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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始终如一
助您 胜人一筹
我们始终以帮助客户开发
产品为己任，对我们来说，
这也是充满魅力的事情。
从标签测试、设备测试到
提供市场洞察，我们不遗
余力。我们每天平均会开
发一款全新的产品解决方
案，惠及标签加工商和终
端品牌商。

Adrian, Sue, David, Min, Andre
艾利丹尼森技术专家团队

我们的技术专家团队勇于接受全新挑战，为您和您的客户开发符合
需求的解决方案。无论您的要求如何，无论您需要何种帮助，您可
以完全信赖我们达成使命。
更多信息请点击 label.averydennison.cn/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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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Mike Fairley先生和Andy Thomas
先生先后39年的耕耘，承蒙提拔为全球标
签/包装印刷行业内最有影响力的传媒集团
执行总编，我感到荣幸之至。
同样，我也为Mike Fairley先生提升
为战略顾问、Andy Thomas先生提升为
战略总监感到骄傲。未来，他们仍将对本
刊注入部分精力，像往常一样继续撰写文
章。Mike Fairley先生将开辟专栏，畅谈企
业重组的二三事。
同时，我想介绍本刊新增的3位特邀
通信员，他们分别是Danielle Jerschefske、Keren Becerra和Gill Loubser女士。
Danielle Jerschefske女士曾是本刊记
者，现效力于北美展望集团，担任商业开
发经理一职。凭借对环保市场深刻的认识
和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她将打造全新的
可持续发展专栏，其观点具有极强的敏感
性与前瞻性。
Keren Becerra女士是一本拉丁美洲
标签/包装杂志的负责人，Gill Loubser女
士则是南非《包装与印刷》的记者。未来
两人将负责上述两个重要区域市场的内容
报道。
在此，我还要特别隆重地介绍本刊中
文版杂志的人员调整。刘涛先生凭借对行
业未来发展的掌控和业界声望，被提升为
中国区项目总监。接下来，王莎莎女士将
接任刘涛先生职务，任中国区记者。
今年12月5—8日，第8届亚洲国际标签
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将在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办。作为展会
的承办单位，也是展会的唯一官方媒体，
我们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宣传报道，深
度解读标签/包装产业发展趋势，最大化提
高参展企业在业界的影响力。
最后，再次感谢Andy Thomas先生
对我本人的栽培之恩和他对本刊的全部
贡献。

REVO合作伙伴推动
柔性版印刷技术进步

Jam es Q uirk
集团执行总编

jquirk@tarsu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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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与贴标》杂志全球人员调整
James Quirk先生接替Andy Thomas先生升任《标签与贴标》杂志集团执行主编，Andy Thomas先生升任塔苏斯标签与包装集团战略总监，中国区编辑刘
涛先生升任塔苏斯旗下标签与包装集团（中国区）项目总监。

团队。James Quirk
先生的提升实至名
归，未来他会将全
新的视野和能量注
入杂志及在线内容
中。而本人也期待
在全新的岗位上，
与我的同事、我的
老‘战友’Mike
Fairley先生合作助
James Quirk先生升任《标签与贴
Andy Thomas先生升任塔苏斯标签
Mike Fairley将作为战略顾问及标签
塔苏斯旗下标签与包装集团（中国）
标》杂志集团执行主编
与包装集团战略总监
学院创始人，重心转移至全行业培训
项目总监刘涛先生
力塔苏斯集团开发
出更多与标签、包
作为全球领先的标签与包装印刷行业
《标签与贴标》杂志集团原执行主编 装印刷相关的业务。Fairley先生是第一个启
出版物，《标签与贴标》杂志内部近日进
Andy Thomas先生升任塔苏斯标签与包装 用我为杂志撰写文章的人，他是我人生的无
行人员大调整：James Quirk先生接替Andy
集团战略总监。行业翘楚、《标签与贴标》 价导师。”
Thomas先生升任《标签与贴标》杂志集团
杂志创刊人Mike Fairley先生将作为战略顾问
塔苏斯旗下标签与包装集团执行董事
执行主编，Andy Thomas先生则升任塔苏斯 及标签学院创始人，重心转移至全行业培训 Lisa Milburn女士表示道：“我很高兴James
标签与包装集团战略总监；中国区编辑刘涛
和认证业务。
Quirk先生接受新的任命。他在杂志社工作12
先生升任塔苏斯旗下标签与包装集团（中国
Andy Thomas先生与Mike Fairley先生 年，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宽广的人脉关
区）项目总监。此任命自3月1日起生效。
将继续为《标签与贴标》杂志撰稿，同时 系，在行业与公司内部均享有盛誉。James
Quirk先生于2005年作为编辑加入《标
会开发一些新项目，譬如在全球范围内开 Quirk先生到岗后将使Andy Thomas先生从
签与贴标》杂志团队，负责拉丁美洲市场信
展市场调研。
执行主编的具体工作中脱离出来，以便他
息的整理与报道，常驻阿根廷；2013年升任
中国区编辑刘涛先生升任塔苏斯旗下标 能有更大的精力与活力投入到集团的战略发
杂志副主编。Quirk先生现已移居伦敦，今 签与包装集团（中国区）项目总监，王莎莎 展中。我本人非常期待与Andy先生就Label后，他将在负责《标签与贴标》杂志全球
女士接任刘涛先生职务，任中国区记者。 expo全球系列展览会及《标签与贴标》杂
事务的同时继续兼顾拉丁美洲市场。Keren 与此同时，Randy Kessler先生升任杂志广 志的未来并肩奋战。Andy先生丰富的人生
Becerra女士是《标签包装》杂志主编及
告销售副总裁，Richard Quirk先生将负责 经验、对技术的深刻了解和他对全球市场的
墨西哥标签企业协会（AMETIQ）主席， EMEA和线上广告业务。
掌控将会推动整个集团更好地向前发展。接
她将作为通讯员对Quirk先生的工作给予支
对于此次内部人员调整，Andy Thomas 下来，Andy先生将更多地分担Mike Fairley先
持。杂志新的专栏作家及各区域的特邀撰
先生评价道：“我很欣慰过去19年能与杂志 生的职责，如此一来，Mike Fairley先生可以
稿人也已公布。
共同成长，并且组建起一支强大的全球编辑 全身心投入到标签学院的建设中。”

西北标签印刷协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暨正式成立仪式
2016年12月6日，西北标签印刷协会经过第一次发起会议后，在西安约客酒店召开第一次正式筹备会议，西安大洋标签、西安西正、陕西明颜工贸、
西安吉丰、西安晋阳印务、西安长世源、西安标源、西安艾德、西安美标、西安金印达、西安瑞博、西安昱阳、西安九源、西安铭宇、西安永嘉、
陕西怡诚共16家发起单位参加本次会议，红动传媒、西安海焱机械、西安辉奥受邀参加，另有3家供应商代表也参与了本次筹备会。

西安大洋标签的姜雷波总经理宣读协
会章程，与会发起单位代表就协会章程进
行讨论和表决。会议通过协会章程、协会
会员及副会长单位、秘书长单位、会长单
位收费标准以及协会组织架构、协会的作
用和目的等事项。
Labels & labeling.com.cn

经过公正、公平、公开选举，西安大洋
标签总经理姜雷波当选会长，陕西明颜工贸
总经理邱长江、西安标源印务总经理武攀峰
当选常务副会长，西安艾德印务总经理韦伟
当选秘书长。自此，西北标签印刷协会组织
机构正式成立。

2016年12月10日，西北标签印刷协会
在西安大洋标签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华北
标签协会、河南标签协会作为兄弟协会到
场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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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拉丁美洲标签印刷峰会将在智利举办
2017拉丁美洲标签印刷峰会（英文：Label Summit Latin America 2017）将于今年5月16—17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届时，智利的印刷从业者将有
幸参加并聆听到由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主办方带来的关于标签与包装印刷发展趋势的饕餮盛宴。

曾成功举办过13届的拉丁美洲国际标
签印刷峰会今年首次在智利举办。本次峰
会由论坛和桌面展示会组成，期间会穿插
问答、案例分析和专家小组座谈等活动。
峰会的各讨论章节将触及新技术、市场发
展趋势以及行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带
来深入浅出的分析。峰会最后将在联谊酒
会的友好互动气氛下结束。
本次峰会由艾利丹尼森金牌赞助，目
前确定参加同期桌面展示会的参展商有70
多家国际领先的工业制造商和供应商，其
中包括：Antalis、阿尔莫、博斯特、爱普
生、Etirama、富林特、富士胶片、惠普、
麦安迪、MPS、纽博泰、Oji Papeis、雷特
玛、芬欧蓝泰标签和赛康等。

艾利丹尼森拉丁美洲材料集团副总裁
兼总经理Ronaldo Mello先生表示：“参
加拉丁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峰会是我们在最
重要的区域市场内拓展业务、接触大规模
业内人士的最佳机会，智利的葡萄酒和烈
酒市场对艾利丹尼森尤为重要。我们期待
在此与听众分享我们的见解，介绍创新材
料，会晤新老朋友并与他们不断交换意见
和建议。”
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美洲地区展
会总监Tasha Ventimiglia女士表示：“全
球领先的品牌商和主要的零售商持续投资
拉丁美洲市场，使得该地区标签需求量不
断增长。拉丁美洲标签加工商在全球市场
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的眼界也越来

越开阔，而智利正是拉丁美洲经济和商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代表国之一。我们的行
业不断面临运营与技术的挑战，拉丁美洲
标签印刷峰会的举办目的就是强调并清晰
地梳理出加工商在市场竞争中所需的技能
和应加强的竞争力。我们将邀请一系列专
家进行精彩的内容分享，为听众带来无与
伦比的学习机会和互动商机。”
了解本次峰会，请访问：www.labelsummit.com/chile。

Labelexpo扩大东南亚足迹
—2018东南亚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将在曼谷举办
近日，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Labelexpo Global Series）主办方宣布继欧
洲、美洲、亚洲和印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后，正式推出东南亚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英文：Labelexpo Southeast Asia）。
聚焦于快速发展的东南亚标签与包装
印刷市场，首届东南亚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将于2018年5月10—12日在泰国曼谷国
际贸易展览中心（BITEC）举办。
与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出品的其
他展会相同，为期三天的东南亚展会将面
向标签、包装印刷加工商、品牌所有人、
设计师和行业供应商举办，预计观众主要
来源国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
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乃至整个
亚太区，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中国
台湾。
以展示标签与包装印刷新技术、新解
决方案为目的的展会，预计将有200多家
专业供应商参展。目前，该展会已经得到

印度尼西亚包装联合会的鼎力支持，其主
要会员和行业重点企业将悉数参加。展会
期间，以培训、教育为目的的专题论坛将
就行业内的热点话题、创新印刷技术与科
技进行重点讨论。
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执行董事
Lisa Milburn女士表示：“对于在哪个国
家和地区举办展览会，我们精挑细选、审
慎决定。经过在行业内长时间的专项调研
后，我们很高兴地宣布在Labelexpo旗帜下
增加新的成员。东南亚标签消费量以年均
6—7%的速度增长，该地区市场具有持续
的商业增长良机。据统计，东南亚地区拥
有约6.4亿人口，10个多样化的经济体，而
每个经济体均处于不同的经济转型阶段。
推动该地区快速增长的重要引擎包括：高
内部投资、年轻的消费群体以及不断壮大
的中产阶级，后者是驱动消费的中坚力
量。过去这些年，我们推出的展会不仅取
得了成功，更赢得业界赞誉，为参展商和

观众双方带来满意的投资回报。东南亚国际
标签印刷展览会正是根据市场需求而为该地
区推出的量身定制的专业标签展览会。”
今年，作为Labelexpo的重要年份，欧
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
2017）和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将分别于9月和12月在比
利时布鲁塞尔展览中心及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举办。目前，上述所有展览会的各项工
作正在筹备中，预订展位，请联系：02164393591、64396269，或请访问：
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官网：www.
labelexpo-europe.com
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官网：www.
labelexpo-asia.com.cn
东南亚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官网：www.
labelexpo-se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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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康国内首台Xeikon 3020 10英寸数码印刷机落
户厦门昱龙
厦门昱龙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昱龙）成功安装赛康在国内的首台Xeikon 3020 10英寸幅宽
5色彩色标签数码印刷机。这台设备将与厦门昱龙的日本利优比六开四色、海德堡CD74四开五色、
对开印刷机、PS版六色轮转胶印标签印刷机等印刷设备及多台印后设备配合工作。

据该公司负责人李先生介绍：“我们
的涂布、烫金和模切生产线的最大幅宽为
10英寸，而赛康3020数码印刷机的幅宽也
是10英寸，这是确定选择这台设备的最主
要原因之一，它与我们现有的业务完美契
合。该设备承印范围广泛，可加工各种材
料，包括PP、PET、PE、纸张和金属化的
纸，这也是我们心仪它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此外，该设备无论是印刷幅宽还是速度都能
与现有印后设备相匹配。赛康ICE碳粉也可
以让我们放心地使用热敏材料。”
赛康3020是一款专门为中国不干胶标
签市场量身定制的10英寸宽幅的数码印刷
机，首次亮相于2015年底在上海举办的亚
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5）上。它是赛康最知名的3000系列

数码印刷机的延伸，具有杰出的印刷质量
和生产力。未来，用户可以根据业务的发
展情况和需求对其进行速度和印刷幅面的
升级。
对此，李先生表示：“我们很高兴这
台设备所具备的升级灵活性，未来可以就
印刷速度和印刷幅宽进行升级，且无需过
多的资金投入。我们对这台设备的输出和
质量十分满意。仅在第一个月，单班，其
累计印刷已超过5万米，我们计划尽快开
第二班。设备的安装与培训过程进展均非
常顺利，相信在厦门会陆陆续续有更多的
企业安装赛康数码印刷机！”
“赛康在大中华区的业绩增长明显，
我们认为中国标签市场还有很多商机有待
挖掘。”赛康大中华区销售总经理陈国勋
先生介绍道，“随着客户数量的不断增
加，赛康将在国内建立服务机构，为客户
提供一流的服务。”
陈国勋先生还特别补充道：“作为
富林特集团的一部分，我们在窄幅轮转标
签市场上已经有很强地渗透力，客户正不
断将数码印刷注入其业务生产中，我们已
做好全面准备为客户提供支持与服务。”

纽博泰技术工程师Ivan Klausen先生和Jens Villumsen先
生完成第100条FP-4印刷单元的安装，现在正准备安装
Panorama数码印刷机。

纽博泰里程碑式的第
100条FP-4平板印刷单
元安装
作 为 纽 博 泰 公 司 的 又 一 里 程 碑 ， 全 球 第 100台
FP-4平板热烫金、压凸单元将与一条Panorama数
码印刷生产线共同安装。纽博泰FP-4平板热烫金
和压凸单元于2012年1月上市。

纽博泰FP-4平板热烫金和压凸单元的
成功在于其自由设计理念，通过使用2个或
多个单元就可以使得压凸和热烫金分别操
作，同时减少工具成本，而且箔纸的使用
具有可持续性和经济性。
未来，纽博泰将延续FP-4平板热烫金
和压凸单元的成功。该公司预见在一些成
熟领域，特别是白酒和烈酒领域内，市场
对标签和软包装印刷的需求将稳中有升。

Altana收购兰达金属图
像技术
Altana日前收购了兰达（Landa）的金属图像技术
（Metallography），这是一种生成金属化图像的

赛康加强在各区域市场的渗透力
为更好实施本土化服务的原则，赛康公司相继在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直营机构。

自今年年初，赛康公司在其母公司富
林特集团的支持下，开始加强全球区域市
Labels & labeling.com.cn

场的参与力度，以便更好地为当地标签、
折叠纸盒和商业印刷部门提供技术支持与
服务。赛康先后在印度、澳大利亚、新西
兰建立直营机构。
与此同时，据赛康公司介绍，其在北
美地区的销售创新记录，而其在热转印、
模内标签及折叠纸盒市场的增长率超过
70%。

薄膜转移工艺。

兰达将逐步把现有的研发和产业化工
作转移给Altana的Actega涂料和密封剂事业
部，后者会在未来将该技术实现产业化。以
后的开发工作，以及相应的销售和配送，均
将由Actega金属印刷品公司（Actega Metal
Print）负责。该公司位于德国汉诺威附近
的雷哈特（Lehrte）。自2010年起就加入
Altana公司的Jan Franz Allerkamp，被任
命为Altana新成立的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金属图像技术在成本方面和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吸引力巨大，相比于传统的冷烫金
和热烫金技术，这种技术可以节省大量的材
料、降低成本、减少加工时间。

新闻

捷拉斯Labelﬁre 340数码标签印刷机生产现场

捷拉斯Labelﬁre 340数码标签印刷机系列由海德堡印刷机械股份
公司与捷拉斯联合开发，在海德堡Wiesloch-Walldorf工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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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堡落实系列数码标签印刷机的生产
—针对快速增长的标签印刷市场，落实捷拉斯Labelﬁre系列数码印刷机的
生产意味着成功的开始
大多数客户对海德堡印刷机械股份公司与捷拉斯的合作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美国多家知名标签印刷企业相继订购Labelﬁre 340数码标签印刷机
海德堡Wiesloch-Walldorf工厂将成为海德堡全线数码印刷机的制造中心

标签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已
成为业内共识，在数字印刷新技术、绿色
环保新观念的引领下，标签印刷市场迎来
更多的发展机会。为顺应市场潮流，海德
堡印刷机械股份公司与捷拉斯在富士胶片
公司领先的喷墨技术基础上，联合开发出
捷拉斯Labelﬁre 340数码标签印刷机系列，
并已在全球范围内正式发售。目前该系列设
备的生产已落户海德堡Wiesloch-Walldorf
工厂，美国多家知名标签印刷企业将成为
其第一批用户。
据悉，今后海德堡所有的数码印刷设
备都将在该工厂加工。Labelfire 340数码
标签印刷机系列的数字喷墨引擎由该工厂
加工，而其基础单元则会在捷拉斯位于德
国Langgöns的工厂内生产。Labelﬁre 340
数码标签印刷机系列可满足市场对于中、
短单和可变版本标签更经济型生产的不断
增长的需求。
“对质量、灵活性和速度的要求是标
签生产过程中企业主最主要的诉求。”海
德堡管理董事会成员Stephan Plenz先生表
示道，“通过捷拉斯Labelﬁre 340数码标签
印刷机系列，我们可以引领客户进入快速增

长的数字标签印刷部门。市场对它的热情
让我们更坚信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
多家美国知名印刷企业积极订购
继接到来自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多个订
单后，海德堡与捷拉斯在其关键的北美市
场上同样大获成功。纽约Clifton Park的Info
Label将成为捷拉斯Labelﬁre 340数码标签
印刷机在美国的首家用户，该公司董事长
Mark Dufort先生曾参加海德堡数码标签论
坛，并在现场观看过Labelﬁre 340数码标签
印刷机的演示，他表示：“通过投资捷拉斯
Labelﬁre 340数码标签印刷机，我们能够以
最低的成本、更短的交货期为客户提供拥有
杰出质量的标签产品。”
美国马里兰州黑格斯敦的Hub Labels
是Labelfire 340数码标签印刷机的另一家
客户。该公司负责人曾在布鲁塞尔2015欧
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上见到过未更名前的
Labelﬁre 340数码标签印刷机。Hub Labels
董事长Thomas Dahbura先生表示：“这
是我所见到的第一台理想中的设备。它可
以准确执行我们期待的所有工作，一次印
刷就可以完成从上卷到加工出成品的所有

