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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始终如一

助您 胜人一筹

我们始终以帮助客户开发

 产品为己任，对我们来说，

 这也是充满魅力的事情。

  
  从标签测试、设备测试到

   提供市场洞察，我们不遗

   余力。我们每天平均会开

    发一款全新的产品解决方

    案，惠及标签加工商和终

     端品牌商。

我们的技术专家团队勇于接受全新挑战，为您和您的客户开发符合

需求的解决方案。无论您的要求如何，无论您需要何种帮助，您可

以完全信赖我们达成使命。

更多信息请点击 label.averydennison.cn/advantage

展位号：B48







展 位 号：K8







M5X LINE 

博斯特联线机组式窄幅和中幅多功能印刷机
为您提供独具创新、物超所值的高价值解决方案 

全方位满足您在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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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率的标签印刷解决方案

- 无底纸标签

- 压敏标签

- 湿胶标签

- 膜内标签

- 缠绕标签

- 套标

- 多层标签

- 软标签

- 立式袋

- 铝箔

- 牙膏软管

- 电话卡

- 彩票

www.bobst.com

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2017年12月5-8日| D5



2017年第3期  

目录  | 7

目录

第 9— 1 2页   新闻

第 1 3页   正确使用加工工具，

减少事故、降低损失

第 1 5— 1 8页   全心全意服务标签产

业 鞠躬尽瘁谭俊峤

第 2 1— 2 6页  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

刷展览会展前预览

第 2 7— 2 8页   软包装印刷的数字化

变革

第 3 0— 3 1页  丰鹏：大力践行数码

印刷

第 3 3页   利用标签救助非洲象

第 3 5— 3 6页   浙江冠豪：打造中国

不干胶实力最强的民

族企业

第 3 9— 4 0页   三地调研展风采 了解

情况谋发展

第 4 3— 4 4页   薄膜类不干胶标签常

见加工问题解析

第 4 5页   选对标签，让红酒

包装更出彩

第 4 7— 4 9页   互联网+标签，在智

慧包装中抢占先机

第 5 0— 5 1页   可调模唇狭缝涂布模

头能提高热熔胶涂布

的生产率和精确性

寄语

纵享无限商机

两年一届的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
belexpo Europe 2017）于今年9月在布鲁塞尔
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以“纵享无限商机”

（Gain an Unfair Advantage）为主题，全面
展示了标签和包装印刷领域的前沿技术，而这

些创新技术必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引

领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本次展会的最大亮点是首创“自动化专

区”，现场演示标签制造业结合互联网技术形

成的创新趋势。在此区域内，来自Cerm、艾司
科、赛康、MPS、Kocher + Beck、AVT、Ro-
tocontrol、Matho和Wasberger的设备、材料
和技术，组成传统与数码两条自动化印刷生产

线，现场展示了如何运用自动化的管理方式，

将印前、印刷和印后处理的整个环节打通并整

合于一体，从而为当下的印刷商提供最佳的性

能、更高的可靠性和盈利性。

展会的另一亮点是数字印刷与传统印刷的

争奇斗艳。数码印刷的代表惠普，推出“印制

您的未来（HP Print your Future）专区”，展
示了惠普在数码印刷领域的全套解决方案，并

首次展出最新的HP Indigo 捷美（GEM）在线
数字印后系统。传统印刷的代表捷拉斯展出多

纸路功能LabelMaster高级版印刷机，该机采
用模块化设计平台，将灵活性和自动化进行了

完美融合，并将最高速度提升至200米/分钟。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传统+数码混合技术的发

展。例如，麦安迪推出的Digital Plus Screen单
色UV数字模块用于Performance Series P7印
刷机，海德堡推出的Gallus LabelFire混合印
刷机，以及纽博泰、欧米特、Rotatek等均推
出混合技术。

此外，本次参展的中国展商达到65家，占
总参展企业的9.6%（总参展商679家）。除了
一直追随的老展商，如炜冈、金大、凌云、博

泰、力冠等，更有超过半数的新展商的加入，

如金箭、艾科、鹏码和上海同仁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

工业协会（PEIAC）标签印刷分会创始人兼名
誉理事长谭俊峤教授，在展会首日的“标签工

业全球大奖”晚宴上领取了象征着标签行业最

高个人荣誉的R·斯坦顿·艾利终身成就奖。为
此，记者对谭老进行了专访，详见内文《全心

全意服务标签行业 鞠躬尽瘁谭俊峤》。
将于12月5—8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举办的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
expo Asia 2017）将以“标签印刷·一网打尽”
为主题，集中展示包括标签及包装印刷制造设

备、材料、印前技术、印后加工等全产业链的

最新、最优的解决方案，并首次推出数码印

刷体验之旅（Digital Trail）和全新的智能专区
（Smart Zone），更多精彩敬请亲临现场。

James Quirk
集团执行总编

jquirk@tarsus.co.uk

全心全意服务标签产业  鞠躬尽

瘁谭俊峤

软包装印刷的数字化变革

浙江冠豪：打造中国不干胶实

力最强的民族企业

丰鹏：大力践行数码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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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翔宇纸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翔宇纸塑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8 月，是一家专业压敏胶生产企业，年产值

超亿元。经过 10 多年的经营与发展，不断研制和开发新品种，自主生产各种纸类不干胶、

PVC、PET、静电膜、BOPP、PE 泡棉胶等几大系列产品。产品品种已达 200 多种，公司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并且出口东南亚、欧美等国家

公司秉承“诚信赢得市场、质量振兴企业”的经营理念，不断更新产品类型、提高产品质量，

现拥有涂布机、上硅机、淋膜机等数台。2011年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GB/T28001-2001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和 ISO14001:2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历年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商标“翔宇”荣获“浙江省著名商标”；公司产品荣获“温

州市名牌产品”；企业荣获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浙江清洁生产企业”、企业依法诚信

管理发展被授予“浙江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浙江省 A 级纳税人”等荣誉。这是对翔宇公

司努力的一个肯定，加强并坚定我们持续发展的动力，坚定技术研发工作的开展，坚持走自主

创新之道路。

公司简介

浙江翔宇纸塑制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Xiangyu Paper Plastic Products Co., Ltd. 
 
地  址：浙江省温州市金乡镇第三工业区 1 号
电  话：0577-64596188  64561666
传  真：0577-64590799
Q Q：798812256
网  址：www.xanyyu.com 

ZHEJIANG XIANGYU PAPER PLASTIC PRODUCTS CO., LTD. 

欢迎莅临，展位号：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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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球标签印刷市场规模将突破395亿美元
据SmithersPira的最新市场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标签印刷市场总值为344.6亿美元，未来5年，标签市场的年均增长率可达2.8%，至2022年，全球

标签印刷市场总值将达到395亿美元的规模。

根据该报告，标签印刷市场的快速增

长与较宽幅面印刷市场的年均增长率1.2%
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因为传统终端应用的

利润正在被电子媒体侵蚀。标签，与包装一

样，在这个威胁面前更具抵抗力。特别是在

一些更新的市场上，标签拥有巨大的商业潜

力，因为这些市场上的消费者正在向购买更

多贴标签的产品的方向发展。

2017年印刷的标签总量相当于4650亿
张A4纸张。目前亚洲占据全球标签市场总
量的46%。同时，在该研究报告进行期间，
亚洲的平均增速高于全球增速，使得亚洲对

全球标签市场发展的贡献率升高至48%；平
均年扩张速度高于亚洲的唯一地区是刚刚浮

现出的非洲市场，不过即使到了2022年，
非洲标签印刷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所占的比

例仍然低于4%。
报告还指出，在成熟市场依然有很多

新的业务潜力可挖掘。例如，美国和欧盟正

在医药供应链中推行新的标签法令。最近的

一个案例是欧洲将于2018年引入假药指令
（FalsifiedMedicinesDirective，英文缩写
FMD）。该指令要求每一个独立包装，都
必须具有采用法律规定的二维码，用作法律

规定的唯一识别符。根据该法令，在包括折

叠纸盒这样的药品包装上使用的标签材料必

须整合防篡改的功能。该法令强制执行。

针对标签形式，SmithersPira报告认为
不干胶标签依然是主导产品，在2017年的
市场份额中占据58%。未来5年，不干胶标
签市场的增长将会高于平均增长速度。同样

的增长还包括收缩膜套标和模内标签，而湿

胶标签的市场份额将出现下滑。

该报告还对数码标签印刷的市场现状进

行解析。报告显示，在过去十年中，窄幅轮

转标签印刷机在数码技术的应用中（包括墨

粉和喷墨系统）居领先地位，且这种趋势“

远未到头”，新的大功率印刷机每年都在推

出。目前数码印刷的市场价值份额已经达到

29.3%，而在2012年只有20.8%，至2022年
则可能达到35.6%。在印量而言，数码印刷
的市场比例较低，2017年为13%，至2022
年预计可达17.9%，这也反映出数码印刷
主要应用于短版、高附加值的产品上。在

印刷方式上，墨粉印刷技术的增长相对较

低，年均增长率为 1%，而喷墨印刷技术的
年均增长在同时期可达16.5%。在模拟印刷
技术方面，可预期的增长来自单张纸和冷固

型胶印，虽然后者一般被用做大批量、低价

值的印刷品。

报告进一步指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而同时客户平均印刷量在下降，目前很多

印刷服务供应商已经开始使用混合印刷技

术，并逐步将数码印刷技术融入生产当中。

不干胶标签将继续扩大增长优势

按照AWA（Alexander Watson Associates）的最新市场研究发现，不干胶标签市场在2016年实现3.9%的年增长率，增长幅度超过标签市场的整体增长率，

且继续保持着40%的市场份额。

据AWA指出，虽然不干胶标签受到来
自其他标签和包装形式的冲击，但是其发

展势头依然强劲。其中，亚洲已成为不干

胶标签市场需求最大的地区，需求量超过

欧洲和北美发达市场。在应用领域方面，

从全球范围来看，食品

标签是最大的终端应用

市场，占2016年标签销
售总量的27%，其中使
用最多的是用于初级产

品标签。

AWA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Corey M Reardon
称：“可变信息印刷

（Variable information 
print，英文缩写VIP）标
签是不干胶标签里增长

最强劲的领域，这与当

今不断增长的运输和物

流活动需求有关。它不仅包括跟踪和追溯，

库存和存货管理，而且还包括产品的验证，

比如内嵌RFID功能的标签。”
“此外，网络购物和消费行为的增长

持续推动VIP标签的发展和使用。在这个领
域，就其贴标性能来说，不干胶标签是一款

最适合的产品，用户可以使用手持标签打印

机在单个包装上进行打印，或者使用标签印

刷机进行大规模、序列化印制。”

Reardon还表示，与整个产品整饰市
场相比，湿胶标签继续 “在全球范围内大
量使用”；新的收缩膜套标技术正在攻城

略地，占领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且始终保

持增长，而“模内标签依然是个有利可图

的增长市场”。

“同时，在容器上直接进行数码印刷

也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领域，而软包装

则有可能在整个产品包装市场掀起革命。” 

2016全球不干胶标签按地区增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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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欧洲国际标签印刷
展览会再创展会新高度

全球展出规模最大的标签、包装印刷展览会— 2017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英文：  Labelexpo Europe 2017）于今年9月底在布鲁塞尔圆满落下帷

幕，并再次创下各项历史新纪录。

据展会主办方—全球标签印刷系列

展览会执行董事Lisa Milburn女士介绍，
今年展会使用了9个展馆，展出净面积超
过3.8万平方米，较上届展会（2015年展
会）面积增长12%；参展商数量达到空前
的679家，其中198家是新加入的参展商，
而来自中国的参展商有65家，占总参展数
量的9.6%；现场开机演示的设备也比上届
展会增加25%，同时还有一系列新品首发。

本届展会参观人数达37,724人，与上届
展会（2015年展会35,739名专业观众）相
比增加5.6%，巴西、中国、印度和日本均
组织了大规模的代表团参观展会。Milburn
女士明确表示：“这是该展会历史上展出

规模最大、也是我们创意最超前的一届展

会。”

展会上，本刊集团战略总监A n d y 
Thomas就更广泛的行业趋势进行了介绍，
这也体现在现场的展示内容上，如收缩膜套

标的展示增长明显。而展会本身也在演变，

尽管仍以标签印刷为主，但是它将一部分关

注点放在包装印刷上。

“Labelexpo展览会自创办以来，已经
发生数次变革，目的是为了适应行业的新趋

势和新发展方向，如增加软包装印刷，因

设备的自然进化，使其可以应用在越来越

多的材料上，新一代的设备印刷幅面也越

来越宽，其中以Gaia和博斯特M8为代表。
展会同期的“无底纸标签之旅”、由

标签学院举办的“标签大师课程”和首创

的“自动化专区”均吸引大批观众的参与。

其中，“自动化专区”是一个前所未有、开

创性的特色展区，它集中展示了从活件建

立、到印前安排，再到后加工，最后到通

知客户付款的全自动化工作流程。参与展

示的企业：AVT、Cerm、艾司科、Grafotr
onic、Kocher+Beck、Matho、MPS、Wa
sberger和赛康。

Milburn女士最后道 ：“我们的团队兢
兢业业、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创造出一届有实

质性展示内容的优质展会。在参展商和行业

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下，我们为标签、包装

印刷行业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商业氛围。”

“本届展会在方方面面都再创历史新

高，这也证明整个标签、包装印刷业继续

将Labelexpo系列品牌展览会视为其必须
参加的展会，我们也对展会的未来充满希

望。2019年我们将重返布鲁塞尔再次为大
家带来一届更加精彩的展会。”

RotoMetrics实现在华扩张
RotoM etrics在苏州的新厂和技术中心正式投入运营。通过加强对中国内地企业的服务，将为

RotoMetrics带来新的增长点。

RotoMetrics苏州工厂拥有一支专业的
销售和技术支持团队，还将设立一个部门

专业负责固定圆刀的修理。

对此，RotoMetrics亚洲总经理Paul 
McKay先生表示：“我们花费了将近一年的
时间才最终找到最适合的办公地点。我们与

客户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了解有哪些服

务是其他轮转工具公司所不能实现本地化提

供的。这个新工厂，包括即将

于2018年初投入运营的固定圆
刀修理中心，可以满足客户的

要求，提供他们所需的技术支

持和服务。今后在这里就可以

快速修理和打磨RotoMetrics 
RD300固定圆刀。”

新工厂还建有一个加工技

术中心，客户来这里不仅可以

学习到旋转刀皮的前沿加工技

术，同时还能接受一些定向培

训，“这样做，我们的客户就可以使印刷

机的性能完全发挥出来，”McKay先生解
释道。“这个新工厂让我们与中国客户贴

得更近，成为助力他们业务拓展的关键性

资源中心。”

艾利丹尼森任命史秀琴

为北亚区技术与创新高

级总监

艾利丹尼森宣布任命史秀琴女士为艾利丹尼森

标签与标示材料技术与创新高级总监，负责大

中华区、韩国及日本地区。

史女士自7月17日起在上海履职，向艾
利丹尼森标签与标示材料全球研发副总裁

Hassan Rmaile先生汇报，并向北亚区副总
裁及总经理Roger Machado先生虚线汇报。

Rmaile先生表示：“艾利丹尼森在不
干胶材料领域一直处于领导地位，并在过

去的八十二年间致力于推动行业发展。此

次任命表明了公司在研发和产品创新方面

继续保持优势的决心。”

