加入“艾利丹尼森底纸回收项

目”的品牌商。该项目旨在通过回收标签

底纸，节省垃圾处理费，减少因填埋或焚

烧造成的环境污染。

由于传统的底纸回收涉及复杂的收集

和分类过程，牵制企业开展回收。艾利丹

尼森北亚区标签和标示材料副总裁兼总经

理Roger Machado先生表示：“我们的目
标是到2025年减少全球价值链中70%的基
材和底纸废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

正在与回收机构及其他合作伙伴携手减少

标签废料，或对标签废料进行循环利用。

将底纸回收服务作为助力品牌商实现可持

续发展承诺的解决方案，我们倍感自豪。

我们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定能解决标

签废料的难题。”

汤臣倍健自加入这个项目以来，已回收

超过100吨格拉辛底纸，并由其合作伙伴台
湾永丰余集团将过去需要被填埋处理的垃圾

加工成瓦楞纸箱等可再利用的产品。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钢

先生表示：“汤臣倍健关注于如何提高人

类的生命质量。我们认为维持环境的可持

续性对提高生活品质和延长人类寿命至关

重要。加入艾利丹尼森底纸回收项目，使

我们可以为解决当下的环保问题做出积极

贡献。我们愿使用契合公司文化和价值观

的包装材料，为客户供应世界一流的营养

产品，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艾利丹尼森还在全球其他主要地区与

回收商合作，不断扩大其向印刷厂和品牌

商提供底纸和基材废料处理的解决方案。

在澳大利亚，艾利丹尼森与欧莱雅及

一家废品管理公司—Wasteflex公司合作，
旨在推动一项实现垃圾零填埋的回收再利

用计划。根据计划，欧莱雅将在澳大利亚

把超过6吨的格拉辛纸分离出来，使之成
为可以使用的再生纸资源。

在欧洲，艾利丹尼森成为首家使用回

收来的rPET（recycled PET，英文缩写
rPET）生产离型纸并实现商业化的不干胶
贴标材料供应商。这种新的rPET离型纸采
用精心挑选的消费品废弃物，不仅更容易

回收，而且其本身就是使用回收材料生产

的。今年10月，艾利丹尼森还推出适用于
多种不干胶结构的产品。

杭州昌利获得首张RafCycle
合作伙伴证书

在去年12月上海举办的亚洲国际标签
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上，
芬欧蓝泰标签RafCycle废物管理方案在中
国正式发布。在与展会同期举办的芬欧蓝

艾利丹尼森表彰汤臣倍健助力标签废料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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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标签常熟工厂建厂十周年客户活动上，芬

欧蓝泰标签将国内首张RafCycle合作伙伴证
书正式授予了杭州昌利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在国内，RafCycle合作伙伴所产生的
底纸废料会交由第三方合作工厂回收后制

成纸浆，然后再加工成高质量的回收纸。

今年，芬欧蓝泰标签加入了艾伦·麦克
阿瑟基金会的“循环经济 100”计划。该
计划旨在帮助企业寻找新机遇，早日实现

循环经济这一目标。芬欧蓝泰标签始终致

力于生态化标签产品设计，通过创新型回

收理念RafCycle收集不干胶标签副产品，
并将其转化为底纸、复合材料或能源，为

标签废料提供新型回收解决方案。

在欧洲，芬欧蓝泰标签已有100多个
RafCycle合作伙伴，并不断有新的成员加
入，有超过10,000吨的标签底纸废料通过
RafCycle项目得以回收再利用。 

通过研发更轻薄的可回收生物型产品，

芬欧蓝泰标签向客户及品牌所有者展示了

设计与选材将对产品的可循环利用性带来

的影响，帮助他们减少废弃物，并就如何

将废弃物转化为未来的宝贵原材料提供意

见和建议。

福克斯河纤维公司将离型底纸

重新制浆
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德佩雷绿湾外的

福克斯河纤维公司（英文：Fox River Fiber 
Company）将收集到的离型底纸重新制

浆。该公司纤维采购经理Adam Kositzke先
生表示：“我们喜欢底纸，是因为它的原材

料含100%纤维素，仅在表面涂有一层硅树
脂。多年以前，我们与其他企业一样不认同

底纸能够再利用，拒绝接收使用后的底纸，

因为再造纸时会产生鱼眼，直接影响纸张的

美观度及质量。”

“在标签行业领导者的帮助下，我们发

现使用现有设备可以除去硅树脂涂层。现在

这种技术称之为‘脱硅’。”

几年前，美国Channeled Resources
集团（简称：CRG）董事长Calvin Frost先
生联合芬兰Cycle4green创始人Petri Tani先
生一道与福克斯河纤维公司接洽，希望能从

100%的底纸中生产出脱硅纸浆（DSP）。
经过多次实验发现，若底纸比例是100%时
实验不可能成功。福克斯河纤维公司负责收

集底纸，当将底纸比例降至20—30%，再
与废纸及其他废弃办公材料混合，便可有

效去除全部的硅树脂涂层。

尽管如此，福克斯河纤维公司还是延

续着与CRG的合作，每月保证至少从该公
司收购100—150吨的底纸，仅这部分业务
约占其每月回收底纸的30%。与此同时，
福克斯河纤维公司在美国密尔沃基、芝加哥

和印第安纳州北部多地积极开展培训工作，

并与回收商合作努力挖掘更多供应商，以便

将每月的回收量提高至3000吨。
福克斯河纤维公司还与业内众多供

应商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由这些供应商

负责生产不干胶标签所需的底纸和面材，

共同为标签价值链带来可行的解决方案。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材料的体积、

生产企业与回收企业间的距离仍然是一个

挑战。尽管福克斯河纤维公司接到不少小

型终端用户的业务咨询，但收集底纸材料

的成本可能远远高于将其作为垃圾填埋的

成本。

Kositzke先生给出的解释是：“底纸
回收的运行情况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取

决于材料的类型以及运输的成本，况且每

家公司的情况都各有不同。”

汇合能公司：从底纸到可替

代燃料
汇合能公司（Convergen Energy）的

前身是绿林燃料（Greenwood Fuels）。经
过一系列品牌再造工程，汇合能公司现可

提供更为清洁的球状燃料用于替代锅炉中

使用的传统燃料，如煤或其他固体燃料。

汇合能公司回收印刷包装行业的废料，如

纸张和膜类离型底纸、边框、无支撑底纸

以及复合薄膜等，并将其加工成球状燃料，

满足发电厂、品牌所有者对经济实惠和环保

的双重要求。

自成立以来，公司业务量就受到天然

气价格和极端天气条件的多重影响，这些

不利因素都会极大影响其回收量。而且由

于价格起落、涨幅，天气变化等等，往往

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整体规划和产能，从

而引发诸多无法控制的变量，这就要求公

司能够进行内部控制。

为此，汇合能公司在2016年收购了密
歇根州北部的一家小型发电厂—L'anse 
Warden电力公司（LWEC）闭环发电。这
家发电厂有不同的燃料来源以及长期的合作

伙伴。而将底纸转化为球状燃料可为电力公

司提供另一种可替代的燃料来源。

汇合能公司首席执行官Ted Hansen先
生解释道：“垂直整合对我们来说是向未

杭州昌利获得芬欧蓝泰标签首张RafCycle合作伙伴证书

美国Fox River Fiber公司将回收来的离型底纸再次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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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迈出的关键一步。过去，我们的业绩取决

于向客户销售出燃料的多与寡，很多情况根

本无法掌控。而现在我们改变模式，拥有属

于自己的发电厂，实现垂直整合，使得业务

有了持续性的输出渠道，客户也将得到连续

性的服务；否则这些底纸只能被填埋。”

汇合能公司的球状燃料在威斯康辛州的

格林湾制造，并直接运送到L'anse Warden
电力公司。

在汇合能公司的闭环系统中，球状燃料

产能约占总产能的40%，平均每月可收集
4000吨原材料。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深入，
公司销售收入也将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

作为一家具有环保意识的企业与产品供应

商，汇合能公司受到消费者追捧，生产球

状燃料的原材料稳步增长，正源源不断地

运送至加工厂。

“我们的目标是继续扩大生产规模，

并在美国其他地区建厂。”Hansen先生
表示道，

“过去，将材料从垃圾填埋场中收集起

来的动力不足，直到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供

应商（终端用户）、客户（消费者）为了实

现可持续发展，正努力致力于推动市场实现

无垃圾填埋场。”

如今，大部分供应商（终端用户）、

客户（消费者）都在寻求比垃圾填埋成本更

低，且更具吸引力的转换方式。汇合能公司

已与回收商合作

提供销毁证书，

以证明底纸材料

将不会被填埋，

系统将保护用户

品牌的真实性，

并提供校验。毕

竟参与其中的终

端用户最不希望

看到的就是他们

的包装材料出现

在二手市场或假

冒仿造市场上。

汇合能公司

的一项主要任务

是对回收商和废

料运输企业进行

专业培训，如此

一来，当这些公

司为其现有的或

未来的客户提供

废料回收及运输

报价时，就可以

将垃圾转换成能

源且避免垃圾填

埋作为解决方案

包括其中。

“ 每 个 客

户的需求都不一

样。”Hansen先

生说，“比如，有些公司会采取措施更多

地减少垃圾填埋量；而有些公司则认为如果

底纸材料体积及运输至汇合能公司的距离可

控的话，其废料典卖的成本就有可能降低；

还有的客户则需要更经济的作业方式。作为

能源替代公司，我们尽可能为以上所有客户

提供无缝衔接，满足他们的全部需求。”

欧米特与雷特玛携手致力于无

底纸系统
在刚刚结束的2018美洲国际标签印刷

展览会（Labelexpo Americas 2018）上，
欧米特携手雷特玛开创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推出一款针对雷特玛Core Linerless解决方
案的全新加工设备。