步骤。我对海德堡与捷拉斯为该设备所
做的努力表示震惊，其他设备已经可以
实现600×600dpi的打印质量，而捷拉斯
Labelﬁre 340数码标签印刷机的（物理）
分辨率高达1200×1200dpi。”
数码印刷驱动标签市场的增长变化
捷拉斯Labelﬁre 340数码标签印刷机
系列面向不干胶标签印刷市场。据统计，
全球不干胶标签印刷量每年以4%的速度增
长，尽管其中数码印刷的产量仅占5%，但
未来将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数码印
刷正在改变标签印刷方式。根据预测，中
期，标签印刷领域内所出售的设备50%将
是数码印刷设备。在推出Labelﬁre 340数
码标签印刷机后，海德堡与捷拉斯成功实
现商业模式的转型，为用户提供一个全新
的、多功能、更经济的解决方案。
工作流程
海德堡所有数码印刷机产品与其胶印
系统均可集成一套适用于印刷企业的全方
位工作流程。该流程采用印通数码印刷前
端（Prinect Digital Frontend），支持网
络印刷和多渠道出版业务模式。采用该工
作流程，海德堡令智能印刷企业成为一种
现实，用户可以使其胶印和数码印刷加工
过程自动化，并尽可能地以一种标准且透
明的方式对流程予以控制。海德堡的中期
目标是其数字业务占到海德堡集团总销售
额的10%。

欧米特继续增长：新工厂开足马力生产
—欧米特新工厂开足马力生产XFlex X6柔印机

欧米特占地3千平方米的Molteno新工
厂于去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生产，无论是从
员工数量的增长，还是操作流程的研发来

看，新工厂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欧米特
集团CEO Antonio Bartesaghi强调，“这
是公司扩张的第一步”。他表示：“虽然
这不是解决由持续增长带来的实际需求的
最好方法，但我们确实通过物流重组、改
善效率的办法实现了生产时间和成本控制
这非常关键的一步。”
据悉，目前欧米特新工厂已开足马力
生产，以XFlex X6柔印生产线的组装及测
试为主。利用物流重组后的优势，欧米特
新工厂实现了整体加工工艺的效率最大化。

对这项重大投资，欧米特管理层非常
满意，事实也证明这将是这家意大利公司
未来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源泉。
欧米特部分国际客户已经参观过新
工厂，在3千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内，由20
多位工作人员负责设备的组装及演示。据
Bartesaghi先生介绍，新工厂具备印刷设
备组装和测试的所有资源，一个特殊团队
负责高效生产工艺的优化。“结果正是我
们所期待的。”Bartesaghi先生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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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科印刷集团、鲍姆加滕与X-Label公司合并成立 艾利丹尼森完成对哈尼
All 4 Labels集团
塔涂布公司的收购
—新集团市值超过5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标签印刷加工商
全球领先的标签加工商诺科印刷集团、
鲍姆加滕与X-Label公司去年宣布正式合并
（详情请参看本刊《合并造就巨人》）。近
日新集团确定正式名称：All4Labels Global
Packaging Group（All4Labels全球包装集
团），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集团新名称
将全面使用。
据悉，新集团市值超过5亿美元，是全
球第三大标签印刷加工商。总部位于德国
汉堡近郊的Witzhave。

新集团将继续保持业主经营性
质，诺科印刷公司的Matthias Kurtz和
Tippenhauer、X-label公司的Tim Fiedler
和Jan Oberbeck、以及鲍姆加滕公司的
Fernando Gabel成为集团执行董事会的永
久性成员。
All 4 Labels集团在全球拥有2000名员
工和26间工厂，在中国的三间工厂分别是：
诺科印刷（杭州）有限公司和诺科印刷（广
州）有限公司，以及专注于RFID技术的诺
瓦特伦（杭州）电子有限公司。

H.B. Fuller为实现2020战略发展进行重组
—通过这些措施，H.B. Fuller每年可节省1800万美元，2017年成果将会
初显
为加速发展，H.B. Fuller公司正在积极进行重组工作。这些重组涉及其业务的不同部分，也更贴近
该公司2020战略发展愿景。

重组工作的内容包括至2017年削减或
调整全球220余个工作岗位，将会涉及企业
不同的业务部门和职能，以使其产品线和运
营得到进一步强化，提升效率。H.B. Fuller
表示，这些转变将使企业的运转更高效、更
顺畅，同时可前瞻性地对终端市场和全球行
业的动态做出反应，比如全球石油化学品的
价格和美元的走势。
在采取上述行动的同时，H.B. Fuller
公司还将采取其他一些措施以优化企业的
运营、产品线和业务领域，预计2017财年
的重组费用将达1700万—2000万美元（税

后约1300万—1600万美元）。H.B. Fuller
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每年可节省1800万美
元，2017年成果将会初显。此外，该公司
在今年1月中旬召开的年度计划会议上，就
2016财年的财务情况进行细节分析，并提
出2017财年的指导文件。
H.B. Fuller公司新的企业组织架构是
在对企业的运营进行全面分析后，再结合
2020战略愿景制订的，需要与劳工委员会
和/或行业工会进行磋商，并取得其他的法
律手续。

琳得科（天津）事业有限公司解散清算
2017年 3月 1日 ， 日 本 琳 得 科 株 式 会 社 官 网 公 布 对 中 国 附 属 子 公 司 琳 得 科 （ 天 津 ） 事 业 有 限 公 司 进
行解散清算的通知。

据该公司出示的《解散清算通知》显
示：琳得科（天津）事业有限公司是不干
胶标签印刷机械制造商，成立于1993年，
亦是本集团公司印刷机业务的骨干工厂。
随着印刷方式的改变，以中国为首的新兴
经济体增速放缓，琳得科（天津）事业有
Labels & labeling.com.cn

限公司收益性恶化，并且看不到有改变的
迹象，业务经营将难以为继，所以决定解
散清算该子公司。
根据该公司解散清算计划，2017年3月
起开始解散手续，基于当地法律完成相关必
要手续后开始清算并完成。

— 注重研发的哈尼塔涂布公司将
提升艾利丹尼森特种薄膜产品的生
产能力
艾利丹尼森公司完成从Kibbutz Hanita Coatings和
Tene投 资 基 金 收 购 哈 尼 塔 涂 布 公 司 的 业 务 ， 本
次收购价格为7500 万美元。

哈尼塔涂布公司总部位于以色列，在
美国、德国、中国和澳大利亚均设有销售
与分销机构，专门为各种工业及商业应用
开发和生产涂层、覆膜和金属感聚酯薄膜，
其产品可满足上述领域对高性能、高质量薄
膜材料的需求。
哈尼塔涂布公司的建筑玻璃贴膜用于
建筑和汽车售后市场；其涂层聚酯薄膜用
于生产耐用标签；其超高阻隔薄膜则是冷
藏、建筑和冷链包装中使用的保温系统的
生产材料。
“利用艾利丹尼森强大的全球组织和
成熟的品牌知名度，可以加速哈尼塔涂布
公司在全球各区域内实现产品商业化的机
会。”艾利丹尼森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itch
Butier先生表示，“除了可扩展产品组合、
提供新的增长机会外，哈尼塔涂布公司的创
新文化和致力于持久研发的承诺还与艾利丹
尼森公司80年来在材料科学领域坚持创新的
历史完美契合。”
哈尼塔涂布公司2015年销售额约5千万
美元，目前员工总数超过220人。这家拥有
33年发展历史的公司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
地区销售产品。
“能够与全球行业领袖联手让我们倍
感激动，对于哈尼塔涂布来说，这是一次
充分发挥自身潜力的大好良机。”哈尼塔
涂布公司首席执行官Oved Shapira先生表
示道，“我坚信，艾利丹尼森的资源、分
销渠道和品牌影响将惠及我们所有市场上
的客户，后续的投资和效率的提升也会确
保持久的创新。”
哈尼塔涂布公司将更名为艾利丹尼森
哈尼塔，并将继续作为一个业务部门进行
生产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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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艾集团收购Innovia集团
丝艾集团收购Innovia集团，旨在通过后者在材料领域内的技术研发专长和高科技加工实力，实现其全球最大的特种标签业务平台的持续增长，并进一
步加强其在防伪、聚合物挤出和表面工程领域内的领先地位。

去年12月19日，加拿大包装与标签
生产巨头丝艾集团宣布收购英国Innovia集
团，收购金额为11.3亿加元（约合8.4亿美
元）。丝艾集团预计收购完成后每年将增
加5.7亿加元（约合4.2亿美元）的收入，
藉此，丝艾集团年收入将超过37亿美元。
Innovia是全球领先的BOPP薄膜和纤
维素薄膜生产商，其高质量的薄膜产品主
要应用于包装、标签、烟草包装和钱币膜
市场。这笔交易正值Innovia的成功时期，
该公司大幅提升其在薄膜和钱币膜市场的表
现及能力。过去3年间，Innovia将战略重点
聚焦于高附加值和差异化的薄膜市场，并取
得显著的投资成效，公司于去年年初剥离传
统玻璃纸业务。Innovia还在坎布里亚郡新

建一座聚合物钱币膜加工厂，用于生产英
国央行最近发行的5英镑胶钞。
丝艾是全球最大的专业标签加工商，
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超过80亿
加元（约合60亿美元），现有员工超过2
万人，在35个国家拥有156间工厂。去年，
丝艾收购世誉（World Mark）和德国威科
（Woelco）之后，在中国的生产工厂由3间
增加至现在的5间，分别位于天津、广州、
合肥、常州和苏州，几乎覆盖国内所有标
签印刷的重点区域。
Innovia则在防伪印刷、聚合物挤出和
表面工程领域内表现杰出，两者将可形成
良好的互补。Innovia卓越的研发和技术加

工实力将为丝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优质的
平台。
丝艾集团总裁兼CEO Geoffrey T. Martin先生认为，此次收购将加强公司在新材
料领域的研发及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已
有的标签及包装技术。他表示：“对于丝
艾来说此次收购意义非比寻常，在巩固我
们在材料科学领域内的地位，为标签、包
装及防伪部门提供更优质BOPP薄膜的同
时，也推动我们在快速发展的聚合钱币膜
市场上的全球领导者地位。我们希望丝艾
与Innovia共同发掘客户及产品创新的增长
机遇。期待Innovia的丰富行业经验引领集
团进入崭新的未来。”

麦安迪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力
—泰国办事处将对麦安迪和Rotoﬂex品牌给予全面支持
为了响应客户
需求，全球领先的
窄幅轮转印刷设备
解决方案供应商麦
安迪公司决定在泰
国首都曼谷建立一
个直营机构。该机
构由麦安迪亚太
麦安迪亚太区销售总监Shaun
区销售总监Shaun
Pullen先生
Pullen先生直接领
导，Chris Irving先生负责销售和应用服务
支持，其他销售人员、技术支持和办公室
人员将相继就位。Pullen先生为麦安迪公

司在该区域运营多年，直接管理区域内的
运营团队，以及与分销商的交流；Irving先
生则刚刚到任，他在窄幅轮转印刷领域拥
有10年的工作经验，对印刷加工和一些特
殊应用有独到的见解。
这个新组建的团队将为包括东南亚、
印度次大陆、东北亚、日本、中国、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亚太地区分销商提供
最强有力的支持。据麦安迪全球销售副总
裁Mike Russell先生表示：“我们在曼谷建
立新的办事机构是因为这里的市场增长潜力
巨大，同时也是对客户要求更多本土化服务
的一个回馈。”

麦安迪泰国办事处将作为区域中心，直
接推广麦安迪与Rotoﬂex品牌产品。Pullen
先生表示：“我们期待与客户及分销商建立
更强大、更牢固的关系，助力麦安迪在亚洲
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同时深入挖掘本地区
业务。麦安迪提供的解决方案包括柔性版印
刷、数码印刷、数码混合印刷、离线加工、
印前支持以及后安装服务，如培训及调试等
等。麦安迪对这个新团队充满信心，我们将
为这一快速增长的市场上的加工商提供全方
位支持，满足他们的切实所需。”

AVT即将被Danaher's Product Identiﬁcation Platform收购
AVT公司已与以色列Pelican并购控股公司签订最终的并购协议。依据此协议，AVT公司将被Danaher's Product Identiﬁcation Platform收购。

AVT是全球包装、标签及商业印刷领域
内领先的印刷流程控制、质量检测和色彩控
制系统供应商。目前，AVT系统已在全球安
装超过7000台。
Danaher's Product Identification Platform是一个集多家技术公司为
一体的集团企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从理念到可改善产品质量的一系列定
制化产品。该集团旗下拥有爱色丽、
Labels & labeling.com.cn

潘通、艾司科、MediaBeacon、Videojet、Linx、Laetus和Foba等多家公司。
作为此项交易的一部分，以色列Pelican并购控股公司将以每股14.50欧元的现
金价格收购AVT所有已公开发行的股票。
AVT公司的连线检测系统被包装印刷
企业和标签加工商广泛使用，以用于产品
质量的改善及操作流程效率的提高。AVT
的客户与爱色丽、艾司科以及Danaher's

Product Identiﬁcation Platform旗下其他公
司的客户经常是同一批。将AVT公司在印
刷检测和质量控制领域内强大的市场占有
率，与爱色丽的彩色检测性能以及艾司科
的包装印刷流程相结合必定可以使三家公
司实力进一步加强，为包装加工商和快速
消费品（CPG）提供将复杂的包装价值链
管理简单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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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色丽收购ColorCert软件资产
爱色丽着手加速开发COLORCERT软件套装。COLORCERT作为印刷和包装方案的重要部分，可提
供集成工作流程解决方案，确保从包装设计到最终产品色彩的一致性。

2017年3月2日，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市
色彩科学和技术的全球领军企业爱色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PantoneLLC宣布：从一
家德国私有公司NelissenConsulting手中收
购ColorCert®软件资产。自2013年起，爱
色丽一直是ColorCert®软件的独家经销商。
该软件是消费性包装使用者和包装印刷商
在色彩及印刷流程中质量控制与报告的工
具，用于简化所有内部和外部的色彩交
流。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爱色丽将获得与
ColorCert®软件相关的所有软件资产及知识
产权，包括ColorCert桌面工具、ColorCert
记分卡服务器和ColorCert存储库服务器。
“现在ColorCert®软件套装在全球范
围被广泛采用，这是我们长期包装策略中
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提供集成的工
作流程解决方案，简化从概念到最终产品
的整个包装生命周期中的色彩管理。”爱
色丽PantoneLIVE™副总裁AdrianFernandez说道，“通过此次收购，我们将加强
对ColorCert®软件的投资，并加快产品开
发，为印刷操作人员提供额外的报告和测
量功能，提高可用性；增强与爱色丽技术
合作伙伴的整合，以及与印前媒体、油墨
和印刷工艺控制工具的集成。”

ColorCert®软件套装是包装市场的主
导平台，让品牌所有者、印前媒体、油墨
公司和印刷企业把色彩规格与控制从设计
执行到印刷结果始终绑在一起。它为品牌
所有者和包装印刷商双方面对印刷及色彩
质量结果提供了公正透明评估的平台，从
而使他们能从视觉方式转换到分析型工作
流程，协同完善最终效果。
消费性包装使用者已经发现利用ColorCert®软件套装后，在最终生产之前的整个
包装工作流程中色彩管理得到改善，其供
应链的包装质量和一致性有了显著提高。
品牌商可以从印刷供应商处实时获得印刷
质量报告，而无需等待几天甚至几周才能
得到样品。这样就能缩短生产时间并提高
货架上产品品牌的一致性。
对于包装印刷商来说，ColorCert®软件
套装使他们能更有效地管理复杂的工作流
程。印刷管理者可以使用ColorCert®软件套
装提供的生产数据轻松了解色彩容差，验
证生产是否满足客户期望。包装印刷企业
还可以使用该套件来更好地管理CMYK、
扩展色域及专色工作流程，无论涉及的印
刷流程、基材或行业标准如何。

密其国际2016财年实现全球扩张
—密其国际全球销售额增长25%
2016年是密其国际实现全球范围内扩
张的一年，其产能不仅大大提高，而且员
工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除销售额稳步健康
增长外，密其国际在各个区域市场上均表
现不俗。该公司表示，未来将继续加强其
在印刷、包装、自动化生产、医疗和医药
以及其他领域内领先的静电控制及轮转清
洁专家的市场地位。
密其2016财年第一季度，其位于英
国牛津郡的工厂重建，并单独为AC和DC
静电控制系统开辟出新的生产空间，用于
扩大产能，实现改善工艺流程和提高产量
的目标。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更高端的生
产需求，公司进一步扩大产能，工作站增
加66%。
密其国际的扩张不仅限于硬件设施，

近一两年公司任命一系列高级负责人。在
英国、美国、中国和比利时的办事机构都
增加了工作人员，并且随着市场人员的到
位，密其在英国和国内的市场部门业务同
样增长快速。
密其国际还将进一步对其室内工程和
研发技术进行投资。近期新增的工程师团
队，职位包括项目设计工程师、调研与开
发工程师和助理项目工程师，目的是保证
整个团队始终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可与客
户合作在特殊项目上开发出全新、可延续
性产品。密其国际的投资计划进一步体现
了该公司对工程师和技术研发在整体发展
中重要性的认识。

RotoMetrics与Electro
Optic合并创造全球领先
的精细旋转工具加工商
RotoMetrics与 Electro Optic正 式 合 并 ， 此 举 旨 在
为客户提供“市场上最全面、最高质量的旋转
工具产品”。

Electro Optic公司针对超薄离型底纸材
料和研磨材料（包括应用于热转印的材料）
的模切，专业提供柔性切刀。RotoMetrics
专业为加工产品生产线提供精细加工工具，
包括精细旋转切刀（柔性和刚性切刀）、磁
性滚筒、可调节砧、印刷滚筒、印刷套筒及
其他辅助设备与器材，旨在助力印刷机的产
量最大化。RotoMetrics在全球5大洲设有工
厂和服务机构，可以面向全球提供最优质的
精细加工工具。
RotoMetrics CEO Bob Spiller先生对此
表示：“RotoMetrics正在不断改善柔性切
刀技术性能，我们认为此次合并是加速产
品进步、提高客户服务质量，向市场提供
最优质的柔性切刀系列产品的最佳途径。”
Electro Optic CEO Erwin Lindl先生
说：“Electro Optic成长快速，与RotoMetrics合并将帮助我们实现全球化销售的
目标。通过RotoMetrics在全球的覆盖率和
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我们将可以更好地实
施卓越的客户服务理论。”
双方合并后会将各自最强大的优势
注入到企业的运营、销售、技术服务和生
产等方方面面，更好地服务于客户及合作
伙伴。合并后，RotoMetrics将继续其在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总部及在全球范围
内的运营。Electro Optic将继续其在德国
Großmehring总部的运营，而在印度孟买
的办事处仍将继续服务于印度、亚洲和非
洲市场，在美国乔治亚州阿法乐特的工厂
将继续服务于美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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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丹尼森任命Roger Machado担任材料集团北亚地区副总裁兼总经理
艾利丹尼森任命Roger Machado先生担任材料集团北亚地区副总裁兼总经理，此任命已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Roger先
生将常驻上
海并向艾利丹
尼森材料集团
总裁Georges
艾利丹尼森任命Roger Machado Gravanis先生
先生
汇报工作。他
将负责包括中国、韩国和日本在内的北

亚地区的标签、包装材料以及标示解决方
案业务。在北亚地区，艾利丹尼森为2000
余家印刷加工商、品牌商和经销商提供服
务并拥有三个生产基地。
Roger先生在艾利丹尼森已有超过15
年的工作经验。他于2001年加入艾利丹尼
森，担任材料集团欧洲地区供应链顾问；
并曾在全球各地担任过多个不同职务，工

作范围和职责也不断增加。他最近的职务
是材料集团亚太地区生产及供应链副总裁。
Roger先生拥有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工
业工程学士学位。

