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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专 辑 II

Graph Expo 2015
在 Graph Expo 2015（全美印艺展）上，小森美国公司宣布与网屏 GP
美国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并展示了一款最先进的轮转喷墨式数字印刷

机，该机能够满足直接邮购及小批量出版印刷业务。在美国小森图像

技术中心的展示间，还展示了一部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八色

LITHRONE G40P 双面印刷机。随着一连串新消息的宣布，又引发了另

一波热烈的讨论。

25KGC, K-Supply产品以及展会花絮

重新开幕、专题访谈及展会花絮
经过翻新整修，功能更加强化的欧洲小森图像技术中心（KGC-E）在小森国

际欧洲公司内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庆典，不仅吸引了众多印刷企业家前来参

观，也引进更多新产品以及业界的新展望。重新开幕之后，KGC-E 还举办

了一场技术培训课程和包装印刷成果演示会。另外，《On Press》杂志编

辑组采访了使用 K-Supply 品牌 KG-911 H-UV 油墨的小森用户。本期内容

还介绍在亚洲各地举办的印刷展会花絮。

30专题报道及小森挂历

过去的两年，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印刷机销量大幅增加，请听来自小森英国公

司管理阶层及 H-UV 用户们的访谈，他们都了解 H-UV 技术的优势，并对此尖端技术爱不

释手。另外，介绍 2016 年小森挂历唯美摄影背后蕴藏的意境。

来自英国的 H-UV报道及 2016年小森挂历

16
物有所值的印刷机∶印刷企业家畅所欲言

用户简介

机器配置独特，满足与众不同的业务需求。在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方面，小森公司一直是

遥遥领先、傲视群雄。本期内容聚焦欧洲、中国和北美洲的小森用户企业。高质量带来的

竞争优势，以及小森的用户以领先者的姿态带领印刷行业的复苏。本期内容介绍相关人士、

机器及令人羡慕的成功故事。

4专 辑 I

“掀开崭新的一页”是小森公司在日本东京举行的 IGAS 2015（日本东京国际印刷展览会）

上的参展主题，这一理念融入到每天每场的现场实机演示、解说及产品展示中。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在此展会上隆重登场 ；三台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LITHRONE 单张纸胶印机与印前制版、印后加工设备连结为一体，创造全新价值 ；还有

为现在的印刷企业排忧解难的全套印刷相关软件和数字化的解决方案，为印刷行业的未

来发展描绘出清晰的蓝图！

在 IGAS 2015掀开崭新的一页

C O N T E N T S
KHS-AI

no.86
本期杂志的印刷工艺∶
封面及内页均采用四色印刷+
K-Supply品牌H-UV油墨（KG-911）印制而成。
封面覆上了一层哑光的聚丙烯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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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GAS 2015 掀开崭新的一页

小
森公司在 2015 年 9 月 11 日至 16 日于东京国际展览中心（Tokyo Big Sight）举办的

IGAS（日本东京国际印刷展览会）上技压群雄、大放异彩，展示了在大型国际印刷

展上首次亮相的许多新产品、技术和创意。事实上，对于正在经历变革和转型中的

小森公司来说，本届展会是展现自身实力的大好机会。参展的小森数字印刷机在性能上有了很

大的进展 ；另一方面，多项引人注目的小森印后加工设备也正式登场。小森公司积极开展的

PESP（印刷工程服务商）产品是展会中的核心项目之一，因而出现在所有的小森现场实机演

示的环节中。除了这些性能卓越、值得信赖的生产设备以外，小森展台所传递的技术革新和发

展趋势的信息也同样不容错过。

小森公司的参展主题是“掀开崭新的一页”，参访小森展台的嘉宾们都可以深切的感受到

如何发掘印刷领域的新潜能，并了解了更多更丰富的印刷行业信息。不再只是印刷机制造商的

小森公司，更致力于研制胶印机、数字印刷机、印后加工设备、PE（触屏线路凹印机）、印刷

耗材及其他配套装置。小森公司的参展副主题是“连接”，小森公司的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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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GAS 2015 掀开崭新的一页
透过云端科技将产品与用户端连结所创造的全新价值，都紧密的整合在现场的实机演示中。

作为小森公司“掀开崭新的一页”的象征性产品，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是展会

的焦点，每次进行现场实机演示时，都会吸引不胜其数的热情观众前来观看。将胶印与数字印刷连接

为一体的现场实机演示，如魔术般的变化给参观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谈论的话题。

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胶印机在展示会中各显风彩∶四色 LITHRONE A37 单张纸胶印

机配有新款色调控制装置和作业流程等多套解决方案 ；功能强大的八色 LITHRONE GX40RP 双面印刷

单张纸胶印机配置了所有能够安装的选配件 ；适用于包装印刷的六色 LITHRONE G40+H-UV 单张纸胶

印机，也安装了许多专门为包装印刷和特殊印刷研发的配套装置。

作为印刷工序管理软件 /JDF 接口，用触摸屏平板电脑操控的 K-Station 4 能通过管理菜单查阅即

时作业信息，让工单的预定和工作进度的安排完全透明化。新登场的小森 Apressia 系列印后加工设备，

包括电脑控制液压大型切纸机和平板模切机，为企业制作最终成品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持。小森综合解

决方案拥有最先进的性能表现与小森值得信赖的质量，让小森公司得以与用户携手掀开崭新的一页。



— 周谊涛，
武汉新鸿业印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

— 马克·威尔赛博（左侧）与马里奥·斯密特，
Koopmans Drukkerij 公司业主，

荷兰

— 达里奥·乌雷拉，
Marquillas y Accesorios 

公司总经理，
哥伦比亚

— 斯基鲁曼·帕尔迪，
CV. Mediatama Perkasa 

公司总经理，
印度尼西亚

《On Press》杂志编辑组在 IGAS会场的采访

“我的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是规模最大的包装印刷企业

之一，主要为药品、食品、工业用品等行业制造包装盒。

我们有四台小森印刷机，分别是两台 UV 机型和两台常规机

型。2016 年 1 月，公司将再安装一台小森五色 ENTHRONE

单张纸胶印机。我来参观 IGAS 展会是因为我们认为小森

公司是尖端印刷技术的领导者，希望引入小森的研发成

果来改良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印刷市场的产品。我对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的现场实机演示

很感兴趣，因为我相信 UV 喷墨印刷将会在未来扮演重要

的角色。”

“八年前，我们需要购买一台新款印刷机，于是引入了

公司第一台小森机。2015 年，我们决定购买一台新设备以

替换掉一台老旧的机器。凭借多年来操作四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并与小森公司合作的经验，我们决定

再添购一台配有上光机组的五色 LITHRONE S29，而此机

器已于 2015 年 6月完成了安装。我们来参观 IGAS 展会，

觉得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将会是公司

的下一个采购的目标。未来的五年，我们仍将以胶印为主，

但是数字印刷将担负的责任也会越来越多。采购新设备的

方案，反映出我们对未来发展所勾画的蓝图。”

“最初，我们用一台小森四色 LITHRONE 28 单张纸胶印

机开始踏上创业之路，到目前为止合计引入了10 台小森机，

其中包括两台配有上光机组的 LITHRONE G40 和一台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我来

参观 IGAS 展会，是为了观察和了解印刷行业的发展变化，近

几年来变化的速度快得惊人。我们总是想成为第一批得到小

森新产品的人，尤其对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

机和 LITHRONE GX40RP 一次过纸双面印刷机很感兴趣。我

认为商业印刷有着很好的发展前途。就像家用品与化妆品那

样，商业用品也将被划分成为一系列个性化的尼基市场，其

总值将超过目前的市场规模。我打算充分利用这些商机拓展

公司的业务。”

“现在我们公司有 250 名员工，其中大约 70 人从事印

刷，其他人从事纺织业务。我来参观 IGAS 展会的目的是想

买一台新款 H-UV 印刷机。我们的客户很喜欢差异化的印

刷品和新颖独特的印刷效果，而通过小森 H-UV 快速干燥

装置，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效果让我感到很高兴。我的目

标是在 2020 年成为哥伦比亚国内最棒的企业。在我参观

了筑波工厂以后，我了解了小森公司的远大目标，小森公

司在印后加工和数字印刷领域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今

天，我看到了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真

的非常喜欢。我想自己的公司可以使用这款数字印刷机完

成短版活件。正是有这些层出不穷的尖端研发成果，让我

坚信小森公司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印刷机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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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夫冈·弗洛澈，
Frotscher Druck 公司 CEO，

德国

— 王小斌，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左侧），
宋强，雅昌文化集团副总裁，

中国

— 帕特·雷切，
Centurion Print 公司总经理，

新西兰

—  埃里克·马特拉特，印刷部门经理（左侧），
让·鲁克莱特，Corlet Imprimeur 公司总裁，

法国

“我们公司所印刷的各类杂志，每个月大约 28 种，日

本任天堂株式会社是我们的最大客户。我们的小森印刷机

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这款配置了H-UV 快速干燥装置与

双上光机组的十色 LITHRONE G40P，采用五个机组 + 上光

机组 + 翻转印刷机组 +五个机组 + 上光机组的构造。2014

年 6月，我与小森德国产品代理商 Baumann 公司前往美国

波士顿参观另一款小森十色印刷机，结果我购买了十色

LITHRONE G40P。机器于 2015 年 1月安装完成。过去的

50 年里，我们公司用的是德系印刷机，现在发现小森的工

艺技术真的是技高一筹。昨天，我参观了小森筑波工厂，现

在我确信那里代表着印刷行业的未来。”

