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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柔性版印刷机在中国迎来了
安装高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
月30日，中国内地共安装机组式柔性版印
刷机2541台，增长率达到11%。这得益于
国内柔印设备、版材和油墨等方面技术的
日臻成熟，以及技术的环保优势。在标签
领域，2018年，北京德绩、成都通通印、
新乡鼎丰、上海明利、广州广彩标签、超
级标贴等印厂先后引进柔性版印刷设备，
旨在开拓新的应用市场。
在全球范围内，混合印刷机的装机量
和使用频率同样快速增加。从掌握的数据
来看，目前全球至少已经安装了150台混
合印刷机。麦安迪、捷拉斯、欧米特、纽
博泰、上海云帛，以及多米诺与Graphi
Mecc、ABG、Lombardi、CEI、施潘德等
合作正加紧步伐，加速数码+柔印混合印
刷生产设备的上市节奏。
除了技术的变革，很多标签印厂也
正在积极开发新的产品应用以应对市场需
求，例如软包装产品。这主要是因为以凹
印为主的软包装生产商受环保压力影响，
不少中小企业被迫停产，客户不得不将这
类订单转向标签印厂。而且，标签与软包
装关联紧密，无论是在印刷、复卷、分切
等加工设备，还是在加工技术方面，都在
一个大范畴内。
鉴于此，今年12月3—6日将在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19亚洲国际标签印
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9）将隆重
推出“FlexPack Asia 2019”，即“2019
亚洲软包装印刷展览会”。此展会将针对
中幅、连线软包装印刷机、标签印刷机制
造商和覆膜设备供应商及相关企业，重点
展出一些软包装加工的实用型新产品和技
术。现场观众可以看到标签与软包装的融
合，这将是标签企业实现发展的突破口。
展会密集展出的新技术、新科技、新的发
展理念和新的应用，将为软包装与标签加
工企业逆市而上创造一个绝佳的机遇！

不干胶排废困难成因
分析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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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塔苏斯集团推出全新“品牌包装印刷（Brand Print）”系列展览会
该展会将与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Labelexpo Global Series）同期举办，旨在将整个印刷产业供应链联系起来，为印刷厂/加工商提供宽幅及数码品
牌包装印刷所需的设备、技术和服务的一站式采购交流平台。

塔苏斯集团是全球知名的展览公司之
一，由其主办的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
（Labelexpo Global Series）及高峰论坛
（Label Summit）被誉为标签行业发展的
风向标，每年定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美国
芝加哥、中国上海、印度新德里、泰国曼谷
及拉丁美洲各地举办，是全球影响力最大、
覆盖面最广的专业性标签印刷展览活动。
近期，塔苏斯集团发布公告将针对品
牌包装印刷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推出全新系列
展会，并命名为“品牌包装印刷展（Brand
Print）”。根据推进计划，先期四个“品牌
包装印刷展（Brand Print）”将分别在泰国
曼谷、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中国广州和墨西
哥的墨西哥城举办。
首个“品牌包装印刷展（Brand
Print）”已确定于2020年5月7—9日在泰国
曼谷举办，同期还将召开“2020东南亚国
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Southeast
Asia 2020）”。
“2020泰国品牌印刷展（Brand
Print）”针对的是服务于品牌、承印所有
类型促销材料和附属产品的印刷企业及加工
商，目的是为他们的大幅面和数字印刷需求
提供“一站式服务”。这其中包括POP广告
展示、车身广告、店内悬挂横幅、海报、标
识、直邮、促销物品、墙面装饰、壁画和展
会图像产品等。主要参展商将定位于宽幅印
刷设备和材料制造商。
塔苏斯集团表示，该展会的举办意图
是通过品牌包装印刷及随后的活动，将整
个印刷产业供应链联系起来，为印刷厂/加
工商提供宽幅及数码品牌包装印刷所需的
设备、技术和服务的一站式采购交流平台。
塔苏斯品牌包装印刷展及全球标签印
刷系列展览会（Global Labelexpo Series）
执行董事Lisa Milburn女士解释道：“我们
全新的‘品牌包装印刷系列展览会’将首
次把一个地区的供应链—印刷企业、制造
商、品牌所有者—全部集中在一个平台。
在东南亚快速增长的消费背景下，我们将
为他们提供一个独特而奇妙的商机，让他
们探索宽幅和数码印刷的无限可能性。此
外，展会同期还将举办标签、包装印刷设
备展览会。”

通过其组织的各类活动，包括在土耳
其组织的员工活动，塔苏斯集团对宽幅印
刷市场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通过全
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Global Labelexpo
Series），与标签和包装印刷方面的企业
建立合作关系，这些企业中有许多正积极
从事品牌包装印刷，比如爱克发、艾利丹
尼森、佳能、得世、爱普生、富士胶片、

“这将使品牌所有者获得一个探索他
们所有促销需求的巨大平台。”Milburn女
士继续道。
“我们举办品牌印刷活动的目标有两
个：它是塔苏斯集团对东南亚等快速增长的
新兴市场未来发展的长期愿景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一举措将加强我们作为世界级贸易展
览会组织者在该地区的立足点；同时，这也

惠普、Mactac、理光、罗兰、赛康和施
乐等。塔苏斯集团深入东南亚市场超过20
年，在该地区举办过众多展览，包括2018
年在曼谷举办的东南亚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Labelexpo Southeast Asia）。“2020泰
国品牌包装印刷展”将与2020东南亚国际
标签印刷展览会同一地点、同期举办，以
便让所有参观品牌包装印刷展的观众能扩
展到标签和包装领域。

是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的自然演变。”
泰国丝网印刷及制像协会（Thai
Screen Printing & Graphic Imaging Association，英文缩写TSGA）总裁Prapaporn
Narongrit先生表示：“TSGA很荣幸再次
支持这个将于2020年5月举办的活动。塔
苏斯组织的展览会已被证明是非常专业的会
展活动，对泰国印刷业是有益的，特别有助
于扩展在标签和包装印刷方面的应用。”

YUPO成立50周年庆典活动在杭州召开
未来YUPO将继续深耕中国标签市场，关注中国市场需求，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助力中国客户提
高市场竞争力、赢得更大的发展机遇。

3月14日，YUPO在杭州举办活动热烈
庆祝公司成立50周年，同时还举办了驻华
30周年客户答谢会。
YUPO公司高层领导常务石田恒一、
社长藤原英幸、常务大野昭彦、营业部本
部长内藤 勝 弘与行业领导、合作伙伴、客
户及行业媒体悉数到场，共同庆祝了这一
历史时刻。
株式会社YUPO公司成立于1969年5
月，1989年正式进入中国，是目前全球最
大的合成纸生产商之一。多年来，YUPO秉
承创造精神，始终将客户需求放在首位，凭
借先进的技术、创新的产品和应用开发，以
及先进的技术和超一流的质量控制，赢得了
世界的认可。
YUPO公司藤原英幸社长表示：“过去
50年和驻华30年来，我们经历了从慢慢适
应、到找到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的契合点、
再到开发出本土化的产品和服务的历程。50
年的创新积累、30年的市场交融，中国已经

成为YUPO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未来YUPO
将为中国合作伙伴和客户带来更多的新产品
和新服务。”
三菱化学是YUPO公司在中国市场的
优质合作伙伴之一。会上，三菱化学总经
理白上博能先生表示：“我们有幸见证了
YUPO在中国30年的发展历程，并一起开
拓了很多创新的产品和应用。我们双方都
看好中国市场，并有信心在未来继续精诚
合作，取得更大的成就。”
上海大容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是YUPO在
中国市场模内标签的总代理，公司总经理黄
韩先生表示：“YUPO产品的质量和品质是
我们开拓市场的信心与动力。”
最后，YUPO营业部本部长内藤 勝 
弘再次向与会嘉宾表示了谢意，并表示未
来YUPO将继续深耕中国标签市场，关注
中国市场需求，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助
力中国客户提高市场竞争力、赢得更大的
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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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智能标签专区”将升级呈现
为打造升级版“智能标签专区”，展览会主办方将为在该区域内参展的企业带来诸多福利。

2019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英文
Labelexpo Asia 2019）将于12月3—6日在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1、E2、E3号馆隆重
举办。作为此次展会的一大亮点—“智能
标签专区”将以500平米的展出面积升级呈
现，并将重点展示智能技术进步是如何改善
客户参与度，提高质量管理，更好实施库存
管理，为标签产品及服务增值，为品牌强化
带来新灵感的各种可能。
随着移动互联和智能化技术的发展，
人们对科技含量较高、具有智能化的商
品需求越来越迫切，进而催生了包装材
料和标签的智能化发展。根据市场调研机
构IDTechEx数据显示，至 2025年，中国
RFID应用的市场价值将达到43亿美元。
目前，中国RFID行业共有150多家公司，
其RFID标签制造产能已经达到全球总产能
的85%。
升级后的“智能标签专区”将面向对
智能技术感兴趣的标签、包装加工商，重
点展出以下产品和服务：

RFID产品线： RFID标签芯
片、RFID标签成品、RFID标签封装设
备、倒装设备，自动检测设备、RFID测量
测试仪器、RFID应用系统解决方案
创新材料/技术：3D全息技术、特
种油墨
全新市场应用：3D软件、小型印前/
QR编码软件供应商
“智能标签专区（Smart Zone）”
首次亮相于2016北美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Labelexpo Americas 2016）；2017年被
成功引进在上海举办的第8届亚洲国际标签
印刷展览会。DPS INNOVATIONS、上海联
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意法半导体、小乙物
联科技、Visualnet、VOYANTIC等众多企
业参展。会后，根据主办方的数据统计，
在20084位展会专业观众中有超过2600人
次到达智能专区，并与专区内的展商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与沟通。

对此，芬兰Voyantic公司亚太区总监
Smoos Peng表示: “Labelexpo Asia 2017
令Voyantic有机会与众多标签厂面对面讨
论标签检测相关问题和需求，会展成果丰
硕。2019年12月Voyantic将会再次参与此
盛会。”
上海英内物联总经理冷利忠先生则表
示：“通过参加Labelexpo Asia这样专业
的印刷包装行业展会，我们能够直接与更
多的传统标签印厂和品牌商进行沟通，从
而为行业的发展挖掘出新的机遇，实现多
方共赢。”
今年，为打造升级版“智能标签专区”
，展会主办方将为在该区域内参展的企业带
来诸多福利，以便让参展商投资回报率最大
化，结识更多货真价实的买家，获得真正的
销售线索，交易成倍。
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项目经理王
杨（女士），电话：021-64393591；电
邮：twang@tarsus.co.uk。

2019海湾印刷与包装展览会在线观众注册系统开放
鉴于短版数字商业印刷、包装印刷、数字标签印刷及智能标签的需求不断增长，此次展会的这种趋势将继续激增。

2019海湾印刷与包装展览会（Gulf
Print & Pack 2019）将于今年4月15—18日
在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举办。
2019海湾印刷与包装展览会（Gulf
Print & Pack 2019）上展出的技术覆盖了
商业和包装印刷的所有领域，同时还将展
出多材料印刷机、窄幅数字印刷机、激光
模切机、3D印刷技术、智能标签和包装以
及相关软件等。

截至发稿，已经确定参展的企业包
括：Afra、BOBST、Frimpeks、Green
Graphics、海外商业集团（Gulf Commercial Group）、Heliozid Oce Emirates、柯尼卡美能达、Prestige
Graphics、RotoMetrics、SMI Coated
Products、芬欧蓝泰标签和施乐，以及首次
参展的Apex工业、Arasta Makina Kimya、
金航软包装（Jinhang Flexible Packaging）、Lemorau、Meteors、Pule Printing
和Roshan Packages等。
海湾印刷与包装展览会执行董事Lisa
Milburn女士表示道：“中东一直是世界最
主要的商业印刷增长区域之一，数字技术
在这里有着巨大的待开发潜力，这都反映
在我们展览会规模的持续增长上。我们的
展会在推动行业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在2017年度海湾印刷与包装展览

会上，我们看到一种趋势：过半的观众对
数字印刷机感兴趣。而今年，鉴于短版数
字商业印刷、包装印刷、数字标签印刷及
智能标签的需求不断增长，此次展会的这
种趋势将继续激增。”
展会主办方塔苏斯集团表示，参观
2019海湾印刷与包装展览会的观众将可以
体验到最新技术和产品的现场演示，这将
助力他们印刷更广泛的产品，实现在市场
上的跨界，比如进入零售、教育和安全防
伪等领域。这也将帮助参展商与当今市场
上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供应商建立联系，
发现利基市场，并扩充知识储备。
2019海湾印刷与包装展览会的参观是
免费的，参观者需在此次展会的官网www.
gulfprintpack.com进行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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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丰公司喜迁新工厂

鼎丰纸业车间

新工厂投入运营后，鼎丰将会有更多精力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优胜劣汰，并引进新的设备和技术人员。

成立于2013年的鼎丰纸制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鼎丰）隶属于新乡市腾达
纸制品有限公司。鼎丰以贸易起家，专业
从事纸制品及印刷材料的销售。2018年8
月，鼎丰扩大业务板块，增加纸制品加工
和进出口业务。
“目前鼎丰对外出口订单占公司总业务
量的10%。”鼎丰总经理兼创始人韩征利先
生表示，“相较国内订单，对外出口的订单
以中长单居多，且回款规范。未来，我们将
继续加强对外出口贸易的投资。”
鼎丰新工厂总投资额为2千万元人民
币，占地总面积5千平方米，是腾达公司继
新乡、沈阳后的第三个生产基地。

“随着新工厂正式投入运营，我们可
以有更多的精力对公司现有资源进行重新
整合，优胜劣汰，并引进新的设备和技术
人员。”
去年11月，新工厂安装一台炜冈ZJR330柔性版印刷机，目前已投入生产。
“尽管新工厂投产时间不长，设备的
产能尚未完全发挥，但对集团业绩的贡献
却日益凸显。2018年整个腾达集团销售额
超过8千万元人民币。”
腾达集团创建于2008年，员工70余
人，其中具有多年印刷、加工经验的高级
技工及管理人员占30%。公司现有制版、
裁切、印刷、模切、分切、打孔、烫金、

覆膜等设备30余台，年产能4000余吨。
腾达的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饮品、医药医
疗、商超、办公、银行、通信、物流、快
递、航空、影院、旅游、服装和制造等各
行各业。2016年5月，集团的第二个生产
基地在沈阳投产，并由此成立沈阳腾达纸
制品有限公司，旨为东北地区客户提供更
快、更优质的服务。目前，沈阳腾达拥有
设备20余台，主要从事不干胶标签、卷式
打印纸、无碳票据打印纸的印刷和加工。

运城制版新动作，“聚焦行业新需求•共建印刷生态圈技术论坛”
暨福瑞森启动大会成功举行
福瑞森的定位：为印刷生态圈提供专业技术解决方案，助力合作伙伴赢得客户。

3月15日，山西运城制版集团下属全资
子公司—福瑞森图像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举办了隆重的工厂启动仪式。做为全球最
大的凹印制版企业，山西运城制版集团在国
内外拥有120多家子公司，员工超过万人，
生产规模及生产能力均居世界同行业首位。
作为一家传统制版供应商，此次引进惠
普Indigo 20000软包装数字印刷设备，福瑞
森是为了向客户提供产品批量上市前的包装
解决方案，满足客户印刷设计阶段对包装效
果的预见需求，以及在市场开发阶段对包装
制品的小批量需求。
运城制版集团华东总公司总经理李春
虎先生表示：“2017年，运城制版集团确
立新的愿景，旨在打造百年企业，为印刷
生态圈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基于这一愿景，
我们确定了围绕印刷生态圈的多元化发展战
略。成立福瑞森图像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就是为了向印刷行业客户提供新的技
术服务。因此，福瑞森定位为：为印刷生
态圈提供专业技术解决方案，助力合作伙
伴赢得客户。”

数字印刷设备的引进，丰富了公司
的产业链，也将助力客户提高市场竞争
力。“福瑞森以数字印刷为切入点，聚合
包括HP、ESKO、DIC等世界一流企业，
利用运城制版集团强大的研发平台，将共
同为行业客户打造一个数字印刷、色彩管
理、MOCK-UP、印前制作的共享平台。
通过专业团队的运营，助力行业伙伴开源
节流、降本增效。”李春虎先生补充道。
此外，结合运城制版集团的印前经验，
福瑞森具备从数字印刷到凹版印刷、柔性版
印刷的快速切换能力，将来可为包装印刷厂
和品牌实现无版连接，为打样、短单、个
性化定制、促
销活动等提供
便利。
“运城制
版集团与惠普
公司达成战略
合作协议，为
推动中国，乃
至全球软包装

行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并实现
了重大的技术和业务模式突破，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 中国惠普Indigo/PWI数字印
刷事业部大中国区总经理李鹏先生对双方
的合作充满期待。
当天下午，以“聚焦行业新需求·共建
印刷生态圈”为题的技术论坛在喜来登酒店
召开。会议内容涉及最新政策对包装行业的
影响、品牌包装创新趋势、包装创新解决方
案、软包装数字化变革等议题，吸引了众多
包装印刷企业家和媒体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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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林特集团亚太技术中心于上海盛大开业
富林特集团致力于为以印刷耗材和印刷设备为核心业务板块的客户开发、定制解决方案，持续推动行业创新与变革。