芬欧蓝泰标签任命新的EMEIA和APAC地区负责人
芬欧蓝泰标签为其全球管理团队新增两员得力干将。

芬欧蓝泰标签为其全球管理团队新增
两员得力干将，分别任命Massimo Reynaudo先生为欧洲、中东、印度和非洲地区
（EMEIA）高级副总裁，任命Sean Heng
先生为亚太地区（APAC）副总裁。以上两
项任命自2017年4月3日起生效。
Massimo Reynaudo先生曾就职于金
佰利公司，在其供职于金佰利公司的21年

里，曾在意大利、英国和德国等地先后担
任销售、市场、项目及管理层职务等工作。
不久前，他还曾担任金佰利公司欧洲奥地
利、德国、瑞士（DACH）地区的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Sean Heng先生曾就职于汉高公司，在
其供职汉高公司的11年里，先后在亚太地区
（主要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工

业胶粘剂、包装和压膜部门担任销售及业务
部门负责人等职务。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
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从事软包
装与包装罐行业。

Guy Gecht荣膺行业最具影响力人物大奖
Guy Gecht先生通过技术创新与工作流程进步对印刷行业和印刷操作人员的工作正起着深远的影响。

新英格兰
印刷工业协会
（PINE）将于
今年4月5日在
美国马萨诸塞
Guy Gecht荣膺行业最具影响
州伍斯特力学
力人物大奖
大厅举办的第
10届行业大奖颁奖宴会上，向EFI首席执
行官Guy Gecht先生颁发PINE行业最具影
响力人物大奖。该行业大奖宴会将是印刷
行业内的一项盛事。
PINE行业最具影响力人物大奖发起于
Labels & labeling.com.cn

2003年，并由海德堡公司提供赞助支持，
用以鼓励对印刷行业发展有着深远且不可
磨灭影响的个人。获得此项殊荣的个人必
须具备杰出的企业家精神、卓远的见识，
成功提出开创性商业模式，并能不断开发
出帮助市场转型升级的新技术，不懈地推
动印刷行业的进步。
“PINE很荣幸将此项殊荣授予尊敬的
Guy Gecht先生。”PINE总裁Tad Parker先
生对此表示道，“Guy Gecht先生通过技术
创新与工作流程进步对印刷行业和印刷操作
人员的工作正起着深远的影响。他的工作及

贡献当之无愧这项最高荣誉。”
Guy Gecht先生拥有以色列本古里安
大学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理学士学位。他
曾在以色列国防军（IDF）效力5年，并负
责复杂的高科技项目。
随后，Guy Gecht先生加入以色列苹果
公司，担任欧洲计算机制造商与以色列分
公司合资公司的CTO。1995年10月，Guy
Gecht先生加入EFI公司，并于1999年起担
任公司副总裁兼EFI Fiery产品总经理；自
2000年1月起开始担任EFI公司CEO一职。

ArcLED

®

混合型UV
LED

Arc

R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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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GPrints公司针对汉字和小字符印刷推出

创新轮转丝网解决方案
—包括最新的丝网和激光雕刻设备

对

施托克（SPGPrints）公司来说，中国标签市场正不断成长
为轮转丝网和直接成像技术的重要市场。施托克公司始终保
持持续创新的活力，最近推出高分辨率激光成像系统和精细丝网，
可以满足汉字和小字符清晰、锐利复制的要求。
据该公司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型欧洲标签加工商在国内开
展业务，印刷质量标准也不断提高，乃至于中国市场对印刷标准
的要求是全球最高的。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正带动零售包装产品
和奢侈品包装快速增长，伴随而生的是对高端标签需求的增长。
在国内开展业务的国际品牌商正与标签加工商紧密合作，以确保
生产质量的稳定。其中，轮转丝网工艺已经成为实现高质量标签
独特效果和质感的一种重要工艺。
轮转丝网工艺具备特有的厚膜层印刷能力，膜层厚度介于
5—250µm之间，可以较快的速度印刷颗粒相对较大的油墨，并可
与其他工艺联线加工。这就使得轮转丝网成为色彩丰富、不透明
度、触感效果和功能标签的理想选择。因此，轮转丝网是实现高附
加值产品的特有工艺，比如无标签感标签、高光图像的上光、浮凸
图文的上光、提升奢侈感的金属油墨等。在国内，轮转丝网在所有
零售产品领域均有广泛应用，尤其适合个人护理品牌、葡萄酒等。

“在国内开展业务的国际品牌商正与标签加工
商紧密合作，以确保生产质量的稳定。其中，
轮转丝网工艺已经成为实现高质量标签独特效
果和质感的一种重要工艺”

高质量轮转丝网印刷完整工作流程
施托克公司是轮转丝网技术领域内全球领先的供应商之一，提
供轮转丝网工作流程所有阶段的完整解决方案，包括可以与几乎所
有标签印刷机集成的RSI（轮转丝网集成）单元、无缝镍金属可重
复雕刻RotaMesh轮转丝网和数字激光成像系统。
由于施托克公司在精细丝网和高分辨率激光雕刻设备所取得
的创新突破，轮转丝网工艺可以清晰地复制较小的汉字字符和其
他亚洲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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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托克公司提供两种轮转丝网激光成像工艺：增强型rotaLEN
直接高清激光雕刻机，可雕刻RotaMesh轮转丝网；通用型variLEX
直接激光曝光设备，用于可重复使用的RotaPlate丝网，以及柔版
和干胶印版的曝光。
rotaLEN成像设备可以直接烧蚀成像，无需胶片、化学溶剂
或水，是一款快速一步式轮转丝网制版解决方案。适合于RotaMesh405和RotaMesh75丝网，rotaLEN提供精细线条、浮凸文字
和盲文网点复制所要求的解决方案。
variLEX直接激光曝光设备为使用不同印刷工艺的印刷商提供
统一的解决方案，其模块化设计结构可以拓展安装更多高功率激光
二极管，有助于公司升级设备。
这些高精度解决方案确保高分辨率的成像。结合RotaMesh高
分辨率405无缝镍网，即使小于5pt的汉字也能够实现清晰复制。

对较大的开孔面积，在保证清晰复制的同时能够有效避免油墨
堵塞—丝网还具有同样的强度和弹性。

来自无锡的本地化快捷服务
除了其成像和丝网技术的优势之外，施托克公司在国内的
客户还享有一个突出优势，那就是位于无锡的施托克印制系统
（无锡）有限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施托克无锡公司可以服务上
海、广州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标签加工中心。施托克公司可以
直接从无锡提供设备、丝网和雕刻服务，客户无任何后顾之忧
就可以轻松收到产品，而且没有运输成本、进口时间的耽搁以
及海关关税的担忧。
施托克公司提供的轮转丝网解决方案能满足中国标签加工商
与品牌商对生产和质量标准的要求，同时提供及时和经济的服务
以及专业指导，服务于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

创新的精细丝网
RotaMesh最强大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耐印力，可以确保多次
重复使用，因此这种丝网尤其适合大批量生产，也可以较低的成本
实现可重复印刷的质量，尤其是在目前订单不断缩小、重复订单不
断增多的情况下。RotaMesh丝网幅宽可达到900mm。
最新的RotaMesh 405轮转丝网，主要是为满足汉字和锐利
的小字符印刷的需求，以确保每枚标签上能印刷更多的信息。这
种丝网每平方英寸的网目能达到164000个。如此高的网目数和相

了解施托克的新产品，请访问：www.spgprints.cn。

先进的施托克轮转丝网解决方案助力National Label亚洲公司实现高质量印刷
新加坡标签加工商采用施托克RotaMesh® 405轮转丝网和rotaLEN直接高清激光雕刻机实现高效地为健康护理行
业提供图文清晰、多语言版本的标签。
创建于2013年的National Label亚洲有限公司总部设
在新加坡，专业为高端装饰领域提供不干胶标签，其客户
主要来自于个人护理行业、医药及消费电池市场上的全球
品牌商和合约包装商。
由于轮转丝网印刷能够实现多种效果，如为“无标签
质感”的标签印刷不透明白墨，加工精细、生动的图像，
使产品在货架上脱颖而出且吸引消费者的关注，National
Label亚洲公司视其为重要的补充工艺。SPGPrints’RSI®
轮转丝网集成模块被安装在三台纽博泰440mm幅宽的印
刷机上，包括一台柔印机、一台胶印机和一台凹印机。
这三台印刷机负责National Label亚洲公司所有的印刷业
务。三台设备采用的镍金属RotaMesh轮转丝网可多次使
用、重复雕刻。
National Label亚洲公司之所以选择RotaMesh® 405
轮转丝网是因为其精细网目可以满足亚洲文字系统及锐利
的小字符的印刷需求。RotaMesh® 405相对较大的开孔面
积再结合精细且强大的钢网墙，使得丝网每平方英寸的网
目达到164,000个，如此高的网目数可以在清晰复制的同
时有效避免油墨堵塞，同时还具备与加工标准或粗糙效
果的丝网同样的强度和弹性。

Labels & labeling.com.cn

National Label亚洲公司印前经理Arumugam Jayakumar先生特别强调印刷亚洲各国语言时图文清晰的重
要性，他表示：“印刷泰语、孟加拉语的曲线和顶部边
线，日文、中文和越南语的文字与符号是非常精细的工
作，任何一个字符的疏忽或漏印都有可能导致功亏一篑。
部分品牌商需要同一家标签加工商能处理多个不同市场业
务，这就要求再细小的字符也必须清晰、可读。施托克
RotaMesh® 405轮转丝网可以精细复制小至6pt的文字，每
分钟最快印刷速度为75米，因此在不降低生产速度的情况
下，在一枚标签上可印刷更多可读信息。”
镍金属RotaMesh轮转丝网可重复雕刻的特性也将
为加工商带来更大的成本优势。“针对部分重复订单，
我们会保留其丝网直至下次使用。一块丝网最多可雕刻
10次不同的图案，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笔巨大的耗材成
本的节省。”
配合镍金属RotaMesh轮转丝网使用的是施托克直接
高清激光雕刻机。它采用数字工艺雕刻网版，整个雕刻过
程不超过30分钟，二氧化碳激光器会烧蚀掉漆层。经过简
单的冲洗，网版即可上机印刷。
网版的准备速度之快确保National Label亚洲公司的
工艺流程不会被打断，生产不会出现瓶颈，即便有突发

订单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雕刻的网版很可能会从
平均3块增加至10块，或者更多。一旦生产过程中发生丝
网意外破损，只需暂时停机，再快速雕刻出一块新版即
可，不会影响到整个生产效率。
在National Label亚洲公司，每一班都由2名操作人
员负责印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包括操作rotaLEN直接高清
激光雕刻机雕版。施托克产品的高度自动化工艺可以减
少人工介入，避免操作失误，能显著提高产品的一致性。
rotaLEN直接高清激光雕刻机的一步式工艺与印前
软件相结合，充分满足National Label亚洲公司对灵活度
的最大需求。
Jayakumar先生表示：“我们通过RIP把文件分成
单色，然后再将它们输入至rotaLEN雕刻机中直接完成雕
刻任务。通过软件可以快速更改或撤回文件。所以我们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且不断增长的重复订
单，而且保证输出效果完全一致。”
“仰仗于rotaLEN直接高清激光雕刻机的高度自动
化，印品的质量不再由人工来决定。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完美的工艺流程，确保最终印品的一致性，使偏差控制在
品牌商可接受的范围内。”Jayakumar先生最后总结道。

MAKE IT RUN
FOR YOU
"Quite simply, Xeikon CX3 will
enable us to cope with increased
demand while continuing to deliver
jobs quickly and accurately."
Simon Smith,
CS Labels Manag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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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s speed and quality like no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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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ikonC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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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米特全新Varyﬂex V4胶版印刷机
2、锋翔科技发布升级型FireLine™ FL400 LED固化解决方案

01

欧米特推出全新Varyﬂex V4胶版印刷机

3、芬欧蓝泰标签RafShrink PO TDO 45 HS收缩膜标签

针对软包装和收缩套标市场，具有极大的灵活度和用户友好的操作界面。

欧米特推出全新的Varyflex V4胶版
印刷机。该公司特别强调，这是整个中幅
市场上唯一一款采用套筒技术的全自动胶
印解决方案，针对的是软包装和收缩套标
市场。它具有极大的灵活度和用户友好的
操作界面，配置全新设计的柔印单元，可
用于涂布以及其他特殊用途。随着软包装
印刷市场持续走强，特别是市场对混合技
术需求继续加大，Varyﬂex V4的推出将可
以满足市场对高质量和高浓度印刷的应用
需求。

02

名为“进入包装印刷的护照”的开放
日当天，这台幅宽为830mm的印刷机以最
快机械印刷速度（400m/min）全速进行演
示。其胶印机组采用欧米特轻松套筒模式
改变技术和自动压力调整系统，可实现快
速的活件转换。
Varyflex V4胶印机在设计上就已实
现湿压干（通过印刷单元之间安装的UV
灯管）和湿压湿印刷（UV干燥或在印刷
机尾部通过电子束固化）。“选择现场展
示电子束固化系统，是因为我们认为电子

束固化在包装印刷生产中干燥效率最佳，
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复杂的活件和食品包装
时。”欧米特商业总监Marco Calcagni先
生解释道。
欧米特将Varyflex V4胶印机视为与
高生产成本、低灵活性能和有限的配置的
轮转式照相凹版印刷机、CI柔印机直接
竞争的一款短版印刷设备，并特别强调
Varyﬂex V4胶印机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上极
具竞争力。

锋翔科技推出极为强大的LED固化解决方案

功率更强、性能更佳，是对UV固化要求最为严苛应用的理想选择。

锋翔科技（Phoseon Technology）
发布升级型FireLine™ FL400 LED固化
解决方案，将光源功率提升25%，达到
24W/cm²。
FireLine™ FL400针对要求最为严苛
的印刷、涂料与粘合剂固化应用而设计，
如今性能更加卓越。该解决方案可扩展支
持长度定制选项，并提供极佳的光学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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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为要求十分苛刻的工业印刷应用
提供稳定、可靠的固化。
锋翔科技产品营销经理Joe Becker先
生表示：“客户不断寻求性能更强的解决
方案以提高产能。更加强大的FireLine™
FL400向客户提供符合IP54标准的可扩展
型解决方案，凭借更高的性能可以胜任要
求高UV输出的作业。”

FireLine™ FL400属于FireLine产品系
列，它是一款水冷型UV LED固化灯，在
滚筒式印刷及传送式（连续）UV固化领域
具有广泛的应用。FireLine的结构设计允
许可扩展系统达到两米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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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OR推出AXR EL
—100%电子业碳带
05

用于满足电子工业需求的打印。

04

05

4、Innovia FilmsRayoForm™ ICU水晶IML透明薄膜
5、ARMOR专为纺织业而设计的新款碳带AXR TX

03

芬欧蓝泰标签推出全新收缩膜标签

出众的回收循环利用性获得塑料再生协会赞誉。

芬欧蓝泰标签推出的两款全新收缩膜
标签产品获得由塑料再生协会（APR）颁
发的Critical Guidance文件认可。
芬欧蓝泰标签RafShrink PO MDO 40
LS和RafShrink PO TDO 45 HS两款未经
修饰的收缩膜产品在回收循环利用方面具
有出色的适应性，达到甚至超出塑料再
生协会（APR）颁布的Critical Guidance
Document文件要求。该文件专门针对提
升进入回收循环的消费后塑料制品的质量
而制订。
由于为包装设计、形状和全方位立体
装饰开辟出无限可能，收缩膜在贴标应用
中的发展势头极为迅猛。在品牌打造与产
品包装方面，芬欧蓝泰标签收缩膜为品牌
所有者提供了更多适合回收循环利用的可
持续性新选择。
在塑料再生协会（APR）《致芬欧
蓝泰标签的一封信》中，对芬欧蓝泰标签
在践行这项重要协议过程中的鼎力支持

04

与积极配合表示感谢，并表示大家的共同
目标是推动回收循环饮料瓶质量的整体提
升。对于彰显芬欧蓝泰标签和装饰产品的
全面可回收循环利用性而言，满足Critical
Guidance Document文件指导原则要求具
有重要的意义。
“塑料再生协会（APR）对这两种收
缩膜产品的认可突显了我们坚定支持塑料包
装回收循环利用的原则与实现总体可持续发
展的承诺。”芬欧蓝泰标签收缩膜业务总监
Erkki Nyberg先生表示，“我们将会继续拓
展自身的产品组合，以满足全球品牌商对各
种收缩膜标签应用技术的要求，以便帮助他
们更好地展示产品。”
芬欧蓝泰标签曾凭借在塑料包装压敏贴
标中的创新成果获得塑料再生协会（ARP）
的赞誉。此外，2014年芬欧蓝泰标签的两
款收缩类产品也得到塑料再生协会（APR）
的赞誉。

Innovia推出全新IML透明薄膜

Innovia Films表示，这款名为RayoForm™ ICU的水晶IML透明薄膜拥有“前所未有”的透明度。

全新RayoForm™ ICU水晶IML透明
薄膜由Innovia Films独特的“气泡”工艺
制成，具有行业内同类产品“前所未有”
的透明度，将是品牌经理展示其产品和品
牌的最佳选择。RayoForm™ ICU的研发
初衷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透明容器的品
牌影响力，同时提高印刷和模塑性能，使
生产效率最大化。印刷试验证明ICU的每

小时印刷速度可轻松超越行业单张纸的印
刷速度标准。它很好地平衡了材料的机械
属性，由于能从不同方向单张进料，加工
企业的库存量有望减少。对于成形过程来
说，RayoForm™ ICU的快速标签处理性
能可有效提高产量，更好地保持容器形
状。目前提供的RayoForm™ ICU厚度为
58微米。

AXR ® EL是一款专为打印电子产品标
签而开发的树脂基碳带，尤其适用于打印
印刷电路板。ARMOR已响应行业最严格的
需求，确保打印贯穿电子电路板的整个生命
周期始终完全清晰易读。
AXR®EL的主要特点包括：
能够在用于对印刷电路板贴标的合成
材料标签上打印，包括聚亚胺；
耐各种各样的焊接流程，包括温度高
达300摄氏度的流程；
能够以卓越的打印精确度在非常小的
标签上重现各种类型的条形码；
耐电路板清洗流程，包括腐蚀性洗
涤剂。
AXR ® EL还完美地适用于印刷所有其
它用于生产、识别和分销电子产品的标签
（如铭牌、序列号），打印效果具有出色
的精度和耐久性。

ARMOR推出AXR
TX— 专为纺织业而
设计的新款碳带
06

ARMOR打印洗水标的新标准。

AXR®TX专门针对打印洗水标和为满足
纺织品在制造、清洗和日常使用的需求而开
发。这款新碳带能够带来高品质和强耐性印
刷，有助于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识别纺织
品并传达产品保养信息。
AXR®TX的主要特点包括：
耐工业和家用两种环境下的洗涤、干
燥和熨烫过程；
打印高浓度黑色油墨，不变质，确保
持久的、完美的易读性；
对各种使用环境有抵抗性：汗液、紫
外线、摩擦和潮湿等；
对于打印条形码、小字符和产品保养
符号具有增强的打印精细度；
与业内所用的主要材料兼容：尼龙、
涤纶和缎面等；
符合国际认可标准，包括纺织品领域
的权威认证Oeko-Tex®认证。
2017年 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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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新年展望
本刊就2017年标签印刷市场预测与分析对有关协会领导和企业家进行了专访。

“2017年标签印刷企业为适应新常态，将继续在降低生产
成本、设备改造升级、减少人工成本、节能减排等方面进行改
革和创新，一部分企业希望继续通过新三板上市走上扩张发展
之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出、中国设备制造企业
对新技术研发的持续投入以及国际标签印刷企业对新设备的需
求等因素影响，中国标签印制设备制造企业出口量还会不断增
加，机器性能将向国际品牌看齐或者超越国际一线品牌，在国
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国内主要不干胶材料企业扩建后的生
产产能已完全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了充分满足客户需要，新
型标签也在不断研发和创新当中。中国标签印刷行业将继续向
绿色、高效、智能和数字化方向迈进。”