“我们来参观 IGAS 展会的目的，是因为我们与小森法国公

司协商两个‘采购计划’已经有一段时间，分别是一台八色小森机，

很可能是 RP 机型，和一台四色小森机，两台机器都将配置 H-UV

快速干燥装置。H-UV 的印刷质量和生产能力都非常好，所以我

们很喜欢。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完全是一款

新设备，它很吸引我们，因此很有可能成为公司未来发展的一

部分。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抱着非常大的期待，因为我们看到很

多小森的新产品和新科技。”

“我们在中国各地的印刷厂共有 30 多台小森印刷机，

而自从与小森公司合作之后，19 年来我们先后购买了 40

多台小森机。今天看到的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

字印刷机，它的出色印刷质量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觉得

数字印刷是一种很好的工具，可以满足摄影师和艺术家的

小批量印刷活件的需求。在本届 IGAS 展会上，我们亲眼

目睹了小森公司真的是印刷业的领军企业。”

“我们公司创建于 1992 年，在过去的 15 年里，我们

的印刷车间里全是小森机。过去的三年半，我们一直拥有

一台配有上光机组和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六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这也是澳大拉西亚（澳大利亚、新西

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的总称）拥有这种配置的首台印刷

机。我们还拥有一台配有上光机组的常规六色 LITHRONE 

28 单张纸胶印机。我来参观 IGAS 展会，是想了解最新的

技术发展成果。适用于 B2 尺寸活件的新型数字印刷解决

方案，也就是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尤

其让我们感兴趣。同时，我们也在考虑用一台 40 英寸机

型或新款 LITHRONE G37 来替换原有的四开尺寸机型。无

论选购 40 英寸还是 37 英寸机型，肯定都会配置 H-UV 快

速干燥装置。H-UV 能印出绚丽的

色彩，令设计师们爱不释手，

有助于我们实现公司的发展

战略，成为新西兰国内印刷

质量最好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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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上的一枝独秀∶ Impremia IS29

最
先进的小森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

机，在 IGAS（日本东京国际印刷展览会）的现场实

机演示时，搭配以科幻为主题的讲解视频，完美地展

示了这款外观超现代化，由小森公司首次推出的 UV 单张纸喷

墨式数字印刷机。Impremia IS29 的使命，就是将印刷企业所

需的机器性能，转化为数字印刷解决方案。这些需求是，第一∶

常见的普通胶印纸，无须经过任何特殊的处理或预涂布处理即

可印刷 ；第二∶能得到色彩绚丽的高档印刷质量 ；第三∶印刷后

（无论是单面还是双面印刷）能立即进行印后加工。Impremia 

IS29 就是为了实现这些需求而研发的数字印刷机。

现场实机演示时，Impremia IS29 印制的第一份活件是版

本可控数据的印刷，一共印刷了六种不同图案的海报，每种图

案印刷 15 张纸，使用的 vent nouveau 纸是高级印刷艺术纸，

经常用于印制附加价值的印刷品。

现场解说员为观看现场实机演示的嘉宾们介绍了新款数

字印刷机的构造∶采用了全自动叼纸牙对叼纸牙的翻转机构设

计，确保了稳定可靠的输纸。这款数字印刷机的特色除了位于

印刷机组中央部位的三倍径滚筒外，还有在滚筒上方装有喷墨

式打印头、与在滚筒后方装有 LED-UV 干燥装置。机器从输入

第一张纸就进入正式印刷，意味着不会有任何纸张损耗。最高

印刷速度为每小时 3,000 张纸（单面印刷时）和 1,500 张纸（双

面印刷时）。

功能强大的 K-ColorSimulator 2（易于操作的配色软件），

实现了LITHRONE A37 胶印机印刷的图案，与 Impremia IS29

数字印刷机印制的同样图案高水准的色彩匹配。随后，现场的

演示被一份紧急订单“打断”，用触摸屏平板电脑操控的

K-Station 4（印刷工序管理软件 /JDF 接口）得以大显身手，对

工单的进度和生产信息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和管理。操作人员只

需在界面上拖曳操作，包括色彩管理数据在内的工单信息就被

同步重新设定到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

Impremia IS29 的现场实机演示精彩万分，现场嘉宾们的

反应也很令人兴奋。惊艳的外观造型，搭配“三维立体感”的

内部构造，毫无疑问的让 Impremia IS29 在 IGAS 展会上成为

独领风骚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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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hrone GX40RP | Lithrone G40 | Lithrone A37

连
接是小森展台在 IGAS（日本东京国际印刷展览会）

上的参展副主题，将胶印与数字印刷相连接，将硬件

与软件、配套装置相连接，小森展台的现场实机演示

为参观者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连接能力。

功能强大的八色 LITHRONE GX40RP 一次过纸双面印刷机

（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款机器的亮

点是选用 K-Supply 品牌的印刷耗材和相关软件、配置了连接

所有工序的 K-Station 4（印刷工序管理软件 /JDF 接口）、配置

了连接印刷与印后加工的 Apressia 系列切纸机、配置了连接小

森与用户的全新信息分析服务 KP-Connect（云端解决方案）。

LITHRONE GX40RP 使用 K-Supply 品牌“KG-911”H-UV

油墨，以每小时 16,500 印张的速度，印制两个双面印刷活

件（正面四色 / 背面四色）。凭借伶俐的序列控制（Smart 

Sequence）功能，机器能同时进行清洗作业和预设油墨数据 ；

凭借 A-APC（全部色组独立自动换版装置）可以快速换版，实

现全球最快的作业转换 ；整个作业转换过程，通过计时器的计

算，显示在展台现场大屏幕上 ；利用触摸屏平板电脑操控的

K-Station 4 可以管理所有工序，工作的安排、进度、实际完工

的进度完全透明化，有效连接所有生产工序 ；凭借连接小森与

用户的云端解决方案 KP-Connect，小森能通过云端服务器与用

户分享 KHS-AI 积累的庞大数据，为用户提供维护保养、技术

指导服务，发现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当然，印刷企业的管理

者只要通过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就能得到机器运转的信息。

配有上光机组和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六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适用于包装印刷，在现场与其搭配实机演示

的是新款 Apressia DC105 切纸机，该切纸机是小森公司为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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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hrone GX40RP | Lithrone G40 | Lithrone A37

印刷所研发的印后加工解决方案的第一部设备。另外，小森展

台还展示了有助于提高包装品的印刷质量和色彩管理的选配

件。首先，印张序号打印装置可以辅助 PQA-S（高精度联机质

量检测装置），支持包装印刷实现高水准的质量管理 ；其次，

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可以配置 PDF 数据对

照装置，该装置通过图像传感器读取印张上的图像数据，再将

该数据与印版数据进行比对。新技术还包括一个创新的除墨雾

装置，可以保持工厂环境的干净清洁。

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四色 LITHRONE A37，同时

还安装了新型 PQA-S SG（联机印刷质量检测装置）和 PDC-SG

（联机色调控制装置），并且与 Impremia C100 彩色数字印刷机

相连接，通过 POD（按需印刷）实现简易校正完成配色。

K-ColorSimulator2（易于操作的配色软件）是小森公司研发的

创新的 CMS 软件，它的操作简易，是用来进行胶印机与数字

印刷机的色彩配色软件。

小森胶印机的介绍还涉及到多方面的信息，为小森用户

的印刷车间提供感动用户的 Komori-Kare 服务 ；多种环保选配

件如喷粉消耗量监控器 ；还有各类选配件用于自动化作业流程

及准确控制所有印刷参数。毫无疑问，每次现场实机演示时，

小森展台都是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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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开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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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森综合解决方案

展会地点∶德国杜塞尔多夫市
展会日期∶2016年5月31日至6月10日

为
“掀开崭新的一页”准备的各式各样的创意，在 IGAS 2015（日本东京国际印刷展览会）的小森展台随处可见∶

首次亮相的新机器、技术领先的新软件、专门研制的印刷耗材、独树一帜的云端解决方案。现场实机演示生

动活泼，充分地展示了小森主力机型的亮点，宽阔的展台面积，更进一步为展示的生产设备提供了足够的展

示空间。

Apressia CT115/CT137 电脑控制液压大型切纸机，是小森公司首次进军印后加工领域的设备。另外，IGAS 的小

森包装印刷展区，也是新款 Apressia DC105 自动平板模切机首次在展台中亮相的舞台。设在小森东京总公司二楼的

dCL 数字创意空间，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 IGAS 2015 小森的展台。IGAS 展会上的 dCL 数字创意空间展示了一系列数字

印刷解决方案，包括 Impremia C100 彩色数字印刷机、K-ColorSimulator 2（易于操作的配色软件）、贴膜机和切绘机。

参展的多项软件解决方案给小森用户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启发，特别是用触摸屏平板电脑操控、能够管理工单和工

作进度以及生产数据的 K-Station 4（印刷工序管理软件 /JDF 接口）尤其引人注目。K-Station 4 与 MIS（管理信息系统）、

KHS-AI v. 5 互联，能够管理所有的数字印刷机和胶印机，即使是其他厂牌的印刷机也可以管理。K-ColorSimulator 2

是以胶印为基础的色彩管理软件，能在胶印与数字印刷之间实现高水准的色彩匹配。KP-Connect 是一项全新的信息分

析服务，在安全的云端环境下，将小森公司与用户连接在一起，对相关数据进行联机分析，并找出用户机器及印刷作

业中的问题，再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 PC、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登录 KP-Connect 软件。

