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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寻找您的“转型之机”

环保、原材料上涨和互联网是目前影

响中国标签业发展的三个关键词。

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要求不断提高

是标签企业绕不开的两重压力，企业该如

何破局？上海金大采用自主研发的无溶剂

涂布技术，使用水基材料，环保无污染；

上海艾科推出超薄PET底纸材料，厚度由
原来的23μm降低为12μm，不仅节约材
料和运输成本，且可循环利用；台湾丰鹏

选择更环保的数码印刷设备—引进大中

华区首台多米诺N610i数码印刷机；在中
国印刷技术协会柔性版印刷分会年会中，

行业专家对柔印在当今中国市场的现状和

发展进行了深度解读，详情请参见内文。

互联网技术的加入，使得中国新兴标

签市场如物流标签、智能标签等实现爆发

式增长。AWA报告指出，亚洲已成为不

干胶市场需求最大的地区，超过欧洲和北

美发达国家。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

数据显示，今年1—9月全国快递服务企

业业务量累计完成273.9亿件，同比增长
29.8%。

在今年的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上，主办方针对智能标签首次开设

智能专区（Smart Zone），集合DPS 
Innovat ions、上海联点、小乙物联科

技、Voyantic、VisualNet和意法半导体等
一批优秀企业，集中展示RFID智能标签加
工的全产业链。

本次展会集结标签及包装印刷领域内

300多家优质企业，其中超过70家的参展
商首次加入。除了一如既往地为观众带来

行业的前沿材料、先进设备和一流技术，

展会的最大亮点之一“数码印刷体验之旅

（Digital Trail）”，得到多米诺、富士施
乐、惠普和赛康公司的鼎力支持，四家企

业会在现场采用相同材料，不同加工工艺

印刷同一个设计样稿，供观众检验最后的

印刷效果。

正如中国印刷及设备工业协会名誉

理事长于珍所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内，整个行业要经历一系列的转型。”欢

迎来到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现
场寻找您的“转型之机”。

James Quirk
集团执行总编

jquirk@tarsu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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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柔性

版印刷分会三届四次理

事扩大会议在安徽合肥

召开

会议以“降成本、节能耗、减排放”为出发点，对柔性版印刷技术在国内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享，旨在推动中国柔印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10月17日，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柔性版
印刷分会三届四次理事扩大会议在安徽合

肥成功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印协柔印分

会理事长周建宝主持，中国印协理事长王

岩镔、安徽省新闻和环保部环境认证中心副

主任曹磊、中国印协副理事长和上海市印刷

行业协会会长李新立、中国印协柔印分会副

理事长、理事及来自全国的柔印企业、柔印

设备及材料供应商代表200余人出席会议。
此次会议以“降成本、节能耗、减排

放”为出发点，对柔性版印刷技术在国内

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享，旨在推动中国柔

印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根据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的

统计，2016年中国进口各类柔印机64台，
同比增长8台，总金额为4688万美元，同
比增长1088万美元，年增长30.22%；出
口86台，总金额为4106万美元，同比增长
1086万美元，年增长35.96%。同年，柔
性印刷版材的进口总额为4892万美元，同
比增长18.05%；出口创汇1198万美元，同
比增长66.16%。

《全国油墨行业重点企业主要经济指

标完成情况统计表》显示，2016年我国油

墨行业重点企业的总产量为406,363.4吨，
其中，平版油墨173,444.3吨，占比42.7%；
凸版油墨3,434.0吨，占比0.9%；柔版油
墨49,490.3吨，占比12.2%；凹版油墨

163,077.7吨，占比40.1%；网印油墨973.3
吨，占比0.2%；UV油墨10,247.5吨，占比
2.5%；喷印油墨1,914.0吨，占比0.5%；
其他油墨3,782.3吨，占比0.9%。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柔印机是

所有‘常规印刷机’中唯一进出口实现双

增长的机种，这说明环保理念在印刷行业

已逐步深入人心。根据油墨的销售情况推

断，2016年柔版油墨占比从2015年的11%
增加到12.2%，由柔印油墨只有凹印油墨使
用量的一半，可以推算出柔性版印刷在我国

整体印刷市场中的份额约为15—18%，较上
一年提高10.9%。”中国印协柔印分会秘书
长施建屏在《中国印协柔印分会2017年度
工作总结和2018年度工作要点》报告中指
出，以上数据尽管没有把众多中小油墨生

产企业的产量涵盖其中，但基本上可以反

映不同印刷工艺在中国印刷业的发展情况。

柔印分会顾问蔡成基分享了水性油墨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排放浓度和排放

速率实例。结果证明：符合国家环保部环

境标志产品要求的水墨（溶剂含量不超过

5%），所产生的最高排放浓度低于北京市
规定的30mg/m3，最高排放速率低于上海

市、天津市规定的1.5kg/h。因此，有利于
从根本上解决油墨的大气挥发性污染，从

源头有效地控制住VOCs。
“任何一种工艺的特点必然具有质量

与成本这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柔印版材

的高成本一直制约着柔印的高速发展，而

其水性墨环保成本的相对下降则提升了柔

印的竞争力，将有力地助推柔印的发展。”

蔡成基补充道。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柔性版

印刷工艺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逐步达到可

与胶印、凹印相媲美的水平。今后，随着

折叠纸盒、商标及标签、瓦楞纸箱及预印、

信封、报纸、纸质手提袋及多层复合纸袋等

产品需求的增长，使用柔性版印刷的产品将

会大量增加，柔印在包装领域所占的比重

将会取得进一步增长。”中国印协理事长

王岩镔如是说。

柯尼卡美能达推出AccurioLabel 190标签印刷机
一款全新的标签印刷机，用于取代bizhub PRESS C71cf数字标签印刷机。

柯尼卡美能达在今年9月举办的欧洲

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 
2017）上首次推出AccurioLabel 190标签印
刷机。该机采用碳粉技术，可以提供稳定的

颜色一致性和1200×1200dpi的胶印级别质
量。这种印刷机不需要承印材料预涂布。通

过网络进行操作是这款新型印刷机的标配。

AccurioLabel 190的开发与研制是与
丹麦的Grafisk Maskinfabrik（GM公司）
合作进行的，后者提供DC330 mini印后加
工单元，主要针对EMEA（欧洲、中东、
非洲）市场，作为连线选装件或是独立

单元。除欧洲以外的市场，AccurioLabel 
190将由柯尼卡美能达的合作伙伴宫腰公
司（Miyakoshi）负责销售。

柯尼卡美能达商业解决方案（欧洲）

公司工业印刷团队负责人Edoardo Cotichini
表示：“柯尼卡美能达AccurioLabel 190
是在对市场进行大规模调研和筛

查后推出的一款新机型。我

们认真了解客户的需求与反

馈，这些意见帮助我们的概

念和想法成型。”

“AccurioLabel 190的

连线印后加工选装件已经得到广泛认可，而

离线选装件的灵活性也同样得到认同。”

目前，柯尼卡美能达正在积极扩大产

能， GM公司也在努力提高复卷机的生产能
力。AccurioLabel 190印刷机预计将在年底
前陆续发货。

柯尼卡美能达AccurioLabel 190标签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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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广东印刷业的思考
本文是广东省印刷复制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孔环基在“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

新闻发布会暨推介会”上的讲话稿整理

今年10月12日，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
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

在广州希尔顿逸林酒店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

新闻发布会，广东省印刷复制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孔环基应邀出席会议并就广东省印

刷业的发展现状和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畅

谈了个人观点。

他表示，广东省是全国印刷业的大省，

作为全国印刷三大产业带之一，广东印刷业

近年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锐意转型升级，

在智能化、数字化和个性化等方面，广东

的印刷业在稳步地发展中开辟新的天地。

他引用官方权威统计：截止2016年
底，广东省现有各类印刷企业19700多家，
其中出版物印刷企业680家，包装装潢印刷
企业13068家，其他印刷品印刷企业近5000
家，排版、制版、装订专项企业191家；
专营数字印刷企业102家；全省从业人员
76.98万人，5000万元以上规模印刷企业
680家，2016年全省印刷企业实现工业总
产值达2100亿元。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印刷
企业涌现在广东，如全国印制百强之首深

圳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历深远

的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鹤山雅图

仕印刷有限公司、雅昌文化集团等印刷企

业引领着广东印刷行业稳步向前。

就广东省印刷业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困

境与难题，孔环基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他

认为，当前印刷行业向绿色印刷纵深发展，

搞好印刷环保治理，如何治理好VOCs废弃
排放、如何从源头治理方面打造绿色印刷企

业，已经是摆在每一个印刷人面前的现实问

题，亦是企业发展创新的机遇。

他还指出，印企面临着原材料尤其是

纸张不断涨价的困境，“纸张价格已经到

了天花板？难道还会再往上窜？这都给我

们印刷人带来巨大的压力。近期，有的企

业人预言：纸价会在10月底止涨回稳。结
果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管怎样，有压力就有动力，有问

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相信绝大多数

广东的印刷企业是不会束手无策的。”他

表示道。

在媒体答疑环节，孔环基秘书长再次

重申绿色印刷的重要性。他认为绿水青山

是金山银山的资源宝库，做不到环境保护

企业也难以持续发展。此外，孔环基秘书

长也认为目前印企当务之急是做好转型升

级，告别过去脏、乱、差的发展现状，要

用新思路、新模式将印刷产业融入到经济

发展的大环境中。最后，孔环基秘书长强

调了人才的重要性，印刷业作为传统产业

能否在新经济形势下抓住机遇迎头而上，

“广东省是全国印刷业的大省，作为全国印刷三大产业带之

一，广东印刷业近年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锐意转型升级，在

智能化、数字化和个性化等方面，广东的印刷业在稳步地发展

中开辟新的天地”

最关键的是要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毕竟

人才才是企业发展的助力器！

最后，孔环基表示，今年12月5—8
日，在上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亚洲国际标

签印刷展览会”，众多参展商为广东企业

带来转型发展的新体验、新亮点，对进一

步推动广东印刷发展大有裨益。“为此，

我谨代表广东省印刷复制业协会预祝展会

取得圆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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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挡升级中的上海印刷业
本文是上海市印刷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赵和平在“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新闻发

布会暨推介会”上关于上海印刷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的演讲稿整理

亚洲展出规模最

大、影响范围最

广的标签、包装印刷专

业盛会—2017亚洲国
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
belexpo Asia 2017）将
于今年12月5—8日在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

办。在其合作伙伴—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

业协会（PEIAC，以下
简称：中印工协）的鼎

力支持下截止9月底，

已有300余家企业踊跃

报名参展，展会规模为

历届之最。

为了更好地推广展会，吸引更多的专业观众参观展会，展览

会主办方分别于10月11、12和13日在北京、广州及上海举办了三
场“新闻发布会暨推介会”。 10月13日，上海市印刷行业协会常
务副会长赵和平应邀出席在上海的新闻发布会，并重点介绍上海印

刷市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他首先回顾近代印刷在上海的发展历程并表示，自1843年英
国人麦都思将基督教设在南洋巴达维的印刷所迁至上海，建立起

近代上海第一个出版物印刷机构——墨海出版以来，上海印刷产

业已经跨越三个世纪，历经170多年，有了巨大发展。
从最新的2016年上海印刷产业发展数据来看，通过年度核验

的3463家印刷企业，总资产为1143.81亿元，较2015年的1124.43
亿元，增加19.38亿元，增长1.72%；年销售收入858.84亿元，较
2015年的810.95亿元，增加47.89亿元，增长5.91%；利润总额
50.49亿元，较2015年的49.02亿元，增加1.47亿元，增长2.99%
；对外加工贸易额87.65亿元，较2015年的95.96亿元，减少8.31
亿元，下降8.67%。

赵和平特别指出，对比2015年的统计数据，上海印刷产业正
逐步走出低谷。2015年上海印刷产业数据显示，通过年度核验的
印刷企业有4235家，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均为负增长。而2016
年通过年度核验的印刷企业有3463家，较2015年减少772家，但
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均呈现正增长。

通过分析上海印刷产业近几年的状况，赵和平认为，尽管整个

印刷业面对环保压力、人力成本上升、经济下行等诸多挑战，但上

海印刷业在转型发展中仍不断探索、不断进步。他表示：上海印刷

业在全国印刷产业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突出表现在上海印刷业

集约化程度高、竞争力强。2013年，上海印刷企业有4500多家，
仅占全国印刷企业总数的4%，但年销售收入则占全国总额的8%。

2014年中国印刷包装企业100强中，全国18个省区市企业入
围。其中，上海占24家，为印刷百强第一方阵；江苏（14家）、
广东与香港（13家）、浙江（10家），这三个地区为百强第二方
阵；其余省区市为第三方阵。

上海24家印刷包装百强企业，年销售收入为229.1367亿元，
占百强销售总额的25.55%；对外加工贸易额为49.3246亿元，占
百强对外贸易总额的36.22%。

从工业总产值5000万元以上企业的情况来看，中国印刷业规
模效益逐渐显现。2013年，上海印刷业工业总产值达5000万元
规模以上企业的数量为266家，占上海4562家印刷企业的5.83%
；其总资产为684.57亿元，占上海印刷业总资产1031.41亿元的
66.37%；利润总额为51.34亿元，占上海印刷业利润总额63.68
亿元的80.62%，是上海印刷业利润总额的主要来源。其对外加工
贸易额为84.02亿元，占上海印刷业对外加工贸易总额93.75亿元
的89.62%，突显出规模企业已成为开拓国际印刷市场的主力军。

但是，自2014年开始，上海印刷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换挡
升级。这一阶段正在进行中，目标是努力打造上海印刷升级版。