史秀琴女士的加入将为研发部门注入

新活力、拓展新视野、指明新方向。她将

主要负责艾利丹尼森标签与标示材料在北

亚区的产品研发、材料再造以及胶粘剂开

发等方面的工作。

加入艾利丹尼森前，史秀琴女士曾效

力于PPG和陶氏化学（Dow Chemical），
担任业务部门区域技术主管一职。她从东京

工业大学获得有机高分子材料博士学位。





随着市场

对中短版、可

变版本、可变

数据标签的加

工需求不断增

加，捷拉斯推出的Labelfire印刷机不仅可以
满足上述市场需求，而且使用效率更高，生

产成本更低。捷拉斯Labelfire印刷机采用最
先进的喷墨印刷头，同时兼有传统印刷和可

加装各种连线加工设备的优势。它不仅可以

为标签印刷企业提供数码喷墨印刷，而且还

可以连线印后工艺，使上光、印后装饰成为

可能，所以从上料到印后模切一台设备即可

完成全部的工序。

美国印刷工业协会（PIA）“InterTech
印刷技术大奖”于1978年推出，每年都会
评选出不同印刷领域内的创新技术。而荣

膺此项大奖的印刷技术都是已经被市场印

证过的、真正的创新技术或者即将在未来

能够带来更大影响力的新技术。

博斯特与Radex宣布成立合资公司

Mouvent，未来后者将作为博斯特的数字
印刷能力中心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博斯特

是向包装和标签制造商提供设备及服务的

全球领先供应商之一，而 Radex则是由在
DOD喷墨数字印刷领域拥有多年从业经验
的几位股东共同拥有的初创公司。Mouvent
在瑞士有80名员工，将致力于发明并提供
面向未来的数字印刷设备。

Mouvent公司的数字创新核心是Radex
自主研发的一款数字印刷技术，其设计智能

且紧凑，是Mouvent为诸如纺织、标签、瓦
楞纸板、软质包装、折叠箱等各种市场研发

的革命性新机器的核心部件。

“我们确信这项技术将成为数字印刷

领域的分水岭，从此摆脱行业或市场的限

制。”博斯特集团首席执行官Jean-Pascal 
Bobst说道。“当前行业，如数字化、小
批量生产、快速供货、推广和版本控制、

个性化和季节性产品以及成本和环境敏感

性不断提高，推动着市场对经济且实惠的

优质数字印刷机的需求不断增加。我们旨

在通过Mouvent促进这一领域的飞跃，并
最终为市场提供所需的内容，即以具有竞

争力的价格在不同材料上实现高度可靠的

Labels & label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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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深圳瑞邦喜迁新厂

今年7月14—15日，深圳市瑞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乔

迁庆典及客户接待活动分别在深圳国际低碳城和新

工厂内举办，50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标签用户和媒体

参加了此次活动。

2011年，深圳瑞邦自主研发的第一台
高速烫金模切机拥有了第一个客户；五年

之后，瑞邦高速烫金模切机以高效、高智

能、低人工为核心，凭借节约人工，节约成

本等优点，牢牢占据纸类标签领域市场销售

第一的位置。瑞邦公司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快速成长为销售额近亿元，市场占有率位居

前列，产品品质能满足国内外客户需求，

极具发展前景的民族品牌印后加工企业。

CHINA PRINT 2017展会上，瑞邦更
首推RBJ-pm-360组合高速平压平重切模切
机，其运转速度为每小时20000车，每分钟
75米。该组合机械可实现单／双座任意互
换，可以任意选择以下工艺：

1、组合双座功能：覆预涂膜（光

油）+烫金（或者擎凸／压纹／定位烫金／
或者模切）+过油（或者覆膜／喷码）+模
切（或者压纹／烫金／擎凸）。

2、切换为两台单座功能：当您的产
品无需烫金后过油时，即可采取一键式切

换为两台单座使用，您将拥有两台单座，

可以独立运行。

3、可以选择任何附加配置装载在该组
合式机型的任何位置，任意调换。该机型

拥有独立的两套收放卷。

瑞邦双座高速标签烫金模切机RBJ-
330B，适用于不干胶、不干胶标签及印后
模切材料的加工，是目前市场上最快速的

模切机。该机高速可达到25000车/小时，
每分钟75米以上的高速模切，确保效果稳
定。高速智能恒温热烫金效果显著，智能

伺服定长，采用进口高速系统集中一体化控

制。操作上更加人性化、智能化。

据瑞邦常务副总经理唐光礼先生介绍，

瑞邦拥有核心系统和技术，以及独立的研发

团队，目前已获得2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截至发稿，使用瑞邦设

备7台以上的客户有6家，5台以上的有20多
家，3台以上的有70多家，2台以上的近千
家，国内覆盖使用率达到43%。

博斯特与Radex宣布成立Mouvent
一家专注于利用开创性的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印刷的新公司

数字工业印刷。”

除了数字印刷外，Mouvent 还提供全
面集成的完整解决方案，基于MouventTM 
Cluster开发、设计、测试数字印刷机并进
行工业化，同时围绕印刷机编写软件，开

发适合各种基板的油墨和涂料，并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该公司希望在喷墨标签生产

成本和质量、油墨定价、印刷头耐用性、

质量和机器性能方面制定新的标准。其推

出的首款机器是富有创新且高产的数字织

物印刷机，可以实现 8 色印刷，同时配有
完整的产品渠道。

Mouvent 印刷机是同类型中尺寸最小
的数字印刷机（更接近于桌面印刷，而非

柔版等传统模拟印刷机），这使得其结构

非常紧凑，轻质且易用。模块化的紧凑系

统使设置和启动更加轻松，只需较少的微

调就能提高生产效率。紧凑设计还能带来

很多其他的优势，包括占地面积小，转换

速度快，实施简单和成本低廉。

Mouvent 团队首次亮相于今年9月在
比利时举办的2017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

览会。

捷拉斯Labelfire 340印
刷机斩获2017年度Inter-
Tech印刷技术大奖
美国印刷工业协会（PIA）作为全球最大的印艺

行业协会组织，近期授予捷拉斯Labelfire 340印刷

机“2017年度 InterTech印刷技术大奖”。



2017年第3期  

               MIKE FAIRLEY先生专栏  | 13

“各类工具的正确操作方法不应该被企业视为

次要问题。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及操作流程，

比如将工具放入印刷机、在机、移出印刷机的

操作是确保企业生产效率的关键”

Mike Fairley先生专栏
正确使用加工工具，

减少事故、降低损失

任何一名操作人员在处理、移动、清洁、检查或存放刀皮、

压凸工具、金属箔、单张纸、打孔工具，甚至是滚筒、铁

砧或其他一些支撑辊时都有可能造成工具、设备的损坏，出现人员

伤亡等安全事故，这与工具的外形和质地（扁平、旋转或柔性）并

无太大关联。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有的操作人员或工具仿佛天生具

备“招损体质”，总是比其他人或物品更容易受到伤害或损伤。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卷筒纸标签印刷的后加工阶段所使

用的工具通常比较笨重、体积庞大且不容易操作，这时发生工具

损毁或人员受伤事故的几率要远远大于标签加工的其他任何阶段。

说起来容易，实际在制造阶段、在库房里、在生产或工具存放过程

中，无论是移动还是处理这些精密加工的工具均需要安排训练有素

的专人、专职负责，尤其是在事故多发的印后加工阶段。因此，建

议在上述区域和生产过程中应按如下全部或部分要求严格操作：

 硬质旋转切刀、压凸工具、金属箔、滚筒和铁砧通常体积笨
重，在举起、移进或移出生产线时都不轻松，因此操作时需要特别

注意，避免造成工具损坏、人员受伤。

 平板切刀、旋转切刀或柔性刀皮均拥有锋利的刀刃，一旦操
作不当就有可能造成工作人员划伤；另外，切刀在移动、操作或调

整过程中也有可能使刀刃受损。

 在打开切刀或其他工具的包装时，以及为了存储和运输对
这些物品重新包装时，如若操作不当就有可能发生工具损坏、人

员受伤等安全事故。

 工具存储前的清洁和保养，如果处理不得当，也会导致工
具受损。

 工作人员有可能在放置工具、调整或清理设备时，或在印后
加工线上进行其他操作时使用不正确的姿势。

 各种物件、手动工具或扳手如果随意摆放在印刷机的工作台
上或周围就有可能发生坠落，而且还会令工作环境凌乱，进而有造

成这些工具或印刷设备损坏的可能。

 工作人员的穿着，如工作服（金属纽扣等）、佩带的珠宝
首饰（项链、手表、手链等）都会在操作、安装和机器的起步操

作过程中与这些精密仪器发生刮擦、割损和磨损的情况，严重者

还会导致操作人员受伤。

 机器起步操作时的疏忽、运行过程中的误差或不正确的压力
设置，都会导致印刷单元或加工工具的损伤。

 各类加工工具如果维护方法不得当、缺少维护或存放条件不
合规，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工具的性能将会明显退化。

由于印刷工作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还

有很多。如果频繁发生工具损坏、人员受伤等事故，加工商就有

必要针对加工工具的操作步骤、存储方式进行改进，并为相关工

作人员提供培训。

各类工具的正确操作方法不应该被企业视为次要问题。工具

的正确使用方法及操作流程，比如将工具放入印刷机、在机、移

出印刷机的操作是

确保企业生产效率

的关键。这就要求

进行上述操作的工

作人员必须经过专

业训练，严格按照

作业指导及工序进

行有序操作。

降低成本
很多企业会忽

视对员工的培训，

也有可能会把员工

培训视为印刷工艺

建立的次要问题。

然而，良好的存储

环境、运输习惯和

操作方式都会助力标签印刷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能，营造一个

更安全、更符合人类工效学的生产环境。

因此，当标签印刷厂生产和使用工具时，一些关键性的要素

需要认真考虑并被反复强调：

 在各个运输环节中，首先要确保加工工具不会受损；
 尽可能地降低加工工具受损的各种可能性；
 使用优化后的操作步骤、存放方式和使用流程，以减少生

产时间，降低成本；

 针对每一项加工工具，提供方便的使用方法；
 减少任何重物的举起；
 尽可能地减少各种事故发生的几率。
总的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合理安排和有序管理让我

们的工作环境更舒适，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能获得更多的安全性，

减少各类精密加工工具和生产设备受损的风险。

然而，若想实现上述目标首先须改进培训流程，告诫工作人

员各种可能发生的危害与危险。针对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专

栏内进行专项讨论。

柔性刀皮具有锋利的边缘，在移动、

安装和调整过程中容易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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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晚，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标签分会创始人、名誉理事长谭俊峤先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领取

象征着全球标签产业最高殊荣的R·斯坦顿 ·艾利终身成就奖，并成为中国首位荣膺该奖项的个人

评审小组主席Mike Fairley（左），谭俊峤（中），艾利丹尼森材料部全球总裁Georges Gravanis（右）

全心全意服务标签产业
鞠躬尽瘁谭俊峤

今年9月25—28日，两年一届的全球标签行业盛会欧洲国际
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 2017）在比利时首

都布鲁塞尔火热召开。9月25日晚，作为展会同期的一项重要活
动—“标签工业全球大奖”颁奖典礼隆重举办。

“标签工业全球大奖”素来被誉为标签印刷领域的“奥斯卡”

奖，它是对全球范围内表现出色、勇于创新和实践的企业与个人

的褒奖。今年，“标签工业全球大奖”将象征着全球标签产业最

高殊荣的R·斯坦顿·艾利终身成就奖授予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
协会标签分会创始人、名誉理事长谭俊峤。谭老，也成为中国首

位荣膺R·斯坦顿·艾利终身成就奖的个人。
当主持人宣布谭俊峤获得“终身成就奖”的话音刚落，全场

便响起热烈的掌声。伴随着欢呼声和掌声，谭老登上代表全球标

签工业发展的最高领奖台。

很难想象，眼前这位身材挺拔、精神矍铄的老者已经90岁高
龄，他目光坚定且执着，丝毫未受旅途奔波劳累的影响。谭俊峤

表示：“今天的这个奖项，我视为是评委们对中国标签印刷业的

肯定，而我恰有幸代表中国标签印刷业前来领奖。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来，标签产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应归功于中国政府政
策的推动，以及协会与标签业界同仁们的共同奋斗！”

R·斯坦顿·艾利终身成就奖由艾利丹尼森公司赞助，凡获得该
奖项的个人，必须曾为标签行业的推广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并至少在行业服务25年。谭俊峤被誉为中国标签、包装印刷行业
的创始人和推动者。过去30多年来，他不仅开创了中国的标签产
业，协助并推动产业进步，促进中国印刷技术创新；同时还帮助

有关部门制定行业标准，积极组织并参与各项活动，并通过协助

政府部门完善政策来带动企业发展。

如果把中国的标签及包装印刷业的发展浓缩为一个个片段的

“今天的这个奖项，我视为是评委们对中国标

签印刷业的肯定，而我恰有幸代表中国标签印

刷业前来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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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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红印刷斩获

世界标签大奖赛（WLA）

今年3月，L9标签协会宣布2016年世界标签大奖
赛（WLA）的评选结果。该奖项涵盖22类主要印刷方
法和市场应用，包括柔印、凸印、胶印、组合印刷和

数码印刷。北京朝红印刷有限公司印制的“长城大漠

葡园”酒标斩获第12类—胶印葡萄酒/烈酒类大奖。
今年9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欧洲国际标签印刷

展览会期间，北京朝红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卫军先

生代表并领取这个被誉为全球标签印刷行业“奥斯卡

中的奥斯卡”奖。

话，我们会发现，每个片段中都有谭老的

身影；而谭老后半生的经历，就是整个中

国标签及包装印刷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几十年浸润标签一线的经历，让他作为亲

历者见证了中国标签产业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由弱渐强的发展历程。 

与标签的不解之缘
1984年，中国包装印刷总公司成立，

谭俊峤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开始关注标

签印刷行业的发展。

1985年6月，谭俊峤带队出国访问日本
琳得科等公司，最后决定从美国艾利、日本

琳得科等公司进口不干胶材料，由中国包装

总公司统一分配给各企业，每次需花费100
万美元，这在当时堪称巨款。

谭俊峤深知，这并不是解决国内不干胶

材料紧缺问题的根本办法。为了发展国内不

干胶材料产业，他先后组团赴日本、美国、

德国参观考察，并最终确定由山东造纸厂引

进美国先进技术生产线。

与此同时，谭俊峤还热心帮助多家国

际标签企业和供应商进入中国市场，并为

其发展献计献策，如帮助他们确立业务发

展方向、树立战略目标、推荐生产地点，

协助开设子公司或合资公司等。1993年，
在谭俊峤的帮助下，日本琳得科公司在天

津成立子公司，并曾一度成为琳得科印刷

机业务的骨干工厂。

1993年，由于年龄的缘故谭俊峤憾别
工作近十年的岗位。但仍选择留在协会继

续为行业服务，这一干又是24年。这期间
谭俊峤历任副理事长、副秘书长、包装印

刷分会理事长等职，以及中国印刷及设备器

材工业协会、中国印刷技术协会顾问等。然

而让他最满意的头衔，莫过于标签分会创始

人和名誉理事长。

2004年，谭俊峤担任中国防伪行业协
会不干胶印制分会的常务副理事长。期间，

他发现全球标签印刷市场需求旺盛，未来发

展潜力巨大。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标签印刷行

业的发展，2008年由谭俊峤提议成立标签
印刷分会。同年6月16日，经国家民政部
正式批准，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