雷特玛Core Linerless解决方案（简
称：CLS）采用12微米厚的硅化PET底纸，
其30微米厚的面材背面覆膜。

一般情况下，加工商只能在这款卷料

上完成简单的印刷，因为没有一台模切机

可以持续、快速运行。而欧米特的加工设

备则可以使多用途的底纸脱膜，并采用一

款可活化的胶黏剂在标签顶部覆膜。这样

一来，面材带胶的一侧裸露在外，封装印刷

好的图文，使得硅化表面处于顶部面材。这

款42微米厚度卷料可穿过一台微孔单元和
分切检测复卷机。

雷特玛Core Linerless解决方案在贴标
时需要一款由意大利Ilti制造的专业贴标设
备。这台贴标机可以将微孔分隔开来，并

把标签直接粘贴到容器上，整个贴标速度

与一台普通的压敏胶贴标机的速度无异。

它不会产生底纸浪费，与同样一卷压敏胶

卷料相比，每个卷料可以加工出3倍之多
的标签，这意味着在贴标机上更换卷料的

次数也将更少。

尽管目前它只能加工出方形或长方形标

签，但标签可以切圆角。欧米特特别强调标

签设计依然可以“仿照”模切标签，就像在

透明材料上一样。

雷特玛Core Linerless解决方案的主
打市场依旧是高端产品装饰市场，据雷特

玛估计，在这个市场上80%的正面标签都
是正方形，超过90%的背面标签为正方形
或长方形。

在2018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期间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欧米特同时详细介

绍了与Durst联盟的深层原因，它使得欧米
特XFlex X6柔印机模块可以配置Durst Tau 
330 RSC数码印刷引擎。

艾利丹尼森在欧洲使用回收来的PET生产离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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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经理人：
广州广彩标签总经理
计从日
11年前，计算机专业出身的计从日白手起家创立广州广彩标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彩标签）。期间，通过

两次变革，广彩标签在成长阶段实现多元化发展；在战略成长阶段完成专业化转型之路。现在，它打破界限限

定，与客户站在同一平台，以更高效、更环保的加工方式向优秀企业之路靠近。

结缘标签，白手起家
人的一生总会有各种机缘巧合，却又在

冥冥之中注定了轨迹。从计算机专业跨行进

入标签领域并做的风生水起，对于年轻的计

从日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因缘殊胜。

当年刚从学校毕业的他找到的第一份工

作是条码打印机维修师。“这算是我第一次

正式接触标签行业。说实话一开始谈不上喜

欢与否，只把它当作一个有稳定收入来源的

工作，那时对整个标签行业完全不了解。”

这份工作却让计从日有机会接触并了

解到更多的客户和标签消费群体，并慢慢

从中发现隐藏的商机。“我有幸亲眼见证

并经历2002年—2004年条码标签在中国市
场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作中，我开始

对标签行业有了初步认知和了解，同时萌

生出植根行业的念头。”

计从日坦言，其父辈皆是农民出身，

家庭条件一般，工作之后除了日常生活开

销外，还要资助正在求学的妹妹，何谈创

业资金？“一旦有了想法，就绝不会轻言

放弃。”作为家中长子，计从日从小就有

一股不服输的倔强，他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坚

持到底、百折不挠。“目标既已明确，我就

会竭尽所能靠近它，全力以赴实现它。”

2004年，年仅22岁的计从日毅然辞去
高薪工作，怀揣着年轻人的梦想与一腔热

血投入到创业中。不懂技术，没关系，可

以从头学起；没有客户，那就自己跑市场，

开发客户；没有资金购买印刷机，可以联系

代工厂……方法总比问题多。“相较于农村

生活，这些困难算不得什么。”因其坚强勇

敢、乐观豁达的个性，计从日的创业之路慢

慢变得宽阔从容。

2007年，计从日注册并成立“广州广
彩标签有限公司”，同时投资购买第一台

标签印刷机。“当时手头资金有限，只能

从十几万的印刷设备入手。”计从日表示。

正是这台小型标签印刷机为广彩标签的日后

发展奠定夯实的基础。

两次机遇，深化改革
计从日告诉我们，广彩标签迅速发展

到今天的规模非常值得庆幸。关键时刻他

不仅把握住机会，更是果断地进行了两次

深入的改革，在成长阶段实现多元化发展，

在战略成长阶段完成专业化转型之路，如今

正朝着优秀企业迈近。

纵观广彩的发展历史，可划分为2007
年—2013年、2013年—2015年以及2015
年至今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自2007年成立到2012年期间，广彩
标签的业务量一直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

并先后投资购买了间歇式轮转印刷机、层

叠式柔性版印刷机和PS版轮转印刷机等设
备。“我本人不是印刷科班出身，即便是

后来对标签印刷技术愈来愈感兴趣，投入

大量时间学习，但很多时候还是在忙于应

对市场需求，并没有对行业的未来和企业

的发展深刻地反思过。”现在再回头看这

段时间的增长，计从日很清楚，一方面是

由于自身的努力和坚持，另一方面还要归

功于行业的全面大发展。“然而，当时我

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资产的快速累积曾

让我膨胀过一段时间。” 
点醒计从日的是行业前辈的一句话：

没有永远的市场，也没有永远的客户，每

个行业都有它的发展生命周期。2013年，
仅FOREVER21一家快消时尚品牌的服装
标签就占广彩标签总业务量的60%。“说
实话，当时公司对FOREVER21品牌的依
赖性非常大，一开始我们还引以为傲。但

前辈的话让我意识到单一的产品结构和对客

户的重大依赖其实对企业的危害非常大。假

如客户的经营出现问题，作为供应链下游企

业，广彩将会受到致命打击。”认识到这一

点后，计从日果断出手，针对产品结构过于

单一等问题大力改革。2014年，广彩标签
迁入新厂房，车间面积由原来的500平米
扩大至6800平方米。同年，公司又增加了
一台源铁全轮转印刷机和一台中天PS版印
刷机，从而大幅度提高产能，全力以赴进

军快速消费品市场，并大获成功。目前，

广彩标签的产品覆盖食品、饮料、酒水、

日化、药品、保健品和防伪等多个行业，

并先后与王老吉、完美、海天、蒙牛、珠

峰冰川、洛娃、君乐宝、仁和药业等知名

品牌建立起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这次的及时转变，让广彩标签躲过一

劫。2015年FOREVER21销量锐减，其标
签订单减少了近一半。通过这次事件，计

从日吸取经验，也真正理解和体验到“居安

思危”这几个字的意义。对公司的未来发展

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表面看起来公司的

销售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但利润点却不断下

降，原因有同行恶性竞争，人力、物力和财

力投入随着企业发展逐步加大，也有环保压

力的与日俱增等。同时期，整个标签行业的

年增长率也由原来近15%—20%的增速，下
降到10%以内。增速放缓，我们必须理性思

“只有全面了解标签加工的上

下游，我们才能确保提供给客

户的是最好的、最符合市场需

求的标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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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企业的未来发展。”

通过不断参加行业专业展会和培训活

动，计从日学会了既要“埋头苦干”，又

要“抬头看路”。

2 0 1 6年，被他称作是“第二次创

业”的变革在广彩标签全面铺开。“从凸

版、PS版印刷转向柔性版和数码印刷，不
是购买几台设备就能实现的，需要专业技

术人员的支撑和生产模式的全面变革，更

需要的是经营思维的转变。”

2016年以来，广彩标签先后引进两

台捷拉斯ECS340柔性版印刷机、一台HP 
Indigo 4500数码印刷机，同时配置Esko印
前色彩管理软件、Esko雕刻机和杜邦环保
免水洗制版机。今年9月，广彩标签安装
一台最新型HP Indigo 6900数码印刷机，
其第三台捷拉斯ECS 340印刷机很快也将
安装到位。

“除了出于环境保护目的，柔印设备

的生产效率是我选择它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目前，这两台捷拉斯柔印机加工出的产品占

公司总产量的40%。待第三台印刷机投产
后，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扩大。对于数码

印刷，我本人非常感兴趣，相信利用我的

计算机专业背景，结合多年的传统标签生

产经验，在未来将会解锁出它的各种可能

性。”不同于盲目跟风、简单复制，计从

日将他对市场的需求分析与个人专业知识

和兴趣有机地结合。

两次变革是广彩标签发展史上浓墨重彩

之笔，也是整个中国标签行业不断发展至今

的一个缩影：从非常态飞速发展到常态化发

展，行业日渐成熟，部分持续发展的企业逐

渐形成新的发展模式雏形，更加高效、更加

环保，逐步向优秀企业之路靠近。 

跳出限定，增值赋能
对自己一手创办的广彩标签，计从日充

满感情，“一路走来，广彩标签犹如我的一

件珍爱的作品，匠心雕琢、精心打造，它占

据了我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也成为

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谈及创业的成功经验，计从日总结为：

天时，对创业和转变时机的精准把握；地

利，华南市场是中国标签三大产业集群地

之一，而广州位于其首；人和，广彩标签拥

有一支有激情、有创意、有凝聚力的年轻团

队，他们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多岁。

领导着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让老成

持重的计从日更能深刻领悟“责任”二字

的真谛。“作为企业的领头羊，一定要对

行业的发展趋势有清醒的认识，把握住公

司的产品定位和整体定位。现阶段，我国

各行各业都在经历快速变革，我们正步入

一个充满生机和机遇的时代。只有深挖内

部潜力，强大自身实力，全力跻身国内标

签生产商第一梯队，我们才有可能在这场

浪潮中脱颖而出。”

做“全产业链解决方案的服务供应商”

是计从日给自己确立的目标。“以公司目前

生产的矿泉水、饮料标签为例，很多客户尤

其是新客户不能提出明确的要求。这时，我

们会利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直觉，给客户

呈现不同的标签样品，并与不同的瓶型进

行贴合，帮助客户选出适合其产品的最优

方案。”目前，广彩标签生产的瓶装水类

标签主要采用薄膜类材料，其中80%为高
透、无标签质感的不干胶材料。

除了提供标签材料、印刷工艺和印后

加工等服务，广彩标签还打通了从瓶体设

计、成型、液体罐装、贴标等全产业链各

个环节。“只有全面了解标签加工的上下

游，我们才能确保提供给客户的是最好的、

最符合市场需求的标签产品。”全情投入标

签行业的计从日，已不满足于标签生产商的

角色定位，他跳出界限限定，与客户站在同

一平台看待问题，以便为客户的产品赋予更

多的增值空间。

从标签行业的“门外汉”到慢慢了解并

喜欢上它；从短期暴涨而自满到学会理性客

观地思考未来；从单纯的标签生产商到提供

全产业链解决方案的服务供应商。36岁的
计从日，带着年轻人的梦想与拼搏，已然

将广彩标签打造成一家具有新时代特色的

新型企业。

我们采访当天恰逢计从日的36岁生

日，与往常一样，他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广彩标签已成为他最熟悉的“家”，

他在这里享受着小家的温馨与惬意，同时

又时刻谨记“业精于勤，事成于专”的奋

斗目标，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标签

印刷事业中。

广彩标签已安装两台捷拉斯ECS340印刷机 广彩标签生产的产品示例

广彩标签于2016年安装一台HP Indigo 4500数码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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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恒图像：创新，引领发展
在过去20多年，大恒图像一直坚持以客户为先、创新为本，微言笃行，始终信守对客户的承诺—提供领先的技