PESP（印刷工程服务商）相关产品线很广，包括为用户提供油墨和橡皮布等耗材，并以高性能 DC 鼓风机和 H-UV

快速干燥装置等选配件，来提升用户现有机器的性能表现。作为一家服务供应商，小森公司将提供最优化的各类产品，

最大限度的提升小森印刷机的性能，满足用户的广泛需求。这样将有助于消除用户心中的疑惑，释放他们每天工作中

的压力。小森综合解决方案已经大幅的升级了，为在下一个舞台（德国杜塞尔多夫举办的 drupa 2016 展会）再次亮相

做好准备。

Next: dr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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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花絮

小森美国公司巧妙出击
展台与展示间的实机演示

芝
加哥麦考密克展览中心（McCormick Place）再

次成为美国最大规模的印刷盛典 Graph Expo

（全美印艺展）的举办地。2015 年 9月13 日至

16 日，超过 11,000 名参观者前来这里，观看从软件到装

订机等最新的印刷技术。小森美国公司在展会中宣布与

网屏 GP 美国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共同销售 Truepress 

Jet520HD 喷墨式轮转印刷机的消息备受瞩目。双方的合

作关系是互利互惠的，小森美国公司销售部门高级副总

裁雅基・哈德蒙（Jacki Hudmon）说∶“小森公司不仅拥有

在北美地区独家销售 Truepress Jet520HD 的经销权，而

且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实际上是两家公司联手合作

进行销售，双方都可获益。网屏公司在喷墨式印刷领域拥

有丰富且专业的经验，而小森公司则在胶印领域拥有专精

的特长。我们对于能够达成这样的合作关系感到非常兴

奋。”

在小森展台，Truepress Jet520HD 喷墨式轮转印刷

机的现场实机演示，以杰出的印刷质量和高速生产能力，

让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哈德蒙小姐补充说∶“对

于直接邮购等客制化的印

刷、以及小批量出版印刷

来说，Truepress Jet520HD

是最佳的解决方案。我们

将利用 这 款 机 器 与小 森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双管齐下，扩大

我们在喷墨印刷市场的占有率。”为了有效地展示小森数

字印刷的未来发展蓝图，小森展台播放了介绍 Impremia 

IS29 的相关视频。哈德蒙小姐说∶“我们有很多 Impremia 

IS29 的潜在客户，他们对 Graph Expo 展台里所展示的印

刷样品非常感兴趣，而且也很期待于 2016 年 1月能在美

国小森图像技术中心（KGC-A）看到现场的实机演示。”

参加 Graph Expo 展会的嘉宾们还参观了美国小森图

像技术中心，观看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和 PQA-S（高

精度联机质量检测装置）的小森八色 LITHRONE G40P 双

面印刷机的现场实机演示。小森美国公司产品经理道格・

斯卡特（Doug Schardt）说∶“这些精彩的现场实机演示

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力，我们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反响， 

H-UV 快速干燥装置及其出色的性能，给参加的嘉宾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在 Graph Expo 展会上宣布的另一项消

息，就是展示的小森双面印刷机，已经确定销售给美国

明尼苏达州迷你唐卡市（Minnetonka）的 Wallace Carlson 

Printing 印刷公司。

小森美国公司还在 Graph Expo 展会上正式宣布，首

台小森 LITHRONE GX40 包装印刷机，已经在加拿大安

大略省皮柯林市（Pickering）的 Ellis Packaging 公司完成

了设备安装。哈德蒙小姐说∶“在小森展台，我们宣布了

许多鼓舞人心的新消息与大家分享，而这些消息也为我们

的展台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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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

小森美国公司与网屏GP美国有限责任公司
宣布达成战略性合作协议

网屏 GP 美国有限责
任公司与小森美国公
司的管理团队成员在
Graph Expo 2015 展
会上握手庆祝建立全
新合作关系

小
森公司与网屏控股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13日，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的罗琳梅多斯

（Rolling Meadows）对外宣布，小森美国公司与

网屏 GP 美国有限责任公司（网屏图形及高精度解决方案

集团的一个部门）达成战略性合作协议，促成两家企业

销售团队之间的相互合作。

小森美国公司将成为网屏 GP 美国有限责任公司推出

的新款 Truepress Jet520HD 喷墨式印刷机在美国的独家

经销商。这款最先进的连续、高速、高分辨率喷墨式印

刷机，搭载了EQUIOS 数字前端工作流程解决方案。网屏

GP 美国有限责任公司把在喷墨式印刷领域积累的丰富经

验和专业知识，提供给小森美国公司，促进企业合作发展。

小森公司董事兼营业统括本部长梶田英治（Eiji 

Kajita）在发言中说∶“这对于小森公司和网屏 GP 公司来

说都是大好机会。通过两家公司的美国销售团队的合作，

使我们拥有双倍的人员和经验，既可以顾及小森的胶印业

务，也可以嘉惠网屏 GP 公司的数码产品市场。更重要的是，

客户将从两支团队在知识与技能的合作中获得更多的利

益。”

网屏 GP 公司总裁青木克彦（Katsuhiko Aoki）在致

辞时说∶“我们与小森公司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

充分利用两大产品线的优势以及销售团队的知识技能作完

美的结合，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并相信通过双方合作，一定会为美国的商业印刷企业带

来更多实际的价值。”

这款 Truepress Jet520HD 印刷机以其卓越的印刷质

量，打破了喷墨印刷的传统界限，成为单张纸数字印刷

机。凭借一流水准的印刷速度和无与伦比的经济效益，

可以为按需印刷领域开拓更多市场 ；在面对大批量的印

刷业务时，其印刷质量也是足以媲美胶印印刷。网屏 GP

公司以其在扩展高速喷墨印刷市场十年的经验为根基，

造就 Truepress Jet520HD 印刷机在输纸、干燥、打印头

和宽色域油墨方面，都达到了领先的水平。从 18 磅重纸

张到 9-point 承印材料，这款机器适印纸张范围广泛，可

以充分满足印刷企业多样化的印刷需求。

两家公司一致认为，通过小森美国公司与网屏 GP 美

国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团队的结合，不仅能够帮助印刷企

业实现其业务目标，还能够提高数字印刷机和胶印机的

销售量，扩大两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因此两家公司相信，

“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客户来讲，这都是双赢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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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ter & Loose, Germany | Lithrone G40 [GL-540+C]

格奥尔格·洛泽（左侧）与彼得·比特，业主。

用户简介

自从20年前创业以来，彼得·比特与格奥尔格·洛泽一直稳定地发展并壮大自己的事业。

坚持追求一流的印刷质量和尖端技术，就是他们取得事业成功的秘诀。

Bitter & Loose公司
以质量至上为企业宗旨

1995 年，在一个简陋的车库里，凭借手上仅有的简单生产

设备，两个年轻人满怀激情地踏上了创业之路。历经多年的奋斗，

位于北莱因 - 威斯特伐利亚州格雷文市（Greven）的 Bitter & 

Loose 公司，已经成长为一家提供跨区域服务的印刷企业，以 40

英寸多色印刷机提供高质量的印刷服务。公司的客户名单中，

有赫赫有名的营销代理商、出版商、政府机构、中型企业、银行、

大型商业机构等。公司主要承接印制四色及多色的高质量印刷

品，包括高光泽的广告单页、内容丰富的演示手册和企业简报、

各类包装印刷品、书籍和产品型录等。过去的 13 年以来，在

Bitter & Loose 公司的成功故事背后，小森印刷机一直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

小森印刷机∶六台机器组成强大阵容

2015 年 8 月，在 Bitter & Loose 公司庆祝创

业二十周年之时，位于格奥尔格斯马林许特镇

（Georgsmarienhütte） 的 小 森 德 国 产 品 代 理 商

Hubertus Wesseler 公司，为 Bitter & Loose 公司安

装了一台最先进的小森五色 LITHRONE G40 单张

纸胶印机，配置有上光机组、PDC-SX（分光式色

调控制装置 -SX 型）以及在给纸装置和收纸装

置的最新导纸技术。这台五色 LITHRONE G40 是

该公司在过去的 13 年里，安装的第六台小森机。

第一台是 2002 年安装的四色 LITHRON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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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安装中的小森五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

第二台是 2007 年引入的四色 LITHRONE S40，

紧接着在 2008 年安装了配有上光机组的五色

LITHRONE S40。 同 样 在 2008 年，LITHRONE 

20 被一台同尺寸的五色印刷机所替换。在举办

了 drupa（德国德鲁巴国际印刷及纸业展览会）

的 2012 年，四色 LITHRONE S40 被一台新款小

森八色 LITHRONE G40P 机所取代，这款机器配

置了在欧洲地区首次搭载的 PQA-S 联机印刷质

量检测装置。

印刷质量∶重中之重

对彼得・比特（Peter Bitter）与格奥尔格・洛

泽（Georg Loose）来说，选择与小森公司保持

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必然结果，“因为对我们来说 Bitter&Loose 公司