邱晓红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标签印刷分会，秘书长

“由始至终，标签与包装印刷行业的挑战都是如何持
续推动技术进步，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欧洲柔印行业协会
（EFIA）预测2017年行业变革的步伐将加快。技术会改变消
费者的消费方式，而互联网技术的引入将使得消费者在采购商
品时获得更多的信息，因此，销售竞争加剧。品牌商需要站在
互联网与实体店的新高度为消费者提供增值服务，改善消费体
验，以获得更持久的消费者忠诚度。销售环境的改变为印刷行
业提供个性化、定制化和高端优质化的标签与包装创造新的机
遇。在智能包装与数字化市场营销手段结合推广已经较为普及
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利用新的触觉技术和油墨效果加强产品外
包装的设计感，利用柔印与数码印刷的技术互补应该是本轮行
业的发展重点。”

Debbie Waldron-Hoines
欧洲柔印行业协会（EFIA），负责人

“过去10年，标签与包装印刷行业从数字印前、色彩管
理，到数码印刷、柔性版印刷、混合印刷，再到印后加工等多
个细分领域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亮点颇多。未来随着长
版活印量的整体下降，具有多版本、可变信息的标签与包装产
品数量将大大增加，结构更复杂的标签也将陆续面世，而产品
到达市场的时间将被压缩至最低。作为加工商，除了经营压力
外，还要不断受到来自成本、投资、边际利润以及盈利水平，
甚至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部分加工商还要面对供应链
可追踪性的挑战以及与食品直接接触的挑战。挑战促使加工商
选择自动化的生产工艺，采用更为复杂的MIS系统并集成专业
化的检测系统和色彩管理技术。
想想看，很少的员工、一周7天、全天候的工作，完全自
动化、流线型的工作流程通过电子数据整合系统（EDI）搜集
并处理订单，采用云计算及互联网技术，甚至是远程介入或控
制技术实现全自动化的生产，与运输商沟通、开具发票，完成
支付过程均通过EDI系统。这难道只是理想中的自动化工厂吗？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这不再是天方夜谭。”

Mike Fairley
《标签与贴标》，战略顾问

“2017年，毫无疑问，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将继续。2014
年，北美地区由数字印刷机加工的产品销售额首次超过传统
印刷。所以说，数字化改造仍将是未来趋势，而采用数字印
刷技术的企业不仅限于加工商。我们在与品牌商及行业协会
的合作、交流中注意到，在北美、欧洲的小部分消费品生产
商和合同包装企业也开始购买数码印刷设备，自行加工标签。
数码印刷设备制造商同样意识到这一趋势，并预测2017年该趋
势将继续扩大。

Jennifer Dochstader
LPC，执行董事

了解标签行业更多发展趋势预测，请关注本刊官
网：www.labelsandlabel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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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联手帕尼尼

玩转欧洲杯足球锦标赛
可口可乐的每一个营销活动总能惊艳市场，这次也不例外，通过与帕尼尼合作设计、生产、并推销2016欧洲杯
足球锦标赛球星贴纸，可口可乐将标签的创新营销功能尽显无遗，玩转欧锦赛。请看Andy Thomas先生的报道

帕

尼尼（Panini）球星卡、贴纸和收
藏册对于体育收藏爱好者一定不陌
生，这家意大利公司与国际众多知名体育
赛事机构、联赛、俱乐部、运动员均有深
入地合作，并拥有世界杯、欧洲杯、欧洲
冠军杯、NBA等国际知名体育赛事的收藏
品独家授权。
2016欧洲杯足球锦标赛（以下简称：
欧锦赛）期间，可口可乐与帕尼尼公司合作
推出系列“球星贴纸”，大获成功，特别是
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销售额成两位数增
长。这是一款可剥离的贴纸（见图片），粘
贴于缠绕在可乐瓶体的标签背面。球迷们只
要揭开可口可乐瓶身上的标签，即可发现他
们喜爱的球员或是“national pride”。
这款为“欧锦赛”定制的标签被黏贴在
2.65亿瓶可口可乐瓶身上，畅销整个欧洲，
其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分销了1.72亿瓶
带有帕尼尼球星贴纸的可乐，另有930万瓶
带有“national pride”贴纸的可口可乐则分
别在比利时和法国销售，后者的不同之处在
于展现的是以可口可乐为背景的现役球星的
肖像卡。
“球星贴纸”从项目灵感的诞生到进入
流通领域，赶在“2016欧锦赛”期间销售仅
用时8个月，与可口可乐最知名的市场营销
活动—“Share a Coca-Cola—秀出你的快
乐”18个月的筹备期（请参考本刊2013年第
2期）以及屡次斩获大奖的可口可乐圣诞弓
形礼花标签（请参考本刊2015年第2期）耗
时3年的准备期相比，可谓神速。
这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的幕后推手是
可口可乐全球包装研发部门负责人Gregory
Bentley先生，他一直致力于创新装饰技术的
研究。对于2016欧锦赛球星贴纸项目，他如
是评价道：“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如何
做到精细加工至关重要。不干胶贴纸的想法
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很容易实施，但实则给
我们提出极大的考验。首先它必须能够很好
地贴合在标签背面，油墨不会被刮擦，胶水
不能从标签的上下两部分溢出。同时它还需
要其他技术支持，并对供应链提出严苛的挑
战。特别是要考虑在高速生产环境下，标签
的平均印刷速度达到200枚/分钟，贴标时速

度更是高达3米/秒，而且一旦灌装机认为有
问题，整个生产线都会停止工作。”
贴纸本身是经过专业模切的2层小册子
标签，采用特殊的粘贴方式。剥离层粘贴在
标签底边，揭开后是可见的帕尼尼许可条件
文本。整个瓶体标签采用与弓形礼花标签相
同的易开技术。

独立的供应链
为了确保标签在高速贴标时能平稳、顺
畅运行，减少灌装生产线的复杂操作程序，
可口可乐公司决定将球星贴纸的印刷以及所
有涉及到精细装配的工序交给一个独立的供
应链完成，Bentley先生给出的解释是：“我
们可以直接给灌装机提供整卷印刷好的且带
有球星贴纸的标签，剩下的工作就是将整卷
标签置于生产线上，其他操作与平时无任何
差异。”
供应链第一步是由丹麦标签加工商Limo
Labels来完成，在此已经分切好的贴纸标签
被放置在2台经过调整的Grafotronic机器上印
刷。第二步是将印刷好的标签卷纸运送到德
国加工商Constantia处，该公司对5台Herma
贴标机进行翻新，并对分切复卷机进行调整
以便粘贴贴纸，然后再分切。
这个项目有一个潜在的问题，2层贴纸
的厚度会导致整个缠绕标签的厚度增加至少
2倍，贴标时施加的额外压力会导致溢胶。“
出现任何溢胶都会让灌装线停产，并且在该
项目实施伊始确实发生过。这如果发生在一
条以150米/分钟速度运行的生产线上，后果
非常可怕。”Gregory Bentley先生解释道。
通过与灌装生产线紧密合作，Bentley领
导的团队最终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有
可能影响到项目成功实施的各类小bugs也就
不在话下。
“就整个销售规模和进入市场的速度而
言，这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型包装创新实
验，在整个西方世界从未有过。”可口可乐
商业及供应链管理经理Patrick Condon如此
评价道，“这个创意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
的6月，我们只是在图纸上获得一个简单的
灵感，然后开始推动项目并不断验证，投资
应有技术，6个月后，第一批商业化印刷和

Gregory Bentley（左）与Patrick Condon（右）
展示专门为2016欧锦赛定制的帕尼尼球星卡

可销售的贴纸就此诞生。在一年中的销售最
关键期我们将这项带有创新营销手段的产品
大批量投放到市场，这其中所要克服的重重
困难不难想象。总体而言，这是一项巨大的
工程，可口可乐公司不同部门和灌装合作伙
伴都付出巨大的努力，它展现了创业型项目
团队的合作精神和强大的内部衔接。”
Gregory Bentley先生最后总结道：“实
践证明，只要标签印刷机可以实现我们的理
想，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发出更复杂的产品，
而且将复杂的操作放在前端，让灌装生产线
远离这些繁琐的工序。比如，可以直接将贴
纸贴在可乐瓶上，但是这会给灌装生产线带
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合作仅是
Bentley团队与帕尼尼公司合作的一小部分，
为此可口可乐公司刚刚荣获“2016帕尼尼最
佳合作伙伴”的称号。
Bentley先生和他的团队已经投入到
可口可乐的下一个营销创新项目中。通过
对印刷技术的掌控，在面对供应链的挑战
时，Bentley先生与他的团队已经游刃有
余。“在标签上大有文章可做。”Bentley
先生认为标签是包装创新中最重要的可造环
节，“我们已经掌握核心的印刷技术，并且
对灌装生产线的表现非常满意，它不会轻
易停机。现在我们手头有大把项目正等待实
施，但却不能告诉你究竟是什么。不过有一
点可以确信，那就是我们拥有绝对的能力和
实力来实现这些新奇的理念。”
通过这几次的成功尝试，再加上数码印
刷技术加工性能的不断提升，Bentley先生期
待彻底玩转标签的创新功能。
2017年 第 1期

26 | 单 张 纸 数 码 喷 墨 印 刷 机

单张纸数码喷墨印刷机进军
包装印刷领域
在包装印刷领域内单张纸数码印刷机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请看Barry Hunt先生的总结

标

签加工商对单张纸数码印刷重视不足，其中部分加工商认
为单张纸数码印刷不过就是小册子、说明书等一些类似文
件的一种按需印刷方式。近些年，影像技术的进步推动单张纸数
码印刷技术的前进，使之不仅仅胜任全彩色商业印刷环境，在各
类包装印刷市场上同样大放异彩。笔者认为随着大幅面UV喷墨
数码印刷设备的上市，单张纸数码印刷机在包装印刷领域的影响
力还将进一步加深。
单张纸数码印刷机的神话始于2012年的德鲁巴印刷展览会，
那届展会上网屏、富士胶片、柯尼卡美能达、MGI和Delphax分别
推出单张纸UV喷墨数码印刷机的原型机。四年后，上述部分企业
已经收获商业成果。但彼时，在与碳粉类数码印刷机和HP Indigo
电子油墨数码印刷系统的竞争中难免会被怀疑其性能，特别是印
刷质量和速度，而现如今却迥然不同。
在去年的德鲁巴印刷展览会上，胶印领域领先的设备制造
商，如海德堡、小森和高宝也加入到UV喷墨数码印刷机的制造
行列，不断强化其在包装印刷领域的市场地位。这三家企业为全
新的喷墨印刷模式提供印刷机平台和单张纸处理技术，而他们在
喷墨印刷领域的OEM合作伙伴则相继开发出新一代单通道喷墨头
和控制系统。
印刷设备制造商普遍认为，这种OEM联营合作方式是确保其
获得持久性成功的关键。这些企业一旦成功涉足包装印刷，其主
营的传统商业印刷市场份额必然下降，甚至会在未来完全消失。从
宽幅胶印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有些类似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商业表
格和直邮市场的衰落。相比之下，包装印刷市场的发展受到来自互
联网、网上购物和其他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市场行为的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终端客户对短版活件和快速交货的需求日益增多，
单张纸UV喷墨印刷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应对上述挑战的方法之
一。它不仅可以帮助终端客户减少库存，还可以将各种浪费控制
在最小的范围之内。通过加装可变数据和喷码装置，新一代的喷
墨印刷机能够加工多版本和定制化的包装印刷产品。
尽管传统胶印机、柔印机和凹印机在加工长版活时仍具有一
定优势，但随着数码印刷机加工速度的提升，可支持的纸张类型和

柯尼卡美能达KM-1数码印刷机
Labels & labeling.com.cn

“近些年，影像技术的进步推动单张纸数码印
刷技术的前进，使之不仅仅胜任全彩色商业印
刷环境，在各类包装印刷市场上同样大放异
彩。笔者认为随着大幅面UV喷墨数码印刷设
备的上市，单张纸数码印刷机在包装印刷领域
的影响力还将进一步加深”
尺寸的扩大，以及加工灵活度的全面提高，数码印刷必将会在传统
印刷所擅长的领域内“攻城略地”。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将鼓
励更多的品牌商购买数码印刷设备并在工厂内部自行完成产品的包
装印刷，尤其是一些将包装与产品统一视为最关键要素的企业。
从技术角度分析，新一代喷墨印刷机的性能已近乎完美：
绝大部分主流B2幅面模型机的最大处理纸张能力已经达到
500mm×707mm，并且几乎所有的印刷机均可在箱纸板上印刷，
有些还可以直接印刷微槽型瓦楞纸板箱或是用于软包装的单张薄
膜。再配合得力的模切机和压痕机，印刷商可以从容处理用于化
妆品、食品、奢侈品和医药品的小型折叠纸盒，且中、短长度的
活件订单皆可。同一台印刷机还可以印刷客户信息小册子或者强
制性的药品数据。
湿胶标签也在单张纸UV喷墨印刷机的加工范围之内，但其所
能处理的印刷长度远远小于高速灌装/瓶装生产线所需要的标签供
给量。所以，在全球范围内针对医药瓶和类似圆形容器的半自动
湿胶及热熔胶标签贴标机增长明显，并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单张
纸UV喷墨印刷机的应用领域还包括定制化或多版本化的裁切&堆
叠薄膜标签、模内标签及用于特选级葡萄酒和烈性酒的单张纸不
干胶标签，或是销售网点的一些应用。

Pemara公司订购的HP Indigo 30000数码印刷机

单张纸数码喷墨印刷机

在UV喷墨印刷作为高质量包装印刷
的一种方式而被人们广泛接受前，HP
Indigo单张纸模型机一直是上述应用领域
的拓荒者。HP Indigo最新、最高端的模型
机—30000 B2-plus数码印刷机在全彩色
7色印刷纸箱时最快速度可达4,600单张/小
时。HP Indigo此系列中的其他模型机同样
可以印刷小批量的硬纸盒、软包装、吊牌或
相关产品。有趣的是，欧洲第一家使用HP
Indigo 12000 B2+ 7色数码印刷机的客户竟
是一家意大利高端印刷出版机构——Nava
Press，它隶属于Rotolito Lombarda集团。
这家公司安装HP Indigo 12000 B2+数码
印刷机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其现有HP
Indigo 7800和10000数码印刷机的产能，
它不仅印刷商业出版物，同时也为奢侈品
和化妆品提供小批量的包装印刷。
Presstek（百德）公司的无版四色DI
数码印刷机是一款代表性交叉型产品。它
支持的材料范围广泛，包括从薄膜到纸箱
板的几乎所有材料。该公司表示，这款设
备可以让印刷商轻松转型并进入包装印刷
领域。它还是终端用户的理想机型。一家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矿泉水制瓶商正使
用一台DI数码印刷机在工厂内部加工定制
化的裁切&堆叠薄膜标签（请参考第28页
色块内的详细介绍）。
对UV喷墨数码印刷机的关注不仅存在
于包装印刷领域，加工行业以外的部分企业
和个人也对其未来发展充满好奇，Harvey
R Levenson博士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美国
加州波莫纳理工学院印刷专业的前负责人
和荣誉教授，在其出版的《数码包装印刷
的诱惑：印刷领域的明星增长地带》白皮
书中，特别强调与传统印刷的停滞发展相
比，包装印刷领域的增长可谓一枝独秀。
据他观察，OEM商和服务供应商（印
刷商）对包装印刷的重视及其在该领域内已
获得的增长均说明，在发达国家包装印刷是
整个行业内最具活力的一个分支领域。它吸

网屏Truepress SX数码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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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客户对短版活件和快速 单张纸喷墨印刷技术
交货的需求日益增多，单张纸
UV喷 墨 印 刷 被 认 为 是 行 之 有
效的应对上述挑战的方法之
一。它不仅可以帮助终端客户
减少库存，还可以将各种浪费
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引了众多资本投资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材料商
的极大关注，这一趋势很快会传导至亚洲市
场，及至全世界。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数码印
刷设备供应商都将包装印刷视为其未来发
展的重点。Harvey R Levenson博士引用
Smithers Pira公司在2013年的一项市场调
查，“数码印刷的未来就是包装印刷，它
将会在2018年真正到来。人口的增长和一
些工业地区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将
进一步带动包装印刷的增长。”
从地域来看，欧洲、中东、北非以及
北美市场将是彩色数码标签及包装印刷机
最大、最重要的市场；亚太区和日本将紧
随其后，虽然应用规模会小一些，但是增
长速度非常快。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平
均家庭规模的减少导致平均印刷量下降，所
以人们会越来越注重数码印刷的加工优势。
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由数字印刷技
术加工的包装产品价值66亿美元，至2018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44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在去年德鲁巴展会上，海德堡与富士
胶片合作生产的Primeﬁre 106喷墨印刷系统
全球首秀，它搭建在海德堡Speedmaster
XL 106 B1大幅面（700mm×1000mm）
包装印刷平台上，集成富士胶片的Samba
压电式喷杆，可喷印CMYK、橙色、绿色
和紫色，能实现90%以上的潘通色，四个
灰阶下原始分辨率为1200×1200dpi；最快
印刷速度达2,500单张/小时，可印刷最大厚
度为0.8mm的纸箱板，并可使用食品级油
墨。它采用海德堡Prinect Digital Center
Inline和Perfect Stack技术，确保获得杰出
的出单张。结合海德堡Prinect（印通）数
字前端，该印刷机能够与用户现有的所有
工作流程无缝集成。印刷机操作人员可以
直接输出测试纸张，并通过点击控制面板
上的按钮完成视觉质量检测。
值得一提的是，“Fire”是海德堡整体
数码印刷系列产品线的标准名称，在其旗
下原捷拉斯DCS 340数码印刷机更名为Labelﬁre，而海德堡与理光合作开发的干碳粉
式印刷机系列则更名为Versaﬁre CP/CV。
富士胶片公司独有的J Press 720数码
印刷机于2012年首次推出，并以可直接向
印刷机发送ripped的PDF文件，无需任何
版材和快速短版活件启动概念而闻名。升
级后的J Press 720S印刷机集成富士最著
名的Samba喷墨杆，能印刷绝大部分涂布
和非涂布胶印材料，可处理的最大单张尺
寸为533mm×748mm，最快印刷速度为
2,700单张/小时。富士胶片与富士胶片电
子成像公司（FFEI）的Graphium混合卷
筒纸喷墨印刷机有商业合作，后者采用塞
尔喷印头。
小森的合作伙伴是柯尼卡美能达。小
森Impremia IS29四色印刷机集成柯尼卡美
能达最新的MEMS喷墨头。Impremia IS29
印刷机的原始分辨率为1200×1200dpi，可
印刷纸张最大尺寸为585mm×750mm，支