2014年，上海印刷业开始调整，称之为“换挡”。据统计数
据显示：

年销售收入：2015年为818.40亿元，较2014年减少13.50亿
元，同比下降1.62%。

利润总额：2015年为49.82亿元，再次减少6.54亿元，同比下
降11.60%，利润总额连续2年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

2016年底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印刷业经过两年调整，
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2016年通过年度核验的印刷企业有3463家，较2014年的4403
家，减少940家，虽然在这两年时间里上海印刷企业的数量减少近
千家，但投资额并未减少。2016年上海印刷业总资产为1143.8亿
元，较2013年底的1031.41亿元，增加112.4亿元，增长10.9%。

同时，2016年，上海印刷业年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呈现正
增长。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上海印刷业正逐步走出低谷。尽管面对

着严格的环保压力、成本不断上升、经济逐步下行等诸多挑战，但

上海印刷业在转型发展中依然不断探索新路径，整个行业发展已出

现一些新的增长点，成为上海印刷业新的发展方向。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上海印刷业，还是上海包装印

刷业都将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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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逐步走上“零排放”发展之路
2013年6月14日，国务院召开会议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

施；9月20日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包装印刷行
业”列入重点防治行业。

绿色环保浪潮正在席卷整个印刷行业，VOCs治理势在必行，
上海印刷业也不例外。但在加大治理力度的同时，必须克服大气

污染物VOCs的排放问题。否则，印刷企业的生存将非常困难。

二是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同全国一样，上海印刷业绝大多数是传统企业，在当前的经济

形式下如何走出困境，是这几年始终面临的突出问题。今后的发展

必须走出一条努力研发新产品、不断开拓新市场之路。

创新才能发展，发展离不开创新，不创新就不会有发展。

三是推进创意设计与印刷产业融合发展
2014年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

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文化创意和设计服

务具有高知识性、高增值性和低能性、低污染等特征，是国民经

济新的增长点。要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化、专业化、集

约化、品牌化发展，促进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新技术、新

工艺、新产品，满足新的需求。其中，也特别讲到要“引导印刷

复制加工向综合创意和设计服务转变”。

目前，上海有3000多家印刷企业，全国约有10万家印刷企
业，几乎所有的包装设计和装帧设计都需要通过印刷方式制作出

来。而创意设计恰恰是印刷产业转型发展中的一个短板。

印刷企业，特别是包装企业必须将产业升级作为抓手，建立

起一个创意设计与印刷产业交流融合的平台。

四是探索跨上智能印刷新台阶
站在“中国制造2025”的风口，智能制造已成为业内共识，

智能工厂的成功建设将加快促进一大批包装印刷企业向集约化、

智能化发展。

转型升级之时，如何变被动为主动？龙利得包装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身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那些追随时间的脚步不停前

进的人，注定会成为新时代的引领者。

五是从资本市场吸引企业发展功能
上海印刷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业，主要利用自身积累的

资金进行投资发展。2012年9月20日新三板正式成立，为中小型企
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提供了一个渠道。上海印刷企业及时抓住

这一机遇，跨进资本市场大门。目前已有五、六家印刷企业在新三

板挂牌，有十多家印刷企业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总之，在换挡升级阶段，上海印刷企业通过进入资本市场，

拓宽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转型升级中的资金压力，为新一轮发展

奠定扎实的基础。

最后，赵和平预祝第八届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取得圆满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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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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动起来
西班牙味美思酒酿造商Turmeon利用“光学干涉”现象制作出世界上第一款动画标签，不仅为标签加工创造新的

可能，也将包装载体广告这种营销形式提升至一个新高度

根据今年7月发布的一项最新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味美思酒
2017年—2021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达到3.19%，

至2021年其在全球将达到187.9亿美元的市场规模。该报告称，
推动味美思酒市场增长的主要原因既有市场转向高端化发展，也

有全球经济广泛复苏使得人们可更随意支配的个人收入增加的原

因；同时，还有一项重要原因是消费者对包装的关注度超过以往

任何时期。据报告研究人员称：“颠覆以往、创新设计的包装已

成为酒标市场发展的新趋势，是推动市场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款好的包装不仅可以提升商品的货架吸引力，延长商品上架时

间，更是一个鲜活的商品广告载体。”

为此，厂家在商品的外包装上都尽其所能、各显神通。西

班牙味美思酒品牌Turmeon的所有者是西班牙Bodegas Jaime公
司，它首创带有动画元素的“kinesiogram”标签，并将其在产
品中发扬光大。

Turmeon原味味美思酒（红色味美思）于2015年上市，其标
签形象是一个正在吃桃心的吃豆人。该标签曾于2016年4月在以
色列特拉维夫赢得HP Indigo第二届EMEA（欧洲、中东和非洲）
Inkspiration（创意）大奖。

Turmeon随后推出的白色味美思酒采用一只正在跳跃中的海
豚形象。

Turmeon Honey据称是世界第一款混合蜂蜜的甜性味美思酒，
它也是Turmeon的一款最新产品。为了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其
在酒标设计中采用振翅飞翔的蜜蜂形象元素，标签文字使用橙黑

两色的搭配以契合蜂蜜这一主题。每6个静态的小蜜蜂图像为一组
影像，只要轻轻转动瓶身上的塑料套筒，标签上的蜜蜂就会随之舞

动翅膀。全新的Turmeon Honey目标定位于全球鸡尾酒市场，它的
瓶口采用蜡封，而不像红Turmeon采用的是玻璃塞。

目前，Turmeon四种不同口味的味美思酒使用四款设计风格
迥异的动画标签以契合产品定位，包括最新推出的Valdiñon酒。

创意来源
Turmeon动画标签的生产原理说来很简单，首先在瓶身黏贴一

张已经印刷好的纸质标签，然后再在瓶身上缠绕一圈半透明的醋酸

塑料套筒；当消费者旋转这个塑料套筒时，套筒就会在纸质标签

上转动，原本印在纸质标签上的静态画面就会活灵活现地随之舞

动，变成一幅连贯流畅的动画影像。据Turmeon创始人、Bodegas 
Jaime公司经理Martín Jaime先生介绍，这种技术在学术上被称
为“Colin Ord动画效果”。

Turmeon原味味美思酒的动画标签采用“吃桃心的吃豆人”的设计

“第一层纸质标签的成本与其他普通纸质标

签价格无异，而第二层塑料套筒的平均价格

约合3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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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Bodegas Jaime

Bodegas Jaime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6年。这是一个家庭式葡萄酿酒作
坊，主要从事散装葡萄酒的加工。自那时起，Bodegas Jaime的酿酒秘方祖
传三代，历久弥香。

Turmeon是Bodegas Jaime推出的全新主打品牌，新形象、新包装，只
是配方依旧。

“其实，我们并不是这项‘kinesiogram’技术的发明者，
我们只是首个把这种技术应用在标签上的公司，以创造出图像运

动错觉。”Jaime先生谦虚地说，“‘kinesiogram’（又被称为
Scanimation）采用的是非常有名的将光学现象与动画艺术相结
合的‘莫尔效应（moiré effect）’。”

莫尔效应是固定的影像与移动的条纹交叉产生的一种视觉效

果。在印刷行业中，莫尔效应往往会引起龟纹现象，印刷人员对

其避犹不及。Turmeon却巧妙地利用这个原理，让原本平淡无奇
的标签竟然“活”了起来。

加工成本
之所以选择这种标签形式，Jaime先生还有加工成本的考

量。“我们使用的第一层纸质标签的成本与其他普通纸质标签

价格无异，而第二层塑料套筒的平均价格约合3美分。即便是在
零售端，Turmeon的动画标签也被证明是一款更经济的贴标形
式。”Jaime先生介绍道。

Turmeon酒标的顶部会用红色文字特别注明标签的使用方法，
因此消费者拿起酒瓶即可直接学会转动标签，与品牌形成互动。

“我们并不想让消费者把全部的注意力都聚焦在标签上，我

们最终目的是希望与消费者形成互动，让他们觉得很新奇、玩转标

签。我们认为这是令消费者与产品创造联系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就

其成本而言，它也要比起真正的动画标签经济很多。“

Turmeon品牌走的是高端路线，目前的产品供应量不大，所
以在套筒加工环节，选择的是手工贴标的方式。“但是在未来，

我认为流水线批量加工此类标签也不会有任何问题。”Jaime先
生信心满满地表示道。

Turmeon的标签由Coreti和Graficas Z两家供应商提供。

市场反馈
Turmeon作为一个全新的味美思品牌，酒与酒标同时上市，因

此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来证明是因标签带动销售的增长。“我们

既没有采取过任何传统的宣传手段，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国际性

的展会，只是依靠口口相传和酒标本身的独特魅力，但Turmeon原
味味美思酒（红色味美思）仅在上市第一年就创造出7个国家统共
销售3.5万瓶的佳绩。”

Turmeon味美思酒是在西班牙萨拉戈萨省的Morata de Jalón小
镇酿造的。目前其产品除一部分在西班牙全境发售，60%的产品会
出口至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美国、英国和德国。

当形象与口感统一时，成功就将接踵而至。“用口感和视觉

就能赢得胜利，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Martín Jaime先生最后
总结道。

Turmeon Honey味美思酒

访问Turmeon官网：www.turmeon.com，可以观察和体验Turmeon

酒标的动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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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腕带标签
继“分享一瓶可乐”和圣诞弓形礼花标签后，可口可乐又一创新力作—腕带标签震撼上市。本文，Andy Thomas

先生将介绍可口可乐技术团队是如何将一枚可乐瓶标签转变成音乐会观众人人可佩戴的腕带的故事。图片提

供：Hannah Payne

可口可乐公司最近针对乐迷推出一项

创新营销活动，在罗马尼亚，乐迷

只要撕下可乐瓶上的标签并将其改装成腕

带，即可佩戴它作为大型音乐会的入场券

使用，包括在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举办

的东欧规模最大的音乐节——“Untold音乐
节”。乐迷需要通过智能手机上的app程序
扫描标签上的促销条码，然后查阅中奖信息

和门票有效期。

Nedelcu与另一名品牌经理Daria Gonta提
供创意源泉。他们最初的设想是要把可乐

瓶变成“夏日的一张体验券”，在可口可

口包装创新经理Gregory Bentley与罗马尼
亚可口可乐工程师团队的协作下，他们的

梦想最终落地。

Gregory Bentley是可口可乐多个标签
创新项目的负责人，曾在市场上掀起热潮

到了罗马尼亚音乐节的支持。

“起初，我们想设计成一款织物腕带，

然后再把它与标签结合起来。事实证明这

样做过于浪费，耗时间、成本又高，最关

键的是加工过程非常复杂。”Bentley解释
道，“于是我们又开始着手研究热熔胶与

标签的配合，希望能制作出一款既简单经

济、又高效的腕带。”

“虽然目标很明确，但这毕竟是史无

前例的一次尝试，在确定最终方案时，我

们还需要对各种可能存在的替代方案加以

调查。”Bentley补充道。

宝贵的经验
当与CCHBC罗马尼亚瓶装厂和标签

供应商Rodata的工程师、市场运营团队合
作一段时间后，Bentley的团队很快就印刷
方式和使用的转换技术达成一致，同时交

流分享了一些制作圣诞弓形礼花标签时积

攒下来的经验。

Rodata作为可口可乐标签供应商曾

经是“分享一瓶可乐”项目的幕后推手。

当时采用的是缠绕标签，整个灌装生产线

无需改变。而这次的腕带标签项目在设计

之初就需要考虑到贯穿整个标签的一圈穿

“起初，我们想设计成一款织物腕带，然后再把它与标签结合

起来。事实证明这样做过于浪费，耗时间、成本又高，最关键

的是加工过程非常复杂。于是我们又开始着手研究热熔胶与标

签的配合，希望能制作出一款既简单经济、又高效的腕带。”

即使过了有效期，或者音乐会已经结

束，这些经过精心设计、色彩缤纷的可乐

腕带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青少年们

酷爱收集的时尚珍品。

这款可拆分腕带标签由可口可乐罗马

尼亚公司与McCann Bucharest合作开发，
罗马尼亚可口可乐高级品牌经理Iuliana 

的“分享一瓶可乐”和圣诞礼花标签就是

在他的推动下顺利实施的。

腕带标签并不是全新创意，在此前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Bentley与可口可乐包装
研发团队就曾反复探讨过其实施的可能性。

真正改变这种窘态的里程碑式事件是负责可

口可乐中东欧包装的经理Marco Beggiora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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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腕带标签项目已入选“ 2017

全球标签工业大奖”，相关信息请参

考：www.labelawards.com。

孔。“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使用全固态薄

膜。”Bentley先生解释道，“空穴化结构
的薄膜由于其本身的特性，不能直接在其

表面增加易撕线。”

腕带标签同样采用缠绕膜标签，通过转

向杆双面三色印刷，然后留出空白处由数码

印刷促销码。这个白色的批次信息里印在标

签内侧（如上图）。

整个印刷过程是：先由Rodata的一台
幅宽为1.2米的凹印机对缠绕膜进行里印和
表印，然后分切成330mm的卷料，最后再
由HP Indigo WS6800印刷机完成数码部
分的印刷。

“ R o d a t a在加工‘分享一瓶可

乐’项目时，曾购置一台HP数码印刷

机。”Bentley先生表示道，“为了更好地
控制项目，Rodata没有采取外包的方式，
所有的印刷业务都是在其工厂内部完成。

这个腕带项目的遗憾是没有采用连线加工

的方式。未来我们希望流程能更简单化、

生产更高效，比如尝试将数码喷印头加装

在凹印机上。”