强调的是以高水准印刷质量为企业的主要宗旨，

为了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关键就

在于提供顶级的印刷质量。若想在高质量印刷

领域获得成功，就必须持续不断地投资引入最

先进的印刷技术。只有掌握最好的技术，我们

才能满足客户提出的最严格的质量要求。考虑

到交货期变短、印刷价格也不断的下滑，我们

不仅要能稳定地提供高水准的印刷质量，还要

拥有像 PQA-S（联机印刷质量检测装置）和

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这样能

保障印刷质量的生产支援系统。”比特先生解释

说，“另外，高产能和快速作业转换能力给我们

带来了明显的竞争优势。所有这一切，都必须

归功于非常值得信赖的小森尖端技术。”洛泽先

生补充说∶“操作小森印刷机，让我们能在最

高的转速下，获得稳定的、精湛的印刷质量。

凭借数字化作业流程，可以实现极短的印刷作

业准备时间和快速作业转换。拥有如此惊人的

生产设备，能帮助我们提升生产能力，节省作

业时间和印刷耗材。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以更

短的交货期和精准的估价，在竞争中掌握主动

的优势。”

扩建厂房为未来预留更多的空间

从不断添购生产设备的事实证明 Bitter & 

Loose 公司的确事业有成。在经历车库创业之初

短暂的拥挤之后，公司即搬迁到一处宽敞的建

筑物内，但是到了 2001 年时，这处原本宽敞的

空间也不敷使用了。于是，两位业主做出大胆

的投资，兴建了一间拥有 1,000 平米生产区和

400 平米办公区的自有工厂。但是很快，厂房

空间又变得不够用，需要不断扩建，因此厂房

设施最终达到 2,800 平米的规模。当公司成为一家提供全套服务

的供应商，并拥有设备齐全的印后加工部门，能自行掌控所有生

产工序的时候，扩建厂房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关键。

2015 年，为了确保能在未来的厂房扩建中拥有足够的空间，

Bitter & Loose 公司在现址的附近购买了一块大约 5,000 平米的空

地，很快地这里将再兴建一座 1,000 多平米的建筑物，以满足逐

渐增加的印后加工业务需求。

专业化技术服务

“当然，用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开展业务，需要具备一定的技

术能力，”洛泽先生说，“我们两人都是先进技术的忠实爱用者，

也非常开心能拥有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优秀

的员工已经可以熟练地掌握这些先进的印刷技术。对此我们感到

很骄傲，因为公司能否取得事业成功与员工的能力息息相关。”

比特先生补充说，“小森公司以及 Hubertus Wesseler 公司提供的服

务，也是确保我们事业成功的关键，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专业化技

术服务。新款小森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的安装工作进展

得非常顺利，售后服务也令人十分满意。我们很少需要服务支援，

但是一旦我们有需求，马上就会有人来为我们排除困难，非常值

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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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guard Gràfic, Spain | Lithrone G40P [GL-840P H-UV]

左起∶恩里克 · 罗德里格斯 · 加西亚，OMC 公司 ；博纳文图拉 · 波特维尔，CEO ；若尔迪 · 波特维尔，生产经理。

用户简介

超过百年的印刷经验，让Vanguard Gràfic公司拥有各行各业的客户群，

这些来自不同行业的客户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质量的要求极为严格。

毫无疑问，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来自于小森印刷机。

Vanguard Gràfic公司
新一代印刷企业的榜样

历经五代人的经营，Vanguard Gràfic 公司不仅一直保持着对

印刷的热情，对于投资引入最新的印刷技术也十分的热中。如今，

Vanguard Gràfic 公司再次登上头版新闻，因为公司成为西班牙国

内第一家引入小森 H-UV 胶印技术的印刷企业。新款高端的小森

八色 LITHRONE 印刷机已经在公司的巴塞罗那（Barcelona）工厂

全面投产。

在 2,000 平米的厂房里，这家印刷企业为客户提供一条龙式

的全套服务，从设计咨询直到最终成品的加工。公司 CEO 博纳文

图拉・波特维尔（Bonaventura Portavella）介绍说∶“我们的客户

来自各行各业，从汽车、时尚行业到制药实验室及家具制造商，

所有客户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质量

的要求极为严格。”

摆脱制约

小森 H-UV 胶印机可以大幅地缩短从接单到

交货的时间，因为印刷品在完成印刷后，就能

立即进行切纸、模切、折页等印后加工的制作。

与普通油性印刷不同，使用 H-UV 油墨印刷，既

不需要等待印张干燥的时间，又能节省存放等

待印张干燥的占地面积，为日益增加的各类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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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V 技术的最大优势是能提供杰出的印刷质

量，对于这一点客户都很清楚，因此即使我们没

有提出建议，客户在下单时也会指定使用 H-UV

技术印刷。准确无误的色调和几乎不会出现的网

点扩大率，进一步提升了色彩的视觉效果。”
若尔迪·波特维尔，生产经理。

版印刷活件腾出作业的空间。公司生产经理若

尔迪・波特维尔（Jordi Portavella）说∶“有了

这台小森 H-UV 胶印机，我们解决了在印刷过程

中困扰我们的主要难题，也就是印张的干燥。

普通油性胶印时，印张需要预留干燥的时间，

这样油墨才能渗入印张 ；此外，普通油性印刷

时也需要使用防止背面粘脏的喷粉，而喷粉对

人体和机器都是有害的。H-UV 印刷无需等待印

张干燥的时间，能快速完成活件。H-UV 技术的

最大优势是能提供杰出的印刷质量，对于这一

点客户都很清楚，因此即使我们没有提出建议，

客户在下单时也会指定使用 H-UV 技术印刷。另

外，准确无误的色调和几乎不会出现的网点扩

大率，进一步提升了色彩的视觉效果 ；再也不

需要为印刷品上光油、丙烯酸等上光处理，因

为这样做会使印刷复制品某种程度的失真甚至

变形。”

至关重要的环保因素

更值得一提的是，H-UV 印刷机不会产生臭

氧、排热量也非常低，所以厂房内无需安装空

调设备。若尔迪先生说∶“小森 H-UV 快速干燥

装置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只有普通 UV 干

燥装置的四分之一水准。现在，注重环保和永

续经营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减少能源消耗、

使用可再生的印刷材料和消耗品，带给我们企

业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受热力低而无法使用 UV 工艺印刷的

活件，对 H-UV 印刷机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的

事，因此 H-UV 印刷机能够承印的活件种类更多。不管是 PP、PE、

PET、PVC、镀铝纸和合成纸都可以进行印刷。若尔迪先生说∶

“在与创意设计师沟通时，我们发现使用 H-UV 技术印制新活件总

能创造出更大更多的优势。”

与普通 UV 油墨相比，H-UV 油墨色调更广、光泽度也更高。

由于性能更强，H-UV 光油的光泽潜能更为突出。网点扩大率是

UV 印刷时困扰企业的一大难题，但是使用 H-UV 油墨，就不需担

心这个问题。另外，H-UV 油墨的油墨转移性好、黏性低、在机

器上能发挥更出色的效果。若尔迪先生说∶“总体来说，这台小

森 H-UV 印刷机是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能提供我们更高水准的

印刷质量、更快的作业速度和更出色的环保效益。纵观全球市场

的 胶 印 机， 我 个 人 觉 得 配 置 了 H-UV 快 速 干 燥 装 置 的 小 森

LITHRONE 印刷机，是一台功能独特的新一代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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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Printing Guangzhou, China | Lithrone SX29 [LSX-629+C UV]

上官中位，总经理。

用户简介

唯品印刷公司的上官兄弟对自己拥有的两台小森LITHRONE印刷机印象深刻，并且对小森公司

在中国市场的所作所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鉴于兄弟二人正在考虑引入第三台小森印刷机，

他们将继续与小森公司保持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

小森LITHRONE彰显与众不同∶
效率与完整兼备的一站式包装服务

位于中国南方经济重镇广州市的广州唯品

印刷公司，一直本着质量第一、价格优惠、诚

信服务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服务。如今更以创“包

装行业领先者”的姿态，配合公司优秀的人才，

迈开大步为唯品印刷公司开创崭新的篇章。

为了挑战高难度的印刷，也看准了包装印

刷的发展，唯品印刷公司开始投资 UV 印刷生

产的设备，是广州地区较早投资作 UV 印刷的

少数企业之一。经过 12 年来的努力经营，唯

品印刷公司不仅在广州地区的包装市场确立了

自己的地位，也拥有了众多属于自己的客户群。

目前，电子产品的包装是唯品印刷公司的

主力产品，但电子产品的发展快，市场上的寿

命短是承印电子产品包装的难处之一。为了提

供更便利、更专业以及更具经济效益的服务给

客户，唯品印刷公司开始提供产品的工艺发展，

帮助客户从包装的创意设计到产品的成型，提

供“一站式包装”的全套服务。唯品印刷公司

以此服务特色，在广州地区打响知名度，业务

扩展迅速。唯品印刷公司下一步的目标是与小

森公司合作，再接再厉的提升印刷的质量，让

其厂内的包装印刷可以跟上欧、美、日等地区

的质量，走出自己的差异化路线。

与小森公司拥有相同的服务理念

唯品印刷公司的服务宗旨是实行“您的满

意，就是我们的追求”；而这样的宗旨与小森

公司期许成为“感动客户的企业”是不谋而合

的。因为不管是小森公司或是唯品印刷公司都

希望与客户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伙伴的关

系。

唯品印刷公司的上官宗旬董事长分析中国

的印刷市场时说∶“目前在国内的印刷市场分

两种状况 ；靠量大与速度接单的印刷企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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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质量的要求不高，因此印刷设备的配置也

不需要太高档 ；另一种是靠质量取胜的企业，

则需要有高配置、高科技的设备支持。”

