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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北京，全球标签共同开启商业印刷新时代

—世界标签协会（L9）峰会暨中国国际标签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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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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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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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业将迎来新变革

在2017年4月26日北京举办的世界标
签协会（L9）峰会暨中国国际标签高端论
坛上，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许文才表示，

标签市场呈现出短版、个性化、交期短、

可变数据等特点，传统技术已经很难满足

现代标签市场的需求。数字印刷和传统印

刷的数字化，必将成为标签印刷业的主流

趋势。在刚刚结束的CHINA PRINT 2017
展会上，惠普、柯尼卡美能达、富士施乐

（道斯特）、爱普生等，纷纷推出了针对

标签印刷的数码印刷机，并成为展会的一

大亮点。人们普遍看好数码印刷的前景，

正如博泰总经理李新所说，“2020年，数
码印刷设备在新装机设备总量中的占比将

达到50% 。“
同时，互联网+正为标签行业带来新

的机遇。行业专家傅强指出，电子商务的

发展带动了物流标签的快速增长。据国家

邮政局统计，2016年中国快递量达313.5
亿件，其中接近50%使用3层不干胶标签。
目前物流标签在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完整产

业链，预计未来5年，其平均增长率将达
到6.52%。此外，智能标签、功能标签等
越来越受到现在市场的欢迎。在今年阿尔

莫举办的ATC交流会上，艾利丹尼森RFID
总监专门介绍了RFID标签的市场潜力，
他表示，迪卡龙、麦德龙等都在使用这类

智能标签。

未来的标签，还会遇到供应链可追踪

性的挑战以及与食品直接接触的挑战，这

就需要执行标签业的产品合规，艾利北亚

区产品合规经理汪桃生表示，标签行业的

产品合规动态性变化、区域化发展且复杂

繁多，但也是大势所趋，标签企业可以籍

此提升竞争力。

相信这些变革，将为标签业带来新

的机遇，促使行业发展得更快、更好，而

关于所有数码技术和自动化以及合规的发

展趋势，您可以从本期杂志的内容中了解

到。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参加2017年12月
5—8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17
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亲身感受到。

James Quirk
集团执行总编

jquirk@tarsus.co.uk

相聚北京，全球标签共同开启

商业印刷新时代

标签印刷：数码技术抢班夺权

阿尔莫的战略目标艾科印刷专注成为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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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正与致歉声明

在本刊2017第一期刊登的《台湾璟华玩转

网络印刷》一文中引用的图片的正确题注

为：“璟华董事长蔡家麒（左一），罗铁

公司执行长罗文建（左二），璟华总经理

孙竞新先生（右一）”。这是我刊在校稿

时出现的失误，给读者、璟华和罗铁公司

造成的困扰和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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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苏斯集团与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PEIAC）签订独家合作协议
Labelexpo Asia（中文：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主办方英国塔苏斯集团加强与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PEIAC，以下简称：中印工协）的

合作伙伴关系。

中印工协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立建与英国塔苏斯集团展会总监James Samuel代表合作双方签字

双方于今年5月9日在京举办的北京国
际印刷展览会（CHINA PRINT 2017）期间
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根据此协议，中印工

协作为国内领先的印刷工业协会将参与到

2017、2019两届Labelexpo Asia展览会的
筹办工作中。

该协议的签订可确保Labelexpo Asia展
览会在未来获得更长期的增长，并将全球

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与中印工协对市场的认

知、专业技能与双方资源整合起来，为全行

业带来世界一流水平的专业盛会。

Labelexpo Asia是亚洲地区展出规模最
大、展出内容最专业的标签、包装印刷展览

会，它将于今年12月5—8日在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SNIEC）再次举办。近年来，亚洲
标签印刷业增速强劲，本届展会与上届展会

（2015年展会）相比面积将扩大15%，参展

商将突破350家，预计参观总人数将达到2.4
万人。Labelexpo Asia面向标签、包装印刷
行业内所有专业人士，如印刷商、设计师、

品牌所有人及行业供应商，展出标签、包装

加工的全程供应链。展品有最新的印刷机、

印刷辅助设备与器材、材料、油墨、智能标

签以及其他创新产品等。

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展会总监

James Samuel先生对签订合作协议表示
道：“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合作！作为被中

印工协在中国唯一认可并支持的标签印刷展

览会，我们深感荣幸。相信在双方的紧密合

作下，会吸引到更多的参展商与新观众参观

展会，包括那些希望由此能进入利润更丰厚

的标签印刷领域的传统印刷商。通过双方活

力的注入和Labelexpo Asia展览会多年积累
的丰富经验，此番合作必将推动中国标签、

2017拉丁美洲标签峰会听众创历史新纪录
由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主办的2017拉丁美洲标签峰会于今年5月16—17日在智利圣地亚哥首次

举办，本次峰会共吸引815名专业人士参加。

2017年度拉丁美洲标签峰会重点关注一
系列行业热点内容，包括市场趋势与挑战、

葡萄酒贴标行业的新技术应用等。艾利丹尼

森的Ronaldo Mello和Ralph Olthoff所做的主
题演讲为本届峰会拉开序幕。在他们的演讲

中细致地分析了拉丁美洲地区葡萄酒贴标市

场的现状，并大量引用宏观经济对市场影响

的研究报告，同时，他们还介绍了市场未来

的增长机遇。

首日峰会，还邀请到众多业界大腕介

绍标签、收缩膜套标、软包装和折叠纸盒

的发展趋势，企业合并与收购；而讨论环

节则重点锁定新技术应用、如何绘制成功

蓝图、重新定位企业业务以赢得国内、国

际竞争等问题。

峰会次日的议题包括如何吸引熟练劳动

力加入并留住优秀员工。对于很多企业来说

技术培训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也是企业

赢得并永葆市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此

外，环保问题、智能产品等也是此次峰会重

点讨论的内容。

峰会次日下午的活动特别关注葡萄酒

标的设计和装饰，来自Grafisk Maskinfabrik
公司的Jos Kabouw介绍让葡萄酒标签变
得更典雅的方法；来自AnyLabel Systems
公司的Jaime Dagnino和Colorama公司的
Carlos Scheuch则分别介绍在葡萄酒贴标
过程中加工企业的角色转变。峰会最终以

葡萄酒品尝活动作为结束。

峰会同期还举办了小型的桌面展示活

动，来自全球70多家领先的标签设备和材
料供应商悉数参展。

据悉，2018拉丁美洲标签峰会将于明
年4月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举办。

日前，多威龙公司宣布与高斯中国、

上海耀科印刷机械有限公司强强联手，达成

合作，成立“祐印”公司“（英文名：UNI-
PRINT）。

未来，“祐印”将带来集新技术于一

体的系列柔性版印刷机。祐印在市场上有很

强的竞争优势，因为它采用多威龙先进的工

程技术设计、窄幅印刷技术和制造业专业知

识，以及高斯中国主要生产基地的优势。

多威龙、高斯与上海耀

科共同成立祐印公司

包装印刷业朝更好、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加

强实践、提高标准。我们期待合作能超越两

届展会，持续更久。” 
中印工协标签印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李

春杰女士表示道：“2017年开篇，中印工协
在标签行业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作为

世界标签协会L9的成员之一，首次在中国成
功召开世界标签协会（L9）北京峰会暨中国
国际标签高端论坛，在业内引起广泛好评和

强烈反响；另一件就是确定与塔苏斯集团就

Labelexpo Asia的合作。我们期待双方强强
联手、优势互补，将展会的行业影响力推向

更广范围、更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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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expo Europe 2017将通过“自动化专区”展示工业4.0成果
近日，全球最大的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 2017（中文：2017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展会主办方公布了“自动化专区”细节，这是该

展会首次推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专区。

工业4.0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主

要内容涉及自动化、数据交换和制造技

术。Labelexpo Europe 2017（中文：2017
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的“自动化专

区”是一个现场版的实践、体验工坊，旨

在展示制造业结合互联网创新的市场转向趋

势。在该区域内，两条自动化印刷生产线将

分别演示数码及传统标签的生产。它将向观

众展示信息管理是如何将工作流程与自动化

生产整合于一体，为如今的印刷商提供最佳

的性能、更高的可靠性和优异的盈利性。

“自动化专区”设在11号展馆，将

参与联合展出的企业包括：Cerm、艾司
科、赛康、MPS、Kocher + Beck、艾威
特、Rotocontrol、Matho和Wasberger。展
会第一、二、三日的每日11:30、13:00和
15:00，以及展会最后一日的11:00将分别进

行时长为3个小时的现场演示。演示期间会
现场录像，并通过大屏幕向观众展示每一

个活件的加工细节。

创建活件、上传文件以及MIS订单处理
过程的各个阶段将由Cerm系统控制；接下
来由艾司科软件平台和自动化引擎控制活件

输出前预检、质量检查、打样和客户签样；

随后，Cerm系统会安排生产时间、检查油墨
和基材，如有需要的话可订购加工工具，发

送JDF文件，做好印刷前的准备工作。这两
台印刷机均使用艾利丹尼森的AT740薄膜和
富林特公司提供的油墨。

进行现场演示的传统印刷机是MPS公
司的EF 430八色印刷机，它具有无齿轮滚
筒连接、自动压力设置和卷轴更换时零浪

费等特点。现场演示时这台印刷机将会配

置一个Kocher+Beck UR Precision 440 U不

停机式分切复卷单元，加装Wasberger公司
自动Core Cutter S及Matho公司的EM180 
Cuttopipe废料处理系统。

进行现场演示的数码印刷机印刷的文

件及文件数量与传统印刷机不同。文件将

被送入赛康X-800数码前端，用于处理批次
问题、识别重复的活件以及活件识别和准

备工作等，并在一台连线激光模切单元的赛

康3300数码印刷机上完成印刷、模切、检测
和塔式复卷。当赛康印刷机开始运转时，观

众可以看到不同批次条形码的印刷、AVT缺
陷检测、激光模切的建立以及自动化复卷。

最后一个阶段是活件的自动化处理工

艺，它将再一次回到Cerm操作人员手中，
此时的观众将能进一步了解到库存、活件挑

拣、货运安排以及客户通知，开据发票和收

付款等事宜是如何开展的。

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项目总监Jade 
Grace对此表示道：“在展会现场设置‘自
动化专区’是任何一个展会前所未有的开

创之举。在专区内，将会向Labelexpo的观
众明确地展示出自动化不仅是明天的承诺，

更是今天的选择。”

“印刷企业若想获得更高的利润就必

须谋划在前，需将印前、生产流程与管理

运营整合于一体，并将整个供应链打通且

连接起来。印刷商自动化的运营模式将会

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力，使生产更灵活、成

本更低、产能更高、可靠性更强，同时获得

的边际利润也更高。总之，‘自动化专区’

的设置将帮助观众更直观、更深入地了解自

动化所能带来的好处，让他们能更好地体

验到标签及包装印刷在下一个5—10年中的
发展动向。”

2017年度标签工业全球大奖获奖名单揭晓
最新一届标签工业全球大奖的获奖名单现已公布，14家企业分享三类奖项。

获得由富林特集团窄幅轮转事业部赞

助的创新大奖（300人以上规模企业）的是
Aurika UAB、艾司科、Herma、Klockner 
Pentaplast、琳得科集团和多彩公司。

获得由富林特集团窄幅轮转事业部赞

助的创新大奖（300人以下规模企业）的是
AIM、博斯特、康斯坦莎软包装、GEW和

PowerForward公司。
获得由赛康公司赞助的可持续发展大奖

的是艾利丹尼森、ebeam技术公司或资源标
签公司（Source labels）。

2017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
expo Europe 2017）首日，即9月25日举办
的“标签工业全球大奖”颁奖晚宴上，将向

获奖者颁发证书。同时，中国印刷及设备器

材工业协会标签分会创始人、名誉理事长谭

俊峤先生将领取代表行业最高个人奖的R·斯
坦利·艾利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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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俊峤荣膺2017年度
艾利终身成就奖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标签分会创始人、名誉理事长谭俊峤先生荣膺本年度R·斯坦利 ·艾利终身成就奖。他将在2017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Labelexpo Europe 2017）期间举行的2017标签行业全球大奖颁奖典礼上领奖。

艾利终身成就奖由艾利丹尼森公司赞

助。设置该奖项的目的是为了纪念R·斯坦
顿·艾利先生的开创精神和价值观，同时也
是表彰那些为标签行业发展做出过突出贡

献的个人，获奖者需要有至少25年的标签
行业从业经历。

作为第一个获得艾利终身成就奖的中国

人，谭俊峤被誉为中国标签与包装印刷行业

的创始人和推动者。36年来，他协助并推动
了行业进步，促进中国印刷技术创新，同时

还帮助有关部门制定行业标准。他积极组织

并参与各项活动，带动企业发展。除了推动

和引进柔性版印刷技术外，谭老还曾建议政

府有关部门减少柔性版印刷机和数码印刷机

的进口关税；他还曾热心帮助过多家国际标

签企业和供应商进入中国市场，并为他们的

发展献计献策。

今年5月9日下午，谭老的第四本文

集—《创新跨越—谭俊峤文集四》出

版首发式于北京国际印刷展览会开幕之际举

行，众多行业高层及好友到场庆贺。

最近在德国柏林由欧洲不干胶协会

（FINAT）组织的论坛上，评审小组主席
Mike Fairley先生就表示：“谭老是今年艾
利终身成就奖的最佳人选，他获得来自世

界各地人士的推荐。多年来，谭老一直致

力于推动中国现代标签印刷产业的发展，

这使得他成为中国标签行业的先驱和奠基

人。我们期待在今年9月举行的颁奖礼上向
谭老及其他获奖者致敬。”

曾获得过R·斯坦顿 ·艾利终身成就

奖的获奖者包括：GSI技术公司的Su-
zanne Zaccone，Ritrama公司的Tomas 
Rink，RotoMetric公司的Steve Lee，Helmut 
Schreiner，Nilpeter公司的Lars Eriksen，欧
洲不干胶协会（FINAT）的Kurt Walker和
FLEXcon公司的Neil McDonough。

谭老向英国塔苏斯集团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总监James Samuel先生赠书

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新增设：智能专区
随着移动互联和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科技含量较高、拥有智能化的商品需求越来越迫切，进而催生了包装材料与标签的智能化发展。据预测，

全球智能标签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5.9%，至2025年将达到195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于去年举办的北美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Labelexpo Americas 2016）曾成功组
织了“智能专区（Smart Mart）”，现场新
型技术及应用云集，令人目不暇接，获得业

界热烈反响，客户好评如潮。

鉴于此，即将于今年12月5—8日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17亚洲国际标
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也
将在展会现场特别开辟“智能专区”，以集

中展示针对未来市场应用的一系列标签、包

装印刷技术：

 智能包装或标签：交互性包装、纳米
材料、增强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时

间/温度指示标签；
 创新材料/技术：3D全息技术、特

殊的装饰技术、特种油墨、LED UV固化
技术；

 RFID/NFC：RFID解决方案供应商；
 全新市场应用：3D软件、小型印前/

QR编码软件供应商。
据展会主办方—塔苏斯集团旗下的标

签与包装印刷集团介绍，开辟“智能专区”