术、高品质的产品和完美贴心的服务。

北京大恒图像视觉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恒图像）成立于1991年，是
中科院下属上市公司“大恒科技”（股票

代码：600288）的全资子公司。大恒图像
总部设在北京，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业视

频图像处理设备供应商、领先的图像应用

系统集成商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大恒图像主要从事的业务为中高端机器

视觉系统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涉及印刷、包

装、电子、交通、安防、冶金、纺织、食品

药品、航空航天、医疗科研等不同领域；主

要产品包括印钞造币及商业票据检测、各类

印刷质量检测、药品包装质量检测、各类瓶

罐质量检测、棉花异纤检测、电子产品生产

质量检测及医疗图像处理等。

目前，大恒图像拥有五粮液集团、中

钞实业、云南红塔彩印、广州美祺、广州

正迪、西安大洋、广州胡氏标签、温州豪

格防伪、昆山华冠、北京德绩标签、西安

瑞博等众多客户，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

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

作为欧洲机器视觉协会（EMVA）、美
国自动成像协会（AIA）、中国机械视觉产
业联盟（CMVU）的资深会员，大恒图像
深度参与了一系列行业标准化制订工作。

公司连续十六年被中关村科技园区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并于2002年通过ISO9001
：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7年，大恒
图像印刷检测系列产品获得由“中国印刷

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颁发的“科学技术

一等奖”（一等奖第一位）。

专注细分市场，推新品
自成立之日起，大恒图像始终坚持走以

技术开发为主的发展道路。近年来，随着市

场对产品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机器视觉检

测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生产商的关注。

“机器视觉检测系统不仅可以节省企

业材料、人工、空间等成本，同时还能降低

企业的环保压力。尤其在自动化、智能化生

产的大潮下，对检测系统的投入是企业发展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恒图像标签事业部

总经理李文峰先生强调机器视觉检测的重要

性，他十分看好机器视觉检测技术的发展。

“然而，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产品存

在不同的检测标准及常见缺陷问题。因此，

相对应的检测系统也要有针对性，才能更好

地实现机器检测的精度和效率。”

以印刷品检测为例，常见的印刷品承

印物包括凸版纸、新闻纸、胶版纸、铜版

纸、画报纸、压纹纸、银卡纸等纸张类材

料，以及PP、PE、PET、BOPP等薄膜类
材料，再加上使用不同的印刷技术、应用

在不同的终端市场，因此检测时所需的分

辨率、速度、精细程度以及缺陷容忍度都

会存在差异。

“特别是近年来终端市场细分化趋势明

显，对机器检测系统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样化，由此大恒图像在2016年专门成立标
签检测事业部，主攻标签检测领域。”李

文峰先生告诉记者。

针对标签检测领域，大恒图像近期推出

以下几款标签检测产品：

• 复卷标签可变数据及印刷质量检测
设备。该设备可配置复卷平台或加装于印

刷生产线上，能够对各类白纸、格拉辛底

纸标签、烫金、镭射、薄膜、透明膜、光

油、覆膜产品及异形标签等进行离线、在

线全幅检测；适用于食品、日化、医药、

烟草、电子、防伪标签等行业。

• 全新的标签复卷切单张剔废检测设
备。该设备最大宽度为330mm，版长为

80mm—500mm，集切张剔废与复卷检测
功能于一身，可根据工艺需要选择卷料检

测后切张剔废且好坏品自动分仓，或者卷

料检测后收卷。该设备可自动生成单张对

应数据文件，并配备业内功能最强大的可

变信息检测系统。

• 标签在线检测解决方案是大恒自主研
发的机器视觉检测系统。它可安装在柔印

机、凹印机、胶印机等生产线及在线喷码

平台，自动识别区分可变数据和印刷检测区

域，并根据需要灵活设置检测精度。该系统

实时把控产品印刷质量，记录和标记缺陷信

息；生成检测报告，统计检测数据和缺陷分

析；根据需要配置复查机，在线检测与离线

复查配合，可有效提高品检和出厂效率。

“相较于其他行业，标签产品使用的

加工技术及印后工艺更复杂，应用领域更

广泛，对检测的要求也更高。上述新品正

可满足市场对高端检测设备的需求。”据

李文峰先生介绍，自大恒图像标签事业部成

立以来，在过去近2年的时间共销售100余
台标签检测设备，2017年销售额实现3000
万元人民币。

标签复卷切单张剔废检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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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方案，覆盖标签生产

始末
大恒图像提供的一系列标签可变数据及

印刷质量解决方案，已覆盖标签印刷生产的

印前、印中和印后各个环节，能够最大程度

地避免废品流出，减少废品生产率，提高生

产企业的效率与效益。

例如，针对印前环节，印前校对软件

FilePro对印刷工艺文件的所有改动进行无
缝检测，可降低文件设计过程中颜色、字

体等系统性风险；针对印中环节，标签在

线检测解决方案、可变信息在线检测系统，

实时把控生产过程中的印刷质量，避免连续

废品以及重码、坏码等数据质量事故；针对

印后环节，标签复卷检测系统、标签复卷双

相机检测系统、标签复卷切单张剔废检测系

统，是产品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关卡保障。

区域化战略，服务全球市场
随着大恒图像业务的不断拓展，公司

针对不同区域的市场特点配备专业的服务

团队，从而可以为客户提供快速、及时、

高效、优质的服务。

“视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需

要在有效的时间内对症下药。现阶段整个

标签印刷行业发展不均衡，同时又兼具地

方特色，因此作为配套的检测服务也必须

与之相匹配。”李文峰先生表示。除华北、

华东、华南的服务团队外，大恒图像还专门

设置海外服务团队，可根据当地需求提供本

土化服务，帮助客户找到最适合企业发展的

检测设备和系统。目前，大恒图像海外业务

已占公司总业务量的20%。

深度学习，推进工业4.0时代
智能化是工业4.0之魂。近年来，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运用，使得机器视觉具

有超越现有传统视觉解决方案的能力，更胜

任具有挑战性的应用。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机

器学习技术，更准确的说是深度学习能力。

今年5月，大恒图像推出“星耀视界

2018”深度学习主题研讨会活动，历时一
个月，分别在郑州、深圳、苏州等10座城
市举办。通过此次活动，大恒图像资深应用

工程师将理论学习与现场演示相结合，为用

户讲解深度学习的关键技术点及应用特点，

分享使用深度学习 技术搭建机器视

觉解决方案的经 验，并剖析深度

学习机器视

觉解决方案

在各行业的

应用。

创新，引领发展
大恒图像是国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

大、技术最先进的机器视觉民族企业之一，

市场占有率达到30%—40%。
“尽管在中国图像视觉产业的荣誉榜

中，记录着在过去20余载大恒图像创造的
一项又一项‘第一’，但与生俱来的紧迫感

和国际化视野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创新才

是高科技企业的灵魂，变革才是企业发展的

持久原动力。”李文峰先生表示。背靠拥有

强大科技研发实力的中国科学院，大恒图像

目前拥有科研技术人员200余人，硕士及以
上学历者超过45%。

随着“互联网+”及大数据的蓬勃发

展，越来越多的加工商选择可变数据标签

及智能标签为切入点，以应对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为此大恒图像标签事业部将这

两个领域纳入发展重点，通过资本与科研

技术人员的投入，推动产品创新。

大恒图像推出的多样可变数据检测模

式，能够实现对位检测（按照原始数据严

格比对每个标签数据）、无序检测（检测

标签数码是否属于导入的数据文件）及可

读检测（只判断数码是否可读）。其最新

的V3.0可变数据检测软件，采用更先进的
神经网络自主学习方式，识别能力更强，

最高速度可达200m/min；并且可边检边
存，检测结束后能够生成分小卷数据，与

出厂产品数据一一对应。

在RFID标签检测方面，大恒图像推出
全新RFID复卷检测系统，并选用工业级高
速彩色相机，能够对各类RFID标签卷料产
品进行全幅面检测，瑕疵产品可选择停机

换标、声光报警、喷废等多种处理方式。

结束语
“将创新植入企业的DNA”是每个大

恒图像人固守的理念。相信以创新为驱动，

引领转型发展的大恒图像必然能凭“大家风

范”、持“恒久品质”，推动机器视觉检测

领域的技术进步。

大恒图像标签事业部总经理李文峰

大恒图像可变数据及印刷质量检测复卷机

“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产品

存在不同的检测标准及常见的

缺陷问题。因此，相对应的检

测系统也要有针对性，才能更

好地实现机器检测的精度和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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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标贴：
借自动化 引领未来发展
通过“推行自动化生产理念，最大限度激发人员、设备优势，凭借自动化技术实现零不良、零浪费、高效率的

精益化生产模式”，超级标贴在实践与探索中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成功之路。而其与凌云的合作，更是为

行业树立起用户与制造企业的合作典范。

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工业园陶干路

251号的超级标贴成立于2002年，
起初是由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不干胶标

签及自动标贴印刷公司—超级集团在华投

资的全资公司。2012年，上海超级标贴被
安妮（香港）有限公司收购，专业从事不

干胶贴标系列产品的印刷与生产。目前公

司建筑面积达3千平方米，年产值超过1亿
元人民币。上海超级标贴服务的主要客户包

括：英国BP、福斯、博世、巴克斯、龙蟠
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公司现已获得美国UL
认证、ISO9001：2015、ISO14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环境体系认证。