唯品印刷公司提升质量与服务的具体行动

就是添购新设备，其中包括了两台先进、高配

置的小森印刷机∶一台五色 LITHRONE S29 胶

印机与一台六色 LITHRONE SX29 胶印机，配

备上光机组与 UV 干燥装置，使得公司的整体

形象焕然一新。

小森印刷机∶满足少量多样的订单需求

唯品印刷公司选择小森印刷机的主要原因

是小森设备对短单、短交货期的需求表现良好，

符合公司的订单需求。上官中位总经理对于小

森印刷机的评价是∶“上墨快、水墨平衡良好、

效率高、经济实惠、操作人性化”。他对于小森

印刷机的省电、电路好印象尤为深刻∶“比起

厂内罗兰与海德堡的设备都来得省电。”

除了与小森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兆迪公司

的销售维持良好关系外，先前两兄弟也前往日

本小森公司参观，对小森公司的生产基地筑波

工厂留下深刻的印象，一致的认为小森公司的

经营理念与制造工程都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因此第三部小森印

刷机的采购也正在洽谈中。

尤其让上官总经理感到高兴的，是今年小森公司指派与中

国市场颇有渊源、了解中国市场甚多的小森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

佐川健驻于上海，对中国市场作最有效率与最直接的支持。因

此客户、代理商与小森公司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也就更为紧密。

以数据化管理体系健全包装印刷服务

唯品印刷公司得以实现一站式包装的全套服务，其幕后的

推手就是来自上官总经理的内部管理。公司 ERP 上线，让各部

门间的沟通有效的连接，提升了工作效率 ；增购生产设备、让

生产线更自动化、更完善，提升了生产效率。

拥有良好的生产技术与优良的人才，是唯品印刷公司最宝

贵的资产，使得他们可以根据客户不同的需求，提供最适当最

有效益的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一定可以看得见唯品印刷公司

写下自己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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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neer Printing, US | Lithrone G40P [GL-840P H-UV]

左起∶特蕾西·威尔逊，运营副总裁 ；杰瑞·吉曼，业主 ；保罗·马尔金及马里奥·拉米雷斯，运营经理。

用户简介

最初，杰瑞·吉曼是想学得一技之长，因此在任职Pioneer Printing公司的初期，他所负责的工作是喷涂光桌和

把套准销整齐地摆成一排，但凭着积极进取和主动的态度，从底层员工做起，吉曼先生一步步地提升自己的地位。

12年前他收购了这家公司，成为企业的经营者，而之前的工作经验令他受益良多。

配置了H-UV的LITHRONE G40P
落户于牛仔国度

地处落基山麓的美国怀俄明州首府夏延市（Cheyenne），始

建于 1869 年，当时是修筑联合太平洋铁路西线工程的基地。提

起这地方，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著名的执法官 Wild Bill 

Hickock、吃苦耐劳的牛仔、激动人心的马术竞技表演等画面。这

里每年都会举办“开拓节”的庆典，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观光客，

共同纪念那段荡气回肠的西部开拓年代。夏延市也是拥有 145 年

历史的 Pioneer Printing 公司的所在地，该公司是美国西部地区最

古老印刷企业之一，最近刚安装了一台配置有 H-UV 快速干燥装

置的小森八色 LITHRONE G40P 双面印刷机。

学习一技之长

现 在 已 经 是 业 主 的 杰 瑞・ 吉 曼（Jerry 

Ziemann）先生，当年为了学得一技之长，年纪

轻轻地就进入 Pioneer Printing 公司，开始了印

刷职业的生涯。“Pioneer Printing 公司是我求职

的第一家印刷公司。最初，我的工作是喷涂光桌、

把套准销整齐地摆成一排。”后来，吉曼先生转

调到印前制版部门工作。在印前部门经理离职

后，吉曼先生开始在自己的当班前几个小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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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司，安排当天的工作计划，所有的这些工

作都是利用自己的私人时间。“当我安排好当天

的工作计划之后，从上午八点开始从事自己的

本职工作。最后，老板发现了我所做的一切，

就把我提升为印前部门经理。”

后来，满怀雄心的吉曼先生向公司管理层

提出希望成为企业的合伙人。被拒绝之后，他

选择离开 Pioneer Printing 公司，来到科罗拉多

州博尔德市（Boulder）成立了自己的印刷公司，

创业之初只有一台小型的印刷机和一名雇员。

“大约过了三年左右，我想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我必须扩大事业规模，而扩大规模就需要有更

宽阔的厂房和更多的生产设备”。对夏延市和

Pioneer Printing 公司念念不忘的吉曼先生，再次

向业主提出了合伙的想法，最后终于在 12 年前

收购了公司的股权。“我很高兴能回到家乡。但

是感觉整个公司缺少活力和进取的精神。”当吉

曼先生接手经营时，从印刷车间到装订车间，

公司所有的设备都是 50 年前的古董级机器。吉

曼先生说∶“印刷机都是老旧的单色和双色德

系设备，我知道我们必须尽快地改变革新。”于

是他先从一家倒闭的企业购买了一台二手小森

机，但是很快的他就明白了，他需要购买更新

的、更有效率的印刷机。

两者的差异在哪里呢？

他开始着手做功课，咨询印刷机制造商，

分别是小森公司和一家德系制造商，发现了两

者之间明显的差异。“我向两家制造商的销售提

出了同样的问题∶‘贵公司的印刷机有哪些改

良？为什么要做这些改良？’德系制造商的销

售回答，‘我们进行了市场调研，并根据我们自

己的判断，作出了最符合用户需求的机器改良。’

小森公司销售告诉我说，‘我们走遍整个美国对

印刷机操作人员征求意见，了解他们喜欢机器

的地方、讨厌的地方、需要改进的地方、期望

机器具备的性能，然后我们对小森印刷机进行

了相应的改良，来满足用户的需求。’有了这样

的答案，购买小森印刷机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决

定。”

Pioneer Printing 公司于 2007 年安装了一台

小森四色 LITHRONE S40 单张纸胶印机，一年

之后，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业务需求，又安装

了一台小森五色 LITHRONE S40 单张纸胶印机。装订车间也大刀

阔斧的进行改革，引入了更新款的设备，因此公司得以实现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的连续运作。

如今，公司迎来了小森 H-UV 印刷机，吉曼先生对它完全着

迷了。“在决定投资购买的两年前，我就开始对 H-UV 技术展开调

研。”当他在一家小森机用户企业，参观八色 LITHRONE G40P 双

面印刷机的现场实机演示之后，吉曼先生受到极大的震撼∶“我

的感觉就是，‘不会吧，这太厉害了！’我觉得可以用这一台机器，

替换公司的两台 LITHRONE S 系列印刷机。整个工厂只有一台印

刷机，想想看确实有点可怕，但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

一切都超越期待

2015 年上半年，Pioneer Printing 公司安装了配有 H-UV 快速

干燥装置的小森 LITHRONE G40P 双面印刷机，吉曼先生对机器

杰出的性能表现感到非常满意。“这台小森机所做的一切，都超

出了我的想象。它能消化所有业务。更换印版只需一分钟，十分

钟就能完成短版印件。现在装订部门的印后加工速度赶不上小森

机的工作节奏。”

考虑到现今的印刷行业与十年前的状态已经截然不同，吉曼

先生组织了一支价值观和经营哲学相似的管理团队。团队的成

员包括运营副总裁特蕾西・威尔逊（Tracy Wilson）、运营经理

保 罗・ 马 尔 金（Paul Mullikin） 和 马 里 奥・ 拉 米 雷 斯（Mario 

Ramirez）。吉曼先生说∶“他们三人是 Pioneer Printing 公司的智

囊团。每天能和这几位勇于挑战、精力充沛的人一起工作，让我

感到自己真的很幸运。”

最后，吉曼先生说∶“我是一个德国移民的后代，我父亲相

信德国制造的产品，不喜欢双面印刷机，并且排斥 UV 印刷。现在，

我拥有一台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八色 LITHRONE G40P

双面印刷机，而且我也必须说这是迄今为止公司做出的最佳决策。

小森公司总是对我们有求必应，所以我们非常信任小森品牌。他

们一直在帮助我们，关心我们的事业发展是否成功。这是名副其

实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期待在未来能与小森公司继续保持长期

稳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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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Concept Printing, US | Lithrone SX29 [LSX-629+C H-UV]

温斯·马尼尼，副总裁兼合作人。

用户简介

对配有上光机组的小森六色LITHRONE SX29单张纸胶印机进行升级是一项离谱的要求，

但是Team Concept公司找到了一个满足所有指标的解决方案。最终，这一计划的执行为

公司事业带来了重要的改变，具体来讲，就是强化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

贸易印刷的行家

Team Concept Printing 公司是一家从事印刷品贸易的批发商，

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外的地区开罗斯奇姆市（Carol 

Stream）。这是一个发展良好的繁华地区，公司被众多客户称为“印

刷贸易的行家”，因为他们认为速度是表现与众不同的关键因素。

但是，印刷质量同样不容忽视。多年来，Team Concept 公司一直为

印刷厂、印刷代理商、平面设计师及印刷行业的专业人士，印制

高质量的印刷品。为了能在速度和质量方面找到更多的解决方案，

并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公司在配有上光机组的六色 LITHRONE 

SX29单张纸胶印机上进行升级时，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小森H-UV

快速干燥装置。

Team Concept 公司副总裁兼合伙人温斯・马尼尼（Vince 

Manini）介绍说∶“我们一直在尝试扩大我们的产能，因此当我

们决定要扩展业务范围时，先想到的是引入 UV 或 LED 工艺，但

是印刷后却发现，UV 或 LED 油墨的表现没有普通的油墨来得鲜

艳明亮。最后我们发现小森 H-UV 油墨能提供最接近普通油墨的

印刷效果，测试时在光照下也没有褪色，这一点在包装印刷时尤

为重要。”