不仅是该展会在国内的首次尝试，也是为了

迎合市场标签/包装个性化、强调可追踪性
和交互性发展的趋势，通过集中展示近年

来标签智能化加工的生态链及所取得的成

就，吸引那些对此类产品感兴趣的客户在

有限的观展时间内更有的放矢地参观咨询。

作为首次尝试，“智能专区”内的展位

十分有限，仅限20家卓越的参展商。如若能
在此区域内展出，将可以更好地展示并证明

该产品能够有效加强客户参与度，提高商品

防伪性能、防止欺诈，助力客户的其他业务

流程更加完善。

“智能专区”作为本次展会的一大亮

点，主办方将在展前、展会举办期间乃至

展会结束后，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进行线

上线下的全方位、立体式报道。因此，在专

区内参展的企业也将获得更多的曝光机会。

自2003年首次登陆上海，亚洲国际标
签印刷展览会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七届。在

展会的助推下，标签印刷已成为中国印刷

行业中发展速度最快的领域，中国标签印刷

也因此成功跻身国际先进之列。即将举办的

第八届展览会推出“智能专区”，必将会引

发业界对智能标签/包装材料加工更多地关
注，从而带动智能标签的发展，使之成为

印刷领域内未来又一快速增长的明星地带。

若希望在智能标签领域内尽早分得一杯

羹，请联系：021-64393591、64396269详
询参展事宜，或请访问： www.labelexpo-
asia.com.cn。

北美国际标签印刷展“智能专区（Smart Mart）”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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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隆重开业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开业庆典仪式

2017年6月26日上午，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在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开业庆典仪式。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欣，中

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冠豪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强，平湖市市委

书记祁海龙、副市长钱勇彪，冠豪高新总经

理钟天崎，平湖市、新仓镇有关领导，以及

各金融机构、合作伙伴、行业协会及媒体等

300余人出席此次庆典活动。
在庆典仪式上，黄欣、祁海龙、张强

分别致辞。黄欣代表中国纸业向莅临浙江

冠豪开业庆典的各位领导、嘉宾、各界朋

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要求浙江冠豪发展

成为品质至上、技术至臻、服务至善、视界

至远的高标准、高质量的现代化一流企业，

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

有的贡献。

祁海龙代表平湖市市委、市政府，对

浙江冠豪的开业致以热烈祝贺，并表示浙

江冠豪项目的落地实施将为平湖市的加速

发展注入更强的活力，将成为当地经济新

的增长点。

随后，张强代表冠豪高新再次向到场

嘉宾致谢并表示浙江冠豪将在各级政府、广

大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下，秉持“创新”、 
“环保”、“分享”、“共赢”的理念，致

力打造中国不干胶标签行业的民族航母。最

后，8位主要领导到庆典舞台上共同参与了
一场形式新颖、现场效果震撼的热感应启动

仪式，宣布浙江冠豪正式开业。

据悉，中国纸业是国内唯一一家以林

浆纸产业为主业的央企，旗下拥有四家上

市公司，在产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

资源。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

政策的深入推进，中国纸业也在进行战略

布局的调整。2009年，中国纸业控股冠豪
高新，在广东湛江投资建设总额76亿元、
占地面积1100亩、全球最具规模的东海岛
特种纸产业基地。

为进一步把握不干胶行业的发展前景，

冠豪高新结合华东不干胶业务的区域优势，

选取在长三角交通枢纽—平湖市投资建设

冠豪高新第二大特种纸产销基地。浙江冠豪

项目计划总投资6.1亿元、占地108亩，分两
期建设，建成后年产能将达7.5亿平方米，年
产值超过20亿元。目前，浙江冠豪拥有浙江
平湖和广东湛江两个现代化不干胶标签材料

生产基地，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位居国内不

干胶行业前列，产品远销至全球五大洲超过

50个国家及地区。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标签与特种印刷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沪隆重召开

2017年6月21日，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标签与特种印刷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沪隆重召开。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领导、会员代表、以

及广大标签业界同仁共同见证大会的胜利召

开。会议由北京科印传媒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鑫主持。

会议伊始，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院

院长褚庭亮作了“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特种

印刷专业委员会工作报告”。褚院长在演

讲中讲到，在总局及协会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特委会借助科印传媒及《标签技术》

杂志定期举办行业活动、走访标签与特种印

刷企业，对会员企业进行报道与宣传，建立

起全国标签与特种印刷行业内广泛的、权威

的、专业的交流平台，得到业内人士的一致

认可和好评。

接着，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副理事长、

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许文才宣布“特种印

刷专业委员会”变更为“标签与特种印刷

分会”的说明，他指出，为响应广大会员

的呼吁，2017年2月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特种
印刷专业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中国印刷技术协

会标签与特种印刷分会，旨在为广大会员提

供更多服务，创造更多交流学习的机会，构

建标签产业链平台。此外，许院长还宣布了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标签与特种印刷分会工

作条例》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标签与特种印

刷分会选举办法，全体会员举手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选举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柔

版印刷分会秘书长施建屏作为总监票人，

选举产生分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共69名，
其中理事长1名，副理事长21名。其中，选
举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褚庭亮作

为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标签与特种印刷分会

新一任理事长。

随后，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标签与特种印

刷分会理事长褚庭亮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副

理事长许文才为副理事长单位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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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康进军生产型喷墨印刷市场
赛康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并推出一款基于UV喷墨印刷平台的数码印刷机— PX3000，以作为其干碳粉数码标签

印刷机系列的补充。请看本刊记者来自Xeikon Café（赛康2017包装印刷创新日）的现场采访与报道

于今年 9月 25— 2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

尔举办的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Labelexpo Europe 2017）上，赛康将在

5号展厅C29展位上演示其最新的PX3000 

UV喷墨数码标签印刷机。

赛康2017包装印刷创新日（Xeikon 
Café）于3月28—31日在其比利时

总部举行，全新PX3000 UV喷墨数码标签
印刷机借此机会首次亮相于全球。这台数

码印刷机采用赛康Panther UV喷墨技术，
是赛康基于干碳粉技术的赛康3000系列及
赛康CX3标签印刷机的补充。据赛康公司
介绍，这款全新设备专门针对标签市场开

发，可支持最广泛的数码印刷解决方案。

赛康PX3000印刷机的印刷幅宽为

330mm，最快印刷速度为50m/min；
色彩配置为CMYK+白色，印刷精度可

达600×600dpi，可承印包括表面为纸

质、PVC、PP、PET和PE的不干胶材

料。赛康Panther技术使用PantherCure 
UV油墨。

赛康在数码标签印刷领域的经验使他

们清楚地意识到聆听并了解客户的需求是

多么重要。通过与客户交流，赛康发现其

在不干胶标签加工领域还有更大的拓展空

间，而就印刷幅宽来说，干碳粉技术并不

是最优选择，此种情况下，UV喷墨印刷技
术却能带来更多益处。比如，之前一些采

用UV柔印或丝网印刷的标签如果对标签表
面的光泽度、纹理及触感有特殊要求时，都

可以使用数码印刷。它可以在医疗、美容甚

至是工业终端市场上大有所为。

“在设计和制造赛康PX3000印刷机
时，我们尽可能地考虑到标签市场需求和

终端用户的要求。”赛康产品管理执行总监

Jeroen Van Bauwel表示道，“赛康PX3000
是我们干碳粉印刷机系列的有益补充。标签

加工商可以根据其客户所服务的市场，如食

品、健康与美容、工业、葡萄酒与烈酒、医

药、或饮料等来选择恰当的印刷方式。上述

市场有明显不同的需求，没有一款设备可以

满足所有市场需求。”

他还表示：“喷墨与静电复印技术属于

完全不同的两种技术，各有利弊，究竟选择

哪款设备应由终端市场定夺。我们认为UV
喷墨印刷作为一项补充技术可以满足客户需

求。比如，它具有超强的耐持久性，能加工

出额外的光泽效果，且耐刮擦；与之对比的

是干碳粉技术，后者更适合某些特殊领域的

应用，如对印刷质量要求较高的终端市场、

与食品可安全接触的标签与包装，还有印刷

像天然纸张这种带有挑战性的材料等。”

持续稳定的增长
据赛康公司介绍，近年来其干碳粉标签

印刷市场增长“迅猛”。目前，赛康干碳粉

数码标签印刷机家族包括：赛康3000系列
及基于Cheetah技术的赛康CX3数码印刷
机，可满足标签印刷市场的绝大部分需求。

赛康全球市场副总裁Filip Weymans认
为：“无论是干碳粉技术还是UV喷墨印刷
解决方案，它们之间其实是互补的，是我

们为客户提供的最广泛的数码印刷选择方

案，并由我们在全球的销售、服务网络提

供全方位支持。赛康的理想是成为加工商

和品牌商唯一的供货源和咨询顾问，为他

们提供最高效且最佳的服务。”

赛康UV喷墨印刷机与采用干碳粉技术
的数码印刷机均采用赛康制造的X-800数字
前端，可提供杰出且连续一致的印刷质量，

以及领先行业的生产力。X-800数字前端能
接受各种文件格式，并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各

类可变数据印刷的活件。它很直观，由于采

用开放式标准，因此确保在生产环境下灵活

且全自动化的工作流程能顺利实施。

“数码印刷不仅仅要求有速度和输出

质量。”Van Bauwel表示道，“它以一种
最高效且最有效的方式加工大量的、不同

类型的活件，因此工作流程十分关键。正是

由于使用赛康X-800工作流程使得PX3000
印刷机与众不同。从第一天起，我们就针

对数码印刷开发自有的工作流程，以帮助

客户利用赛康干碳粉技术获得最大价值，

现在惠及至UV喷墨印刷机。我们的客户经
常会告诉我们，他们在使用X-800的活件
优化功能及其他很多功能后，能够完全区

别于竞争对手。”

作为第三届赛康包装印刷创新日（Xei-
kon Café）的最大亮点，赛康PX3000印
刷机现场演示了至少30种市场应用，包括
不干胶、模内标、折叠纸盒和小袋子包装

等印刷。

赛康包装印刷创新日（Xeikon Café）
的举办目的在于探索数码印刷领域内的现

状、未来趋势及新技术，来自全球800多
名印刷界同仁参加了此次活动。

赛康 PX3000的印刷幅宽为330mm，最快印刷速度为50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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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米特推出中幅胶印机
欧米特推出一款可变重复长度的Varyflex V4胶印机，它与软包装市场上现有的CI柔性版印刷机及凹印机相比具有

绝对的优势。请看本刊战略总监Andy Thomas先生发自欧米特开放日活动现场的报道

纵观全球印刷市场，唯有包装印刷市场增长显著，远超传统

商业印刷和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其中，作为包装印刷的一

个分支部门，软包装凭借适应性强、可随意变形、能重复密封、

色彩鲜艳、使用更安全、在货架展示和运输时能节省空间以及可

循环利用等特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市场青睐，占比逐年增大，约

占包装印刷市场总份额的25%；据《2021年，软包装市场全球
预测》称，软包装市场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1%，它将有望超越
纸板印刷，成为包装印刷部门中最大的一个分支机构，到2021年
将突破126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食品和饮料包装是软包装领域的
领头羊。在欧洲，90%以上的食品包装采用软包装，包括小袋子
包装、立袋包装、挤压式包装和可重复密封的包装袋等，种类繁

多。近年来，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软包装市场发展迅速，且蕴藏着

巨大的消费潜力。

欧米特自1963年成立以来，创新基因已深植于企业的血脉
中。针对软包装和收缩套标市场，欧米特在今年3月意大利Lecco
总部举办的开放日活动期间正式推出一款全新的Varyflex V4胶版
印刷机，这是整个中幅市场上唯一一款采用套筒技术的组合式印

刷机，内置电子束干燥系统。

Varyflex V4胶印机的幅宽有670mm和850mm两种，最快印刷
速度为400m/min，可变印刷重复长度在16—32英寸之间，可印刷
最薄为12微米厚度的材料。

“这款全新印刷机将高质量的胶印技术与最新设计的柔性版

印刷单元组合于一体，因此，它不仅可以满足高质量印刷产品的

需求，同时还适用于高密度的色彩应用。”欧米特商业执行总监

Marco Calcagni先生表示道，“现在的市场变化速度比预想中的
还要快，订单的印刷长度也越来越短，而各类相互可替代的印刷

解决方案却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轮转凹印机和CI柔性
版印刷机，生产成本高、灵活性低，而且配置十分有限。相比较

而言，欧米特Varyflex V4胶印机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Calcagni先生的自信不无道理，胶版印刷工艺不仅能够提高产

品质量，而且当与多种工艺组合使用时还往往能发挥出“1+1>2”
的效果；此外，胶印制版周期短、制版工艺简单，可节省制版时

间，这都是胶印超越CI柔性版印刷和轮转凹印的优势所在。据欧
米特估算，CI柔性版印刷与凹印的交叉点在10万平方米左右。欧
米特还认为在加工较短订单时，Varyflex V4胶印机较数码印刷机
更具竞争力。

就印刷质量而言，Varyflex V4胶印机的网点覆盖率最小几乎
为0%，且在材料上分布均匀。Calcagni先生表示，胶印向下最低
可以匹配凹印的质量，但印刷工艺更灵活，其印刷精度远超柔性版

印刷和数码印刷。“胶印是印刷CMYK和有装饰性图案的最佳解决
方案，它能很好地解决明、暗区域及精细线条的印刷质量问题。”

欧米特Varyflex V4胶印机

“这款全新印刷机将高质量的胶印技术与最新

设计的柔性版印刷单元组合于一体，因此，它

不仅可以满足高质量印刷产品的需求，同时还

适用于高密度的色彩应用。”



快速活件转换
Varyflex V4胶印机采用欧米特拥有专利的轻松套筒模式改变

技术（Easy Sleeve format change system）及自动压力调整系
统，从而实现了不同重复长度活件的快速转换。

橡皮布和压印辊可以自动填补印版间隙弹起，以确保印刷质量

和印刷精度的稳定性。Varyflex V4胶印机每个印刷单元都有10个直
接驱动的马达，使印刷机的完全自动化处理得以实现。

开放日当天演示时所使用的Varyflex V4胶印机采用Rossini
轻量化的印版上版套筒。这个套筒是由一个加装铝质外套的玻璃

纤维管和聚氨酯/蜂窝状的中间层构建而成，可确保最高水平的尺
寸稳定性。

套筒内置的RFID标签可自动识别重复印刷，避免错误的活件
被输入印刷机，它同时还可以检测橡皮布的磨损情况。

一款特殊的小车—“Revolver cart”，能快速安装和拆除
套筒，且无需借助起重设备。每个小车可以装8支套筒，为3个印
刷单元服务。

Varyflex V4胶印机的墨斗由27个激光雕刻的独立的远程控制
单元构成，油墨的传递由20根传墨辊和3根可控制温度的串墨辊
完成，该机还加装自动清洗系统。紧贴印版的4根着水辊可以保
证左、中、右的水墨平衡或水润版的效果。