3月28日，全球领先的印刷设备与耗材
制造企业—富林特集团宣布其亚太技术中
心（ATC）盛大开业。这间区域性技术中心
位于上海市水丰路100号上海出版印刷高等
专科学校（SPPC）内，旨在持续扩大富
林特集团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为研发、制
版、培训和教育提供专业场所。富林特技
术中心投资总额超过200万欧元，占地400
平方米。未来，富林特集团技术人员将与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的工作人员在
此展开合作。
“亚太技术中心的开业是富林特全球
创新网络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主要
目的旨在帮助我们的客户在包装市场上获
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在此，我们不仅会展
示我们在柔性版印刷领域能做什么，更重
要的是，它还为我们提供平台，使我们能够
与客户乃至整个价值链紧密协同，开发出满

足其要求的解决方案。”富林特全球商务
副总裁Friedrich von Rechteren先生表示。

富林特上海技术中心拥有nyloﬂex®、nyloprint ®和ThermoFlexX印版加工设备和完
整的解决方案，以及用于培训、教育和深度
评估的设施，它将为富林特客户提供优渥的
技术环境，帮助他们开发面向未来的包装解
决方案，由此揭示创新的准则：创造力、生
产力与合作。

“在我们亚洲增长战略中，在上海出
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内设立技术中心对我
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得富林
特集团在亚洲拥有了一处能够实现卓越教
学和试验的独特场所，在此，我们可以交
流思想，实践各类面向未来的印刷版和印
版加工解决方案之新理念。”Friedrich von
Rechteren补充道。

富林特柔性版印刷亚太区副总裁Roy
Schoettle先生强调：“亚洲拥有多个规模
庞大且增长迅速的区域性标签、包装印刷
市场。在此，富林特集团旨在成为柔性版
印刷和套筒解决方案的创新领导者。我们
正通过持续创新帮助客户应对市场挑战，
为员工提供发展空间，因为员工是一个企
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富林特集团设立全球性和区域性创新
中心是其“以客户为本”经营理念中的一
项重要支柱。除设在上海的亚太技术中心
外，富林特在瑞典马尔默设有纸张与纸板
全球创新中心；在波兰罗兹市设有全球颜
色中心；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设
有柔印技术中心。

“麦可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心”开幕典礼盛大举行
全新的设施配套技术与市场营销办公室和装备完善的研发中心，将从事绿色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开发工作。

今年1月17日，麦可门在位于上海浦
东新区的全新办公地址举办了盛大的麦可
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心（MSC）开幕
仪式。该中心的落成是麦可门亚太区积极
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也是继2018年1月麦
可门在孟买成立创新涂料中心（MICC）
后的又一重大举措。
麦可门全球涂料事业部副总裁兼麦
可门中国区总经理Ginger Merritt女士表
示：“麦可门是为特定行业提供先进环保

材料的全球开发者，我们倡导维护自然环
境和经营环境的稳定持续。事实上，我们
的目标是‘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而
绿色发展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核心目
标之一。我们秉承坚定的价值观和环保创
新理念，帮助这一地区的企业建立并实现
其产品的性能目标。随着麦可门（中国）
可持续发展中心（MSC）的落成，我们正
进一步履行自己的承诺，利用我们的水性
可持续专业材料，助力‘十三五’规划扩
大，提升绿色制造。”
Merritt女士补充道：“MSC将培育可
持续解决方案与促进可持续性协作。它将
整合专属空间、专家与技术等资源，促进
合作伙伴、客户、服务供应商，以及不同
行业价值链供应商之间的协作创新。其全
新的设施配备技术与市场营销办公室，以

及装备完善的研发中心，将从事绿色可持
续解决方案的开发工作。”
在开幕典礼上，麦可门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Steve Shifman先生以及前上海美
国商会会长Kenneth Jarrett先生出席并发
表演讲。“公司在该区域取得的成功要归
功于我们优秀的员工，以及合作伙伴和客
户。”Shifman先生表示，“优秀员工加之
杰出的合作伙伴，铸就巨大成功。”
麦可门为涂料、印刷和包装以及工业
制造行业生产涂料、表面改性剂、助剂和
聚合物。MSC将助力麦可门的产品和服务
更加适应中国市场。
Jarrett先生补充道：“我认为中国将
欢迎麦可门在该地区的扩张，以及在全亚
洲为中国及其他成长型市场服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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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俊峤：
我所经历和见证的
中国标签行业发展
中国的标签行业特别是不干胶标签的发展，与国家改
革 开 放 几 乎 同 步 。 作 为 一 名 在 标 签 行 业 一 线 浸 润 37年
的“老印刷人”，谭俊峤见证并亲历中国标签产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渐强的成长历程。

国外引进，从零开始（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
“中国的标签印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的印
刷设备、印刷技术、印刷材料最早均从日本引进，如琳得
科、KoPack、Sanky、Shiki、Ondo、岩崎等公司。相较其他类
型标签，不干胶的价格非常昂贵。”谭俊峤表示。以不干胶材料
为例，1985年谭俊峤带队出访日本的第一家企业就是琳得科；之
后，他又赴美国、德国参观考察多条不干胶生产线，最终确定由
山东造纸厂引进第一条美国不干胶材料生产线。此外，他还积极
帮助国际标签企业及供应商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开设子公司或
者成立合资公司。1993年，日本琳得科公司在天津成立子公司，
该公司一度成为琳得科印刷机业务的骨干工厂；1994年，美国艾
利丹尼森正式进入中国。
其时，中国市场的不干胶标签印刷分为单张和卷筒两种方
式。“因为国内最初没有自动贴标机，只能采用人工手动贴标，所
以标签行业成为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谭俊峤说道，“而市
场对不干胶标签的需求，吸引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涌入这个行业，这
些因素都为中国标签行业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完善产业链，飞速发展（上世纪90年代—本
世纪初10年）
“从国外引进先进材料和设备，虽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中国
对不干胶标签的需求，但却不是长久之计。”谭俊峤认为，“只
有研发国产的设备和材料，中国标签行业才能真正发展腾飞。”
早期不干胶标签主要采用文字线条或基本图案，工艺要求简
单，使用凸版印刷设备即可生产。因此，除了日本的凸版设备制
造商外，国内也陆续出现圆压圆、平压平凸版印刷机，如浙江炜
冈、中天印机、河北万杰、兆龙、广州奈本、上海太阳等公司，
相继推出间歇式PS版以及柔性版设备。标签材料方面，有广东冠
豪、中山富洲、中山金利宝、上海金大等不干胶材料生产商亦已
形成规模化生产。
除了标签材料和设备供应商，国际知名标签印刷企业亦纷纷
在国内开设工厂，如：马来西亚标准商标贴标系统有限公司成立
上海国马商标贴标系统有限公司；中国台湾正美集团成立昆山华
冠、上海正伟印刷有限公司；中国香港永生集团（Win-label）在

广东东莞和上海成立永生商标印刷有限公司；加拿大丝艾集团先
后在合肥、广州以及天津建厂；德国诺科标签集团成立诺科印刷
（杭州）有限公司等。而中国内地的标签印刷企业，如苏州江天、
中标防伪、广州美祺、东莞赛维等陆续成立，并迅速发展壮大。
“通过近三十年标签人的努力，中国标签行业实现了从国外
引进先进材料、技术和设备，到形成自主研发设备、材料和印刷
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整体水平接近国际先进水平。2010年标签印
刷工业总产值和标签产量年增长率达到20%，远高于国家GDP的
10.45%的增长幅度。”谭俊峤说道。

常态化阶段，转型升级（自2011年至今）
进入2012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发生阶段性变化，经济增
速明显下滑，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发展阶段。“标签行业
要适应换挡减速的新常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
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谭俊峤表示，“相比前30年的粗放式发展，现阶段标签印刷
企业要向着‘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的方向转型。”
目前中国标签印刷仍以凸版印刷为主，但随着中国环保政策
日趋严苛，特别是2018年初开征的环保税，再加上终端市场对短
单化、个性化、定制化产品需求的增加，柔印和数字印刷方式正
在被越来越多的印刷企业及最终用户所接受。
2017年，中国内地机组式柔性版印刷机装机量为180台，较
2016年增长8.9%。2018年，广州广彩标签、北京德绩、上海明
利、超级标贴、胡氏智能、深圳金鱼、广州腾彩等印企先后投资
引进先进的柔性版印刷设备。
现阶段中国标签数字印刷比例尚不足5%，但增长迅速。2018
年，深圳晶源、宁波鲲鹏、上海鸿元展印、运城制版、天津赛
维、北京雅正源、浙江茉织华、上海闳博等纷纷引进数字标签印
刷设备，开启数字化转型升级。此外，互联网+也为标签行业带
来新机遇。
“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下降、环保政策趋严，以及中美贸
易战持续升温，再加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行业的不断
渗透，中国标签印刷业势必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转型升级，才能
真正实现跨越发展。” 谭俊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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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精美，她们更美
女性作为“半边天”为标签行业做出的贡献不容小觑，而且未来会越来越大。本文，将与您分享几名标签行业
女性工作者的故事。

作

为传统制造业，标签行业的女性工作者不多，尤其是成功
的女性。作为职场女性，标签行业女性工作者不仅要承受
职场上与男同事同等的工作压力，回家后还要扮演贤妻良母的角
色，而且传统的制造工业环境，也不能让她们像普通白领那样，
在经济独立的情况下衣着靓丽、引领潮流，成为让人羡慕的职场
丽人。但仍有这么一批优秀的女性，她们植根标签制造业，或就
职于相关行业协会，有的进入了公司高级管理层全权负责企业运
营，有的扎根生产一线制造出一枚枚精美的标签……她们正以己
之力推动行业的发展，在标签这片热土上展现着独具特色的“巾
帼风采”。在国外，有“包装、制造业妇女协会”（Women in
Package & Manufacturing ，简称：WIPM），国内目前还没有类
似的组织，但我们相信，女性作为“半边天”为标签行业做出的
贡献不容小觑，而且未来会越来越大。

李春杰：中印工协标签印刷
分会常务副理事长
知性、优雅的李春杰女士是中国印
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兼任
标签印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现分管标
签印刷分会工作。对于如何进入标签行
业，她谦虚地表示：“说实话，进入标
签行业一方面属于协会的工作分配；另
一方面是受当时标签印刷分会名誉理事
长谭俊峤的委托。虽然之前一直从事印
刷行业的工作，但对标签的了解非常有限，正式进入这个行业后，
才知道‘小标签，大作为’确有深意。”
“受中国标签、包装印刷行业创始人与推动者谭教授的委托，
刚接手标签印刷分会工作时，的确感觉到任重道远，心想不能辜负
行业领导和会员单位的信任与期望。”她表示，做好协会工作，就
是要切实做好服务，不仅要服务好会员，也要服务好政府和社会，
让会员企业都满意的同时，肩负起社会责任。
从2015年底协会换届当选副秘书长分管标签印刷分会工作到
现在不足四年时间，李春杰在前辈谭老的引导下，在标签分会的
会员支持下，与分会的秘书长等群策群力，使中国标签分会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件大事上：
第一是：世界标签协会（L9）峰会在京召开，同期举办了中
国国际标签高端论坛。这是中国标签行业首次举办的世界级标签
行业盛会，邀请到世界标签协会会员国同台演讲，同行面对面交
流。同时也展示了中国标签行业的发展状况，加快推动我国标签
业的国际化步伐。
第二是：与英国塔苏斯集团就Labelexpo Asia（中文：亚洲
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合作达成战略协议。塔苏斯集团是全球标
签印刷行业内最专业、展出规模最大的Labelexpo系列展览会的
主办方，通过合作办展，双方将为中国标签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
视角、更新的技术和更多的国际交流、合作机会，深入推动中国
标签业与国际接轨，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到全球标签产业的
创新浪潮中。
第三是：中国标签行业资深专家谭俊峤教授获得象征全球标签

产业最高殊荣的R•斯坦顿•艾利终身成就奖，成为我国首位荣膺该
奖项的个人。这是对谭老37年来在中国标签行业工作的肯定，也是
世界对中国标签印刷业快速进步的认可。
第四是：2017年12月4日在上海举办国际论坛，邀请国内外
行业企业及专家演讲，国内印企踊跃参会，共同关心国内行业最
新发展及世界行业发展趋势。同时通过论坛还分享了更多的世界
标签行业信息。
此外分会还通过组织会员参加“世界标签工业大奖”等活动，
增加了会员粘性。截止发稿，国内已有3家企业获得“优中选优”
大奖，14家企业获得单项奖，8家企业获得荣誉提名奖，整体提升
了我国标签印制水平。
标签印刷分会现有会员单位280多家，其中印刷骨干企业近
百家。为了维护行业公平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协会做了多方面
努力。譬如与国家环保相关部门沟通，设立环保标准，引导并鼓
励企业采用环保的材料和印刷方式；针对VOCs排放，建议企业
使用溶剂含量低于5%的油墨或环保的水性墨水等。
分会的一项日常工作是走访重点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了解企
业发展实情、摸清企业发展需求和存在的困难。此间李春杰和分
会秘书长、副秘书长等人，走南闯北拜访优秀企业，搜集了众多
意见和建议。她们将与企业家面对面的交流记录下来与行业分享。
李春杰刚从墨西哥带团归来。未做任何休整，她又投入到了国内的
行程安排中，这便是她的日常工作写照。
“这个行业尤其是生产环节的确多以男性为主导，但并不存
在因为性别造成的差别对待。随着机械设备整体自动化程度的提
高和数字控制技术的深入，女性工作者的参与度也会大大提高。
荀子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作为制造业的
女性从业者，不管身处哪个岗位，只要真心付出，终有所获。”
李春杰告诉我们。

杨选英：大洋标签副总经理
杨选英，1990年计算机专业毕业后
进入国营单位。不安于现状的她，1994
年毅然辞职，转行进入一家超市做了
电脑部经理，负责超市收银系统的工
作。2001年，她决定自主创业，成立西
安大洋标签制品有限公司（现更名为：
陕西大洋标签印刷有限公司），正式进
入标签印刷行业。

性格决定命运
从国营单位的‘铁饭碗’到跳槽私企，再到下海经商当老板，
一路走来除了机缘巧合抓住了社会和市场的发展机遇外，很大一
部分原因都是性格使然。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直爽、不安于现状
的人，对于任何事物，只要认定就敢闯敢干。
在超市工作的时候，我注意到价标的利润非常高、市场需求
量也大，为此还专门跑到南方做了一番市场考察，回来后便果断
决定创业。
当时标签市场刚刚起步，前景看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
能在此一帆风顺。初期开拓市场时，我们也常常不被人接受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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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为了人人乐超市的订单，当天我在他们采
购部站了整整一个上午才跟负责人接上话，后来人人乐超市50%
的标签业务都交给了大洋。
凡事尽全力，不留遗憾，这是我的信条。当我们因地制宜，不
断为客户提供最优的产品配置和服务，便慢慢聚集起一批老客户，
而这些老客户又不断推荐我们认识了更多新的客户。

女主外男主内未尝不可
2013年，大洋标签迁入西安高新区集贤园自建的新厂房。到
2018年底，大洋标签的生产总额已突破2千万人民币。企业规模
不算大，但一直保持稳健增长，这与我和老公姜雷波的分工合作
密不可分。
他重点把握企业发展方向，制定战略决策。他曾多次带领西
安标签行业同仁前往广东、山东、上海乃至海外参观考察，以了
解最新的市场行情和技术发展趋势，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而我
主要负责市场开拓，在他选择的领域内寻求客户和合作伙伴。这
样的分工相当于“女主外男主内”，但也真正发挥了我们各自所
长，这些都促进了大洋标签的快速成长。
目前大洋标签的业务分为两个部分：印制中心和标签应用中
心。印制中心主要以控制成本、强化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
标签应用中心则关注标签的潜在价值，为客户提供更好、更全面
的解决方案，并以创新思维开拓新产品来带动印制中心的生产。

成绩源于创新、实干
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源于我们对现状的不满足和持续变革。比
如生产设备方面，我们最初采用的是斜背式印刷机，后来我们又先
后购入琳得科凸版印刷机、太阳凸版印刷机、中天PS版印刷机、
源铁凸版印刷机和喷码机，凌云和大恒的检测设备以及瑞邦高速
平版模切机、力冠圆刀模切设备等，在设备更新换代的同时，我
们的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产品应用方面，从简单的超
市价签，到药标，再到食品、日化类薄膜标签，到后来引入电子
标签，我们的产品种类越来越丰富，满足了客户多样化的组合需
求。目前膜类标签占公司总产品的40%—50%。根据市场需求，
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大洋标签每一步都走得稳扎稳打。
大洋深知“质量兴业”，质量保证体系是企业发展与成长
的根本。大洋标签很早便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
ISO：14000环境体系认证，并在2015年启动VOCs治理工作，目
前已经成功获得国家环保批复。
2018年，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和人工成本的增加，大洋标签
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但随着新厂房配套设施的完善和战略的调
整，我对公司在2019年的发展充满信心，今年我们将有望突破3
千万。
未来，大洋标签不只是一家加工商，我们要逐步成为集不干
胶标签设计、生产加工与贴标系统解决方案为一体的专业化服务
公司，顺应潮流，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存价值，成为西北不干胶领
域的佼佼者。