高宝与施乐合作推出VariJET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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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0.06—0.6mm厚度的纸张。由于无需预
涂，所以不仅支持通常的印刷纸张，在大
部分特殊承印物的印刷上也表现卓越，能
减少用户的预涂成本。Impremia IS29印刷
机打印B2幅面黑白印品的速度为3,000张/小
时，打印B2幅面彩色印品的速度为1,500张/
小时。其可连线的印后处理设备包括小森
Appresia CT115/CT137电脑控制液压切纸
机和小森用于包装印刷的DC105模切机。
小森创新的Impremia NS40数字喷墨印
刷机采用纳米印刷工艺，被称作纳米图像印
刷工艺的新一代数字印刷机。这项革新的印
刷工艺采用Landa公司的NanoInk（纳米油
墨）颜料，该水性纳米油墨由仅仅几十个
纳米色素颗粒组成。在纳米印刷过程中，
纳米油墨将有数十亿个微小的墨滴经由喷
墨打印头喷射到加热的橡皮布上；当墨滴
落在加热的橡皮布上时，油墨会散开并迅
速失去水分，因此墨层变得更薄；所有水分
被蒸发后，油墨会变成一层超薄又干燥的聚
合膜；当压印滚筒接触到承印材料时，这层
厚度仅为500纳米的油墨薄膜无需渗透就会
立即全部转移至承印材料上。经由纳米印刷
工艺印制的图案，其防磨损和耐划伤性都极
强，因此印张无需进行印后干燥，且橡皮布
上也不会残留油墨。Impremia NS40印刷机
打印B1幅面印品的速度为6,500印张/小时，
可满足高速、高产能的业务需求。
去年德鲁巴展会期间，4over公司率先
订购一台Impremia NS40印刷机，成为其
全球首家用户。
柯尼卡美能达AccurioJet KM-1四色
数字喷墨印刷机是一款针对商业、包装
印 刷 （包括纸盒印刷）的B2+幅面印刷
机。AccurioJet KM-1利用Vpress基于云的
web2print技术来实现订单、文件处理和材
料控制，并通过内置的Tharsten MIS系统完
成整个工作流程。据悉，AccurioJet KM-1
在处理可变数据时印刷速度高达3,000印张/
小时，支持最大厚度为0.6mm的单张纸，自
带LED固化功能。

方正桀鹰H系列

去年，柯尼卡美能达与法国著名装
饰印刷设备制造商MGI Digital Graphic
Technology（MGI）签约增持后者股份，
以加强两家公司自2014年1月以来建立的
金融和战略联盟。Jetvarnish 3DW局部
UV喷墨上光、热烫金和压痕系统可与柯
尼卡美能达AccurioJet KM-1数字喷墨印刷
机集成，也可与柯尼卡美能达最新推出的
bizhub C71hc SRA3单张纸喷墨商业印刷
机集成。Jetvarnish 3D Evolution系统是
一款可处理B1+幅面的局部UV喷墨上光系
统。MGI公司同时还以Meteor DP系列干
碳粉式数码印刷机而闻名，该系列印刷机
可处理最广泛的印刷材料，包括纸箱板。
高宝单张纸解决方案是高宝集团旗下的
一个业务单元，该部门与施乐成立技术合作
组，共同开发出针对折叠纸盒市场的工业级
单张纸数码印刷机——KBA VariJET 106。
KBA VariJET 106采用施乐的打印引
擎，并将Impika喷墨技术集成至高宝利必
达Rapida 106印刷机平台。该印刷机的最
终发展方向是能够达到4,500张/小时（B1
幅面）的印刷速度。该机采用模块化概念，
可以将数码喷墨印刷与其他联线加工工艺进
行组合，包括涂布、冷烫金、轮转模切、
压痕和打孔。
网屏公司的Truepress JetSX是一款B2
幅面的全彩色单张纸可变数据印刷机，它首
次亮相于Ipex 2010。因该设备采用双面印
刷的设计，可兼容传统工作流程，完成标
准B2和B3尺寸印刷工作，并与印后设备顺
畅衔接，能轻松融入印刷厂原有的生产环
境。其单面处理纸张时的印刷速度为1,620
张/小时，双面印刷时速度将减半。它采用
快干型水基油墨，支持传统涂布或非涂布
胶印、喷墨基材，也包括薄型纸箱板，并
内置一款后涂布处理系统。
网屏Truepress JetSX的新客户是一家
来自瑞士的媒体公司—Brogle Druck，它
也是海德堡Speedmaster胶印机的客户。
据该公司负责人Roger Brogle先生介绍，

Riviera Beverages

Riviera Beverages是一家位于美国南加州的
饮料加工企业，其工厂内部采用一台Presstek 34
DI数码印刷机为定制化的瓶装水加工裁切&堆叠薄
膜标签。Riviera Beverages加工的每一批次的标
签都有可能不同，有的是专门为某些特殊场合或活
动，如结婚现场准备的瓶装水，而加工的标签长度
也从几枚到数千枚不等。它所采用的薄膜材料来自
埃克森美孚公司，厚度为0.05mm。为了满足更多
的市场需求，Riviera Beverages公司计划再订购一
台Presstek 52 DI数码印刷机，该机加装Presstek节
能型ECO UV固化系统。
Presstek DI数码印刷机的V型中央压印设计
可减少纸张在各个单元中的传输，有效减少材料浪
费，降低准备时间。水及风冷式灯管在一个窄幅波
段内工作可减少IR热量，且无臭氧排放。该印刷机
能提供稳定的色彩质量保证，加网线数为300lpi，
由于采用调频加网技术可获得最小的网点，最快印
刷速度达10,000张/小时。
据Presstek欧洲销售总监Ian Pollock先生介
绍，无版DI（direct imaging）印刷机是处理单张
标签和折叠纸盒短单的最理想设备之一。Presstek
DI数码印刷机采用环保的UV固化技术可支持最广
泛的基材，在印刷前只需对材料进行小部分的印前
处理，相比较而言，碳粉类数码印刷机对承印材料
则有特殊要求，而喷墨印刷技术的成本又比较高。
这就表示针对中、短单，喷墨印刷技术更适合绝
对小的短单。

4over成为小森Impremia NS40印刷机全球首家用户
Labels & label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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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MPS成为海德堡Primeﬁre 106数码
印刷系统的全球首家用户
小森Impremia IS29四色印刷机

网屏Truepress JetSX印刷机可以模拟胶印
质量，最高打印分辨率为1440×1440dpi，
具有可变灰阶，“这台印刷机可以处理最大
厚度为0.6mm的材料，十分特别，我们正
因此准备扩大在包装印刷领域的业务。”
在国内，方正桀鹰H系列可变数据喷
墨印刷解决方案，主要针对一维码、二维
码、文字及简单图形进行可变数据印刷的
喷墨印刷解决方案，由“方正桀鹰喷印系
统”、“方正在线检测系统”、“输纸平
台”三大部分组成，各部分相辅相成，简
单而完美的融合。在多个流通环节中保证
可变数据的赋码量。
桀鹰H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推出之后，
迅速被多家国内行业领先的药品、食品、
日化、烟酒包装印刷企业广泛接受和应
用，实现了高品质、高产能、低成本、易
操作的可变数据喷墨印刷生产，全国装机
量720台，在UV可变数据赋码设备中装机
量居全国首位。

结束语
正是上述创新技术推动着单张纸喷墨
数字印刷在短版包装印刷市场上的影响力。
越来越多的胶印企业将通过安装新型数码印
刷设备以扩大竞争优势，这不仅是个热门现
象，更是整个印刷行业发展的未来。数字印
刷整体快速发展正带动着印后加工技术的
发展，成为行业内资本较为集中的领域。

位于美国纽约的跨国包装生产商Multi Packaging
Solutions（简称：MPS）成为海德堡Primeﬁre 106印
刷机的第一家试运行用户。海德堡Primeﬁre 106是第
一款B1幅面工业数码印刷系统，由海德堡印刷机械股
份公司利用Fujiﬁlm Inkjet技术开发而成。本次试运行
的第一阶段已从今年1月份开始，是与MPS在Obersulm
的德国生产工厂合作进行。MPS专门针对美容和个人
护理、消费品及药品生产商提供包装印刷解决方案，
在14个国家拥有超过9,000名员工。今年2月，美国纸
业包装巨头WestRock以每股12美元的价格收购MPS
全部流通股，包括8.73亿美元的债务，收购总额达到
22.8亿美元。目前，MPS公司计划大规模扩展数码包
装印刷业务，在销售点上为客户提供先进的增值服务。
“我们的客户很多是来自消费品、化妆品等行业
的知名品牌公司。快速且富有创造性地改变品牌和产
品外观，是在这类市场上实现成功销售的关键。因此，
我们需要为这些客户提供高质量、灵活多变或个性化
的包装解决方案，帮助他们挖掘更大的商业潜力，从
竞争中脱颖而出。为此，我们需要一台可靠且可以集
成至现有工作流程中的工业级数码印刷机，而海德堡
Primeﬁre 106正是完美之选。”位于德国Obersulm市
的MPS印刷厂总经理兼美容和个人护理产品全球销售
总监Steffen Schnizer说道。
选择Primeﬁre 106的关键因素
促使MPS做出这项投资决策的主要原因包括其出
色的印刷图像质量、可靠的性能，以及该产品自2016
年德鲁巴展会首次亮相以来的快速发展，更有MPS多
年来在胶印领域与海德堡的成功合作经验。“我们的
业务模式以零错误、高质量、可用性和按时交付为核
心。海德堡是胶印技术领域内的可靠合作伙伴，双方
已有多年的成功合作经验，他们的质量和服务承诺非常
出色。因此我们深信，海德堡数码印刷技术也将是我们

正确的选择；同时，我们也希望可以作为早期体验者参
与到Primeﬁre 106的上市推广活动中。”Obersulm市
MPS印刷厂总经理Götz Schümann说道。
海德堡Primefire 106数码印刷系统的设计基于
联合开发合作伙伴Fujiﬁlm公司最先进的Fujiﬁlm Inkjet
技术，以及经过广泛实践验证的海德堡Peak Performance（巅峰级）平台，可帮助印刷厂实现可靠、
且与胶印不相上下的高质量生产，同时它还具备数码
印刷的优势。
Primeﬁre 106的上市如期进行
在2016年德鲁巴展会上，海德堡首次推出Primefire 106 70×100幅面工业数码印刷机。“在与海德
堡合作伙伴Fujifilm合作并实施我们的数码印刷战略
过程中，此次试运行的如期启动是又一个重要里程
碑。MPS是首次进行Primeﬁre 106试运行项目的理想
公司，双方悠久的合作历史、其在包装印刷领域的数
码业务模式、全球性业务范围以及工业生产方式，为
我们在真实生产状态下测试Primeﬁre 106创造了最理
想的环境。此次的成功合作，在帮助我们大批量生产
Primeﬁre 106并顺利进军工业数码印刷市场的进程中
前进一大步。”海德堡数码产品销售总监兼数码单张
纸胶印总经理Montserrat Peidro-Insa说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Primeﬁre 106可帮助包装印
刷企业进入新的业务领域，比如加工个性化包装或在
每个包装盒上增加跟踪和防伪图案。同时，Primeﬁre
106的按需印刷功能可以简化供应链流程并降低库存
成本。这款基于Fujiﬁlm Inkjet技术和海德堡Multicolor
技术的7色喷墨印刷机能够覆盖95%的Pantone色彩空
间，进而在加工各种特殊色活件时能有效节约时间和
成本。此外，由于水性喷墨印刷可以满足严苛的环境
和回收要求，因此它还能够用于安全的食品包装生产。
海德堡已经宣布，市场引入阶段将从2017年初开
始。因此，这款全新系统的市场推广工作正如在2016
年德鲁巴展会上海德堡所宣传的一样，如期进行。

网屏Truepress JetSX的客户，瑞士媒体公
司——Brogle D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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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科广州工厂开业

（从左至右）塔苏斯旗下标签与包装集团（中国区）项目总监刘涛、诺科中国区总经理孙怡、塔苏斯标签
与包装集团战略总监Andy Thomas、All4Labels集团Marco de pizzol和CEO Adrian Tippenhauer

诺科新厂入驻广州 华南市场新添羽翼
近日，诺科集团在广州举办了隆重的开业庆典仪式，以庆祝广州新工厂的建成投产，这是自诺科印刷加
入 A ll4Labels集 团 后 在 国 内 的 第 二 家 工 厂 。 来 自 广 州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 A ll4Labels集 团 商 业 合 作 伙 伴 — 捷 拉
斯、RotoMetrics和艾司科代表，以及华南地区的标签加工商代表和媒体朋友们共同出席了此次庆典活动。

诺

科集团是欧洲最大的不干胶标签生产企业之一，同时也是
世界最大的数字标签印刷商和RFID智能标签技术的领导
者。该集团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印刷技术，其产品已通过欧
盟质量认证体系和德国国家标准等多项认证，并在全球多项行业
评比中屡获殊荣。
此次诺科广州工厂的建成投产，是诺科集团迈入华南市场的
第一步，彰显出诺科集团看好中国市场，并大力挺进中国市场的
决心和魄力。从此，诺科集团的业务范围将不仅局限于原来的华
东区域，更扩展到印刷业重地—华南市场。
自2008年10月诺科在中国正式注册成立，至今短短9年时间，
作为一个来自欧洲的“外来户”，诺科集团是如何以德国式的严谨
度过最初的生存期并“后来居上”，在全球最重要、竞争异常激烈
的中国市场开疆拓土，建造起自己的标签王国？

合众聚力—全球第三大标签加工集团诞生
2016年，诺科印刷集团、鲍姆加滕与X-Label公司宣布正式
合并，成为全球第三大标签加工集团。2017年，该集团正式确定
名称为：All4Labels Global Packaging Group（All4Labels全球包
装集团），并已全面推进使用。

“集团对中国标签市场的持续增长潜力充满信
心，并承诺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
包括对新设备、新工厂和人员的全方位投资”

新成立的All4Labels集团是三家企业基于共同的愿景和理念、
不涉及任何收购行为的合并，可以称得上是“三家获奖企业的强
强联合”。这是三家企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原来的持有人
共同成为新公司的持有人。新集团未来将采取一系列促增长“组
合拳”，如收购、对其他工厂部分或全部合并等手段实现在全球
范围内的扩张与增长。
新集团CEO Adrian Tippenhauer先生表示：“在标签印刷领
域，我们是三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但却选择100%合作的形式。现
在，我们正在观察其他企业，有可能会通过合作伙伴的形式，亦有
可能通过并购的手段使之成为新集团的一部分。”
2017年 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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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科集团广州工厂开业庆典仪式

“未来2—3年，我们在中国至少要达到5家工
厂的规模。诺科将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对中国
的标签市场发展充满信心”
合并后的All4Labels集团市值已超过5亿美元，在全球拥有
3000名员工和30间工厂，并拥有180条窄幅轮转印刷线。就业务
范围而言，新集团的业务将涵盖全球主要区域，其总部设在毗邻
德国汉堡的维茨哈沃，30间工厂分布在：德国18间；法国2间；
瑞士1间；罗马尼亚1间；南非1间；中国3间；巴西1间；墨西哥1
间；阿根廷1间和在俄罗斯的1间工厂。
新集团未来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会考虑志趣相投的企业，也
许这些企业并不愿意抛售，但却希望成为All4Labels集团的一部
分；另一方面，All4Labels集团理想中的合作伙伴还必须是能坚
守质量、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并以人为本的企业。
从技术层面来看，三个集团成员的加工能力既有相似，也各
有所长。鲍姆加滕公司总部在巴西，其在拉丁美洲拥有多间工厂，
裁切&堆叠标签是鲍姆加滕的强项；X-Label公司和诺科集团的总
部均在德国，并早已实现全球化运营。可以说，新集团未来的加
工能力拥有绝对优势，如凹印、轮转胶印、UV柔印及数码印刷。
新集团广泛的地域分布以及技术强强合并，再加上雄厚的财
力支持，都会促进全球化品牌商的大客户管理效率更高，能更好
地整合供应商资源，并以全球化标准进行加工生产。这些优势无
疑会助力品牌商减少总的标签加工成本，使其利润率得以保障。
如此强大的集团后盾、广阔的市场前景、雄厚的资金保障、先
进的技术服务，以及良好的国际口碑，All4Labels全球包装集团势
必能够做到在其所运营的区域内成为客户的第一选择。

Labels & labeling.com.cn

潜心蓄势—加大中国市场投入
作为欧洲的知名品牌，诺科集团是一面旗帜。集团的服务范
围涉及食品、日化、航空、运输等多个领域，主要客户有宝洁、
联合利华、壳牌、埃克森美孚、雀巢、道达尔等世界知名的500
强企业。其核心业务包括不干胶标签、全息防伪标签、RFID标
签、防盗标签和套标等。
近年来，诺科集团不断加快全球化进程，特别是加强对新兴
经济体的投入。对于中国标签市场，诺科的定位是：充满机遇，
但同样具有很大挑战。从遥远的德国到中国开展业务，其中的艰
辛可想而知。如何将诺科进行中国化的品牌建设，让客户认识、
信任，并最终接纳诺科，是极大的挑战。
2008年10月，诺科在杭州注册成立国内第一家集团全资子
公司—诺科印刷（杭州）有限公司；2009年3月，诺科杭州正式
投产；2014年1月，诺科杭州总投资达560万欧元的新工厂正式落
成。近日，诺科集团国内第二间工厂在广州隆重开业。
从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水土不服”，到后来在中国区总经
理孙怡先生的带领下，通过一系列大幅度的升级改造，特别是进
行了多项为适应中国国情需要而制定的“本土化”改造。如今的
诺科，不仅拥有各类先进的不干胶加工技术、较为完整的供应链
结构，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生产和管理经验，逐步形成一套相对完
善的管理流程，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满足中国市场的客户需求。
All4Labels集团CEO Adrian Tippenhauer先生对中国员工的
工作表现给予高度评价，并特别强调诺科中国区总经理孙怡先生
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表示：“正是因为这一个人的不懈努力，
才能助力我们成为中国市场上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企业之一。”
同时，Tippenhauer先生传达了All4Labels集团进一步扩大中
国市场的战略决策—“集团对中国标签市场的持续增长潜力充
满信心，并承诺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包括新设备、
新工厂和人员的全方位投资。”

诺科广州工厂开业

All4Labels集团CEO Adrian Tippenhauer先生

诺科中国区总经理孙怡先生

| 33

12色捷拉斯RCS330 UV柔印机，同时组合了
丝网印刷单元和热烫金单元

“我们认为，客户一旦选择诺
科就等于选择了信任，必须要
对得起客户给予我们的信赖”

All4Labels集团CEO Adrian Tippenhauer先生与诺科中国区总经理孙怡先生为狮子点睛，
象征着诺科在广州的事业将如雄狮般勇猛进取、大展宏图。

“未来2—3年，希望在中国至少要达
到5家工厂的规模。诺科将是最好的，因为
我们对中国的标签市场发展充满信心。”

锐意突破—开拓华南新疆土
早在3年前，诺科中国区总经理孙怡先
生就曾坦言过诺科的“野心”—“诺科在
中国的发展将不仅仅局限于华东地区，未
来几年，会将诺科印刷的生产基地延伸至
华南、华中、华北以及西南地区。我们的
目标非常明确，力争在未来的三年内成为
中国最大的标签印刷加工商。我们将‘贴
身’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如今，诺科集团广州工厂隆重开业。该
工厂拥有4条数码生产线和一台12色捷拉斯
RCS330 UV柔印机，同时组合了丝网印刷
单元和热烫金单元；还有一台艾司科CDI
Spark 2530柔印制版机和杜邦Cyrel FAST

热敏处理器，印前准备工作可以全部在工
厂内部完成。此外，工厂还配备一台GSE
Colorsat Switch自动油墨混合系统。
诺科集团广州工厂的开业，是集团开拓
中国市场的关键一步，预示着诺科不再局限
于之前的区域，从此大跨步进入华南市场，
曾经的“野心”终于如愿以偿。同时，这也
是整个All4Labels集团在中国市场成功开疆
拓土的里程碑。
至此，华南市场对诺科集团不再是梦。

展望未来—诺科一直在路上
作为一家来自德国的标签企业，诺科集
团一直致力于将好的加工技术、经营理念、
管理方式带入中国。同时，集团也不断地向
中国同行学习优秀之处，借鉴先进经验，从
而使得诺科集团形成具有独特的德国特色的
中国标签企业管理模式。