伺服直接驱动的柔印单元同样采用套筒技术，以用于印版和

网纹辊的处理，最快处理速度为400米/分钟。
Varyflex V4胶印机通过一款多向照相扫描系统实现了跨印刷机

和印刷机方向精确套印的自动调节。在胶印模式下，自动套印控制

系统可以调整上版时的错误，或者补偿材料的拉伸。

该印刷机具有极大地灵活性，可实现湿压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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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
食品和化妆品领域对包装印刷不断增长的安全需求是推动欧

米特使用电子束固化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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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米特将于今年12月5—8日，在上海举办的2017亚洲国际标签

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上展出最新系列产品，展位

号：A1。

Varyflex V4胶印机的电子束控制十分简便，只有三档设置：
能量（渗透）、功率（彻底）和剂量（在基材上产生效果）。

“电子束固化印刷的好处有很多。首先，它的固化性能高，

节能，不会产生过多热量；其次，图像色彩的附着度高，不会产

生油墨迁移和臭氧排放，也不会有油墨和溶剂残留在包装上，完

全符合食品包装的安全要求，是一种更健康、更安全的固化方

式。”Elsa Callini女士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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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件

的全彩色印刷和食品包装时。”欧米特商业总监Marco Calcagni
先生补充道。

总而言之，Varyflex V4胶印机是加工商进入高速增长的软包
装和收缩套标市场的一把利剑。加之，欧米特在包装市场上的领

先地位和其他系列产品，用户将有望彻底实现增加附加值和订制

化生产的需求。

欧米特Varyflex V4胶印机的印刷单元
可快速安装和拆除套筒，且无需借助起重设备的小

车—“Revolver 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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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改变规则的是什么？
行业翘楚、本刊集团战略发展顾问Mike Fairley先生接受媒体专访，畅谈标签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记者：您认为行业内哪些新技术和工

作流程的推出将会对未来标签业产生深远

影响？

Mike Fairley：首先是数码印刷技术
的发展与创新，特别是涉及到喷墨印刷和混

合印刷的新技术；除此之外，行业转向单张

纸数码印刷和软包装印刷的趋势十分明显；

同时，值得行业关注的还包括：印刷机的数

字化改造、检测与印后领域内的技术创新

等。上述新技术、新迹象都将会对标签业

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记者：部分媒体将工业4.0喻为“第4
次印刷工业革命”。对此，您有何看法？

您认为产业链上的交流与沟通进步会对工

作流程产生怎样的影响？

Mike Fairley：前几次的工业革命是
工程业和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比如从手工

业过渡到机械化生产，从木制品加工过渡

到金属制品加工。就印刷业而言，印刷的

幅面越来越宽、印刷速度越来越快、油墨

和材料的配方不断进步，计算机排版和制

版广泛使用。现如今，新一代工业革命更

多地涉及到知识与技能、交流与沟通、即

时性、对消费者的影响、数字化、云计算

和互联网技术等等，未来将大有可为，这

不再是简单的工程、机械和制造方式的改

造，而更有可能是一场颠覆世界的改造。

工业4.0时代，将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习
惯和学习方式。

记者：对2017年标签业的发展，您有
哪些期待，是否有担忧？而哪些发展将会改

变规则？对于今年9月即将在布鲁塞尔举办
的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 2017）您认为将有哪些值得关注
的新技术？

Mike Fairley：在本届欧洲国际标签
印刷展览会上，我们将看到一系列影响并推

动行业发展的关键性技术，包括：信息管理

（MIS）、色彩管理、数据管理以及持续创
新的工作流程自动化技术等，这些新技术将

从根本上引领标签及包装生产的全自动化进

程。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不断发展的数字

化印刷工艺，以及采用云计算和手持设备控

制的复杂信息和数据处理及管理技术，它们

的出现将促进印刷品的更小批量化加工。在

本届展会上，还将看到环境保护和废弃物处

置对行业提出的持续性挑战。

记者：您最近是否使用过数码印刷

机？今年是否会投资购买一台或多台数码

印刷机？

Mike Fairley：毋庸置疑，数字/混合
技术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是数码印刷的实

现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完全集成化的模拟

和数字印刷机，带有机械选配装置的数字印

刷机，或者带有数字选配装置的模拟印刷

机，亦或是在传统印刷机上加装数码印刷

单元等等。用户须要长时间的市场调研才

能确定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还需要对

各种可行的方案做最广泛的测试。但最终

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市场需求，比如，要

了解消费者有哪些关于个性化、多版本、

可变数据、品牌保护和防伪等不断变化的

需求。可以说，加工商测试并投资数码印

刷的小高潮即将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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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北京，全球标签共同开启
商业印刷新时代

2017年4月26日，世界标签协会（L9）峰会暨中国国际标签高端论坛在北京金茂威斯汀大饭店召开。中国标签印

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姚毅担任本次峰会主持人

—世界标签协会（L9）峰会暨中国国际标签高端论坛在京召开

成员齐聚，共话全球印刷新形势
L9是由全球9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标签协会组成的全球性组

织，于2009年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09）
期间在上海成立。本次峰会得以在北京召开，是以谭老为代表的中

国印刷人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不断努力追求的结果，是在与墨

西哥标签企业协会（AMETIQ）和印度标签制造商协会（LMAI）
的角逐中获得胜利，最终取得本次盛会的承办权。这也是在中国

首次举办的世界级标签行业盛事，且恰逢中国印工协标签印刷分

会成立9周年。

（一）发展现状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印工协）作为

本次峰会主办方，为了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政策，特别邀请

世界标签协会成员—来自美国、欧洲、印度、日本、墨西哥、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各个标签协会的代表，以及中印工协主要领

导，包括理事长徐建国、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立建；标签印刷分

会名誉理事长谭俊峤、分会副理事长林观雄、常务副理事长李春

杰、秘书长邱晓红等人，相聚北京，共同出席会议。

中印工协理事长徐建国在致辞中表示，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有

所放缓，2016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7%，GDP总量为74万亿元人
民币，当年增量大约为5万亿元，这个增量与五年前年增长10%的
增量相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对全

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
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依旧很大，发展潜力无限。L9会议首次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举办，也与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密不可分。

“包装装潢类印刷企业数量占全国印刷厂总量的49%，但其总
产值却占74%，其中标签印刷的高速增长必然归功于包装印刷所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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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巨大潜力。”中印工协标签印刷分会名

誉理事长谭峻峤在演讲中说到：“2016年
标签行业增长速度为7%，预计未来几年将
继续维持在这一水平。”

随后，各国协会与会代表介绍了在过

去12个月的时间里，其所在地区标签行业
的发展概况，以及在未来趋势下将要开展

的主要工作。同为发展中国家，墨西哥标

签制造商协会（AMETIQ）Keren Becerra 
Range女士给出的市场数据也比较乐观。
她表示，墨西哥标签印刷企业从2009年的
350家增长至目前的约2000家，并保持着
平均8%的增速。

欧洲不干胶标签协会（FINAT）董事
总经理Jules Lejeune先生表示，欧洲市场
从2012年开始复苏，年均增长率保持在5%
的水平。其中，东欧市场占整个欧洲市场的

份额从2013年的12%提高至目前的22%。
随后，中印工协标签印刷分会副理事

长、博泰印刷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新代

表中国进行发言。会议还分享了中国不干

胶标签的行业标准，以及标签行业中的质

量管理经验。

（二）数码印刷

数码印刷是峰会上关注最多的话题，根

据欧洲不干胶标签协会（FINAT）2016年初
针对印刷厂做的一个市场调查，在欧洲新投

资的标签设备中31%是数码标签印刷设备，
并首次超过传统印刷设备28%的安装量；而

一项针对终端用户的调查显示，71%参与
调查的终端用户表示正在采购利用数码设

备印制的标签；2015年欧洲数码印刷产量
占印刷总产量的9%；在针对印刷活件长度
的统计中，传统印刷设备的平均活件长度

为5000米，而数码印刷设备的平均活件长
度为750米。

据澳大利亚标牌与标签制造商协会

（FPLMA）所掌握的数据显示，数码印刷
在澳大利亚的应用比例为20%，占该国印
刷总量的10%。澳大利亚约40%的标签印
厂已经采用数码印刷技术。

L9峰会来自中国、美国、欧洲、印度、日本、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标签协会的代表

中印工协理事长徐建国

而新西兰不干胶标签制造商协会

（SALMA）有数据显示，28%的不干胶标
签是由数码印刷机生产的。

据北美标牌及标签制造商协会

（TLMI）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市场新装机
的设备中，数码印刷已经由2011年的33%
增长至2014年的52%，“预计到2020年占
比将达到77%，”TLMI代表Michael Ritter
先生表示。同样在TLMI针对印厂的调查数
据中显示，人们对喷墨技术的未来发展更

为乐观，预计至2020年之前，喷墨印刷的
增长率将达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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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除较为发达的日本市场外，数

码印刷在其他地区的应用还相对较少。“由

数码印刷生产的标签仅占总印量的5%”，
尽管如此，数码印刷的发展前景仍被普遍

看好，中印工协标签印刷分会副理事长李

新就表示，“至2020年，数码印刷设备在
新装机设备的占比将达到50%”。

（三）新的机遇

标签印刷专家傅强指出，电子商务的发

展为物流标签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研究数据

显示，2016年中国快递量达313.5亿件，其
中接近50%的快递单使用3层不干胶标签。
如果按照每张0.02m2的面积来计算，一年

的总面积可达到6—7亿m2，占不干胶标签

市场的13—15%。目前，物流不干胶在中
国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几十家专门制

造物流标签的印厂，遍布沿海主要城市。

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许文才则更看好智

能标签未来的发展，他表示：“目前的标签

市场，呈现出短版、个性化、智能化、短交

期、可变数据等特点，智能标签、功能标签

等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新型功能标签中

使用RFID、TTI等创新技术，可以对产品的
温度、湿度、新鲜度及物流信息等进行时时

追踪，很好地提高了标签的附加值，为标签

行业带来更多的新机遇。”

（四）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中印工协标签印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

北京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姚毅博士

表示，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保，特别是一

线城市，如北京市政府已经下令将环保不达

标的印刷厂迁移出北京。中印工协秘书长王

立建也表示，协会正在牵头组建VOCs治理
企业联盟，以改进油墨、制版、设备等的环

保性能，其中一个水性墨项目，在技术指

标、质量指标、成本指标、VOCs排放强
度降低上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本届大会赞助商芬欧蓝泰标签亚太区

可持续发展经理肖翔女士，在其演讲中表

示，可持续性正在成为芬欧蓝泰标签的核

心竞争力之一。过去一年，芬欧蓝泰标签

大中华区收到的客户问询中，与可持续性

相关的咨询比重越来越高。现在，芬欧蓝

泰标签正联合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中
国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组织，在国内加大对

环保认证产品的推广力度，并积极推动底

纸回收项目。

澳大利亚标牌与标签制造商协会

（FPLMA）的Mark Easton也表示，环境
保护在澳大利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几

家大型葡萄酒厂已经开始使用可回收PET
底纸的标签，印刷厂亦逐步开始采用更节

能的LED UV固化技术等。

标签印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姚毅

标签印刷分会副理事长、博泰公司

总经理李新 标签印刷分会名誉理事长谭峻峤

澳大利亚标牌与标签制造商协会Mark Easton 北美标牌与标签制造商协会Michael Ritter

创新，标签印刷行业发展的源

动力
大会还围绕“创新·质量·绿色”等主

题，探讨了创新标签（智能标签、功能标

签、智慧标签等）、标签质量检测、互联

网+标签的发展与未来趋势等议题。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经济发展速度由二位数调整为个位
数，但在全球依然属于高速度；

2、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不断优化经
济结构、发展质量；

3、继续开放政策，不断提高对外开放
与国际合作水平。总体来说，中国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中国的标签印刷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

期，标签印刷设备、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正

迅速提升，并已逐步与国际接轨。

如今，国际标签印刷行业正向着个性

化、高效率、可追溯、高品质的趋势发展。

而传统标签材料、制造设备和使用的技术已

经越来越难以满足现代标签市场的需求。创

新，既是市场对标签印刷行业的要求，也是

标签企业在新的市场环境和新形势下，保持

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欧洲不干胶标签制造商协会董事总经理Jules Leje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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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整个标签行业再聚首将是12月5—8日在上海举办的亚洲国

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关注www.labelexpo-

asia.com.cn，了解更多详情。

印刷方式的创新

目前标签印刷主要的生产方式有柔版、胶印、丝网、数码、

凸版和凹版。未来随着市场对标签的个性化、智能化等要求多样

化，加上国家对VOCs排放的控制管理，数字印刷方式会越来越
有利，并且会出现更多组合式（柔印+数字）、模块式的印刷方
式。未来5年，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必将成为标签印刷行业
的主流发展趋势。

互联网+带来的创新
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印刷世界。正如前文所述，由互联网

创造的新型电子商务模式正在迅速发展，为物流标签开拓出巨大

市场。研究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电子商务正在推动标签行业
发展空间，2016年较2015年提升20%以上。并有数据预测，2017
年—2021年中国互联网&电子商务将推动物流产业平均以每年
6.25%的速度增长，2021年与2015年比较同比增长将超过26%。

因此，互联网+带动的物流标签产业将会为标签印刷行业带来
更多新的机遇和挑战。

新型标签技术的创新

目前，呈现短版、个性化、智能化、交期短、可变数据等诸

多特点的标签市场，正不断推动着标签产业向前发展，那些具备

可追溯性、防伪、个性化等优势的新型标签，如智能标签、功能标

签、智慧标签等也不断地被推向市场，并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

新型标签采用RFID、TTI等新型技术，能够全方位对产品的
各项信息实时追踪，如温度、湿度、新鲜度、物流信息等，不但

可以很好地提高标签附加值、提升货架吸引力，更促进消费者对

产品的认知，加深客户忠诚度。创新的标签技术会不断地给标签

产业提供新的平台。

提高质量，标签印刷行业发展的永恒主题
2016年，全球标签印刷市场总额达到345亿美元。庞大的人

口基数决定了中国未来标签消费大国的市场地位。目前，标签印

刷企业占全国印刷企业总数的30%左右，而其中95%属于小型企
业。这类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不大，不少企业是小作坊式的经营方

式，使得我国标签行业质量管理困难，而且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

尽管我国的标签消耗量巨大，预计未来5年标签消费量还将
会持续增长，但标签行业也存在着产能相对过剩的局面，再加上

各企业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令标签行业利润微薄。与此同时，

标签行业还面临着终端市场对质量要求升级、缺陷检测更加严苛

及质量事故索赔风险越来越大等现状。

为了便于处理纠纷、指导生产、保证产品标准的统一，中国

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经过2年时间，制订出《不干胶标签的
行业标准》。该标准适用于不干胶标签，其他标签也可以作为参

考。并且，该标准还对不干胶行业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和技

术要求、检验方法、标志及包装、存储、运输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此外，随着标签印刷速度的提高，出现人眼无法准确识别缺