行业对女性提出的要求只多不少
身为女性工作者，我认为标签业对女性提出的要求只多不少。
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专业沉淀，这需要我们了解整个标
签产业链。虽然普理司的产品集中在视觉检测领域，但检测效果与
标签材料、加工工艺、机械设备的条件等诸多因素有关，因此作为
针对标签行业产品的营销者，我需要了解整个产业链。相比男性，
女性在这方面的学习和理解能力相对较弱，因此我需要花更多的时
间来夯实自己的专业知识；二是持续学习。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
客户对检测产品都会有一些独特要求，而产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作为标签行业的一名营销人员，我
需要不断地收集问题，分析汇总后作为自己努力和进步的方向。

自身出发，发挥优势
我在外贸方面的工作经验很大程度提升了公司在海外的市场
业务。譬如，目前我司的外贸业务已占到公司总业务量的30%，
我们的产品远销欧洲、美国、印度、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2018年我司业务增长40%，其中海外业务的增长比例是国内
业务增长比例的2倍。

锤炼促成长
回顾这一路走来，艰难的时刻并不少。但当时所认为的艰难
时刻，现在想来都是积累经验和促进成长的关键期。从我的个人
经验看来，女性的忍耐力比男性更高。
事实上，从长期来看，任何时刻都是艰难的。作为标签行业的
管理者，不仅限于女性，任何一个小的决策都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
下一步发展。惟有随时关注市场动态，遇到问题不气馁，遇到困难
不放弃，坚持创新，时时新、事事新，才能带领企业长远发展。

性别也是一种优势
目前世界经济整体增长速度放缓，标签行业更是面临着环保
趋严、原材料上涨等多重压力，各种外部因素将促使整个行业创
新变革以谋取新的出路。但这些所谓的危机，其实也蕴藏了很多
机遇。在2019年，我最大的目标是完成公司的年度目标，这不仅
包括营销任务（计划比2018年增长30%），还包括企业文化的建
设和产品品牌的进一步推广。
对女性从业者，在男性居多的标签行业从事，其实更容易与
客户和同行建立联系，也更容易脱颖而出。因此只要静下心来用
心做事，便会有很多晋升和个人发展的机会。

黄元园：卓绝智能创始人兼
总经理
黄元园，在校期间主修金融和法律
专业，创业前曾从事管理咨询和制造业
国际贸易领域的工作。“进入标签行业
属于跨行跨界。与标签行业结缘，也让
我深刻感受到，印刷技术对人类文化传
播和传承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黄元
园如是说。

刘璐：普理司副总经理
刘璐，2002年获工商管理类硕士研
究生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市场营销管
理类工作。2013年加入广州市普理司科
技有限公司，最初担任的是翻译工作。
现在主要负责普理司公司品牌的推广与
策划、企业的运营与管理。“在男性居
多的标签行业，女性从业者其实更容易
与客户和同行建立联系，而且只要肯努
力，也更容易脱颖而出。”刘璐表示。

巾帼不让须眉
在标签行业，就从业人数而言，女性工作者未必有男性从业
人员多，但她们并不是“弱势群体”；相反，她们是标签行业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生产线上有她们、办公室有她们、技术工种有
她们，管理层里也有她们……
随着标签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操作流程和加工工艺的自动
化、智能化提升，那些纯粹从体能区分男女的工种，只会变得越
来越少；现代化的工作场景，可以让女性发挥出更多在智力和情
感上的优势。我很高兴看到在标签行业和制造业里有越来越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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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身影，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

成功者永远在路上
我并不满足于现在的成绩，因为成功者永远在路上。但若要
说过往在这个行业里做得令自己比较满意的事情，那就是带领卓
绝在持续创业、创新的路上，顶住压力、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并且让这些创新的努力，一一落地，结出了果实。
随着整个行业对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关注度的提高，人
工智能也将迎来快速发展，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或独善其身。作
为企业的领头人，拥抱人工智能技术，提前进行技术研发和专利
布局，既是企业责任，也是企业自身发展需要，更是推动中国标
签行业进步的源动力。

在选择中砥砺前行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境
遇。做企业亦是如此，每个阶段，领导者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都
不一样，尤其是在企业创立之初。卓绝最开始推出的数码印刷设
备，缺少上下游配套，尤其是承印材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这对
用户来说日常的材料使用成本会非常高。为了解决客户痛点，公
司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经过3年的时间，研发出环保水墨适
用的涂布技术和涂层配方，更与市场主流的材料商合作，实现了
喷墨不干胶材料的本土化制造，为市场提供了多样的物料选择。

变与不变的坚守
2019将是充满挑战性的一年，也同样是充满各种可能性和机
遇的一年。挑战性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存在非常
多的不确定性；可能性则在于，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在这些不确定
性中寻找确定性。那么，哪些东西是一定不会变的？客户对更高
性价比方案的需求不会变；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不会变；整
个行业向自动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不会变……从这些不会变的
方向着手去努力，就能找到未来的出路。

张庆华：深圳布瑞特标签
事业部总经理
张庆华，自2001年市场营销专
业毕业后一直从事销售管理工作，
并于2007年底加入深圳市布瑞特水
墨涂料有限公司，正式进入标签行
业。“选对平台，坚持听从内心的召
唤和声音，与行业同仁和朋友互动互
助，相信一切瓶颈都能突破。”张庆
华告诉我们。

机会平等 重在努力
早些年交通便利程度低，女性出差时体能方面遇到的挑战会比
较大。近几年随着交通路网的完善，男女在体能方面的差异几乎消
失。其实不管从事哪个行业，如房地产、旅游、制造业等，我不认
为性别对女性职业发展有什么特别影响。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
发展、科技进步、社会文明、教育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男
女机会较平等，对女性也比较尊重。唯一的差别可能是在家庭方
面，女性更爱家顾家，因此会在家庭方面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专业为先 选对平台
我常常庆幸自己选对了企业，布瑞特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个人发展平台。作为油墨行业的从业人员，专业知识是基础，不论
哪个岗位。而我本人在专业方面的学习从未间断，尤其是现在，在
与不同客户的交流、沟通过程中，皆能学习到很多实践经验，不仅
能提高为客户服务的能力，也为公司未来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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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是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我今
天取得的成绩，除了个人多年的努力和付出，大部分都要归功于公
司提供的平台。深圳布瑞特创立于2004年7月，是技术创新型的油
墨制造企业，专注研发和生产“高端水性墨、UV与UV-LED油墨”
等环保型油墨，主要服务于标签、烟标和无菌包等市场领域。发
展到2007年，深圳布瑞特已经成为“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并
拥有标签柔印配套齐全的环保型水性油墨、UV油墨和防伪油墨。
此外，布瑞特所有的技术服务人员，都受过专业的柔印培训，并
曾在国际或国内大型标签印厂就职，不仅了解调墨配色，而且拥
有国内外不同品牌柔印机的开机经验，平均工龄8—15年。正是
在“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的双轮驱动下，布瑞特业务持续
增长，近三年公司每年的增长率都保持在20%以上。值得一提的
是，2013年5月山东布瑞特油墨成立；2018年6月中山布瑞特投
产；2018年10月深圳布瑞特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团队合作 拓新格局
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
队。”企业或者个人，任何时候，只要你足够用心，踏实做事，
勤奋努力，生活绝不会亏待你。这些年，即使是在行业大环境比
较艰难的时期，无论是布瑞特，还是我个人的发展都没有受到太
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实事求是，不夸
大、不拔高，也不回避问题；我们的思路是清晰、明确的，不
盲目、不激进，我们追求的是稳健发展。另一方面，布瑞特“坦
诚、负责、精进、和谐”、“唯有负责，方可信任”和“经营团
队、专业创新”的文化理念给予了我和我的同事克服困难的信心
和勇气，当公司做大做强后，员工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是企业
对员工负责。同样，员工勤奋工作、不断学习、换高位思考，不
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格局，通过团结协作，完成公司业绩目标，
是员工对公司的负责。
多年下来，我越来越意识到，经营产品首先要经营团队，要
知道每个人都不是单兵作战，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遇到困难都
要有团队的驰援和支持。让我开心的是，布瑞特标签团队筛选并
确定的每个项目，都有开花结果，而且每经历一次挑战，就让我
们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凡事尽全力
从2009年到2017年的8年里，我国标签印刷业整体水平实现
跨越式发展，总产值从2009年的140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380
亿元。近几年，受国内去产能、调结构、稳货币、强环保等政策
的影响，以及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在
大环境整体不利的情况下，我们期望标签行业在2019年依旧能
保持可持续稳定增长。我们不奢求高增长，但求一定要稳。有实
力的企业，可以乘“一带一路”东风和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
（Labelexpo Global Series）的跨国平台，尝试向东南亚、西亚
或非洲走出去，争取更大发展空间。我们同时期待与客户、合作
伙伴和供应商携起手来，共创绿色未来！
对标签行业的美女朋友们来说，凡事尽我们所能，把事情做
好，而且做得开心就好了！
此外还有超级标贴生产兼人事经理奚虹女士，新乡鼎丰纸制
品执行董事曹莹女士……她们都坚守在标签行业，尽展巾帼风采。
标签精美，她们更美！

特此向天津科瑞特印刷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峰先生致谢。
作为一个有情怀的标签人，他曾提议：“希望提高对行业女性的关
注，让标签行业多一些温度。”

Labelexpo Asia

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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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未来标签工业制造主旋律
由塔苏斯集团（Tarsus Group）及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PEIAC）共同主办的2019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Labelexpo Asia 2019）将于今年12月3—6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此次展会以数字、绿色、智能制造为
展示新方向，将奏响一曲未来标签、包装工业制造的主旋律。

塔

苏斯集团是一家总部设在英国伦敦，集展览、会议、出版物
和新传媒为一体的国际媒体集团。由其主办的全球标签印刷
系列展览会（英文：Labelexpo Global Series）是标签行业技术发展
趋势的风向标，也是行业用户新技术应用和设备采购的重要平台，
全产业链欢聚的盛会。据悉，国内80多家企业，如设备、器材制造
商：博泰、凌云光、浙江炜冈、中特、奈本、浙江力冠；材料加工
商：广东冠豪、上海金大等，正是通过这一平台实现“走出去”，
全球布局、跨国经营的战略，将生意做到世界各地。

植根中国 引领行业发展
Labelexpo Asia（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的最早落脚点
在新加坡。2003年，它移师上海举办，并由此开启了Labelexpo
系列展会在中国发展的新篇章，也翻开了中国标签行业与世界先
进水平接轨的新篇章。
至2017年底，Labelexpo Asia已植根中国15载，并在上海相
继举办过8届展会。这期间，世界金融危机从华尔街爆发，蔓延
全球，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尽管中国受影响程度不大，但
也受到一定冲击；随后，中国经济在逆势中腾飞；但到了2016
年，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增速、经济发展方
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动力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像其他许多行
业一样，标签印刷业也受到了影响，平均增速下降至10%左右。
然而，Labelexpo Asia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缩小规模，相反展会
的参观人数、参展商数量和展出总面积始终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
在2017年底举办的第八届展会，海内外300余家企业参展，首次参
展企业多达80家，展出净面积超过1万平米，增幅达到19.9%；另
有20,084名专业观众参观了展会。再次证明Labelexpo Asia作为亚
洲标签、包装印刷展览会领头羊的地位不容撼动。
历届Labelexpo Asia都云集了当前最优秀的标签印机制造商、
印后设备加工商和材料服务商等，他们视该展会为其新品在亚洲的
首发平台，并带来最先进的技术理念和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产
品，吸引了众多的印刷企业、标签加工商、品牌商及业界观众，
不少观众都希望在这里看到行业下一个重大技术突破和应用的诞
生。在过去8届展会上，Labelexpo Asia诞生并推广了无数创新
性技术，如胶版标签印刷技术、无水胶印技术、数码标签印刷技
术、RFID和智能标签技术等，未来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Labelexpo Asia高质量的举办促进了标签上下游产业的融合，
加快了行业装备与材料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加强了中国与
世界的沟通和对话。它的召开奠定了行业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发展基
调，甚至预测出未来数年标签行业技术与应用的走向。

深耕行业 高度国际化
塔苏斯集团亦是享誉全球、有着40年办刊经验的《标签与贴
标》杂志的出版商，加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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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脉络有着更明确的认识。

进入中国伊始，Labelexpo Asia即按照国际性、专业化展览
会进行筹划与管理。塔苏斯集团的公关、市场推广团队曾因成功
的市场宣传和杰出的观众组织工作多次斩获由活动国际组织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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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elexpo Asia定位亚洲市场，虽说是一个区域性的展会，但
得益于塔苏斯在全球构建的服务网络和设在英国、美国、中国、印
度等地的办事机构，其宣传、推广和观众组织工作亦覆盖全球，
主要形式有：启动官方网站；在Facebook、Twitter、微信、微博
等进行中英文推广；组织各国行业协会的会员参观展会；在国内
外近百家知名专业媒体上刊登广告、做专题报道等。在国内，塔
苏斯集团还通过直接拜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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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展会。
因此，覆盖全球、多渠道的宣传和专业化的服务特色让
Labelexpo Asia呈现高度国际化。除了一部分纯粹的外国企业希
望在推广品牌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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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支机构或代理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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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出名气的Labelexpo Asia真正为买家和卖家搭建
起了一座桥梁，让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印度、中国台湾省、
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8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众多制造加工商及采购商、供应商、代理商和品牌商在短短
的四天展期内彼此相识相知，最终达成购买意向。
除了拥有一支优质的管理、组织团队外，Labelexpo Asia的
成功亦离不开各行业媒体和协会的鼎力支持，尤其是与中国印刷
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印工协）的独家合作让展会
的发展如虎添翼，更上层楼。

结缘中印工协
中印工协是国内领先的印刷工业协会，中印工协标签分会是
世界标签协会成员国（L9）之一。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它是
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是国内与国际行业组织接轨
的桥梁。在协会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协会协助政府制订和实施了
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政法规及有关法律，维护了行业的
公平竞争，促进了我国标签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整体推动了中
国标签行业及整个产业链的健康、平稳发展。
协会曾多次组织会员出国考察，参观在世界各地举办的Labelexpo系列展览会，在与各国行业协会、企业的交流、合作中缩短
了与世界的差距，提升了我国标签行业在国际重大活动中的参与
度，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走向国际舞台；协会还通过
参与并制订与国际接轨的各项活动条款，推广了世界标签的获奖
优秀产品，提升了我国的印制产品水平；作为评委参与世界标签
协会评奖活动更为协会赢得了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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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工协与Labelexpo Asia结缘建立在
双方充分信任和促进行业交流与服务，为企
业学习新技术、新应用，为推动打造与国际
接轨的经营理念铺平道路的美好愿景上。习
主席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
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中印工协常务副理
事长李春杰女士就表示：中国标签业的发展
注定要以创新技术为核心，她相信，此番合
作是共赢的，必将推动中国标签、包装印
刷业朝着更好、更健康的方向持续发展。
当中印工协和塔苏斯集团把双方对市场
的认知、国内外资源优势和办展的热情毫无
保留地注入展会， Labelexpo Asia注定将
开创国内标签行业史无前例的展览盛世。

Labelexpo Asia 2019

Labelexpo Asia 2019将于今年12月
3—6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虽然
离展会开展还有近1年的准备时间，据塔苏
斯集团介绍，本届展会将达到前所未有的展
出规模，展出净面积有望将突破1.3万平方
米，横贯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三个展馆，
较上届展会（2017年）规模再扩大30%，
参展商数量超过350家。
Labelexpo Asia 2019将于今年12月
3—6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虽然
离展会开展还有近1年的准备时间，据塔苏
斯集团介绍，本届展会将达到前所未有的展
出规模，展出净面积有望将突破1.3万平方
米，横贯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三个展馆，
较上届展会（2017年）规模再扩大30%，
参展商数量超过350家。
来自数码印刷领域的：多米诺、赛
康、汉华、云帛等悉数参展，带来史上
最全的数字标签印刷阵容；欧米特、博斯
特、Codimag、炜冈、万杰、中特、施
潘德、源铁、深圳彩 昇 、浙江鸿胜等组
成最豪华的标签机械设备阵营；印后加工
及标签检测领域内的明星企业：博泰、力
冠、E+L、ISRA、凌云、普理司、大恒图
像也将惊艳现场；来自材料领域的艾利丹
尼森、芬欧汇川、芬欧蓝泰标签、金大、
中山富洲、艾科印刷、雅斯特等将以大面

积亮相展会，并带来针对不同行业应用的
全面解决方案。
另外多家供应商将在国内首次展示混合
印刷机，比如施潘德和多米诺以及云帛和多
家供应商的合作等。
现场，观众还可以看到标签与软包装的
融合、标签与折叠纸盒的融合，这些都将是
标签企业实现发展的突破口。在国内经济增
长放缓，行业信心低迷、悲观情绪蔓延的背
景下，召开展会，密集展出一众新技术、新
科技、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应用将为行业打
下一剂强心针，为标签加工企业逆市而上创
造一个绝佳的机遇。