诺科中国区总经理孙怡先生在开业庆典
仪式上介绍道：“诺科广州工厂是以杭州工
厂为模板，整个工厂拥有多条先进的印刷生
产线，具备完整的流程、高素质的人才和完
善的工作环境，保证了生产的高效，为即将
到来的战略发展做足准备。”
展望未来，诺科立志为客户提供高
质量的标签，并成为客户可信赖的合作伙
伴，最终能够成为标签行业乃至整个中国
企业界的榜样。
“我们认为，客户一旦选择诺科就等
于选择了信任，必须要对得起客户给予我
们的信赖。”这是整个诺科团队的心声。
本 刊 将 进 一 步 跟 踪 A ll4Labels集 团 的
下一步动作。了解该集团信息，请访
问:all4lab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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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M雕刻機，數控磨靈活的模具提供了滿足最高要求的旋轉和平板切割需求。
DieJet印機, 在DTP直接到板解決方案技術工業打印率的最高要求。
考慮了生產需要的精度和效率的最高要求。
德國製造 – 製造的優秀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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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特建设智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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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拉斯ECS 340十色柔性版印刷机

欧普特建设智能工厂
—做中国领先的、专业化的不干胶贴标生产商
2016年，欧普特先后投资并安装了捷拉斯ECS 340十色柔性版印刷机、HP Indigo 6800数字标签印刷机和Abg双工
位全自动模切生产线以及多款检测设备，实现由凸版向柔性版印刷与数字印刷的成功转型。

位

于江苏省泰州靖江市工业开发区的江苏欧普特条码标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特）是一家专业不干胶标签生产商。
它锐意进取、极富创新实践精神，成为中国标签行业内成功转型升
级的一颗明星，正迅速崛起并跻身于行业巨头之列。

“欧普特的崛起，缘于先进设备不断革新带
来的质变”

里程碑
2016年是欧普特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仅此一
年，公司先后安装了捷拉斯ECS 340十色柔性版印刷机、HP Indigo 6800数字标签印刷机和Abg双工位全自动模切生产线以及多
款检测设备，投资总额超过3千多万元人民币，实现由凸版向柔
性版印刷与数字印刷的成功转型。
“在2016年之前，欧普特每年的销售额最多在三、四千万，
从未超过五千万。”欧普特公司总经理徐江先生诚恳地表示。
然而经过一系列技术投资和产业布局，欧普特2016年实现销
售额突破6千万元人民币的跨越式发展。主营业务涵盖日化、食
品、医药及电子标签等市场，拥有如帝斯曼、西门子、屈臣氏、
海澜之家、海信等一批重量级客户。
徐江先生却谦虚地认为，“欧普特的崛起，缘于先进设备不
断革新带来的质变。”

提到欧普特的崛起须从头说起。欧普特2003年成立时，仅有2
名员工，所用的生产设备是价值数万元的斜背机，产品以空白标签
为主，是一间名副其实的“小工坊”。
2006年，欧普特购入琳得科间歇式凸版标签印刷机，相较于
单色斜背机，这台6色卷筒纸凸版设备自动化程度提高很多，也帮
助公司成功开拓了新的业务市场。这给徐江先生带来极大触动，
他认为，“设备投入的依据是对市场趋势的判断，只要市场前景
好，再贵的投入都值得。”
自此，伴随着业务增长，欧普特的生产设备也开始不断地升
级换代。并在2016年初，搬迁至目前所在的新工厂，占地面积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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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特拥有多台凌云检测设备，用于不干胶和复杂电子标签的检测

Abg双工位全自动模切生产线

HP Indigo 6800数码印刷机

欧普特拥有两套AVT Helios检测设备

设备革命
由高投入掀起的设备革命给欧普特带来的好处颇多，不仅只
体现在产值的迅速增加。比如欧普特于2016年上半年安装一台HP
Indigo 6800数码印刷机，其速度达到每分钟60米，可实现彩色图
案与可变数据印刷一次完成，非常适合加工特殊定制业务，由此
欧普特能够承接一些非常独特的标签订单。据徐江先生介绍，在
HP Indigo 6800数码印刷机安装到位伊始，公司就完成了康佳集
团300万张可变序列号标签订单的生产，前后仅用几天时间。为
配合这台数码印刷设备的使用，欧普特还特别安装一台Abg双工
位数码后加工设备以及塔台式复卷机。
捷拉斯ECS 340是欧普特安装的首台柔性版印刷设备。它适
用于长单的批量化生产，主要针对日化及食品不干胶标签领域。
这台柔印机共有13个单元，包括十个颜色印刷单元、一个冷烫单
元、一个丝网印刷单元和一个模切单元。“仅此一台设备就可以
完成我们原有设备一条生产线的所有工序。”徐江先生感慨道。
“这台捷拉斯ECS 340印刷机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大批量订单。
比如在满负荷运作情况下，两个工人一年即可完成价值3千万元的
产值。由于连线高效生产，还能大大降低人工成本。”
欧普特公司粗略测算，与2016年以前使用传统设备比较，新
设备投入使用后公司印刷生产的整体效率提高一倍以上，而且是
在后加工中模切工艺效率提高但“无法计算”的基础上统计得出
的数字。
Labels & labeling.com.cn

“设备投入的依据是对市场趋势的判断，只要
市场前景好，再贵的投入都值得”
对印刷及后加工设备的高投入带来的另一项好处是令欧普特既
可以高效完成高端定制业务，又能够从容应对大批量普通订单，这
套“组合拳”确保欧普特在行业竞争中更加游刃有余。“以前我们
是上门求订单，现在则可以综合考虑多方因素，然后再决定是否要
接单。”徐江先生表示。
除了对印刷及后加工设备升级之外，欧普特还通过安装艾司
科DLI制版设备和艾司科印前预检软件等，实现对印前的升级改
造。许文斌先生是欧普特的“老员工”，目前担任欧普特公司印
前经理一职。他表示，欧普特公司一直很重视印前发展，并拥有
强大的印前团队，因此当面对新的制版设备以及数码印刷设备的
印前图像处理时，在技术上变得“非常简单”。
2016年，欧普特还安装了两套AVT Helios检测设备。“AVT
Helios不仅颠覆传统生产工序，还可以实现生产全过程自动化检
测。”徐江先生介绍道。AVT Helios通过高分辨扫描仪对比样品
与成品，在产品批量生产前就可完成检测，精准度更高。“未来
还将联网实现生产全过程检测，一旦发现问题，系统可自动停机。
这将助力我们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控制。”

欧普特建设智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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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拉斯

欧普特还拥有多台凌云检测设备，用于不干胶以及复杂电子
标签的检测。

未来目标
近几年，欧普特陆续获得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UL认
证、ISO14001环境体系认证和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体系等
认证。“公司目标是通过建设智能工厂，实现主力设备智能化、生
产过程智能化、管理智能化，争做中国领先的、专业化不干胶贴标
生产商。”徐江先生表示。
未来，欧普特会通过强化质量管理，实施可持续创新，利用
优质高效低耗的设备及生产工艺，为客户创造价值。

捷拉斯是全球领先的标签印刷设备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也是最早一批
进入中国市场的标签印刷设备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最初，它是通过海德堡的
销售和服务团队在国内开展业务。为了能更好地开拓中国市场，捷拉斯（上
海）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于2012年正式成立，自此拥有独立的销售和服务团队。
2014年6月，捷拉斯被海德堡印刷机械股份公司全额收购。因此，捷拉斯
与海德堡能够最大化地利用双方在各自领域的技术专长，发挥协同效应，更好
地服务于客户。
捷拉斯目前在中国市场运行的窄幅轮转设备有90多台，涉及标签、烟包、
票据等众多领域。捷拉斯中国销售经理李强先生表示：“稳定的质量、过硬的品
质是我们保持市场领先地位的最重要基础。近一两年国内标签市场增速相对放
缓，许多企业逐步降低预算，但也不乏像欧普特这样颇具潜力的企业，抓住时
机，完成由凸版向柔性版印刷的转型，实现企业跨越性发展。”
“欧普特公司订购的ECS 340是捷拉斯最畅销机型之一，由于其采用工业
花岗岩基座，在印刷时超乎寻常的安静、平稳。这也是一台全伺服驱动的印刷
机，针对快速设计和颜色变化可预设置，能实现高效地生产，同时短纸路设计
也能极大程度地减少卷材浪费。”李强先生介绍道。
据悉，捷拉斯ECS 340在全球的装机量超过400台，国内装机量超过30台。

了解江苏欧普特条码标签有限公司，请访问：www.optlabel.cn。

柔性版印刷
油墨测试

印刷质量测试

操作简便快捷

重复性试验

便携式仪器

模切

想知道我们都有哪些柔性版测试设备能帮助到您，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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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璟华 玩转网络印刷
说起网络印刷，人们会想到台湾健豪，而在标签印刷领域同样有这样一家企业，依托于健豪的网络平台，迅速
打开市场，并利用网络订单带动线下订单的快速增长。

璟华董事长蔡家麒（左一），罗铁董事长罗文健（左二）、璟华业务经理孙竞新（右一）

台

湾璟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璟华印刷”）成立于1997年，
在经过一系列的变化与摸索后，已逐步成
长为拥有50多名员工、年营业额超过4,000
万元人民币的中型印刷企业，并持续保持
高速增长。
“璟华成立之初，最初的业务以制作
录音带、录影带、磁碟片为主，与标签印
刷毫无关联，只是标签的使用者、消费者。
然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璟华接触到罗铁的
标签印刷机，从而了解到标签印刷加工工艺
带来的全新商机，自此进入了标签印刷领
域。”璟华印刷蔡家麒董事长介绍起他与
标签印刷的不解之缘。
璟华具备许多优良“基因”，如交货
准时，售后服务好，因此客户基础一直保
持稳定。公司自2002年开始专注于标签印
刷业务起，先后购入一台罗铁全轮转标签
印刷机和多台斜背式标签印刷机，业务不
断发展壮大。

网络印刷
然而，真正让璟华与众多竞争者区别开
来的却是网络印刷，“从去年起我们开始与
健豪合作，专注服务网络订单，自此网络业
务呈爆发式增长。”蔡家麒先生介绍道。
台湾健豪是一家专注于网络印刷的企
业，日订单量达到2万件。目前网站上凡是
涉及到不干胶印刷的订单均由璟华来完成。
依托健豪强大的流量导入，璟华目前来自网

要按照要求上传图片，网络下订单即可。璟
华所要做的就是优化整体服务流程，提高自
动化和优化工艺流程，将成本降至最低。
就印刷工艺而言，璟华现有一台罗铁凸
版全轮转标签印刷机、多台斜背式标签印刷
机，还有一台爱普生SurePressL-4033A、
一台网屏Truepress Jet520喷墨标签印刷机
以及卓绝等多台数码标签印刷设备。
不干胶后加工是重中之重，璟华凭借
一台罗铁高速模切机、多台平压平模切设
备和大族冠华的激光模切设备，外加上光、
烫金、压痕等中小型设备，完全可以满足客
户的不同需求。
蔡家麒先生表示网络带来的不仅仅是直
接的订单，还有量的成长，比如很多客户一
开始的订单很小，但随着其业务的增长，订
单量就会慢慢增多。由于网络印刷需要提前
付款，这将有利于提升企业资金流的流通速
度，再通过生产资源的合理调配，交货速度
提高的同时，仓储成本、生产安全等问题却
做到不断地减少。

超越网络印刷

健豪网站截图

络的订单数量已占到公司总订单量的80%。
“与线下印刷不同，网络印刷对印品
质量要求相对较低，且不需要对色，但对于
我们而言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大的挑战是如
何把产品以最快的速度交送到客户手上。考
虑到客户对速度的要求，需要对整个服务环
节做好规划，如前端的图片上传、在线制作
和IT实现。璟华有一个专门负责网络订单的
团队，24小时值班，目前能够确保一个订
单下单后的3天内交货。”蔡家麒补充道。
在健豪的官网上（www.gainhow.tw）
不干胶产品有详细的价目表，不同的规格尺
寸、不同的材料相对不同的价格，客户只需

璟 华目前的业务不仅仅局限于不干
胶标签印刷，还可加工纸袋、纸盒，甚至
大到海报、图书以及个性化的相册等延伸
出来的业务。为了迎合来自网络相册和图
书市场的需求，璟华还创建了自己的网站
www.twhappybook.com，以不断开拓新的
业务领域。

未来发展
关于未来，蔡家麒先生坦言，璟华将
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争取成为台湾地区
最大的标签印刷加工商。而对于印刷工艺
的选择，蔡家麒表示将不会局限于数码印
刷，将来会根据业务发展的需求变化进行
不断地调整，而柔性版印刷技术也在公司
未来业务规划的考虑范围之内。

本刊记者近期走访了多家台湾供应商
和加工企业，将在后续的杂志中为您
做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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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胶底纸选材的探讨
底纸作为不干胶标签的承载物，贯穿整个生产过程。目前主流的不干胶涂布方式是转移式涂布，即胶水、硅油
预先涂布在底纸上，经过与面纸贴合最终将胶层转移至面纸，因此几乎整个涂布操作都是在底纸上完成的。可
见底纸对于标签材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请看艾利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崔敏敏的介绍

常用不干胶标签底纸
1.格拉辛底纸
目前不干胶标签底纸主要采用格拉辛纸。格拉辛纸
是“glassine”的译音，又名“半透明纸玻璃纸（与国内传统意
义上玻璃纸不同）”，是格拉辛专用原纸经涂布加工后制成的具
有良好内部强度和透明度的纸张。它具有耐高温、防潮、防油等
功能，一般用于食品、医药等行业的产品包装，高速自动贴标的
特殊胶带（特别适用于高速标签粘贴的特殊胶带）、双面胶带基
材商标、激光防伪标和其他离型应用等。[1]

容易产生纸粉。普通格拉辛底纸虽然有压光和表面涂层工艺，但
由于表层缺乏遮蔽层，其耐磨性能在苛刻条件下使用还是存在掉
粉污染材料的弊端。近年来淋膜格拉辛底纸（PEK）使用逐渐广
泛，大有替代普通格拉辛底纸之趋势。其主要工艺是，在普通格
拉辛纸表层淋涂一层PE膜以加强纸粉颗粒间的结合力。PEK家族
中有一个系列为压纹PEK（Emboss liner），通过对淋膜PE进行
压纹，很好地解决了在后端贴标过程中由于标签与被贴物间排气
不畅出现气泡的问题。两者的结构区别如图：

2.淋膜格拉辛底纸
原纸经淋膜后涂布离型剂生产而得的离型纸就是淋膜格拉辛
底纸。这需要在纸上做涂塑处理（俗称淋膜），国内一般使用聚
乙烯（PE）粒子进行淋膜，要求熔融指数在7左右。广泛应用于
办公室纸张、食品包装、食品容器及各种防粘或阻隔用纸。淋膜
离型纸又分为单淋和双淋，一般单面离型纸都是单淋的，但也有
双淋的单面离型纸。[2]
3.底纸的关键性能
对于不干胶标签来说，底纸选用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其透光性
能和耐磨性能：
（1）透光率
透光性能是为了保证在后端成品加工工艺过程中有良好的电
眼识别效果。不同的格拉辛底纸具有不同的透光效果，理论上底
纸透光性越好，在后端加工过程中越为流畅，设备停机率也更低。
为了验证当前国内、国际几款主流格拉辛底纸的透光性能，本文分
别使用透光度（Transparency）和不透光度（Haze）进行透光率
测试（如下图）。

对普通格拉辛底纸和淋膜格拉辛底纸进行IGT拉毛强度测试，
以验证两种材质的纸粉颗粒间结合力的差异。

结果显示淋膜PEK明显优于普通格拉辛底纸，数值上接近7%
的拉毛强度优势。

小结
综上所述，耐久型标签底纸首先需要有较高的透光率（大于
55%），以满足印刷和模切加工的需求；其次，在某些高端运用
或具有高附加值的标签选材上，PEK底纸是首选，但其价格与淋
膜层厚度以及工艺成熟度息息相关，需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数据显示，编号为906-00的格拉辛底纸（Boise）透光效果最
差，表现最好的是编号914-03（民丰）。
（2）耐磨性
格拉辛底纸的耐磨性能是耐久型标签另外一个重要性能指标。
耐久型标签因搭配的是薄膜面材，且印刷方式大多为满版印刷，
如果底纸的耐磨性能差，在不干胶标签的生产过程中与导辊接触
Labels & label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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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RINT 2017展前预览

本文将介绍第九届CHINA PRINT展会上针对标签、包装印刷领域的部分参展商及其主要展品，以方便观众参观。

由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北京国际印
刷技术展览会（英文名称：CHINA PRINT）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国际印刷
大展，也是亚洲影响力最大、展出规模最大的大型旗舰展会，其在全球综合印刷展览会中
的地位仅次于德鲁巴展会，是当之无愧的“大印展”。
CHINA PRINT每四年举办一届，今年中国印刷行业将再次迎来这一展会盛世。第九
届CHINA PRINT展会将于5月9—13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展品涵盖印前、印
中、印后的最新设备及技术，展出面积将超过16万平方米。
CHINA PRINT空前的展会规模和其所孕育的巨大商机吸引了超过1300家企业参展。
近几年，标签、包装印刷业是印刷领域内的“明星”地带，汇集众多的新技术和新的发
展理念，为此展会主办方专门将E3馆开辟为“标签印刷专馆”作为标签加工技术的集中
展示区。除此之外，一些大型企业也将在其各自的展位上展出针对标签、包装印刷需求
而设计、生产的产品。为了方便观众参观，本文将介绍此次展会上针对标签、包装印刷
领域的部分参展商及主要展品。

更专业的标签印刷展览会
由塔苏斯展览集团主办的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
览会（英文：Labelexpo Asia）是全球标签印刷系
列展览会在亚洲的重要一站，也是目前亚洲地区展
出面积最大、专业程度最高的标签及加工业展览会。
即将于2017年12月5—8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SNIEC）举办的第八届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英文：Labelexpo Asia 2017）展出净面积超过
1万平方米，将横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1、E2两
个展馆；参展商超过300家，观众人数预计2万人。
本届展会同期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论坛与研讨
活动。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021-64393591或
64396269，或请访问www.labelexpo-asia.com.cn。
参展商范围：
各类数字及传统印刷设备
高技术含量的标签及包装材料
印前及制版技术
印后处理及各类装饰技术
检测、套印及各类贴标设备

HP Indigo 8000数字印刷机将首次亮相亚洲的展览会

惠普
作为本届展会展位面积最大的参展
商，惠普公司将在3000平米的展台上展出
十多款数字印刷解决方案以彰显数字印刷
的创新性、高速度、高性能和强大的加工能
力，其中HP Indigo 8000，Indigo 12000数
字印刷机将首次亮相亚洲的展览会。
惠普公司还将简要介绍针对未来的组
合式标签生产的设想。HP Indigo组合数字
印刷机的概念机能够一次性完成印刷和印
后加工，可为更多客户提供全面数字化且
一次通过的高端标签及包装生产解决方案。
这款与JetFX公司联合开发的印刷机属
于一个专门用于HP Indigo WS6800数字印
刷机的产品线，它能够简化局部上光，增加
质感以及箔纸等数字加工过程，还可以几乎
不受限制地使用HP SmartStream Mosaic软
件设计出的各种装饰图样进行加工。
HP Indigo组合数字印刷机的概念机将
彰显全数字化组合式印刷机的优势，其所
有功能都可以单点控制，而且与作为数字
前端的HP Indigo WS6800或8000数字印刷
机实现了无缝集成，因此可以减少浪费，缩
短生产时间。
在全球范围内，逾300家惠普客户的
500多台印刷机已经连接至PrintOS应用，