但好的一点是，凹印机645mm幅宽

的重复长度能够同时印刷多道不同的设计

稿，这样就使得腕带图案不会过于单一。

即使不使用数码印刷机，我们也可以印刷

出不同的花色。”

在瓶装线上，我们只对贴标机做了

一个小小的改动，但却是一个非常聪明地

改动—去掉胶筒上的一个垫片。也就是说

当消费者撕下标签条，标签上只有一侧带

胶，可确保他们即安全、又快速地把标签

系在手腕上。

初步设想确定之后，CCHBC罗马尼亚
瓶装厂曾做过多次内部测试，并对设计稿进

行微调，项目才得以正式实施。

“第一条腕带制作出来，我系上它做

质量测试。不可思议地是这条腕带整整跟随

了我三周，这期间我跑了相当于两个全程马

拉松的来回，还出差去了日本。”Bentley
介绍道。

今年是可口可乐腕带标签项目落地的

头一年，可口可乐只使用一家印刷厂，印

刷2个版本、3种尺寸的腕带。“印刷厂的

同事们太给力啦！”Bentley表示道，“我
们曾因圣诞弓形礼花标签并肩奋战过，我

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他们。”

足够宽松的自主权
可口可乐的特许经营结构给予每一家瓶

装厂足够宽松的自主权。“他们不是我们企

业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与之建立彼此信

任的合作伙伴关系。他们才是可口可乐项目

幕后的真正英雄。与供应商Rodata的关系
无须赘述，即使不在其工厂内办公，我也

知道他们非常地努力。”

快乐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我们的腕带标

签项目以无以伦比的速度得以实施，从项

目开始讨论到推向整个市场仅用6—8个月
的时间。

“就使用的标签技术而言，这是整个

项目中最简单的一环，也是所有操作过的

项目中最简单的一次。之所以觉得简单，

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积淀、充分掌握

核心技巧。比如，在圣诞弓形礼花项目中

我们学会穿孔技术，也知道不能采用空穴

化结构的薄膜；而在‘分享一瓶可乐’项

目中我们了解了数码印刷。”

在这个项目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防

伪功能。因为每一枚腕带标签都是有价的

入场券，为了防止有人在商场里恶意撕下

标签，直接用手机扫描中奖信息，可口可

乐公司还特别设计出一个序列号，通过数

码印刷后隐藏在瓶盖里。

还有一点值得赞扬，即使腕带被移

除，印刷在标签上的所有法律信息依然清

晰可读。

毫无疑问，可口可乐的腕带标签项目

又获得空前的成功。可口可乐宣称通过腕

带标签他们与罗马尼亚的青少年有了更广

泛地接触。

Bentley曾谦虚地表示：“我的职责就
是权衡各个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可能

性。过去几年我参与的几个大项目，均在

社会上引起反响。我把从这些项目中收获的

经验收集、整理后，制作成一本操作规范，

并上传至可口可乐的云空间，只要是可口可

乐的同事，在全球范围内任何一个地方都可

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这些项目落地开花。

“快乐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我们

的腕带标签项目以无以伦比的

速度得以实施，从项目开始讨

论到推向整个市场仅用6—8个

月的时间”

可口可乐罗马尼亚公司与McCann Bucharest
合作研发可拆分的音乐节腕带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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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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天津香江印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

印制）在新三板上市，成为国内

屈指可数的标签印刷上市公司之

一。而执掌这家百余人标签印刷

企业的是时年只有35岁的陈卓。

投身标签 乐此不疲
对于陈卓来说，成为香江

印制的总经理是顺理成章的事

情—这家创建于1992年的标
签印刷企业，其创始人正是陈卓

的母亲。在上市之前，香江印制

实际上是陈卓家的家族企业。子

承母业的他，在2005年加入香江印制，负责企业的运营管理，开
始自己的标签行业从业生涯。虽然成为香江印制的总经理是自然而

然的事情，但是能够管理好这家企业，并使之成为上市公司，却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北京广播学院学习表演出身、之后又

在天津师范大学做大学老师的陈卓来说，更是如此。

“标签是一个高大上的行业，因为标签是商品的脸面，它是一

切信息的载体。我并不是给你一张简单的标签，而是（给你）代表

商品的形象。”学习艺术出身的陈卓对标签有着自己的理解。在他

看来，标签不只是一种印刷品，而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这种理解

也反馈到陈卓对技术的选择上。

目前，香江印制拥有包括凸版、柔版、胶印、丝网以及数码

印刷在内的全套印刷设备，其设备之全在业界能出其右的不多。

这其中，“柔印在解决复杂工艺问题上，优势明显；而数码印刷

已经能满足80%以上的客户要求，未来，至少90%以上的标签印
刷市场会被数码印刷所占领。目前，有些终端客户选择自己打印

标签，作为专业的标签印刷企业，我们需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在

设计、工艺、溯源防伪等方面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虽然不是搞技术出身，但是陈卓谈起标签印刷技术来，也

可以做到滔滔不绝。他表示，像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英

文：Labelexpo Asia）这样的重要展会，他是一定会去的，并且
每次参观展会，待在数码印刷供应商展位上的时间也最多。香江

印制现在的业务领域涉及食品、日化、医药、电子等行业，这些

行业的产品，绝大多数是面向消费者直接销售。在陈卓心里，他

就是要用更好、更专业的技术和服务，诠释他对标签的认知，让

香江印制出去的标签，真正在商品的销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因为人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商品中各种元素

的含量，而是它的标签。”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在陈卓眼里，中国的标签印刷行业方兴未艾。“我认为这是一

个很好的行业。标签应用广泛，几乎所有的公司的产品都会应用标

签。标签企业只会面临活得好还是不好，永远不存在倒闭的问题，

如果公司倒闭那一定是在经营管理上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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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应对商海浪潮的标签经理人
—访天津香江印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卓

投身标签行业多年，标签已不仅仅是陈卓的工作，更成为他

生活的一部分。“我承认，标签行业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恶性

的价格竞争，比如环保压力，等等。但遇到问题，我们就要想办

法去解决。”

陈卓谈到，目前政府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很多中小

企业遭受到越来越高的环保压力，在京津冀地区，更是有很多小

印刷企业因为无法达到环保要求而被迫停产。“我认为这是件好

事，不只是印刷行业，政府在规范整个工业生产的产业链，还大

家一个公道的市场环境。”在陈卓的领导下，香江印制完全没有

感受到环保趋严带来的压力。因为早在多年前，香江印制就已经

安装废水废气处理设备，并在标签印刷行业率先通过ISO14001
环境体系认证。“可能是我作为年轻的经理人，想的比较超前一

点吧！”虽然陈卓的话说得那么轻描淡写，但是这其中，却实实

在在地反映出他在企业经营方面的深谋远虑。

2015年，香江印制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上市融资的成功，
让企业发展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上市，使香江印制在企业财务制

度、企业规范管理等方面有了整体提升；而充裕的资金，也让企

业在硬件装备上、在吸引优秀人才上，有了更加优越的条件。对

于企业的未来发展，陈卓充满激情与乐观。

投身公益 共促发展
作为一个年轻人，陈卓亦是一个有公益心的人。在华北地区，

已经完成上市的香江印制无疑是标杆型企业，不过陈卓并未沉醉在

自己企业的发展上，而是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希望能够为整个华北

地区的标签印刷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016年，陈卓会同华北地区的天津中天宏大纸业有限公司、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东港安全印务股份

有限公司、威海新北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一鸣不干胶厂、

天津市诺达印刷有限公司、唐山元升科技有限公司、紫罗兰（北

京）印务有限公司、尚睦集团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华北标签协

会，陈卓也当选为华北标签协会首任秘书长。

华北标签协会的会员企业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及山东等地，

是一个由标签印刷企业和标签供应商自发组织的地方性协会。陈卓

表示，华东、华南、华北是中国标签产业最重要的三个分布区域，

相比华东、华南，华北地区的标签发展相对比较落后。“成立华北

标签协会，主要是想组织大家来解决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如，

我们协会通过协商，确定常规产品的价格区间，并对最低价做出限

制。这样做，就是要避免恶性竞争，维护企业的共同权益。另外，

我们在保护会员的知识产权方面，也做出一定的努力。我们希望

协会的会员企业杜绝在产品外观上的相互效仿，提倡会员企业自

主创新。我们还借助协会的力量，把标签印刷产业链的上下游关

系紧密联合在一起，为会员企业提供优质供应商，借助团购方式

完成大宗采购、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实现资源共享、抱团取暖。

我希望华北标签协会，能够成为这个地区标签行业相互交流、共

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平台。”陈卓说。

接受完我们的电话约访，陈卓长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几天，

他将开始自己三年来的第一个假期。对标签乐此不疲的陈卓，需

要为自己加油充电，开始另一个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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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大：
十八载栉风沐雨，守初心砥砺前行
上海金大自创建以来，走过十八年的发展历程。在这十八年里，中国标签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上海金

大也同样经历了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直至现在进入稳步发展的新常态。这期间金大经历了什么，他的掌舵

人又有哪些感悟，请看《标签与贴标》中国采访组对上海金大副总经理陈彦友先生的专访

十八年磨一剑
成立于1999年的上海金大塑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金大），到目前为止

走过十八年的发展历程。在这十八年里，

中国标签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

爆炸式发展阶段、也有受国际金融危机影

响而出现的短暂低谷，现在则进入稳健增

长的新常态发展模式。上海金大同样也经

历了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从创业初期

的艰难，到业务的快速增长；从国际金融

危机的普遍影响，再到现在进入稳步发展

的新常态。上海金大的发展，可以说是中

国标签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十八年里，上海金大收获的成果是巨

大的：从创业初期的十几人，发展到如今

两地（上海、南通）四个生产基地，占地

总面积达26万多平方米；从仅有一条生产
线，到目前拥有四台合资、两台全进口国

际领先的程控涂硅、复合、分切一体化生产

线；从初期的年产能几千平方米，到现在不

干胶材料年生产能力达5亿平米，离型纸、
淋膜纸年生产能力达3万吨，固定资产超过
5亿元人民币，年产值近10亿元人民币。上
海金大的产品业已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

日化、办公、物流、超市、汽车、工业等数

十个行业，成为优质不干胶材料专业制造的

全球领先企业。

与此同时，上海金大的业务范围实现

质的飞跃：从最初只为部分中小客户提供

产品，到如今形成完整的销售体系，现在的

上海金大已将销售和服务延展到全国各地以

及海外市场。据陈彦友副总经理介绍，目前

上海金大的销售网络和服务体系遍及全国。

在国内标签市场最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

环渤海、西南、华中的核心城市，如上海、

北京、青岛、沈阳、成都、武汉、昆山、常

州、温州、广州等地，上海金大还专门设立

分切运营中心，以便能够更快速地为客户提

供产品和服务。在海外市场，上海金大也已

在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比利

时、土耳其、美国、加拿大、印度、俄罗

斯、巴西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上海金大凭借其优质的产品和贴心

的服务，得到国内外用户的一致肯定和推

崇。从创业之初的默默无闻，成长为令客

户认可、受行业关注、让对手仰望的大企

业，直至今天成为国内不干胶材料行业的

标杆，上海金大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创业者

成功蜕变的过程。

陈彦友副总经理表示：公司创立的十

八年，也是金大人努力拼搏、甘苦与共、

激动人心的奋斗历程。一路走来改变的东

西很多，但一直不变的是金大人立志改善

标签材料品质、专注不干胶材料生产的初

心。上海金大的标签材料发展之路，坚定

执着、砥砺前行。

专注引领创新
自成立以来，上海金大坚持立足市场

需求，专注根据客户需求开发不同类型的

不干胶标签材料。

上海金大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专业印

刷实验室的标签材料生产企业之一。同时，

上海金大拥有近百余名技术人员，其中专门

从事科研开发的有二十余位；另外，上海金

大投资数百万元，引进全套进口实验设备，

用于产品的开发和测试。截至目前，上海

金大已经成功申请16项发明专利、19项实
用新型专利和1项外观设计专利，创建至
今平均每年至少获得两项专利。对研发和

创新的重视，给金大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依靠大手笔的研发投入，上海金大的

产品种类不断丰富，技术水平不断创新。

据了解，目前上海金大的产品品种已经达

到数百种，覆盖纸类、薄膜、铝箔、布类、

胶带、离型纸等各种材质的胶粘、离型、包

装产品；上海金大不仅积极开发生产适合胶

印、丝网、凸版、柔版、热转移等常规印刷

方式的不干胶材料，同时注意跟进喷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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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与 Labelexpo G lobal 

Series的不解情缘

2003年，金大首次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一
届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英文：Labelexpo 
Asia），自此结下与Labelexpo Global Series的
不解情缘。

2005年，金大走出国门参加了当年在布鲁塞
尔举办的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并以此为跳板开始着力拓展海外业

务。金大同时还积极参加在芝加哥举办的北美国

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mericas），在新
德里举办的印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India）加速全球化战略布局。

“Labelexpo Global Series称得上是世界标
签界的嘉年华，是标签同行展示产品、沟通交流和

了解行业前沿的最好平台。就像对不干胶材料的专

注，我们对认准的专业活动也一定会积极参与并给

予全力支持。”陈彦友副总经理说道。

上海金大将参加今年12月在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举办的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这也
是上海金大连续第八次参展，展位号：D2。

光、数码印刷技术的发展，在国内率先研发

具有优异着墨性能的表面涂层、可使用数码

印刷技术进行高速印刷的不干胶材料。通过

丰富多彩的产品，上海金大最大程度地满足

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这也成为上海金大持

续发展的重要源泉。

在今年9月召开的欧洲国际标签印刷

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 2017）上，
上海金大针对欧美市场重点推出三款不

干胶材料：可在低温-40℃使用的PP合成
纸；65μm新款PE材料，较原来的85μm
产品更轻质、更环保；超透BOPP材料可实
现无标签效果，特别适合应用于高端白酒、