陷等问题，因此很多企业研发并生产自动检测系统。比如，凌云

光集团推出的视觉检测系统解决方案，就立志要助力行业质量提

升，做到“质量兴业，赢在检测”。

同时，为响应中央政府2017年经济工作“稳中求进”的总
基调，我国标签印刷企业应该以《不干胶标签的行业标准》为准

则，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借助新的质量标准和新的质

量控制技术，全面推进提质增效的工作。

追求绿色，标签印刷行业发展的不懈追求
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不变原则。目前，北京已

经明确战略定位及疏解产业，印刷业被定义为“一般性制造业”。

“进一步抓好绿色印刷生产工作：除了积极推动柔性版印刷、

数字印刷外，要借鉴国外经验，逐步解决标签印刷生产中存在的废

弃物处理难题。”标签印刷分会名誉理事长谭俊峤在《推动我国标

签产业深入发展的七点建议》中明确表示。

本次大会，参会代表从原材料、印刷方式、循环控制等各方

面对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经验共享。

可持续材料的研发

许多材料供应商，如芬欧蓝泰标签有限公司等，推出安全性更

高、质量更轻、厚度更薄、可循环、可生物降解的标签印刷材料。

更环保的印刷方式

目前，全球37.4%的标签使用柔性版印刷生产。凭借环保、
高效、灵活、色彩一致等优势，柔性版印刷正迎来快速发展期，

并且增势强劲。

数字印刷适用于短版、个性化、可变数据，且排污少、废品

率低，可以与互联网、大数据相结合，也将逐渐成为主流的标签

印刷方式。

 
可循环的标签产业链

形成完整的、可循环的标签产业链，将使用后的标签分类进

行不同处理，降解或者统一回收再利用到其他领域。如上海世博

会芬兰馆的外墙材料，使用的就是废弃的标签材料。

结束语
这是一项世界级的标签行业盛事，这是一次标签印刷业的头

脑风暴，这是一场中印工协标签印刷分会为整个行业带来的饕餮

盛宴。来自八家协会16位发言人的专题演讲，从不同区域、不同
角度、不同层次为参会人员全面解读全球标签印刷行业的现状及

趋势、最新的技术和最佳的解决方案，对我国标签行业的发展具

有一定的指导性和前瞻性。

“这是一次精彩的、成功的且有价值的峰会，来自世界各地

标签协会的代表给大家带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标签市场的数

据，而数据是市场发展的重要依据，能引发人们对技术发展和未

来市场走势的思考与判断，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寻求新的发展机

遇。中国标签业在技术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市场上还有很

大的发展潜力。”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立建最后总结道。

此次活动还是一场全球标签印刷行业经验和资源的分享会，

国内外业界同仁通过这个开放、包容的平台，联谊切磋、面对面

沟通交流，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希望借此契机，将中国标签行

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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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印刷：数码技术抢班夺权
2017年5月9—13日，CHINA PRINT 2017展览会在北京新国际展览中心成功举办。CHINA PRINT 2017展览会是全

球第二、国内第一的印刷行业大型综合展览会，其影响力毋庸置疑，标签印刷作为印刷的一部分，也在本届展

会中小露头角，并呈现出一定的趋势性变化。

—看CHINA PRINT 2017展览会上的标签印刷技术

凸版印刷巅峰已过
凸版印刷曾经是标签印刷领域内最主要的印刷形式，占绝

对统治地位，亦如胶印在整个大印刷领域的地位一般。不过，随

着其他印刷技术的崛起，如今的凸版印刷已经失去往日的风采。

中国与日本是近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标签印刷行业受日本

影响很大。被视为中国标签印刷业真正开始起飞的一个重要事件，

就是天津的标签印刷企业引进日本的凸版印刷机。也是因为这个缘

故，日本制造的凸版印刷机曾经风靡一时，甚至成为标签印刷企业

的标准配置，是企业档次与实力的一种象征。随之，日本的凸版印

刷机制造技术也扩散到中国台湾和内地，一些现在标签印刷行业耳

熟能详的名字，其技术溯本逐源，都是来自日本的凸版印刷技术。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的凸版印刷机制造技术也不是真正自己

独立研发的，很多日本企业的技术均源自欧洲，只是欧洲的标签

印刷后来逐渐转向柔性版印刷，让出凸版印刷制造的市场，才使

得日本企业几乎成为凸版印刷的代名词。

然而时过境迁，凸版印刷技术在柔性版印刷、胶印和数码印刷

的联合打压下，早已风光不再。在CHINA PRINT 2017展览会上，
参展的凸版印刷机已经寥寥无几，日本的凸版印刷机制造商基本绝

迹，台湾制造企业也只有罗铁和有着台湾血统的兆龙机械、源铁

独撑局面；反观内地的制造企业，包括广州浩田、深圳彩昇 、图

加特等均展示了各自的机组式凸版标签印刷机。不过从参观者在

这些展位驻足的情况观察，确实让人觉得不容乐观。

走向高潮之后的低谷对于凸版印刷技术来说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走进这个低谷，恐怕就再难走得出来。

柔印技术方兴未艾
柔性版印刷在中国标签印刷行业的发展晚于凸版印刷，目前

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

柔性版印刷与凸版印刷其实从基本原理上是一致的。其本质

都是凸版技术，只不过一个采用的是软的树脂版，一个采用的是

硬版；一个采用网纹辊传墨，一个采用着墨辊传墨；一个使用液

体油墨，一个使用膏状油墨。但就是这小小的差别，造就了两种

不同的印刷技术流派。过去几年，当凸版印刷在以日本、中国为

代表的亚洲标签印刷市场大行其道时，柔性版印刷技术已经在欧

美标签印刷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与凸版印刷技术相比，柔性版印刷技术生产效率更高。特别

是随着组合印刷概念的推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一台柔性版印

刷机上组合不同的印刷、印后加工工艺，使标签制造一步完成，

这是传统凸版印刷设备无法实现的。同时，柔性版印刷可以使用

更加环保的水性油墨/UV油墨，更符合当今社会对环保的要求。
在CHINA PRINT 2017展览会上，柔性版印刷机和胶印机是

标签印刷领域制造商展出的主流产品，这两种产品对凸版印刷机

的倾轧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仍需要注意的是，参加CHINA PRINT 
2017展览会并展示设备的欧美柔性版印刷机制造商只有捷拉斯。
捷拉斯在海德堡的展位上展出其畅销机型—ECS340标签柔性版
印刷机。一些国际知名标签柔印设备制造商，如欧米特、纽博泰、

博斯特旗下的博斯特佛罗伦萨（原基杜）等并未展出相关设备；

与之相比，国内制造商对于发展柔性版标签印刷机充满热情，炜

冈、鹤翔、潍坊东航、潍坊华田精工、天泽太行等企业均有柔性

版印刷机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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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柔性版印刷机的制造起步较晚，在速度、印刷精度、数

字化程度等方面，国产柔性版印刷机与国际领先的制造商相比还

存在一定差距。另外，目前国际主流的柔性版印刷发展趋势是由

组合印刷到现在的混合印刷，而国内设备制造企业在高端柔性版

设备制造方面还欠缺经验。不过国内柔性版印刷机制造龙头企业

正在迎头追赶，如炜冈展出的机组式套筒柔性版印刷机，在自动

化程度上较之以往已大幅改进，缩短了国产设备与进口设备的差

距。据悉，炜冈的柔性版印刷机已销售40多台。而国内其他厂家
的柔性版印刷机突出的亮点却不多。

胶印发展前途不明
胶印技术与标签印刷的结合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事实上胶印

技术在标签印刷领域的应用，还需要归功于小幅面胶印机在商业

印刷领域遭遇的发展窘境。正因为商业印刷领域对小幅面胶印机

的需求呈现断崖式滑坡，造成国内大批的小幅面胶印机制造企业

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而标签

印刷对印刷质量的高标准严要求，与胶印技术非常契合，这种趋

势甚至蔓延开来，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国内从事标签胶印机生产的企业不少，如炜冈、浙江中特、

河北万杰等，凭借这类技术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了一定的份额，

而且在国际市场也已小有名气。在本届展览会上，这些企业均有

标签胶印机展出。但要说能给人带来一定惊喜的，并非这几个已

经在标签胶印机领域浸淫多年的老手，而是来自昆山的金箭机械。

这家公司在本届展览会上推出无水PS版标签印刷机，首创无水胶
印技术在标签领域的应用，从技术先进性上来说无疑具有很高的

创新性。值得一提的是，金箭的无水胶印机将在今年12月5—8
日在上海举办的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上展出，同时展出无水胶印技术的还有Codimag公司。法
国Codimag公司的无水胶印技术在中国葡萄酒标签市场上颇受欢
迎，其独创的Aniflo技术，可以实现对所有印刷参数的控制，且不
需要调整水墨平衡，无需设置印刷压力，减少了胶印印刷的变量。

其实，不仅是国内标签印刷设备制造商，现在许多国外制造

企业也开始进军标签胶印市场。像欧米特公司就开发出Varyflex 
V4胶印系统，其他一些柔性版印刷设备制造商也在推广组合印刷
时将胶印单元作为可以选配的加工方式。

胶印技术在标签印刷领域的发展速度值得肯定，但是，胶印

技术未来的发展前景却并不明朗。胶印的优势毋庸置疑，但其局

限性同样显而易见：除非采用UV固化技术，否则标签印刷就只
能在纸质标签材料上施展拳脚，而对薄膜材料束手无策。特别是

在柔性版印刷和数码印刷的双重夹击下，未来胶印技术在标签印

刷领域到底能够有多大的发挥空间，现在下断言为时尚早，只能

随着市场的发展，且行且观察。

数码技术抢滩登陆
如果说到本届展览会上标签印刷技术最大的亮点，无疑属于

数码印刷技术。一方面，在本届展览会上，标签印刷设备展出最

多的当属数码印刷设备；另一方面，数码印刷设备也因其品种繁

多、门类齐全，而受到最多的关注。

在标签数码印刷领域，参展最多的是国外的制造企业，这与国

外传统标签印刷设备制造商参展寥寥，形成鲜明的对比。

本届展览会上，由惠普领衔的一众数码印刷设备制造商以强

大的阵容参展，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均有专门针对标签印刷领域

的设备推出。比如：惠普的HP Indigo 8000数字印刷机、柯尼卡美
能达的bizhub PRESS C71cf、富士施乐推出的与道斯特（Durst）
合作开发的数字UV喷墨印刷机Tau 330、爱普生公司的Epson Su-
rePress L-6034VW数码喷墨标签印刷机和Epson TM-C7520G彩色
标签打印机、网屏的Truepress Jet L350UV数码标签印刷机等，都
是为标签印刷市场专门量身定制，名门望族的出身加上雄厚的技术

底蕴，使得这些设备成为众多参观者关注的焦点。

此外，还有一些以前知名度不大的数码印刷设备制造商也参

加了本届展览会，并推出针对标签印刷需求的设备。比如：来自

韩国的Dilli公司展出的Dilli Neo Mercury UV喷墨标签印刷机、广
州卓越智能公司推出的Trojan②数码印刷机。尤其后者特别值得
重点介绍，不仅因为这款产品是专门针对标签印刷设计的，更因

其拥有来自丹麦的颇具北欧风格的炫酷外形。

与之相比，国内企业也不甘人后，特别是一些传统印刷设备

制造商，纷纷推出各自针对标签和小包装印刷应用的数码印刷设

备。比如，浩田公司推出的HT210-5C彩色喷墨数码印刷机，辽宁
豹驰推出的Panthera 330系列数码印刷机，无锡宝南推出DFC520
轮转数码印刷机等；另外，如圣德安讯、狮昂等企业，虽然主打的

宣传口号并非标签印刷，但其推出的产品围绕喷码大做文章，究其

本质还是围绕标签印刷。

一些传统的印刷设备制造商也开始将数码印刷与传统印刷相

结合，形成新的组合印刷体系。这种趋势已经存在多年，像纽博

泰、欧米特、麦安迪等均已推出过相关成品。在这次展会上，美

国联合印刷器材有限公司展出美国麦安迪公司的“数码一号”数

码柔印机（DigitalOne），捷拉斯和炜冈、浩田也有产品展出，
只是由于宣传力度一般，未能掀起大的波澜。

从未来发展看，数码印刷技术与传统印刷技术的数字化将成

为标签印刷领域发展的主流，他们对传统技术的抢班夺权亦已开

始，未来更有可能上演改天换地的大革命。

结束语
除了上述标签印刷设备的发展，针对标签印后、特别是数码

印后，以及标签检测技术，在CHINA PRINT 2017展览会上也都
有不少产品展出，其中不乏亮点产品，诸如凌云光视、大恒图像、

博泰、华夏视科、大族冠华、哈德胜、豪隆等等，让人们牢牢记

住了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未来，这些数码印后系统将与

传统印刷、数码印刷技术协同作战，为标签印刷的发展做出贡献。

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作为更专业的标

签、包装印刷展览会，将于今年12月5—8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举办。届时，将会有更多的相关企业参展，我们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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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XEIKON CX3 
packs speed and quality like no other
Catch up with more testimonials
www.xeikon.com/cx3      #XeikonCX3

direct. dedicated. digital

Simon Smith, 
CS Labels Managing Director

THE XEIKON CX3

15509-EN-V3-AdvertA4.indd   1 29/06/15   14:30



2017年第2期  

               展后回顾  | 29

CHINA PRINT 2017
展后回顾
本文是由《标签与贴标》中国报道组专门为您整理出CHINA PRINT 2017展览会上的部分展品及其性能介绍。

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九届北京国际印刷技

术展览会—CHINA PRINT 2017虽
然不是以标签技术为核心的展会，但并未影

响标签设备制造商的参展热情。在此次展览

会上，国内的主要标签印刷设备制造商几乎

是悉数参展，这也为标签印刷企业进行选购

提供了便利。在这里，本刊中国报道组专门

为您整理出CHINA PRINT 2017展览会上的
部分展品及其性能介绍。

杜邦
杜邦推出全新赛丽®EASY ESM/EFM

版材，该款数码版材自带平顶网点，专门

为纸张印刷应用而设计。赛丽®EASY ESM
和EFM分别适用于溶剂制版和赛丽®FAST
热敏制版。该款新型版材适用于各种纸张

类基材，在简化制版及印刷操作流程的同

时，能实现高质量印刷。赛丽®EASY平顶
网点版材技术自2015年推出以来，已获得
全球软包装和标签领域内制版企业及包装

印刷厂的认可，证明其能实现更高的油墨

转移、渐变到零的出色高光阶调和较高的

生产效率。

杜邦亚太区市场经理罗思明表示，赛

丽®EASY纸张版材经客户测试，结果非常
优异：实地油墨密度提高、白点减少、且

耐印率出色。此外，制版公司也受益于简

化的工作流程及出众的曝光宽容度。杜邦

正在研发下一代溶剂数码版材和热敏FAST
数码版材，将为版材树脂技术以及制版技

术带来突破性成果。

杜邦展出的其他技术包括：

 杜邦™赛丽™FAST 2000TD，它采用
多种先进技术，可提高制版质量、简化工作

流程、提高设备可维护性。FAST 2000TD
是杜邦现有的FAST热敏制版产品组合中的
全新一代技术；

 杜邦™Artistri®数码墨水适用于成衣
（DTG）和坯布（RTR）印花，实现更鲜
艳的色彩效果、更短的生产周期和更高的

生产效率。

艾司科
艾司科创新地推出CDI Crystal 5080 

XPS柔版制版解决方案，通过提供卓越的
制版质量一致性更进一步提高HD Flexo高
清柔印及Full HD Flexo全高清柔印的品质。
制版质量一致性是标准化柔印过程的关键环