标签印刷分会正式成立，谭俊峤成为首任

理事长，主抓标签行业工作。

这期间，在谭俊峤的领导下，协会制

定了标签印刷及检测标准、组织制定标签产

业技术发展路线图、申报标签生产设备减免

进口关税（如柔印机、数字印刷机等）、举

办国际标签技术展览会、组织技术交流会、

出版《标签产业》杂志，并重点关注柔印、

数字印刷和RFID技术的发展。为进一步推
动标签行业科技创新，他多次出国学习考

察、参加L9会议。2013年，为加快我国模
内标签印刷技术的发展，标签印刷分会成

立模内标签印刷专业委员会。

柔性版印刷是标签加工的一种绿色环

保型印刷方式，但多年来，我国柔性版印

刷设备进口关税偏高，给加工企业带来很

大负担，严重阻碍行业发展。为此，谭俊

峤特别邀请财政部关税司负责人到燕京啤

酒商标印刷车间进行实地考察，仔细观摩

三条进口柔性版生产线作业，并详细介绍

柔性版技术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优势性能。

最终财政部关税司将柔性版印刷设备进口

关税从整体10%降至3%—5%。其中，卫
星式柔性版印刷设备关税降至3%，机组式
柔性版印刷设备关税降至5%。关税下降产
生的作用是多重的，不仅使每个企业受益，

更契合印刷环保的大趋势、推动我国绿色印

刷的发展。在谭俊峤的领导和带动下，标签

印刷分会从只有他和一名助手的情况下，逐

步发展成长为拥有展览、论坛等多个平台，

在业界享有公信力和话语权，颇具影响力的

专业协会。目前，标签印刷分会会员已发展

到300多家，均是在产业链中具有影响力、
规模较大的企业，如上海正美集团、中山富

洲、中山金利宝和浙江炜冈等。

目前，我国共有6千多家标签印刷

企业，标签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保持在

“谭俊峤是今年艾利终身成就

奖的最佳人选，他获得来自世

界各地人士的举荐。多年来，

谭老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现代

标签印刷产业的发展，这使得

他成为中国标签行业的先驱和

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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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左右，相比全球平均水平高3—5个百分点，远超我国
GDP和印刷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年产值达到380亿元人民币。
产业链中一批颇具规模的企业、领军企业已经脱颖而出。如标签

印刷领域的上海正美集团，年产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不干胶标
签领域的艾利和中山富洲，产值分别达到30亿元和15亿元人民
币；标签设备领域的浙江炜冈，其设备已经远销至84个国家和地
区……如此骄人的成绩，都与谭俊峤的努力密不可分。

他却谦虚地表示：“标签虽小，却蕴含着一个大市场。并且

这还是一个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由投资

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作为服务于大众消费的标签印刷业有着广

阔的发展空间，完全有条件脱离经济下行的趋势，实现超常规发

展。身处这一行业，我深感大有可为。”

今天，谭俊峤站在代表全球标签工业发展的最高领奖台，接

受大家的恭喜与祝福。评审小组主席Mike Fairley如是评价道：“
谭老是今年艾利终身成就奖的最佳人选，他获得来自世界各地人士

的举荐。多年来，谭老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现代标签印刷产业的发

展，这使得他成为中国标签行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90高龄，仍奋战在标签前线
谭俊峤，除了被印刷人津津乐道的从业经历外，他还有独具

一格的人格魅力和匠人精神。

“我深知几代中国包装印刷人及中国标签印刷人在振兴和发

展中国包装印刷业及中国标签印刷业所做的贡献，相比这个庞大、

杰出的群体，相比其中的更优秀者，我的微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

我也深知，过去工作中的些许成绩，得益于我有幸生活在一个伟

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时代里，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得益于我有幸跟

随中国印刷业、中国标签行业的成长而成长。”中国人常说“时

势造英雄”，但也只有懂得把握时代脉搏、拥有博大的胸襟和气

量，敢于担当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时代弄潮儿。

除了在工作上尽心竭力、业务上精益求精，谭俊峤在学习上也

锲而不舍。如今，90岁高龄的他仍亲力亲为、笔耕不辍。2004年
末出版的《中国包装印刷工业二十年——谭俊峤文集》，收录了谭

老20年来的报告和文章，涉及行业综述、专题讨论、调查研究和出
国考察等方面。2009年、2013年、2017年，又连续出版三集。他
的文集现已成为了解中国过去20年包装印刷工业发展的重要著作。

谭老的勤勉让他收获了诸多荣誉：2001年6月，获得由中共中
央宣传部批准设立的印刷最高奖项毕昇奖；2016年6月，获得由中
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颁发的标签印刷特殊贡献奖；此次，更

是获得全球标签业最高殊荣—艾利终身成就奖。

“谭俊峤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有活力、是否年

轻，不完全与年龄有关，但是却与个人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有关、

与个人的不息创造力有关、与崇高的思想境界和人生价值观有关。

鼓励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9月25日晚，2017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 2017）
首日，在“标签工业全球大奖”颁奖晚宴上，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标

签分会创始人、名誉理事长谭俊峤先生领取代表行业最高个人荣誉—R·斯坦
利·艾利终身成就奖。

除此之外，“标签工业全球大奖”还向三家代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和

Herma公司、自动识别协会（AIM）和ebeam科技公司分别颁发奖项。
由富林特集团窄幅轮转事业部赞助的创新大奖（300人以上规模企业）颁发

给Herma公司的superTack（63Vst），一款不干胶标签贴标系统。通过该系统的
推出，Herma公司为标签创造出全世界第一款不含树脂质的胶水。该产品面向潮
湿、多油渍、多污染和多灰尘的表面产品而设计，其用途可以拓展至食品标签以

外更广阔的领域。通过树脂分配，Herma研发的胶水可以与表面干燥、潮湿和有
油脂的食品直接接触，并实现了油墨的零迁移。

进入该奖项决赛名单的企业还包括：Aurika UAB、艾司科、Klӧckner Pen-
taplast、琳得科集团和多彩公司。

获得由富林特集团窄幅轮转事业部赞助的创新大奖（300人以下规模企业）
的是自动识别协会（AIM）。过去半个世纪以来，AIM向自动识别领域内的供应
商和用户提供了清晰明确、不偏不倚的信息，无数的教育资源和行业标准供其

参考。AIM获奖的产品是一款工艺创新的Ultracode，它能通过任何一款数码照
相机和智能手机实现日期自动捕捉。该工艺采用第一个全球标准的2D彩色条形
码——Ultracode，可支持RGB和CMYK彩色打印，以及任何一款喷墨或碳粉技
术的打印技术。使用同样模块化的尺寸，二维码、先进的数据压缩方案和URL
编码数据全部集中在QR code内，且所占空间不过半数。

进入该奖项决赛名单的企业还包括：博斯特、康斯坦莎软包装、GEW和

PowerForward公司。
获得由《标签与贴标》杂志赞助支持的可持续发展大奖的是ebeam科技公司

的紧凑型固化单元。Ebeam技术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制造并集成电子束（EB）
解决方案的公司。该奖项表彰了其在研发适用于窄幅轮转印刷机的紧凑型电子束

固化系统方面的努力，该单元低能耗、无光引发剂、适用于标签、包装生产中产

品的固化。它仅使用1/2到1/10的热能、蒸汽能、化学能和微波能或UV工艺；它
外形紧凑、真空封闭、零维护时间，且具有超长的使用寿命。

进入可持续发展大奖决赛名单的企业还包括：艾利丹尼森和资源标签公司

（Source labels）。
第十四届“标签工业全球大奖”由Mike Fairley先生领导，组委会成员包括：

欧洲不干胶标签协会（FINAT）前主席Thomas Hagmaier先生、美国吊牌和商
标制造商协会（TLMI）主席Craig Moreland先生、NarrowWebTech编辑Rosina 
Obermayer先生和本刊及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战略总监Andy Thomas先生。

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可以使事业的奋斗跨越年龄的局限。”张林

桂曾这样评价过谭老。

“我本人在有生之年，将继续为我国的标签事业贡献力量，

就像中国古代名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到：‘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

90岁高龄，他仍奋战在标签前线，也确实做到这一点。标签，
将成为谭俊峤一生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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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展前预览（一）
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将于今年12月5—8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本届展

会在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PEIAC）的鼎力支持下已取得多方面的突破。本文将就展会的筹备情况和

亮点展品予以介绍。

作为亚太地区展出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标签、包装印

刷展览盛会，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将面向印刷
企业、品牌商、行业供应商及标签、包装产品设计师展示标签、

包装印刷的全产业链，包括：全新的印刷机、印刷材料、印后加

工设备和自动化处理技术等。展会全新专区——“数码印刷体验

之旅”和“智能专区”将重点展示可提高消费者参与度、增强产

品防伪性能及带有防窜货功能的智能标签和交互式包装等产品。

优质的展会内容吸引了国内主要实力厂商和更多的国际领先设

备制造商、材料加工商参展。截至9月底，已有300多家企业签订
参展协议，其中首次参展的企业多达50家。主要参展商包括：艾
利丹尼森、博斯特、Codimag、多米诺、富士施乐、琳得科、芬
欧蓝泰标签、温州力冠机械、赛康、浙江炜冈和浙江中特印机等。

本刊将分两期内容，就展会上的部分参展商和亮点展品予以介绍。

Amica Systems
Amica Systems将展出最新一代彩色UV标签印刷机Gemini 

330。该机支持4/6色、白墨、光油或专色印刷，最高分辨率为
600×600dpi，324mm的打印宽度，速度高达75米/分钟。展会
期间，Amica Systems还将展出适用于装饰、证卡和商业表格印
刷的其他喷墨设备。

Amica Systems是行业领先的工业级喷墨打印解决方案的研
发、制造商。自1988年以来，Amica Systems始终致力于图像处
理、色彩管理和工业级喷墨打印技术的开发研制。其软硬件、系统

和设备均为100%的自主研发，并已获全球约200项专利。该司的
喷墨打印引擎及喷墨标签印刷机广泛地应用于标签印刷、包装和编

码、证卡印刷、防伪印刷、彩色数码印刷和可变数据印刷等领域。

展位号：F1

多米诺

多米诺将在亚洲首次推出具有中短版标签印刷领先优势的

N610i数码喷墨标签印刷机。该机兼具柔印的高生产率和数字技
术在作业快速转换时的高灵活性。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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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且无需制版或复杂的混墨系统，物理分辨率高达600dpi。其
独特的“多米诺纹理”能在标准的不干胶、PP和PE等材料上实现
独特的数码纹理效果。同时展出的还有多米诺K600i单色数码印刷
机以及A400CP多头堆叠喷码机组。

展位号：F14

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

富士施乐自今年成为Durst UV喷墨标签印刷机的中国区独家代
理之后，大力拓展标签印刷领域，极力推广Durst数字UV喷墨标签
印刷机Tau 330系列产品的全面数字标签印刷解决方案和服务。Tau 
330系列采用业界最高水准的数字UV喷墨打印技术，具有高生产
力、高色彩印刷品质、高灵活性和低成本等特点。

Tau 330系列采用的UV喷墨打印技术可令油墨瞬间干燥，并
可直接在包括纸张、薄膜、铝箔等在内的各种标签基材上高速打

印，并实现了高生产力。

Tau 330系列可实现锐利、精准、耐用的印刷品质，全面满足
各种标签印刷应用需求。该系列采用Durst独有的单次通过UV喷墨
技术和双打印头结构，全彩色打印速度最快可达48米/分钟，基材
宽度范围为16.5至35厘米，打印宽度最大为33厘米，彩色打印分
辨率最高可达1260dpi。Tau 330除了标配的CMYK四色油墨外，
还可选配白色、橙色和紫色油墨，可实现90%的Pantone色卡色域
覆盖率。相比传统柔印，Tau 330系列不仅可创造更生动、更具色
彩表现的图像，还能通过色彩套准消除柔印中存在的叠印现象。

Tau 330系列支持丰富的标签印刷应用，如：工业及安全型标
签、耐用的电子和汽车标签、化妆品、食品及饮料、个人日用产品

及家化产品等的标签印刷；吸塑包装的铝箔印制；预模切空白标签

的后期版本化打印；可变数据印刷，包括可变序号、文字、条码、

条形码、二维码及图像等；而采用Durst低转移性油墨则可实现食
品外包装标签的印刷。

富士施乐还将展出Acuity LED 1600II新一代大幅面喷墨打印
机。

展位号：K1

同期论坛

展会期间，中印工协将携手塔苏斯集团联合主办、行业知名企业凌云光技

术集团承办《标签国际高峰技术论坛》，并拟邀请全球知名行业专家和世界标

签协会会员国代表前来参会，共同交流、探讨全球标签业的现在与发展趋势。

初步拟定的会议议题如下：

· 世界标签行业的发展；
· 数码印刷的专题研讨；
· 柔性版印刷技术；
· 新技术创新、提质增效与市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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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卓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卓绝智能专业提供高精尖的数码印刷设备及配套。本届展会

卓绝智能将推出一款全新产品。

展位号：G31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凌云光将展出LabelRoll-H系列标签离线印刷质量检测设备。
该设备由高亮度光学成像系统、高速图像处理系统、高稳定性运

动平台和100%缺陷检测软件系统组成，适用于日化标签、食品标
签、医药标签、农药标签、电子标签等不干胶产品的缺陷检测。可

有效检测印刷过程中产生的印刷缺陷，如糊字、漏印、脏点、墨

点、毛边、套印偏差、烫金偏位、模切偏位、分条不良、色差等。

在检测到缺陷之后，可以人工干预放掉不需要剔除的缺陷，

此时设备会不自动停机，能够大大的提升检测效率。并且可以选

配分切单元，将检测和分切工序合二为一，提升生产效率。同时

一套检测系统可替代三名质检工人，降低人工成本。

展位号：B30

河北万杰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万杰将展出适用于标签印刷的WJPS-350间歇式PS版轮
转印刷机，该设备可用于印刷纸类、薄膜类材料。其主机运行部

分采用CPU，拥有超强的控制能力，超快的计算速度，操作方便
快捷，可确保长期可靠运行；采用伺服电机直接驱动滚筒，为机

器高速精确稳定地运转提供了动力保证；利用CCD静止图像监控
系统，可以不停机便在主控台上实现各印刷单元的天地、横向及歪

斜套准控制，大大提高了印品质量并降低材料浪费；各印刷单元可

实现单独控制（如装卸版，洗车等）；采用美国先进的供墨供水系

统，以及国内首创浮动着版辊，可有效防止墨杠及鬼影的产生；采

用真空吸风倒拉装置，可有效保证承印材料行进时的张力稳定等。

展位号：F45

昆山金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金箭将展出JJ380 无水（六色）PS版间歇式印刷机。
该机采用无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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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个印刷厂家印刷高档不干胶商标的

理想机型；它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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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节省了购机成本。  
展位号：H16

深圳市彩昇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彩昇将重磅推出CS-220四色MINI型间歇式凸版商标印刷

机。这台设备具有以下特点：机器短，不占空间；配一体式LED 
UV灯；伺服放料，走纸均匀，无停顿，膜类材料过电晕效果极
佳；操作简单、方便、快捷；节能、省电、效率高。

展位号：D79

Amica Systems新一代彩色UV标签印刷机Gemini 330

多米诺N610i数码喷墨标签印刷机

富士施乐将展出Durst数字UV喷墨标签印刷机Tau 330系列产品

凌云光LabelRoll-H系列标签离线印刷质量检测设备



2017年第3期  

                展前预览  | 23

瑞安市景大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瑞安景大将展出柔印商标机（油性和水性两用）。该产品可