饮用水、化妆品等标签生产上。

“金大定位于中高端不干胶标签材料，

力求通过不断创新为用户带来全新的选择和

丰富的体验。”陈彦友副总经理说。

品质驱动发展
作为领先的不干胶材料供应商，上海

金大精于对品质的追求。古语云：“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提升品质、提高

产品竞争力，上海金大在生产设备方面的大

力投资广受业界赞誉：2003年，斥资2000
万引进国际领先的德国大型程控涂硅、复

合、分切一体化生产线；2007年，引进幅
宽1600mm的高精度、高速度复合、涂硅
生产线；2009年，引进3条5辊高精度、高
速度复合、涂硅生产线；2011年，斥资近
1.5亿元引进全球最先进的德国BMB宽幅
（幅面宽度1800mm）、高速（生产速度
600m/min）一体化复合涂布生产线；2017
年，再次引进德国BMB设备，预计在2017
年底之前可以完成安装并投入使用。用陈

彦友副总经理的话说，就是“舍得投资先

进的设备，是公司发展壮大的需要，更体

现了金大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的决心”。

先进的设备为生产出合格适用的产品

奠定夯实的基础，但这并不是产品质量的

全部。为了进一步稳定质量，上海金大设

立专门的检测实验室，从原材料开始严把产

品质量关；而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配备专业

的技术人员对每道工序的生产工艺和半成品

进行监控，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成

品出厂前施行上机实测，对材料的强度、平

整度、复卷张力以及印刷效果进行系统的测

试。此外，上海金大还通过自检、互检、抽

检等多道在线、离线质检流程，力求100%
保证将合格产品交付客户。

此外，上海金大还借助专业的管理体系

来规范企业的各项流程，包括采用ERP软件
控制所有进销存管理，最大程度地降低人为

误差；建设立体化的货架仓储，使得产品在

各工序之间的流转更加规范……

“设备、质检和管理形成一个严密的闭

环，保障了金大产品的优质化和稳定化，从

而实现稳步增长。”陈彦友副总经理表示。

巧破局 谋发展
对于生产制造企业来说，产业用地空间

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意识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上海金大积极主动、未雨绸缪、提前布局。

作为在上海拥有两个花园式生产园地的

大型企业，上海金大一方面在上海基地增加

生产线、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积极

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目前，上海金大在南通

投资建设的占地面积达14万平方米的生产
基地业已初具规模，预计在2017年年底前
正式投产，未来南通生产基地的规划产能

将占到上海金大总产量的2/3。
与此同时，上海金大积极研发环保产

品，实现生态化生产。上海金大自主研发

的、拥有多项专利的无溶剂涂布技术，使

用水基材料，环保无污染；而企业引进的

复合式光氧化净化设备，可以对涂布生产

线的废气进行有效处理，确保排放达标。

结束语
不断拓展、不断前行的上海金大，未止

步于做一个优秀的国内标签材料供应商，上

海金大正在朝着全球化发展的方向努力。自

2003年开始，上海金大一直跟随Labelexpo 
Global Series的步伐，稳步开拓海外市场。

目前，上海金大国内外业务的比例达

到7：3，上海金大要用不断提升的国际市
场占有率，诠释中国制造的力量。

“在秉承品质优先、服务至上的基础

上，金大将进一步立足市场需求，不以廉价

低效为纷扰、坚守标签人的初心，为客户提

供及时、专业、高效的应用体验。”这，就

是上海金大对未来发展的宣言。

《标签与贴标》记者王莎莎（左一）、金大销售总监邓家军（左二）、金大副

总经理陈彦友（左三）、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高级销售经理王杨（右一）

金大先进的宽幅、高速一体化复合涂布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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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expo Asia 2017
有哪些值得看？
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中国区总监刘涛先生结合刚刚落幕的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谈

本届亚洲展上最值得观看的亮点技术与产品，以及值得行业关注的新趋势

根据亚历山大沃尔森联合会（AWA）的最新市场研究，全球
标签、包装印刷业年平均增速在4%左右，超过全球GDP

增速。

标签主要为包装行业配套，例如我国的轻工业产品，如食

品、饮料、酒类、化妆品、家电、陶瓷等，80%需要标签配套；
同时我国3C产品、物流、快递等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同样需要大
量的标签作为配套。2016年，我国GDP平均增速在6.7%左右，
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标签印刷业仍以每年平均7%的速度增
长，前景广阔。

从标签的年均消费量来看，根据AWA统计，亚洲占全球消费
总量的43%，其中中国标签消费量最大，超过亚洲消费总量的一
半之多，达到55%。

稳定的社会秩序、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和多样化的消费层次，

为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英文：Labelexpo Asia 2017）
的顺利运营和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时机。本届展会参展商总数首次突

破300家，展出规模为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两个全馆，国际展商
约占30%之多。展出的设备包括传统印刷机、数码印刷机、印前
技术、印后加工技术、激光模切设备、RFID智能标签、油墨、
承印材料和辅助设备与器材等，将展示完整的标签加工产业链。

以下将结合 9月底刚刚落幕的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
belexpo Europe 2017），介绍本届亚洲展上最值得观看的亮点技
术与产品，以及值得行业关注的发展趋势。

数码印刷技术新突破
根据欧洲标签印刷展览会展前做的一项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在

欧洲所有新装机中有9.7%是数码印刷机，其中76%是采用碳粉技
术的数码印刷机，包括HP Indigo的电子油墨技术；24%是采用喷
墨／混合印刷机，包括整合在传统机上的混合印刷机。

自2006年HP Indigo在国内首推卷筒纸标签印刷机以来，我国
数码卷筒工业标签印刷机的装机量已突破180台，且近几年增长明
显，每年的平均增量在40台左右。

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促使国际主要数

码印刷设备供应商悉数进入中国市场。本

届展会多米诺、富士施乐／道斯特、HP 
Indigo、Amica Systems、赛康、经纶科
技以及OKI均将携设备参展。

多米诺N610i数码喷墨标签印刷机、
富士施乐即将展出的Durst数字UV喷墨标签印刷机Tau 
330E产品和Amica Systems的Gemini 330彩色UV标签印刷机均
属在国内的首次亮相。

OKI首次参展，并将展出一款性价比高、介质适应性强、可
实现五色（CMYK+白）打印的PV701卷筒标签打印机。它适用

于食品饮料标签、化工标签、服装鞋帽标签、物流标签和文体标

签等多种领域标签打印。

上海永享标志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永循数码影像技术有限公司
将展出韩国Dilli Neo Mercury数码标签印刷机，该机采用京瓷喷
头，可打印3pl墨点及85%潘通色，渐变效果流畅逼真，并具有
高速、高产、高精度的特点，打印速度为50m/min，打印精度为
600×1200dpi，打印宽度为216mm或324mm。材料预处理方式：
使用离子发射器，最大化减少材料表面静电，能提升打印品质。标

记和间隙传感器，确保叠印的精度；双自动张力系统和双纸路纠偏

系统，可实现精准的定位打印；可操作各类材料，且无需上涂层。

经纶科技将展出专为标签、账单和吊牌的可变数据打印而设

计的日本ST1865R中速黑白激光打印系统和法国NIPSON高速黑
白激光打印系统等，后者采用独一无二的磁成像和冷温定影技术，

可实现打印速度的可变控制。

国内参展商，宁波沃瑞将推出一款最新的数码标签印刷机

Color DLP VP320C，它采用先进的S-LED和DELCIS（数码优化光
照控制图像处理系统），不仅可以输出分辨率高达1200×2400dpi
的图像，而且还能够解决各类标签生产的问题。

广州卓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也将携最新产品参展，还有部分

国内企业的喷墨印刷产品将在最后一刻揭晓。

作为本届展会最大亮点之一的“数码印刷体验之旅”已得到

多米诺、富士施乐、惠普和赛康公司的支持。展会现场四家企业

会采用相同材料，不同加工工艺印刷同一款设计样稿以供观众检

验最后的印刷效果。如果观众能集满整本“数码印刷体验之旅”

的印章，便可参加幸运抽奖活动，奖品是Apple Watch S3一部。

数码后加工发展迅速
在刚刚结束的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上可以看出，数码

印后装饰已经成为标签加工领域内的一种主流发展趋势。展会

上，HP Indigo首次展出其商业化的GEM数码装饰单元，
并演示其与HP Indigo WS6800数码印刷机的
联线加工。GEM技术可以实现多种2D和

欧米特Xflex X4柔性版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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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效果，包括局部上光和高光上光、触感上光和数码冷烫金。
本次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上，HP Indigo也将在国内首次展
出GEM技术。

赛康的Fusion印后单元将彩色印刷与标签、包装的数字装饰技
术相结合于一条一次走纸、全数字印刷的工艺流程上。

库尔兹将展出DM LINER®系列数码烫金设备，可帮助标签

实现全程数码化生产。DIGITAL METAL®数码烫金系列能体现金

属装饰印刷中的完美数码概念。库尔兹的烫印箔联合数码印刷，

无需准备时间，无需工具。使用DIGITAL METAL®系列的数码烫

金箔既可以连线或离线加以装饰，迷人的金属感能创造出独特的

图案及定制产品。

GCC（星云）将展出GCC LabelExpress数码激光标签切割
机。该机具备高效能，切割精准的优势；具有非接触式激光束，可

以实现全切、半切和综合功能。加上自动进料系统、废料清除辊、

分切模组（选配）和CCD摄像头，搭配GCC 研发的SmartControl 
Label软件，LabelExpress提供全自动数码解决方案，用于成卷标
签的切割，并可进行PU热转印膜切割。没有额外的耗材，立等可
取，极大地满足动态市场需求。

国内企业深圳博泰印刷和温州力冠近年来发展迅速，其设

备已在多个国 家 安装。

本届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深圳博泰印刷将展出SDF Plus
智能化模块化数码印刷标签后加工系统。该机集柔印、上光、烫

金（冷烫、热烫）、覆膜、模切、分切等功能于一体；国家发明

专利的平烫金可实现90度旋转和平版合压，亦可升级实现全息定
位烫金和凹凸工艺；其他的备选工艺如丝印、翻转等也可添加以

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和多功能需求，是当今智能化数字化后加工不

可缺少的热门设备。

柔性版印刷技术强势反弹
此次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上，柔印行业凭借高自动化和

更高效的印刷机强势反弹，同时还呈现出数码印刷与柔印两种工

艺以不同形式进行组合，两种工艺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的迹象。

这就使得在中短版标签印刷市场上，柔性版印刷机有取代数码印

刷机的可能。

在中国政府大力抓环保治理的今天，柔印这种绿色环保印刷

工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印刷企业和最终用户所接受。2015亚洲国
际标签印刷展览会针对观众最感兴趣的印刷工艺做的一项市场调

研显示，41%的观众对柔性版印刷技术更感兴趣也印证了一点。
我国标签印刷领域以UV柔性版印刷技术为主，本届展会是欧

米特连续第八次参展，它将展出针对中国市场的Xflex X4柔性
版印刷机。据欧米特介绍，这是目前市场上机械与伺服技

术结合最完美的一款设备，同时也是一款将两者优

势发挥到淋漓尽致的设备。它采用VISION-1智能化
预套印和纵、横向套印控制系统，一键式操作，无

需人工介入；最少的传动齿轮可确保最高的传动精

度；“Easy Change”快速换版结构使得单色换活
时间缩短至40秒；超短纸路设计，压印滚筒和水冷
滚筒合二为一，调机损耗降低50%；多工艺组合式印
刷，冷烫、热烫、覆膜、丝网、凹印等可灵活换位。 

昆山金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展出JJ380无水（六色）PS版间歇式印刷机

博斯特M5X机组式柔性版印刷机

博泰印刷SDF Plus智能化模块化数码印刷标签后加工系统

OKI PV701卷筒标签打印机



                看点  | 25

博斯特将展出M5X机组式柔性版印刷机，可全方位满足加工
商在食品、饮料、化妆品、医疗、家庭日用品以及工业市场

方面各种标签印刷需求。同时展出的还有针对真空镀膜

方面应用的博斯特新型K5 Expert镀膜机。
据中印工协标签印刷分会名誉理事长谭俊峤先生介

绍，我国国产柔印机从空白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到创

新发展，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效。目前全国柔印机装机总

量已达到2016台，国产设备占76%。作为走出去的代
表，浙江炜冈机械有限公司的设备已经行销全球，其

设备销售额从2.5亿元增至3亿元，增长幅度超过20%。
浙江炜冈ZJR-330柔性版印刷机采用Rexroth-

Bosch伺服驱动进行张力控制和印刷滚筒驱动，印刷幅
宽330mm，速度可达180m/min。该机目前在国内的装
机量已经超过50台，它也将是本届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
览会上最值得观看的机型之一。

今年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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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成立“祐印”公司。本次亚洲标签

展，“祐印”公司将首次亮相并展出系列柔性版印刷机。

瑞安景大将展出柔印商标机（油性和水性两用）。

艾司科将展出全新柔版制版解决方案，杭州科雷机电也将展

出创新的柔印CTP设备，为标签印刷企业带来性价比更高的柔印
制版解决方案。

乐凯华光印刷科技将展出全系列柔版产品。华光生产不同厚

度、不用类型，可应用于各种印刷领域的全系列柔版产品，并已

全部成功推向市场。华光数码柔性印刷版基于黑膜烧蚀技术，烧

蚀感光度良好，独立网点网线还原出色，专为印刷和制版厂商设

计。具有制版简便、印刷流畅、曝光和印刷宽容度高、水洗干燥

速度快和印程长等特点。华光还自行成功开发出平顶网点数码柔

版产品，欢迎莅临华光展位，了解详细情况。

东莞市梅居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将展出1.7mm的柔印树脂版，
产品主要特点包括：曝光宽容度广；具有特殊的油墨转移性能；