把脉市场 技术升级
作为一家老牌的标签印刷企业，超级

标贴对行业的认知和市场动向的把握一向

具有“前瞻性”，尤其是被安妮股份收购

后，公司在整体战略布局、发展灵活性以

及本土化等方面拥有明显优势。

尽管如此，公司依旧保持冷静地观察思

考，客观地看待市场现状。“从目前行业整

体来看，标签市场已经过了供不应求、单靠

产能赚大钱的‘粗犷式’发展时期。尤其是

近些年市场同质化现象严重，企业的利润空

间不断被挤压，一部分公司的发展已经进

入‘瓶颈期’。我认为，这是一个行业发

展的必经阶段，同时也是企业走向变革、

转型升级的开始。”超级标贴总经理戴良

虎先生开诚布公地表示。

正是凭借这种“先人一步、胜人一筹”

的企业发展观，超级标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始终保持领先的竞争优势，并实现可持续

的盈利性增长。

2014年超级标贴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
投资引进捷拉斯ECS 340柔印机；2015年
引进欧米特XFLEX X4柔印机；2018年又
引进麦安迪P5系列柔印机。到目前为止，
公司已拥有4条先进的柔印生产线。

“捷拉斯、欧米特、麦安迪都是全球

领先的知名品牌，我们对其产品质量和售

后服务充满信心。俗话说‘开宝马、坐奔

驰’，这是说宝马车非常注重驾驶者的操

控感，强调驾驶乐趣；奔驰车具有优良的

乘坐性能，能从乘车和驾车两方面为客户

带来舒适性。与轿车一样，每个品牌的印

刷机都有其最擅长的专项和技术。之所以

配置多样化的设备，我们是希望通过挖掘

各个设备的加工潜能，创造出更多可能性

的创新产品，为客户带来更丰富的产品体

验及增值效应。”超级标贴将技术优势转

化为竞争优势，不仅实现多元化的加工方

向，更赢得客户的尊敬。

目前，柔印产品已占到超级标贴业务

总量的70%。今年10月，超级贴标订购一
台全新HP Indigo 6900数字标签印刷机。
下一阶段，公司将探索“数字+柔印”的
混合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更优质、更丰

富的产品体验。

内外兼修 深度变革
超级标贴的变革没有浮于表面，而由始

至终坚持的是“内外兼修、双管齐下”的深

度调整。“先进的设备只是企业在硬件设施

方面的升级改造。企业若想获得真正的发展

超级标贴安装的凌云LabelRoll-H系列标签离线
印刷质量检测设备

超级标贴安装的麦安迪P5系列柔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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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还在于‘人’，这就需要企业从内部进

行更彻底、更有深度和内涵的变革，综合提

升软实力。”戴总解释道。 
超级标贴一方面稳扎稳打技术根底，

另一方面立足市场需求，结合公司未来发

展，制定出一套完善的人才培养与晋升激励

机制—定期组织技能培训、新技术分享，

同时实施严格的岗位考核制度。

超级标贴的人才策略包含两个方面：一

是“提升”，对有经验、有能力的员工委以

重任，激励他们发挥出自身最大的潜能；一

是“引进”，通过引进、招揽创新型高科技

人才，为企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目前超级

标贴拥有高级工程师及MBA管理人员6名，
生产、制作技术人员十余名，其中技术人员

占公司总人数的20%以上。
“秉持‘以人为本’，公司对所有员

工进行分配与优化，不仅降低了企业的人

员成本（员工总数由原来的170余人缩减
至现在的100余人），同时也促进了企业
年产值的持续增长。”超级标贴软实力提

升已见成效。

“先进的人才培养机制、广阔的个人发

展空间也会提高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超级

标贴的员工流失率非常低。像我这样在公司

工作8年以上的员工并不算老人！”人事经
理奚虹女士介绍道。事实上，在超级标贴效

力的很多员工的工龄都在7—10年之间。
尊重人才、珍惜人才，令老员工信服、

让新员工进步，确保技术的时时传递、保

证人才的时时进步，超级标贴的人才策略

和软实力建设已成为公司又快又好地发展

的一大助力。

借自动化 引领未来
市场竞争的核心是成本与效率的有效

控制。现代化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在抑

制成本、节能降耗、节省人力成本、促进

产业升级等方面拥有明显优势，未来发展

潜力巨大。因此，除了投资自动化的印刷

设备外，超级标贴还特别加大印前、印后

自动化改造的力度。

凌云光技术集团

凌云光技术集团于1996年6月创立于北京。公司
主要从事视觉图像领域表面检测的自主技术研发与创

新，长期服务于印刷、显示屏、线路板、3C电子、玻
璃、光通信接入网、激光与传感、机器视觉和科学图

像等行业，为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光纤和视觉方向解

决方案、产品及服务。目前凌云共有员工1300多人，
年产值突破16亿元人民币。其中印刷检测营业额达
2亿元，占公司总业务额的12.5%；标签检测年销售
额超过7千万，约占公司总业务的4.38%，为客户的
产品质量保驾护航。

凌云公司第一款电子标签检测机—LabelRoll-
330-F-Ap4K1于2008年正式问世，它采用二维光源。
随后，凌云在速度、精度、准确率、幅宽等多方面对

其进行不断改进，并于2015年推出采用万能光源的
革命性产品—LabelRoll-330-F-Mp4K1，随后又陆
续增加可变信息监测功能。针对标签市场，凌云公

司目前提供四款主打产品：LabelRoll-P系列标签在
线印刷质量检测系统（能第一时间提示缺陷，有效

杜绝连续废品的产生）、LabelRoll-H系列标签离线
印刷质量检测设备（不自动停机，可大大提升检测

效率）、LabelRoll-F系列标签离线印刷质量检测设
备（模拟手动收卷，可确保收卷整齐不发生溢胶；

遇到缺陷即停机，并进行剔补标）以及LabelRoll-R
系列复卷机（用于在线检，离线剔）。目前，凌云

公司的标签检测产品年销量达到150台，后续还将推
出卷料切单张的解决方案。

此外，凌云在做好国内业务的同时，还通过全

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Labelexpo Global Series）
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专业展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三年

前，凌云专门成立海外业务部。2017年，公司印刷行
业产品的海外销售额达到3千万人民币。

目前公司印前采用专业的文件处理软

件，对图像进行处理调节，从而解决图像

的层次、色彩、清晰度、反差等方面的问

题；印后分别引进力冠、AVT以及多台凌
云在线/离线检测设备，可对产品质量进行
自动化检测和控制。

“使用自动化设备，公司的生产效率

不仅得到大幅度提高，而且生产成本（如

材料、人工成本）也得到很好地控制。”

戴总表示道。以凌云LabelRoll-H系列标签
离线印刷质量检测设备为例，该设备可快

速、有效检测印刷过程中产生的印刷缺陷，

如糊字、漏印、脏点、墨点、毛边、套印偏

差、烫金偏位、模切偏位、分条不良、色差

等，非常适用于日化标签、食品标签、医药

标签、农药标签、电子标签等不干胶产品的

缺陷检测。值得一提的是，检测完成后系统

会自动生成缺陷分类统计报表，方便操作人

员以此为根据，对检测出来的缺陷进行统计

和分析处理。

通过“推行自动化生产理念，最大限

度激发人员、设备优势，凭借自动化技术

实现零不良、零浪费、高效率的精益化生

产模式”，超级标贴在实践与探索中逐步

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成功之路，并依

托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生产管理理念

和创一流的产品与服务，走在国内同行前

列，赢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携手凌云 共赢未来
超级标贴与凌云的正式合作始于2014

年。当时公司现有的一台AVT离线检测设
备已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订单需求。“公司

需要根据订单类型，引进个性化的自动检测

设备。”戴总介绍道，“选择凌云标签检测

设备是公司在经过缜密调研、多番考察和反

复试用后作出的决定。凌云公司为我们量身

定制的产品和服务非常符合我们的需求。在

正式引进这台检测设备之前，超级标贴与凌

云一直保持着技术方面的沟通与交流。”

凌云光技术集团华东销售总监李凌华

表示：“自动检测其实是将传统的经验转

化为系统知识，再进行技术应用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与超级标贴之间是一种互相

学习、共同进步、相互促进的合作模式。

一方面，超级标贴在标签生产方面具有非

常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他们凌云可以很

好地了解到标签印厂对机器视觉检测的需

求，尤其是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痛点

问题；反之，超级标贴在生产中遇到的各

类缺陷问题亦可直接校验凌云产品的检测

效果。这对凌云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如人工检测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自动化机器检测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不

断进步的过程。“下一阶段，我们将着手深

挖缺陷标签自动剔除，以及如何利用缺陷反

馈数据预防下一次生产的问题等。”超级

标贴与凌云在机器检测方面的合作有着明

确的未来规划。

超级标贴与凌云的合作为行业树立起典

范，也书写出用户与制造企业长效合作机制

的新篇章，值得我们借鉴。

超级标贴的仓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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煦腾标签
倾力打造“互联网+标签”全产业链平台
通过引进国内首台MGI Jetvarnish 3D Evolution数字印后增效设备，上海煦腾标签实现数字印刷+数字后道工艺（数

字烫金、数字局部UV等）一体化生产，不仅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同时也使得加工工艺更加灵活与便

捷。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标签设计的单一化与平面化，为客户带来立体和全新的体验。

今年1月，上海煦腾标签引进一台MGI 
Jetvarnish 3D Evolution数字印后增

效设备，这是中国标签印刷领域引进的首

台印后增效设备。对此，煦腾标签总经理

陆青先生表示：MGI设备的投入引进，将
使得公司倾力打造的“互联网+标签”产
业链更加完善。

煦腾标签掌舵人陆青先生曾就职于全

球领先的标签、包装和品牌材料供应商艾

利丹尼森。2009年，陆青先生投身商海，
注册成立上海煦腾标签印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煦腾标签）。该公司占地1800平
方米，现有员工20余人，主要从事不干胶
类标签产品的印刷与生产，广泛应用于服