印刷布标和纸类标签，是具有多功能的商标印刷机，可广泛用于

服装、超市、物流、家纺等领域。它突破传统技术，适于油性和

水性两用。该产品通过技术改良，可以满足用户多元化的需求和

技术要求。

展位号：C36

瑞安市町裕机械有限公司

町裕机械将展出针对高速柔性版印刷机而开发的HAU320不停
机放卷机和SAC320全自动不停机收卷机。二者均无需与印刷机有
任何电路方面的连接，即可开机、调机和生产，使用便捷。两款

设备均采用町裕独有的分段张力耦合计算法技术，无论停机、点

动、升降速，张力始终保持在3N以内，恒定的张力及100%的接
纸成功率可为客户降低损耗，增加产能。

展位号：K9

Innovia Films
Innovia Films将展出全新IML透明薄膜—

RayoForm™模内标膜，以及Rayoface™和

Ultrafoil薄膜面材。
全新RayoForm™ ICU水晶IML透明薄膜由

Innovia Films独特的“气泡”工艺制成，具有行业内
同类产品前所未有的透明度，是品牌经理展示其产品

和品牌的最佳选择。RayoForm™ ICU的研发初衷是为
了最大限度地提升透明容器的品牌影响力，同时提高印刷和模

塑性能，使生产效率最大化。印刷试验证明ICU的每小时印刷速

度可轻松超越行业单张纸的印刷速度标准。它很好地平衡了材料

的机械属性，由于能从不同方向单张进料，加工企业的库存量有

望减少。对于成形过程来说，RayoForm™ ICU的快速标签处理
性能可有效提高产量，更好地保持容器形状。

展位号：B20

ISRA VISION（伊斯拉视像）
ISRA VISION（伊斯拉视像）将展出针对窄幅卷筒料和标签智

能化印刷的NarrowSTAR检测系统。这款设备主要特点包括：1、
高精度产品检测，可以达到8K的精度，是目前中国市场上最高精
度的检测设备；2、检测速度快，可达250米/分钟；3、拥有细微
的瑕疵对比度，机器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对比度不太明显的缺陷

问题；4、建模速度快，只需30秒即可完成一套建模。
这套设备还具有：色差检测精度Deta E>1；模块化组合，比

卓绝智能-新FAMILY UNDER

万杰WJPS-350间歇式PS版轮转印刷机

深圳彩昇CS-220四色MINI型间歇式凸版商标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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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m幅宽设2个相机、1.5m幅宽设3个相机，可以无限拓宽检
测宽度等特点。

在设计方面，这台设备整机只用了包括电源线、数据线和网

线在内的3根线，非常简洁，方便客户使用。针对软包装，伊斯
拉还开发出全球唯一的可及时检测“版雾”的技术，可帮助生产

企业避免浪费。

展位号：E35

库尔兹

将以“倾力为您打造最佳的数码标签装饰方案”为主题展出

DM LINER®一系列的数码烫金设备，让标签实现全程数码化生

产。使用DIGITAL METAL®系列的数码烫金箔加以装饰，既可以

连线，也可以离线加工！

DIGITAL METAL®数码烫金系列体现了金属装饰印刷中的完

美数码概念。这是库尔兹优雅而又具有真实金属装饰感的烫印

箔，联合数码印刷，无需准备时间，无需工具，正是一个全新的

选择。DIGITAL METAL®用迷人的金属感创造了独特的图案及定

制产品。库尔兹还将展示一些崭新的标签装饰技术。

展位号：D35

思立科（江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思立科将隆重推出OCA离型膜，这也是该产品的首次亮相。
展会现场，思立科还同时会用高清视频全程演示OCA离型膜先进
光学涂布线的“精彩表演”。

思立科OCA离型膜具有以下特点：
— 以优质光学薄膜为基材；
— 高透光率、低雾度、高亮度、高洁净度；
— 广泛应用于OCA、偏光板，偏光板保护膜用背光材料等。
目前思立科成功研发出的高洁净度OCA离型膜已得到市场的

广泛验证。该产品的成功问世不但会减轻客户长期依赖进口的高

成本压力，而且还会为客户快速的市场发展需求提供有力保障。

展位号：B75

岱棱真空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岱棱将展出烫金箔领域内的系列领导产品，包括窄幅冷烫箔、

平版冷烫金箔、热烫金箔和水转印花纸烫金箔等。烫印后，表面可

用一般油墨及大部分UV油墨印刷。
1. 窄幅冷烫箔
· 切面细腻，剥离力稳定
· 绝佳的饱满度及亮度表现

· 烫印速度快且与表列冷烫胶品牌兼容性佳

2. 平版冷烫金箔
· 生产速度快
· 切面佳且离型稳定
· 细字与半色调效果良好
· 高亮度、饱满度佳
· 表面印刷特性佳

3. 热烫金箔
· 切面佳、离型稳定
· 大、中、小烫印面积均可满足
· 有良好的耐刮性
· 适合在各种烫印机械上使用
· 可用在印刷纸、未印刷纸/树脂上光纸、覆膜纸等底材烫印
· 对被烫物有极佳的密着性

4. 水转印花纸烫金箔
· 最先为低温花纸设计的烫金膜
· 烫印后图案切面平整完美，切面良好
· 适应底油和隔离油宽容性佳
· 经180℃烘烤后不变色、不起皱
展位号：D71

依工玳纳特

依工玳纳特将展示多种热熔胶应用系统组成的丰富产品组合，

包括从接触式，非接触式的间断或连续涂头。重点展品—Cross-
Coat高精度计量涂头是依工玳纳特专利设计的非接触式刮枪，可对
出胶量进行精密计量，并达到无刮痕的涂布效果。

展位号：A37

昆山金箭将展出JJ380 无水（六色）PS版间歇式印刷机

开展时间

12月5日 星期二 09:45 - 18:00
12月6日 星期三 10:00 - 18:00
12月7日 星期四 10:00 - 18:00
12月8日 星期五 10:00 -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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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英内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英内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RFID天线、标签研发生产的高
科技企业。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自2001年开
始研发RFID标签天线的生产工艺，并于去
年6月正式成立生产型公司，规模化生产。

上海英内至今已为全球100多家知名

RFID标签封装企业和RFID系统集成公司提
供累计超过百亿张的铝蚀刻天线，其产品

被广泛应用于铁路交通、图书管理、资产追

踪、物流供应链、医药、地铁单程票、大型

会议及展览会门票等多个领域。 
自2016起，上海英内以RFID天线的研

发作为基础，延伸至RFID Inlay的设计与
生产，并致力于将Inlay产品提供给广大的
印刷、包装客户，帮助基础产业进行产品

的智能化转型。 
展位号：K8

棕榈泉（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棕榈泉专业生产PETG单纵向热收缩
膜。其薄膜具有良好的印刷性能、高透光

率、雾度低，以及更好的环保性，可应用

于电池标、瓶标、水洗标、餐盒和箱包等

领域。

展位号：E73

欣勇印刷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欣勇印刷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2年9月，专业从事进口印刷材料
的销售。该公司是日本东丽株式会社“东

丽利富”感光树脂版、激光雕刻数码版、

及制版系统在中国的总代理；网屏霹雳出

版神FX870Ⅱ-EL中国总代理；还代理日本
ASAHI KASEI旭化成柔性版、激光雕刻数
码柔性版及环保型AWP水洗柔性版。本公
司还销售进口树脂版制版机、进口固定版

材用东洋双面胶带、各种进口的制版机用

真空吸气膜、UV（紫外线）灯管及定制制

展前预览的第二部分内容，将刊登在下

期杂志，敬请期待！

位烫工艺将二维码烫印到标签上，每个标

签都有唯一的码数和金属点，无法仿冒，

防伪效果卓越！

展位号：B98

琳得科（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琳得科将展出工业用微粘胶带和工业用

双面胶。琳得科（苏州）科技有限公司是世

界著名不干胶生产商日本琳得科在中国的全

资子公司和销售窗口，专业提供的各种中、

高档符合环保要求的不干胶材料和完整的标

签解决方案，获得很多世界知名IT、家电等
生产企业的青睐和采用。琳得科品种齐全的

不干胶材料及完善的服务也给中国不干胶印

刷企业提供便利和创造价值。

展位号：B3

上海路嘉胶粘剂有限公司

上海路嘉胶粘剂有限公司将展出标签

胶带用热熔压敏胶。该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1、良好的初粘力；
2、高的内聚强度；
3、可重剥性佳；
4、剥离后不留痕迹。
展位号：A8

ISRA VISION NarrowSTAR检测系统

免费参观展会

为方便观众注册，今年展会主办方已分别开通

网站（www.labelexpo-asia.com.cn）和微信注册通
道（微信号：labelsandlabeling）。对本次展会感
兴趣的观众可以免费注册、免费参观。 

思立科将首次展出OCA离型膜

版机毛刷，版材裁切刀等业务，该公司将

竭诚为新老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展位号：J43

上海艾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艾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不干

胶材料研发及制作的高新技术企业，为全球

客户提供电子面单、空白模切及不干胶材料

整体解决方案，致力于提供超越客户期望的

极致性价比产品。

艾科展出的明星产品电子面单，具有

以下特点：

全部采用进口理光面材，防水、防油、

防酒精、防刮擦，打印精细度极高；

图像保存性好，打印头配合度高，耐

热性好；

采用无毒环保水胶，初粘性与持黏性

极强；

采用LED油墨印刷，不含挥发性有机溶
剂，超低粘度，固化好，无刺激性气味，印

刷清晰节能环保；

低温产品贴标温度为零下二十度，可在

零下五十度使用。

展位号：E95

濠逸商标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濠逸商标将展出仅占用一般标签面积

空间、可置放多达36页内容信息、能与消
费者直接沟通以及印有重要信息的“多层

标签”。它能粘附于包装容器上，可节省

昂贵的外包装成本。

濠逸商标的吊瓶标签（医用）具有挂

吊功能，可将瓶子直接用标签吊挂，适用

于医疗行业。该款挂瓶标签最大的特点是

有吊环设计，及特强黏贴力。将贴在输液

瓶身的挂瓶标签的吊环拉起，即可将输液

瓶吊起倒挂，为病人提供输液。吊环可承

重达三公斤。

濠逸商标的QR Code防伪标，利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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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包装印刷的数字化变革
面向未来的加工技术、供应链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都十分明确地指向一个事实，即软包装的数字化

印刷趋势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请看本刊记者David Pittman先生的报道

从小到简单的手工作坊及至大的跨国集团，越来越多的案例

都表明，数字包装印刷，尤其是软包装的数字印刷，已经

在品牌商心中占据显著位置。

最近在英国的一个案例，雀巢旗下的奇巧（KitKat）巧克力推
出一个市场营销活动，凡胜出的消费者均有机会赢取一块奇巧四

指巧克力棒，这个巧克力棒的外包装则印着获奖消费者的个人照

片和他（她）的私人定制信息。与此同时，大批手工品牌也加入

到数字阵营，他们使用数字印刷技术一则是为了测试市场反馈，

再则是利用小批量印刷的优势尽可能地缩短产品上市时间，通过

个性化包装使其产品能够在货架上脱颖而出。

“市场潜力巨大，商机无限！”CS标签集团执行董事Simon 
Smith先生如此评判道。CS标签集团是赛康数码印刷机的用户，
也是最早一批使用干碳粉数码印刷技术的软包装印刷先锋企业。

此次奇巧（KitKat）巧克力营销活动由Ultimate数字公司发起
并负责印制。该公司执行总监Chris Tonge先生表示：“我们正
处于数码印刷最激动人心的阶段，真正犹如站在一个十字交叉的

路口。”Ultimate数字公司是HP Indigo数码印刷机的忠实拥趸。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加工商投资购买数码印刷设备的热情空前

高涨。Rolf Kindler标签服务公司正因安装HP Indigo 20000数码印
刷机从而开启了全新的软包装印刷业务；Siti Tea作为一家茶叶包
装服务提供商也因安装HP Indigo 20000数码印刷机进而实现自行
印刷个性化茶包装的理想。尽管印刷并不是Siti Tea的主营业务，
但这家公司还是对数码印刷情有独钟，并将数码印刷视为提供端

到端包装服务的关键元素。在安装HP印刷机之前，Siti Tea已经
开始在企业内部印刷茶包、标签和外包装，这部分业务现占据公

司总印刷业务量的20%之多。Siti Tea目前拥有4条HP Indigo数码
印刷生产线，包括2台HP Indigo WS6X00数码印刷机、一台5600
模型机和一台全新的HP Indigo 20000数码印刷机。目前其自行印
刷的业务已经占到总印刷业务量的60%，只有折叠纸盒这一项业务
因缺少配套的加工设备而施行外包。

在中国，绿爱打破传统生产模式，安装了一台HP Indigo 
20000数码印刷机用来印刷所生产糖果的软包装，并由此建立起
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生产模式，实现互联网+工业的

完美结合，达成了设计、制造、物流等全过程智能化生产，充分

利用大数据功能为用户提供有效地数据储存、分析与应用，最终

形成“广告定制糖+大数据+精准传媒”的新型商业模式（请参考
本刊2016年第三期《山东绿爱玩转数码印刷》）。

在折叠纸盒领域，Rehms Druck公司选择柯尼卡美能达的
AccurioJet KM-1数字喷墨印刷系统以满足全新市场需求，仅此一
台设备就可以完成包装和直邮两类产品的印刷。

需要特别指明的一点是，在一个快速增长且由市场主导的商业

世界里，随着人们对数码印刷认识的转变，技术已不再作为生产工

具成为企业的卖点。越来越多的加工商已经意识到超越印刷，提供

其他增值服务，譬如用数字技术满足客户前沿市场需求的重要性。

“我们正处于不同的世界里，”HP Indigo全球工业产品业务
拓展总监Christian Menegon先生强调道，“自数码印刷问世以
来，技术的发展方向始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然而现在情况发生

变化，市场开始主动出击选择技术。”

譬如在奇巧（KitKat）巧克力的营销活动中，为加速流

程，Ultimate数字公司采用Smartflow专利技术来处理该项目中的
网络印刷元素，这也是为了以更负责任的态度顺利实施项目。“

奇巧（KitKat）巧克力营销活动让我们兴奋不已。”Chris Tonge
先生表示，“过去我们只是一家普通的印刷企业，但我们能够向

雀巢公司提供其所需的所有服务，并让他们意识到数码印刷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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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今年12月5—8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举办的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的观众，如若能集满整本“数码印

刷体验之旅”的印章，即可参加幸运

抽奖活动。

能和重要性。现在不仅是雀巢内部，几乎

全球的客户都在咨询我们这个项目是如何

实现的。”

在奇巧（KitKat）巧克力项目操作过
程中，Ultimate数字公司同其姊妹公司——
Ultimate包装公司权衡集团内部所有的加工
能力和专长，以确保卷材在雀巢包装生产线

上以每分钟600包的速度加工时不出任何
差错。“其实可变元素处理起来相当地容

易。”Tonge先生继续道，“而我们最担
心的是，当经个性化处理的卷料放至包装生

产线后会不会产生其他运行问题，结果很完

美，产品包装地非常好，仅有少量浪费。”

 

技术升级
加工商一向对引进新技术保持积极的

态度，比如包装行业的龙头企业Amcor和
Inland均引进HP Indigo 20000数码印刷生
产线；日本的凸版印刷成为HP Pack Ready 
Lamination覆膜设备在全球的首家客户；欧
洲领先的折叠纸箱包装厂colordruck Baiers-
bronn是海德堡 Primefire 106—首位B1幅
面喷墨印刷机的测试用户；去年，国内定位