节, 并以此确保达到并保持最佳印刷品质。

使用荧光灯管的传统UV曝光机永远不会达
到通过能量控制才能得到的最佳制版效果。

柯达
柯达以“为了美好而印刷”为主旨，展

出一系列强大的印刷技术解决方案：

 柯达FLEXCEL NX系统，可制作适合
于众多不同包装印刷应用的高性能数字柔

印版，确保印刷厂家能够利用高性价比的

柔印工艺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增长的目标，

并带来可与胶印及凹印相媲美的质量水平；

 柯达及设备合作伙伴的Stream喷印解
决方案，包括柯达鼎盛S系列喷墨套印系统
与KODAK 6000C印刷机、由上海帛腾经销
的BoostJET，以及在上海德拉根印刷机械
有限公司展台上展示的、运用柯达鼎盛S10
喷墨套印系统生产的出版、包装及商业印刷

高速喷印解决方案；

 柯达腾格里UV免冲洗印版，为UV
应用带来较其他任何免冲洗印版更长的生

产周期；

 柯达SWORD MAX热敏印版，将于
2017年第四季度投放市场，应用高级树脂
专利技术（ART），可带来更好的性能表
现，如杰出地强耐化学性和抗划伤性、改

善地操作性、快速成像处理、高分辨率，

并支持无烤版再印刷；

 柯达全胜Q800直接制版机及单版盒自
动上版装置，在展会现场演示了腾格里版材

成像，展示柯达方形光点成像技术无与伦比

的成像稳定性和精准性，以及相比其他直接

制版高达90%的节能特性；
 柯达印能捷智能平台印前工作流程软

件，带来端对端的自动化，有效控制成本、

质量与营运风险；

 新近推出的柯达印能捷云平台，提供
新的、业内首创的解决方案，可增强与扩展

现有印能捷印前工作流程软件平台，提高厂

家从市场机遇中获利的能力。

本刊记者专访金利宝董事长陈世岳先生

本刊记者王莎莎（右）与柯达柔版包装印刷解决方案部董事长Chris Payne先生（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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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昂喷墨
作为国内可变数据喷墨方案的先锋，狮昂喷墨集16年喷墨技

术研发及产品应用经验，采用工业压电喷墨技术，根据市场需求

不断创新喷墨工艺流程，以满足用户人性化操作、高效率及高性

能的需求。在此基础上，狮昂联合凌云光技术、浙江力冠，共同

研发并在展会上推出彩色二维码喷墨、检测智能化一体机。合理

的喷墨、检测一体化工艺流程，可以把任何一个不良品消灭在缺

陷萌芽阶段，确保喷码内容不跳码、不漏码、不重码，生产过程

保持流畅。这款设备既可以适应随机码喷墨检测，也可以适应流水

码喷墨检测；还可以在喷墨现场直接补码，或在生产之后补码。可

根据不同的产品，选择合理的喷码、检测工艺路线，令用户的使用

效率更高、操作更人性化，且节省成本、质量稳定。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
方正电子推出一款重量级行业解决方案：方正桀鹰可变数据印

刷全行业解决方案。其中，方正桀鹰K300S喷墨印刷解决方案，适
用于烟酒、食品、日化、饮料等领域。它完全模块化设计、打印单

元高度集成，可快捷方便地安装在各种卷筒纸、单张纸印刷机、众

多印后处理设备上，能够轻松实现与现有传统印刷设备的数字化升

级，满足客户海量可变数据处理与印刷、短版标签印刷等新需求。

方正桀鹰K300C彩色喷墨印刷解决方案，是一款针对短版标
签印刷和可变信息二次印刷的彩色标签数字喷墨印刷机。它采用

先进的按需压电喷墨印刷技术，可以在多种承印物表面直接喷墨

印刷，印品精美、效率高、成本低。它适用于短版的酒标、日化

标签、食品包装标签等印刷，更可广泛应用于防伪标签、电子标

签等领域的条形码等可变信息印刷。

惠普
惠普的参展主题为“再创可能”，意在通过惠普独有的数字

印刷技术帮助客户和消费者实现更多创意可能，挖掘新鲜行业商

机。作为本届展会展位面积最大的参展商，在展会现场惠普展出

从商业快印、影像、邮票贴纸、商品标签和包装、到户外海报展

板及楼宇外墙包装的全部惠普数字印刷端到端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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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Indigo 12000数字印刷机均首次亮相亚洲展览会。

HP Indigo 8000数字印刷机是最具生产力和多功能的数字窄
幅标签印刷机，印刷速度最高达80米/分钟，拥有市场最畅销解
决方案两倍的速度。适用于窄幅主流生产的HP Indigo 8000数字
印刷机，在白色油墨、联机加工、文件组合和Print OS技术方面
的改进与拓展，在为用户加倍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可保障生产质

量，进一步优化主流生产流程。

柯尼卡美能达
柯尼卡美能达以“在一起，刷新世界”为参展主题，共展出

13台设备、16种解决方案，涵盖了出版、小型包装／大型包装、
广告、数码快印、影像、标签以及数码印后等领域的产品解决方

案。针对标签市场，柯尼卡美能达展出bizhub PRESS C71cf数字
标签印刷机，可以快速实现标签市场所需的小批量全彩色标签印

刷；利用柯尼卡美能达碳粉技术，它不仅可以在普通纸张上，而

且还可以在粘性纸等特种纸上印刷出高品质印刷品。勿庸置疑，

客户将受益于可变印刷。JETVANISH系列是法国MGI数字科技研
发的一种喷墨印后装饰设备，其单遍印刷即可完成3D局部上光与
烫金工艺，为印品添加独特魅力和高附加值。

爱普生
爱普生在展会现场专门设置“数码标签打印区”，并展出

Epson SurePress L-6034VW数码喷墨标签印刷机、Epson TM-
C7520G彩色标签打印机等产品。SurePress L-6034VW配置爱普
生全新开发的PrecisionCore行式打印喷头，每色有8800个喷嘴，
在一般模式下印刷速度可达15米/分钟，助力标签企业提升生产效
率和利润空间。

Epson TM-C7520G是一款工业级高速彩色标签打印机。这
款设备同样采用爱普生PrecisionCore行式打印技术，能实现18
米/分钟的高速打印。TM-C7520G除了打印速度快以外，其打印
质量也表现得十分优异，高达600×1200dpi的输出分辨率，能够
实现最小2pt字号的精细打印。基于爱普生特有的ESC/Label 指
令语言，无障碍实现ZPLII指令系统替换，同时可预存彩色背景图
片，使彩色标签和可变信息一次性输出，淘汰预印刷+套打的传统
模式，更高效便捷。

网屏
针对高附加值标签领域，网屏展出Truepress Jet L350UV数码

标签印刷机，并现场印制大量不同种类的标签，以展示设备在高

速产能下超出想象的细节再现性能。与此同时，网屏公司展出多

款新型防伪、产品追踪、彩色防伪、及个性化条形码印刷解决方

案。只有具备对微小墨滴尺寸和位置严格精准控制的技术能力，

才能制造出这些拥有高附加值的标签产品。

Truepress Jet L350UV标签UV喷墨数字印刷系统：
 “一次走纸”的喷头技术；
 50米/分钟的印速在标签按需印刷领域已达到世界顶级水平；
 承印材料宽度为100—350毫米；
 印刷的最大幅宽为322毫米；
 多级灰阶喷头，最小墨滴尺寸为3皮升；
 获得专利的高质量加网技术和先进的色彩管理技术；
 新研发的墨水色域更宽，使用青、品、黄、黑四种墨水即可
复制出更加绚丽的颜色；

 配备白色墨水；
 广泛的承印材料，应对多样化的标签业务需要。

柯达FLEXCEL Direct系统 杜邦™ 赛丽™ FAST 2000TD制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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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施乐
富士施乐自2006年起进入标签印刷领域，目前已有不少国际

知名印刷企业都在使用富士施乐的生产型数字印刷解决方案来印制

吊牌和标签。此次展会，富士施乐数字UV喷墨标签印刷方案—意

大利Durst的UV喷墨标签印刷系统Tau330首次亮相，它无缝连接的
数字工作流程以及出色的打印速度，适用于工业和安全、电子和汽

车、日化用品等标签领域。专有的单次通过UV喷墨技术，可选配
白色、橙色和紫色印刷分色。该系列解决方案可助力印刷企业实

现高生产力、高彩色印刷品质、高灵活性和低成本的小批量标签

印刷。富士施乐携手Durst为标签印刷行业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端
到端数字化解决方案，从印前到最后的成品交付，包括软件的整

体数字标签印刷解决方案。

美国联合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美国联合印刷器材有限公司现场展出美国麦安迪公司的“数

码一号”数码柔印机（DigitalOne），这也是该设备在亚洲首次
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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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短板及快速更换活件业务，是数码与
柔印的完美结合。“数码一号”的耗材存放在美国联合印刷器材

有限公司位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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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拉斯
捷拉斯携手海德堡联合参展，并以“Simply Smart”为口号，

向更多中国用户全面展示印刷行业的数字化未来。

作为海德堡的全资控股公司，捷拉斯携ECS 340柔性版印刷机
亮相本次展会。由于采用工业花岗岩基座设计，捷拉斯ECS 340拥
有超长的使用寿命和卓越的精准度，且较其他同类型机器更安静。

因其极短的走纸路径（印刷单元之间仅为1.1米）能有效节省高达
30%的材料损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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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特性也确保捷拉斯ECS 340能做到始终如一的高品质，一致的
再现性和整个使用寿命周期内卓越的抗老化性能。

最新的伺服驱动器与自动化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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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生产效率，以及印刷品质的一致性和可重复性的最高标准。

通过可完全集成于设备控制系统的丝网印刷单元，捷拉斯ECS 340
能满足更多高端标签的生产需求。

捷拉斯ECS 340具有极大地灵活性，可组合柔性版印刷、丝
网印刷及冷烫印刷等多种印刷方式，能助力标签印刷企业实现具

有更高成本效益的商品标签的生产。

东航印刷科技
东航印刷科技携绿色环保型印刷设备F2系列柔印机—

DHF20350-8及DHF201100-8参加此次展会，并在现场进行了精
彩地演示。

东航DHF20350-8柔印机是东航新推出的一款性价比较高的
标签印刷机。该机采用单伺服结构，可实现联机正反面印刷、上

光、丝印、模切、冷烫、打孔、压痕、断张、分切、收卷、折页

等工艺，具有印刷精度高、印品稳定、套准迅速、损耗低、生产

效率高等特点。展会现场，该机分别进行了铜版纸、不干胶及膜

类印刷，方便快捷地操作方式，高精度、稳定的套准印刷展示，

得到现场观众的一致称赞！

东航DHF201100-8柔印机是东航的主推机型，市场占有率
高。该机采用单伺服结构，具有印刷精度高、印品稳定、套准迅

速、损耗低、生产效率高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包装纸、纸袋、

纸盒、纸杯、奶包、快递袋等印刷领域。 

炜冈
本届展会，炜冈重点展出ZJR-330机组式柔性版印刷机。该机

引进国内最高端的套筒技术，版辊筒轻盈且无需配齿轮，换版辊筒

操作快捷、方便、简单，从源头上避免了墨杠的产生，既可提高印

刷质量，又能减少对版辊筒的维护。整机控制系统采用德国博士力

士乐最新微机伺服控制及操作系统，每一机组单元均由独立伺服电

机驱动，整台设备共采用23个伺服电机（八色组三模切工位），
为机器高速运转中的高精度套准提供了保障。每个色组都按标准

配置水冷装置。配备水冷装置后，即可实现特殊拉伸性材料的印

刷，这在传统印刷工艺中较难实现。例如OPP、CPP、PVC等，
在配备水冷装置后，能够实现牙膏等产品的印刷。与此同时，增

加水冷装置还可延长印版的使用寿命，从第一个色组至最后色组

的温度能保持一致，有效地减少了对印版的磨损及损耗，印版使

用寿命增加2倍。
未来，ZJR-330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增加不同的功能模块，例如

双层复合、三层复合、六层复合等，以及联机热烫工艺、联机数字

喷码、联机丝网印刷等局部功能，以期满足客户的所有生产需求。

奈本
本届展会，奈本展出了FS 360间歇式PS版轮转机，适合印刷

中、小批量以及大批量的高端标签。整套控制系统采用日本著名厂

家的最新微机伺服控制及操作系统，拖料稳定正确，免换印辊，操

作快捷、方便、简单；印刷单元采用真正高品质的重型胶印印刷单

元，由19根墨辊、4根靠版辊（着墨辊）及4根水辊组成；丰富的
人机交互系统、多方位的检测显示界面，使得操作更为简便，各

种故障信号即时显示，大大缩短了排查及修复时间；良好的墨路

系统，能有效防止墨杠及鬼影现象的产生，使印刷质量大大提高。

该机的最大亮点是采用德系最先进的三点悬浮合压结构，高

速运作下可保证高品质的印刷效果，并且能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捷拉斯ECS 340花岗岩柔性版印刷机 炜冈重点展出ZJR-330机组式柔性版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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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C H IN A P R IN T展览会的姊妹

展，“第四届中国（广东）国际印刷

技术展览会”（PRINT CHINA 2019，

简称：广印展）将于2019年4月在广东

东莞举办，敬请期待。

河北万杰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万杰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

WJPS350型全功能组合式PS版间歇轮

转印刷机、WJLZ350型全功能间歇凸

版轮转印刷机、WJRB320柔性版印刷

机、WJJM350间歇式圆压平压两用高速模
切机、WJMQ350全切半切两用高速平压
模切机，共五台设备隆重亮相本届盛会。

凌云
凌云携标签、软包装和单张彩盒三大

行业解决方案集体亮相本次展会。针对标

签印刷市场，凌云展出结合喷码模块和可

变信息检测模块的升级版LabelRoll系列标
签印刷质量检测系统。它具备以下特点：

 可检测薄膜、普通纸张、光柱镭射等
承印材料，并有效检测如糊字、漏印、脏

点、套印偏差、烫金偏位、模切偏位、分

条不良等缺陷；

 可搭配喷码单元，高效检测一维码、
二维码等可变信息缺陷，如重码、错码、

外观缺陷、可读性等，并进行条码分级；

 最高检测速度达到250m/min以上，最
高实现0.03mm²的检测精度；

 软件操作易用性强，单张好品建模过
程简单，一分钟即可完成。

博泰
博泰在展会上发布了两款新品：SDF 

PLUS高级智能数码标签印刷后加工系统和
DF8000智能化宽幅数码包装后加工设备。

博泰SDF PLUS是在原SDF平台上增加
了平压烫金模块，该模块拥有智能化90°
可旋转烫金及平版合压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该设备既能实现热烫金，又能实现间歇/轮
转柔印（拥有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冷烫、