“智能标签专区”升级呈现
“智能标签专区（Smart Zone）”
首次亮相于2016美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Labelexpo Americas 2016）；2017
年被成功引进Labelexpo Asia展览
会，DPS INNOVATIONS、上海联点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意法半导体、小乙物联科
技、Visualnet、VOYANTIC等多家企业参
展。会后，根据主办方统计，在20084位
展会专业观众中有超过2600人次到达智能
专区，并与专区内的展商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与沟通。
对此，芬兰Voyantic公司亚太区总监
Smoos Peng表示: “Labelexpo Asia 2017
让Voyantic有机会和许多标签厂面对面讨
论标签检测相关问题和需求，会展成果丰
硕。2019年12月Voyantic将会再次参与此
盛会。”
上海英内物联总经理冷利忠先生则表
示：“通过参加Labelexpo Asia这样专业
的印刷包装行业展会，我们能够直接与更
多的传统标签厂和品牌商进行沟通，从而
为行业的发展挖掘出新的机遇，实现多方
的共赢。”
今年，为打造升级版“智能标签专
区”，展会将为在此区域内参展的企业，
如RFID产品线上的开发商、智能标签加工
商等带来众多福利，以便让参展商投资回报
率最大化，结实更多的货真价实的买家，获
得真正的销售线索，交易成倍。

亚洲软包装印刷展览会
（FlexPack Asia 2019）
标签和软包装关联紧密，无论是在印
刷、复卷、分切等加工设备，还是加工技
术方面，都是在一个大范畴内的“孪生姐
妹”。近年来受行业转型升级和环保政策
的影响，国内领先的传统标签印刷设备制
造商，如浙江炜冈、太阳、浙江中特印机、
河北万杰等已纷纷转向柔性版印刷设备的生
产，不断有新品问世，并逐步在国内外市场
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与此同时，国内许多标签印刷企业亦已
开始软包装产品的加工，这主要是由于以凹
印为主的软包装生产商受VOCs排放控制的
环保压力，不少中小企业被迫停产，迫使客
户将这类订单转向标签印厂。如北京德绩标
签购入第二台欧米特XFLEX X6-10色柔性版
组合印刷机，正美购入麦安迪Performance
Series P9E印刷机均用于拓展热收缩套标、
软包装类产品市场。
为此，本届展会将增加软包装印刷方面
的内容展示，并隆重推出“FlexPack Asia
2019”，即“2019亚洲软包装印刷展览
会”，使之成为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之“展中展”。此展会将针对中幅、连线
软包装印刷机、标签印刷机制造商和覆膜
设备供应商及相关企业，重点展出一些软
包装加工的实用型新产品和技术。

展望
Labelexpo Asia 2019即将启航，在中
印工协的加持下，围绕柔性版印刷、数字
印刷、智能制造、以提质、增效为主导的
各类辅助设备，以及标签及软包装领域新
材料的展示将继续引领2019及未来技术潮
流，成为标签印刷企业实现发展的新抓手，
奏响未来标签、包装工业制造的主旋律。

Labelexpo Asia 2019与FlexPack Asia 2019招
展进行中，预订展位请联系：
+86 (21) 64393591、64396269，64393706

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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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软包装印刷展览会”正当其时
近年来随着食品、饮料、医药保健品、美容护肤品以及洗涤用品等产量的快速增长，对塑料及塑料复合材料的
软包装需求越来越大。新材料和新的加工技术，尤其是柔性版印刷技术和数码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软包装所能
够适应的市场范围不断扩大，为软包装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经

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殷实富足，市场繁荣，
商品琳琅满目。好的外包装设计，加上精美的印制和材料
使用能使整个商品在货架上脱颖而出，迅速吸引消费者眼球，起
到促进消费的作用。正因如此，近年来软包装凭借绚丽的色彩、
丰富的功能和形式多样的表现力 ，成为货架销售最主要的包装形
式之一，在所有细分市场均有显著增长。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
软包装市场规模约为 2400亿美元，预计至 2020年将达到 2,610
亿美元，期间复合增长率为4.42%。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包装大国。软包装也正凭借自身优势逐
步蚕食金属、纸盒等包装材料市场，成为包装行业增长速度最快
的一个领域。预计到2022年，我国塑料软包装市场规模将达到
1113.9亿元。
目前，国内用于软包装和收缩套标生产的设备主要有大幅面
凹印机和宽幅CI柔印机，主要特点是多长单、价格低、幅面宽、
印刷速度快。

市场转变
市场正在快速变化中。当80、90后们已经或即将步入中
年，“千禧一代”成长起来，他们或将成为消费的主力军和商家
眼中的“钱袋子”，他们的一举一动正在影响着消费市场的变
化。“千禧一代”与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他们的消费极其“任
性”，对品牌忠诚度偏低，更多人凭主观意志消费，不会受公众
舆论影响。他们喜欢体验更多产品，也希望现有的品牌能有更多
的变化，比如更好地反映他们个人健康向上的人生价值观、环保
的生活方式和精致的生活态度等。
“千禧一代”的“霸道、任性”正在“扰乱”整个消费秩
序，在众多传统行业中掀起风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正
在创造更多的可能，为市场带来更多的商机。
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千禧一代是社交媒体最重要的用户，
受数字经济和社交媒体的影响，他们接受事物信息范围更广、更
快，品牌若想增加粘性就必须通过在线游戏、竞猜、内容分享等
形式加强与消费者的互动。
“千禧一代”多变、喜新厌旧的消费习惯和更快的生活节奏
将促使饮料、休闲食品等产品的消费量以“奔跑”的速度提升，
而独立的、小包装正好可以便于他们品尝不同口味，防止暴饮暴
食，同时还能保持食品的新鲜，便于携带。而且“小袋”、“多
包”的包装需求也更契合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的趋势。
此外，在积极倡导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减少包装对环境影响
的今天，软包装的轻量包装形式重要性日益凸显。
这对加工商意味着什么？
短单
更小规格的软包装和收缩套标
产品装饰创新（如，使用特种油墨和印后装饰技术等）
互动、定制化和个性化包装

标签企业和连线标签印刷机更适合上述市场应用？
目前，国内许多标签印刷企业已经逐步开始加工一些软包装
产品，这主要是由于以凹印为主的软包装生产商受VOCs排放控
制的环保压力，不少中小企业被迫停产，迫使客户将这类订单转
向标签印厂。如北京德绩标签购入第二台欧米特XFLEX X6-10色
柔性版组合印刷机，正美购入麦安迪Performance Series P9E印
刷机，成都通通印新增欧米特XFlex X4柔印生产线，均用于拓展
热收缩套标、软包装类产品市场。
于此同时，受行业转型升级和环保政策的影响，国内领先的传
统标签印刷设备制造商，如浙江炜冈、太阳、浙江中特印机、河北
万杰等已纷纷转向柔性版印刷设备的生产，不断有新品问世，并逐
步在国内外市场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柔印工艺在印刷业的推广，离不开感光树脂柔性版的应用。
但到目前为止，国内柔印薄版和制版技术基本上是由国外供应商
控制，如杜邦、富林特、麦德美、东洋纺、旭化成、柯达等。柔
印版材的生产复杂程度高、要求精度细、制版成本相对较高，成
为制约柔性版印刷的发展关键，但是偏高的制作成本可以通过分
摊的方式有效降低，加之其绿色环保属性，柔印软包装企业还是
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此外，中国企业乐凯华光已经开始批
量生产柔印版材，中国的柔印版材正在慢慢崛起。
同时快速发展的还有我国软包装薄膜基材行业、软包装用油
墨行业和复合粘合剂行业。其中，国产BOPP、BOPET、BOPA、
CPP、PE、VMPET、VMCPP等软包装薄膜基材不仅能满足国内
市场的需要，还出口到国外市场，更出现了一批像金大、中山富
洲这样的优秀企业。
可以说，我国软包装行业已经形成自己基本的产业链，软包
装产品质量日益提高，未来应用市场将越来越广。
标签和软包装关联紧密，无论是在印刷、复卷、分切等加
工设备，还是在加工技术方面，都是在一个大范畴内的“孪生姐
妹”。即便是现在的标签印刷机，幅面也更宽，“中幅”尺寸达
到670—950mm，这意味着在同一幅面上可以安排2—3个设计
稿，同时印刷，减少浪费。而且现代化、伺服驱动的标签印刷机
在处理薄至20微米厚的热敏薄膜材料时无任何加工难度，使得标
签与包装印刷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标签印刷机还可以连线配置各种装饰模块组合，包括：冷烫
箔、数字单元、丝网印刷单元、凹面涂布系统等，其印后加工的
自动化程度和效率非常高。而这些操作对于CI柔印机和凹印机而
言，不仅价格高昂，而且只能离线操作。这就是说，选择标签印
刷机，品牌商可以尽情扩大设计幅面，缩短订单长度，降低生产
成本，加快交货时间。
标签印刷机可以加装任意一款UV、LED-UV、红外线（IR）
以及热风干燥油墨与涂料系统组合。比如，高质量的UV印刷可以
被密封在与食品兼容的水性涂料中。新一代与食品兼容的低迁移
UV和LED-UV油墨以及配合使用的连线UV计量测量器亦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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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印刷技术而言，现在的数码印刷机现在已经可以直接加工
软包装和收缩膜套，如惠普 Indigo 20000以及其他一些带涂布、
分条和检测系统的全新水基喷墨印刷系统。
数字印刷与柔印技术的发展并非此消彼长，相反两者结合将成
为标签和包装印刷的一种新趋势。比如，多米诺与施潘德合作推出
的N610i+柔印混合印刷设备，已经安装在上海鸿元展印有限公司；
欧米特XFlex X6柔印机模块可以配置Durst Tau 330 RSC数码印刷
引擎。在去年底召开的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上，柔印机和数字印刷机的展出数量多达54台。

2019亚洲软包装印刷展览会
（FlexPack Asia 2019）
作为行业发展风向标的“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将于2019年12月3—6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再
度起航。在此，您不仅可以看到一些实用型新产品，特别是那些
根据本区域客户需求开发的新产品，还能深刻感受行业的长期发
展趋势，比如“标签印刷”与“软包装印刷”的融合，这正是标
签企业实现发展的突破口。
正是鉴于此，主办方将隆重推出“FlexPack Asia 2019”，
即“2019亚洲软包装印刷展览会”。作为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Labelexpo Asia）的姊妹展，此展同样将侧重于软包装印刷
技术的展示，适合的参展企业包括：
中幅、连线软包装印刷机和标签印刷机制造商
针对柔性包装膜的油墨、涂料以及表面处理（电晕等）供
应商
针对薄膜材料的UV、LED-UV、EB、热风和红外线（IR）
干燥系统供应商

可提供小批量软包装材料的生产商
小批量预处理柔性包装膜分销商
中幅（连线或离线）覆膜设备供应商
塑封膜供应商
卷料处理，包括自动分条、塔式复卷系统供应商
可处理更薄的热敏薄膜材料的分切—复卷设备供应商
针对优质柔性包装卷料的高速分条设备供应商
涂料重量、UV计量测量系统供应商
检测设备制造商
印前系统、制版以及工艺流程控制（MIS）系统供应商
除此之外，部分CI印刷设备制造商正在生产更小规格、中幅
印刷机，展会也欢迎这些供应商前来展示他们的产品，或者是应
用于这些印刷机上的中心压印（CI）鼓。

正当其时
印刷，是软包装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因为印
刷是一个速度极快的过程，一旦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得不到及时
控制，不但损耗很大，也会给后面工序带来诸多不便，严重的会
出现大批量报废。面对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软包装生产企业必
须改进技术、流程及设计以确保消费者能够在货架上区分出他们
的产品。因此，只有对新印刷技术持续投资，不断提供更丰富的
色彩和精良的印后工艺，才能更好地增强自身竞争力。
“2019亚洲软包装印刷展览会”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在短时间
内了解软包装印刷技术详情与趋势的展出平台，它将为软包装与
标签加工企业逆市而上创造一个绝佳的机遇。所以说，“2019亚
洲国际标签 印刷展览会”和“2019亚洲软包装印刷展览会”的
同时举办正当其时！

河北万杰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EBEI WANJIE MACHINERY TECHNOLOGY CO., LTD.

股票代码：871827

WJPS-660
PS版间歇式轮转印刷机
Shaftless Offset (Alcohol Dampening) Intermittent Rotary Label Printing Machine

最大纸宽
Max Web Width

最大印刷面积（宽*长）

放卷最大直径

收卷最大直径

承印材料

Max. Printing Area（W*L） Max.Diameter Of Unwinding Max.Diameter Of Rewinding Thickness Of Printing Material

印刷长度

印刷速度

主机功率

UV灯

主机外形尺寸（长*宽*高）

机器重量

Printing Length

Printing Speed

Power

UV

Overall Dimensions

Machine Weight

49.35

12

13000*4000*1900

≈20000

mm/7色

Kg/7色

660

650*415

1000

1000

80-400

260-415

30-150

mm

mm

mm

mm

g/m 2

mm

rpm/min

KW /7色（三相380V） KW/色组（三相380V）

WJPS-350D/450D/560D

PS版间歇式轮转印刷机
Shaftless Offset (Alcohol Dampening) Intermittent Rotary Label Printing Machine

型号
Model

最大纸宽

最大印刷面积（宽*长）

放卷最大直径

收卷最大直径

承印材料

Max Web Width Max. Printing Area（W*L） Max.Diameter Of Unwinding Max.Diameter Of Rewinding Thickness Of Printing Material

印刷长度

印刷速度

主机功率

UV灯

主机外形尺寸（长*宽*高）

机器重量

Printing Length

Printing Speed

Power

UV

Overall Dimensions

Machine Weight

350D

370mm

340*345mm

700mm

700mm

60-350g/m 2

170-345mm

30-180 rpm/min

29.8KW /6色(三相380V) 5.6KW/色组（三相380V）10000*3600*1900 mm/6色

450D

470mm

440*410mm

800mm

800mm

80-350g/m 2

210-420mm

30-150 rpm/min

39.5KW /6色(三相380V) 10KW/色组（三相380V） 11000*3600*1900/6色

≈15000kg/6色

560D

560mm

540*410mm

800mm

800mm

80-350g/m 2

210-420mm

30-150 rpm/min

39.5KW /6色(三相380V) 10KW/色组（三相380V） 11000*4000*1900/6色

≈16000Kg/6色

≈13000Kg/6色

WJLZ-350

间歇式凸版轮转印刷机
Intermittent Letterpress

卷筒纸最大宽度

印刷最大宽度

最高印刷速度

印刷色数

Max. web width Max. printing width Max. Printing speed No. of colors
350mm

330mm

200Times/Min

2-8色（color）

印刷长度

放卷最大直径

TPrinting length

间歇轮转Intermittent 60-345mm
全轮转 Full rotary

外形尺寸

收卷最大直径

机器重量(约重)

Max.unwinding diameter Max.diameter of rewinding Overall dimensions(L×W×H) Machine Weight(About)
600mm

600mm

8000×2800×1800mm

8600Kg（6 colors）

间歇轮转模切机
Intermittent Rotary Label Die-Cutting Machine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彩亭桥工业小区
Address：Caitingqiao Industrial Park, Yutian County,
Tangshan City, Hebei Province, P.R.China
邮编(Post Code)：064100
电话(Tel)：0315-6166085

UV
380V/5.6KW/组

主机Motor
16KW

393mm

WJJM350A

功率
power

WJRB-320A/B

柔性版印刷机
Flexo Graphic Printing Machine

国际销售热线(International Sales Tel)：86-315-6199699
传真(Fax)：0315-6198629 / 6169680
网址(Website)：www.wanjieyj.com.cn
E-mail：wanjieyj@vip.126.com
直销服务热线(Sales Tel)：1336325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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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标签产业联盟参观新乡鼎丰新工厂

河南标签产业联盟：

去同质化，提质增效
1月26日，河南标签产业联盟在新乡鼎丰纸制品新工厂召开2018年度工作总结和2019年度计划报告大会。来自河南
地区的新乡红联、郑州彦峰、郑州金实、新乡腾达、顺昕标签、安阳三和印务等14家标签印企，软包装制造商河
南卫群以及中山富洲、冠豪高新、浙江炜冈、罗特曼、布瑞特、锦硕天成等供应商代表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

河

南标签产业联盟成立于2016年，除
了14家印刷生产商，还集合有10家
理事单位和8家会员单位的加入。目前联盟
设有原材料采购部、设备采购部、培训部
和线上网络平台部。四大部门旨在组织、
协调、监管和鼓励所有成员在产业联盟内
部通过技术交流、统一大宗采购等措施实
现利益粘性，减少市场恶性竞争，从而规
范整个河南区域的标签印刷市场，实现联
盟成员共同发展。
“这是我们召开的第三届年会，无论是
规模还是与会人数较头两年增加颇多。经过
两年的磨合与发展，联盟的运作日益成熟，
逐步走向规范化，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大家
群策群力、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最终落实
解决。”郑州市金实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吴

大林表示，“希望大家能够不忘初心、消除
隔阂，实现更深层次的联盟合作，这也是我
们此次年会的意义所在。”

集约化大宗采购
河南标签产业联盟的原材料采购部与
设备采购部分别由新乡腾达纸制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韩征利、郑州彦峰包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延峰负责。集约化采购的目的是
为了帮助联盟成员在采购原材料及设备时
争取到更多的选择权和话语权，通过集中
采购量的办法来提高议价能力，降低单位
采购成本，节省资金。集约化采购又包括
前期调研、成本控制、提高供货速度、完
善售后服务等多个方面。