于中高档包装的深圳市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

亦与海德堡签订Primefire 106购买意向。今
年年初，兰达也确定其S10纳米印刷机的贝
塔测试客户，预计年底前兰达在以色列、欧

洲和北美的客户将率先收到设备。兰达S10
纳米印刷机针对折叠纸盒市场，已经走在兰

达W10卷筒数码机前面。兰达W10的印刷
幅宽为41英寸，它可以200米/分钟的速度
在塑料包装薄膜上进行八色印刷。

“一旦兰达印刷机实现200米/分钟的处
理速度，它就有可能替代其他所有技术成为

主流印刷技术。”Tonge先生认为。
赛康公司也吹响了进军软包装数字印刷

领域的号角，并将在不久的未来迎来发展小

高潮。CS Labels与赛康合作十分紧密，共
同克服了干碳粉技术的各项挑战，为软包装

印刷创造出一个全新的选择机会。

“我们一开始就直接在三层材料

上印刷，对于数码印刷机来说挑战极

大。”Simon Smith先生解释道，“我们
现在尽可能采用简单的工艺来印刷各种结

构类型的纸板和阻隔物，然后再覆膜。这

种特殊的覆膜技术非常适合数码印刷生

产，而且无论是数码印刷还是覆膜工艺都

是即时即用，准备时间短，更适合短单业

务。下一步，我们计划开始在企业内部生

产小包装袋。”

“我们的产品很快就会推向市场。届

时，消费者将会看到赛康数码印刷机是如

何克服重重挑战实现数字化工艺流程，并

最终完成软包装印刷。”Simon Smith先
生补充道。

CS Labels公司的尝试将为赛康数码印
刷机在软包装印刷领域的应用夯实基础。

“事实上，两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从

事这个项目的研究，尽管期间已取得一些

实质性的进展，但这仍然是一项正在进行

中的工作。”Simon Smith先生谦虚地说。

供应链创新
为配合硬件的创新升级，HP Indigo公

司的Christian Menegon先生认为整个供应
链都需要进行升级改造，以挖掘数字化生

产的最大潜质。“目前最大的瓶颈不在于

印刷本身，而是供应链操纵数码印刷的能

力如何。”

“我们现在只能影响产品的外形，至

于如何分销产品则取决于每一个独立的个

体。而接下来的一步是如何让产品满足单个

个体的需求与喜好，这就要求品牌所有人的

生产线升级，同时物流供应链辅之以改造。

目前，他们还不能处理这种类级复杂性。”

“世界在不断变化中，传统的印刷系

统已不能满足当今社会需求。设备或系统

升级后，它们的加工灵活性必然会大大改

观，这将有利于企业在整个数字印刷流程

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总之，数码印刷

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为生产商，Smith先生发现材料供应
问题已成为制约数码印刷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之一。至今传统材料供应商的订货方式和

交期并没有改变，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交货

周期甚至长达6—8周，且他们也更倾向大
订单。“如果我们针对的是短单印刷，单

个订单的印量会降低，但周转速度却非常

快，二者很难兼顾。再者当加工小包装袋

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传统印刷加工商会

要求材料的起订量为1000米。我们会不厌
其烦地向他们演示，并解释这样做根本没

有必要，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

是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印刷观念。道不

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如果想让数

码印刷彻底实施它的本质，就必须拥有一

颗强大的数码之心。”

Menegon先生承认这是加工商面临的
窘境：“一些企业在销售创意，而有一些企

业还在兜售产品规格和印刷本身。”Tonge
先生也同意这个观点并表示：“在这里所谈

到的营销项目已经改变整个商业运营模式，

现在我们对全球品牌商敞开胸怀。而我本人

对兜售传统印刷业务毫无兴趣，我所想的是

如何推动一场数字革命。”

软包装数字印刷技术以“数码印刷体验

之旅”的形式贯穿于今年9月在布鲁塞尔举
办的2017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今年
12月在上海举办的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
展览会也将首次推出，“数码印刷体验之

旅”，使之成为本年度国内标签与包装领

域最值得参观的展览会。

“我们正处于不同的世界里。自数码印刷问世以来，技术的发

展方向始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然而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市场

开始主动出击选择技术”

反其道而行

Clifton包装公司是印刷柔性基底薄膜和小包装袋
领域的专家。目前，这家公司正在尝试将之前由数码

印刷加工的订单转移至柔性版印刷，以期挑战“真正

短单来临时，柔性版印刷不再具有竞争力”的观点。

Clifton包装公司为一家英国藜麦加工商开发出五
款全新的立式包装。Clifton包装公司非常清楚，近几
年数码印刷在包装印刷领域内大行其道、增长快速，他

们也明白数码印刷设备凭借一张起印、无需制版，每张

可变的优势及个性化的特征，已然成为印刷领域最炙手

可热的技术。但是数码印刷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市场

已经彻底转变，特别是在与柔印加工成本相对比时。

正在雀巢包装生产线上运行的数码印刷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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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鹏公司总经理张佳豪（右一）与安装多米诺N610i数码喷墨标签印刷机的工程师们

台湾丰鹏
引进多米诺UV数码喷墨印刷机
近日，大中华区首台多米诺N610i数码喷墨标签印刷机落户台湾丰鹏商标胶带有限公司，自此丰鹏公司的数字化

进程掀开全新篇章

丰鹏商标胶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鹏）成立于1982年，
总部位于台湾省台中市，厂房占地面积400平方米，拥有

员工30余人。2016年，公司年产值达3000万人民币。
“丰鹏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文创类产品及标签的印刷生产，其中

标签业务占总业务的70%。公司生产的标签产品主要应用于工业、
日化和食品等领域，其中以工业标签为主，占50%；而食品和日化
领域分别占25%。”丰鹏公司总经理张佳豪介绍道。

作为一家拥有35年历史的印刷企业，台湾丰鹏也经历了印刷
技术的历次变革，从原始的人工拼版到自动化的CTF输出，再到
计算机直接制版CTP，直至发展到现如今无需印版的数码印刷。“
紧随时代发展潮流，勇于变革、创新，敢于接受挑战，才促使丰鹏

取得今天的成绩。” 张佳豪总经理骄傲地表示。目前，台湾丰鹏
拥有5台传统印刷机和后加工设备（模切机、烫金机），6台数码
印刷机及后加工设备。

目前在台湾市场上，小订单、个性化标签业务量逐年增加，这

给转型数码印刷业务的丰鹏带来稳定的业务增长。丰鹏于2015年
先后安装两台爱普生Epson L-4033数码印刷机。目前，在丰鹏的业

务中，传统印刷占60%，其余40%的业务均由数码印刷设备完成。

全新的数码印刷设备
近日，台湾丰鹏商标胶带有限公司引进一台多米诺N610i数

码喷墨标签印刷机，这也是大中华区安装的第一台多米诺N610i
数码印刷机。

谈及多米诺N610i数码印刷机的使用效果，张佳豪总经理由衷
地表示：“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最终才确定选择N610i，事实
也证明这个抉择非常正确。多米诺N610i数码喷墨标签印刷机助力
我们更好地为客户提供短单可变数据印刷服务，并使我们的生产

力获得极大提升。”

多米诺N610i数码印刷机的高效率是丰鹏选择它的重要原因之
一，“我们对N610i非常满意，特别是它的生产速度高达每分钟75
米，相较从前我们现在可以提前完成订单交付，这是一件令人非常

满意的事情。”张佳豪总经理表示道，“多米诺N610i的印刷幅面
为333毫米，并能够在透明薄膜上实现高质量的印刷。接下来，我



2017年第3期  

                案例   | 31

多米诺将于今年12月5—8日在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

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17）上展出

N610i数码印刷机，展位号：F14。

“我们相信，未来的数码印刷

技术会越来越先进，无论从印

刷效率还是综合成本等方面都

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多米诺在中国力推数码印刷业务

们将利用N610i数码印刷机开发更多的薄膜
类不干胶业务。”

数码标签印刷机只是丰鹏数字化进程

的一部分，丰鹏还配置一台大族冠华的激光

模切机，并实现了数字化的后加工处理。数

码印刷节省制版、装版、调色等传统印刷必

须的过程，激光模切机提高标签的后加工精

度和效率，这些都极大程度地提升了丰鹏的

OEE值（设备综合效率）。N610i采用艾司
科可变数据流程软件，能够完成可变数据和

可变图像的印刷。

未来发展
张佳豪总经理认为，目前大部分客户都

能够接受数码印刷的产品质量，但并不意味

所有客户都能接受数码印刷，主要原因在于

价格。对于中短单产品来说，数码印刷节省

下来的版材、时间、人工成本与传统印刷相

比具有较大的优势，但当订单数量增加时，

数码印刷在成本上就没有太多的比较优势。

这也是目前数码印刷主要应用于中短单标签

业务的根本原因。

随着大中华区第一台N610i数码印刷机的安

装、投产，多米诺在大中华区的数码印刷业务也相

应地全面铺展开来。

2016年初，多米诺数码印刷部门在上海组建
专门的业务团队，包括销售和技术服务人员，可为

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在内的大中华区

客户提供所需的销售服务与技术支持。

2017年初，多米诺位于珠海的标签数码印刷
展示厅正式对外开放，它主要为亚太区客户提供现

场演示及标签印刷的测试与打样服务。

“喷黑技术，无论是喷墨头的控制技术、分辨

率、稳定性和速度，还是UV墨水的适应性与匹配
性以及制造工艺，都能完全满足工业化稳定生产的

要求。”多米诺大中华区销售总监詹智宏先生介绍

道，“多米诺N610i数码印刷机既能实现柔性版印

刷的高生产率，又能在作业快速转换时体现数码印

刷的灵活性。”

“多米诺在标识行业有着数十年的历史，于

1995年进入中国并成立多米诺标识科技有限公

司。2002年，多米诺亚太区总部落户上海金桥出
口加工区，成为多米诺在海外最大的制造与分销中

心。目前，多米诺已在中国各重要地区和城市建立

30多个分公司、办事处和服务站，广泛地服务于
各行业的众多客户，其中包括一大批在国内及全球

的知名企业。” 詹智宏先生说道，“多米诺在数
码印刷技术上也有很深的积淀，但在标签领域特

别是中国的标签印刷领域，人们对多米诺还相对陌

生，所以我们会加大多米诺品牌在国内标签市场的

推广力度。”

“我们相信，未来的数码印刷技术会越

来越先进，无论从印刷效率还是综合成本等

方面都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现在，我公

司数码印刷与传统印刷的比例是4：6，未
来的目标要争取做到7：3甚至是8：2。”
张佳豪总经理表示，因为UV喷墨的印刷质
量已经能够达到凸版和柔性版的印刷效果，

并且在速度上也非常接近，“所以，今后我

们将不再考虑引进传统印刷设备，会坚持走

数字化的发展道路。”

多米诺扩大亚太区业务版图

多米诺数字印刷业务部门持续投资亚太市场以

提升销售额，满足该地区不断增长的标签需求。

为此，多米诺将N系列数码印刷机推向亚洲市
场，作为现有K系列数码印刷机的补充。

多米诺任命Mario Fanton担任多米诺数码印刷
业务亚太区业务开发经理。对此，Mario Fanton先
生表示：“为了能向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内

容，品牌商采用新技术的速度正在加快。多米诺K
系列和N系列数码印刷机经过实践证明，能够以最
经济的方式实现短版印刷和各类印刷效果，如‘多

米诺印制的纹路’，并能增加产品差异化和标签上

的可变数据。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和亚太区的人口密

度将成为推动不干胶标签发展的助推力，预计未来

亚太区对标签的需求量将由目前的人均3平方米增
加至8平方米。”

多米诺任命詹志宏（Jimmy Zhan）为亚洲区销
售总监，在多米诺中国上海总部开展业务，主要负

责多米诺数码喷墨印刷机N系列、K系列在中国大陆
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销售。詹智宏大学期间主修

印刷技术，毕业后在数个印刷企业，包括海德堡中

国、富士施乐、经纶全讯工作，累计20余年。从产
品经理、产品营销总监以及销售市场总监，詹志宏

在不同的岗位上，收获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凭借对

凸版印刷、胶版印刷、静电数码印刷以及喷墨印刷

技术的专业技能，詹志宏对于商务印刷行业的了解

更为透彻。在其职业生涯中，詹志宏长期耕耘中国

内地以及台湾市场，已建立极佳的行业声誉，并与

众多客户保持着长远的合作关系。

“多米诺在数码喷墨印刷技术创新上拥有无可

匹敌的良好声誉，非常高兴加入多米诺，”詹志宏

表示：“希望能带领我的团队，共同打造多米诺

N系列与K系列在亚洲市场的骄人业绩。”他继续
道：“亚洲市场对于高速、高质量的标签印刷技

术的需求正在大幅增加，对于多米诺来说，这是

最佳的发展时机。”

“非常欢迎Jimmy加入我们的团队。Jimmy在
中国印刷市场广泛的行业经验以及知识储备将成为

多米诺不可多得的财富，并驱动多米诺亚洲区的数

码印刷业务发展。” Mario Fanton表示，“Jimmy
加入多米诺后，已经带给我们销售数字的增长，

这对于多米诺印刷业务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我们乐见N系列成为亚洲标签行业关注的焦点。”
作为亚太区扩张计划的一部分，多米诺还扩大

了其在香港的业务团队，以加速喷墨印刷机在亚洲

的销售速度。多米诺单色机在亚太区已经取得骄人

的销售业绩，装机量约250—300台，而N610i高
速彩色数码标签印刷机在此基础上成为多米诺未

来的主推机型。

多米诺数字印刷业务部门总监Philip Easton总
结道：“这项决定将扩大我们在亚太区的产品线

范围，提升我们的销售业绩，是多米诺未来增长

的关键，不但能满足客户对高速喷墨印刷技术的

需求，同时还可以使其产品质量更佳，在货架上

更具有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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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标签救助非洲象
因人类贪婪获取象牙，导致非洲象遭到疯狂虐杀，致使大象种群数量降至物种生存的临界点。为了引发社会关

注，救助大象，南非爱玛乐品牌与印刷企业SA Litho及HP Indigo联手推出一项慈善活动，请看来自本刊非洲特邀

通讯员Gill Loubser的详细报道

非洲象曾经广泛分布于整个非洲大陆，但随着人类定居点的

扩大和活动的不断加强，特别是为了获取象牙利益，人们

残酷猎杀大象，对整个象群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致使许多种群

数量急剧下降。据统计，1930年期间约有5百万至1千万头大象
生活在非洲大陆，但是到1979年时非洲象的数量已骤降至130万
头。1989年，非洲象被列为濒危物种，这时的数量仅剩60万头，
不到其最初的1%。目前，全球仅有40万头非洲象。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非洲象的生存已经逼近临界点。笔者收集

到的数据显示，每天约有100头大象因象牙交易被捕杀，其种群数
量已经降至物种生存的最低限度。

南非爱玛乐利口酒（英文：Amarula Cream Liqueur）因其品
牌商标上的非洲象和玛奴拉树形象而被人所熟知，因此，它又被称

为“大象奶油酒”或“大象酒”。玛奴拉树是南非（在西非和马

达加斯加岛也有分布）特有的树种，因其果实可以酿酒，在当地

被称为“醉树”。据说，非洲象非常喜欢吃它的果实，每当暴食

这种果实后，再喝一些水，便会大发酒疯，有的会狂奔不止，更

多的是东倒西歪、呼呼大睡，直至三天后才能醒来。

爱玛乐利口酒自从引入大象作为其品牌形象以来在市场上取

得巨大的成功。随后其位于Distell的工作团队又策划出一个完美
的营销计划，旨在引起社会共鸣，使消费者团结起来抵制消费象

牙制品，从而实现拯救大象的目的。

由Distell公司发起的一项名为“给它们命名，拯救它们（ 
Name Them, Save Them）”的声势浩大的市场活动，以期引起
民众对非洲象种群萎缩、濒临灭绝这一事实的重视。