装、酒标等领域。

纵观中国标签印刷企业，煦腾标签的

企业规模并不算大，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谋

求生存，并赢得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多年

的行业技术积淀及经验积累，令陆青先生对

行业未来的发展有着敏锐的判断及独道的理

解，他认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短版化、数字化、个性化，终将成为标

签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抓住数字印刷

的先机，必然能够谋得大发展。”

印后新设备
2014年煦腾标签购入一台HP Indigo 

press ws4500数字印刷机以应对市场对可
变数据类标签产品的需求。配合原有的邦

成F3柔性版印刷机，煦腾标签年产值超过
1600万元人民币。“目前，煦腾标签的数
字印刷业务占公司总业务的30%，预计未
来这一比例还会增加。”陆青先生介绍道。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市场对标签产品

外观和质量要求的提高，客户对标签的美

观度及附加价值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尽管

数码印刷技术在不断地进步，各种不同类

型的数码印刷设备越来越完善，功能也越

来越齐全，然而，仅靠印刷是不能够满足

终端市场对现代标签精美外形和复杂结构

的需求，印后加工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它不仅能为数码印刷产品锦上添花，更是企

业重要的利润源。

陆青先生对此有着超前的认知：“标

签印后加工可以极大程度提高标签的美观

度及附加价值。”他特别强调，“行业数

字化的发展趋势会涵盖整个生产过程，特

别是数字印后。”

煦腾标签安装的MGI Jetvarnish 3D Evolution数字印后增效设备

“标签印后加工可以极大程

度提高标签的美观度及附加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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煦腾标签此次安装的MGI Jetvarnish 
3D Evolution数字印后增效设备，是全球
首台采用模块化和现场升级架构的局部数

字UV喷墨上光烫金系统，专门为数字及胶
印机提供可扩展的升级路径，适用于各种

生产环境及印后应用。

该设备兼顾B1/B2等多种幅面，一次走
纸可同时完成局部可变数据的二维、三维上

光与浮雕烫金效果。无需胶片、模具、网屏

等材料，它既可实现一张起印的上光烫金

作业的灵活生产，又可进行工业化的规模

生产。此外，该设备配备AIS智能图像扫描
套准系统，通过对上光对象进行整体扫描，

根据图像的变化调整上光位置，从而能有效

地避免因图像整体或局部变形、扭曲、歪斜

所产生的套准问题，确保实现精确套准。

自新设备投入使用后，煦腾标签实现

了数字印刷+数字后道工艺（数字烫金、
数字局部UV等）的一体化生产，不仅大幅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同时也使得加

工工艺更加灵活与便捷。更重要的是，它

改变了标签设计的单一化与平面化，为客

户带来立体和全新的体验。

“柯尼卡美能达是全球范围内少数几

家掌握喷头核心技术的供应商，其喷头的精

度、质量、耐用性都非常可靠；法国MGI

的软件系统开发实力非常强。柯尼卡美能

达与MGI合作是软件加硬件的强强联合。
我们之间虽是首次正式合作，但我对MGI
设备的高附加值产品输出及其品质充满信

心，更不用说柯尼卡美能达提供的优质服

务。”陆青先生愉快地告诉我们。

“互联网+标签”全产业链平台
尽管数字印刷已然成为煦腾标签业务发

展的新引擎，陆青先生却十分清醒，“先进

的设备只是数字化转型的开始，更核心的是

数字化思维模式的转变。”

陆青先生明白数字印刷不只是印刷，

更是服务，公司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创建一

整套新型商业模式，使之内涵更加丰腴、

立体且充满创造性。

2016年，标签界的陆青与互联网界的
俞子坚成为“跨界合伙人”，联手成立煦

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传统的标签载体加

上互联网的思维，煦腾标签的数字化转型

远远行走在行业的前沿。

目前，煦腾标签的“互联网+标签”解
决方案涵盖前期的需求调研、系统需求确

认、系统开发设计、测试上线部署、产品

加工和市场效果监测等各个环节。

“由‘跨界’碰撞出来的新模式和新

服务，一方面帮助我们开发出许多新客户；

另一方面，客户通过我们的方案能吸引到更

多的消费者，从而大幅度地增加销售额。”

上海煦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俞子坚

先生介绍道。他主要负责标签解决方案系统

网络及系统数据的开发，侧重于与客户的沟

通以及整体项目的布局和管控。

煦腾标签通过二维码标签结合互联网

大数据，实现了防伪、溯源、防窜货、产

品促销等。这种应用不仅激励消费者的参

与度、提高品牌忠诚度，而且便于品牌方

监控产品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实时收集

消费者数据信息，从而及时调整公司战略，

有效实现销售的闭环。

“通过‘互联网+标签’的转型升级，
煦腾标签的定位不再是一家生产型企业，我

们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产业链的标签解决

方案，从而提高标签的附加值。”陆青先生

明确地表示。

超越标签印刷
谈到新设备的预期回报情况，陆青先

生坦诚地表示：“从设备投资角度来说，

我们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现有的潜在客户

及订单并不足以支撑这台设备。”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煦腾标签结合中

国市场需求，利用这台设备生产各类不同

的产品样册，如个性化的葡萄酒标、VIP
卡等，力求发挥它的无限可能，为客户提

供尽可能多的产品方案。

未来，煦腾标签希望通过这款设备，

切入包材市场。“中国的包材市场较不干胶

标签市场的量级大很多，这将是煦腾标签未

来的发展方向之一。”陆青先生解释道。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包装

大国。但据2017年最新数据统计，我国年
人均包装消费为12美元/人，与全球主要发
达国家及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仅为发

达国家的3%—4%。随着国家繁荣昌盛，
国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中产阶级将得到

大幅度施放，消费能力也会随之增长。做为

与商品配套服务的包装行业必将在精细化设

计、产品多样化、高品质、安全性和功能性

等方面快速发展，未来市场潜力不可估量。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相信

在MGI数字印后设备的助力下，煦腾标签将
不仅仅是满足客户差异化及功能性

需求，他们还会在“互联网+”的
思维指导与实践中完成从标签到

包装的过渡，并在包材大市场上

以专业、品质和服务创造出更多

的市场需求，赢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由MGI Jetvarnish 3D Evolution生产的样张

MGI Jetvarnish 3D Evolution数字印后增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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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瑞特：
登高望远宽眼界 潜心笃志谋发展
通过参加行业展会和论坛，开拓眼界，提高自身素质与能力；通过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职责，回馈社会，践行企

业家精神；在经营中，恪守匠心，坚持品质与创新；善行其时、不忘初心的科瑞特将在总经理刘海峰先生的带

领下赢得更多的奖项和世人尊敬。

近日，天津科瑞特印刷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分别斩获第六届“凌云杯”包

装印刷大奖赛之“质量管理大师优秀质量

企业奖”和标签类大奖，其掌门人刘海峰

总经理也因出色的质量管理经验和超强的

实战技能摘得“印刷质量管理大奖之优秀

质量个人奖”。从企业、到产品、及至个

人，科瑞特全方位开花结果，这是如何做

到的？作为中国区报道组，我们与刘海峰

先生进行了特别交流。

位于天津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

区的天津开发区科瑞特印刷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科瑞特）成立于2003
年，主营商业标签印刷及应用业务，是国

家商品条码印刷特许单位、天津市邮政用

品特许印制单位。

科瑞特先后服务过的知名企业有：康师

傅、摩托罗拉、三星电子、卡夫、雀巢、霍

尼韦尔、大陆汽车、奥的斯电梯、约翰迪

尔、富士施乐、一汽丰田、波音、卡特彼

勒、曙光计算机、良品铺子、中集北洋等

企业，以及各级政府部门与行政事业单位。

在15年的发展历程中，科瑞特积极践
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行业大发展，它是

天津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定点印刷单位、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理事单位和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标签与特种印刷分会副

理事长单位，同时也是中国印刷国家标准

参与起草单位之一。

善行其时、不忘初心，科瑞特先后获

得2013—2014年度中国标签行业十大杰出
企业社会责任奖、2015年爱心慈善突出贡
献（企业）奖、2015天津包装行业最具活
力奖及2018年天津市市级高新技术企业等
多个奖项和荣誉称号。 天津科瑞特印刷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峰先生

天津科瑞特印刷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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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助燃发展
科瑞特公司目前主要服务于具有高端

品质需求的中小企业，以医药、食品等民

生类客户为主。

2016年，科瑞特公司生产的雀巢冰

淇淋冰柜贴标签摘得被誉为全球标签印

刷行业“奥斯卡奖”的“世界标签大奖

（WLA）胶印类最佳提名奖”。
2017年，科瑞特公司生产的大湖苹果

葡萄汁标签斩获“中华印制大奖标签印制

优秀奖”。该奖项是经国资委审批、国务

院同意，由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

香港印刷业商会、台湾地区印刷暨机器材

料工业同业公会、澳门印刷业商会联合主

办的评比项目，在华人印刷界具有很高的

公信力与权威性。

诸多成绩和荣誉取得的背后，是科瑞特

人多年来对“秉承印艺无限精神、追求卓越

品质”的坚持与执着，和对客户的承诺。

“创新与品质双管齐下”也让科瑞特

先后获得《一种标签打孔设备》、《一种

印刷设备用定频切割设备》等十余项印后

类实用新型专利。这些专利成果均已在生

产实践中得到充分运用，并取得良好效果，

科瑞特产品也因生产效率、环保性能及品

质稳定等特性赢得客户的广泛赞许和业内

同行的一致认可，并形成极具竞争优势的

不干胶产品系列。

多重角色，不辱使命
在刚刚结束的首届中国印刷业创新大

会上，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刷发行司刘晓凯

司长发出号召：“印刷企业家要成为员工

发展的领路者、企业前行的带头人。”作

为科瑞特公司的创始人兼总经理，刘海峰

先生深知作为领路人担负的企业责任和肩

扛的社会使命。

自2 0 0 3年成立以来，科瑞特通过

三次搬迁实现规模扩大，产能跨越式提

升。2017年，科瑞特在上海成立新的包装

技术公司。目前，公司正在着手筹备华南

市场项目。

正是秉承着“践行对行业主流价值的守

护与传播，发掘标签无限魅力”，刘海峰先

生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全力将科瑞特打造

成为一家面向全国的新型高效、绿色企业。

面对公司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扩张，刘海

峰先生在乐观中保持着理性，他将企业获得

的所有殊荣全部归功于“团队共同努力奋斗

的结果”。“我为他们感到自豪，但也深知

维持这些荣誉背后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刘

海峰先生真切地说。

为了全面掌握市场信息，有效安排生产

运营，只要有行业相关论坛或专业展会，刘

总必定都会积极参与、虚心请教，通过学习

来提高自身素质与能力。他还利用业余时间

参加了首期北京印刷学院企业管理高级研修

班，并顺利结业。

刘总生性热情、精力充沛。他既是科

瑞特公司的创办人和当家掌门人，同时还担

任多个社会职务。其中令他引以为傲的有：

中国印刷标准委员会标准起草组成员、中国

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理事、中国印刷及

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标签印刷分会副理事长、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标签分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医药包装协会药用包装印刷专业委员会委