该应用可以帮助客户提高日常印刷产量，
并改善印刷性能。西班牙巴塞罗那Serafi
公司采用PrintOS Box后，从收到文件到
投入生产作业的时间从40分钟大幅缩减至
5分钟。亚太区的客户包括上海东方网印
和上海灵燕数字印刷，以及一些来自澳大
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
亚和菲律宾的客户。

切刀及辊
油墨及涂料
RFID智能标签及各类防伪解决方案
软件及各类交互式技术
上届展会数据：
参展商：240家
专业观众人数：22,104
观众来源国：80

柯尼卡美能达
柯尼卡美能达1200平米的参展面积
将是所有数码印刷参展企业中面积第二
大的企业，足见柯尼卡美能达对中国市场
的肯定和重视。针对标签印刷市场，柯尼
卡美能达将展出生产型标签数字印刷系统
bizhub PRESS C71cf数码印刷机。它采
用干碳粉电子照相印刷图像技术，印刷卷
对卷CMYK四色时的速度为13.5m/min，
最佳分辨率为1200dpi x 1200dpi/8 bit，最
大开卷/复卷直径为500mm，技术先进，效
率杰出。对此，柯尼卡美能达数字印刷营
业部部长李刚表示：标签产业从传统向数
字化的转型才刚刚开始，这正好给我们提
供了契机，这一领域极有可能成为柯尼卡
美能达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通过数字印
刷设备加工的标签，可以每一张标签都不

一样，这是一款全新的机器，拥有全部的
自主技术优势，这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我们将全力以赴。”

网屏
网屏将展出先进的热敏CTP以及能从
容应对各种幅面传统印刷数字化转型需求
的产品和技术。针对标签印刷，网屏将展
出Truepress Jet L350UV数字印刷机，它采
用"一次走纸"喷头技术，可支持的承印材料
宽度为100—350mm，最大印刷幅宽为322
毫米，最快印刷速度可达50米/分钟，可以
处理日化、药品、食品、酒类、安全类等
标签印刷业务，满足当前标签行业的多种
印刷要求。
2017年 第 1期

42 | 展 前 预 览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
北大方正将展出K300S高速可变数
据喷印系统，这是一款针对个性化标签、
防伪标签而推出的高速可变数据喷墨印
刷解决方案，适应纸张、不干胶、金属
箔、PET、PVC、PE、PP等多种承印材
料，印品精美，成本低，能广泛应用于标
签印刷、包装印刷、可变数据印刷等多个
领域。

海德堡/捷拉斯
海德堡/捷拉斯将在W1-001馆展出捷
拉斯最畅销的机型之一—ECS340标签印
刷机，它在全球安装量已超过400台，仅
中国就有30多台。
由于采用工业花岗岩基座设计，捷拉
斯ECS 340具有超长的使用寿命和卓越的
精准度，更比其他同类型机器安静。它采
用极短的走纸路径（印刷单元之间仅为1.1
米），能有效节省高达30%的材料浪费，
可在确保高品质和生产效率的前提下，最
大程度减少生产浪费，有效提高印刷企业
的生产效益。得益于套筒技术和封闭式刮
刀的使用，捷拉斯ECS 340可实现较短的
调机和换线时间。上述特性也确保了捷拉
斯ECS 340始终如一的高品质，一致的再
现性和整个使用寿命内卓越的抗老化性能。
最新的伺服驱动器和自动化功能（如预
套印，套印控制和动态印刷压力调整）的独
特组合能帮助捷拉斯ECS 340用户实现更高
的生产率，以及印刷品质一致性和可重复性
的最高标准。通过可完全集成于机器控制系
统的丝网印刷单元，捷拉斯ECS 340可满足
更多高端标签的生产需求。捷拉斯ECS 340
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可组合柔性版印刷，丝网印刷以及冷
烫印刷等多种印刷方式，可帮助标签印刷
企业实现更高成本效益的商品标签生产。

辽宁豹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豹驰的展机贯穿标签印刷的印前、
印中、印后整个流程，将为客户提供优质的
标签印刷数码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标签加
工企业更好地适应标签市场的未来发展。
在E8-210展位，豹驰将展出的捷豹
Panthera 3322C标签彩色喷墨印刷机采用
Memjet热泡式喷墨技术，四色印刷；在印
刷分辨率1600 × 800dpi的情况下，印刷

捷拉斯ECS 340印刷机
Labels & labeling.com.cn

速度可达18m/min；在印刷分辨率1600 ×
1600dpi的情况下，印刷速度可达
9m/min；最大印刷宽度
260毫米；适合
印刷纸张、不干
胶等材料，可选
配UV上光单元。
捷豹Panthera 500G是一
款针对拥有多种
印刷工艺方式的标签印刷
企业设计并开发的计算机直接制版机，可
加工输出数码柔版、数码树脂版、热敏PS
版。即一台设备可完成柔印、凸印、胶印
等工艺方式的印前制版工作。具备自动光
路切换、自动对焦功能，能够实现高品质
制版效果。
与此同时，豹驰还将展出标签数码上
光机3326V。

美国联合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美国联合印刷器材有限公司将在E1015展位上展出美国麦安迪（Mark Andy）
公司的“数码一号”数码柔印机（DigitalOne），时隔数年麦安迪产品再次实样
展出。
“数码一号”于2016年9月在芝加哥举
办的北美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mericas 2016）上首次推出，仅短短半
年已在北美、欧洲等地区销售出30多台。
“数码一号”集数码打印、柔印、上
光/覆膜、冷烫、模切、分切等功能于一
体；采用全伺服驱动和自动套准技术，数码
精度可达1200×1200dpi。适合短版及快速
更换活件业务，是数码与柔印的完美结合。
此次CHINA PRINT展会，麦安迪公司
事业发展部经理Tim Brasher将亲临现场，
并组织演示、操作培训和技术讲解等。为
此，“数码一号”的耗材将设在美国联合
印刷器材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的保税区仓
库内，可为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客户提供
方便。

亿迪印刷机械 （ 上海 ） 有限
公司
亿 迪 将 在 E 3 - 0 2 1 展 位 上 展 出 M E TRONOME柔版机和Cohesio 涂布机。其

柯尼卡美能达 bizhub PRESS C71cf
数码印刷机

中，METRONOME柔版机具有以下特点：
自动数字式套准ADR机器的套准由数
字式系统自动完成
扩展型张力控制系统TESS革新的闭
环递增型张力控制系统，能够在诸如12微
米的BOPP上印刷；
自动卷废系统Auto Peel-Off自动卷
废，无需停机。自动卷废的过程中不会断
纸。更换废纸卷过程中，机器减速但不停
机，可减少浪费；
材料节省；采用“印刷压力预调系
统”、“自动卷废系统”和“扩展型张力
控制系统”，印刷材料节省达到每天500
平方米；
印刷压力预调系统SAPS使得机器运
转过程中无需调节印刷压力，每次工作转
换都可节省时间和材料。无论印刷何种材
料，自动调整版辊、网纹辊、压印滚筒之
间的印刷压力；
智能型印刷单元盒；一台小车被当
作在工作转换过程中移动的工作站。新的
印刷单元盒预先准备好放置在小车上，随
时待命。当机器运转时，所有先前工作的
工具已经清洗完毕，放置在小车上，等待
下一工作转换。
Metronome可灵活升级换代，更换工
作方便，不仅为印刷商带来了极大的竞争
优势而且提高了产量。可以应用在以下市
场：化妆品、食品包装、饮料、媒体及其
他更多领域。
Cohesio 涂布机具有以下特点：
结构紧凑，使用简单；可以将任意形
式的纸张、卡纸和薄膜制造成不干胶标签；
面材和底材分别开卷进入COHESIO，先在底材上涂硅、上胶后与面材复
合，最终形成不干胶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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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万杰WJPS-350D间歇式PS版轮转印刷机

亿迪METRONOME柔版机

捷豹Panthera 3322C标签彩色喷墨印刷机

河北万杰机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河北万杰将在E3-121展位展出WJPS350D间歇式PS版轮转印刷机和WJLZ280/350间歇式凸版轮转印刷机。其
中，WJPS-350D间歇式PS版轮转印刷机
的控制系统：主机运行部分采用cpu，拥有
超强的控制能力以及超快的计算速度，可确
保长期精确运行。无轴传动：采用伺服电机
直接驱动滚筒，为机器高速运转提供了动力
保证；套准系统：只要在主控台上输入印刷
长度，各印刷单元便会自动移位到所需的位
置；利用ccd静止图面监控系统，可以不停
机便在主控台上实现各印刷单元的天地、横
向以及歪斜套准控制，大大提高了印品质量
并降低材料浪费。印刷单元：各印刷单元均
可在其他印刷单元正常印刷时实现单独控制
（如装卸版、洗车灯），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水墨控制：采用美国先进的供墨供水系
统，有效保证了高、低速下的水墨平衡及颜
色稳定，充分保证了印品光亮度；供水供墨
系统通过胶辊在第一支着版辊上实现水墨合

中特ZTJ-330多功能间歇式PS版标签印刷机

一的经典结构，大大降低了材料的浪费；润
滑系统：该设备采用计算机自动强制循环供
油系统，确保了设备的运行精度及寿命。
此外，这台设备还拥有半自动装卸版
和手动装卸版两用程序，大大提高了机器
换版速度和设备操控的可靠性；另外，还
配有全气动控制离合压系统、全新分区墨
斗结构等等，可以选配遥控墨斗、柔性上
光、冷烫金、圆刀模切等功能，大大提高
了设备的市场竞争力。

潍坊东航
潍坊东航将展出一台窄幅柔性版印刷
机和一台宽幅印刷设备。东航柔性版印刷
机整机操作简单，并具有快速的印刷准备
时间（4色印刷只要3分钟）和极低的浪费
等特点，最高印刷速度为180米/分。印版
辊筒的肩铁支撑机构能有效克服版缝冲击
造成的震动问题，实现高精度稳定印刷。
伺服驱动可在停机状态实现印版预套准，
开机自动套准。相对于传统柔印机，该机
的优势在于其较短的走纸线路和少量的油
墨印刷，至少可节省50%浪费；快捷更换
印版可极大提高生产力，为客户带来更
高的经济效益。

浙江中特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中特将在E3-109号展位现场
演示ZJT-330 6色PS版标签印刷机。该机各
单元均使用独立伺服机驱动，在高速印刷时
能确保稳定的套印精度。此外，该机采用6
麦安迪“数码一号”（DigitalOne）数码柔印机

个LED-UV固化系统，可固化普通UV油墨。
中特还将现场展示一台4色520mm宽
度的间歇式胶印机，该机同样配备4个LED
UV系统。
除印刷机外，中特还将展示一台间歇式
模切机和一台标签UV喷墨印刷系统。

上海艾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艾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不
干胶材料研发及制作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
为全球客户提供电子面单，空白模切及不干
胶材料整体解决方案。艾科电子面单全部采
用进口理光面材，防水、防油、防酒精、防
刮擦，打印精细度极高；同时，图像保存性
好，打印头配合度高，耐热性好。它采用无
毒环保水胶，初粘性与持黏性极强。艾科全
部采用LED油墨印刷，不含挥发性有机溶
剂，超低粘度，固化好，无刺激性气味，
印刷清晰、节能环保。低温产品贴标温度
为零下二十度，可在零下五十度使用。欢
迎莅临艾科在E8-204的展位。
CHINA PRINT作为享誉国内外的综合性
印刷大展，会有一系列新的印刷技术、
新的发展趋势浮出水面，然而，短短的
5天 展 出 时 间 ， 作 为 一 名 普 通 观 众 是 很
难看遍所有的展出设备，为此本刊专门
组成CHINA PRINT特别报道组，就标签
印刷企业应值得重点关注的新设备、新
技术现场采集报道，并在下期杂志中以
观后感的形式予以介绍，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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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达第三座柔印包装技术中心

在上海盛大开幕
上海柯达柔印包装技术中心开业彰显了柯达公司对包装印刷产业的承诺，不仅在中国，更要在整个亚太地区，
做好各项工作和服务，通过柯达柔印包装技术中心把整个行业的质量标准提升至更高的水平。

2

017年3月27日，一场精彩的舞狮表演拉开了上海柯达柔印包装
技术中心开业庆典的序幕。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印刷管理处副处
长钱芳，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柔性版印刷分会理事长周建宝，柯达柔
印包装部总经理兼副总裁Chris Payne，柯达大中华区总裁何勇共
同参加剪彩仪式。柯达柔印包装部总经理兼副总裁Chris Payne与
柯达营运副总裁Pang Boon Tien一起为醒狮点睛，象征着柯达柔印
包装技术中心开业大吉，未来将大展宏图。
庆典仪式上，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柔性版印刷分会理事长周建
宝表示，2017年是实施中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绿色印
刷无疑将成为印刷行业“十三五”发展的重点。我国柔印技术发
展很快，是目前公认的环保印刷技术，再加上创新技术的应用，
将助力我国从印刷大国到印刷强国的转型。柯达公司多年来一直
致力于柔印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是柔印行业中的佼佼者。十年
以前，柯达公司就敏锐地捕捉到柔印技术未来将会在全球包装领
域高速发展，并开发出具备独特性能、领先的系统。经过柯达公
司团队的努力，该系统自投放以来，取得良好的业绩，同时也提
高了柔印的制版水平，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柔印作为一种绿色
的环保印刷技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柯达柔印包装
技术中心开幕，标志着柯达公司柔印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柯达大中华区总裁何勇表示，柯达柔印包装技术中心开幕，
足以看出柯达对整个中国市场乃至亚太市场的重视程度。在中国
绿色印刷快速发展的今天，柯达的柔印事业部、包装事业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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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中国的绿色包装印刷起到强大推动作用，将是柯达对中国广
大客户的回报。未来，柯达整个团队将一如既往地与客户一起为
中国的绿印包装、为中国的印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在中国、
在亚太区，柯达将通过材料、设备、软件和服务，为广大客户带
来更多的增值服务。
柯达柔印包装部总经理兼副总裁Chris Payne表示，柯达希望
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为行业的改变做出一些贡献。上海柯达
柔印包装技术中心的开业是柯达对整个中国乃至亚太地区包装、印
刷行业的一个承诺象征。与包装相关的印刷技术和工艺主要有四大
类，凸印、凹印、胶印和柔印，其中柔印技术大概占40%的市场份
额。越来越多的包装产业开始采用柔印技术，预示着柔印技术将有
一个非常好的前景。柔性版印刷具有环保、质量好、效率高、产量
大等特点，符合现代印刷的发展趋势，相信未来发展前景会更加
美好，特别是在中国，柔印技术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柔印不仅在中国将迎来发展的上升期，在亚洲也将获得良好的
机遇。柯达柔印包装事业部亚太总监Vidhu Gautam表示，上海柯
达柔印包装技术中心开业彰显了柯达公司对包装印刷产业的承诺，
不仅在中国，更要在整个亚太地区，做好各项工作和服务，通过柯
达柔印包装技术中心把整个行业的质量标准提升至更高的水平。

柯达柔印包装技术中心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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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达柔印包装部总经理兼副总裁Chris Payne与
柯达营运副总裁Pang Boon Tien一起为醒狮点睛

嘉宾参观柯达柔印包装技术中心

客户如是说

现场专访

柯克集团主席Graeme Kirk表示，柯达一直以来致力于技术
创新，并不断刷新历史。过去几年柯达对柔印事业做出巨大的贡
献。柯达柔印包装技术中心的成立验证了柯达对技术创新的投入
和承诺。加强柯达在柔印方面的技术支持与服务密度，可以让中
国客户更好地体验到柔印技术的优势，相信柯达柔印制版技术将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
澳大利亚辛普劳公司集团包装和过程改进经理Jason Goode
表示，柯达非常关注与客户的互动、与行业供应链上每一个角色
的互动，通过互动可以让柯达了解到如何做才能推动整个行业的
发展。柯达公司给客户带来的是创新的技术、是高效的技术，可
以帮助客户把想要跟消费者说的话传递出去，在帮助客户实现复
杂印刷要求的同时，使成本得到控制。

参观完柔印包装技术中心后，必胜网等多家媒体对柯达柔印
包装部总经理兼副总裁Chris Payne和全球市场传播总监Emma
Schlotthauer进行了专访。
据介绍，柯达是最早将柔性版印刷介绍到标签领域的企业之
一，并一直关注着柔性版包装印刷和标签印刷的发展。之前，柯
达比较重视在美国的推广，借助于柔印包装技术中心的成立，柯
达将逐步加大对中国及亚太地区柔性版包装印刷技术的推进力度。
标签柔性版印刷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数码印刷，小批量印刷标
签使用数码印刷转换速度很快，但是大批量印刷时，使用柔性版
印刷效率会更高、更便宜。
柯达公司认为其产品是独特的，比如柯达在制版技术领域已
经掌握核心技术，柯达的印版制版速度快、质量高、分辨率好，
能有效提高印刷效率。

现场参观
在聆听完嘉宾们的精彩演讲后，柯达客户和媒体朋友们受邀
参观了柯达柔印包装技术中心。
上海柯达柔印包装技术中心为国内客户提供了一个体验柔
性版包装印刷的场地。通过该技术中心，柯达将为客户生产测试
版，为亚太地区的客户提供各项服务、举办相关活动，柯达也可
以与客户和合作伙伴一道切磋技艺、探讨趋势，共同推进柔性版
包装印刷的进步。
柯达柔印包装技术中心展示了Flexo NX直接制版系统，它能
够帮助包装印刷厂家实现高品质印刷，并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

关于未来
谈及未来，柯达认为柔性版印刷的市场很大，未来前景广阔，
而现在也只开发了一部分。比如柔印技术可以应用到电子屏，使用
柯达提供的柔性版印刷版材已经成功印刷出3D产品。柯达现在正
在不断地开拓新的应用领域，开发更高端的技术、包装和标签，
以便更好地为广大客户提供服务。

本文中的所有文字及图片均由必胜网记者尹洋洋提供，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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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全球标签协会L9大会在美国芝加哥举办（存图）

共襄盛举
开拓标签商业印刷新时代
—世界标签联盟大会（L9）暨中国国际标签高端论坛将在京举办
作为世界标签协会成员之一，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标签印刷分会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将特别邀
请世界标签协会成员到北京来探讨标签产业现状与最新发展趋势动向，以及对我国未来标签产业的影响，这将
是我国首次举办的世界级标签行业盛事。

L

9，即全球标签协会的简称，它是由包括中国印刷及设备器
材工业协会（PEIAC）、欧洲不干胶标签协会（FINAT）、
北美标牌及标签制造商协会（TLMI）、日本不干胶标签制造商
协会（JFLP）、新西兰不干胶标签制造商协会（SALMA）、澳
大利亚标签与标牌制造商协会（LATMA）、印度标签制造商协
会（LMAI）、巴西不干胶标签行业协会（ABIEA）和墨西哥标
签企业协会（AMETIQ）在内的世界上9个国家和地区的标签协
会组成。
世界标签联盟大会是L9的最高会议，每年定期举办会议，以
交流各国行业信息，探讨新技术发展方向和市场趋势。中国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标
签和包装市场。2015年，中国有规模以上的标签印刷企业6046家
（占世界总量的24%），标签印刷业总产值达350亿元。当前，中
国标签印刷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标签印制设备、技术、管理
水平等不仅快速提升，并逐步与国际接轨。同时中国标签印制设
备、器材的出口量逐年攀升，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些变
化正在引起全球标签业同仁的关注，世界目光正在聚焦中国，中
国企业需要了解世界。
作为世界标签协会成员之一，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
标签印刷分会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将特别邀请世界标签协

会成员齐聚北京来探讨标签产业现状与最新发展趋势动向，以及
对我国未来标签产业的影响。
定于今年4月26日在北京金茂威斯汀大饭店举办的世界标签联
盟大会（L9）暨中国国际标签高端论坛将是我国首次举办的世界
级标签行业盛事，届时来自国内、外行业协会领导、中印工协标
签印刷分会领导、印刷院校领导和高级教师、供应链合作伙伴、
标签印刷企业负责人、终端客户、行业媒体及相关专家将相聚北
京，探讨行业趋势与机遇，共同开启商业印刷新时代。