爱玛乐“给它们命名，拯救它们”活动的第一阶段已于去年10
月正式开始，主题内容是推出一项在线活动，并邀请全球用户访问

数字非洲大草原。在这个活动中，用户不仅可以在线创造一头虚拟

的非洲象，还可以给这头大象起名字，并将他们创造出的大象形象

分享给亲朋好友或自然资源保护者。Distell公司承诺，每创造出一
头数字大象，他们将向大象保护组织捐赠1美元。

随后在美国举办的免税展（Duty Free Show）上，爱玛乐推
出第二阶段的营销活动。这次是将这种数字化的厚皮类动物通过

印刷方式赋予新的生命——40万枚具有独特名字的非洲象被印在
爱玛乐标签上，每一瓶爱玛乐利口酒都在提醒人们全球仅剩下40
万头非洲象！ 

爱玛乐的酒标由位于南非开普敦的SA Litho公司（CTP包装
集团旗下的分公司）负责承印，这40万瓶酒现已在全球的免税商
店，以及南非、德国、巴西、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市场上销售。

引进数字印刷技术
爱玛乐此次营销活动在开普敦举办的Dscoop（数字解决方

案合作组织）会议上正式揭晓。期间，SA Litho公司分享为了配
合这次营销活动的顺利开展，如何使用HP Indigo数码印刷机和
SmartStream Mosaic软件加工出40万枚独一无二的标签的经验。

所有与会嘉宾交口称绝。此次活动为行业树立起产业合作的

新典范，即一个好的创意理念诞生后，印刷厂应如何与品牌商合

作并最终成功地将其推向市场。

在该营销案例中，西开普省CTP包装集团（SA Litho公司
的母公司）执行总监Leon Witbooi先生与SA Litho公司的传播经
理Claudia Agostinelli女士两人皆功不可没。首先是Witbooi先生
最早意识到Agostinelli团队的重要性，并不断鼓励她去挖掘惠普
SmartStream Mosaic软件的变化潜力；而当Agostinelli团队彻底
了解千禧一代的生活方式后，Witbooi先生又给予这个团队最大
的嘉奖。Witbooi先生还介绍HP Indigo的创意经理Hadar Peled 
Vaissman先生与Agostinelli团队合作，以提高HP Indigo数码印
刷机在SA Litho公司的产能。同时，为了确保此次活动的全面
成功，Witbooi先生还将HP在南非的代理公司Kemtek Imaging 
Systems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爱玛乐与SA Litho公司的创新合作也为HP Indigo数码印刷机
和SmartStream Mosaic软件创造出无数个第一：爱玛乐成为非洲
第一家采用HP SmartStream Mosaic软件开展数字化营销的品牌
商；爱玛乐利口酒是首个采用HP SmartStream Mosaic软件在全
球推广的酒精类产品；Mosaic软件第一次被用于执行以慈善募捐
为目的的营销活动；这也是HP Indigo数码印刷机在非洲第一次参
与的大规模品牌营销活动。

访问：www.labelsandlabeling.com/author/gill-loubser可浏览Gill Loubser

女士的专栏。

迪斯特与爱玛乐

迪斯特集团（英文：Distell Group）是南非葡萄酒、烈酒、果酒及其他即开即饮
饮料产品生产的龙头企业。它的产品遍及全球，其中包括最成功的爱玛乐品牌。撒哈

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是广阔的平原，玛奴拉树作为当地特有树种自然生长。每当非

洲的盛夏来临，其果实成熟散发出馥郁芬香，当地农民普遍手工采摘。玛奴拉树的果

实呈紫色，发酵后可酿造成玛奴拉酒，经两次蒸馏后即可制成玛奴拉烈酒，之后需要

在橡木桶里再储存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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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冠豪：
打造中国不干胶标签实力最强的民族企业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平湖工厂盛大开业

我国的不干胶标签印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历经近四十
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

有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涂布厂一百家以上，其中具备一定规模

及影响力的大约三十家左右，但无论从产品质量、服务，还是从

市场占有率上均由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中高档材料

市场上，国内企业中规模位居前100的标签印厂所用材料中80%
以上是外资企业产品，而国内材料供应商的产品只能作为补充。

然而，今年6月在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建成并投产的浙江冠豪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冠豪）将有可能改变这一格局。 

长算远略 布新局
浙江冠豪是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

豪高新）的全资子公司。2009年，中国纸业控股冠豪高新，在广
东湛江建设总投资额76亿元、占地面积1100亩、全球最具规模的
东海岛特种纸产业基地。

“冠豪高新作为国内知名的不干胶标签材料供应商，一直致力

于振兴民族不干胶材料的生产和制造。”冠豪高新董事长张强在出

席浙江冠豪开业庆典仪式上表示，“此次建造平湖新工厂，经过集

团的综合考虑，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持续增长的需求，另一

方面也是权衡目前国内不干胶的市场分布情况而做出的决定。”

我国不干胶的主要市场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两地。

因此，选取在长三角交通枢纽平湖市投资建设第二大不干胶产销基

地，是“冠豪高新结合华东不干胶业务的区域优势，为把握发展主

动权，抢占未来市场先机而做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平湖地处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四大城市组成的菱形对

角“黄金节点”，距离四大城市各约90公里左右，交通便利、运
输发达。

浙江冠豪的建成投产得到平湖市各级政府及合作伙伴的鼎力

支持。市委书记祁海龙代表平湖市委、市政府表示：“近年来，

标签印刷行业伴随着我国电子商务行业的蓬勃发展，已经进入到

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浙江冠豪

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成立，不仅契合了特种纸等产品的广阔市场前

景，更展现出冠豪公司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必将为企业赢得

未来的产业竞争提供有力支撑，也将成为推动我市新材料产业发

展的新增长点。”

冠豪的合作伙伴也纷纷道贺，并表示，相信浙江冠豪的投产

能快速缩短供货周期、提供更多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华南、华东两大工厂，将成为公司乃至中国重要的不干胶材

料生产基地，这是公司长远布局的关键一步。”张强补充道。这也

充分体现出冠豪致力于打造中国不干胶标签行业民族航母的决心。

人才、技术两手抓
浙江冠豪平湖工厂计划总投资6.12亿元，占地108亩，分两期

建设，建成后年产能7.5亿平方米，年产值超过20亿元。
浙江冠豪第一期工程自2013年开工建设，现已有两条生产线

投产。其中一条为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涂硅、涂胶一体化复合水

冠豪浙江平湖不干胶生产基地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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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豪将出席2017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

会，欢迎莅临D8展位。

胶涂布生产线；另外一条为热熔胶生产线。

涂布生产线最大幅宽为1670mm，最大车速
达到550m/min。加之位于湛江工厂的2条涂
布生产线，冠豪的不干胶涂布量预计年产能

将达11亿平方米。
浙江冠豪平湖工厂还配备先进的在线

涂布量、水分连续检测及纸病检测拍照系

统，在保证数量的前提下，也将产品质量

做到最优。

中国的不干胶材料行业，按企业所有

制性质可分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

企业。在原材料上，外资企业大部分以国

内采购为主，包括面材、底纸、硅油和黏

合剂等；在设备配置上，外资企业也没有

绝对的优势，而唯一的差异就是他们可以

借助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雇佣优秀人才。

张强董事长特别强调：“冠豪坚持 
‘以德为先、以绩为重、惟德才是举’的人

才观，借此吸引和聚拢优秀的专业人才。” 
在国内企业中，冠豪挑起民族工业振兴

的大旗，既重视硬件设施（引进一流的生产

设备），又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建立起

有利于竞争的管理机制和人才引进机制，使

得冠豪的技术水平及生产能力均位居国内不

干胶行业的前列，行业专家如是评价道。

产品创新 拓市场
目前，我国不干胶标签主要应用于医

疗、物流、电子业、日化、制造业这五个

行业，使用的不干胶标签种类庞杂繁多。

为满足各类产业的不同市场需求，冠豪

相继推出多种类型的不干胶材料：普通纸（

铜版纸、双胶纸、热转移纸）、热敏纸（三

防热敏不干胶、防水型热敏不干胶、普通热

敏不干胶、无荧光热敏不干胶、长效热敏不

干胶、膜基热敏不干胶、热敏卡纸）、膜类

（PE膜、BOPP膜、PET膜、强韧膜、珠
光膜和合成纸类不干胶）以及其他类（格

拉辛离型纸、透明PET离型底材及其他离
型底材）。

除常规的不干胶产品外，冠豪亦非常重

视技术的研发。公司的研发中心有超过300
平方米的实验区域。其恒温实验室常年保持

温度23±1℃、湿度50±5%的环境；低温
实验室可进行-20℃的环境模拟；同时还拥
有能够进行水胶、硅油、热熔胶及油胶、

涂布的实验室。冠豪的研发中心还配备有多

台国产和进口的精密仪器，可满足日常的原

材料检测、不干胶标签力学性能检测、涂硅

量检测、印刷品实验和测试以及环境模拟实

验；实验室还拥有一台可进行双层胶水涂布

的热熔胶试验机。

“冠豪从来不‘闭门造车’。结合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产品检验和力学
性能测试，技术研发均与市场需求紧密结

合。”张强董事长表示。例如目前公司生产

的医疗腕带，其热敏面防水、防化学药品、

可耐75%的浓酒精，印刷着墨性、整体柔软
性好，能贴合皮肤且抗细菌。

优质服务 赢未来
冠豪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和产品

市场，如快速消费品中的食品饮料、日化家

电产品、医疗保健产品、电子设备、物流、

交通以及化工行业等。

“除了在国内不干胶标签加工的两大热

门地区建立生产基地，冠豪还拥有强大且完

善的销售服务体系，全国各大中城市均设有

销售网点，在平湖、广州、天津、湛江还建

立了分切配送中心；冠豪的产品通过国际贸

易更是远销至全球五大洲超过50个国家和
地区。”张强董事长补充道，“同时，公

司设立专门的客服和技术服务团队进行售

前和售后的支持工作。”

对于未来，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欣这样定位，“浙江冠豪将致力于发展

成为‘品质至上、技术至臻、服务至善、视

界至远’的高标准、高质量的现代化一流企

业，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

出应有的贡献，立志打造中国不干胶标签行

业的民族航母。”

浙江冠豪现代化的不干胶标签材料生产工厂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冠豪

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强嘉宾参观浙江冠豪现代化的工厂

嘉宾参观浙江冠豪现代化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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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调研展风采 了解情况谋发展
今年8月，中印工协副秘书长兼标签印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李春杰与中印工协标签印刷分会秘书长邱晓红一同前

往成都、西安和天津三地进行实地调研和走访。本文将呈现给您的是他们所见所闻各地企业生产情况集萃

天星印务：诚信经营 不断创新
8月8日下午，在四川同友条码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晓海

的陪同下，调研的首站选在成都天星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星印务）。

天星印务成立于2010年11月，位于成都市蒲江寿安工业区，
现有员工120人，占地1.2万余平方米，注册资金3075万元。目
前，天星印务的主要业务集中在防伪标识类印刷、商品条码印刷、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品印刷；现拥有20多项专利技术（其中发明专
利2项），4项软件著作权，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先进的生产能力

天星印务拥有多台日本太阳高速轮转印刷机、东莞源铁卫星

全轮转印刷机，具备标签、表单、DM单、说明书、打印纸、复
印纸等强大的生产加工能力，是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联通、成

都银行等企业的印务与纸产品综合供应商。

该公司不仅仅是一个加工厂，强大快捷的供应链集成能力、

多渠道经营模式且与时俱进，促进了天星印务的快速发展。从传

统的票据印刷到当前流行的商业标签印刷、从初期的物理防伪到

现代的软件防伪，天星印务不但帮助客户解决了产品溯源的上下

游衔接问题，同时也为企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新的机遇

天星印务位于成都市蒲江县寿安工业区，随着本地水果产业

的快速发展，公司的水果标签业务逐年提升。此外，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公司网络订单的大幅度增长。新机遇

令公司在资金运转和经营管理上步入良性循环发展。2016年8月

17日，公司成功在新三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838984，并于
2017年5月进入创新层。

重视环保

环保是每家企业都无法回避的社会责任，更是义不容辞的历

史使命。根据当地环保部门要求，天星印务在公司室内和室外分

别加装相应的废气、废物处理设施，目前公司的排放量完全符合

国家严格的环保要求。

四川省防伪协会副会长兼天星印务总经理陶天表示，除了过

硬的技术条件，天星印务始终坚持“质量保证、价格公道、交货

及时”三大原则，不仅实现了业务的增长，同时也赢得客户的一

致好评。

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陶总补充道：“只有诚信经营、科技

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硬道理。下一阶段，

公司将顺应国家物联网规划的战略指导和

智能包装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以智能包装

为载体，综合物理防伪技术、数字水印技

术、一物一码技术、RFID技术及大数据精
准营销等配套技术，构建智能包装整体解

决方案，以促进传统包装转型升级，开创

物联网时代的智能包装新时代。”

中印工协标签印刷分会秘书长邱晓红非

常看好天星印务未来的发展，她表示：“第

一站的走访，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行业发展的

信心。只要诚信经营、脚踏实地做事，就能

为企业带来良好的发展，实现增值不再是梦

想。成都天星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堪称西南地

区印刷行业的产业转型升级典范。”

四川同友条码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晓海、中印工协副秘书长兼标签印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李春杰、

四川省防伪协会副会长兼天星印务总经理陶天、中印工协标签印刷分会秘书长邱晓红（从左至右）

“公司将顺应国家物联网规划的战略指导和智

能包装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以智能包装为载

体，综合物理防伪技术、数字水印技术、一

物一码技术、RFID技术及大数据精准营销等

配套技术，构建智能包装整体解决方案，以促

进传统包装转型升级，开创物联网时代的智能

包装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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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安 新大洋
西安大洋标签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安大洋）坐落于西安环山风景旅游

区—周至集贤产业园，是一家致力于不

干胶标签设计、生产加工与贴标系统解决

方案提供的专业化服务企业，自成立至今

已有20年历史。
目前西安大洋拥有全轮转印刷机、六色

间歇高速印刷机、高速模切机、自动丝网机

等先进设备，专业的服务团队和现代化的办

公室，以及完善的服务体系。新更名的陕西

大洋标签印刷有限公司现已通过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ISO：14000环境体
系认证。

“这是我第二次参观西安大洋公司，

与两年前完全不同。”邱晓红对西安大洋的 
“新”印象赞不绝口。

新变化之一：大洋标签实验室

西安大洋新设立的实验室可进行多种标

签测试，如初粘性测试、耐摩擦测试、持粘

性测试、电子天平秤等。“专业的实验设备

提高了公司产品的检测力度，保证了产品的

质量，同时也提升了新产品的研发水平。”

实验室负责人介绍道。

据西安大洋总经理姜雷波介绍，投资标

签实验室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公司的长远

考量，这是公司从加工型向服务型企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一步。

新变化之二：新增高速模切设备

西安大洋的业务分为两个部分：印制

中心和标签应用中心。其中印制中心的主

要目标在于控制成本、强化质量、提高生

产效率；而标签应用中心则更关注标签的

潜在附加价值，为客户提供更好、更全面

的解决方案，以创新思维开拓新产品带动

印制中心的生产。

公司引进瑞邦RBJ-330B双座高速烫金
模切带高速切片机，该机采用进口高速系统

集中一体化控制，触摸屏操控；最大走纸

宽度为330mm，最高速度可达23000车/小
时，逆向烫金速度为38m/min。

“高速模切设备的引入，极大地缩短

了模切时间，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可以助

力我们快速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姜雷

波总经理说到。

新变化之三：倡导绿色环保印刷

在绿色环保印刷大势所趋的背景下，

西安大洋一方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加装

专门的废气处理设备；另一方面则调整生

产布局，将设备、材料合理有序摆放，以

降低人工、材料的损耗。此外，西安大洋

花园式的生产环境还吸引众多的参观者和

学习者，在当地起到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新变化之四：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企业