印刷、覆膜、模切等工艺，且设计更灵活，

可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

博泰DF8000智能化宽幅数码包装后加
工设备的推出打破之前一直被欧洲企业垄断

的市场僵局。展会现场，这台设备被摆放在

惠普展台，并与HP Indigo 20000数码印刷
机进行配套演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泰

在2016年已正式成为HP Indigo数码后加工
全球合作伙伴。

展会期间，博泰在其展位以及合作伙

伴—惠普、Dilli、方正、凌云光、柯尼卡
美能达的展位上展示了标准型数码印刷后

加工CDF、多轴式不停机收卷TR、标签分
条复卷及质量检测FS、喷码平台等多台设
备。现场签约设备总数超过十台。

海科
海科在本次展会上针对亚洲市场重点

推广其数字印后加工技术。随着海科Euclid
用户设备在商业和包装应用领域的投产运

行，海科已将中国市场列为行业创新的重

点发展地区。继2016 年在杜赛尔多夫国际
印刷展览会（drupa）大获成功后，亚洲已
成为海科增长最快速的区域市场，其印刷设

备相继在中国大陆、日本、台湾和越南投

入使用。全球旗舰版产品—海科Beam的
4个客户中，中国市场就有2个。在国内，
首台海科Beam设备落户丰高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的生产企业—东莞福迈包装印刷

有限公司。对此，丰高印刷有限公司副总

监Christopher Chow表示：“能够成为海
科Beam设备在亚洲的第一家用户，我们感
到十分荣幸。我公司专门从事高端电器和高

级化妆品的包装业务。通过海科Beam，我
们不仅能够提供前所未有的一流设计，满

足不同版本、订制化甚至是个性化的设计

需求，而且还可以将现有生产从传统工艺

转向数字化工艺。”

海科现场展出的设备已被隽思集团订

购，这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一流印刷企

业，在国内各地拥有2,500名员工及多家生
产基地。隽思印刷执行总裁Ricky Cheng表
示：“我们很清楚，数字印后加工技术是未

来的发展方向，而海科Beam则让我们能够
以更快、更有效地方式为高端市场开发出更

加广阔的应用天地。” 
海科现场展示的设备适合多种应用： 
 海科Beam是款主流的生产型数字切

割、压痕设备，速度高达5,000页/小时；
 海科Euclid III是款针对中小订单的

Euclid第三代设备，可实现应用多样性；
 海科Axis在线网络到包装软件解决

方案。

大族冠华
本届展会，大族冠华重点展出升级版

LC340S单张激光模切雕刻机、LC330R
双激光卷对卷激光模切雕刻机，以及面向

不干胶标签模切领域的LC330RE紧凑型
卷筒纸不干胶激光模切机，其加工宽度为

50mm—330mm，背景加
装独立切单张装置。

此次展会还是

大族冠华传统模切

与激光模切相结合的

激光 /机械模切两用

机—LG330R的全球
首发。通过机械模切

与激光模切相结合，

能实现标签模切的低成本与高效率，用激

光模切绝大部分不干胶材料，包括部分

PE、PET、PP等，无需刀模，还可实现单
张的模切；用机械来模切个别不适合激光模

切的材料。激光与机械的结合，真正做到一

台设备对所有材质模切的全覆盖。

上海艾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艾科（AKO）印刷科技作为电子

面单、空白模切的专家，在展会期间重点

推广“艾科专属财富计划”（详情请参见本

刊第38页《艾科印刷专注成为极致》）及环
保的超薄底纸标签。该标签采用30g超薄底
纸，底纸厚度降至12μm。与传统60g底纸
相比，每卷同样直径可出的标签数量更多，

既节省运输成本、材料成本，也更加环保，

而且出标速度快，打印效率提升5—10倍，
并可降低单位人工成本。

金利宝
本届展会，金利宝展出下列标签产品：

 无卤阻燃标签：以阻燃聚酯PET为基
材，搭配阻燃胶水，具备高粘着力、耐高

温、高阻燃性，离火后具有自熄的特性，

整体总厚度0.030—0.100mm；
 热收缩牛奶标、啤酒标：可自动脱

标、伏贴性好、透明度佳，适用于高速自

动贴标；

 电子电器标签：解决标签产生气泡
的问题，具有导气作用，防污、防刮擦、

耐腐蚀性；

 机油桶标签：对油桶非极性表面具
有较高粘性，满足材料高速贴标的需求；

 汽车标签：该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领
域，如水箱警示标签、门柱贴、遮阳板、

车贴花、蚀刻标签、机油桶标、脚踏贴、

轮胎标签等；

 日化标签：具备良好的印刷性、耐候
性、快速贴标性，优良的油墨附着力，可适

用于多种印刷方式及油墨；

 高清透光电应用胶带：这是一款可克
服各种曲面、能完美伏贴、保护效果最佳的

3D玻璃（曲面玻璃）配套产品；机构件固
定降低整机厚度且薄涂高粘的超薄双面胶

带；包含功能性处理层HC、AF、AG、AR
的功能性保护膜；可减少眩光，增加显示

器的亮度透光度的OCA；可避免产生静电
击穿损伤电子组件的防静电保护膜等。

作为HP Indigo战略合作伙伴和爱普生
的材料供应商，金利宝开启强强联合、合

作共赢的新局面！

博泰SDF330高级智能数码标签印刷后加工系统



Contact us on:

UK +44 1737 824 500 Germany +49 7022 303 9769  
USA +1 440 237 4439 India +91 22 2528 5442
China +86 1380 194 8630 tzhang@gewu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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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系列电子电源, 澎湃驱动UV系统

二合一混合设计...
LED和弧光

...超前设计的UV技术，
真正的弧光灯管，兼容LED技术应用，
由5年保修作为安全保障. 

两种UV固化技术，
一种犀牛系列电源.

享有5年保修的UV固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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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
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2003年，由塔苏斯集团主办的Labelexpo Asia展览会的举办地由新加坡移师中国上海，这个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标

签印刷专业展览会，从此开启了Labelexpo系列展会发展的新篇章，也翻开了中国标签行业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

的新篇章。

自2003年至2015年，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在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共举办了七届。这期间，尽管全球经济增速放

缓、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但是展会的参观人数、参展

商数量乃至展出总面积，仍保持持续增长。

一、参展商数量
第八届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将

于今年12月5—8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1、E2馆举办。虽然离
开展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据展会主办方介绍，截至发稿招商已超

过95%，所有展位即将售罄。就目前的招展情况来看，本届展会与
上届展会（2015年第七届展会）相比面积将扩大15%，参展商突
破350家（见图1），更有诸如：多米诺、富士施乐、Codimag、
祐印、艾科印刷等重量级展商的全新加入。

图1：2003年—2015年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参展商增长趋势图

（注：2017年为预测）

二、观众数量
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是塔苏斯集团旗下全球标签印刷系列

展览会（Labelexpo Global Series）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欧洲国际
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北美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Labelexpo Americas）、印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India）及即将于明年5月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东南亚国际标签印刷展
览会（Labelexpo Southeast Asia），以及在拉丁美洲、非洲定期
举办的标签印刷峰会共同实现了全球化布局。

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自进入中国伊始，即按照国际性、

专业化展览会进行筹划与管理。主办方的公关、市场推广团队曾

因成功地市场宣传和杰出的观众组织工作多次获得活动国际组织

者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Event Organisers，英文缩写AEO）
颁发的两项大奖——最佳组织团队奖和市场推广奖。亚洲国际标

签印刷展览会虽然是一个区域性展会，但其宣传、推广和观众组

织工作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主要方式包括：启动官方网站；

在Facebook、Twitter、微信、微博进行中英文宣传；组织行业协
会会员参观展会；在国内外近百家知名专业媒体上刊登广告、做

专题报道等等。与此同时，在国内，主办方还会通过直接拜访、

电话邀约、传真、电邮、短信通知、快递资料等多种方式邀请专

业人士参与展会。创出名气的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实现了参

观人数与参展商数量的同比增长（见图2）。

图2：2003年—2015年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观众增长趋势图

（注：2017年为预测）

 

今年，主办方与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PEIAC）签
订独家合作协议。作为中印工协唯一认可并支持的标签展，2017
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将把合作双方
对市场的认知、专业技能与资源整合，面向标签、包装印刷业内

的所有专业人士，如印刷商、设计师、品牌所有人以及行业供应

商，全面展示标签、包装加工的全程供应链！



36 | 数据说  

Labels & labeling.com.cn

三、观众来源
Labelexpo Asia作为亚洲地区展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

标签、包装印刷展览会，其国际化也可以从2015年展会的观众统
计数据中略见一斑—观众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见图3）。排在
前10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韩国、日本、印度、中国台湾省、
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图3：2015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观众来源国家

同时，根据2015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的观众数据统计显
示，可以看到87%的观众来自中国内地，这也突显中国标签印刷
业在过去10年的蓬勃发展，以及作为世界印刷中心的中国对整个
亚太区的影响。同样，从这张图表中还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江

苏、浙江以及广东的观众占国内观众的80%以上（见图4）。这
一则是因为展会举办地在上海，从交通和参观的方便程度上更吸

引周边城市的印刷企业；另一则也与我国标签印刷企业的分布情

况相吻合。据中印工协标签印刷分会统计，2013年，我国内地共
有标签印刷企业6046家，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
个产业带，占比接近96%。其中，长三角有2850家，占47%；珠
三角有1593家，占26%；环渤海有1344家，占22%。 

图4：2015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国内观众来源

 

这里要特别指出，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参展商的国际化

程度也非常之高。除了一部分纯粹的外国企业希望在推广品牌的同

时，能借助展会平台接洽代理商进入中国市场外，很大一部分参展

商是国际企业在华分支机构或代理商，他们展出的产品不仅与世界

接轨，而且很多产品是专门针对国内和亚太区客户量身定制的。

过去十年，中国本土制造商队伍发展迅速，如设备、器材制

造商：博泰、凌云光、意高发、潍坊东航、浙江炜冈、上海中特、

奈本、温州力冠；材料加工商：广东冠豪、上海金大等，都是展会

上的主力军，同时他们也利用Labelexpo的全球平台走出国门，将
生意做到世界各地。

四、观众构成
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的观众主要由印刷厂/加工商、制造

商/供应商、终端用户和设计师构成（见图5）。参展产品主要有：
印前软件与设备、印刷设备（包括：凹印、柔印、凸印、胶印和

丝印几乎所有的印刷方式）、印后加工设备和辅助器材，以及材

料、油墨等，形成一条较为完整的标签产业链。一批颇具实力，

乃至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成为展会的中坚力量。

图5：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的观众构成

 

五、观众购买力
优质的参展商、优质的展品，吸引了优质的参观者。根据统

计，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有88%以上的观众会参与到企业的
购买决策中（见图6），包括企业的CEO、所有人、董事长、总
裁、主管和工程师等。他们的参与将会给展会的销售起到实质性

的推动作用。

DRP集团Michael Panzeri先生表示：“展会提供机会，帮
助我们与日本、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亚洲企业签订了分销协议。”

依工玳纳特胶粘设备（苏州）有限公司陈小进表示：“在为

期4天的展会上，我们共收到167份销售线索，其中有22%的线索
非常明确。”

图6：2015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观众购买决策力分析

 

结束语
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的主办方—塔苏斯集团同时还是

享誉全球的《标签与贴标》杂志的出版商，加之其分布于全球的

办事机构、记者和通讯员，塔苏斯集团对整个标签行业的发展脉

络及展会的举办流程成竹在胸，相信2017年它将为我们带来一届
更为精彩的标签印刷展览会！



柔性版印刷
油墨测试

便携式仪器

印刷质量测试  操作简便快捷

重复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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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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科印刷：
专注成为极致
艾科凭借三维一体化的生产结构、可持续化的发展创新和独具特色的网上拼团平台—“艾拼网”，形成独具

艾科特色的全产业链模式，迅速在市场中博得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请看本刊记者对上海艾科生产基地的专访

成立于2010年的上海艾科（AKO）印刷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艾科），是一家专业从事不干胶材料研发及制作的

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在华南、华东、华北、华中四个地区建立

七大生产制造基地，并逐步形成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服务

全球的产品营销网络。

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艾科如何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请看

本刊中国采访组对上海艾科生产基地的专访。

凭专注，谋极致
艾科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这样的企业发展愿景：立志成为

压敏标签及绿色可持续印刷领域内的领导者。七年如一日，艾科

凭借对标签行业的这份专注，始终坚持“提供超越客户期望的高

性价比产品”的运营方针，并依托“绿色可持续印刷”的发展理

念成立了艾科科研团队及专业产品测试中心，通过自主研发的生

产设备和不断推出的新产品来满足客户的业务发展需求。 
艾科的主打产品为电子面单、空白模切及不干胶材料，其所

有产品均符合环保标准要求。凭借优质的产品质量、卓越的售后

服务和相对的价格优势，艾科产品市场应用广泛，主要服务领域

有快递、电商、邮政、医疗、食品等；客户包括圆通、顺丰、申

通、国通、韵达、天天、EMS、天猫、当当网、苏宁等，是国内
外众多知名品牌的战略合作伙伴。

一体化，拓市场
中国是全球快递第一大国。在全球每年约700亿件的快递量

中，中国约有300亿件。据国家邮政局统计，2016年快递完成业
务量为313.5亿件，同比增长51.7%。其中，电子面单的使用占比
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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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传统纸质面单，电子面单的运单和拣货单使用同一张

热敏面单，无复写联，只有上下联，可大幅提高拣货效率。它是

一种高效率、环保的信息化面单，不仅成本较传统面单降低至少

5倍，而且还能为客户的信息安全增添一份保障。因此，近年来
电子面单发展迅猛。

艾科生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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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用无毒环保水胶，初粘性与持黏

性极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科电子面单采用LED油墨印刷，不含
挥发性有机溶剂，具有超低粘度、固化好、无刺激性气味，以及印

刷清晰、节能环保等特性。其低温产品的贴标温度为零下二十度，

甚至可以在零下五十度使用。据悉，作为艾科公司的明星产品，艾

科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图文信息，帮助客户推动业务发展。

目前，艾科在国内电子面单市场上的份额约占30%—40%，
无疑已经成为电子面单行业的“中流砥柱”。艾科是如何做到的

呢？我们发现这与艾科的自身优势密不可分。

强大的研发实力

艾科公司建立专门的研发中心，旗下拥有一批高素质、善创新

的高科技人才，能够根据客户的要求研发出多种新产品。艾科已先

后取得数十项国家专利及软件著作权。艾科自主研发的生产设备，

不仅可以确保生产效率，还能做到产品与设备的双重保障。其自主

一体机可实现印刷、模切、折页一次完成，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专业的质检中心

艾科依照ISO9001质量管理认证标准，对原材料、生产过程、
产品、成品出货以及售后服务设置标准的作业流程及监管体系，作

为质量保证的强有力依据。艾科质检中心根据企业产品检测标准实

行产品全检，为艾科产品质量保驾护航。

艾科表示，“我们所有出厂的产品，均符合环保和质量要

求。”

 

“艾拼网开通后，我们的客户不再只局限于之

前的印刷厂，也拓展至诸如奶茶店、便利店等

更多的小客户，实现业务的全方位开拓”