员、天津包装技术协会理事、天津青年企业

家协会理事、天津滨海新区青年联合会委员

等职务。通过主动履行企业的社会职责，刘

总回馈了社会和行业，践行了企业家精神，

为“我国实现绿色印刷产业圈”战略的实施

和实现做出重要贡献。

全球眼界，差异变革
在行业内浸淫多年的经验和对国内外

同行企业的多方实地考察使刘海峰先生很

清楚目前中国标签市场所处的位置，以及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整体增速趋

缓、同质化竞争加剧、行业利润点下降及

创新投入不足等。

他举例来说明恶性价格竞争带来的危

害：近期某终端客户公司的一个标签竞标项

目，有两家知名业内企业参与竞标，双方在

没有沟通且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势均力敌

定要在价格上一较高低，最后的成交价格还

不及标底价格的一半，令客户大吃一惊“这

个行业怎么有这么高的利润”！“尽管这仅

是个例，真实性有待考究，但它却引申出很

多值得行业思考的问题，比如企业的利润率

到底有多少？经此一事客户对企业的信任度

还有多少？之后订单该如何做？”刘海峰先

生表示，“无休止的价格战只会破坏行业的

价格体系，使市场环境恶化，让企业陷入恶

性循环的互害模式。”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国际大企业掌

握优质的客户资源、小企业具备运营成本优

势，最难过的是夹在两者之间的中等规模企

业。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创造有差异化的核心

竞争力成为企业唯一出路。”正是基于这些

因素的考虑，刘海峰先生早在十年前就将目

光投向了国际标签市场。

他曾多次参观诸如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

览会（Labelexpo Global Series）之类的国
际性专业展会和论坛活动，并积极奔赴海外

参观考察、交流学习。对于今年9月25—27
日在芝加哥举办的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Labelexpo Americas 2018）和同期的参
观考察活动，刘海峰先生表示：“与北美

发达的标签印刷企业相比，我们有不足的

地方，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地方。过去参观

北美企业，我对他们更多的是‘仰视’，

而这次实地考察，我已经能看懂他们雄厚

实力背后所依托的软件、信息管理和技术

应用资源。国外企业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创新

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我相信国

内企业高效的现场管理模式、市场快速调整

应变机制，已经追上并有望在5年内超越大
多数北美企业。”

刘海峰先生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接

下来他将要为参加今年11月22—25日的印
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India 
2018）做充足准备。

此次北美之行让刘海峰先生更加坚定

了“追求有质量的增长，通过创新走差异

化道路”的决心。他表示：“中国人均标签

消费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整体又面临

着环保政策趋严、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竞争

日益激烈等现实难题。所以，在整体经济增

速放缓，增长模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

背景下，中国的标签印刷企业更需要抓住机

遇、深挖内部潜力、突破常规化思维，寻求

差异化发展，培育新产品、创造新供给，携

手乘风破浪组成舰队再下西洋！如此才能借

助这场大浪磨砺意志，茁壮成长起来！”

刘海峰先生与北美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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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公司进军
喷墨标签印刷市场正当时
佳能公司虽然不是最早一批进入数码标签印刷领域的企业，但凭借领先的喷墨印刷技术，必将在市场上施展一

番作为。请看David Pittman先生从德国波英首发式上发来的报道。

虽说是数码标签印刷领域内的新晋企

业，但早在十年前当数字印刷设备

供应商对喷墨印刷技术的可行性尚存质疑

的背景下，奥西（现为佳能奥西）就已在

喷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出色业绩。现在，

佳能奥西在全球约安装900台喷墨设备，
累计超过1500亿打印页，喷墨印刷技术已
成为佳能奥西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佳能奥西

丰富的产品线、全方位的市场营销、持续的

行业会议赞助，以及不间断地投资喷墨技术

研发，也使其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喷墨印刷解

决方案提供商之一。除喷墨印刷技术外，佳

能的其他产品线还包括：大幅面喷绘、宽幅

面打印机以及单张纸数码印刷机，印刷业务

占公司总业务量的一半。

近些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品牌

商对更高品质包装的不懈追求，全球包装印

刷市场迎来空前发展期。佳能公司正是瞅准

这一难得的市场“窗口期”，推出Océ La-
belStream 4000系列印刷机，积极挺进数
码包装印刷市场，先期在标签领域内试水。

对此，奥西印刷系统公司数码包装生

产印刷产品部（PPP）负责人兼副总裁Crit 
Driessen先生表示：“奥西非常看好并愿意
跻身具有发展前景的市场，工业包装印刷领

域正是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市场，它将为我

们创造新的收入源提供绝佳的机会。目前，

在全球范围内的包装印刷市场上数码印刷产

品仅占相当小的比例，但市场份额却增长非

常迅速。我们有信心让这个市场上的加工商

对Océ LabelStream的产量、定制化性能及
它所能创造的价值认同且满意。”

Driessen先生的同事——奥西印刷系统
公司数码包装生产印刷产品部（PPP）首席
市场营销官兼执行副总裁Christian Unter-
berger女士表示，优良的“喷墨DNA”是
佳能对在标签乃至整个数字包装印刷市场

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另一个原因，“我们

在喷墨印刷方面经验丰富，投入大量科研

资金，已自主研发出可满足特定市场需求

的墨水和喷墨头。”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投资已有市场，

但随着这些传统市场增长率的下降，我们会

开发一些新的市场，当然总的目标市场不会

离开印刷业。我们将凭借丰富的喷墨印刷技

术经验和专长进军包装印刷，在这一领域我

们可能是支‘生力军’，但希望能不断扩大

增长，最终跻身领导者行列。” Christian 
Unterberger女士继续道。

佳能奥西
2010年，佳能公司收购拥有百年历史

的奥西公司，奥西作为数码印刷产品的一

个品牌被保留下来。凭借一些加工包装产

品的平板类设备，佳能奥西在大包装印刷

领域内已有一番作为。之后，奥西公司一

直从事液体碳粉技术研发直至被叫停。在

该项目框架下，奥西InfiniStream作为首款
采用液体油墨技术的印刷机应运而生，主

攻折叠纸盒市场。

“奥西关注包装印刷市场已经多年。” 

佳能奥西LabelStream 4000系列印刷机既可作为一台独立的数码印刷机使用，
亦可通过配置印前、印后加工技术连线运营

“我们将凭借丰富的喷墨印

刷技术经验和专长进军包装

印刷，在这一领域我们可能是

支‘生力军’，但希望能不断

扩大增长，最终跻身领导者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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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berger女士诚恳地表示，“但我们认
为液体碳粉技术并不能很好地与包装印刷

市场需求相匹配。经过一系列认真严肃地讨

论，最终决定不再向市场推广InfiniStream
印刷机。这期间，我们推出一系列喷墨类

产品，它们的打印质量和印刷速度能更好

地满足市场对数码印刷的高期望值。正是

基于此，我们认为是时候该进入包装印刷

市场了！”

“佳能奥西属于较早一批进入商用印

刷领域的领先制造商，我们对市场发展起

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作为成熟的包装市场

上的‘新人’，尚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幸

好为时不晚。我们先期会在标签领域试水，

一旦时机成熟，再逐个攻破包装其他市场，

如软包装、折叠纸盒和瓦楞纸市场等。佳

能公司致力于更长期、更持久的发展。通

过一台标签印刷机进入包装印刷市场先期

试水，也表明我们拥有更大的雄心深入整

个包装市场。”

奥西LabelStream 4000系列
印刷机

佳能进军包装印刷领域带来的首款印刷

机是奥西LabelStream 4000系列数码印刷
机。这是一款5色UV喷墨印刷机，主要针对
不干胶标签印刷和特定的软包装印刷市场。

它搭建在FFEI喷墨平台，配置最新型
赛尔2001喷墨头。当该打印头在3个灰度级
时分辨率为720×600DPI，这样可以显示较
Gracol（G7）数据标准更大的色空间，而
且在许多部位也相比电子照相的色空间大。

其不同的墨滴大小可打印出最精细的

线条、柔和的色调、明亮而鲜艳的色彩和

饱满的实地。除了CMYK 4色UV墨水外，
该机还使用白色墨水，在标准印刷速度为

48米/分时，这种墨水在一道过程中不透明
度达80%以上。为了在应用成本与质量之
间谋求平衡，用户可以在两种模式之间选

择白色墨水：正白与阿尔卑斯雪山白，以

便获得“最好”和“最好”的不透明度。

这款新型 U V喷墨标签印刷机支

持最广泛的承印材料，既能加工涂料

纸，也能印刷非涂料纸、白色或透明薄

膜、PP、PE、PVC、POPP以及其他特种
材料；厚度从40微米到450微米，甚至是更
厚的纸盒。因此，它可以适用于不同市场的

各种不同用途，例如化妆品、饮料、酒类、

工业、医药或促销标签等。

奥西LabelStream 4000系列印刷机标
准打印幅宽为330mm，最高印刷速度为48
米/分钟；同时提供幅宽为410mm的版本
机型，最高印刷速度为68米/分钟，凭借更
高的生产力和更宽的印刷幅面以迎合软包