提升产能与注重环保双管齐下

同样重要的是，配有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印刷机，在

进行各种材料印刷时，可以涂布各式各样的光

油，因此，Team Concept 公司最有名、最特别的

高端工艺如烫箔、模切等工艺就能派上用场，并

能快速地交货给客户。马尼尼先生说∶“当我

们制作像插袋文件夹的印刷品时，小森 H-UV 技

术所提升的产能的优势就更为明显。文件夹完

成印刷后，还有模切、折页等很多工作要做。但

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非常耐心地等待文件夹彻

底干燥，才能进行后续的工序。引入H-UV技术后，

文件夹从印刷机里出来时就已经完全干燥了。”

对于 Team Concept 公司而言，速度和质量

永远都是确保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注重环

保亦是如此。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不会产生

传统 UV 灯造成的短波长紫外线辐射，因此“不

会产生臭氧”，非常环保，而且也不需要安装排

气管，马尼尼先生对这一点感到十分满意。只

需在印刷机的鹅颈部位安装一支干燥灯就能干

燥印张，与传统 UV 相比，明显的可以减少投资

成本。

马尼尼先生信心十足地说∶“像我们这样

的公司在开展业务时，与客户保持良好的关系

是最重要的。为小森印刷机安装 H-UV 快速干燥

装置，让我们能把印刷品快速交货给客户，这

样我们的客户就能为他们的用户提供满意的服

务。引入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不仅让我们

达成了业务目标，而且我们也感到无比兴奋。我

们的交货期大幅地缩短了，印刷质量更是无懈

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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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C-E重新开业
新机器 新格局 新样貌
作为全球顶尖的印刷机和相关配套装置的制造商，小森公司正在对小森图像技

术中心（KGC）的相关设施进行升级，其目的是为了提供更高端的技术和更优质

的服务，强化对用户服务的能力。除了日本本土设有KGC以外，小森公司在全球

三个地区也设立了同样的机构，分别是美国KGC、欧洲KGC和中国KGC。最近，

设在荷兰乌得勒支市（Utrecht）小森国际（欧洲）公司的欧洲KGC重新开幕，以

崭新的姿态出现。

http://komori-event.com/movie/kgce/KIE_KGC_Opening_2015_V3.mp4

KGC-E 重新开幕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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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C-E 印刷学院的首届
国际技术培训课程

左起∶弗兰斯·范兰斯赫，阿姆斯特丹的日本名誉总
领事 ；佐久间玲，驻荷兰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 ；扬·
范扎嫩，乌得勒支市市长；持田训，小森公司总经理；
小森映宏，小森国际欧洲公司总经理。

近
日，小森公司高级管理者远赴重

洋来到荷兰乌得勒支市（Utrecht），

参加改头换面的欧洲小森图像技

术中心（KGC-E）的开幕庆典，并在开幕

仪式上强调∶如同脱胎换骨的小森公司一

样，KGC-E 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致力

于满足印刷行业更广泛的需求。在 2015

年 10 月 14 日举行的开幕庆典上，小森公

司总经理兼代表董事兼 COO（首席运营官）

持田训（Satoshi Mochida），主持了庆典的

剪彩仪式。现场的重量级来宾有乌得勒支

市市长扬・范扎嫩（Jan Van Zanen）、当地

企业家及来自其它国家的嘉宾。持田总经

理在致辞中强调，小森公司对印刷行业未

来的发展前景、对胶印与数字印刷技术的

有效结合、对涉足多样化事业领域都有十

足的把握。他说∶“小森公司正在进行重

大的变革，从专业的胶印机制造商，转型

成为印刷工程服务商（PESP）。我相信，

小森公司能为所有的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

案，并携手掀开崭新的一页。”

小森国际欧洲公司总经理小森映宏

（Akihiro Komori）在致辞中说∶“焕然一

新的 KGC-E 不仅向世人展示了我们坚定的

决心，同时也将提升小森品牌在欧洲市场

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我们跳出传

统胶印强项的范畴时，我们也将提供更广

泛的印刷相关设备、产品及服务。我们将

为所有的客户掀开崭新的一页。”

三台小森机进行精彩实机演示

在剪彩仪式结束后的成果演示会上，

配备有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八色

LITHRONE G40P 双 面 印 刷 机 和 五 色

LITHRONE G40 单张机（配有联机上光机

组），进行了精彩的现场实机演示。截至

目前为止，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在全

球已经销售了 650 台，过去五年里欧洲市

场已经安装了 150 台配置了 H-UV 技术的

小森印刷机。配有联机上光机组的五色

LITHRONE S29 单张机，以常规油墨进行

实机演示，为到场嘉宾展现了小森印刷机

杰出的印刷质量。另一台适用于包装印刷

的小森旗舰机型，六色 LITHRONE GX40 

UV 单张机配有联机上光机组，以每小时

18,000 印张的最高印刷速度，展现了高水

准的生产能力。

功能升级的 KGC-E 设施与之前相比，

楼层建筑面积和运作能力都扩大了一倍，

附设有印刷学院、创意空间和主题展区，

用于传授专业知识并进行技术培训，产品

展示间的功能也得到进一步强化。另外，

KGC-E 也进行 K-Supply 品牌产品的性能测

试，并支援 KomoriKare 的各项服务，其中

包括软件和硬件的版本升级、机器检测、

性能核实以及技术培训等。

技术培训

小森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中

旬，在经过全面整修，面貌焕然

一新的欧洲小森图像技术中心

（KGC-E），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开

幕庆典，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

500 多位嘉宾前来参观。庆典活

动非常成功，对于 KGC-E 来说，

现在就是在其最先进的印刷学院

开办首届国际技术培训课程的最

佳时机。培训课程于 10 月 26 日

至 27 日举办，由小森欧洲分公司

派人担任示范解说员，介绍小森

升级的最新科技与专业知识。每

组至少指派一人作为讲解员，主

要针对确保印刷质量和提升作业

效率的生产支援系统进行解说。

参加培训的学员，对 KHS-AI（带

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

统）、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

装置 -SX 型）及 PQA-S（联机印

刷质量检测装置）最感兴趣。培

训课程中还鼓励了欧洲小森同仁

去了解彼此 …… 这样做总是会有

利于发挥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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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成果演示会

在
荷兰乌得勒支市（Utrecht）的欧洲小森图

像技术中心举办的成果演示会，吸引了来

自 20 个欧洲国家的 150 多位嘉宾，前来

参观在欧洲大陆首次亮相、适用于包装印刷的小森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

首先，由小森国际欧洲公司总经理小森映宏

（Akihiro Komori）致欢迎辞，接着，嘉宾们听取小

森公司的介绍和小森产品的解说、以及包装印刷和

厚纸板印刷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简报之后嘉宾们

深刻地体会到在印刷行业领域里，包装印刷拥有良

好的前景和发展潜能，而小森 LITHRONE GX 单张

纸胶印机，是最适合包装印刷的印刷机。

生动的现场实机的演示展示了机器的几个亮

点∶（1）能以每小时 18,000 印张的最高印刷速度

实现高产能、各项工序无缝连接的短作业准备时间、

优化的作业转换流程（包括使用专色油墨）；（2）

采用新型输墨装置，实现高水准印刷质量 ；（3）可

以提供多种机器配置和规格 ；（4）具备最佳低碳环

保性能。现场实机演示还介绍了适用于包装印刷的

多项小森专业配备，包括自动不停机给纸装置和收

纸装置、A-APC（全部色组独立自动换版装置）、

PQA-S（联机印刷质量检测装置）、PDC-SX（分光式

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

成果演示会的最后，配有联机上光机组的五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利用 H-UV 快速干燥

装置进行了包装印刷实机演示，让参观者相信不论

是 40 英寸还是 29 英寸机型，小森印刷机都是包装

印刷企业最理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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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森标准油墨是提高印刷质量与
作业效率的关键因素
株式会社Offset岩村公司处理印刷订单的态度以注重细腻的色调和精湛的质量，赢得了业内同仁的高度评价。2013年4
月，该公司安装了一台配置了H-UV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五色LITHRONE S44单张纸胶印机；2014年9月，他们将主力油墨

更换为K-Supply系列产品中的KG-911小森标准油墨。《On Press》杂志编辑组专访了岩村贵成（Takanari Iwamura）总

经理和永井一彰（Kazuaki Nagai）生产管理部CTP科科长，请他们说明更换主力油墨的理由及使用的成效。

永井一彰，生产管理部 CTP 科科长。

岩村贵成，总经理。

黄色油墨不易出现逆套印的现象

（KG-911 适用地区有限制。）
※ 每公斤油墨可以印刷的纸张数量。

系列报道 | K-Supply

岩村总经理满怀期待地说∶“问题发

生的原因共有 3 种，机器、纸张、油墨。

因为这些要素都是由不同制造商生产、提

供的，因此很难找出问题的真正原因。因

此当问题发生时（例如一种新油墨与印刷

用纸不匹配），供货商会互相推卸责任，

说‘是油墨有问题’、或是‘是纸有问题’，

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找谁来协商解

决。自从小森公司开始提供油墨，我们终

于有办法把〈机器、油墨〉与〈纸张〉区

分开来，该是谁的责任就找谁来协商解

决。”