印刷效果清晰、细腻；传墨性能好，尤其用于酒精油墨、水基油

墨效果更佳。

物流不干胶全产业链的展示
根据国家邮政总局统计数据，2016年国内快递总量达到381

亿件，比上年增长50%，预计2017年将净增100亿件。在物流领
域，三层不干胶标签的使用率约占市场的50%。本届亚洲标签印
刷展览会，物流标签从原材料到应用技术全产业链均有展示，值

得关注的企业包括：艾科、棕榈泉等。

RFID智能标签全产业链展示
“智能标签专区”是本届展会的另一主题活动亮点，

目前确定展出的企业包括：D P S  I n n o v a t i o n s、上海联

点、Thinkgo、Voyantic、Visualnet和意法半导体（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等，将展示RFID智能标签加工的全产业链。

印刷材料争奇斗艳
印刷材料的展示也是每届标签展观众必看的项目之一。

今年来自国内外材料领域的领先企业，如：艾利丹尼森、冠

豪高新、芬欧蓝泰标签、INNOVIA FILMS、琳得科、上海金

大、MOMENTIVE、科佩、优泊等将为您带来改善产品外观，提
高产品性能，提升货架吸引力的全方位解决方案。

最后，刘涛先生总结道：我们已经全力以赴，将通过展会为

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标签印刷新体验！让我们相约2017亚
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12月5—8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不
见不散！

最值得关注的无水胶印技术
胶印技术与标签印刷的结合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值得关注的企

业包括炜冈、中天、万杰、金箭等均将携带设备参展。

其中，昆山金箭机械将展出JJ380无水（六
色）PS版间歇式印刷机，首创无水胶印技术在
国内标签领域的应用。据金箭介绍，由于采用

无水PS版印刷，无需控制水墨平衡，印刷过程
中颜色稳定，停、开机颜色不变，网点清晰

不变形。非常适合印刷小批量以及大批量

的高端标签，是各印刷厂家印刷高档不干

胶商标的理想机型；该机也实现了无需添

加凸版印刷机组，便可完成无水PS版和凸
版的同时印刷，既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节

省了购机成本。

展会上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首次参展的

法国Codimag公司，其无水胶印技术在中
国葡萄酒标签市场上颇受欢迎。它独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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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减少了胶印印刷的变量。

科佩系列收缩膜，可实现全瓶身图文印刷

韩国Dilli Neo Mercury数码标签印刷机

优泊的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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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模切版雕刻设备解密
您是否知道制造一台精确加工柔性模切版的设备需要哪些条件？《标签与贴标》杂志特邀Anderson欧洲公司的雕

刻设备专家Alfred Könemann先生为您进行详细阐述

GVM系统是一款专门用于柔性模切版
加工的高精度计算机数控（CNC）

雕刻机。

经过氯化铁腐蚀的柔性版采用高速铣

刀以稳定的质量进行雕刻，独立的可编程序

列和轮廓控制系统确保对各种复杂形状刀版

的精确雕刻。由于一次雕刻就能确保柔性模

切版刀刃的质量，所以可以省去模切版的二

次加工，相对于传统铣削设备，这是一大优

势。传统加工中由于需要对刀版底面进行研

磨，因此会大大影响模切质量和生产效率。

由于可以通过雕刻刀角度和直径来灵

活改变模切刀刃的几何形状，GVM设备具
备较高的加工灵活性。不同的生产订单可

以进行组合，整个系统可以通过以太网与

现有网络集成在一起。

非接触式雕刻刀检测系统用来计算动

态的刀具轮廓尺寸，比如长度、开角和有

效刀具半径。为了确保整个系统最大的温

度稳定性，GVM的直接驱动电机和高速雕
刻轴均采用水冷方式冷却。此外，驱动电

机的冷却系统经过精心设计，可确保机械

轴和设备底座之间完全热绝缘。

物尽其用
专业的柔性模切版加工系统，比如

GVM系统与常规计算机数控系统有很大的

差别。所以，我们要根据应用领域进行分

类：诸如标准纸张和非涂布纸之类的材料，

一般有较厚的离型底纸，需要采用标准模切

版，尺寸大约为300×400mm，刀刃总高度
要求是4—6微米。

另一类是采用柔性模切版模切的材

料，如涂布纸和薄膜材料。比如PP，这种
材料离型底纸通常比较薄，需要采用较大

的模切版—超过400×600mm。这种模
切版通常把一些复杂形状集中在一起，增

加整个雕刻的路径，有时候雕刻路径甚至

超过50m，这可能需要至少8小时或者更
长的雕刻时间。

Anderson欧洲公司的GVM高精度计算机数控（CNC）雕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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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Alfred Könemann先生自2001年起加入An-
derson集团，目前担任分公司经理一职，主要负责
Anderson集团位于德国Detmold的Anderson欧洲
分公司业务。

GVM设备总体介绍
GVM雕刻机的底座采用低石英含量

的天然花岗石，机械振动时能提供良好的

减震功能，同时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和长期

稳定性。其硬度比钢高，且不会受到磁场

的影响。

这种机械性能使得我们能够采用预加应

力空气轴承导轨，以满足精确定位的要求。

GVM雕刻机的输送轴采用线性直接驱
动技术，能确保实现真正的高速雕刻——无

磨损件和强力电机技术，无需保养，同时具

有优异的性能控制和定位能力。

iHOC系统（集成式高度优化雕刻系

统）可以确保预定的柔性模切版高度，即

刀刃与模切版底部之间的距离。整个加工

过程中，预定参数和质量标准的执行可通

过这个自适应系统进行优化。

GVM设备操作面采用整体式花岗石

料，柔性模切版在设备上的安全固定借助

于一个真空系统来实现，这个真空系统配

有多个微型喷射器（可调节吸力大小）。

花岗岩本身的重量以及特殊设计的导轨系

统能起到最佳的减震作用，以减少机器因

机械振动造成的影响。

加工生产过程中，通过人机交互界面

（HMI）能对操作程序进行修改，或者借
助灵活的CNC编程语言进行重新定义。负
责对CNC程序进行管理的总数据库储存在
外部服务器中，以确保生产流程的安全。

完全集成的联线前瞻功能和直接线性

驱动共同确保了精确稳定的定位，即使是

面对复杂的轮廓也没有问题。

市场展望
市场对柔性模切的性能要求在不断提

高。其中一个关注的焦点是打孔工艺，在

GVM雕刻机上采用Micro-Perf Add-On可以
在雕刻后通过CAD/CAM系统的轮廓设计一
步完成打孔作业。

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是工艺自动化程

度的提升。为此，我们已经开发出一款多

工具更换系统，采用该系统后，GVM雕刻
机可以控制多达600种铣削工具，这样无

需对标准工具配置进行升级就能满足不同

作业的需要。

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客户定制项目将使

我们的未来忙碌而充实。

iHOC系统（集成式高度优化雕刻系统）确保刀刃与模切版底部之间高度的一致

GVM系统可以全自动控制多达600种铣削工具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平湖市，是广东冠豪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433）

的全资子公司，于2017年6月正式投产。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引进两条目前国外先进的涂硅、涂胶

一体化复合涂布生产线（其最高车速高达750m/min），年产量达11亿㎡。

Zhejiang Guanhao Functional Materials Co.,Ltd.
地址：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仓庆路888号
Tel：0573-85701683
Email：zjgh@chinapaper.com.cn.

扫一扫 关注公众号

饮料、酒类
日化类
葡萄酒标签类
医药医疗类

食品类
商超类
轮胎标签类
门票登机牌类     

电子标签类
铁路、航空行李标签类
物流标签类
冷链应用类 

雄厚的生产、科研实力

丰富的产品库

品 质 展 现 价 值

C

M

Y

CM

MY

CY

CMY

K

广告杂志设计.pdf   1   2017/11/12   13:00:04



2017年12月5-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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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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科：
借创新成为行业的颠覆者
“我们不是不干胶材料的发明者，但我们立志成为这个行业的颠覆者。”成立于2010年的上海艾科（AKO）印刷

科技有限公司，仅用7年时间，就超越了众多业界的“前辈企业”，迅速发展成为一家全球领先的不干胶、电子

面单、空白模切生产企业，2017年其销售额超过15亿元。艾科用自己的表现，颠覆了行业发展的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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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成为全球领先的不干胶、电子

面单、空白模切生产企业之一，2017年其
销售额超过15亿元。艾科的发展主要得益
于中国迅猛发展的电商、物流及快递等市

场，在这类市场，艾科无疑是为之服务的佼

佼者，与顺丰、圆通、申通等众多国内外知

名快递物流品牌有着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艾科在国内建有多处生产基地，主要分布于

华南、华东、华中、华北等地。（详情请见

《艾科印刷：专注成为极致》）。

作为不干胶材料的后起之秀，艾科表

示：“我们不是不干胶材料的发明者，但

更立志成为这个行业的颠覆者。”

自主创新 保持领先
自成立之初，艾科就一直将创新作为

公司发展的根本。众所周知，不干胶材料

始终是困扰不干胶标签企业的重头。标签

材料的成本一直都是标签生产企业无法逃避

的，同样的问题也曾经严重困扰着艾科。为

了能够在业界脱颖而出，痛定思痛的艾科决

定自己开发新的标签材料。经过多年的不断

探索，在今年9月底举办的欧洲国际标签印
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 2017）上，
艾科重磅推出公司的创新科研产品—PET
超薄底纸材料。

新的PET超薄底纸采用高度对称结构，
同时改善高分子结晶的取向性，使其成膜性

更好。据介绍，艾科新推出的这种PET薄膜
的厚度，由传统的23μm降低至12μm，
平均克重减少一半（从60g减少至30g），
而幅面则从常规底纸材料的412mm增加至
660mm。新的PET薄膜在减重增量方面走
在行业的前端。另外，新的PET薄膜材料
强度高，可以重复使用，极大地降低了废

料率，因此更符合环保要求。

与此同时，新的PET薄膜耐磨性好、透
明度高（透光率可达90%），对于提高标签
的出标精度和速度都有很大帮助。据介绍，

这款材料的出标速度是原来的2.5倍，日产
量可以增加212.6%。

“PET超薄底纸，节约了前期的原材料
成本，降低生产过程中卡机等带来的浪费，

以及后期的运输成本和废料回收费用等，因

此，一经上市，就吸引众多客户的关注。”

艾科市场经理张瑶解释道，“目前，这款超

薄底纸材料已经开始应用于艾科的空白模切

产品。在原材料不断上涨、环保压力不断增

大的大环境下，超薄底纸对艾科实现不断

货、不涨价，起到巨大的作用。” 
新的底纸材料，让艾科站上企业发展

新的制高点。

立足内部 增效挖潜
艾科不仅注重材料的开发，而且注意

企业内部的节约挖潜。为满足公司不断增

长的订单需求，艾科除了通过扩建厂房、

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等手段增加产能，同

时借助公司内部的人力、物力资源，对现

有的设备进行优化和改造，通过挖掘企业

内部潜力，优化企业现有设备的协调，以

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与活力。

现在的不干胶标签企业的主要印刷方

式多采用柔印或胶印，集成其他印后加工

工艺于一体的一体化加工系统已经成为普

遍现象。但是，绝大多数企业能够做到的只

是根据需求进行采购，而艾科则是更上一层

楼，它不仅可以根据需求进行采购，而且能

够根据需求的变化，自主进行设备的改造和

艾科平湖生产基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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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事实证明，根据需求变化对设备进行

升级改造，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企业进行不干

胶生产的自动化运行水平，提高生产效率、

减少转机过程中的半成品浪费，并且可实现

生产过程中的零排放、低能耗。

此外，艾科还在固化技术上颇下了一

番功夫。艾科原本使用UV灯固化，为了进
一步降低成本、减少能耗，艾科自主开发

LED UV灯，较传统UV灯可减少50%—80%
能耗，且碳排放量更低。LED UV属于冷发
光，加工温度更低，也更适合不干胶标签、

特别是薄膜标签的生产。

“艾科鼓励员工全员参与创新。创新使

得我们的新产品一个接一个推向市场，创新

保证了我们产品质量的稳定、生产效率的提

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艾科总经理宣伟认

为，创新是促进艾科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提前布局 赢在未来
从设立专门的研发部门、引进先进的检

测仪器、高薪聘请专业研发人才，到自主研

发新型薄膜材料，改造印刷、模切、折页多

工序一体机，开发新的LED UV灯管，艾科
依靠创新实现了发展的优势。目前，艾科的

明星产品——电子面单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

已达到30%—40%。
但艾科并未躺在成绩单上睡大觉，依然

在硬件设施和软件配套两方面不断投入，力

争进一步拉大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据张

瑶经理介绍，艾科计划2018年在国内增加
30条生产线。

2017年8月，艾科平湖生产基地正式启
动建设，占地面积2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达45,000平方米，将配备10台涂布机、5台
分切机等生产设备，该项目预计2018年9月

竣工。“平湖生产基地是我们明年计划的关

键一部分。我们会将其打造成为一个顶级的

涂布、电子面单、空白模切高端研发生产基

地和培训中心，未来它将成为艾科不干胶材

料的工艺展示中心。”同时进行的还有艾科

滁州生产基地。这个占地13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新工厂将有12条生
产线，2019年建成投产后将成为艾科国内
高端印刷涂布的最大生产基地。