数字·创新·绿色·智能
本次活动由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主办，中国印刷及
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标签印刷分会承办，《印刷工业》杂志社有限
公司、中印工协海外出展部协办。在议题的选择上，主承办方秉
承“数字·创新·绿色·智能”的发展理念，充分考虑到大会重在学
习与交流的目的和中国标签从业者的现实需求与兴趣点，精心挑
选出以下几个议题，策划用心程度可见一斑。
大会将由L9成员，即中国、美国、欧洲、印度、日本、墨西
哥、新西兰等标签协会代表发表主旨演讲，介绍全球标签印刷的
最新技术、市场发展方向及未来趋势，特别是各个区域市场上值
得关注的亮点，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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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世 界 标 签 联 盟 大 会

一直以来，“绿色环保”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中国也
是将环保治理提升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特别在“十三五”
规划中，最高决策层面提出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彻底
整治环境，以环境倒逼机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然而在实现绿色
印刷过程中，我国与国外印刷业相对发达的国家相比出现了一些
差异，这究竟是什么？论坛期间国内外专家关于可持续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探讨将予以揭晓，并分享成功经验。
印刷包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印刷企业意识到质
量的重要性，而这个质量并不单纯指印刷产品的质量，还包括过
程质量和服务质量，只有全面提供让客户满意的服务才能获得更
多客户的青睐。因此，本次论坛将围绕中国不干胶标签产品质量
标准展开讨论，分享标签行业质量管理经验。同时，还有成功企
业在质量兴业和科技创新方面的介绍。
标签行业还面临着其他一系列的挑战和困境，但仍存在高价
值、高利润的商机，比如智能标签和可变信息标签等代表今后标
签发展方向的技术和应用，都将是本次论坛覆盖主题。
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
下，传统标签加工方式正受到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
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巨大冲击，传统印刷企业也被逼到不
进则退的境地。如何在复杂而立体的竞争态势下超越时代而不被
其伤害，将是“互联网+标签”环节重点讨论的内容。

世界标签印制大奖
“世界标签印制大奖”（World Label Awards）是世界标签
印刷领域内的最高奖项，素有“世界标签工业技术奥斯卡”之
称。它每年举办一届，所有参赛企业只有在获得L9各成员国在其
所属区域内举办的标签大奖后，方能获得推荐参加“世界标签印
制大奖”的资格。
“世界标签印制大奖”高度集中展现了标签加工技术的突破
和市场应用的创新。此次世界标签联盟大会举办期间将为获奖企
业颁发“2016世界标签大奖”单项奖奖牌。究竟花落谁家，我们
随后揭晓。

强势报道
作为我国首次举办的世界级标签行业盛事，本次活动得到国
内外行业媒体最广泛的关注，《标签与贴标》、中印网、必胜印
刷网、我要印、《印刷杂志》、《今日印刷》、红动传媒、印盟
商圈、证卡票签产业联盟等媒体将联合宣传，发布活动最新情况。
本刊—《标签与贴标》，作为大会的媒体合作伙伴，由中
国区项目总监刘涛先生牵头，国内外记者团队全程参与，将在本
刊中、英网站，官方微信以及杂志上跟踪报道。

期盼
论坛+桌面展示
本次活动同样非常重视践行，论坛与桌面展示相结合，许多
在论坛上讨论过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可以在桌面展示会上得以体
现，更有助于加深听众对会议内容的认知。
此次活动还将是业界国内外新朋老友联谊切磋、增进感情的
大好时机。论坛期间举办的一系列联谊活动，就是希望为主讲嘉
宾、加工商、供应商代表创造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让他们
就各自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更深层次地讨论。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标签印刷分会期待为行业同仁
奉献一场高品质、国际化的标签论坛。
4月26日，北京，不见不散！

了解本次活动最新进展，请关注中印工协网站及标签印刷分
会 微 信 （ b ia o q ia n 2 0 0 8 ） ； 《 印 刷 工 业 》 杂 志 、 微 信 （ 微 信
号：printchina2014）。

专

业生产易碎纸、光膜、哑
膜、揭开留字、耐高温、遇
水变红等特殊防伪标签

中山市蜀昌防伪材料有限公司
电 话：+86 18676184032
微 信：304826791
官 网：www.zsshuchang.com
Labels & label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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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特REVO M6数字柔性版印刷机

REVO合作伙伴
推动柔性版印刷技术进步
在博斯特佛罗伦萨公司举办的REVO大师班演示会上，行业领先的供应商共同探讨了REVO柔性版印刷技术标准
以及自动化工艺。

R

EVO是柔印领域内的一项革命性创举，旨在推动从印刷前
端到印刷品分销全过程中柔印工艺的“数字”标准化和自动
化。近期在博斯特佛罗伦萨公司内举办的一场REVO大师班演示
会上，加工商有幸近距离地了解了这项技术的最新进步以及未来
发展方向。
REVO“数字柔印”项目的所有合作伙伴包括博斯特、杜
邦、AVT、富林特、艾司科、爱色丽、Apex国际、芬欧蓝泰标签
和加工商—Amerik Pacaging包装公司。该项目团队组建于2013
年9月，目的是为了开发出一整套“客户买来即用”的一站式解决
方案，其关键性元素有：一台“数字化”的全自动印刷机；利用连
线色彩管理实现宽色域印刷；一系列标准化的印刷元素，如版材、
网纹辊、油墨、印前处理技术、使用的材料和检测技术等。同时，
整个团队还以开发全新的REVO兼容产品为己任。
博斯特佛罗伦萨公司总经理Matteo Cardinotti先生表
示，REVO团队的目标是抢占数码印刷（最快印刷速度500米）
与“标准”柔性版印刷（超过5千米）之间的“利润空间”。“数
码印刷正试图通过提高每分钟的印刷速度来改变市场曲线，冲击
这个‘利润空间’。我认为只有喷墨印刷技术可以做到这一点，
因为干碳粉和液体油墨技术已经到达它们能力的上限。喷墨印刷
可以实现更快的印刷速度，但是其印刷质量却又不能与现如今干

碳粉和液体油墨技术印刷的产品同日而语。”
Cardinotti先生坚信不停机、一站式生产是推动柔性版印刷进
入该“利润空间”的关键要素。“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影响柔
印获利的各种限制条件。比如有7块印版，其中一个已经准备好用
于多个活件的加工。每次停机都会造成至少40米的浪费，所以不停
机生产十分关键—操作人员可以在印刷机运行的同时准备其他的
新任务。通过软件操控的色彩匹配犹如数码印刷一样便捷，而且支
持最广泛的承印材料。从文件输入到闭环印刷调整均由一套数字工
作流程控制，能帮助客户精确实现其彩色目标。”

印刷机自动化
此次REVO大师班演示会上，一台幅宽为670mm的博斯特
REVO M6数码柔印机现场演示了优化后的不停机软包装印刷，有
效地展示出数字柔印技术的加工质量及优势。该生产线配备REVO
合作伙伴用于开发数字柔印技术流程的所有技术：Apex公司专利
的GTT网纹辊可提供高度一致的油墨印刷，从而实现完全的色彩
一致性；AVT公司的印刷管理和质量控制系统可确保对质量进行
数字化控制并提供即时调整功能；杜邦公司的柔印版材在单层薄
膜和卡纸材料上可印刷出前所未有的90线/厘米印刷质量；艾司科
公司的ECG分色软件及柔性成像硬件使得配色成为“数字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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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操作人员干预的、配备REVO
数字柔印技术的M6机组式柔印机操作

程，无需再依赖印刷操作员的技术；富林
特集团的柔印油墨完全符合食品包装印刷
要求；爱色丽公司的色彩测量和标准系统
显示，被测量的16种潘通色均小于ΔE2.0
阈值，绝大多数全球品牌商均认为该数值
属于可接受范围之内。
承印材料灵活性是M6印刷机和REVO
技术众多优势中的另一项优势。演示时在
不同活件之间切换，上午在38微米的单层
聚丙烯薄膜上印刷软包装活件，下午在240
克/平方米的薄卡纸上印刷折叠纸盒工单。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考虑两种承印材料
在吸收方面的具体物理属性，就两种活件
而言，所有潘通色的Delta-E（ΔE）彩色
精确度均小于2.0。
值得注意的是，新活件的更换不超过一
分钟、套准自动完成、废料不超过20米，
这些均得益于REVO印刷机所采用的一系列
自动化技术和工作流程，如自动更换版材套
筒技术、自动压力和套印设置等。其在薄膜
和卡纸材料上印刷4个不同的活件时共体现
了16种不同的潘通色，而在印刷单元甚至
都无需更换油墨或网纹辊。
REVO印刷机的最新特征是配置了一
款专门为该项目定制生产的AVT Helios和
SpectraLab印刷管理及质量控制系统，它
可以精确控制生产周期上的每一个点。印
刷机启动后，已经做好准备的AVT软件会分
析印刷图像，然后针对每个印刷单元设置出
最佳压力；一旦印刷加速至工作状态，该系
统会与主文件进行比对，对活件进行校验，
并开始100%印刷检测。生产时，该系统会
提供实时的印刷质量反馈，并将连线光谱测
量结果发回生产，以确保与目标色匹配。
最后一项新增特征十分重要，因为
REVO印刷机的设计初衷就是只能使用固
定的ECG油墨包。艾司科柔印机色彩管理
部商业发展经理Dan Pulling先生给出的理由
是，“自始至终通过工作流程来测量色彩目
标十分重要”。REVO采用固定的四色，在
ΔE2.0阈值内可以实现65%的潘通色域，采
用7色宽色域印刷时可以获得接近85%的潘
通色域。REVO印刷机的客户可选择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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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配备REVO数字柔印技术的不同博斯特印
刷机印刷样品的质量，色彩一致性和重复性

“ REVO技 术 可 以 让 生 产 增
值，同时提升印刷机运行时间
并减少损耗。事实上，我们的
交货时间缩减一半，为采用该
技术以及支持其后续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实例论据”
材料范围广泛，它们均通过一系列的标准，
包括G7和ISO标准。
过去，柔印制版往往是柔性版印刷工
艺中较弱的一个环节。一块新版的加工时长
长达3小时，但若采用杜邦新型热敏处理工
艺，制版时间可以降至40分钟。REVO大师
班演示会现场，一台杜邦Cyrel 1000ECL曝
光单元和一台Cyrel Fast 1001TD热敏版材
处理器进行了现场演示。杜邦全新Easy版
材采用平顶网点技术，其凸起部分可见，尺
寸约为8—10微点，所有低于此凸起的部分
均采用“数字”网点以确保获得高光阶调。
Dan Pullen先生还注意到，当REVO
印刷机在加工所有材料时若都使用同一款
网纹辊的话，加工商是可以通过改变杜邦
Easy版材的表面结构图案来调节针对不同
材料的油墨流量的。

确保食品安全的UV油墨
在去年北美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英
文：Labelexpo Americas）上，博斯特M6
柔印机首次演示经认证的、符合食品安全
的UV软包装印刷全过程。
在介绍该系统时，博斯特卷筒纸业务部
战略产品营销总监Federico d'Annunzio先生
表示：“我们与合作伙伴已经开发出一系列
突破性的、可以确保印刷安全的新技术，比
一台溶剂型印刷机更安全。这不仅仅满足，
并且已经超过欧洲、甚至是全球所有有关包
装安全的法律条款约定。”

其中一项关键性技术是博斯特全新连
线UV输出检测系统。它采用双传感器，可
以不间断地测量印刷卷材上每米所用的确
切UV墨量。印刷机采用富林特低迁移、低
气味的Flexocure Ancora油墨系列。据富
林特窄幅轮转部全球品牌经理Niklas Olsson
先生介绍，该系列油墨满足在未评估的材
料上低于10ppb的迁移标准，针对最大范
围的标签及软包装薄膜提供优化后的附着
性。“REVO印刷机采用的油墨满足所有
迁移测试的最高标准。”Niklas Olsson先
生补充道。
Niklas Olsson先生解释了目前关于油
墨迁移的复杂条款，它们同样适用于溶剂
型、水基和UV油墨系统。“目前尚没有一
条单独的欧盟法律来解释什么是可以的，
而且将可能发生的油墨迁移风险全部归结
到包装上。事实上，油墨迁移是一系列复
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涉及到承印材料
的类型、厚度，是否具有功能性阻隔以及
被包装物的特性等等。另一个因素是油墨
的浓度与印刷面积之间的关系，REVO印
刷工艺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与
实地油墨印刷相比，REVO印刷机只需少
量的油墨覆盖。”
据Niklas Olsson先生介绍，传统UV油
墨适用于包装产品是因为采用了阻隔物，如
玻璃、金属和特殊处理过的塑料材料等，除
此之外，在包装印刷时均需选择低迁移UV
油墨。“值得注意的是，低迁移并不代表
不迁移，正如一款低气体排放的产品并不
意味着油墨迁移量低。”
REVO项目团队目标是测量并控制所
有可能影响到UV固化工艺的因素，包括能
量输出、反射镜的几何形状、光谱输出、
墨水颜料的紫外吸收、光引发剂的数量和
反应、薄膜重量/油墨的厚度，印刷速度以
及网纹辊的配置等。
“我们还必须了解即将要印刷的卷材
和已经印刷好的卷材的储存状况，食品及
液体的种类，与食品包装接触的时间，以
及加热、冷冻、杀菌和巴氏灭菌等工艺对
包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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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持续发展
Americk公司注意到在使用REVO印刷机后，浪
费明显减少，此观点也得到REVO项目合作伙伴芬欧
蓝泰标签公司的印证。与普通的柔印机相比，REVO
项目可以减少16%的能量消耗、24%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以及25%的废水，这都是印刷机产生的浪费很
少的缘故。

博斯特佛罗伦萨公司总经理Matteo Cardinotti主持关于REVO盈利能力与
其他印刷方式对比的高级讲师课。右为Americk包装的Daragh Whelan

我们需要严格遵守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包括质量担保、控制和可追
踪性。Olsson先生建议加工商应代表品
牌商为其软包装产品获得符合标准的声明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尽管绝
大部分责任都应该由‘将产品提供到市场
上的那个人’承担，但是我们双方必须目
标一致地工作。在复杂的供应链上，责任
很难说只存在于单独的某一方。”
富林特集团是推动UV LED技术进步的
先锋，目前它已将油墨微调，以便更好地适
用于REVO七色印刷工艺。
Olsson先生认为LED固化更容易实现
品质保障，“因为灯管的输出很容易测量，
所以在包装印刷、应用环节中，可以更好地
控制油墨的迁移量。”
富林特集团在生产环境下使用UV LED
固化的效果极佳。据Olsson先生介绍，由
于LED在白色、高密度黑和多层薄膜上最
有效，因此固化速度可以达到印刷机速度
的30%；可节省能量50%—80%；由于灯
管不发热，体量轻、紧凑，能消除有毒的
汞和臭氧，无噪音，因此更易安装维护、
且健康安全，同时LED灯光不会对眼睛造
成伤害。由于没有热量输入，在加工热敏
薄膜时效果更好，这对软包装和收缩薄膜
加工尤其重要。LED固化套印控制简单，
因此可以获得最佳的网点质量。

来自加工商的经验
REVO团队内的加工商在实际商业环境
下对该项新技术进行测评，也是确保REVO
技术大获全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自REVO团队运行以来，Americk包装
集团旗下Haverhill公司的技术总监Daragh
Whelan先生就一直是REVO的技术代言
人。过去3年，他曾面对不同的加工商分
享其使用经验。
英国Americk Haverhill公司以短版的
方式专为食品、化妆品加工软包装和标签
产品，其客户以众多全球化品牌商为主。
目前该公司拥有2台REVO印刷机，其中一

台为幅宽530mm的博斯特M5滚筒印刷机，
另一台为幅宽630mm的博斯特M6套筒印刷
机。据Daragh Whelan先生介绍，该公司
目前有超过70%的业务都是在这两台印刷
机上完成的。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在寻找快速、一
站式解决方案以及更好的色彩匹配，以减少
停机时间和浪费。”
Whelan先生之前曾尝试过其他的四色
印刷工艺，不过结论却是，“色域仅达到
7色印刷的65%，而且在印刷纸张材料时
容易出现杂色，大部分潘通色不能呈现。
这时供应商之间会互相推诿，事实是他们
并不了解每一项工艺。”这令Whelan先生
既吃惊、又失望，甚至认为只有数码印刷
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REVO印刷机却能很好地解决上述
难题。我们花费数月时间对它进行测试，
不断改进柔印工艺流程。现在四色印刷时
我们可以获得65%的潘通色，而七色印刷
时则能获得高达90%的潘通色，且在纸张
上印刷与在聚丙烯材料上印刷的质量结果
都一样。并且这两台设备操作简单，只需
轻松摁下一个按钮。”
现在，Americk Haverhill公司的印刷准
备时间能控制在20分钟内。这款印刷机充
分利用了数字技术，但并不是将其作为印
刷方式，而是将工作流程进行数字化，实
现印刷全自动，同时可实现90线/厘米（223
线/英寸）的印刷质量。
“我们注意到油墨覆盖有效地减少，
一个活件从开始印刷到最终完成平均色差仅
为0.05DeltaE。AVT 100%检测系统可以记
录几乎100%的产品生产，浪费非常小。另
外，由于我们使用的油墨量减少，油墨附着
效果也比以前更好。”
在使用REVO技术后，Americk Haverhill公司的交货周期也由从前的2周减少至
现在的4天。“在接到客户文件后的1个小
时内，我们就可以安排印刷。”Whelan先
生表示道，“现在我们可以称REVO印刷
机为‘一台与众不同的数码印刷机’。”

通过REVO印刷机，Whelan先生也实
现了在同一个活件上印刷多种不同色彩，
或者是一次走纸印刷不同的设计。“我们
发现REVO印刷机要比单色印刷机的性能
更稳定，色彩一致性更好，它的可重复印
刷性也更出众。”
过去3年，我们从未抱怨过这台印刷
机，而我们的客户也只需为一套印版付费。
REVO印刷机的稳定性，也使得Haverhill公司轻松实现两台印刷机之间的无缝衔
接。“我们可以将一个活件从一台印刷机
顺利地转移至另一台。”Whelan先生介绍
道，“我们在英国大力推广REVO印刷机。
今天在博斯特佛罗伦萨公司举办的REVO
大师班演示会上使用的是同样的版材，我
们注意到样张与目标值之间的色差均在1
DeltaE之内。”
“REVO技术可以让生产增值，同时提
升印刷机运行时间并减少损耗。事实上，我
们的交货时间缩减一半，为采用该技术以
及支持其后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实例论
据。”Whelan先生最后表示道。

REVO大师认证

此次REVO大师班演示会还标志着
REVO大师认证的开始。通过参加大师班
和演示跟踪，活动参与者完成第一步并获
得一枚REVO银质徽章，即三大认证（银、
金和铂金）中的第一枚徽章，集齐三枚徽章
就可获得大师认证证书。REVO团队将在今
年推出该计划，并将其作为在全球不同地方
举办的专业活动。
最后，Federico D'Annunzio先生总结
道：“REVO不仅使客户能够实现90线/厘
米的高品质印刷质量，几乎达到三维视觉
的印刷图案的深度和对比度，重复质量一
致的印刷，还可根据全球数字质量标准以
数字形式衡量和确认；而且将质量表现延
伸至其他参数，例如一致性、可重复性和
可预测性等，它们是实现最佳总体运营效
率所需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了 解 更 多 关 于 REV O 项 目 的 信 息 ，
请访问：www.revo-digitalﬂex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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