完整的产业链

艾科生产的电子面单，从原材料、生产设备、印刷模切到最

后的销售环节，均可以一体化、自主完成。可以说，艾科目前已

经基本形成电子面单生产的上、下游完整产业链。

覆盖式生产基地

艾科有覆盖全国范围的七大生产基地，能够就近物流发货，

极大程度地节省运输成本。样品交期24小时的经营原则，帮助
客户实现“零库存”用货，真正做到“快”、“好”、“省”。

凭借强大的研发实力、专业的质检过程和全产业链生产，以

及覆盖全国的生产基地模式，艾科已形成独有的“三维一体化”

发展优势，赢得了订单、赢得了市场。

求创新，可持续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电子面单，使用的都是60g底纸。电子面

单中底纸的主要作用是在运输过程中保护背胶。若能在保证质量

的前提下，降低底纸厚度不仅可以减少面单运输成本，还能节约

材料、减少浪费，但这就对模切提出更高的要求。艾科推出的50g
底纸，已经成功应用到电子面单，并推广至快递物流行业，收到

非常好的市场反响。

最近，艾科与合作伙伴共同研发出超薄底纸标签，以实际行

动践行企业绿色环保理念。这款标签采用30g超薄格拉辛底纸，
与传统60g底纸相比，同样直径每卷出的标签数量更多，不仅能
节省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材料成本，而且更环保，且出标速度

更快，打印效率可提高20%，帮助客户增加30%—40%的收益。

艾科R1印刷模切折页一体设备正在生产电子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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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科将在今年12月5—8日于上海举办的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上展示电子面单、空白模切及不干胶材料全面解决方案，展

位号：E95，欢迎莅临。

艾科计划推出超薄的PET透明底纸，厚度由原来的23μm降
低为12μm，而且可以循环利用。艾科计划将这款透明PET底纸
应用于空白模切产品。

零化整，共统筹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不干胶材料研发和制作的高新技术企业，

艾科力求产品做到极致的同时，能够将业务范围也拓展至最大。

随着线下业务的平稳发展，艾科开始大力发展网上业务，并开通

运营“艾拼网”。

艾拼网，是艾科公司旗下的B2B不干胶材料“拼团平台”。
每周一至周五的每天上午10：00整开始拼单一类产品。它旨在通
过整合高度分散的上下游资源，将优质的不干胶产品以较为实惠

的价格推荐给客户，即以小批量的采购享受大批量的优惠价格，

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客户采购难的问题。

艾拼网目前已得到50多家品牌原料商和100多家品牌辅料商
的支持，现拥有10台涂布机、50台分切机的强大生产原动力。

“艾拼网开通后，我们的客户不再只局限于之前的印刷厂，

也拓展至诸如奶茶店、便利店等更多的小客户，实现业务的全方

位开拓。”艾科市场经理张瑶女士表示道，“未来，艾拼网还将

推出订制系统。客户在平台上发布需求，加工好的产品可以通过

我们的加盟商就近送达客户手中。”

由零化整，优化整体服务流程，有效节省中间环节的费用，

使成本降至最低，艾拼网不仅是艾科进军网络市场的一步，也是

更多客户享受高性价比产品的开始。

齐发展，施回报
艾科凭借三维一体化的生产结构、可持续化的发展创新和独

具特色的网上拼团平台—“艾拼网”，已形成独具艾科特色的

全产业链模式，迅速在市场中博得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七年来，

艾科销售额逐年提升，从成立之初的每月一两万元，到2013年全
年收入7千万元，及至2016年超过5亿元，而2017年将有望突破
15亿元，艾科实现跳跃式的发展。 

的确，艾科成功了。但在成功的同时，艾科亦不忘回馈社

会，推出财富计划。客户只要购买一台艾科设备，便可成为艾科

共享财富计划的合作商。“由艾科提供所有的技术支持和订单，

保证客户在三年内收回成本。”艾科对自己的财富计划信心满满。 
零风险、低投入、高回报，艾科希望通过共享财富计划，将

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财富共享，实现对标签制

造行业的全面渗透。

利用自身的优势、持续的创新能力，艾科公司立志做到线上

（艾拼网）、线下（共享财富计划）全面发展，通过行业资源整

合，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产品；践行可持续发展，真正成为压敏

胶标签及绿色可持续印刷的领导者。

艾科超薄底空白标签

艾科电子面单 艾科电子面单

艾科空白模切 艾科空白模切

艾科所有产品展示

艾科电子面单展示

艾科电子面单展示



亚洲最大规模、最高规格、最具影响力的标签与包装印刷展览会即将重返上海！

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上百台创新突破的前沿设备，无限商机尽收眼底！

此次参展企业包括国际领导品牌与国内实力厂商，将为您展现如何占领零停机的
市场先机，并让您的产品上市时效获得倍增，更为您的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装
饰选择……更多惊喜期待您的光临！

参加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寻找创新解决方案，征服您的客户，让您
的业务插上翅膀。

2017年12月5—8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4天展会  300家参展商  纵享无限商机

专业观众免费注册，请访问官网www.labelexpo-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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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电子面单加工常见问题及解答
电子面单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型标签产品，尽管增长迅速，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下面笔者将介绍一些在电子面单加工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近几年，随着电子商务在我国迅速发展，快递物流行业也迎来

爆发式地增长。据统计，2016年国内快递业务量完成313.5
亿件，同比增长51.7%，这已是我国快递业连续第6年增长率超过
50%。在全球每年约700亿件的快递总量中，中国占比近半数，当
之无愧地成为全球第一快递大国。

快递业爆发式地增长同时带动电子面单的广泛使用。据菜鸟

数据显示，国内电子面单的使用率超过50%，已经成为快递业的
主流。所谓电子面单通常由三层组成：上层为热敏面材，主要用

来打印收/寄件人的姓名、地址和相关投放网点等物流信息；中间
层通常为离型中纸或者格拉辛原纸；下层为涂硅格拉辛底纸。使

用时可以通过热敏打印机打印相关的物流信息，然后将打印好的

面单粘贴在快递件上，待快递送达后由快递员将热敏面纸收货联

从中纸上揭下以留底。这是一种高效率、环保的信息化面单。由

于运单和拣货单共同使用一张热敏面单，无复写联，只有上下联，

相较传统纸质面单不仅成本可以降低至少5倍，而且还能够大幅提
高拣货效率，为客户的信息安全增添一份保障。

目前，我国电子面单月产量达到5000万—1亿枚以上的厂家
多达十几家，竞争十分激烈，价格一路下滑，产品利润极低已经

成为不争的事实。另外，制作电子面单的一个订单基本上就是几

百万甚至上千万枚，再者制作工艺相对复杂，稍有不慎就有可能

导致客户投诉甚至退货，因此具有一定风险。

面对种种局面，如何破局成为摆在各个电子面单加工企业面

前的一道难题。据笔者了解，目前已经有许多企业开始做一些新

的尝试。例如，有的企业对电子面单本身进行改进，用二层材料

代替原来的三层材料，既节约成本又提高利润；还有的企业从设

计着手，如在中间层印刷较为精美且复杂的图文，利用在中间层

印刷广告的方式来增加产品附加值；还有的企业增加印刷设备的

幅宽，通过提升生产效率的方式来提高利润，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尝

试。笔者认为，未来电子面单将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会有更多的

新工艺、新技术、新思路注入，从而得以不断增加产品附加值，最

终提高企业利润。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也会淘汰一些产能落后或资

金实力不强的企业，使产能合理、优化配置，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电子面单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型标签产品，尽管增长

迅速，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下面笔者

就介绍一些在电子面单加工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贴合问题：
贴合问题是电子面单生产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主要表现

在贴的力量大小控制不稳定。目前市场上的主流电子面单分为上、

下两部分，其中上部分要求贴合后可揭，而下半部分要求贴合后不

可揭。许多企业在生产这类产品初期往往控制不好，经常会出现上

半部分贴合后揭不开，或者是下半部分贴合后轻易揭开的现象。

通常电子面单的贴合工艺有两种，一种是上、下两部分分别

采用不同的胶水贴合（或者是同一款胶水使用不同的上胶量来贴

合）；另一种是先在中间层可揭部分涂一层隔离光油，再满版涂

布胶水。这两种工艺都能够实现上半部分可揭，下半部分不可揭

的效果。但是部分企业在制作初期不成功，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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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笔者就电子面单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以及在其加工过

程中常见的问题及对应解决方案的经验分享。如有不当之处，

望指正。

1. 胶水量没有控制好
大部分电子面单采用柔性版印刷机生产，并利用网纹辊控制

涂布的胶水量。采用两种胶水（或一种胶水两种胶量）方式生产

的企业，需要严格控制上胶量。由于每家企业使用的设备不同，

对胶水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刚开始生产时应该请胶水供应商现场

调试胶水的粘性和流动性，以适应生产企业的设备要求。胶水配

方确定后，生产过程中也应时时抽检，因为用来贴合的胶水多为

水性胶水，会逐渐在网纹辊上干化，所以需要定期清洗网纹辊，

避免上胶量不稳定造成产品报废。

使用隔离光油与胶水配合工艺的厂家，首先要确定隔离光油，

并确保该隔离光油能很好地隔离胶水与中纸；然后再通过调整胶水

的粘度和流动性来实现产品所要求的效果。有一点应特别注意，胶

水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中的水分挥发后会变得粘稠，这时需及时调

整胶水的粘性，以防止贴合效果发生变化。

2. 材料的表面粗糙度有变化
生产中有时会出现，上一批材料贴合效果很好，但换过一批

材料后贴合效果却发生改变，这可能是新材料表面粗糙程度变化

导致的。一般在同等工艺条件下，材料表面越光滑贴合力越轻，

材料表面越粗糙贴合力越重。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主流材料供应

商提供的材料都有可能出现上述问题，生产企业只需及时根据材

料的特性来调整胶水的粘性都就可以顺利解决。

3. 机器的速度有变化
机器运转速度的快慢也会对贴合力大小产生影响。机器速度

越快贴合力越轻，反之亦然。这是因为，机器低速运行时网纹辊

网穴内胶水的转移量要大一些，而机器高速运行时网穴内胶水的

转移量要小一些。一般来说只有当机器运行速度发生急剧变化时

才会明显影响贴合效果，例如机器速度从30m/min迅速提升到80m/
min时贴合力就会明显变轻，但机器速度在50—60m/min范围内波
动时，贴合力变化则很小。

二、模切问题
由于电子面单中间的横线要求半切穿，而其他部分则要求全切

穿，因此对模切的要求很高。模切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切穿中间层

从而令标签报废的情况。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有：

1. 磁性辊原因
磁性辊的高低差做得不适合就会导致模切时切断中纸。一般

表现为刀模压力加得很轻，如果稍微加重一点，材料就有可能被

切断或切穿。由于刀模切力轻，因此设备高速运转时刀辊就会产

生跳动，致使模切不稳定。遇到此类情况建议请供应商来测量磁

性辊高低差，如果确实存在问题就需要进行修磨处理。

有时磁性辊的直径过细、自重过轻也会导致当设备高速运转

时磁性辊轻微跳动，这种跳动有可能引发模切问题，由该原因导

致的故障通常表现为无规律性地切穿或切伤材料。

2. 刀版原因
磁性刀皮的高低差与磁性辊的高低差不匹配，也会导致模切

故障。这种情况的表现与上面提到的磁性辊高低差不适合的情况

相类似，而区别在于前者是磁性辊做得不适合，后者则是刀做得

不适合。遇到此类问题建议重新做磁性刀皮。

刀皮本身的质量问题也会引起模切不良，因其位置规律很容

易被发现和排除。

3. 设备不稳定
有些设备在高速运行时震动比较大，容易导致模切时切断或

切穿材料。此类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设备低速运行时没有

问题，而一旦高速运行就会出现问题。遇到此类情况需要请设备

供应商来协助解决。

三、设备应用
市场上可处理电子面单的设备有很多，由于电子面单加工工

艺特殊，初期的设备多偏向于订制，即供应商根据企业需求进行

设计、加工设备。随着生产工艺的成熟，电子面单的加工设备也

逐步走向成熟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目前市场上的主流设备有以

下几种：

层叠式柔性版印刷机

这类设备的特点是制造简单、成本低，市场售价约在20—50
万元之间。早期的设备幅宽在330mm左右，现在以550mm幅宽
为主。由于此类设备价格低、打印幅面较宽，且投资少、生产效

率高、操作简便，因此得到许多企业认可，是目前电子面单的主

流生产设备。

然而，这类设备受自身构造的限制不能印刷过多色组，印刷

效果也不如机组式印刷机精美，因此无法适应高档次产品的印刷，

提升空间有限。随着电子面单中间层印刷广告趋势的扩大，这类层

叠式柔性版印刷机会逐步被淘汰，但由于目前电子面单市场依然巨

大，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与其他设备并存。

机组式柔性版印刷机

机组式柔性版印刷机速度快、色组多，能够在电子面单上印刷

较精美的图案，因此购买这类设备的企业越来越多。然而，目前市

场上主流的印刷电子面单的机组式柔性版印刷机幅宽在420mm左
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效率。同时，由于其造价较高，以

一台10色机组式柔性版设备为例，报价大约在300—350万元之
间，加之电子面单市场利润率较低，所以不是所有企业都会选择

购买此类设备。即便是购买了这类设备的企业，也往往同时拥有

多台层叠式柔性版印刷机，将两种设备互补使用。笔者推断，随

着电子面单制造市场的不断成熟，其功能化的一面将会逐步展现

出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机组式柔性版印刷机与层叠式柔性版

印刷机将会并存，并逐渐成为主流生产设备。

组合式订制设备

所谓组合式订制设备，就是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设备。这类

设备偏向于个性化订制，往往不仅能生产电子面单，还能生产其

他类型的标签产品。这类设备可集合多种功能，如冷烫金功能、

胶面印刷功能等等。购买这类设备的企业一方面可以从事电子面单

的加工，另一方面也可以制作其他类型的标签，实现一机多用的目

的，最大限度地发挥设备的性能和使用率。然而，这类设备价格较

高，且通用性不强，不是电子面单生产的主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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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辽宁正宏豹驰诚邀您莅临展位E2馆H8
展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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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其更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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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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合规
标签行业提升竞争力的新机遇
产品合规是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体现，对未来标签行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既是对企业的一种约束，同时也是

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好机会。请看本刊中国采访组对艾利丹尼森标签与标示材料北亚区产品合规经理汪桃生女士

的专访

“产品合规”的概念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日臻成熟，日本则走

在亚洲国家的前列。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安

全环保意识逐渐提高，同时，各政府机构制定了多项法规来监督和

规范市场，企业也主动将产品合规纳入产品开发过程。

标签材料应用领域广泛，因而涉及的法规纷繁复杂。请看本

刊中国采访组对艾利丹尼森标签与标示材料北亚区产品合规经理

汪桃生女士的专访。

专家解惑：什么是产品合规？
产品合规是指企业设计、制造、生产或销售的产品，包括原

材料、生产工艺、后加工到最终的成品，都必须遵守与其应用相

关的法律、法规或标准。

产品合规最早始于欧美发达国家，随后逐步扩大至全球范围

内。常见的产品法规有：各国的REACH（化学品的注册、评估、
授权和限制）法规、欧盟的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法规、美
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的各项法规、各国的VOCs，
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管控法规或标准、CPSIA（2008美国消费品
安全改进法案）等。一般地，产品合规具有以下特点：