此外，为了让公司的不干胶标签产业

链更上一层新台阶，艾科也在积极探索更

广阔的国际市场，提前做好市场布局。今

年的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就是其迈出

探索的第一步。

“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要走出去。”

艾科对未来的发展如是说，“欧洲国际标签

印刷展览会是我们参加的第一个海外展会，

参展效果出乎我们的意料。现场很多欧美客

户对我们的产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进行

仔细的沟通和咨询。2019年的展会我们的
参展面积将扩大3倍。”下一步，艾科将设
立国外分切中心和经销商。

张瑶经理还透露，艾科目前正在为上

市做准备。通过市场融资，进一步优化企

业内外部、上下游的综合运营能力，从材

料涂布、高端研发、质量把控及低耗能生

产等多方面切入，实现公司的多元化发展；

同时，加强专业人才的储备，借助优惠政

策吸引不干胶材料方面的高学历、高科技

人才加盟企业。

艾科亚洲展 精彩预告
今年12月5—8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举办的第八届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Labelexpo Asia 2017）上，上海艾科将
携本公司多款热门产品亮相，包括电子面

单、空白模切及多种不干胶材料。

本次参展，艾科除了现场动画演示公司

先进的生产工艺、严格的质检过程以及专业

的管理体系外，同时，还将首次携带多台打

印机为观众现场展示条形码、二维码的打印

过程，让您切实感受艾科产品的高精度、高

效率和超越期望的极致性价比。

“正如习主席所说‘新时代要有新形

象，更要有新作为’。艾科立志成为不干胶

材料的颠覆者。我们深知未来要面对的情况

会更复杂、更具不确定性，但艾科人深信努

力能够改造一切、时间能证明一切。”艾科

总经理宣伟表示道。

艾科自主开发LED UV灯，其能耗较传统UV灯减少50%—80%

艾科生产的无底纸标签

中通电子面单

欢迎莅临艾科在第八届亚洲国际标签印

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上的展

位，展位号：E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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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铁提升模内标签加工新高度
经过15年的潜心研究，罗铁开发出一款全新的专业化模内标签加工系统，同时实现了从材料到塑料铸模整个供

应链上下游供应商的连接。请看来自Andy Thomas先生的报道

罗铁针对模内标签加工的PW-460-R6C高速全轮转六色宽幅多功能印刷机

15年前，罗铁推出一款用于连线印刷、加工模内标签的印刷
机，并将其作为中间环节，实现了从材料到塑料铸模整个供

应链上下游供应商的连接。这款凝聚15年研发结晶的印刷机能更
好地处理模内标签一次加工成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并带

来全新的解决方案。

“最初，我们是与艾利丹尼森昆山培训中心合作，并研发出

一套全新的解决方案。”罗铁公司执行长（CEO）罗文建先生介
绍道，“后来我们又与各大材料供应商配合。”

“然后我们决定改变方向，将目标集中在从材料供应商到模内

贴标设备制造商的整个供应链，旨在与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合作，

同时推出吹塑成型和注塑成型两种模内标解决方案。”

就模内标的市场应用而言，如何避免油墨迁移是关键。罗铁

公司协理田先生表示：“即使采用低迁移油墨，由油墨迁移造成

的潜在危害依然存在。因为，消费者往往会在接触产品包装后又

将手指放入口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罗文建先生认为这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面对新一

代的包装容器，消费者往往在开启包装后直接饮用。

“同样，当消费者喝饮料时，嘴就有可能直接接触到贴有标

签的瓶颈，这也有可能导致油墨迁移。”

针对于此，罗铁推出连线覆膜解决方案，由于油墨被塑封起

来，就不会存在与食物、身体直接接触的可能。这种基于覆膜基

础的模内标签解决方案在微波炉加热时也同样安全，因为膜基在

微波炉里加热能确保不脱离。

罗铁采用一款标准的PP膜，只要是同一个供应链提供的薄膜
就可以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内使用。这款薄膜的厚度为80微米，可
与容器一道被彻底回收。

一次加工成型的模内标技术
罗铁针对模内标签加工推出PW-460-R6C高速全轮转六色宽

幅多功能印刷机。它采用罗铁最知名的CI鼓设计，配置柔版上光
单元。该印刷机特别针对卷到单张运行，能有效减少静电聚集，

并可以通过精确的张力控制系统处理单层的模内标膜。该印刷机

还配有一个连线圆模切和覆膜装置，可选配冷烫单元。之所以选

用460mm幅宽，是为了满足台湾政府针对食品包装出台的严苛的
食品级包装标准。

模内标签的加工从连线印刷到模切，再到分销全部一次完

成。该印刷机采用中央压印鼓（CID）方式和特殊的低温UV干燥
系统，以及其他多项专利设计，可以更精确控制材料，确保材料

不会扭曲变形。

罗先生表示，如果加工商能够作为整个供应链中的一部分，

那就会拥有更大的加工优势。比如，他们可以选用经罗铁认证的

材料，并向罗铁精选的塑料铸模企业销售标签。而且罗铁的部分

客户本身就是大型注塑成型企业，他们拥有自己的印刷部门，可

以直接印刷模内标。

“这只是针对印刷末端进行的调整。”罗先生介绍道，“所

以，同一款印刷机还可以加工收缩套标、塑料软管、软包装、甚

至是模内标，只需调整加工末端设置使其更适合模内标的加工方

式，或是收缩套标和塑料软管的分切方式，即可。”罗铁标准的

覆膜/模内标/软包装印刷机幅宽为460mm，而用于普通压敏胶标
签加工的印刷机幅宽为260mm。

罗先生认为在整个大中华区范围内，模内标签正得到政府

的大力支持，发展飞速。“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执行力，如果它

想推动一个市场的快速发展，那么这个市场势必会迅猛发展。”

与此同时，罗先生还注意到模内标签的其他一些发展信号。

如可口可乐公司正在开发的一款PP灌装饮料就采用模内标技术，
田先生认为，“这将是模内标签未来广阔发展前景中的一部分。”

位于台湾南投的万隆印刷公司是罗铁印刷机的老客户，目前，



                罗铁  | 35

它正在使用一台罗铁印刷机加工模内标。这

家拥有25年标签加工历史的印刷企业，主
要印刷透明和白色模内标膜，采用的是吹

塑成型和注塑成型两种模内标加工方式，

其客户主要来自化妆品、洗涤用品、医药

产品和发动机润滑油等领域。同时，万隆

印刷公司还加工压敏胶标签，包括可重复

密封的标签，这部分客户主要来自食品、

葡萄酒、饮料和化妆品市场。

不仅仅是凸印—还有胶印、

柔印和丝网印刷
罗铁公司的发展完全遵循西方发达市场

的轨迹，从凸版印刷过渡到柔性版印刷和胶

版印刷。目前，该公司针对所有印刷方式提

供全面解决方案。

“我们既可以生产柔性版印刷机，也

可以生产凸版中央压印鼓（CID）印刷机，
至于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款印刷机生产，还是

由市场说了算。”罗先生介绍道，“总的来

讲，亚洲市场偏好凸版印刷机，而欧洲市场

则更青睐柔性版印刷机。只要客户对中央压

印CID鼓有需求，尤其是针对薄膜类印刷，
我们就会坚持一直生产。”

目前，罗铁仍是凸版印刷市场上的主

要领导者。

丝网印刷机也是罗铁的主打产品之一。

罗铁不仅自行生产丝网印刷机，同时还销售

SilkStar系列丝网印刷机。
“事实上，丝网印刷一直在持续增

长。”罗先生介绍道，“我们还销售用于

数码标签印刷的丝网印后处理设备，以用

于电子印刷，如RFID、面板及PCB软性电
路板的印刷，我们是在薄膜材料上印刷面

板的。我们的设备还可以丝网印刷血糖测

试剂，它采用3M材料，在高速自动化的生

至高荣誉

罗铁机械作为全球领先的标签加工设备供应商

参加台湾政府举办的“台湾精品金银质奖”，并获

得至高荣誉。

“台湾精品金银质奖”是由台湾经济部于1992
年创设，现已获得101个国家和地区的认可，主要用
以表彰台湾地区最具创新力和附加值的产品。所有获

奖产品均在研发、设计、质量和市场推广等方面表现

卓越，且必须是台湾制造。获奖企业被允许使用代表

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台湾精品”标志。

罗铁公司研发的模内标签加工技术是罗铁产品

创新的佐证。但“台湾精品金银质奖”在评选时还需

参考企业的创新文化氛围，罗铁的ISO和TTQS培训
质量认证体系及其所拥有的多项专利证书等皆是其获

奖的最好辅证。

罗铁公司销售协理田习中先生表示：“台湾精

品金银质奖主要用于表彰由台湾制造的最好的产品，

获奖企业往往都是高新技术企业，如华硕公司。而作

为一家不干胶印刷机械制造商，特别是传统的印刷设

备制造商能获得此项殊荣，实属罕见。”

该奖项的授予是对罗铁52年经营的表彰与肯定，
是评委会对其在客户及供应商中所树立的美誉和强大

的品牌形象的肯定。

产线上进行模切和覆膜。”

在汽车市场上，汽车仪表盘的制造过

程中，冲孔和模切之前需反复经过十二次

丝网印刷。 
罗铁还因推出创新型RS-350间歇式PS

版印刷机，跻身胶印市场。

“我们开发胶印机是为了迎合客户对

高dpi印刷技术的需求。”罗先生表示，“
同时，也是因为胶印是全球印刷领域内使

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印刷技术，特别是它可

使用的印前技术非常广泛。胶印与凸印两

种印刷技术之间关系密切。”

RS-350间歇式PS版印刷机采用“短
墨路”或“无键”式Ani-Print供墨系统，
这样设计可使罗铁充分利用其在柔性版印

刷机加工方面的优势特长，同时还可以选

用较为经济的胶版，并能满足全球胶印标

准。Ani-Print供墨系统采用陶瓷网纹辊和一
个双刮墨刀单元设计，同时配置一个用于处

理湿版胶印的润版循环系统。

罗先生强调道：“短墨

路设计能够使我们的印刷

设备实现‘数字化’

目标，尤其是每

次印刷皆能符合

G7色彩管理标
准，且无鬼影

等问题。”

RS-350
间歇式PS版
印刷机提供

的自动化操控

包含：“CNC
一键开启”、

远程控制等。

马汀自动化的

MBSC全自动不

停机换卷和STR自动塔式复卷机作为选配
方案，可以与罗铁自主设计的不停机废料

处理系统协同作业。这款印刷机采用特殊

设计的刮墨刀和传送带以确保粘性废弃物

能轻松移除。

“罗铁胶印机的不停机设计具有许多

明显优势，不停机就意味着辊与辊之间的所

有参数不会改变。”罗先生表示道，“浪费

是短版活加工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之一。”

罗铁公司执行长（CEO）罗文建先生

吹塑成型模内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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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铁的间歇式胶印部分结合全轮转加工技术，“使用间歇式

设备，您不可能在冷烫单元和覆膜单元获得同样的精确度。”罗

先生强调道。

罗铁RS-350间歇式PS版印刷机采用全模组化设计，可以连线
一至二个多功能柔性版印刷单元。这样设计有很多好处，比如，

可以先印刷不透明白色墨；还可以配置用于冷烫并在带胶水一侧

印刷的单元。罗铁RS-350间歇式PS版印刷机经特别设计，可使
用低温UV系统。

未来发展
尽管罗铁已经在生产针对数码印刷的印后加工设备，但暂时

还没有开发数码印刷机的计划，这并不代表罗铁对数码印刷技术

注塑成型模内标签罗氏父子薪火相传

毫无兴趣。事实上，罗铁技术研发部门中的一个独立团队正在研

究如何将3D虚拟实境（VR）系统印刷的应用与数码印刷机结合
起来，这样做不仅可以导入游戏、教育、影视、文化等层面的内

容，同时还可以支持3D打印。
目前，罗铁正在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同时也在着手研究如

何更好地将该项技术应用到标签、包装印刷中。

从早期凸版印刷机的设计、制造，到具有先进加工技艺和独

特技术研发能力的高新企业，罗铁走过漫漫长路。

现在罗铁正潜心研究诸如模内标签、短墨路胶印印刷机和先

进的3D虚拟实境（VR）系统应用的蓝海市场，并已小获丰收。
未来，我们期待罗铁的重塑能在全球标签、薄膜包装印刷领

域内获得更大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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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Labelexpo Europe 2017
看标签技术发展趋势
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被誉为“标签印刷行业的奥运会”，它几乎汇集了标签和包装印

刷领域的所有元素，是全球标签、包装印刷业技术发展的风向标。本文，Andy Thomas先生将针对刚刚落下帷

幕的2017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总结传统印刷和数码印刷最新的技术发展，以及供应商目前所提供的组合

印刷解决方案

传统印刷机的新发展
从最近两届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Labelexpo Europe）不难看出，柔印行业
正凭借着更高效的印刷机强势反弹，在中短