姜雷波总经理曾多次率领西安标签行

业的同仁前往广东、山东、上海等地实地参

观考察学习。他表示：“多与国内外优秀企

业沟通交流，既可以学习他们的经验教训，

又可以了解最新的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这

些都能帮助企业少走弯路、快速成长。”

今年9月，姜雷波总经理又奔赴比利时
参观2017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大洋标签不是加工商。公司需要顺应

潮流，不断提升自身的生存价值，才能应对

市场的风云变化。”对于未来，姜雷波如是

说到，并表示西安大洋立志成为西北不干胶

领域的佼佼者。

“西安大洋的新，不仅是其外部环境的

优美和地理位置的卓越。”邱晓红秘书长表

示，“更主要的是公司内部配套设施以及经

营管理理念的创新和提升，这与企业管理者

的素质与远见卓识密不可分。”

西安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也是古代丝

绸之路的发源地。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

略的实施，西安的区位优势也进一步提升，

由内陆腹地升级为向西开放的前沿，并承接

起东西双向开放的纽带桥梁作用。

“此次西安之行印象深刻，两天的时

间内我们参观了四家印刷厂和一家污水处

理厂，还与西安地区的印刷企业家进行座

谈。”邱晓红表示，“正如姜总所说，深

入企业内部，了解中国标签印刷企业的现

状和发展趋势，这不仅是企业所需，也是

协会之责。” 

本文未完待续，敬请期待下期报道。

西安大洋材料放置区，排列合理有序西安大洋废气处理设施

西安海焱总经理杨潇、西安大洋总经理姜雷波、中印工协副秘书长兼标签印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

李春杰、中印工协标签印刷分会秘书长邱晓红、深圳瑞邦常务副总经理唐光礼（从左至右）

“大洋标签不是加工商。公司

需要顺应潮流，不断提升自身

的生存价值，才能应对市场的

风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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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类不干胶标签常见加工问题解析
不同于纸张类不干胶材料，薄膜类不干胶材料对加工工艺有着较高的要求且在加工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本文，笔者将就薄膜类不干胶标签加工过程中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并予以一一解答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不干胶标签

在各种产品包装领域中得到越来越

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人们对包装精美外形

的要求越来越高，薄膜类不干胶材料的用

量也越来越大。但薄膜类不干胶材料不同

于纸张类不干胶材料，它对加工工艺的要

求较高，且在加工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些问

题。因此，本文中笔者将分享一些薄膜类

不干胶标签加工中的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案。

一、印刷掉墨

1、表面涂层不良
薄膜类材料表面张力低，在制成不干胶

原材料之前需要进行涂层处理，若涂层不良

就会导致印刷掉墨。通常表现为油墨大面积

脱落，尤其在胶带测试时，表面油墨会大面

积被胶带粘下来。此时需要由原材料供应商

更换一批合格材料，或者印刷企业再印刷一

层底涂油以增加表面张力，但会增加成本。

2、油墨与材料匹配性差
由这种原因导致的掉墨通常表现为成

片或零星的。考虑到材料成本和客户需求

等因素无法更换材料。此时，可以通过油

墨供应商找出与材料匹配的油墨。同时印

刷厂也可以采取一些辅助措施，比如提前

对材料进行电晕处理等。

3、电晕效果差
薄膜材料掉墨与材料的表面能有关，

表面能越强，油墨附着越牢固，反之亦

然。但电晕效果会随着时间而衰减，印刷

时就有可能导致掉墨。这类现象多见于价

格便宜的BOPP和PE材料，考虑到高涂层
成本，多数厂家会对其进行电晕处理。遇

到此种情况，应由厂家或供应商在印前重

新进行电晕。

4、UV干燥不良
不干胶材料大多使用UV油墨印刷，因

此若干燥不完全就会导致掉墨。这种情况

表现为一到两种颜色掉墨，只需加大UV灯
功率或更换UV灯管即可解决问题。

二、印刷不实、发虚、白点

1、材料表面平整度差
通常情况下，薄膜类材料的表面平整度

优于纸张类材料，但某些特殊材料，如热敏

合成纸材料的表面有一层热敏涂层，可能会

导致印刷不实、发虚等。这是由于涂层平整

度差，放大时可见高密集的白点。此时可通

过在材料表面打底涂油墨来提高平整度。

2、灰尘
材料表面的灰尘会导致印刷时形成白

点。产生灰尘的原因有很多，较常见的是

分切时产生的毛屑、或材料自身掉粉等。通

常表现为白点不多但较大，而且灰尘会随着

时间积累，使白点不断增多。此时可在印刷

单元前加除尘布，而对于要求严格或大面积

实地产品，还可在第一个色组前印刷底涂油

墨，从而避免出现白点。

3、印刷压力
印刷压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印刷质量，压

力过大，会导致图文变形；压力过小，则容

易印刷不实、发虚等。通常表现为有规律的

印刷不实，当加大印刷压力后即可消失。

三、印刷色差大

1、薄膜面材颜色差异
不同批次薄膜面材的色差在所难免，印

刷后由于光的反射会使色差更明显，此时只

能更换材料。完全没有色差的薄膜材料是不

存在的，因此开发新产品时应与客户签订标

签颜色的上、下限，并确认色差范围，避免

可能出现的风险。

2、面材表面着墨性差异
同一批次薄膜材料印刷时也会出现色

差，这是由于材料表面能不稳定造成的着

墨性差异。有色差的材料印刷后，表层的

网点大小会不同。此时可以打底涂，但最

终仍需改善原材料。

3、面材平整度差异
材料平整度直接影响印刷网点的还原

性，从而引起色差。这种现象产生的印刷

色差，网点大小差异明显。此时可以先打

底涂油墨，仍无法解决时再考虑更换材料。

薄膜类不干胶标签在印刷过程中出现的掉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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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薄膜类不干胶材料的加工问题远不止笔者分享的这些，篇

幅有限难免以偏概全，希望广大同行能将更多更好的经验分享

与大家。

四、印刷套印不准

1、印刷机张力设置问题
印刷机张力大小直接影响到薄膜类材料的套印精度。张力过

小，材料松驰会出现套印误差，反之薄膜类材料被拉变形，也会

影响套印精度。因此，当印刷薄膜类不干胶材料时，应将印刷张

力设定为保证套印精度的最小值。

2、UV灯温度过高
薄膜类材料受温度影响明显，印刷时若UV灯温度过高，会使

薄膜材料变形从而影响套印精度。此时可降低UV灯功率，以降低
其温度。但在实际生产中往往会比较矛盾，UV灯功率高，材料变
形，套印不准；而UV灯功率下降，套印准确但油墨又不容易干。
因此需综合解决问题，如打底涂油墨、选择适合材料的油墨，或更

换印刷色序，先印刷不容易干燥的油墨等。

3、材料分切不良
材料端面参差不齐，印刷时就会出现套印跑位的情况。如果

材料宽度足够，可进行二次分切，将两边各切掉2mm即可；如果
材料宽度不够，只能更换材料。

4、材料张力不一致
薄膜类材料对张力十分敏感，若材料两端张力松紧不一致，

印刷时很容易跑偏从而造成套印不准。通常材料两端若一面平整

另一面较紧，就会出现荷叶边。此时建议使用有纠偏设备的连续

式走纸印刷机，以减少套印不准。

5、材料厚度误差
不干胶材料涂布的胶水量存在偏差，一般不超过±干胶材

料涂。但有时涂布的胶水量偏差较大，就会引起材料两端厚度误

差，造成印刷跑偏从而影响套印精度。此时需更换材料或将材料

改小使用。

五、模切溢胶

1、胶水过厚过软
胶水过硬不容易溢胶，但会降低流动性和粘性；过软则容易溢

胶。一般薄膜类不干胶材料胶水涂布量为16g/m²，过量往往会引起
溢胶。因此建议选择这类材料时要特别注意这两点。

2、收卷张力过大
薄膜类材料与胶水结合力差，当收卷张力过大时，很容易导

致标签四边溢胶。此时需要减小收卷张力。

3、模切刀问题
有时标签的一到两边出现溢胶，多数是由模切刀引起的，比如

模切刀某些部分严重磨损等。此时需更换模切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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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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对标签，令葡萄酒包装更出彩
根据调查，标签和包装对葡萄酒的价格影响能达到26%—42%，甚至超过“标签信息”对价格的影响。酒标不仅

会影响到酒的销售价格，还会影响到饮酒者对品味和口感的预期。本文将介绍几种令红酒包装更出彩的新趋势。

过去的几个月，在山东烟台连续举办了

两场关于葡萄酒标的小型研讨会，

分别是由芬欧蓝泰主办、本刊协办的“烟台

葡萄酒标签研讨会”及本刊与“我要印”、

蓬莱市葡萄酒局主办的“酒包装产业高峰论

坛”。两场峰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烟台，一是

因为烟台是我国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仅烟台的葡萄酒产量就占全国总产量的38%
之多；更是因为烟台当地政府、行业协会给

予葡萄酒产业更多关注与支持，并且烟台的

葡萄酒印包产业链也相对更加完善。

根据2016年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葡萄酒消

费量初步统计达到17.3亿升，列在美国、
法国、意大利、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五

位。但与2015年相比增长6.9%，增幅位居
全球之首。

2016年中国葡萄园面积继续增长，总
面积达84.7万公顷，较2015年增加1.7万公
顷。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葡萄园面积依然

位居第二，仅次于西班牙的97.5万公顷。可
以说，中国的葡萄酒市场规模巨大，且呈现

逐年增长的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中国第一人

口大国的国情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人

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葡萄酒已经渐渐进

入普通民众的消费范围。

然而，在人均消费量方面，中国年人均

消耗量只有1.23升（人均不到两瓶），相比
法国的人均年消耗量40.13升，尚有很大的
差距。这与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有关，但更说

明中国葡萄酒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未来中

国的葡萄酒行业将会迎来更大的市场空间。

不干胶标签为葡萄酒带来

什么？
好的葡萄酒，需要好的标签来相配；反

之，好的标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红酒

的市场认可度。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和南澳大学资助的

一项研究表明，标签和包装对葡萄酒的价

格影响能达到26%—42%，甚至超过“标
签信息”对价格的影响。酒标不仅会影响

到酒的销售价格，还会影响到饮酒者对品

味和口感的预期。

今年6月2日，芬欧蓝泰标签在山东烟
台主办的一场“葡萄酒标签研讨会”上，芬

欧蓝泰标签北亚区业务经理雷超表示：“不

干胶标签因为拥有良好的货架效应，能给葡

萄酒带来销量的提升。这里的‘货架效应’

，不仅是指光鲜亮丽的外表，它更需要精美

加工、专业标签与贴心设计相结合，好的酒

标往往三者缺一不可。”芬欧蓝泰为多家

知名葡萄酒厂商提供葡萄酒不干胶解决方

案。“在澳大利亚，红酒标签使用不干胶的

比例非常高，而芬欧蓝泰标签在澳洲葡萄酒

市场的占有率超过80%。”芬欧蓝泰标签大
洋洲业务与质量发展经理Leo Jin介绍道。

“好的葡萄酒标签给人们带来的不仅

是视觉上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品牌价值的

无限拓展。”艾利丹尼森市场部的孙斌表

示。目前国内的一线葡萄酒品牌都有使用

不干胶标签。

标签，让红酒包装更出彩

个性化

加入可变信息和客户的定制化内容，酒

标设计日趋独特。随着数码印刷技术的不断

进步，葡萄酒标签对印刷工艺的复杂要求已

经基本得到满足。一枚别致的标签，能在第

一时间吸引客户的眼球，进而引发客户对该

产品的兴趣。

例如，可口可乐利用惠普SmartStream 
Mosaic软件制作、Indigo数码印刷机打印完
成的“分享一瓶可乐——秀出你的快乐”以

及百威啤酒的案例，都让人印象深刻。据中

国惠普有限公司Indigo/Inkjet数字印刷事业
部打印及成像系统集团中国区销售经理冯

汉荃介绍，国外不乏利用惠普Indigo数码印
刷机并取得成功的品牌案例，比如西班牙的

Turmeon Vermouth制作出世界首款动图标
签；芝华士（Chivas Regal）在酒标上灵
活展现消费者的签名；Artiste Winery使用
当代艺术家作品来制作独特的标签；以及

本刊第33页介绍的南非爱玛乐利口酒与印

刷企业SA Litho联手HP Indigo推出一项名
为“给它们命名，拯救它们”—救助非

洲象的慈善活动（详情请参看《用标签救

助非洲象》）等等。

智能化

当可变、个性化的标签不再那么新

奇，如何挖掘标签的增值功能就变得尤为

重要。如今，可追踪的标签、防伪标签都

已进入红酒包装市场。惠普Indigo特制的
UV隐形红油墨仅在紫外线下显现，数字

水印技术，可变数据能力和透明墨效果结

合；复旦天臣的云膜防伪技术，独创的3D
裸眼防伪技术等等都革新了酒包装的功能。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虽然在酒包装行业关注并

不多，但仍然是大势所趋。芬欧蓝泰标签

亚太区可持续发展经理肖翔通过芬欧蓝泰

与意大利知名葡萄酒厂商切罗·泰拉合作开
展生命周期评估的成功案例，向国内的终

端用户解释了关注可持续发展能给葡萄酒

厂带来的益处。

标签，不再只是配红酒的“绿叶”，

已经慢慢成为红酒企业赢得客户、开拓市

场的一大助力。

您，选对标签没？

Chivas Regal 芝华士灵活展现消费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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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标签
在智能包装中抢占先机
由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主办，印刷包装协同创新科技服务团队和《上海包装》杂志社承办、上海市包

装技术协会协办的“2017精益智慧大包装高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本文将就此次论坛讨论的内容予以梳理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智能包装的发展。针对目
前国内包装市场上同质化、单一化、过度化的现象，以及

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要求提高的压力，2016年国家工信部、商
务部颁布《关于加快我国包装产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

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围绕智能包装为研发重点。

何为智能包装？智能包装又称为智慧包装，是一种能够感知、

监控、记录且调整产品所处环境的相关信息及功能，可将信息便

捷、高效地传递给使用者；同时，使用者可与之进行信息交流沟

通、易于触发隐含或预制功能的包装的总称。

“总体看来，智能包装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功能化和

精益化。”国际安全运输协会（ISTA）中国区运输教育委员会副
主席、《上海包装》杂志主编黄昌海表示。

功能型智能包装，增加了包装的附加功能，如自加热、温湿度

指示、二维码交互等。而精益型智能包装，则满足市场控制成本、

提升效益、追求环保的需求，一般有材料类、软件类、机械类，包

含如光学变色、导电油墨、智能捆包、装箱优化等。

自上世纪90年代，智能标签开始兴起。作为智能包装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智能标签如何助力智能包装？

RFID标签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标签，也称为电子

标签、智能标签、射频卡等。其核心为射频识别技术，通过射频

信号来自动识别特定对象、进行物品追踪和收集相关数据信息等。

通常RFID标签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主动式标签可以主
动给读写器发送数据，一般用于有障碍物的应用中；被动式标签