装市场需求。这两种机型的生产效率每小

时可达950平方米—1672平方米。
这款喷墨印刷机不仅可以作为一台独

立的五色（CMYK+W）卷到卷系统使用，
亦可作为包括连线印后加工在内（如带有

半旋转横切或分切）的印刷系统运行。它

还能通过扩展配置，如增加翻转单元、冷

烫箔工位、上光或复合单元等多种选配方

案加强印后连线处理能力，模块化、灵活

地适应企业不同需求。

奥西LabelStream 4000印刷机尽可能
多地采用自动化技术，因此模切滚筒可自

动更换。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在数码印刷

之前或之后增加柔印单元，组装成为一台

数字混合印刷平台。佳能公司认为传统与

数码印刷技术有机结合可明显提升速度，

加工出高质量的不干胶标签，且经济实惠。

合作伙伴
佳能奥西与富士胶片电子成像公司

（FFEI）联手搭建LabelStream 4000印刷
机的核心部件，随后英国制造商Edale作为
幅面控制及线路整合方面的专家参与研发，

确保印刷机端到端的高效运营。

Unterberger女士表示：“FFEI和
Edale均是标签领域内的专家。我们旨在
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市场，仅靠自身实力制

造一台高端印刷机不难，但需要像FFEI和
Edale这样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加速进入
市场的步伐。”

“以FFEI技术为基础，搭载我们的

技术，让我们获得巨大优势，使我们能够

与FFEI的工程师们一起合作，创造出一

台完全与众不同的

最终产品。我们与

FFEI共享印刷质量
与速度方面的知识

产权，而且只有我

们唯一一家企业可

以使用这些专利技

术。”

“LabelStream 
4000印刷机的研发
耗时18个月，这里
要特别感谢我们的

商业化进程

佳能奥西LabelStream 4000系列数码印

刷机将于年底前陆续上市，目前已开始商业销

售。首台奥西LabelStream 4000印刷机将落户
欧洲企业。

2018年下半年，佳能公司已开始重点在美
国搭建团队，为2019年设备正式上市做好充分
准备。“欧洲和美国是奥西LabelStream 4000印
刷机先期主攻的两大市场，随后我们将在全球范

围内推广。”奥西印刷系统公司数码包装生产印

刷产品部（PPP）首席市场营销官兼执行副总裁
Christian Unterberger女士表示。

合作伙伴—FFEI和Edale公司，正是在他
们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以如此之快的速度

向市场推出一款全新产品。”

市场机遇
奥西LabelStream 4000印刷机将由佳

能公司独家销售，预计首个订单将在今年

年底前完成。

“就数码印刷在包装印刷领域内的未

来走势，我们认为需求会继续被拉高。” 
Unterberger女士表示，“整个包装市场规
模大于我们现在主营的文本印刷市场，从

这个逻辑出发，未来佳能公司还有更大的

拓展空间。”

就产品质量与生产速度，佳能公司当之

无愧地处于喷墨印刷领域内的最顶端位置。

就其设备采用的喷墨头、印刷的精度范围以

及白色不透明印刷能力都可以佐证其质量性

能。灵活的印后配置，集成方式，以及模块

化工具箱的自动化性能均是高效与生产力

的代表。奥西LabelStream 4000印刷机，
无疑，可以满足数字标签印刷市场上的绝

大部分需求。

佳能公司特别指出其在产业转型和商业

印刷领域内的领袖地位将为现有的包装印刷

市场上的众多供应商提供更好的服务构架，

比如在某些情况下，对客户反应的问题在两

小时内快速回应，以确保客户设备尽快恢复

正常，重新投入生产。

Unterberger女士表示：“我们向全世
界客户承诺，提供全方位的售后支持和高

质量的服务。我们将继续沿用原有渠道和

机构以服务包装领域内的消费者，根据客

户所需的服务级别，提供等同的响应时间。

这是我们向客户提供的另一项有实际价值的

增值服务。”

最后，Driessen先生总结道：“凭借
向市场输送的所有技术和组织架构优势，

我们认为佳能公司进入包装市场正当时！”佳能奥西LabelStream 4000印刷机在德国波英首发式上
展出混合配置，具备冷烫箔单元和半旋转模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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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拉斯推出入门级数码印刷机
为了进一步强化技术领先和数字化转型两大焦点战略，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捷拉斯推出一款基于Memjet喷

头技术的入门级单通道数码印刷机。请看Andy Thomas-Emans先生在捷拉斯开放日活动现场发回的报道。

捷拉斯推出一款由Memjet提供动力的
入门级喷墨印刷机，主要针对以下

三类客户群：渴望能以更灵活的方式进入

标签领域的商业印刷企业；期待能在企业

内部实现按需印刷标签的品牌商；以及希望

加速进入数码印刷市场，或希望通过增加数

字印刷功能来完善产品线的标签加工商。

“通过提供Gallus Smartfire数码印刷
机，我们现在可以覆盖到更多的新客户群

体，帮助他们以更加灵活和聪明的方法进入

数码标签印刷领域。”捷拉斯数码印刷解决

方案负责人Michael Ring先生解释道，“搭
建于Memjet技术之上的Gallus Smartfire数
码印刷机可以1600×1600DPI的分辨率完
成高质量的标签打印，同时又能确保用户

极低的投入成本。”

作为一款水基印刷机，Gallus Smart-
fire数码印刷机的目标是致力于更好地适应
非工业环境。它不含VOC、无需通风，普
通标准电源即可为其提供动力支持。Ring
先生明确表示，由于采用水基墨水，该印

刷机可以加工食品兼容标签，且无需对材

料表面进行特殊处理。

Gallus Smartfire数码印刷机采用4色
（CMYK）Memjet喷墨头，标准成像分

辨率为1600×1600DPI，若材料幅宽为

249毫米，其最高线性打印速度为9米/分
钟。Gallus Smartfire数码印刷机的数字前
端（DFE）由一款Caldera Grand RIP驱
动，运输前，印刷机已经预装一整套硬件及

软件。其中，软件工具包提供色彩管理、材

料校准、预飞、可变数据印刷以及成本计算

等，可以帮助印刷机操作新手在很短的时间

内尽快掌握操作技巧。

Gallus Smartfire数码印刷机内置连线
印后装置，包括自卷覆膜和模切功能，可

以选择数字方式集成的洗刀，或者半旋转切

刀。作为一套完整的生产线，该机还配备有

边框收集器、分切及复卷系统。

捷拉斯在设计Smartfire数码印刷机时
针对的用户目标十分明确，因此总的设计

原则是操作简便，旨在将活件转换期间的

浪费控制在最低水平。其油墨盒替换简单

快捷，喷墨头也能实现快速更换。

据悉，Gallus Smartfire数码印刷机的
售价将低于15万欧元。其油墨成本每升将
低于207欧元。

捷拉斯针对Smartfire数码印刷机的发
布，采取阶段性的策略。它首先于今年7月
在欧洲的2—3家印刷企业进行实地测试，
然后是美国；9月，首批Smartfire数码印刷
机用户会陆续收到订货。

开放日当天，捷拉斯还就其基于

ECS340柔印平台的Labelfire混合印刷机
在数字方面已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发布。

捷拉斯表示，Labelfire混合印刷机的
上游端已集成一个丝网印刷单元，特别针

对在透明薄膜或金属材料上高质量印刷不

透明白墨；在其印刷终端，全新数字装

饰单元（Digital Embellishment Unit，简
称：DEU）已实现商业化，且测试机型已
于去年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
expo Europe 2017）期间初次亮相。

捷拉斯全新数字装饰单元（DEU）可

加工出哑光、局部涂布、金属浮雕以及纹

理等效果，尤其是配合金属箔使用能够呈

现出立体3D效果和触感。

与海德堡的合作
作为海德堡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捷拉

斯在其创新日活动上积极展现出作为一家

窄幅轮转印刷设备制造商是如何与海德堡

宽幅产品及战略实现完美对接的。

海德堡数字技术部门负责人彭帝峰

（Stephan Plenz）先生表示，Smartfire
数字印刷机是海德堡贯彻数字化转型战略

的一项重要内容。

他具体道，数字化转型战略正在海德

堡公司内部如火如荼地全面推行，无论是技

术创新、组织架构还是企业文化都围绕着数

字化转型战略展开，并将坚持到底，它已彻

底扭转海德堡的企业命运。2017—2018财
年，海德堡集团净销售额实现24亿欧元，
净利润达到1.4千万欧元。海德堡的中期目
标是实现产量与利润双增长，至2022年销
售额超过30亿欧元，毛利润达到1亿欧元。

彭帝峰先生认为印刷设备市场变化过

快，就目前的设备安装量分析，胶印机数

量正逐步下降，而数码印刷机和柔印机的

市场份额正全面增加。

他指出，2016年—2019年期间，全球
标签印刷机的印刷总量增长3.4%，2019
年—2022年将继续增长3.4%，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所有印刷市场的增长率，分

别为0.6%和0.8%。在这两个时期内，包装
印刷机的印刷量将分别增加2.7%和2.6%，

Gallus Smartfire数码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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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商业印刷部门的印刷量将分别下降0.1%
和0.2%。

海德堡坦然面对单张纸胶印市场的停

滞性增长，其中包括湿胶标签市场，继续

推广“智能印刷工厂”概念。海德堡“智

能印刷工厂”围绕Prinect印通商业及生产
模式展开，涵盖印刷设备、耗材、服务及

终端用户。

就数码印刷而言，海德堡更看好包

装印刷市场的巨大增长潜力，因此给予

捷拉斯Labelfire数码印刷机最大的支持。
捷拉斯Labelfire数码印刷机新晋加入海德
堡“Fire”系列，该系列还包括针对商业印
刷的Primefire单张纸数码印刷机、针对文本
印刷的Versafire数码印刷机以及可以在各种
承印体上轻松完成直接印刷成形的Omnifire
数码印刷机。