版标签印刷市场甚至可以替代数码印刷机。

这种强势反弹很明显的一点是自动化

程度的提升，不仅仅是印刷机本身，还包括

印刷机与更大的工厂管理系统的集成，不得

不说，这是满足工业4.0要求最为实际的举
措。更高效的加工系统，包括快速的半轮

转模切系统，是自动化提升的另一个表现。

首先我们来聊聊印刷机自动化。此次

展会上，自动印刷压力控制系统的使用已

经非常普遍。博斯特公司首次在展会现场

演示这种系统。自动印刷压力控制也是本

届展会现场演示的 “数码柔印”印刷机的

主要特点。

更多的柔印机制造商也纷纷加入进

来。Edale公司在其FL-3印刷机上展示了
基于图像的印刷机控制系统，这是该公司

与AVT公司合作开发的最新的AiiR（自动

半轮转模切在柔印机上普及

本届展会呈现出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快速

半轮转模切系统开始在柔印机上大量应用，麦安

迪、Edale和MPS公司均展示了这样的设备。这将
为传统印刷机带来更快的印前准备，不同印刷重复

长度的订单无需更换滚筒，自动排废。某些情况

下，比如麦安迪的设备可以通过印刷机控制面板从

半轮转切换至轮转模式，这意味着在长版活高速印

刷时仍能保持高效运行。

捷拉斯LabelMaster印刷机有多种幅宽规格可供选择 麦安迪Performance Series P7印刷机上安装Digital Screen单元

欧米特展出XFlex X6.0技术

“自动化4.0是全新纽博泰FA-4*平台印刷机的核心。‘以前由

操作人员完成的重复性或可预见任务现在都可以通过设备自动

化实现。’纽博泰的Paul Teachout先生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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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张力控制器
通过结合T-ONE微处理控制器数字的准确性与我们的张力
传感器的精确度来实现材料的张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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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墨、压印和套准）系统的一部分。在印

刷的准备阶段，AiiR系统会探测每个印刷
单元印刷的套印标记，这些标记被输入到印

刷机末端的AVT Helios S相机；相机会分析
标记的相对位置，为每个印刷单元发送校对

信息。Edale公司开发出跟踪软件能确保首
次校对通过相机之前不再进行额外校对。

AiiR系统还集成AVT公司基于图像的
套印相机技术以及自动分切刀定位技术。

在自动化展区内，MPS公司也在其EF
自动印刷机上展示类似的压力自动控制系

统；欧米特公司也升级了其XFlex6.0平台

印刷机，集成“智能

巡航控制”，它可以

根据印刷速度自动设

定印刷压力，还能够

自动补偿重复长度的

变化。

欧米特最新的

Multivision相机放置
在每个印刷单元的后

面，可以实现即时套

印控制，无需承印材

料走到印刷机末端。

欧米特同时还宣布在

其成熟的 i F lex印刷

机上增加薄膜加工装

置，包括增加冷却辊和Multivision套印控
制，可以印刷收缩套筒标签；增加的切单

张装置可以加工缠绕标签。

捷拉斯与纽博泰在此次展会上均推出具

有不同程度自动化水平的印刷机。

自动化4.0是全新纽博泰FA-4*平台印
刷机的核心。“以前由操作人员完成的重

复性或可预见任务现在都可以通过设备自

动化实现。”纽博泰的Paul Teachout先生
介绍道。纽博泰公司展示的100%无线系
统，使印刷机可以通过一个平板控制，包括

建立菜单和订单调回。此外，该印刷机还采

用纽博泰公司的Clear Hand技术，供墨单元
可以自印刷机上整体取下，而无需拆成网纹

辊、计量辊和油墨斗。印版套筒采用100%
无齿轮结构，可以无限改变重复长度，每个

印刷单元有7个运动控制马达，控制印版滚
筒、网纹辊和压印滚筒，以及压力与横向

调整。Quick Die Change单元还具有集成
自动套印功能以及模切版快速更换功能。

捷拉斯公司去年推出LabelMaster印
刷机，而在本届展会上，捷拉斯公司带来

的是这款印刷机的最先进型号LabelMaster 
Advanced，该型号设备有多种幅宽规格可
选择。这是一款全自动模块化平台印刷机，

最高速度达200m/min，它也是捷拉斯公司
目前生产速度最快的一款印刷机。

捷拉斯公司推出的另一个重要产品是

全新的Screeny，将轮转丝网印刷的速度
提升至120m/min。此
外，Screeny的金属起
凸工艺也取得进展。

Lomba rd i公司

展出的两台设备也

具有较高的自动化程

度。拥有8个色组的

Synchroline 430印刷
机集成自动套印和预

套印功能，现场展示

时还采用了Toro联线
热烫金单元和Bravo
联线平台丝网印刷单

元。Lombardi公司的

全自动Invicta 630印刷机也出现在展会现
场，该机集成套筒技术和预套印、自动套

印控制功能。

Rotatek公司的Brava印刷机升级不断。
此次展示的半轮转机型，可印刷薄膜及自粘

材料。该公司现场还展出采用套筒技术的

Universal 680胶印组合印刷机的新版本。
Etirama公司展出其今年三月份刚刚上

市的E-Series印刷机。该机最大的特点是
采用Easy Concept印刷单元设计。该系列
印刷机最快印刷速度为180m/min，包括幅
宽340mm的E3印刷机、幅宽420mm的E4
印刷机和幅宽500mm的E5印刷机。这几
款印刷机还配置冷却辊，用于收缩套标的

印刷。伺服驱动E系列印刷机具有自动预
套印和套印控制系统，可以通过HMI触摸
屏控制面板调节。Etirama印刷机在西班牙
设计完成，设备的零部件则由法国制造商

Schneider公司提供。

关键字：互联
当用户把传统印刷机集成至MIS系统时

经常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印刷机控制系统的

专利保护。正是这一原因促使MPS公司联
合CERM、以及LabelTraxx公司共同合作开
发出全新的开放交互协议“Talk to Me”。

从MIS系统传输到印刷机的数据包括：
客户姓名、印刷数量、色序、加工、材料类

赛康推出新型喷墨和墨粉印刷机

今年年初，赛康公司推出幅宽330mm的PX-
3000UV喷墨印刷机。该机采用“Panther”固化油
墨。本届展会上，赛康公司新推出入门级PX2000印
刷机，幅宽为220mm，印刷速度为50m/min，分辨
率为600dpi。PX2000配置4个印刷单元及一个白墨
单元。两款PX印刷机均采用赛康X-800前端驱动。

赛康还展示了其在干碳粉方面持续的技术研发

能力，推出幅宽520mm的CX500测试版，印刷速度
为30m/min，分辨率为1200dpi。这款新型印刷机的
首位用户是CS Labels公司。此外，在赛康展位上
还可以看到CX3碳粉印刷机，这是赛康Fusion数码
印后系统的首个商业模块—不透明白墨“数码丝

网”印刷单元。

Xeikon CX3标签印刷机与Fusion印后单元

惠普集成GEM印后装饰技术

本届展会上还看到，数码印后装饰已经成为

标签加工领域内的一种主流发展趋势。惠普Indigo
展示了其GEM数码装饰单元的商业版，并与惠普
Indigo WS6800数码印刷机进行联线加工。GEM技
术可以实现多种2D及3D效果，包括局部上光和高光
上光、触感上光和数码冷烫金。因为是两组设备，

所以这些效果还能够灵活地组合在一起。

GEM通过DFE单一流程进行控制，目前率先上
市销售的涂布设备是GEM Coat和GEM Clear。惠普
与JetFX公司合作开发的GEM技术，目前已经开始
接受预订，预计2018年春季即可发货。

显然，上述技术已经给RIP带来更大的压力。
惠普公司打印与成像系统集团Indigo数字印刷业务
部副总裁兼总经理Alon Bar-Shany先生宣布推出最
新的、面向标签与包装的RIP处理技术Production 
Pro。据其称，新的RIP技术较现有的RIP处理速度
快5倍。该RIP技术由Global Graphics公司提供。
新的RIP技术可以令加工商集中控制Indigo标签印
刷机，既可以是同一工厂内的印刷机，也可以是多

个工厂的印刷机；同时它还将印刷机与自动控制系

统连接，包括惠普PrintOS、MIS系统和艾司科自
动引擎QuickStart。惠普与艾司科合作，并将艾司
科的ColorEngine集成至惠普Production Pro中。两
家公司加深合作，再次推出面向标签的Automation 
Engine QuickStart。

博斯特Mouvent水基数码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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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厚度、印版编号及生产计划；从印刷

机到MIS系统的数据包括：操作人员ID、
印刷速度、印刷长度、废品产生量、印前

准备时间和印刷时间。印刷机操作人员可

以使用一个安卓或IOS兼容的APP软件远
程访问这些数据。

Apex International公司展示配有RFID
的网纹辊，可以与“Talk to Me”生态系
统进行交互。

MPS公司展出全自动印刷机EF430，
这款8色印刷机可实现“智能”压力设置，
展会现场演示了一个订单从原稿到自动印后

加工是如何在30分钟内完成的。加入这个
成功的工作团队的其他公司还包括CERM、
艾司科、Grafotonic、赛康（现场展示一个
自动化数码工作流程，包括激光模切）和

Matho公司。
欧米特公司的Marco Calcagni先生也

发起互联倡议，并将其称之为“透明工厂

的云”（Transparent Factory Cloud），
它可以实现远程设备诊断、数据分析以及安

排生产计划。同时，还可以借助多功能“智

能眼镜”实时发送印刷图片给最终客户，以

确保印刷套印精度，并可直接与欧米特工程

师连线进行现场故障排查。类似的项目（无

需“智能眼镜”），捷拉斯公司及其母公司

海德堡公司也正在着手进行中。

Codimag公司展示的基于Aniflo的Viva 
340 Evolution印刷机同样具有高度的集成
功能。多个加工商分别向Codimag公司发
送PDF文件，随后现场观看该系统是如何
在30分钟内完成从设计到印刷作业工作。
该自动工作流程采用艾司科Equinox软件
进行色彩管理、彩色打样、印版成像及印

刷机准备。该印刷机采用Presstek公司最
新的Zahara NWL印版。

数码—柔印组合印刷机
本届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呈现出

数码印刷与柔印两种工艺以不同的形式进

行组合，两种工艺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的

迹象。麦安迪公司对在柔印机上集成数码

印刷方面一直保持业界领先地位，它拥有

一家专业的数码印刷分公司，由行业资深

专家Ray Dickenson先生负责。麦安迪公
司在本届展会推出的Digital Series组合印刷
机及Performance系列印刷机装配的各种数
码配件均是在Digital Plus项目下推出的。

本届展会上，麦安迪公司推出Digital 
Plus Screen，这是一款单色数码UV喷墨模
块，被安装在Performance Series P7印刷
机上用作第一色白墨来进行展示。该装置即

可在新设备上通过轨道模式安装，也可以用

于旧设备的翻新升级。该模块的印刷速度能

达到73m/min。麦安迪公司的Steve Schulte
先生告诉本刊记者，其8微米厚的墨层甚至
超过UV柔印，与UV丝网相当。麦安迪公司
在欧洲首次展出的另一项组合技术是Digital 
One入门级数码印刷机，该印刷机在4色静
电成像印刷单元上集成柔印涂布单元。“

这款印刷机让我们重新认识市场，使我们

不再仅关注商业印刷商，也会关注小型标

签加工商。我们正踏入不曾意识到的新的

市场领域。”Schulte先生表示。
随着海德堡公司不断向数码转型，公

司对捷拉斯LabelFire组合印刷机也越发重
视。LabelFire组合印刷机目前在海德堡

Wiesloch生产中心进行制造。

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制造商成为

展会亮点

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制造商成为本届展会的

另一大亮点。仅来自国内的参展商就多达65家，
占总参展商数量的9.6%。浙江炜冈机械有限公

司展出其ZJR-330柔性版印刷机。ZJR-330采用
Rexroth-Bosch伺服驱动进行张力控制和印刷滚筒
驱动，印刷幅宽为330mm，速度可达180m/min；
它采用印刷套筒，集成冷却压印滚筒，可适应多种

承印材料。昆山金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推出JJ380
无水胶印间歇式印刷机，该机采用Presstek无水印
版和杭华油墨。这款印刷机主要面向欧洲和美国葡

萄酒标签市场。

据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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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家公司将继续展出

上述设备。

印度Multitec公司展出S2标签印刷机，其印版
滚筒可以通过侧架转换成金属套筒，这样套筒无需

芯轴安装。这台印刷机在展会首日就已出售给俄罗

斯的一家客户。Multitec公司正在考虑将数码印刷
引擎安装到组合印刷机上。

喷墨印刷收缩套标？

本届展会，多米诺数字印刷解决方案公司展

示了一台可印刷收缩套标的N610i数码印刷机，该
机采用UV90六色UV固化油墨组。N610i组合机在
数码印刷模块之后配置一个柔印单元，可在收缩套

标上印刷白色背涂。多米诺公司整合行业伙伴进行

项目合作，例如MPS公司的Symjet组合印刷机采用
N610i集成引擎；ABGraphics公司的Digicon 3也全
面集成N610i引擎。

MPS EF印刷机采用全新的开放交互协议“Talk to Me”

Edale FL-3组合柔印—数码印刷机采用Aiir公司
的自动化、Graphium单元和FFEI的Printbar AiiR

“这种强势反弹很明显的一点是自动化程度的提升，不仅仅是

印刷机本身，还包括印刷机与更大的工厂管理系统的集成，

不得不说，这是满足工业4.0要求最为实际的举措。更高效的

加工系统，包括快速的半轮转模切系统，是自动化提升的另

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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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GPrints公司预演PIKE组合

印刷机

SPGPrints公司预先推出其PIKE700 UV喷墨
组合印刷机。该机采用1200dpi成像系统，配备较
强的预处理及提升附加值的印后工艺（包括丝网

单元），这些工艺可以在一次走纸中实现，速度

可达70m/min。
这款幅宽为700mm的卷到卷印刷机采用SPG

公司的Archer技术，是SPG公司针对织物市场专门
开发的。其特点是在一个中心滚筒分布多达10个
喷墨装置，标准配置为CMYK和白墨，同时采用
SPGPrints公司自有的优化墨水系统。PIKE 700
可以打印单层或复合纸张以及薄膜材料，最大适