株式会社 Offset 岩村公司自从安装了

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印刷机以

来，就开始使用小森公司推荐的 K-Supply

品牌润版液、橡皮布清洗剂、墨辊清洗剂

等印刷耗材。

岩村总经理接着说∶“问题发生时，

如果其中有一种耗材是来自小森以外的其

它制造商，仅凭小森是无法完全解决问题

的 ；但是，如果所有耗材都来自小森，我

们就能请小森查明原因，并彻底解决问题。

为了提高作业效率，我们需要避免引发难

以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

车间的操作更顺畅

油墨消耗量更少

使用 K-Supply 品牌油墨后的成效，生

产管理部 CTP 科科长永井一彰（Kazuaki 

Nagai）的评价是∶“自从改为使用 KG-911

油墨以后，不管是公司内部的网点扩大率

管理目标值，或是机器运转操作，相对的

都比以前稳定了很多。”

“与油性油墨相比，以往的 H-UV 油墨

的黏性较强，容易引发纸张起毛。另外，

由于润版液膜较薄，会经常出现无法对付

机器运转中的温度变化、或不同转速时的

油墨密度变化等因素，因此容易出现蹭脏

的问题。通过与小森公司合作后，这些瑕

疵得到改良，设备的操作也变得更简单。”

小森 KG-911 是高密度型的油墨，能

用更薄的墨膜，达到其他厂牌的 H-UV 油

墨相同的密度，因此可以减少油墨的消耗

量。

永井科长说∶“在实际印刷的运作中，

我们降低墨斗键的数值，并减少润版液的

水量，就可以提高每公斤的油墨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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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花絮    首尔 | 雅加达 | 曼谷

韩国首尔市

Dusung成果演示会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

FGD Expo 2015
泰国曼谷市

Pack Print International 2015

左起∶小森善治，小森公司总裁 ；
金相圭，Dusung Print 公司总裁 ；
朴京再，一进 PMS 公司董事长。

位
于韩国首尔市（Seoul）的 Dusung 

Print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在

其工厂内举办了一场成果演示会

的活动，主角是公司首次安装的小森八色

LITHRONE GX40RP 双面印刷机。之前引入

韩国的小森 LITHRONE G40P 和 LITHRONE 

S40SP，在市场上已经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因此这次对韩国首次引入的 LITHRONE 

GX40RP 也抱着很高的期待。在讲解了机

器和相关技术之后，来访的嘉宾通过观看

现场实机演示所展示的两个印刷活件，确

认了这款新机器的杰出性能。小森公司总

裁小森善治（Yoshiharu Komori）参加了本

次的演示活动，并承诺今后小森公司将会

不遗余力地研发新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以满足广大韩国用户的期待。

小
森印度尼西亚产品代理商 BGM 公司在第七届印尼国

际印刷展（FGD Expo 2015）上，在所有参展胶印制

造商中布置了最大规模的展台，并首次在印尼展示了

小森四色 LITHRONE G37 单张纸胶印机。2015 年 8 月 6 至 9

日在雅加达会议中心举行的展会期间，LITHRONE G37 每天进

行五场的现场实机演示，展示了从薄纸到厚纸快速作业转换的

特点，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前来观看。另外，演示现场的视频

还介绍了小森用户的使用心得。许多大型印刷企业都参加此展

会，使得展会的盛况空前。

第
五届泰国国际包装印刷展览会（Pack Print International 

2015）于 2015 年 8 月 26 至 29 日在泰国曼谷国际

贸易展览中心举行。小森泰国产品代理商 Ferrostaal

公司展示了小森印制的印刷样品，并从来参观的嘉宾那里得

到了许多有趣的回应。在东南亚地区的制造业和工业的中心

城市举办的展会，吸引了许多来自包装业和印刷业重量级的

企业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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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在印刷车间对印刷机和所有耗材的性能进行多次的验证之后，H-UV快速干燥装置才在英国

市场正式的对外发表。随后，H-UV快速干燥装置的销售量不断的攀升，在商业印刷和包装印刷企业之间赢得热烈的反响。

Lithgo Press 公司制作的钱包促销品

H-UV 在英国销售起飞
成为众所瞩目的印刷技术

史蒂夫·特纳，小森英国公司。

在
英国，小森公司先针对最适合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耗材供

应渠道、以及英国市场的售后服务支援体系，进行了全面

的调查之后，才于 2013 年下半年开始正式销售配置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印刷生产系统。

从那时起，配置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印刷机的销量，超

越了小森公司的期待值。配置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印刷机的销

售成功，首先必须归功在伦敦举行的 IPEX 展会上的亮相，再加上后

续通过举办 H-UV Printology 专题研讨会，以及在荷兰乌德勒支

（Utrecht）的欧洲小森图像技术中心进行现场实机演示和印刷测试等

活动，为销售的成功奠定良好的根基。当然，最传统也是最有效的

行销手法—口耳相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小森英国公司单张机销售部门经理史蒂夫・特纳（Steve Turner）

讲述了在过去 24 个月里，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销量在英国呈现爆

发性的增长的原因。随后，还介绍使用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印

刷企业家的使用心得。

小森公司的观点

“英国的印刷市场一直处于竞争激烈的状态，在经济萎靡时期，

这种现象尤其明显。但在过去两年内，英国经济呈现回暖的现象，

因而给印刷企业增添了再次投资的信心 ；但是这一次，绝对不仅仅

是单纯地进行投资，必须通过投资设备来扩大产能。为了能取得竞

争优势，并确保企业的永续经营，印刷企业很清楚，他们要提供的

服务绝对不是只把油墨印在纸上这么简单而已！

印刷企业都在寻找合适的生产设备，能充分支持他们的行销需

求并实现非商品化的印刷，同时也能确保他们在各自的市场中，赢

得竞争的优势。

根据我们的经验，虽然严苛的印刷品买家对交货期、印刷价格、

印刷质量和质量稳定性要求很严格，但是他们都希望能从印刷企业

提供的服务和产品里得到更多的附加价值。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

拥有独特的优势，能将最新的小森 LITHRONE 系列印刷机的印刷速度、

印刷质量和自动化操作性能发挥到极致，确保印刷企业能为其客户

提供更多的效益和优惠。

H-UV 技术能快速干燥所有的承印材料，包括铜版纸、厚纸板、

塑料及金属箔等，这样就能缩短生产时间，让所有印刷企业缩短交

货期，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H-UV 快速干燥装置不需要喷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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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o 公司的两台小森 LITHRONE S29P 双面印刷机。

马克·普鲁马，Platinum Print 公司。

Manor Group 公司的小森五色 LITHRONE G40 + C。

阿兰·本特，Remous Print 公司。

因此拥有一系列的独特优势，例如更干净的印刷车间环境、印刷机上不

会堆积粉尘（这样就不会出现因为需要清洗橡皮布上的喷粉而必须停止

生产）、有效降低成本、大幅提高印刷品表面的印刷效果。

另一方面，注重环保同样是大多数印刷企业高度关注的课题。配置

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 LITHRONE 印刷机的节能及环保效益，给

印刷企业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他们来说也都是不可缺少的要件。值得一

提的是，与普通 UV 干燥装置相比，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散热量非常低，

而且不产生臭氧。

在大部分成熟的印刷市场，车间占地面积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珍贵

的，对英国的印刷企业也不例外。因此，无需额外安装干燥机组就能干

燥印张、无需在车间内腾出摆放待干印张的空间，对于企业来说是提高

产能的宝贵资产。

我们从安装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到更多

的附加价值。印刷企业表示，他们再也不需要留出多余的时间来确认印

张，因为进入收纸装置的印张不会出现褪色。这样，他们就可以准确的

掌控生产进度和安排生产印件。另外，我们在推断 H-UV 快速干燥装置

的耗墨量较少方面，也得到了验证，因为与普通油墨相比，H-UV 油墨

印刷时所需的密度更低。

油墨能快速干燥，因此在双面印刷机上安装 H-UV 快速干燥装置，

印刷企业可以得到额外的优势，包括节省纸张、更灵活的生产能力、更

少的机器维护保养时间和更低的生产成本。”

印刷企业的观点

无需预留多余的时间

英国约克郡（Yorkshire）Platinum Print 公司马克・普鲁马（Mark 

Plummer）先生说∶“现在，我们无需留出多余的时间来查看印张的效果。

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 LITHRONE 印刷机，即使使用高密度

的油墨在非铜版纸上进行印刷，也能快速的干燥印张。印刷品的色彩更

绚丽，我们车间的地板上不会有任何待干的印张。”

更节能且适合包装印刷

英 国 苏 塞 克 斯 郡（Sussex）Manor Group 公 司 保 罗・ 德 恩（Paul 

Denne）先生说∶“配有五个印刷机组、一个上光机组和 H-UV 快速干燥

装置的新款 40 英寸小森 LITHRONE 单张纸胶印机，其耗电量相对更低，

我们用 400 片太阳能发电板所产生的电力，就足以供应这款小森机和一

台 29 英寸 LITHRONE 单张纸胶印机使用，除此之外，还能将剩余的功

率销售给英国国家电力公司。我们已经利用 H-UV 快速干燥装置和

LITHRONE 印刷机印刷过一些薄纸包装印刷品，但这样的配置也可以进

行厚纸印刷，因此我们觉得可以利用这款印刷机来扩大我们的业务范围。

此外，利用第五印刷机组进行上光印刷效果，在封面涂光油，有些时候

这样做就能为杂志出版商节省覆膜的成本。”