必须利用读写器的载波来调制自己的信号，一般应用于门禁或交

通卡等领域。

“RFID技术在上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但并没有被广泛应
用，主要是受到互联网技术的限制。”上海交通大学RFID研究所
的杨迅捷老师表示，“目前RFID标签主要应用于图书馆、服装、
食品安全溯源等方面。”

“RFID标签最大的优点是识别方便，可同时识别多个移动物
体，并且能够穿透纸张、木材和塑料等非金属或非透明的材质。

例如在服装领域，RFID标签可将工作效率提高10倍以上，不仅提
升了货物清点的速度，而且还有效降低漏货、重复清点的风险。”

此外，RFID标签的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可应用于各种恶劣环
境；其存储的电子信息可经由密码保护，安全性高；读取时不受

尺寸大小和形状的限制，适用于小型化和多样化的标签市场需求。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RFID的应用，但仍没有得到全面
应用。”杨迅捷说道，“一方面是由于价格原因，目前一个RFID
标签的价格在0.5—1.0元左右，远高于普通标签（低至0.03元/个）
的价格。但RFID标签可重复使用，其中的信息能够增加、修改或
删除，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及企业的环保压力。另一方面，

也是最大的制约因素，RFID标签的应用较为碎片化，需要根据行
业的特点和要求‘量身定制’，在某个行业（如图书、服装）中

的成功应用，并不能被复制到其他行业。”

可变二维码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二维码的应用获得爆发式的

增长。二维码作为万物互联的接驳口，实现了线下消费者与线上

供应商的交互关联，在物联网时代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常见的

二维码分为矩阵式和堆叠式两种，其中QR（quick response）
码、DM（Data Matrix）码和视觉码都属于矩阵式二维码。

加州旱灾，潘婷设计出带沙漏的标签以提醒人们控制洗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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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了生產需要的精度和效率的最高要求。
德國製造 – 製造的優秀護理。

请看看我们的视频:
Google+: goo.gl/DC1SbW | YouTube: goo.gl/Wf6z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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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二维码的出现，结合大数据支

持的云平台，使得一物一码成为可能。”

上海凌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李中胜

表示，“就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现在产

品也可以有唯一的身份识别码。”

由可变二维码实现的智慧包装，广泛

应用于防伪、溯源、防窜货、产品促销等

方面。这种方式迎合了如今年轻一代市场主

力快捷、新奇的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者的参

与度及对品牌的忠诚度；同时品牌方也可以

通过可变二维码，在后台监控产品的制造、

销售过程，并收集消费数据信息，从而及时

调整公司战略，以实现销售的闭环。例如，

泰山啤酒依靠“一瓶一码”促销平台，扫

码参与次数达到日均10多万，同比销量提
升30%。目前，在啤酒行业已有众多品牌
选择“一瓶一码”，如百威啤酒、燕京啤

酒、青岛啤酒、哈尔滨啤酒、黄河啤酒、

雪花啤酒等，均取得良好的成效。

“目前，印厂主要通过喷墨技术、激

光打印技术、数码技术和热转印等方式来

实现可变二维码。”上海紫泉标签有限公

司技术研发部项目经理刘军刚说到。通过

分享在收缩标签、奶制品包装、皇冠盖等

等的应用案例，他表示：“可变二维码已

经渐渐融入到产品包装中，其产生的商业

价值正在慢慢开启。”

由欧美包装市场看智能化发展

趋势
“未来包装必然朝着安全化、绿色化

及智能化的趋势发展。”呈曜包装事业有

限公司总监、台湾科技大学包装结构老师

许呈湧说到。许老师曾荣获2005世界包装
之星、2008 iF包装奖项、环保署绿色包装
等多项大奖，并多次参观北美及欧洲主要

的包装展会。

智能化包装给我们带来诸多便捷。例如

台湾某超市使用电子标签，消费者直接将购

物袋放在探测台即可快速结账。再比如，去

年获得芝加哥包装展金奖的美国某洗衣液品

牌的包装袋，使用软袋且由客户添加液体，

节约了大量的运输成本、展示成本和销售成

本，而客户只需更换补充液，实现包装袋的

重复再利用。

“但这些智能包装都是单向的，只是

从供应商到消费者。”许呈湧表示，“更

包装对品牌体验至关重要

根据全球高级营销管理人员委员会（C M O 
Council）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商品的包装及店内
的货架展示相较于电子邮件、直邮广告和手机app等
宣传渠道更为重要，更有助于消费者成功获得品牌的

整体体验。

这项名为《反应能力要求：快速营销人员应如何

正确应对消费者的反馈信息，从而推动企业发展》的

报告，通过调查消费者选择的渠道，包括线上、线下

实体接触点等，研究企业在回应客户、利用客户数据

和传递“恰当时机、适时体验”信息时的方法，结果

发现无论选择哪种营销渠道，若希望使客户享受到一

致且连贯的品牌体验，企业都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

困难与障碍。

该报告不但强调包装在帮助消费者获得整体品牌

体验方面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通过实体接触点，如

产品包装和其他实体品牌元素，快速正确地应对客户要

求和反馈的重要性，这些被认为是营销人员所面临的挑

战，因为他们还没有将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优先排序。被

调查者亦意识到他们想改变实体媒介（如包装等）的迫

切愿望与实际能力之间存在差距，84%的被调查者表示
他们愿意并能够在30天内做出改变，只有40%的被调查
者表示他们现在就可以做到。

46%的被调查者表示，市场营销领域中的功能分
类将营销团队分成传统小组与数字小组，以强调市场

营销团队的专业化和职能重心，然而这样一来就使得

多个渠道保持一致性和凝聚力愈加困难。

另有66%的营销高管表示，他们的终端消费者

对包装色彩的变化以及连贯性非常敏感，甚至可以说

是极度敏感。

该报告引用了CMO Council与爱色丽、潘通、艾
司科、MediaBeacon以及AVT合作调研的最新数据。调
研时间为2017年春季，153位高级营销人员接受调查，
详细调查报告，请参考https://cmocouncil.org/thought-
leadership/reports/330/download。

“如果品牌商不能快速反应并完全控制局面，消

费者将会无视于他们。”爱色丽总裁Ron Voigt如是
说，“反应能力是色彩工作流程中数字化、自动化以

及工艺连接的直接结果，所以厂商无需几个星期，而

是仅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就可以作出反应。我们期待

与品牌商和印刷企业客户共同努力，助力他们满足市

场对快速反应的要求。”

关键的是如何实现双向沟通。”

智能包装收集的大数据，可以充分显

示市场趋势，包括不同区域、不同季节、

不同年龄阶段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引导生

产商设计出更符合市场的新产品、制定出

更能够迎合消费者的销售计划。例如2016
年加州旱灾，潘婷设计推出带沙漏的标签

以提醒人们控制洗澡时间，令销售量大增。

许呈湧补充道：“大数据的应用，实

现了生产厂商与终端的双向沟通，必将成

为未来智能化的一大助力。”

可变二维码

RFID标签应用——缤果盒子无人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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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模唇狭缝涂布模头能提高热熔胶涂

布的生产率和精确性
在热熔胶涂布领域，可调模唇狭缝涂布模头凭借其多功能性、精确性和宽泛的操作能力具有极大优势，尤其是

对那些需要多次进行小批量生产、频繁进行作业变换的材料加工商而言更具价值。本文由Nordson PPS（上海）

有限公司流体涂布模头系统销售经理胡杰先生提供

众多材料加工商越来越将狭缝涂布模

头系统视为一种与辊涂以及其他将

流体涂覆到平面基材上的传统方法相比较

更高效且可控的替代方案。在热熔胶涂布

领域，可调模唇狭缝涂布模头凭借其多功

能性、精确性和宽泛的操作能力具有极大

优势，而这些优势也令众多材料加工商受

益匪浅，尤其是对那些需要多次进行小批

量生产、频繁进行作业变换的材料加工商

而言更具价值。

目前市场上提供几种不同类型的狭缝

涂布模头，包括固定模唇和可调模唇系统。

狭缝涂布模头系统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原因之

一，是全球化市场中的激烈竞争使得企业为

了最大限度提高经济性、生产率和质量保证

的压力与日俱增。狭缝涂布模头的使用将有

助于满足上述市场的需求，因为它与辊涂方

式在两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

1、它是一种“预计量”系统，能以恒

定速度将热熔胶涂布于平面基材表面，并且

能够精确控制涂布量和在整个平面基材上的

分布；既可以减少浪费，实现高线速度和高

固含量涂布，又可提高产品质量和均匀性；

2、它是一种封闭式系统，因此可以有
效防止空气环境中杂质的污染。

狭缝涂布模头的功能是保持流体处于

适合涂布的恰当温度，使流体按所需的涂

布宽度均匀分布，并将流体涂布至平面基

材。该模头可拆分为上模身和下模身，上

下模身可以使用螺栓连接在一起。一个衣

架形流道（即歧管）封闭在这两片模身之

中，该流道是由上模身或下模身部分机械

加工而成，其最宽部分位于出口狭缝处，

宽度与涂布宽度相对应。该歧管可使进入

模头的涂布液分布到其整个目标宽度，该

设计能确保通过模头出口狭缝的涂布料流

实现均匀一致和流线型分布。

Ultracoat™ HM™模头特写

涂布控制的关键

恒定的涂布速度

狭缝涂布模头提供针对涂布过程的高级

控制，有助于实现其恒定的涂布速度。正向

位移泵以无脉冲的恒定速率将热熔胶送入模

头，进入模头的所有流体都将涂布至平面基

材。在辊涂时，涂布辊上的涂层实际上仅有

部分能转移至平面基材，涂布量则随流体粘

度、基材行进速度及辊筒转速等因素而异。

辊涂的另一个缺点是需要再循环利用剩

余的涂布液，原因就是这种涂布方式只能部

分利用涂布辊上的涂布液。杂质污染有可能

造成产品质量受损，并会导致原材料浪费。

狭缝涂布模头的恒定涂布速度可令这

些模头能以高于辊涂方式的线速度进行高

效涂布。由于辊涂只允许将部分涂布液从

涂布辊转移，因此在高速涂布时可能会由于

涂布液膜破裂而出现产品缺陷。在狭缝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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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Nordson PPS（上海）有限公司流体涂布模头系统销售经理

胡杰先生提供，相关问题请联系： jie.hu@nordson.com。

过程中，通过涂布唇的合理设计能够有效避免涂布时出现这种液膜

破裂所产生的缺陷。因涂层的不同就导致可实现的涂布速度有很大

差异：在热熔胶涂布中，狭缝涂布模头通常能以高达600米/分钟的
速度进行涂布；而辊涂能够达到的相应高速度仅为365米/分钟。

可调模唇狭缝涂布模头的多功能性和精确性

可调模唇狭缝涂布模头多功能性的关键之一是无需拆解模头，

即可在生产线上改变模唇开口间隙（或者涂布的湿膜厚度）。相比

之下，如果要更改固定模唇狭缝涂布模头的模唇间距，需在上下

模身之间插入细金属条或垫片，然后在模头后部使用更多垫片以

消除由此产生的模唇面偏移，并确保它们再次处于同一平面上。

此外，可调模唇狭缝涂布模头还表现出极高的涂布精确

度。Nordson Corporation的Ultracoat™ HM™狭缝涂布模头可将

涂布量的均匀性保持在+/-1.75—3.50%的范围内。实现这种精确
性有三个原因：

• 可以微调横向涂布厚度分布均匀性。使用Ultracoat™ HM™
狭缝涂布模头，可以通过调节涂布模唇，消除因涂层偏厚所产生的

肉眼可见的涂布条带，纠正或消除在高黏度涂布胶液涂布过程中普

遍存在的中间厚两边薄的现象。打破涂布胶液的黏度上限，并通

过使涂布精度保持在极小的公差范围内，从而降低原材料成本。

具备这种可调节性的原因在于，模头的可调模唇调节系统是

由沿着模头宽度方向排列的若干个独立调节块组成。Ultracoat™ 
HM™涂布模头配有Nordson Ultraflex™厚度调节系统，这些模

唇调节单元需要人工手动进行调节。作为一个选项，Ultracoat™ 
HM™模头也可与Autoflex™自动厚度调节系统组合，以实现闭环
控制。Autoflex系统使用热膨胀调节块，可对来自下游涂布量扫
描仪的反馈作出响应。在探测到涂布过程中超出目标厚度的区域

时，模唇上相应点的插入式加热棒的功率将会提高，这就令对应

的调节块热胀，从而收紧该区域的模唇间隙。反之，厚度过低的

区域可通过降低功率来纠正。

在辊涂中，调节横向厚度的方法仅限于对整个涂布宽度进行

一般改进，并且无论目标涂布量是多少，这些改进很少能够实现

优于约+/-5%的误差。对于125克/平方米（gsm）的涂布量，使
用配有Ultraflex和Autoflex系统的Ultracoat™ HM™狭缝涂布模头

可以分别实现3.5%和1.75%的误差。
• 涂布专用的歧管设计。为优化涂布液通过歧管流动并涂布至

基材，Nordson根据要涂布的热熔流体的流变特性对各种歧管进行
了工程设计。流变特性是流体的唯一“指纹”，可以通过绘制流体

粘度与其在特定温度下的剪切速率之间的关系图来确定。Nordson
使用所得数据，采用计算机辅助工程设计和CNC机械加工，开发出
具有复杂内部轮廓的歧管。

• 适用于模头定位的支架。Nordson的Ultracoat™ HM™模头

定位支架系统是一种可调节的支架，能以相对于背辊的最佳角度

和接近距离精确定位Ultracoat™ HM™模头，并将模头与影响涂

布应用的振动隔离开来。这种模头定位器具有+/-2.00µ的位置可
重复性定位，以及+/-5°的标准涂布仰角，能够将其轻松集成至
新的或现有生产线。

 

模头能够满足广泛的应用需求

与固定模唇狭缝涂布模头相比，Ultracoat™ HM™模头可以

使用更广泛的工艺参数。它适用的粘度范围最高可达250,000厘
泊，而固定模唇模头的最高粘度仅为50,000厘泊；最大涂布宽度
能力为4,750毫米，相比之下，固定模唇模头的最大涂布宽度能
力为3,000毫米。而比较两者的价格，在宽度相同的前提下差异
并不大。Ultracoat™ HM™模头的最高工作温度为315℃，比固
定模唇系统高近60%。除热溶胶以外，Ultracoat™ HM™模头还

适用于冷流体涂布。

Ultracoat™ HM™模头除了多功能性的优势之外，其内部封堵

系统还能够实现涂布宽度的快速变化。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用于清洁

和维护保养的停机时间，该模头采用两件式结构，可对所有料流

经过的表面进行检修，并配有铰链，而无需起吊装置或起重机。

Ultracoat™ HM™模头对于热熔胶涂布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项

可选功能是转动胶棒设计。它既可以通过转移固体颗粒或残胶消

除条纹，又能够因可使模头刃口的磨损分摊于较大面积进而延长

模头的工作寿命。另外，它还可搭配橡胶背辊，其标准外圆全调

动（TIR）为25.4µ。
Nordson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工厂，已准备好为希望从辊涂进

行升级，或者寻找固定模唇系统替代方案的材料加工商提供帮助。

第一步通常是确定某种特定应用的粘着力、外观和其他要求；接

下来是定制模头，打造可满足材料加工商独特用途需求的狭缝涂

布模头；最后，材料加工商可获得一个能够将控制能力和质量保

证提升至全新水平的系统，享受其带来的益处。

Ultracoat™ HM™模头与其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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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标签印刷商
安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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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堡集团成员

- 工业花岗岩基座确保稳定性、坚固性以及耐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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