应材料厚度为450微米。

桌面系统

本届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 2017）不仅展出生产级数码印刷系统，
同时还有针对公司内部生产或终端用户的桌面型

设备展出。供应商通常也会为全套的VIP系统提
供软件包。

NeuraLabel公司推出NeuraLabel 600e桌
面印刷机，其最大印刷速度为9m/min，可以印
刷模切、半模切或卷材，最大适应材料厚度为

200gsm。这款设备还集成多级LED打印头和微
精细墨粉技术。同时推出的还有无接触卷到卷放

卷/复卷单元，配置有光学传感器可以自动控制

材料传输。

New Solution公司推出NS Atom桌面标签
打印机，适合预模切标签的卷到卷印刷。Sirius 
Memjet单通道打印头，可适应打印幅宽80—
240mm，速度分别为9m/min或18m/min，分辨率
为1600×1600dpi。

VIP Color公司推出的VP720原型机采用

Memjet公司的Versapass打印头，这是一款彩色
标签打印机，可以在1600×1600dpi的分辨率下
实现18m/min的打印速度。新一代Memjet打印头
和墨水提升了耐水性。另一款原型机是VP9000，
它与VP720具有相同的技术参数，但增加了全自
动打印头自动清洗功能。

爱普生展示其ColorWorks C831喷墨标签打印
机，该机针对GHS大幅面及化学标签进行了升级，
同时也可以作为一款印后设备。SC-S40600是一款
宽幅设备，可以打印装饰贴纸或单张标签，为标签

加工商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本届展会上最新推出LabelFire组合印
刷机联线喷墨上光模块Digital Embellish-
ment Unit（DEU），该装置可以进行不同
厚度的哑光、高光及立体局部上光。

D E U是由三家瑞士公司联合开发

的，其中Steinemann公司开发出dmax技
术、Schmid Rhyner公司开发出UV喷墨特
效光油、捷拉斯公司提供集成技术。该单

元支持的最大涂布量为100gsm，分辨率
为600×600dpi。DEU单元将率先在捷拉
斯LabelFire印刷机、ECS340印刷机以及
LabelMaster印刷平台上配置。

LabelFire印刷机上另一个新配置是

AVT公司最新的Jet-IQ闭环检测系统（该
系统也同时配置在麦安迪Digital Series印
刷机上），能大大提升高速印刷时的印刷

质量，且具有提供完整质量报告的能力。

纽博泰公司展示的Panorama组合印
刷机配置最新设计的加工单元，采用专门

为FA-4*印刷平台开发的CleanHand技术。
印后加工和数码印刷单元的集成意味着印

刷机与联线加工单元之间无障碍，可大大

降低废品产生。Panorama印刷机配备四个
柔印色组，一个纽博泰FP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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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m/min。
展会期间，欧米特宣布与Durst公司合

作。最新的Durst Tau330 RSC全面集成
在欧米特XFlex X6印刷机上，并组合预处

理、印刷、涂布和加工单元。这两家公司

将在其全球网络同时销售X6 JetPlus印刷
机。Durst RSC最高印刷速度为78m/min，
分辨率可达1200×1200dpi，并采用最新的
高颜料油墨色组。

Rotatek展会现场演示了UV-LED固
化组合印刷机，组合喷墨、胶印和柔印技

术。Lombardi公司推出的Digistar组合印刷
机配备5色多米诺喷墨单元和半轮转柔印单
元、冷烫及半轮转模切。

数码印刷机的新突破
本届展会有两款关键性的数码印刷机

隆重推出：一是博斯特公司宣布涉足数码

标签印刷市场并推出Mouvent印刷机；二
是Uteco公司推出Gaia电子束固化数码印
刷机。

Mouvent印刷机是博斯特与Radex公司
联合开发的，后者是一家成立于2013年的
瑞士公司，重点研发基于富士胶片Samba 
1200×1200dpi打印头的Cluster喷墨系

统。Cluster能在各种承印材料上印刷UV
油墨和水性油墨，可支持的承印材料包括

标签、软包装和纸盒（采用同样技术的织

物印刷机目前正在开发中）。

Radex公司正在独立研发水性油墨，
同时也与合作伙伴联合研发UV油墨。水性
油墨设备集成预涂布及干燥装置，可印刷

薄膜和纸张类承印材料，其后是印刷与干

燥模块。这款占地空间较小的UV喷墨印刷
机配置有涂布及模切单元。

Mouvent印刷机的最快印刷速度可达
100m/min，幅宽规格有170mm和340mm
两款。Mouvent还具有独立RIP、校准和
加网算法。

Uteco公司与Ebeam技术公司以及INX
数字公司合作后开始涉足数码标签印刷市

场，并在本届展会上首次推出Gaia电子束
固化印刷机。到目前为止，由于成本和规

格等原因，电子束固化一直仅限于在宽幅

包装印刷上使用。Ebeam技术公司取得重
大技术突破，使得电子束系统能够应用在

Gaia 4.4×1.5m紧凑型的设备上。电子束
（EB）固化的主要优势是食品安全，因为
没有光引发剂迁移至包装里。Gaia印刷机
是四色配置，采用INX数字公司的油墨，

其分辨率可达720×360dpi，速度可达25m/
min。同时，Gaia采用JetINX打印头墨水再
循环系统。

网屏公司坚持其在非直接食品接

触方面的努力，并在成熟的TruePress 
Jet350UV印刷机基础上推出低迁移版本印
刷机—+LM版本印刷机，增加了氮气惰化
和新型低迁移油墨。其首台+LM印刷机在展
会期间已经被Springfield集团公司订购。网
屏公司还推出Jet350UV的加强版，增加第
六色组（橘色）和冷却滚筒，以用于热敏

型承印材料的印刷。两款新型印刷机的最

高印刷速度均为60m/min。
EFI公司也展出其低迁移数码印刷机。

这款名为Jetrion 4950lxe的LED-UV喷墨印
刷机采用最新的低迁移油墨，主要用于非

食品接触领域。此外展出的还有EFI Armor 
UVF和UVR涂料，后者具有更高的耐久性
和光泽水平。EFI Jetrion 4950lxe印刷机增
加了承印材料的适应功能，因此可使用更

多类型的标签材料，包括艾利丹尼森的耐

久型标签和葡萄酒标签等。该印刷机还集

成EFI公司的自动工作流程包。
爱普生升级了其广受欢迎的SurePress 

L-4033水性喷墨印刷机（据悉，该印刷

纽博泰Panorama组合印刷机配置最新设计的加工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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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在全球的安装量已超过100台），新型
号为SurePress L-4035，它可充分发挥快
速数据处理的优势，极大程度地提高生产

率。新型号仍保留CMYK+OG+W的色组

配置。此外，在爱普生公司展台上展出的

设备还有SurePress L-6034VW LED UV
喷墨印刷机。

Dantex公司继推出幅宽为210mm的
PicoColour印刷机从而进入标签市场后，
又推出幅宽350mm的7色印刷机PicoJet。
该印刷机使用理光具有油墨再循环功能的

打印头，最快印刷速度可达75m/min（4色
模式下）；它采用全LED-UV固化方式，包
括色组间干燥和最终干燥；同时，它还配有

覆膜、轮转模切和分切，增加柔印单元也在

公司的计划之中。此外，具备色彩管理功能

的DFE印刷机目前正在研发中。
采用可温度控制的滚筒将为热敏型材

料的印刷提供可能，比如收缩套筒材料。

Amica Systems公司展出Gemini 330 
LED-UV固化标签印刷机。该机有4—6个印
刷色组，包括白墨、上光和专色，最高印刷

分辨率为600×600dpi，幅宽为324mm，最
快印刷速度达75m/min。据悉，Amica Sys-
te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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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再次展出这款设备。

数码印刷与装饰模块
本届展会期间，同样引起较多关注

的“组合”模式是在传统印刷机上增加数

码模块。

Edale、FFEI与赛尔三家公司紧密合
作，为本届展会带来PrintBar Uncovered
技术，并现场在Edale FL-3组合柔印—数

码印刷机上进行演示。PrintBar Uncovered
采用赛尔最新的1003 GS12U打印头，该打
印头采用双重HL（大覆盖）模式，能涂布
更多的UV光油，在25m/min的打印速度下
可以实现80微米的上光厚度。双打印头的
配置可将分辨率提升至720dpi。

FFEI公司的Andy Cook先生表示：“
我们已经基本可以实现一次走纸达到250
微米的厚度，这相当于是盲文的高度。”

Colordyne科技公司采用现有集成技
术推出首台UV喷墨集成模块—四色3600
系列UV模块。该模块生产速度可达246英

登录www.labelsandlabeling.com网站，点

击Vedio栏目，可以观看到上述部分机

器的演示视频。

博斯特M8印刷机模型机Mimaki直接在容器上印刷的印刷机

尺/分钟，幅宽为8.5英寸或12.75英寸，打
印分辨率为600dpi。

Industrial Inkjet（IIJ）公司推出一系
列基于柯尼卡美能达KM1800i打印头的紧
凑型彩色打印模块。ColourPrint HiQ打印
分辨率为600dpi（据该公司介绍，当采用
非对称加网技术时可实现1000dpi的可视
分辨率），墨滴大小为3.5pl，印刷速度可
达200m/min。这确保该设备能够适应速度
最快的传统印刷机和印后设备，该模块的

幅宽为75mm到520mm。
多米诺数码印刷解决方案公司展出

K600i数码印刷模块，它集成GraphiMecc
公司的检测系统。多米诺新型数字烫金系

统，可在UV固化和烫金箔剥离之前打印粘
合剂以形成图像区域。此外，多米诺还展

出全新磷光数码防伪油墨。

总部位于英国的Inkjet Solutions公司推
出基于CMYK或单色UV喷墨模块的数码集

成服务，在标准幅宽下其印刷速度为75m/
min，分辨率为600dpi，也可根据需求实
现更高的打印速度。Inkjet Solutions公司
与窄幅工程KPG欧洲公司合作紧密，后者
可为其提供传统加工服务。

Mprint公司首次在其Gen3 UV喷墨印刷
机上展出来自库尔兹的Digital Metal UV油墨
系统。Gen3 UV印刷机幅宽为330mm，有
CMYK+W五个色组，最快印刷速度为75m/
min，固有分辨率为600 x 600dpi，同时集
成覆膜和模切系统。

James Quirk先生与王莎莎女士均对本
组专题文章有重要贡献，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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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包装印刷正成为大印刷业的一项主流趋势，

在此推动下，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Labelexpo）亦
迈向集标签与包装印刷为一体的专业化展会的康庄大

道。尽管目前绝大部分窄幅及中幅印刷机已完全具备

处理宽幅无支撑薄膜的能力，但在本届展会有两项软

包装印刷领域内的发展趋势值得特别关注。

博斯特推出新型M8系列印刷机，这是一款用于软
包装生产的高速、全自动化印刷及加工生产线。据博

斯特称，新型BOBST M8系列多工艺、多功能组合加
工生产线采用博斯特独特的数字柔印技术，最大宽幅

为1070mm、印刷速度高达400m/min。BOBST数字
柔印功能可完全数字控制印刷机，能视频监控闭环印

刷机操作，进而实现预套印、印刷压力以及套印全自

动控制，在不同速度下监控印刷质量/PDF比较结果。
据Federico d'Annunzio先生介绍，该机更换套筒

的时间不超过30秒，可使用UV、水性或溶剂型油墨。
目前BOBST M8印刷机正在测试阶段，预计第一

台商业化设备将很快落户非洲的一家加工商。

数码印刷方面，HP Indigo推出商业化的Pack-
Ready软包装应用解决方案生态系统。该系统可以采
用由多个合作伙伴提供的特种涂布薄膜材料，能实现

软包装薄膜卷料覆膜的零浪费。PackReady生态系统
专门为HP Indigo 20000数码印刷机匹配，使得复杂的
软包装生产可以从印刷到最后成品一次成型。

惠普还同时庆祝全球第50台HP Indigo 3000数
码纸盒印刷机及第100台HP Indigo 20000数码印刷
机的安装，后者主要应用于软包装和薄膜标签加工。

在包装印刷领域，直接在基材上印刷也是一种

发展趋势。Mimaki展出的UJF-7151plus印刷机可以
直接在刚性材料上印刷名牌，适用于工业标识或告示

牌的印制。一款小型的激光切割设备与印刷机组合后

可以将刚性标签直接切割成成品。Mimaki在现场演示
了UJF-3042 MkII UV LED直接打印机。这款设备可以
直接在容器上印刷出360°的装饰效果。

韩国Dilli通过展出Neo Sun FB2513-04DWX平
板UV印刷机以试图呈现标签加工多样化的一面。该
机可以600×2400dpi的精度在1个小时内打印100平
方米。其自动真空控制系统能够处理各种尺寸的基

材，Dilli可变网点技术可以实现四个灰阶（0、3、6
和13pl）。同时展出的还有Dilli Neo Triton数码切割
系统。其产品应用市场包括：销货点、单张标签打样

和折叠纸盒短单等。

Hapa展示其“红方”加UV喷墨模块系统直接印
刷软包装。这是一款5色版本的模块，直接集成在IMD 
Closure Digital Print（CLDP）。它可以采用720dpi精
度直接在玻璃容器上完成CMYK四色印刷。

Hapa的“红方”还展示了在一系列的卷料上直
接打印序列号。

包装印刷

“本届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Labelexpo Europe 2017）呈

现出数码印刷与柔印两种工艺

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组合，两种

工艺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的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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