配备齐全的包装印刷机

英国多赛特郡（Dorset）Remous Print 公司阿兰・本特（Alan Bunter）

先生说∶“我们需要一款新机器帮助公司扩大商业印刷的业务，并同时

承接更多的包装印刷业务。我们认为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

LITHRONE 印刷机是配备齐全的包装印刷机。它配置骨架式滚筒，采用

免喷粉印刷，而且能快速干燥印张。机身的底座高度为 200 毫米，因此

可以接收更多的厚纸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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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马克麦克，Hertford Offset 公司。

约翰·艾利斯、理查德·多彻蒂、托尼·斯威夫特，Indigo 公司。

伊安·克罗斯利，Greenhouse Graphics 公司。

尼格尔、大卫·皮林，Severn 公司。

无与伦比的快速作业转换

英国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Hertford Offset 公司克里斯・马克

麦克（Chris McCormack）先生说∶“我们一直以快速交货著称，现在有

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简直就是如虎添翼！进行双面印刷时，我们先

将正面印好，接着就能立即进行背面印刷，因为无需封胶或喷粉，就能

直接进行印后加工。用小森 H-UV 技术印刷，我们能节省印刷作业准备

时间和生产成本，因此我们更有信心向客户承诺更短的交货期，而且也

可以全面提升公司的绿色环保能力。”

双面印刷提供更灵活和更高产能

英国汉普郡（Hamp shire）Indigo Press 公司理查德・多彻蒂（Richard 

Docherty）先生说∶“安装 H-UV 快速干燥装置在 29 英寸小森八色

LITHRONE 双面印刷机之后，我们就能以高覆盖率的油墨印制完美的活

件，这是之前我们一直做不到的。在进行背面印刷之前，正面的印刷已

经完全干燥了，所以无需在印刷机组之间配置上光机组，也无需留出输

纸用的空白处。现在，我们可以印制更小尺寸的纸张，并能在纸张正反

两面印制齐头式排版的图案。”

H-UV让一切变得更环保

英国汉普郡（Hamp shire）Greenhouse Graphics 公司伊安・克罗斯利

（Ian Crossley）先生说∶“我们配置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29 英寸

LITHRONE 单张纸胶印机，完全符合公司多年来实施的绿色环保理念。

有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不仅能减少印刷资源的浪费，还能让我们的

工厂完全摆脱喷粉所造成的困扰，实现无酒精印刷与降低能源消耗。我

们再也不需要安装第五个机组或上光机组来封胶活件，就能更有效地利

用厂房的占地空间，大幅地减少印刷耗材的成本。”

绿色环保的社会责任

英国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Severn 公司大卫・皮林（David 

Pealing）先生说∶“我们为多家负责生态环保的跨国企业提供服务，包

括绿色和平组织、野生动物信托公司等 ；此外，在农业、B2B、设计创

意领域也都有我们的客户。小森印刷机，尤其是 H-UV 快速干燥装置所

带来的环保效益，有助于我们更主动的掌握绿色环保的活动，并开发新

的营销市场。H-UV 快速干燥技术采用的免喷粉印刷工艺，不仅有利于

工厂环境的整洁和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还能提高印刷品的视觉效果。”

 

创造新的商机

英国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Lithgo Press 公司麦克・阿特金逊（Mike 

Atkinson）先生说∶“小森 LITHRONE 单张纸胶印机配置的 H-UV 快速干燥

装置，让我们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完成印刷和印后加工的工序，尤其在以

非铜版纸进行印刷时，无需封胶处理或印刷后预留等待印张干燥的时间。

因此，我们能更得心应手地完成短版印刷的活件，同时还能以更低的成

本，为公司客户提供长版印刷服务。此外，H-UV 快速干燥装置还为我

们提供攻占新市场的火力，包括需要用塑料作为承印材料的市场。因此，

在制药、临床医学、零售业的印刷领域，我们的实力也更为强化了。”

提供新事物才能突显与众不同

英国牛津郡（Oxfordshire）Hunts 公司蒂蒙・科尔格罗夫（Timon 

Colegrove）先生说∶“我们将小森的 H-UV 快速干燥装置认定是一种灯光

干燥的科技，它是一种神奇的营销工具，能突显我们与竞争对手的不同

之处。我们向客户说明 H-UV 技术的优点，并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来

介绍 H-UV 印刷可以达到的特殊印后加工效果，例如局部哑光、珠光、

宝石、黯色、塑料纸等。”

专题报道 | H-UV在英国深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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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限于能够安装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机型。

尼尔·萨顿，小森国际欧洲公司。

麦克·阿特金逊，Lithgo Press 公司。

蒂蒙·科尔格罗夫，Hunts 公司。

海伦·巴金，imageData Group 公司。

马克思·米德尔顿、戴夫·斯万，White Star 公司。

在塑料及非铜版纸上的快速干燥

英格兰约克郡（Yorkshire）imageData Group 公司海伦・巴金（Helen 

Birkin）女士说∶“自从安装了英国首台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40

英寸小森机，也就是五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 + 上光机组之后，

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它的许多优势。不仅生产效率提高了，交货期也缩短

了，因为机器配置 H-UV 快速干燥装置，不会排放臭氧，而且功耗率低，

所以这台小森机更拥有环保的优势。能快速干燥印张，意味着我们能应

用更广泛的承印材料进行印刷，例如塑料、乙烯基、自粘贴纸和金属箔

纸等。用非铜版纸印刷高覆盖率油墨印件时，H-UV 技术也能明显的发

挥它的优势。H-UV 快速干燥装置让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与众不同的印

后加工效果，从亮光到局部逆向上光等，一台小森机就能搞定这一切。”

新企业最理想的首台平版印刷机

英国汉普郡（Hamp shire）White Star 公司马克思・米德尔顿（Max 

Middleton）先生说∶“我们选购了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四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有四个主要的因素。因为作为公司的首台

机器，必须让我们比竞争对手占有更明显的优势。这四个主要因素，就

是更短的交货期、减少库存的占地面积、免喷粉生产、以及更加环保的

效益。”

H-UV的销量不断增长∶毋庸置疑的发展势头

小森国际欧洲公司集团销售经理尼尔・萨顿（Neil Sutton）总结

说∶“截至目前为止，小森公司已经在全球销售了 650 多台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印刷机，在过去的五年里，欧洲市场也销售了 150 台。

最近，在日本市场销售的 70%（※）的小森印刷机都配置了 H-UV 快速干

燥装置。在欧洲市场，这个比率超过 60%，而在过去两年里，在英国销

售超过了 100 多台 H-UV 印刷机。此外，在整个欧洲地区，购买配有上

光机组的小森印刷机订单不断的增加，为的是提供逆向上光、亮光、局

部上光等附加价值。

为了进一步拓展 H-UV 技术的市场，小森公司将在 2015 年年底前

推出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轮转胶印机。在日本，小森公司已经接

到 15 张这种机器配置的订单，所以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巩固小森品牌

在欧洲市场的地位。研发这款机器的目的，在于能用轮转机型印制短版

活件，用单张机型印制长版活件，实现快速作业转换和短交货期的需求，

因而舍弃安装庞大且高成本的热固式干燥装置。

因此我们能坦承地说，H-UV 快速干燥装置是完全可以经得住考验

和测试的专业印刷技术，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印刷市场 ；而且我们也很有

信心能提供相关的印刷耗材。这些 K-Supply 品牌的耗材都是经过小森公

司严格的测试和认证的产品。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全面的确保 H-UV 快

速干燥装置，能实现我们的承诺。

基本上，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正在为印刷企业和他们的客户推

开新市场的大门。包装印刷现在已经

成为商业印刷企业的常规业务，而包

装印刷的企业也发现 H-UV 技术可以协

助他们开发自己的尼基市场。事实上，

我们认为具备全方位开拓印刷市场的

潜力，才是 H-UV 快速干燥装置，深受

大家喜爱的主要原因。”



34 Komori On Press

2016年小森挂历
风美 ：挚臻展现脑海中的世界，感悟印象之美。

封面∶风净
© 2015 Akira Kai

秉承去年挂历的精髓，2016 年小森挂历的主题是∶ “ 天作美景 ”。这份 “Hoobi（唯美）” 的核心创作理念由甲斐彰（Akira Kai）先生执掌，他

是一位杰出的艺术摄影家，其作品以惊人的独创性而闻名。甲斐先生说∶ “ 唯美摄影，与人眼所看到的风景摄影不同，她是展现灵魂深处的

意象。” 甲斐先生用精湛的数码影像操控技术，创造了幻想型的作品。

与甲斐先生 “ 超越原型的非凡印刷 ” 相呼应，小森挂历的色彩呈现饱满，印刷的各项要素与纸张的贴合度搭配的十分完美。我们的挂历使用

了高解析度的印刷技术，亮光和哑光的平衡精准，呈现出鲜明而舒适的视觉对比。小森挂历是由精湛的印刷技术创造出来的新作品，无法由

电脑屏幕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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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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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月∶风醉

五月～六月∶风印

一月～二月∶风摇 三月～四月∶风舞

七月～八月∶风问

十一月～十二月∶风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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