彭帝峰先生表示，海德堡现在非常重视

基于云的“智能服务”业务。目前全球已有

1.1万台印刷机与2.5万个Prinect印通模块实
现链接。同时，海德堡使用大数据流程为其

预测性实时监测（Predictive Monitoring）
和绩效服务增强版（Performance Plus）
提供基础服务。

“海德堡助手”（Heidelberg Assis-
tant）是海德堡为客户提供的一个具有个
性化的互联网平台。海德堡客户可以在任何

联网的平台上（包括iPad、智能手机等移动
设备），通过“海德堡助手”了解到各类海

德堡产品信息和服务内容，客户还可查询自

家海德堡设备的使用情况、维修保养记录、

故障信息等，并能够通过“海德堡助手”直

接联系海德堡服务团队，进行故障报修。

现在，捷拉斯印刷机的客户也可以直接

使用“海德堡助手”提供的服务。

“海德堡助手”还可以根据加工商印刷

机的使用情况提供匹配的耗材及零部件。针

对捷拉斯印刷机用户的一项服务是mCall，
它能自动生成“服务票据”，通过这个票据

就可以将与印刷机相关的所有数据单独发送

至捷拉斯的技术支持，从而大大缩短响应时

间，加快故障排除流程，避免传统电话、电

邮沟通及备案的低效率。

展望标签市场
开放日期间，捷拉斯标签商业部门负

责人Christof Naier先生特别强调了与海德
堡携手的重要性。他表示，捷拉斯的销售

与服务部门已经全部整合并纳入海德堡全

球服务框架中，捷拉斯亦已进入海德堡的

研发和创新网络。

Christof Naier先生在展望全球标签印
刷发展趋势的同时解释了为何海德堡视捷

拉斯为其重要资产的原因—它可以帮助海

德堡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印刷行业内仅有的

几个持续增长的部门。

引用AWA咨询公司提供的调研数

据，Naier先生表示，据预测全球标签需求
量约为593.31亿平方米，欧洲市场需求占
25%，预计年增长率约为4.5%—5%。

捷拉斯公司的核心业务是不干胶标签

印制，而不干胶标签约占全球标签需求量

的40%，且每年以4%的速度增长。在标签
及窄幅轮转印刷部门，模内标签的增速为

6%，软管膜印增速约为7%，尽管它们的
基础相对较薄弱。

海德堡窄幅轮转印刷与单张纸胶印的

交叉点十分有趣，因为海德堡单张纸胶印

机在模内市场已拥有极大的占有率。在湿胶

市场，海德堡单张纸胶印部门依然是最主要

的供应商。尽管受到不干胶标签和收缩套标

的不断蚕食，湿胶标签市场份额快速下降，

但是湿胶标签仍以年均2%的增速在发展。
缠绕膜标签以及套筒标签每年以平均

4%的速度增长，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8%
（这一数字引用须谨慎，总的来说，单独

的套筒标签所使用的规格和尺寸面积要大

于不干胶标签）。

Naier先生又分别引用欧洲不干胶标

传统印刷机发展

尽管此次开放日活动捷拉斯重点展示的是数字

技术，但同时也宣布了几项在传统印刷机方面取得的

重大技术进步。

Screeny
通过全新制版工艺流程，在捷拉斯Labelmaster

印刷机上演示了如何将Screeny A-Line丝网版数据集
成至印刷机管理系统中。由Screeny提供的数据将会
被扫描器读写，然后再结合印刷机的实时数据，可

以帮助操作人员更好地在线监控丝印单元的操作。

除此之外，现场还展示了采用全新制造工艺的

Screeny A-Line丝网版，它采用捷拉斯全自动冲洗系统
和海德堡Phoenix LED UV直接制版机。由于Phoenix
制版机采用双影像系统，利用光谱波长的可变组合能

确保全丝网印版的全表面、彻底固化。

捷拉斯Labelmaster Advanced印刷机
捷拉斯Labelmaster Advanced印刷机新增自动纵

横校准控制和一个快速流程更换系统。现场，捷拉斯

演示了从柔性版印刷单元到丝网印刷单元是如何改变

流程的：只需使用一个滑动输送装置去掉一个印刷模

块，并用新的印刷模块重新与设备基座连接。据称，

捷拉斯正在进行全新模切模块的概念研究。

捷拉斯ECS340印刷机
捷拉斯最知名的ECS 340花岗岩印刷机现在可

通过配置一个幅面转向单元，实现多层标签印刷。

捷拉斯RCS430印刷机
全新旗舰版捷拉斯RCS430印刷机采用飞行压

印工艺，可确保在高速印刷时柔印单元活件能快速完

成更换。捷拉斯现场演示了三种不同活件的印刷，而

印刷机在更换两次柔印单元后依然可以持续印刷。

签协会（FINAT）和Smithers Pira数据，
并表示数码印刷标签约占标签业务总额的

10%。“喷墨印刷的发展潜力无限，其增
速有望超过静电复印技术！”他总结道。

最后，海德堡公司表示：Memjet的高
品质与捷拉斯资深的标签印刷技术相结合

将使得Smartfire数码印刷机成为任何希望
进入数码标签印刷领域的加工商最理想的

入门级设备。

捷拉斯Labelfire混合印刷机现内置一个丝网印刷单元及
已经实现商业化的数字装饰单元

Gallus Smartfire数码印刷机演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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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汀自动科技庆祝成立50周年
2018年，马汀自动科技有限公司迎来创建50周年庆典。

50年前，约翰·马汀先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创建马汀自
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发展，马汀自动化科

技已成为全球领先的不停机收/放卷与张力控制设备制造商，其产
品被广泛应用于不干胶、包装印刷和无纺布等加工领域。目前，窄

幅轮转、无纺布、宽幅及其他特殊业务各占马汀总业务量的25%。
现如今，马汀自动化科技由乔丹·马汀先生执掌，采取“垂直

一体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全部的设计、生产与制造均在位于罗克

福德近1.8万平方米的总部内完成。马汀在全球范围包括销售及服
务支持在内的员工共计165人。过去半个世纪，马汀在全球56个国
家和地区已成功安装7500套高性能放卷/收卷机和张力控制系统。
目前，马汀销售出的一半设备为标准模块，其余一半则根据设计需

求或订单要求进行生产、制作。

专注技术
作为一家技术密集型企业，马汀自动化以其原创产品的简易

操作方式和可靠性能在各行各业享有盛誉。马汀拥有多个创新技

术专利。成立公司不久，其创始人约翰·马汀先生便获得“惯性张
力补偿”专利，在此专利技术基础上马汀成功推出第一款商业化

产品——胶印轮转机专用纠偏装置。约翰·马汀先生曾这样描述过
该专利：“在涂布、印刷等相关产业加装惯性补偿恒定张力装置

是一项重要的技术突破。惯性张力补偿系统吸收张力波动，以极

简、精准的设计为印刷系统运作提供恒定的张力。”

马汀的其他技术专利还包括广泛应用于对接及幅面处理设备

上的张力控制技术等。马汀最新发明的AirnertiaTM惰性辊已得到全

球认可。它使用近乎无摩擦的空气轴承系统来尽量减少辊轴惯性，

从而实现更高的运转速度，降低放卷张力，进一步扩大马汀在卷

料自动化扩展方面的专长。“我们的技术可以自动化处理，速度

从10到900米/分钟、幅宽从25到4000mm，相当于直径2400mm
重达8千公斤的卷料。这表示在同一台设备上，我们既能加工薄
至30微米的低密度聚乙烯（LDPE），也可加工厚达600微米的
纸板。在同类设备中更是无出其右。”马汀市场营销副总裁Gavin 
Rittmeyer先生表示。

产品创新
马汀专业设计、制造高性能不停机对接式自动放卷机、自动

收卷机和张力控制设备。

针对窄幅标签印刷市场，马汀MBS对接式不停机自动放卷机
和LRD不停机自动收卷机是业界最佳的不停机组合，也是马汀公
司最受客户信赖的机种之一。

马汀MBS对接式不停机自动放卷机具备极佳的稳定性，适
合高档标签、收缩膜材料、环绕标签、制管加工，直立式包装袋

和药品包装等领域的加工，可确保加工商持续保持最高的投资报

酬率。MBS同时也可充分满足现今多样化、复杂化新型材料的
加工需求。

马汀LRD不停机自动收卷机具有两支收卷轴可相互交替自动收
卷，已收卷材会自动卸载，无需使用台车或额外的纸卷搬运设备。

今年9月在2018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meri-
cas 2018）上，马汀展出一台可节省占地空间的不停机放卷装
置。它采用流线型设计，一体化90度转向杆使得这款对接设备非
常适合缺少操作空间，但又希望通过一台MBS对接式不停机自动
放卷机获得可靠性能、扩大产量的标签加工商。展会现场，一台

马汀LRD自动收卷机连线这台MBS对接不停机自动放卷设备以演
示不停机操作。

大道至简
为了满足市场对大型设备日益增长的需求，年初，马汀自动

化通过一体化改造后，产能提升20%之多。它代表着马汀对资源
的精耕细作，不仅有效提高现有设施的使用效率，还可避免企业

盲目扩张。同样，马汀对客户的资源也珍而重之。

这种“节俭”观念始终贯穿于马汀的产品制造过程中，也促使

马汀这类以创新为主导的制造商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Gavin 
Rittmeyer先生表示：“自新设备研发初期，我们便从囊括所有技
术优势的角度进行设计。在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的情况下，

秉持‘极简’原则，使用最少的零件、最简易的操作方式和最适

合的控制系统，将方案架设在‘坚固’的平台之上，方能为用户

带来更长远、更可靠且领先市场优势的设备。”

“大道至简，臻于细节”是马汀秉承的制造理念，它相信最

简单的设计往往是最实用、最可靠的。“我们认

为真正成熟的技术只使用极少的零件，却能完成

必要的任务。所以，在所有产品设计中，无论是

价值1亿美元的生产线，亦或是价值百万美元的
标签印刷机，我们都谨记‘极简主义’的设计理

念。”Gavin Rittmeyer先生表示道。
最后，马汀自动科技有限公司庆祝成立50周年

活动在参观总部的环节中圆满结束。

约翰·马汀先生的房
屋曾在一次大火中尽

毁，随后他一手建造起

这座采用大型钢架结构

的新总部，标志着马汀

最杰出的工程技术。这

座总部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也正是马汀自动化创

始人约翰·马汀先生传奇
一生的写照。

马汀自动化集团总部

马汀MBS对接式全自动不停机放卷设备加装90度转向

杆，与印刷机连线时仅需65英寸的空间（幅宽17英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