1、动态性变化
产品合规是建立在各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根据产品和市场

的具体情况，在特定领域内适用的法律法规的综合体，某种程度

上算是各国法律法规的衍生品。

各国的法律法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

变化更新，因此产品合规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不断演进、

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简而言之，某个产品现在合规，却不代表

它永远合规；若法规更新、或者新法规出台，产品就需要及时进

行合规更新。

2、区域性发展
产品合规的基础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区域性和国家性。目前，

全球范围内产品合规的发展状况与社会的发展程度基本同步，即

越发达的地区，其产品合规的概念越成熟，市场对产品合规的要

求越严苛。这也就解释了，国内很多产品出口欧盟、美国等发达

地区时，需要进行的管控相比较而言更多，并出现因为不合法规

而发生产品召回、罚款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产品合规的发展

具有区域差异化、不均衡化等特点。

近年来，随着亚洲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该区域成为目前全

球产品合规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在亚洲，如日本和韩国，企业积

极应对并遵守对产品的法规要求；在中国，随着近两年雾霾等环

境问题加剧，政府对污染的管控力度持续加强，相应的法规政策

不断出台，使得在华企业对产品合规越来越重视。

食品直接接触材料受到食品安全法规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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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化热点
目前热点的合规话题，一是食品直接接触材料的安全性，二

是新化学物质的管控。

食品安全与民计民生息息相关。最早的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法规

是美国的FDA CFR21 No.175法规，和欧盟的（EU）No 10/2011法
规。从去年开始，全球范围内已经陆续推出一系列针对食品以及配

套材料安全性的法规，如食品直接接触材料安全性法规等。2016
年，中国政府更新了一系列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标准，并于今年

陆续正式实施。新化学物质的管控法规与环境保护密切关联。很

多国家出台这类法规，对未来一段时间里进入其市场的化学品进

行预防性管理，要求企业必须对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化学品进行申

报注册。如欧盟REACH法规，要求自2008年6月1日起，所有进
入欧盟市场的化学物质均需申报注册，截止时间至2018年5月31
日；韩国REACH法规，要求进入韩国市场且用量超过10吨/年的
化学物质，必须在2020年之前完成申报注册。

重点聚焦：标签行业的产品合规
产品合规依托于国家法律法规，又兼具产品特色和地域特色。

总体上，标签行业的产品合规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

1、化学物质的管控法规
标签行业使用的各种原材料，包括面材、胶水和底纸，一般

涉及纸张、薄膜、胶粘剂、涂层（表面涂层、底涂、离型剂）等；

标签印刷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油墨、印版，产生的废液、废料，挥

发出来的气体等，都受到化学物质法规的管控。常见的化学物质

管控法规有：欧盟REACH法规、欧盟POPs法规；中国REACH法
规、VOCs（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法规；美国加州第65号法案等。

2、应用领域相关的法规
标签的应用范围广泛，因而涉及的法规纷繁复杂。总体上，

标签应用在哪个行业，其产品就会受到这个行业的法规管控。电

子行业标签，如电视机、打印机等设备上的标签，受到电子环保要

求的法规管控；包装领域标签，受到各国包装指令的法规管控；儿

童玩具标签，尤其关注其安全性、毒性以及与皮肤接触的安全性，

因而受到相应法规的管控。

深度解析：产品合规对中国标签业的影响
“产品合规是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体现，对未来标签行业

的发展影响深远。”汪桃生经理表示，“它既是对企业的一种约

束，同时也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好机会。”

可持续性发展：提升品质，开拓市场

产品合规影响企业的一系列活动，包括采购、产品研发、产

品管控、营销推广等。短期来看，产品合规会增加企业的时间、

资金及人工成本。例如，选材时要求更高而导致成本上升、由产

品合规而产生的检测费用等，且企业短期内的效益提升却不明

显。但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民物质生活

水平的提高，民众对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的意识会越来越强烈，

因此产品合规必然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格。提供合规产品的

企业，其市场会更广阔、下游客户会更多，发展必将更持久。

“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希望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废弃的

化学物质对地球的污染更小。”汪经理表示，“许多数据显示，

越是发达国家对产品合规的要求越高，比如要求产品可追溯、对

人体没有伤害等。”

未来的标签企业，必须顺应产品合规的大趋势，化被动为

主动、抓住机遇、提升品质，把产品合规变成企业社会责任的体

现，并藉此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全产业链参与：风险分摊，利益共享

产品合规不是某个企业的行为，或者是某个产业环节的责

任，而是对整个产业供应链的要求。标签行业的产品合规，必然

包含产业链的所有环节。

一方面，对产品合规的要求主要来自终端用户。一般地，标

签印刷企业或终端的合规要求，反馈到上游的材料制造商，再到

上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由此就涵盖整个产业链，产品合规的风

险也分摊到对应的各个环节。由标签行业产业链的各个企业共同

承担产品合规的责任，最终提供给市场合规性产品。

另一方面，将标签行业的产品合规变成本行业的门槛，产

业链上的所有企业都应符合法规要求。从上游开始，流通的即是

合规的“无忧”材料或产品。好的原材料、好的制造商、好的产

品、好的市场效应，形成全产业的良性生态链，从而实现整个标

签产业链的共赢。

关于合规：艾利丹尼森一直在做什么？
整体上，目前中国标签行业的产品合规尚处于初级阶段：缺

少专业的合规工作者，很多公司是由质检、研发人员来担任；遇

到客户提出的产品合规要求时通常依赖第三方的测试结果，且只

对某一批次的产品负责，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产品合规，因为

产品合规要求进入市场的所有产品都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

作为全球领先的标签与标示材料供应商，艾利丹尼森的产品

合规一直走在行业前沿。早在十年前，艾利丹尼森就成立了全球

的产品合规团队。去年，艾利丹尼森北亚区成立专门服务于本地

区的产品合规部门。目前，艾利丹尼森全球范围内正在开展完全

合规（Complete Compliance）项目，旨在向市场提供“无忧”
的标签与标示材料，为客户（包括印刷厂和终端用户）免费提

供法规信息、合规资源以及合规培训等一系列增值服务。具体措

施包括：1）开发智能化平台，定期收集供应商原材料的合规信
息；2）进行供应链管理，由最基础的测试转成一整套的管理体
系，制定合理化的合规流程。

“艾利丹尼森作为标签材料行业的引领者，一直希望能推动

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汪经理表示，“倚靠全球团队的支持，

艾利丹尼森确保中国客户在产品合规方面安心无忧。”

新化学物质的管控法规与环境保护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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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莫的战略目标
从碳膜与碳纸的生产到将热传印技术引入欧洲，阿尔莫公司始终致力于涂布行业的改造、升级。请看本刊记者

David Pittman先生与王莎莎女士的联合报道

阿尔莫（Armor）是一家法国工业集团，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近
100年前。从最开始生产碳膜和碳纸，随后，阿尔莫逐渐发

展成为欧洲第一家开发热转印技术的企业。

现在，阿尔莫集团及其工业编码与印刷（AICP）部门已是全
球专业为印刷条形码设计及制造热转印碳带的领先企业。阿尔莫

生产墨水的历史悠久，上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投资生产可再造的
激光墨盒。不久，即1993年，阿尔莫推出首款自主生产的墨盒。

阿尔莫工业编码与印刷（AICP）部门设计的所有产品及涂布
半成品均在法国南特市附近的Loire-Atlantique地区完成（中国中
山工厂目前有一种涂布品种除外），然后再送到阿尔莫在全球的

各个分切中心进行后续加工。

目前，阿尔莫在法国、中国、印度、新加坡、南非、巴西、墨

西哥和美国均设有工厂，不但能够满足各区域市场的特殊要求，同

时还能降低货物运输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这些努力凸显了阿尔莫集

团致力于在法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拓展业务的决心，利用其在法国

市场上的联合工业化制造模式，实现在法国及欧洲以外的市场的增

长，从而为法国增加更多就业机会。

阿尔莫集团CEO兼董事长Hubert de Boisredon表示：“对
阿尔莫来说，联合工业化意味着全球化的成功，它将企业的增长

与人的价值结合起来，充分体现出我们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创新驱动增长
自2014年以来，阿尔莫一直专注于在市场环境下开发创新产

品，以应对现代社会带来的各种挑战。比如，通过增加产品可追

溯性来保障货物和人员的安全，这是目前热转印耗材生产直接面

临的一个挑战。此外，该集团还致力于通过提供创新和负责任的

产品以减少对环境的危害。2016年，阿尔莫推出环保的3D打印
纤维丝，并开发出全新En'Safe®系列集流器，它可为锂离子电池

和超级电容器提供安全性、更大性能及更长的使用寿命，而目前

全球锂离子电池组件和超级电容正以每年20%—30%的速度快速
增长。En'SafeTM是阿尔莫在超薄基材上高精度涂覆薄层方面的一

项专有技术，也是锂离子电池及超级电容器市场上的首个创新解决

方案。En'SafeTM由超薄铝或铜箔制成，含特种高科技薄膜涂层，

旨在避免化学攻击、减小内部电阻和改进附着性。去年10月，阿尔
莫公司推出以ASCA命名的第三代光伏薄膜，这种半透明的由有机
化合物制成的薄膜每平方米仅重500克，可以在各种光线和任何材
料表面上产生电流，能满足各种制造业及市场需求。

阿尔莫工业编码与印刷（AICP）部门设计的所有产品及涂布半成品均在法国南
特市附近的Loire-Atlantique地区完成（中国中山工厂目前有一种涂布品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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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莫将在今年12月5—8日上海举办的

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上展示其

最新的解决方案，展位号：A19。

阿尔莫集团正是凭借其在超薄薄膜上

涂布所用油墨配方的生产经验，成为全球

热转印技术领域的领导者。要知道，热转印

技术是全球范围内可变数据和可追溯产品打

印使用最广泛的一项技术。它可以在各种基

材，如纸张、合成材料和织物标签，以及包

装薄膜等进行打印；同时，热转印设备维护

成本低、结实耐用，特别适用于工业环境。

因此，这项技术能满足零售、物流及食品加

工等多行业的需求。

阿尔莫工业编码与印刷（AICP）部门
涵盖15家子公司和销售办事处，并在过去
10年内实现了50%的增长，涂布薄膜的年
销售量超过10亿平方米。通过拥有40人的
工程师和研发人员团队，公司定期扩展其产

品范围，产品合格率超过99.9%。阿尔莫还
曾计划五年内将每平方米减少15%的溶剂消
耗，然而这一目标早已实现。

创新的产品
阿尔莫工业编码与印刷（AICP）部门

一直专注于新产品的创新与投资。2017年
是阿尔莫产品开发和更新的一年，公司特

别加大对特种应用产品的重视度及投资力

度。今年2月份，阿尔莫推出AXR®EL系列
热转印碳带，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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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莫已响应电子产品行业

最严苛的要求，能确保打印贯穿电子电路板

的整个生命周期且始终保持完全清晰易读。

通过分析印刷电路板及电子配件在生产

和使用过程中的特殊需求，阿尔莫研发团队

开发出一种特殊的油墨配方，可满足电路板

制造商的最高要求。它能够在用于印刷电路

板贴标的合成材料标签上打印，包括聚亚胺

等；耐各种各样的焊接流程，包括温度高达

300°C（572°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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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洗涤剂等。

AXR®EL还完美地适应于印刷所有其
他用于生产、识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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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R®EL可与市场上所有平压式打印
机兼容。

今年2月，阿尔莫同时推出的还有专为
打印洗水标和满足纺织品在制造、清洗及日

常使用需求而开发的AXR®TX新型碳带。这
款新型碳带能够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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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主要特点包括：耐

工业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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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认证标准，包括纺织品领域的权威认证

Oeko-Tex®认证。

上述两款产品都是在阿尔莫位于法国的

实验室和工厂设计并生产，并由该公司在全

球的8家碳带卷分切工厂向世界各地供应。

长期的投资愿景
阿尔莫工业编码与印刷（AICP）部门

始终致力于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

展，拒绝任何短期行为或投机取巧的方法。

一直以来，阿尔莫以投资与创新作为企业的

根本，以确保其合作伙伴的产品和服务质量

的不断提高。AXR®EL和AXR®TX两款新产
品的推出正是满足了这一市场需求，并助力

其合作伙伴从高附加值的专业市场中获益。

结合中国市场现状，阿尔莫还推出独

创的“3P（Preferred, Partner, Program）
合作伙伴计划”，即根据合作伙伴的积分

可分为银牌、金牌和钻石三个不同等级，

每个不同级别享受其相对应的增值服务。

此计划是为了回报长期与阿尔莫合作的优

选伙伴，帮助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

具优势，在日常的业务中得到更有力地支

持。“3P合作伙伴计划”以双赢为基础、
以互惠互利为目标，从而促进各代理商与

阿尔莫能够更长久的合作，最终促使各方

获得更持久、稳定的增长。

2016年阿尔莫投资并购买了一台价值
1260万美元的全新高速涂布机（请参看本
文色块内的报道），使得其生产能力增加

30%，从而能够更好地满足其合作伙伴在
所有市场的长期稳定的增长需求。

新涂布机

阿尔莫法国南特生产基地，主要为其全球

子公司生产大型母卷以供分切或销售。去年，阿

尔莫集团在南特基地投资并购买一台新的涂布机

MGV3，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MGV3涂布速
度高达800米/分钟，而其现有的MGV1和MGV2涂
布机已经提升至600米/分钟的加工速度。之前阿
尔莫的涂布产品年均生产量为3.7亿平方米，而
现如今，其年产量已远远超过10亿平方米，但用
于生产的设备却减少近30%。

“‘3P合作伙伴计划’以双赢

为基础、以互惠互利为目标，

从而促进各代理商与阿尔莫能

够更长久的合作，最终促使各

方获得更持久、稳定的增长”

AXR EL—100%为电子业专门设计的热
转印碳带，用于满足电子工业需求的打印

凭借特殊的涂布技术和经验，阿尔莫

成为全球热转印领域的市场领导者

阿尔莫公司推出以ASCA命名的第三代光伏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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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新设：智能专区、数码印刷体验之旅
 300 家参展商
 2.4 万多名专业观众

时  间：2017 年 12 月 5—8 日
地  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电  话：021-64393591、64396269
网  址：www.labelexpo-asia.com.cn



ECS 340

确保标签印刷商
安享成功！

捷拉斯

海德堡集团成员

- 工业花岗岩基座确保稳定性、坚固性以及耐用性

- 印刷单元间纸路仅1.1米确保最大程度地减少浪费
- 全伺服技术、套筒技术以及封闭式刮刀技术确保高生产效率

联系地址：
捷拉斯（上海）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1223号1902室  邮编：200032
电话：+86 21 51878887    传真：+86 21 51878859    网址：www.gallus-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