原材料采购：大批量降低成本
“统一进行原材料采购，是为了降低
原材料成本。尤其是在去年原材料紧张的情
况下，联盟为成员争取到了更多的资源。从
供应商的角度考虑，如果每次采购的数量都
在增加，他们就能够提供更优惠的价格。”
韩征利表示，“但目前也有个别成员有所顾
虑：‘如果竞争对手知道我使用的原材料和
价格，会不会抢走我的生意？’其实，完全
不必要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只是集体采购
材料，具体的材料使用情况和市场应用我
们一概不知。”
“去年，我们确实集体采购过几次原
材料，尤其是不干胶原材料，但效果并不
理想，没有达到集约化采购的预期。一方
面原因是因为大家使用的原材料通用性不

标签产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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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设备的采购成本只是最基本的一个目标，
我们的更高目标是在河南标签产业联盟内部逐步
消除同质化、恶性竞争，实现区域内整个标签产
业生态的良性、健康发展。”

河南标签产业联盟年会现场

高，譬如有食品标签、日化标签、药品标签、超市价标等，材料
差异性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家多年来的材料使用习惯不同，
未必会从同一家企业进行采购，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但对于具
有通用性、需求量较大的原材料，如铜版纸、不干胶等，希望在
2019年我们能针对这些材料，加大采购规模和次数，尽力争取到
最优惠的价格。”
“我也知道有个别成员反映，去年集体采购的价格比个别公司
的单体采购价格还高。”韩征利实事求是地补充道，“这主要是因
为联盟内部的集约化采购，目前还没有实现产品规格、数量和批次
上的规模化，比如这次3000方、下次10000方。而可能某个公司每
次的采购量已经保持在10000方，并且每年采购的次数更多。我相
信，2019年起这个现象会慢慢减少，直至消失。”

设备采购：优化生产结构，避免同质化
“去年联盟成员共报请3台柔印机、2台检品机，目前这些设
备采购计划均已完成，而且最终的采购价格确实优惠许多。”李
延峰对2018年的设备采购工作如是总结到。
“对于设备采购，尤其是印刷机这种核心设备，大家的顾虑
可能更多。但我们也都清楚，即使是使用完全相同的印刷设备，
也不可能生产出一模一样的产品。更为重要的是，降低设备的采
购成本只是最基本的一个目标，我们的更高目标是在河南标签产
业联盟内部逐步消除同质化、恶性竞争，实现区域内整个标签产
业生态的良性、健康发展。”
2018年新乡鼎丰购置一台炜冈12色柔印机，经联盟内部协
调，其他成员在采购设备时会尽量避免选择同等配置的印刷设备，
通过在可选择的工艺配套上进行个性化定制以示区分，进而减少印
刷设备产能的同质化。
“去年，针对制版设备、模切设备和LED干燥系统，我们也
对不同的供应商分别进行细致考察，同时咨询联盟内部成员的使
用效果，这样一来，就可以帮助大家选择质量最优、价格最实惠
的产品。”李延峰表示。2017年年会时，联盟决定将河南彦峰作
为试点企业进行LED改造，公司投入资金70余万。两年的时间，
彦峰的使用效果很好，为后续成员的LED改造提供了参考依据。
“从集约化采购到增强联盟整体的生产能力，优化、丰富整
个生产结构，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这样才能实现河南标签产
业联盟内部的更深层次合作，推动成员共赢发展。”李延峰对设
备集约化采购有着更深刻的思考和更长远的考量。

从员工到管理者的全方位培训
郑州金实印务赵哲是产业联盟培训部的负责人。“过去一年
的技术培训计划并没有完成。”回顾2018年的工作，他表示，“
下半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培训的都是技术人员，
接下来的培训受众是否应该转变？”
随着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内部也需要相应地进行变
革。“2018年给我感触最深的是新乡腾达的执行董事曹莹深造学

习MBA。作为企业的领导者，他们的决策管理模式对公司未来的
发展将起到关键性作用。”比如同行之间的价格恶意竞争，企业
负责人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做法，才能确保销售人员在开展业
务时善意竞争。“尤其是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增速趋缓，标签印刷
产业面临环保趋严、原材料上涨、人工成本增加以及互联网+的
冲击，只有创新和变革是企业唯一的出路，这些都需要决策层把
握好方向，适时调整公司的产品方向和业务结构，以积极的心态
开拓新的市场空间。”
“因此，企业决策层和核心技术管理人员，需要时刻关注标
签行业动态，了解最新的市场变化趋势，比如参加标签行业最专
业的展览盛事—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Labelexpo Global
Series）、关注《标签与贴标》（Labels&Labeling）等专业期刊
和官方网站。”王莎莎女士表示。
“核心的技术培训同样不能放松。之前的培训，重理论、轻
实际操作，员工不能充分将所学应用到实际生产中，或者有效解
决实际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这相当于‘隔靴搔痒’。”
新乡红联总经理兼河南标签产业联盟会长黄长军表示，“2019年
技术培训的重点应该集中在产品升级和设备的智能化改造，并要
走出课堂、走进车间，将理论与实际进行紧密结合。”

从线下到线上，联盟智能化改造
2018年9月，中国首届印刷业创新大会将聚焦智能化作为印刷
业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并将坚持“标准先行、夯实基础、数据驱
动、融合发展、模式创新、示范引领”作为发展方针。 “在创新
大会上让我感触良多的是山东世纪开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一家做
冲印业务的公司跨界到印刷包装领域，年产值达到7个亿，短时间
内发展成为中国印刷包装百强企业。”黄长军感慨道，“该公司的
网络接单平台，平均每天的接单量超过5万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新一代年轻人成为消费主力，
未来的营销模式将会发生重大的变革，线上接单将越来越多，也
会越来越普及。“除了线上接单，未来的集约化采购也会由线下
逐步转移至线上，从而构建成为联盟智能化改造的一个重要环
节。”黄长军补充道。

结束语
“时来天地皆同力”，没有个人的成功，只有时代的成功。
越是在经济低谷时期，越是逆袭的最佳机遇。如今，每个行业都
遭遇到拐点，恰恰此时正是切入市场的最好时机。
中国经济正在从“钢筋混凝土”模式升级至“精耕细作”模
式，也可以理解为从房地产模式走向“软实力”发展模式，正在
由“比数量”到“比质量”。2018年确实不易，但2019年将会
是一个分水岭，标签印刷行业会越来越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
产品及服务越来越精益求精。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2019年希望全体成员‘用心’去做好每件事，依托河
南标签印刷产业联盟这个大平台，齐心合力、坚定信心，在经济
下行时走出低谷。”会长黄长军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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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美国联合董事长邵北海，苏州雅利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蔡育琴，《标签与贴标》专栏顾问Nick Coombes与雅利总经理钟晓春

雅利印刷：
小标签，大作用，助力品牌长效增长
优雅、明理的雅利印刷是国内最成功的私营标签印刷企业之一，也是麦安迪印刷技术在国内的最大用户之一，而
其掌门总经理蔡育琴女士却谦虚地认为雅利的角色就是集各种功能与一体，以最好的作品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扩
大对品牌需求的反向牵引力，让小标签发挥大作用，助力品牌长效增长。

苏

州雅利印刷有限公司（简称：雅利印刷）是一家专业从事设
计和印刷各类标签，并提供整体包装印刷与精密模切产品
的现代高新企业。2001年，雅利印刷在苏州工业园区注册成立。
经过近18年的发展，其苏州总部面积已扩展至近3.5万平方米，
并在天津和广州各拥有一间现代化加工厂，分别是雅唯（天津）
标签印刷有限公司和雅利（广州）印刷有限公司。最近雅利印刷
在新疆乌鲁木齐新添一家工厂—乌鲁木齐雅利雅和印刷有限公
司。至此，雅利印刷在国内已拥有4间工厂，员工超过280人，业
务范围覆盖华东、华南、华北和西北四个主要经济区域，是我国
国内最成功的私营标签印刷企业之一。
近几年，国内领先的几家标签印制企业均在积极部署，主动
出击，不断推进跨地域的扩张战略，以期抢占未来的市场商机，
雅利印刷正是其中一家。据雅利印刷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蔡育琴女
士介绍，随着公司业务持续、稳定的增长，雅利印刷正积极开展
前期市场调研，希望通过更大的加工容量和空间满足国内快速增
长的不干胶标签市场需求，同时，将行业最高加工标准引入其管
辖下的各个工厂。
对于雅利印刷已取得的成绩，蔡总和她的团队从未满足过。

“努力成为中国标签印刷行业内的前三强，以
更积极的心态服务客户，以更加紧密的方式与
设备、耗材供应商合作。”
她为公司制订了短期发展目标：“努力成为中国标签印刷行业内的
前三强，以更积极的心态服务客户，以更加紧密的方式与设备、耗
材供应商合作。”蔡总深知，领先的品牌需要的不仅仅是过硬的标
签产品，只有整体包装服务解决方案才能满足他们的切实需求。

转型升级扩技能
2003年以来，雅利印刷先后获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是企业走向盈利的必经之路，
也是雅利印刷由商务出版印刷商向多样化包装印刷解决方案提供商
转型的过程。通过这一系列有效操作，雅利印刷正式进军包装印刷
领域，作为现有标签印刷业务的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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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运输完成，蔡女士谦虚地认为雅利的
角色就是集成各种功能与一体，以最好的
作品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扩大对品牌需求
的反向牵引力。“小标签—大作用，助力
品牌及企业获得增长。”她解释道。

绿色工厂

苏州雅利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蔡育琴（左）和大客户经理施虹（右）

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增
长的进出口业务，雅利印刷还拓展了智能
标签、射频标签（RFID）业务，而且增长
非常快。在雅利，这部分特殊业务全部由
柔印机加工完成，被国内同行视为柔印设
备的全新转机。雅利是如何做到的？这就
不得不提雅利印刷与麦安迪的一段渊源。

“最让我难以相信的是，雅利
印刷生产的很多高质量产品居

然采用的是柔性版印刷与丝网 质量兴业
印刷的组合。”

结缘麦安迪
柔性版印刷机，尤其是进口高端柔性版
印刷机价格不菲，动辄百万、千万，因此正
确投资设备制造商和印刷机对一个企业的发
展意义重大，将影响其未来几年的加工能力
和业务施展方向。
在国内，雅利印刷是麦安迪柔性版印刷
设备的最大用户之一，它也将麦安迪视为最
有价值的柔性版印刷技术合作伙伴之一。仅
10年间时间，雅利印刷先后购买并安装了
13条麦安迪柔印机组，且全部投入商业运
营。除了先前订购的麦安迪10英寸的2200
型柔印机和13英寸的LP3000型柔印机，
雅利印刷还拥有6条麦安迪最畅销的P系列
柔印机组。这6条P系列柔印机幅面均为13
英寸（330mm），最多安装14个色组，并
添加了各种功能包；其中4台P系列柔性版
印刷机安装在雅利印刷苏州工厂内，另有
2台安装在广州工厂。
在雅利，这些印刷机组加工的基材比
例约为纸质材料40%，膜基材料60%。据
蔡总介绍，目前市场上对膜基材料的需求
增长快速，这正好是麦安迪印刷机的加工
强项，它可以在高速印刷的同时确保印刷
材料的精确套印。
为确保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近期雅利
印刷准备再购进一台麦安迪最先进的P9E
型柔印机组，它将是一台理想的软包装、
薄膜材料印刷机。
除了由这13台麦安迪柔印机组成的强
大舰队外，雅利印刷还拥有数台国产平版
胶印机和碳粉型数码印刷机。公司月产标

最让雅利印刷公司引以为傲的是其所
获得的绿色印刷资质，这也为它争取到了
像欧莱雅、玛氏公司、丹佛斯、汉高、迪
士尼和乐高等一系列品牌客户，并通过了
他们的独立审计。
在雅利，环保无处不在。2017年雅利
印刷全年碳排放水平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10%；通过使用LED节能灯泡和UV干燥系
统，公司进一步减少了能源消耗和VOC排
放；用电动运输车辆和员工通勤车代替燃油
车辆，用不织布替代传统垃圾袋，雅利印刷
将节能减排落实到每一个细处。

签超过2亿枚，年产值超过2.3亿元人民币。

小标签，大作用
雅利印刷今天成绩的取得不是偶然的，
它离不开领导团队的高瞻远瞩，离不开操作
团队的匠心精神，更离不开创新的基因和供
应链支持。雅利印刷利用现代印刷技术攻坚
了一个又一个应用难题，创造了新的市场需
求，譬如：雅利印刷利用麦安迪P系列生产
线上的柔印与丝网印刷组合加工出新型防伪
标签，并已取得良好的市场效果。这种防伪
产品在亚洲市场有其特殊用途，尤其适用于
高端产品的防伪溯源。
对创新的执着，对产品品质的不懈追
求，让雅利印刷赢得了诸如欧莱雅、雅诗
兰、美宝莲、汉高、强生、资生堂、高露
洁、大宝德芙、飞利浦和西门子等一众国
内外全球品牌客户，业务范围覆盖日用消
费品、医药保健、电子电器、食品酒类、
化工等多个行业和领域。
雅利印刷从未驻足在昨日构建的美丽梦
想上，对未来，蔡总有着先人一步的思考，
并将其落实为一套完整的可实施的方案，在
实际生产中全面贯彻落实。蔡总认为，企
业的成功构建在关键的几个因素之上，个
性化、定制化、独特性、唯一性、可追溯
性、最快的转换速度和网络透明度。通过上
述工具，雅利印刷将增值、创新与成本效益
融合，由此锁定了更多的业务。
从初始设计，到印刷，到印后加工，

雅利印刷的客户群是庞大的，涉及到
众多国内外品牌商和不同的应用市场，如
何“严把质量关”始终是雅利经营中的重中
之重。从创意设计到印后成品，在雅利，每
一道工序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把关和色彩一致
性确认。雅利印刷的测试包括材料的粘度测
试、产品的耐光性、色牢度和安全性测试，
以及操作环境的模拟试验。不间断的抽查，
持续对生产效率和准确性进行监控，雅利印
刷出产的每一件产品都是有质量保证的，并
实时上报，协助管理。
雅利印刷对细节的把控和对品质的坚
持也让麦安迪在中国地区的总代理—美国
联合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北海先生赞叹
不已，他由衷地表示：“我们很荣幸，也
非常庆幸能与雅利印刷这样的优质企业合
作。他们运营机制灵活，对供应商能提出
明确需求，而且需求巨大。10年间安装13
条麦安迪生产线证明了麦安迪设备的品质
和能力支撑，完美地契合了雅利印刷的高
标准、高质量加工需求。最让我难以相信
的是，雅利印刷生产的很多高质量产品居然
采用的是柔性版印刷与丝网印刷的组合。”

关于未来
关于未来，雅利印刷有着明确的目标
和雄心壮志，在国内重要节点建立新的工
厂，不断开拓新技术和新的市场应用，以
服务和创新推动业务，用品质和真心赢得
客户。雅利印刷正密切关注麦安迪数码印
刷系列—Digital Series HD 高清数码柔印
机以拓展其数字印刷规模，并不断提高其P
系列柔性版印刷机的连线印刷性能。

客户的信心之选

永久

产品质

量保证

Armor为inkanto碳带提供
永久产品质量保证
ARMOR CHINA
armor-china@armor-group.com
+86 760 2212 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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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通通印：
引进新设备，谋求新发展
本文将讲述通通印成都公司新增一条意大利欧米特XFlex X4窄幅柔性版印刷生产线，拟通过加工薄膜类印材，拓
展酒类和食品领域的收缩套标业务，寻求新发展的故事。

以此为基础，秉持“立足中国西南，打造高端标签”的坚定
信心，通通印成都公司在总经理王大训先生的带领下，经过近6
年时间，已发展成为一间具有现代化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的高科
技数字化印刷企业。其产品专业性强，加工能力高，尤其在防伪
标签等高专业性产品加工领域更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为集团带来
丰厚的利润。现在，通通印成都公司拥有员工80余名，客户主要
集中在电子、汽车、食品、药品和酒类防伪等领域。

引进新设备，谋求新发展

意大利欧米特XFlex X4窄幅柔性版印刷生产线

通印标签是丰力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Ganda International）在中国投资的一家专业从事标签、标识产品印刷的
外资企业集团，旗下现有通通印标签（苏州）有限公司、成都通通
印防伪票证标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通印成都公司）和重庆通
通印标签印刷有限公司三家公司。
通通印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样本企业。我们曾分别于2012
年、2014年以《通通印：开辟蓝海，寻找增长新动力》和《布局
大西南，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为题详细介绍过其立足本土市场，
在做好传统印刷业务的同时，努力为客户提供个性化、高附加值
标签产品，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实现企业快
速增长的故事。
近期，通通印成都公司新增一条意大利欧米特XFlex X4窄幅
柔性版印刷生产线，拟通过加工薄膜类印材，拓展酒类和食品领
域的收缩套标业务，寻求新的发展，引起了业界关注。今天，让
我们再次走进通通印成都公司，了解其背后的故事。

通

立足西南，打造高端标签
通通印成都公司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因地制宜，结合我国
西南产业布局特点，专业从事RFID、电子标签、ESA防盗标签、
防伪标签、易碎纸标签、条形码标签、电子监管码标签、防伪证
卡各类票据等安全数字印刷业务的现代化企业。
通通印成都公司建厂之初即采用了高“配置”，先后引进西
南地区首台惠普Indigo WS4600数字商业轮转印刷机、浙江炜冈
ZX320间歇式PS版传统卷筒印刷机、3650平张印刷机、浙江炜
冈ZBS—450柔性版印刷机和RFID电子标签印刷机等国内外先进
生产技术和设备。“做出自己的专业特色，为客户提供有高附加
值的产品，最终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是通通印标签公司
创始人兼副董事长郭强年先生为企业定下的发展基调。

今年年初，继数码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和胶印设备
后，成都通通印公司新增一条意大利欧米特XFlex X4系列窄幅柔
性版印刷生产线。事实上，公司最初打算安装的是一台10色机，
但现有的厂房面积仅为1200平方米，并被分为四层，楼层空间明
显不足。而这台新装的8色欧米特X4印刷机则是一台高规格的印
刷机，不仅能被安装在通通印紧凑的生产区域内，还配有冷烫单
元、双模切工位，翻转架和剥离/复合装置等。
除了“紧凑型”的配置，王大训总经理对这台印刷机的性能
表现更是非常满意：“在所有国内外领先的印机品牌中，我们发
现欧米特设备在处理薄膜类印材时表现最佳，加之440毫米的幅
宽，使其明显优于我们竞争对手的设备！”
随着市场对热转印标签需求量的持续走高，通通印也正由凹
版印刷转向柔性版印刷，逐步增加针对酒类和食品领域的收缩膜
标签业务。在加工这类复杂性产品时，这台欧米特X4生产线通常
能保持在70米/分钟左右的运行速度，但在处理工艺相对简单的
产品时，王总表示，它可以以190米/分钟的速度运行，且能保持
稳定的套印效果。
让王总对这台设备感到满意的还有其直观、便捷的操作模
式，“我们的操作员只需两到三天的时间，便彻底学会了如何商
业化地操控这台机器。这是一台非常实用的设备，高效且具备联
线多工艺加工功能。”他表示道。
通通印加工的收缩膜标签刚刚喜获亚太地区日本赛区的行业
嘉奖，加之四川是我国食品生产大省、白酒的生产强省和消费大
省，省内集中了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全兴、沱牌、郎酒
等众多知名品牌，奖项和对市场的预期更坚定了通通印成都公司
发展针对酒类和食品领域的收缩膜标签业务的信心。而欧米特X4
印刷机的引进，无疑将更好地助力其目标的实现。
相比其他国际设备供应商，欧米特提供的本土化服务和其在
国内标签印刷界已树立的卓越声望也是吸引通通印作出采购决策
的另一项因素。“欧米特公司在中国拥有完善的客户群体，已安
装设备70余台，他们的苏州基地能提供本地化售后服务，让我们
对这台设备的使用和售后服务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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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成都通通印公司6,000平方米的新厂房正在筹建中。
届时，新厂房投入使用后，欧米特X4印刷机亦将大显身手，满负
荷运转。

标签界的“新宠”
— 郭强年先生谈收缩膜标签

关于未来
诚如郭强年先生所说，纵观近年来国内印刷行业的发展状况，
印刷供应链上的印刷企业以及相关的材料、油墨、电商以及印刷
设备软/硬件供应商等都面临着来自同行业企业间的激烈竞争、环
境可持续发展的严格监督、专业技术人员的严重短缺、厂房租金
及人工成本普遍上涨等多方面的挑战。而前段时间的中美经济贸
易战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内印刷企业的挑战。
他指出，国内印刷企业正通过企业间合作、强化企业自身实
力、利用技术融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按需印刷等多种手段和方式
实现跨行业、跨领域发展，不断寻找到新的商机。
通通印亦在不断尝试各种机会，包括在中国西部寻找合作投
资机会。“成都当地市场需要更多的新技术投资，以满足品牌商
对更复杂的标签产品的需求。”王总诚恳地表示。
在中国，有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唤醒品牌商和其产品，
但正因为有了一批像郭强年先生、王大训先生这样拥有丰富印刷经
验、又具前瞻眼光的印刷人奋起直追，相信在各种新设备、新技术
的保驾护航下，中国品牌大爆发指日可待。

收缩膜标签作为标签市场的一部分，占据重要的地位，常用于包括饮料、乳
制品、粉状食品和快餐等新产品的推广。主要用于收缩套标、满封标签、瓶帽和
瓶盖封口、防盗带和集束包装等。收缩膜标签大多选用背面印刷、不带胶水、更
环保、防水、防潮、防启封（可保证产品是正品）的套管，很容易与容器分离，
方便回收，适用多种容器材料（含塑料、玻璃和金属容器），可设计外形新颖的
包装瓶，采用引人注目的颜色，实现360°的设计灵活性，套管支持从低到高，
方便多段、大面积的收缩轮廓，突出在超市货架上的形象。
近几年来，收缩膜标签在世界各地高速发展，势头强劲。纵观全球热收缩
膜标签产品的消费市场现状可以看出，亚洲地区以65%的市场份额居于首位；
其次是欧洲地区，占比19%；北美地区居于第三位，占比为12%；非洲与中东
以及南美洲地区分别占比2%。
此外，从亚历山大沃森协会（AWA）发布的市场调查数据中也不难发现，收
缩膜标签市场在全球标签市场中从2015年的13%增长到了2016年的18%，且近两
年来市场份额仍在不断扩大，发展潜力巨大，成为标签印刷行业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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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绩：为客户提供安全备份
时隔六年，作为中国民营印刷企业领头羊之一的北京德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再次安装一台配置完全相同的欧米
特XFlex X6印刷机，引起行业关注。

北

京德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德绩）成立于
2004年。最初，工厂设立在北京北郊的昌平区，早期使用
罗铁轮转凸版印刷生产线。随着需求的增长和新市场的多样化发
展，总经理于大洋先生认为他需要认真研究新型柔性版印刷机能
提供什么。

谈设备，为客户提供安全备份
于是，他结合现有的实际业务，对一些领先的印机制造商的
设备进行广泛的印刷测试。“选择欧米特是因为前期的印刷测试
进行得很顺利，而且印品质量非常好。当时我们需要在短期内安
装一台机器，只有欧米特能在8周内完成交货，这让我们很容易
做出最终的抉择。”
除此之外，于大洋先生也非常认可欧米特在国内业界享有的
良好声誉。目前欧米特在中国拥有70多家用户，且这家意大利制
造商在苏州拥有完善的销售及售后支持等因素，也激增了欧米特
在于总心中的砝码。
“6年前我们准备采购设备时，相比其他国际设备供应商，欧
米特在本土化服务方面更吸引我。他们可以根据实际生产需求、
订单结构进行定制化配备。” 于大洋先生介绍道，“第一台欧
米特XFlex X6印刷机的使用效果很好，直接促成我们购置第二台
设备，这是为了保障生产顺利、不发生问题进行的安全备份。”
德绩时隔6年购置的这台欧米特XFlex X6印刷机在配置和功
能上与之前完全一致，都是10色机，幅宽430毫米，配备紫外线
固化系统，并加装丝网、热/冷烫单元、剥离/复合、翻转架及双
模切座等附加装置。
“两台欧米特柔性版印刷机采用相同的配置，可以实现订单
之间的工装任意切换调用和安全生产备份，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避免单台设备产能、效率、故障等方面的风险，是对客户负
责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对客户订单的双重保障。”于总一句话
透露出他在设备采购方面的独到之处，也破解了行业同仁的猜测。
他表示：“未来，我们选购时都会订购两台配置相同的设备。”
设备采购前， 于总曾到访欧米特在意大利的工厂，并在那里
做进一步的测试。采购订单是在2017年布鲁塞尔举办的欧洲国际
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 2017）上最终确定。该设

北京德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大洋先生

备已于去年8月落户德绩位于北京通州区的新工厂。自投入使用以
来，这台印刷机每年至少能为德绩提高20%的生产率。
于总表示，德绩的订单（运行长度）在3000米至10万米之
间，由于标签的复杂性，许多产品只能以75米/分钟左右的速度
进行生产。“值得一提的是，欧米特X6生产线调机很便利，只需
其他设备一半的时间即可完成调机，这意味着其他公司无法与我
们的产品竞争。而且X6还特别擅长印制轻型无底纸薄膜，印制模
内标亦不在话下。最棒的是，这一切都是在线一站式完成。”他
补充道。
如今，北京德绩的大部分产品应用于白酒和乳品行业。尤其
是牛奶标签，这两条欧米特XFlex X6印刷生产线从周一至周六每
天都要运行20小时。正是由于业务的快速增长，突显了德绩添加
第二台欧米特设备的必要性。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北京德绩能够正确把握自己的发展方向。
对未来，于总有着雄心勃勃的发展大计。2018年，德绩销售额
已达5千万元人民币。随着欧米特X6新生产线的全面投入运营，
于大洋先生的目标是在2019年实现销售额8千万元人民币，在北
方，与竞争对手相比较，我们在生产高端标签方面占有技术和供
货能力的优势。”看得出，于总对于这次添置的设备非常满意。

谈数码，另辟服务空间
在华北地区的标签印刷企业中，于大洋先生属率先引进数
字印刷技术，不过这次在扩充设备时却并未选择数字印刷设备，
反而购置的是传统的柔性版印刷设备，这不禁令很多同仁感到好
奇。“我们已经具备数字印刷能力，并且数字信息防伪产品占总
业务量的40%左右。2018年，德绩在南方的工厂正式投产，这部
分产品将释放更大的产能。”于大洋先生介绍道。
于总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数字印刷技术发展
之路会更长，而且很多替代方案也会延缓数字印刷的进程。新一
代会用一些创新的包装应用激活数字印刷，并创造出全新的商业模
式，而非传统工厂模式。于大洋先生本人就非常关注且看好数字+
柔印组合式印刷方案的发展，他认为这会成为德绩未来的选择。

谈发展，为企业准备多重保险
尽管与一般意见相左，于总表示，中国非常重视环保，特别
是在窄幅印刷领域。他认为只有对最新技术持续投资才能满足更
严苛的环保目标，这也是德绩瞄准高端标签市场的原因之一。因
为高端标签利润相对丰厚，能为空气净化系统和控制废气排放提
供相应充足的资金。目前，德绩通过竞标吸引大宗订单，而且德绩
参与竞标的项目往往仅限于有高品质需求而非只关注价格的标的。
“选材优良，成品优良。通过创意、设计和先进技术为标签
提供更高的附加值，进而造就健康且成功的稳定商业模式。”这
是于大洋先生贯彻始终的经营管理理念。随着中国人口和居民收
入的快速增长，品牌企业将对包装提出更多元化的需求，同时还
会要求服务更精准化，这将给包装印刷行业带来巨大的压力。但显
然，于大洋先生已经开始提前布局，为企业的发展加上多重保险。
据了解，于大洋先生的另外一笔设备采购计划已在酝酿之中，
这次他的目标是欧米特XFlex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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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博智能：
打造世界级的中国数字印刷品牌
弘博智能是汉弘集团将数字标签印刷与书刊印刷业务剥离后，针对数字标签印刷市场推出的一个全新品牌。凭借
集团多年来在数字喷墨领域的技术优势和经验积累，弘博正致力于成为世界级的中国数字印刷品牌。

作

为数字喷墨印刷领域内的全新品牌，
弘博智能，您可能第一次听说，但
对于其母公司—深圳汉弘数码印刷集团，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深圳汉弘数码印刷集团，2010年创建
于深圳宝安，是一家以数字喷墨打印技术为
核心、集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于一
体的高端智能印刷装备制造企业。集团拥有
行业最顶尖的研发团队，是国内鲜有的在工
业数码打印行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企
业集团。目前集团的产品应用涵盖广告、家
装、成衣、纺织、标签、电路板、纸箱以及
3C电子等行业。

2013年，公司开始筹划在工业印刷领
域的研究。2015年，汉弘将深圳市汉拓数
码有限公司、深圳弘美数码纺织技术有限
公司、深圳汉弘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深圳
弘锐精密数码喷印设备有限公司、深圳汉
华工业数码设备有限公司五家企业整合为
汉弘集团。
2 0 1 8 年 ， 汉 华 工 业 推 出
LabStar330/330E标签数字设备，正式进
军标签数字印刷领域。2019年，为了将标
签业务从书刊数字印刷业务中剥离出来，
公司正式创建弘博智能，并制定了以海外

市场为先导，推动国内市场成熟发展的战
略，旨在实现从简单的数字喷墨印刷设备
供应商、到数字喷墨产业解决方案提供商、
再到互联网印刷综合方案提供商的全方位
发展，致力于成为世界级的中国数字印刷
品牌，弘扬中国制造。
从商业数字印刷到工业数字印刷，从
瓦楞行业、纺织行业再到标签行业，汉弘
集团正在进行怎样的产业布局？带着疑问，
《标签与贴标》中国采访组对弘博智能总
经理赵江武先生进行了专访，听听一个老
牌数字印刷设备供应商在标签领域的新设
想和新规划。

新产品

弘博智能主推的工业级标签数码印刷机LabStar 330

新品牌，助力标签印企降本
增效
“从瓦楞到标签，其实是一个从易到
难的过程。相比瓦楞印刷，标签更精美，
工艺要求也更高。而且，随着标签行业的
多元化、碎片化小批量、多SKUs的发展，
再加上互联网+的推进，市场对数字产品的
需求会越来越大。”赵江武谈及公司进入标
签市场的初衷，是因为更看好数字标签印刷
市场的发展潜质。
LabStar330/330E标签数字设备是
弘博智能新推出的两款标签数字印刷设
备。LabStar330是一款五色（CMYK+白）
打印的工业级标签数码印刷机。该机最高打
印精度为1200×1200dpi，能确保更高的打
印品质。为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公司还
推出经济版标签数码印刷机LabStar330E，
其最高打印精度为1200×600dpi，最高打印
速度为50米/分钟。这两款机型均适用于最大
宽幅324mm、厚度在0.02—0.5mm范围内的
各种打印基材，包括PET、PVC、PP、PE
和BOPP薄膜、合成纸类、铜版纸类及铝
箔等特殊材料，可为客户争取更多的盈利
机会。
“这两款设备均使用日本京瓷喷头，
采用我们自主研发的喷墨控制系统、双拼
方式，不仅实现了高精度的印刷效果，而
且还能达到稳定工业生产前提下50m/min
的印刷速度。”赵江武介绍道。
除了高精度的印刷质量和较高的印刷速
度，弘博对这两款新设备的投入成本和使用
成本更充满信心。“现阶段，相较传统印刷
方式，数字印刷产品的单价还是偏高，这也
是很多人看好数字印刷的未来发展但又始终
保持观望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成本优势
正是这两款新设备的卖点之一。”

数字印刷设备的投入成本只是其中的
一部分成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喷头、
油墨等耗材的使用成本和加工成本对标签
印企都是不小的压力。“汉弘集团凭借多
年来在喷墨印刷领域积累的资源和研发实
力，不仅可以有效实现集约化采购，而且
还能够与供应商合作进行定制化开发，由
此可以大大降低数字印刷的耗材成本。”
弘博智能站在客户角度，想客户所想，为
客户节约成本，解决了客户购买数码印刷
设备的后顾之忧。
“数字印刷设备就像我们使用的智能
手机、Pad等电子产品，系统的更新换代速
度非常快。弘博智能核心的喷墨控制技术，
可以做到连续、无缝升级服务，客户无需增
加或更新任何设备，就能够实现无缝升级和
持续升级，这确保了客户以最低的成本使用
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和服务。”弘博智能在
尽最大努力降低数码印刷设备的使用成本，
助力标签印企多方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数字设备和耗材的高投入和高使用
成本只是一个阶段。”他继续道，“未来，
随着市场需求的提高，技术的日益成熟，批
量化生产将会使得这些费用大幅度
降低，再加上人力成本的提高和环
境压力的增大，都将推动数字印
刷进入应用和发展的快轨道。”

智能化领航、全方位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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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在小批量、多SKUs的零散订单上，并
不能真正发挥它的优势作用和价值。标签印
企更应该去发掘一些可变数据、个性化定
制、智能溯源等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实
现数字印刷设备市场应用的最大化。”赵
江武还建议，除了生产产品的变革，标签
制造商更应该抓住互联网+的机遇，借助数
字印刷设备的高效性和及时性，从经营思维
和模式上进行彻底的数字变革。
“汉弘集团多年来在广告、纺织、成
衣、瓦楞等商业和工业数字喷墨领域成功
应用的案例，恰恰可以助力标签制造商加
速这一变革。”赵江武表示道。
根据规划，弘博智能将逐步实现从简
单的数字喷墨印刷设备供应商、到数字喷
墨产业解决方案提供商、再到互联网印刷
综合方案提供商的全方位发展。“全方位、
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将互联网+的思维和运
营模式运用到标签生产制造流程中，实现
智能操作、智能输出和智能交互，从而帮
助客户达到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发展。”这
正是弘博智能的“智能化领航”，全方位
发展的意义所在。

以人为本，科技兴企
弘博智能的创建以及LabStar330/330E
标签数字设备的推出给标签行业带来了新气
象。但赵江武先生认为这只是他们迈出的一
小步，依托于汉弘集团，弘博智能将“不断
研究、深入掌握最新的数码喷墨技术”作为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并会努力落实
到公司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
“目前公司从事标签业务的人员超过
30人，仅研发和技术人员就多达20多人。
加入弘博智能前，他们曾就职于海德堡、
高斯、华为、中兴、富士、Mimaki、大族
激光和迈瑞等高科技企业，拥有丰富的数
字喷墨印刷领域经验，他们的加盟将加快
公司在标签数字印刷领域的推进速度。”以
人为本，重视专业研发团队建设是弘博智能
从汉弘集团继承来的优良DNA。
汉弘集团是国内鲜有的在数码打印
软硬件处理和数据传输方面均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集团先后获
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ISO9001
质量认证、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认

数字印刷与传统印刷属于两
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模式，因此，
接单模式、运营方式都应该区分
开来。“如果只是将数字印刷设
LabStar 330的打印样品图

36 | 新 产 品

证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和行业认证。目前集团拥有192项专利
和知识产权，其中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已通过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集团还建立了产品从工程设计到采购、制造、检测等环节的
科学流程与规范。
目前汉弘集团的研发人员已占到员工总数的30%，公司每年
还会将总营业收入的10%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中。持续、循序渐
进的投入，让汉弘集团实现了技术领先的良性循环，加速了公司
的发展。现在，公司掌握喷头驱动控制、高速数字印刷、图像识
别和整套应用解决方案、机械设计与制造等数字喷墨印刷的核心技
术。其中对于喷头控制，汉弘集团已自主研发出针对京瓷、理光、
赛尔、北极星和Samba等全球主流喷头供应商的控制系统，并成为
国内首家将理光喷头带入中国市场、全球第二家自主开发Samba
喷头控制系统的企业，同时汉弘集团还是京瓷在全球范围内最大
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近五年来，汉弘集团销售年复合增长率超
过100%，在追求“科技兴企”的同时，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以海外市场为先导，推动国内市场的成熟发展
如今汉弘集团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各省市建
立起完备的销售体系和服务响应机制。其提供的不迟于24小时的
快速响应机制和7*24服务模式，也将成为弘博智能走向全球化发
展道路的基石。
关于市场布局，弘博智能战略很明确，那就是以海外市场为
先导，再推动国内市场的成熟发展。“目前中国市场对标签数字
印刷设备的需求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再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
数，数字印刷产品现阶段的优势并不凸显。而海外市场亦已成熟，
品牌消费者对数字印刷的意识和接受度都非常高。”赵江武解释
道，“此外，成熟市场对于产品的品质要求和检测系统都比较完
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们完善设备性能，加速新品研发，
与世界接轨，以此推动弘博智能的长远发展。”

作为进军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弘博智能将参加今年9月
24—27日在比利时举办的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 2019），并作为登陆国际舞台的首次正式亮相。随后，
弘博智能还将参加12月3—6日在上海举办的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
览会（Labelexpo Asia 2019）。据赵江武介绍，弘博智能在这个
两个展会现场都将举办新机发布会和演示活动。

创造未来
对于未来，赵江武认为国家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环保政策趋
严，以及中国市场人口红利下降、人工成本增加，特别是新生代
从业者不喜欢从事体力工作，缺乏技能和经验等因素都会促使标
签印刷行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进行调整和变革。“再加上
国内终端消费市场的升级，将促进一大批优质、本土化品牌的诞
生和发展。我认为，经过这一轮的洗牌，未来的中国市场将出现
1—2个集团性的大企业或产业联盟。”
“在这场变革的大潮流中，唯一不变的就是看清形势、不盲目
追求潮流，踏实做事，持续创新。譬如对于数字+传统柔印混合印
刷技术，我们随时都在准备，只要时间合适，随时都能推出。但我
们不会一味追求为了混合而混合，而是要将数字与柔性版印刷的平
台和数据进行深度融合，从而实现1+1>2的效果。”
2018年，汉华工业的营业额已经占到整个集团总营业收入的
30%。“弘博智能的设立，标志着集团看好高精度数字喷墨印刷
技术在标签等领域的发展，愿意持续投入、深耕行业的决心。未
来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一部分业务收入扩大到集团总收入的70%。”
赵江武对弘博智能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我们也相信，秉承汉弘集团“诚信、做实、团队、分享”的
企业文化以及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重视研发、提供全方位方
案、全球化布局和持续创新的弘博智能，将打造成为一个世界级
的中国数字印刷新品牌，弘扬中国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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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处理的重要性
作为电晕处理技术的发明者，Vetaphone(唯达
丰)拥有丰富的表面处理知识和经验，多种产品
组合为各种卷材加工应用行业提供不同幅宽的
处理解决方案。
我们的专业确保完美的表面黏合力 - 因此助您
获取最终完美的效果。

Vetaphone(唯达丰) 的窄幅标签处理机现可提供8个电极以获得更好的材
料表面处理。更多详情请联系Vetaphone(唯达丰)
sales@vetaphone.com

Henry MA
MB: +86 13901072583

www.vetaphone.com | sales@vetaph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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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诺与施潘德合作推出的N610i+柔印混合印刷设备

混合印刷，
标签印刷的未来选择？

混合印刷技术将传统模拟生产的成本效益与数字加工的灵活性相结合，创造出更多全新的标签解决方案和新的
应用潜质，实现“1+1>2”的共赢效果。请看Mike Fairley先生的详细介绍。

当

时光进入2019年，混合印刷机的装机量和使用频率徒然增
加，这让我们不得不更多的关注混合印刷技术在标签、包
装印刷领域的发展及未来。
混合印刷技术最早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0年前。当时，部分加
工商通过在其已有柔印机上加装CMYK喷头的方式实现了可变数
据印刷。10年来，混合印刷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数码印刷与柔
印这两种工艺以不同形式进行组合，两者之间界限越发模糊的迹
象十分凸出。

雨后春笋
现如今，柔印设备加工商可以根据客户的生产需求、订单结
构进行定制化配备。简单的做法是将数字印刷单元搭载于柔印平
台上，使之成为一台入门级混合印刷设备，同时增加专色印刷和
冷烫功能，有的甚至还添加各类型的印后工艺；更高级的是，在
传统柔性版印刷设备上安装一体化的数字印刷系统。现在几乎所
有的传统模拟标签设备制造商都拥有一款高端混合印刷机型，搭
载5—8色彩色喷头，并可以根据客户生产需求加装2—8个柔印单
元，连线各种可行的印后加工单元。
比如，多米诺与施潘德合作推出的N610i+柔印混合印刷设
备。该设备兼具柔印的高生产率以及数字技术在作业快速转换时
的高灵活性，物理分辨率达600dpi；可以实现替代丝网印刷效果
的高遮盖率白色在内的7色印刷，能印刷出潘通色谱中90%的颜
色；无需制版或者复杂的混墨系统。特别是与施潘德柔印技术相结
合，使得该设备的承印范围和适应性更广泛，承印厚度从12um到
600um，适用于PE、PP、PET、PVC、软管、纸张等不同材料，
并且能连线更多的后加工方案，如：热烫、冷烫、模切、丝印等。
MPS EF SYMJET系列印刷机是MPS柔印机与多米诺数码印刷
机的共生产物。它的名字来源于英文单词“symbiosis（共生）”
，象征着两种完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不同生物，经过集成、整
合后能同时获得双方的优势。MPS EF SYMJET系列印刷机具备
柔印机的自身优点，如：自动化压力设置和活件记忆功能，同时
又兼具数码印刷的加工优势，可为标签印刷商提供更宽广、全新
的印刷可能。

此 外 ， 多 米 诺 还 与 国 际 知 名 企 业 G r a p h i
Mecc、ABG、Lombardi、CEI等建立合作关系，可对设备的稳定
性进行校验。
再比如，麦安迪推出数码1号（Didital One）数码柔印机和DS
HD（Digital Series）高清数码柔印机。与其他打印平台不同，DS
HD数码柔印机提供众多机组式作业选项，全部为连续或卷对卷操
作。其创新的软件系统将高速彩色喷墨技术融入到传统的柔性版印
刷、丝印、冷烫、模切和覆膜等工序中。是高速度数码打印与高质
量柔性版印刷完美结合的产物。
而欧米特XJET数码印刷机则是将欧米特柔印品质与Durst数
字喷墨印刷技术相结合，在单一印刷机上融合了数码和柔印两种
技术的所有优势。无论长短单，均能带来最高水平的生产力。并
且这是一款具备联线多种工艺配置的标签印刷机，独特的多工艺
单元及印后加工单元，可确保一次运行产出最终产品。
捷拉斯Labelﬁre 340和Labelﬁre E 340是在海德堡公司制定的
数字印刷机发展战略框架下的一个显著成果。它搭建在捷拉斯最畅
销的Gallus ECS340柔印平台上，集合了数字印刷以及柔印、丝印
等多种传统印刷方式，可以在线增加柔印及丝印机组，并可在线进
行上光、冷烫、覆膜、模切、分切等标签常用的印后加工，只需
一次走纸就可以完成从放卷到最终的标签产品，这样可大大提高
效率，减少前期准备和生产时间，同时材料的浪费也极大降低。
捷拉斯Labelﬁre 340采用富士胶片Samba喷墨打印头，物理
分辨率高达1200dpi，墨滴大小只有2pl，高达200灰度等级值，
视觉分辨率可达到2400×2400dpi。捷拉斯Labelﬁre 340（捷拉

麦安迪DS HD（Digital Series）高清数码柔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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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米特XJET数码印刷机将欧米特柔印品质与Durst数字喷墨印刷技术相结合

斯Labelﬁre E 340为5色机）配备8色喷墨
印刷—黄、品、青、黑、橙、紫、绿、
白，可以覆盖95%的潘通色。
纽博泰PANORAMA混合印刷机背靠
纽博泰丰富的柔性版印刷技术和经验，由
DP-3数字喷墨印刷单元、柔印单元和印后
单元组成，并采用专门为FA-4*印刷平台开
发的CleanHand技术。它还配备一个纽博
泰FP-4平压平凹凸烫金单元和半轮转模切
单元。该印刷机的印刷分辨率为600dpi，
印刷速度可达50m/min。
去年一年，印度和中国国内的印刷
设备制造企业也推出了全新的混合印刷机
型。2018印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期间，
印度柔性版印刷机制造商Multitec宣布与多
米诺公司共同开发UV喷墨—柔版混合印
刷机。据悉，这种印刷机的结构将完全采
用定制化，包括UV柔印、冷烫金和后道单
元的机组数量和位置。
云帛（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针
对单个印刷订单越来越短，接单成本越来
越高，而利润却越来越低，客户要求的交
货期越来越紧等行业变化推出一款海帛数
码标签多功能印刷机。该机采用日本京瓷喷
头，印刷分辨率为600×600dpi，印刷幅宽
有110mm、220mm、330mm三种选择，印
刷速度最高为50m/min（高精模式）至75m/
min（普通精度模式），可承印材质厚度在
20—400um范围内的各类标签材料。该设
备集合预处理（放卷张力控制、纠偏、除
尘、电晕）、柔印、数码、烫金、模切、
排废等多道工序，可实现从印刷到印后一
体化的全自动标签生产过程。从正式推出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海帛数码喷墨标签印
刷机已签订中国第一家客户—浙江茉织华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截止发稿，这款设备
已经成功售出6台。
据我们了解，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还会有多款混合印刷设备推向市场。尤其
随着主攻软包装市场的宽幅混合印刷机上
市，大量的宽幅以及单张纸包装印刷设备
制造商也会跃跃欲试，加快进军混合印刷
市场的步伐。

混合印刷究竟能带来什么？
从掌握的数据来看，目前在全球范围
内至少已经安装150台混合印刷机。安装
设备的层次和水平根据企业规模的大小划
分地十分明显。比如，中小规模的标签印
刷企业多选择入门级混合印刷机，也有通
过在现有设备上加装喷墨头实现数字化改
造的；而跨国加工商则更多地选择高端设
备，配置8—14色组，数码印刷与柔印组
合，有的甚至加装丝网印刷单元，用于高
端奢侈品牌的创意标签加工。
企业的选择不难理解。小型标签加工
商只要通过在现有的某一台柔印机上加装
CMYK+白色喷墨单元，既可以以极低的
成本投入获得混合印刷的所有好处，又拥
有柔性版印刷的生产成本效益和数字印刷
技术的灵活性，同时还可通过增加模切和
分条等功能，增强印后加工能力。对于中
小型标签加工企业，即便是从设备制造商
那里直接购置一台入门级混合印刷设备，
投入成本也不高。
跨国企业多订购价值超过150万美
元的高端彩色混合印刷机，如配置
CMYK+OGV+白色喷墨的一体化数字印刷
机、5个或6个柔印单元，甚至还包括轮转
丝网印刷单元等。印刷机的配置取决于企
业加工的产品和他们服务的客户，如果客
户是全球化的奢侈品牌，仅数码印刷或单
一的柔性版印刷，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
所有加工需求。比较而言，全球化品牌对
其产品外形、标签有更多诉求，比如要求
可变、创新和奢华的质感等。过去，数码
印刷完全可以满足奢侈品的需求，例如：
对多SKUs的要求、可变数据、短版印刷、
按需多次印刷、不同版本等等。然而，奢侈
品牌的需求不断演化，他们尤其对专色、带
纹路的触感有特殊偏好，有时需要拥有印
刷金银墨的能力，有时还需要配上冷烫工
艺等，这些正是柔性版印刷和丝网印刷的
专长。现在，奢侈品牌还可能会要求在黏
胶一侧印刷，这也是柔性版印刷的强项。
在某些极端个案中，客户要求加工出多层
结构的标签，这就需要在柔印单元和覆膜
单元前或后加装喷印头。

通过用户的实践已经证明，混合印刷
还具备以下诸多好处：每台设备都可以根
据单个加工商的特殊需求进行模块化组合，
通过在单一设备上获得多种工艺效果，从而
实现最优的印刷工艺，满足加工商差异化
印刷需求，提高印刷品的附加值；一次运
行即可产出最终产品，且成品标签拥有稳
定的质量，高雅、优质的外观，即便工价
稍高一点，标签采购者也比较容易接受。
总的来说，混合印刷技术将传统模拟
生产的成本效益与数字加工的灵活性相结
合，创造出更多全新的标签解决方案和新
的应用潜质，实现了“1+1>2”的共赢。除
了标签业，混合印刷设备在加工软包装时同
样高效、灵活。试想，若用轮转丝网印刷单
元印刷白色墨或其他颜色的墨水，用数码印
刷来满足客户对短单和多SKUs需求，用柔
印单元印刷金属墨水、实现冷烫工艺，一次
运行即可产出最终产品，这是一个多美好的
世界，而它即将到来！

混合印刷设备是否值得投资？
如果从财务可行性角度看，混合印刷
是否值得投资？Sean Smyth博士是标签与
包装印刷领域内的一名专业顾问。他通过一
款复杂的成本计算模型工具得出，在印刷线
性长度为500—2200米时，混合印刷技术要
比其他印刷方式更经济实惠。
他表示，如果再将窄幅轮转柔印需要
多次更换印版、纯数码喷墨印刷速度较慢，
以及耗材价格等因素考虑进去，混合印刷面
对特殊设计的产品印刷时更具价格优势，时
间也最短。也许混合印刷在最初准备阶段需
要的时间较纯数码印刷，或纯柔性版印刷的
时间长一些，但是扣除印版更换的时间和后
加工时间，一台以70m/min速度运行的一站
式混合印刷机效率更高。
已经购买混合印刷设备的标签加工
商，无论他们购买的是改造后的设备，还
是高端彩色印刷机，给出的反馈都是同样
积极。一台设备、一名操作人员、一次运
行、一次换卷、一次检测，既可以做得更
多、更富创新性和创造力，还可以加工出
更多丰富多彩、不同凡响的标签产品。这
不是比一台离线印后操作的数字印刷机更
灵活，更能迎接挑战？

关于未来
混合印刷真的就是标签印刷的未来
吗？就目前而言，未来几年是否会有更多
的标签、包装印刷企业投资购买混合印刷
尚有争议。但从我们掌握的数据来看，现
在全球至少有20家印机设备制造商正在制
造或销售混合印刷设备，包括从入门级到
更高端、针对品牌加工商的混合机型。可
以肯定的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他们
将集中火力、高调宣传混合机型的优势，
强化由混合技术带来的共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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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胶排废困难的成因
分析与对策
随着我国不干胶工业发展的日趋成熟，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成为广大标签印刷企业共同关心的一个课题。在不干
胶标签日常生产过程中，排废困难是导致生产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不干胶标签在排废
过程中的废边断裂，从而导致停机。那么不干胶材料排废边断裂的成因有哪些？应该如何有针对性的解决？今
天笔者就来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

材料抗拉伸强度低

我们知道，不干胶标签排废边断裂主要发生在纸张类材料的
加工过程中，薄膜类材料则很少出现此类现象。这是由于纸张类
材料抗拉伸强度较低，在排废过程中受到拉力比较容易断裂。一
般有以下几个因素会影响到材料的抗拉伸强度：

1、材料本身的强度
纸张类不干胶材料的面材有很多种，包括：铜版纸、镜面铜
版纸、一防热敏纸、三防热敏纸等。这些材料在制造过程中会受
到不同工艺的影响从而导致材料的抗拉伸强度发生变化。比如铜
版纸材料，表面经过抛光处理和经过哑光处理的成品材料的强度
均有不同。另外在制造过程中，有些面材表面会经过涂层处理，
涂层的配方、厚度等也会对材料强度产生影响。因此，不同的面
材在加工成为不干胶材料后，其强度均不同；相同的面材，由不
同厂家生产制造，其强度也会不同。如果面材自身的强度不够，
就会在加工过程中造成排废边断裂。一般来说，不干胶材料的面
材强度不低于胶水内聚力强度才能有较高的排废性能。

2、在涂布过程中补水对材料强度的影响
不干胶材料在涂布过程中需要对底纸进行补水，目的是为了
使不干胶材料自身水份平衡，以防止成品材料在加工过程中出现
卷曲。但是有些底纸（如：格拉辛底纸等）自身密度较高很难补
水，若不干胶补水之后水份没有被底纸吸收，反而被面材吸收（纸
张类面材），这样就会令面材自身的强度下降，从而在后序加工过
程中导致排废边容易断裂。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刚出厂的纸
张类不干胶材料在模切过程中排废边容易断裂，但放置一段时间后
再模切加工，排废边就不再出现易断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个原因。

3、材料纤维的方向和长度
纸张类材料由纤维组成，那么材料自身的纤维方向和长度也会
影响其强度。因此，在不干胶制造过程中需要对面材的纤维长度进
行测试，确定是否符合生产要求。同时对于一些材料的纤维排列方
向做一定的要求，以保证成品能有更好的抗拉伸强度。

二、

胶水粘性太强

胶水的粘性主要指的是其流动性，一般来说流动性越强的胶水
其初始粘性也就越强。但如果胶水的流动性过强，就会导致在模切
过程中被切断的胶水迅速回流重新粘在一起，这样也会造成排废边
断裂。因为胶水粘在一起后会对排废边形成一个反方向的力，如果
这个力量大于排废边自身的强度，排废边就会断裂。

三、

排废角度不合理

排废角度过小会令排废边受力过于集中，同样会导致排废边
断裂，尤其是那些跨度比较大的标签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有经
验的操作人员都知道，同样的一批材料，模切面积较小的标签时
排废很顺畅，但是在模切面积较大的标签时则排废边易断。这是
由于标签面积大，其排废边就比较长，单位长度内受到的拉力越
大就更容易断裂。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尝试加大排废的角度，从直
径更大的辊上将废边拉起来，这样能够减少排废边在起废辊上的
单位长度受力，改善排废效果。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有的时候排
废角度并非越大越好。笔者就曾遇到排废边断裂后尝试把排废角
度加大，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反而是在一根直径较小的辊上拉起
排废边效果却好一些。这是因为，这根辊在运转过程中更加稳定
（跳动较小）。因此说，起废辊的稳定性也很重要。

四、

工艺设计不合理（圆角、形状）

有些标签设计不合理。例如，标签设计为90度直角或者标签
的形状异形，这类标签排废边受力过于集中，很容易断裂。因此，
在设计标签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尽量方便后道工序的加工生
产。如果遇到特殊原因无法变更设计，可以考虑用雪球式排废或者
是粉碎式排废方式来解决，当然这可能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改装。

五、

不干胶材料离型力过高

不干胶材料自身的离型力过高，也会导致排废边断裂，尤其
当遇到面积比较大的标签时，离型力对排废影响更加明显。一般
不干胶的离型力应控制在20—50g/inch之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
就比较容易断裂。但有一些特殊产品要求材料必须有较高的离型
力，该如何解决排废问题？我们可以采用预剥离的方式，即在模
切排废前先将材料的面材与底纸通过防粘辊剥离开，再迅速贴合。
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干胶材料的离型力会迅速下降，等排废过后
将成品放置一段时间，离型力将会恢复。
以上是造成不干胶标签在排废过程中废边断裂的几个主要成
因，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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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荷兰阿纳姆总部

MPS深入亚太市场，全球化布
局迎来新突破
2018年 初 ， 荷 兰 知 名 印 刷 设 备 制 造 商 MPS亚 太 公 司 成 立 。 随 后 在 短 短 的 一 年 间 ， MPS先 后 确 定 中 国 大 陆 、 中 国

台湾、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多家代理商，同时宣布多项任命，今年初又喜迁新址。至此MPS深入
亚太市场，全球化布局战略迎来新突破。

MPS亚洲办事处喜迁至全新的办公场所，配套技术试验中心

2

018年初，荷兰印刷机制造商MPS宣
布在亚洲建立新的代表处，以进一步
扩大在亚太市场的占有率。这间位于马来
西亚吉隆坡的新办事处即是MPS深入亚太
市场，全球化布局战略中的重要一步。随
后，MPS任命Tim Klappe先生为亚洲区执
行董事，统领办事处业务。同时加入代表

处的还有销售经理George Tan先生，他主
要负责本地区的销售工作。
一年过去，MPS的计划稳步推进，
各阶段预期目标初步得以实现。今年1月
1日，MPS亚洲办事处喜迁至全新的办公
场所，配套技术试验中心。全新的工作场
所同样坐落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共三
层，为今后办公、会议和举办小型讲座预
留了足够的空间。
但目前技术试验中心尚在翻修中，今年
5月将迎来首次现场开机演示。未来，这个
技术试验中心将用于MPS各类印刷机的演
示和市场应用测试，MPS最经典的EF柔性
版印刷机必列其中。
Klappe先生表示：“我们可能会安排
1—2条印刷生产线，一方面用于展示；另
一方面可测试各种材料的适印性，以检测

各类创新市场应用的可行性。希望这个技
术中心成为全亚太区柔性版印刷的知识宝
藏，如果客户有任何关于柔性版印刷的相
关问题都可以来此解决。”目前MPS在日
本 埼 玉市设有一个演示中心，并由其在日
本的代理商T&K Toka负责运营。
“这间办事处面向整个东南亚地区，
而吉隆坡的战略地理位置正是MPS的理想
选择。”Klappe先生如是评价道，“随着
吉隆坡办事处的各项设施全部投入运营，我
们将通过现有的代理网络和不断增加的市场
渗透率，尽最大努力拓展业务，为本地区客
户提供更直接的服务及技术支持。MPS公
司的运营理念是‘服务至上’，在我们售出
更多设备之前，必先为‘服务’铺好路。”
MPS亚太公司成立之前，设备均是通
过其在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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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 EF系列印刷机专门为标签和软包装印刷量身定制

MPS亚洲区执行董事Tim Klappe和销售经理George Tan

太市场的布局，先后确定上海鸣谦为中国大陆地区的代理商；台
湾 啟盟包装设备为其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代理商；K-Group旗下的

MPS EF SYMJET混合喷墨印刷解决方案，搭载Domino N610i数字喷墨印刷机，可为标签
加工商提供传统与数码印刷完美结合后形成的全新发展潜质

代理商由欧洲销往亚太各地区。目前，MPS在亚洲地区的装机量
近50台。

东南亚市场发展趋势
Klappe先生认为东南亚市场已不断走向成熟，现在正是大力
开拓市场的最佳时机。“一座座购物中心、超级市场拔地而起，
中产阶层随着个人可随意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购买力大大加强，
更多的商品及奢侈品成为他们的采购目标。作为向商业提供配套服
务的标签、包装行业也在趋势带动下迅猛发展。据统计，亚洲和澳
洲地区的标签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40%。
近年来，亚太各国对环境保护日益重视，使得较为绿色的柔
性版印刷技术发展快速。预计在2015年—2021年期间，亚太区柔
性版印刷总产值复合年均增长率将维持在7.2%的水平，至2021年
将实现4.177亿平方米的市场规模，接近欧洲年产量的一半之多。
“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相继出台各种环保
法规和要求。同时，受品牌商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凹印厂商开始
寻求更加环保的印刷解决方案，如柔性版印刷。虽然亚太地区使
用薄膜标签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如果使用凸版印刷薄膜标签
必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诸多问题。综合上述因素，成全了柔性
版印刷在亚太区的快速发展。
MPS的设备拥有杰出的印刷质量，适合各类薄膜标签的加工
生产。“无论是凹印企业，还是凸印企业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潜
在客户。”Klappe先生自信地表示道。
“东南亚地区对缠绕膜标签、收缩套筒标签和薄膜类不干胶标
签的需求持续增长。同时，市场对高品质的印刷、精确的套印和彩
色一致性也有较高要求。因此我们认为市场会对MPS EF系列印刷
机及MPS EXL—packaging印刷机有特殊需求，前者的最高印刷速
度可达200米/分钟，后者则为300米/分钟。”
MPS EF Symjet组合式印刷机在亚太区也同样受到欢迎。这
是一台“共生的”组合式柔性版印刷机，它以MPS EF全自动化
平台为基础，集成多米诺N610i数码UV喷墨标签印刷机。“数码
印刷机的平均印刷长度为1000米左右，而这台组合式印刷机的印
刷长度可达2000米或3000米，且可连线后加工系统，无需增加额
外的印后工序。”Klappe先生总结道。

深入落实亚太市场布局
MPS自亚太区办事处成立以来就马不停蹄，迅速展开在亚

Intercom贸易服务公司为其在巴基斯坦的新的区域代理。鉴于菲
律宾人口超过1.06亿，是东南亚地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MPS又
指定Interworld Cre公司为其在菲律宾的代理商。
MPS在亚洲地区的代理公司还有巴基斯坦的Intercom Trade
Services和印度尼西亚的IDG，后者已将一台MPS EF印刷机销往
雅加达地区，这也是MPS在印度尼西亚安装的首台设备。MPS还
与在印度和孟加拉国的Genius Flexo Machinery保持长期合作。
今年年初，鉴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经济增长潜质，以
及拥有MPS印刷机的印刷企业数量不断增加，MPS公司明确将通
过Nekkorb公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理其产品。Nekkorb公
司于2009年由Frank Brokken先生一手创建，他在印刷行业已工
作35年，主要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轮转印刷行业提供各类印刷设
备和耗材。
Tim Klappe先生表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同一个代理
商合作，是我们做出的一个战略选择。这两个国家有很多重叠的
地方，而且重叠处正在迅速增加，由一个代理商服务可以简化联
络，为客户提供更清晰的服务。我们与Nekkorb有着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而它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装机数量，令我们有足
够理由相信它可以为上述两个国家的标签和包装印刷企业提供更
好的本土化服务和支持。”
MPS亚太公司同时宣布多项任命。任命Julius Urbano先生为
区域服务工程师；Suwannee Tantisrisuk女士为区域销售经理，
她将在泰国曼谷展开工作，主要负责泰国及其周边国家和东南亚
地区的业务；黄德孝先生为服务工程师，负责全亚洲的MPS印刷
机的维护和故障排除。
Klappe先生表示道：“亚洲市场充满活力，未来潜力巨
大。MPS是行业领先的印刷机制造商，通过在亚洲地区组建团队、
成立办事机构，利用现有的和持续扩大的代理网络以及稳定的客户
基础，MPS将加大对该地区的直接支持力度。”
在Tim Klappe和George Tan两位先生的推动下，MPS在亚
洲市场上的渗透率不断扩大，并首次参加了韩国国际印刷机械设
备展（KIPES），向韩国市场展示了如何在柔性版印刷机上印制
收缩套标和缠绕标。去年，MPS增加三起机械为其在韩国的经销
商。此次展会，MPS在三起公司展位上展出一台MPS EF-530柔
性版印刷机，它可以在很薄的薄膜上印制带有微小文字的8色印
刷缠绕标。这款多用途印刷机包括8个色组，一个新的UV LED系
统，印刷幅面达到530mm，可以在多种包装材料上印刷单层或复
杂多层的标签。
去年11月29日，MPS亚洲办事处在泰国曼谷携手多米诺召
开了一场题为“标签印刷企业的选择：数码印刷、混合印刷，还
是柔性版印刷技术？”的研讨会，并邀请到全亚洲的客户参与。
亚洲市场增长潜力巨大，亚洲办事处的启动正成为MPS全面
开拓亚洲市场的重要基石和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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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亚洲分公司成员

中国代理商——上海鸣谦
去年，MPS正式指定上海鸣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为其在中国
大陆的代理商。凭借多年的行业从业经验，上海鸣谦致力于为柔
性版印刷及凹版印刷行业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以
全球化视野提供本地化服务。上海鸣谦代理多个世界知名品牌印
刷器材及质量控制设备，包括英国Sandon Global陶瓷网纹辊、
意大利C.B.G钢刮刀、英国Esterlam塑料刮刀，法国Recyl网纹辊
清洗剂、英国AniCAM 立体扫描网孔检测显微镜等，并于2018年
在国内首家研发成功并正式推出碳纤维封闭腔刮刀系统。
为推广MPS系列印刷机，上海鸣谦一直在积极部署，加快
开拓市场的步伐。作为市场推广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今年12月
3—6日，上海鸣谦将代表MPS参加在上海举办的2019亚洲国际标
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9）和2019亚洲软包装印刷展
览会（FlexPack Asia 2019）。如有对MPS设备感兴趣的客户，可
以前往上海鸣谦展位洽谈。

稳步推进全球增长战略
成立于1996年的MPS公司，英文全称MPS Systems B.V.，
是一家窄幅、中幅轮转印刷技术供应商。该公司生产的柔性版印
刷机、胶印机和柔性版/数码混合印刷机，广泛应用于标签和软
包装领域，服务的终端市场包括食品和饮料、家居产品及医药产
品等。MPS现代化的生产工厂与总部位于荷兰的第二大城市阿纳
姆，在德国、英国、北美、拉丁美洲、亚洲设有办事机构，代理
商更是遍布全球各地。
MPS公司拥有以下几大产品系列：EFS、EF系列、EF
SYMJET系列、EXL胶印系列和EXL包装系列。
EFS系列是MPS入门级产品EB的升级产品。新的EFS系列继
承了旗舰机型EF系列的诸多独特优势，包括印刷多种承印材料，
清晰网点技术（Crisp.dot)，无废料停机（iStop)和印刷周长自动
修正（Metric print)等，只是在印刷压力自动化控制方面降低了配
置，给预算不足以选购旗舰机型EF系列的印刷厂提供了体验MPS
印刷机人性化设计理念的机会。
MPS EF系列印刷机是高质量、高自动化柔性版印刷机，它
专门为标签和软包装印刷量身定制，具有强大的灵活性，操作人
员利用其简便的操作方式和强大的可靠性能够发挥出印刷机的最
大潜能。该机采用UV、热空气、LED干燥技术，支持最广泛的基
材，适用于薄膜、纸张、纸板、收缩套标、模内标、复合软管以
及软包装印刷。该系列印刷机还采用由Kocher & Beck开发的全自
动快速切刀更换单元，以及混合UV/LED干燥系统和全自动压印系
统，可以使生产更高效。

MPS EF SYMJET系列印刷机是一款混合喷墨印刷解决方案。
该机搭建在MPS EF平台之上，搭载Domino N610i数字喷墨印刷
机，它既可以作为一台独立设备使用，亦可以连线工作，可为标
签加工商提供传统与数码印刷完美结合后形成的全新发展潜质。
多米诺数码印刷单元采用京瓷喷墨头，印刷精度为600×600dpi，
最多可印刷六色+不透明白色。多米诺数码印刷单元支持的材料
幅宽为340mm，MPS柔印机的幅宽为430mm，这使得加工商在
纯柔印模式下能高速加工出更多数量的标签，由此柔性版印刷技
术与创新的数码印刷技术组合赋予了标签印刷商选择以何种方式
加工活件的权力。
EXL胶印系列产品是MPS的旗舰产品之一，也是目前市场上
最全能的组合式印刷机之一。它采用套筒技术，为适应胶印的各
种周长可选用可变套筒。因为配置创新的APC印刷自动控制功能
和印刷活件自动记忆（包括印刷材料记忆）等功能，使得EXL胶
印系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动化组合式印刷机，特别适合长版及
短版印刷、以及活件的深加工，因此它能够满足全球所有印刷厂
对于胶印的需求。
EXL包装系列是MPS公司专门针对软包装以及折叠纸盒领
域推出的宽幅、高速柔性版印刷机。其采用的轮廓鲜明网点技术
（Crisp Dot）确保印刷厂可以轻松获得效果良好的圆网点，最小
的网点扩大，能实现良好的印刷效果。它具有极快的活件转换能
力，超短的设置时间和极少的浪费以及高效、高产等特点。通过
加装UV、热风以及LED干燥技术，EXL包装系列可支持最广泛的
基材，适用于薄膜、纸张、纸板、收缩套标、模内标、复合软管
以及软包装印刷。
今年1月1日，Atze Bosma先生接替Wim van den Bosch先生
担任MPS CEO一职。Atze Bosma先生在包装、物流和食品行业
拥有30年的工作经验，之前他曾在多家国际性企业工作过，包括
喜力、Florimex International和荷兰铁路公司等，拥有丰富的领
导公司转型的经验。他将与MPS首席财务官Willem Huijink先生
一起领导MPS公司。
去年，MPS被ABN Amro Participaties（英文缩写AAP）收
购，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并成为行业位居前三的制造企业。公
司期待对Bosma先生的任命将推动MPS实现进一步的全球增长。
过去一年间，MPS深入的不仅是亚太市场，还包括快速增长
的南美洲市场。日前，MPS与南美洲的Fencsa、Coras do Brasil
和Ferrostaal三家企业分别签订代理协议；同时，还确定Printum
Concepts公司为其在中美洲的代理商。
MPS商务总监Eric Hoendervangers先生表示：“我们传递
给窄幅轮转行业的信息非常明确，即MPS将一如既往地贯彻我们
的全球增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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