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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森纸币印刷解决方案∶

重塑战略、再创辉煌！



Creating  
Value  
through  
Re-invention

求索新发明

再创真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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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AS上的技术服务及 KGCE的新动态
在JGAS（日本国际印刷展）上，小森技术服务中心介绍了有关小森印刷
机的升级、翻新和维护保养的全套产品。另一方面，位于荷兰乌德勒支
市的小森欧洲图像技术中心（KGCE）开始负责调查、测试和研发适用于
K-Supply解决方案的各类新产品。

专 辑

Impremia IS29在芝加哥和东京备受瞩目
随着Impremia IS29单张喷墨数字印刷机的问世越来越近，这款崭新的小森
数字印刷机在全球主要印刷展览会上展示了更多的功能和特点。继日本东
京举办的JGAS（日本国际印刷展）之后，Impremia IS29单张喷墨数字印
刷机在Print 13（美国国际印刷及纸加工博览会）上再次成为展台内备受瞩
目的亮点。本期杂志对两大展会都有相关报道。

322014年小森挂历

用 H-UV展现完美无瑕的美感
2014年小森挂历新鲜出炉̶借此时机，介绍一下挂历制作的工艺以及来
自负责创作的艺术家对挂历的评价，本年度小森挂历是全新系列的第一部
作品，题名为“完美无瑕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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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辑

越来越多的政府印钞局和民营纸币及证券印刷公司选购小森印刷机作为生产设备。概述纸
币和证券印刷的业界发展趋势。另外，介绍德拉鲁印钞公司（De La Rue）为全新小森纸币
印刷生产线举行的隆重的剪彩仪式，该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商业纸币印刷公司。

纸币印刷解决方案相继登场、发展前景蒸蒸日上。

高性能小森 Lithrone印刷机在全球各地大显神威
用户简介

从靠近哈萨克斯坦边境的俄罗斯城市到南非共和国的夸祖鲁一纳塔尔省（KwaZulu-Natal），从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到法国巴黎的近郊，都能看到印刷企业利用小森Lithrone印刷机全力以赴、
信心十足地在开展业务。本期杂志介绍配置了H-UV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印刷机、高性能多色
小森印刷机，以及相关企业的投资、发展与成功的故事。小森全球网络正在迎来欣欣向荣的大
好局面。

30
全球各地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印刷展览会，吸引了数不胜数的嘉宾前去参观。亚洲、欧洲、北
美及其它地区，到处都是成果演示会、Printology研讨会、以及内容丰富的印刷展，真可谓
接踵而至、盛况空前。小森印刷机出现在哪里，哪里的展台内就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本
期通过大量的照片为您报道现场的盛况。

纵观全球各地举办的印刷展
展会花絮

no.80
本期杂志的印刷工艺∶

封面及内页均采用四色印刷+H-UV技术印制而成。

封面覆上了一层哑光的聚丙烯薄膜。



伴随着小森公司的技术优越性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向海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印钞局和民营
纸币印刷企业出口小森纸币印刷机和证券印刷机的数量在增多。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中央银行先后选择小森品牌的印刷机，印制当

地发行的纸币。这几年纸币机的销售市场正在

发生着变化。目前本公司销售趋势良好是有其

理由的。这里，首先要介绍这个特殊领域的整

体的趋势和对此领域产生影响的原因。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也是衡量和储藏

财富的手段。货币所赋予的价值不只是其固有

的价值以及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还具有人们

在经济活动中所赋予的普通的和持续的信用。

自远古的青铜器时代起，就陆续地出现了各种

象征钱财的物品—牲畜和玛瑙贝等—而货币

学家把纸币的历史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唐朝。公

元七世纪的时候，为了克服在大规模商业交易

时，使用沉重的铜币的难点，以纸币作为交易

货款的方法应运而生。元朝时代，马可波罗

（Marco Polo）将纸币的用途传播到欧洲，中世

纪的意大利和佛兰德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伯

爵领地）的商人，为了长途的巨款运输开始用

纸币。

当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由中央银行负责发行纸币。纸

币作为快速、直接的支付手段，在全球范围得到广泛的支持和

应用。纸币具有灵活性、流通性、防伪性、便利性和匿名性的

特点。

纸币对于消费者必须是既美观又容易识别，要能兼顾传统

和创新的因素、必须经久耐用、能被验钞机识别，要赋予可靠

的防伪性能，以防假币泛滥。今后，纸币还可能发生变化，例

如扩大塑料承印材料的使用，会更多地运用防伪技术。如在票

面上印刷会变色的安全线、全息图案、用部分腐蚀法印刷的镀

铝图案、UV 鳞光图案、薄层窗口、变化多端的变色变形立体图

案和赋予能被验钞机识别的性能。并使用光学变色油墨、UV 荧

光油墨和珠光油墨进行印刷。

因此，纸币印刷行业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纸币的图案变

得越来越复杂，使用的印刷材料、色彩和制造工艺越来越多，

防伪性能也更强。与此同时，无论是政府印钞局还是民营纸币

印刷企业，在印制纸币和证券时都承受着有增无减的压力，具

体来讲就是要在更短的时间内交货、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满

足最高水准的环保生产需求。这正是小森品牌发挥威力的领域。

Komori range  gaining global momentum

Currency LC 32 Currency IC 532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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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印刷解决方案相继登场，
发展前景蒸蒸日上！

小森品牌∶赢得全球市场的青睐



在过去的几年里，由小森公司证券印刷机制造

部门研制的纸币和证券印刷机的出口数量有明

显递增。随着小森技术的优越性在这一领域得

到更多的认可，小森公司期待今后将继续保持

增产的趋势。

四个月改变了历史

故事要从 1958 年开始说起。那一年，作

为五家精选的日本国内印刷设备制造商之一，

小森公司受邀参与了为日本大藏省印刷局提供

一台双色干胶印纸币印刷机的竞标活动。从机

器的设计到安装只有四个月的期限，在如此苛

刻的条件下想取得成功简直是件异想天开的

事。公司的员工们几乎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

的事。紧接着，公司最高经营层下达了命

令∶“马上开始行动！我们必须赢得这场胜

利。”经小森足立工厂（关宿工厂的前身）的

设计研制团队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终于在期

限内把机器交给了大藏省印刷局。事后因机器

投产使用后运转顺利，第二年，印刷局向小森

公司订制了一台四色凸版印刷机。后来又发单

订制了多台多色干胶印纸币印刷机和雕刻凹版

印刷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森公司成为日本

大藏省印刷局的纸币和证券印刷机的领先供应

商，在 1955 年至 1973 年的日本经济高速增

长期间，为日本国内的货币供应立下了汗马功

劳。用小森机印制的日元纸币和政府债券，以

其高质量受到好评，并一直作为金融界的美谈

而延续至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小森公司开始考虑

为海外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央行及民营货币印

刷企业提供印刷生产线。但是，公司很快发现，

若想实现这一计划，必须为整个生产设施提供

相关的软件、印前的制版技术和设备、设计和

制版的专业知识（包括精通雕版技术）、相关

的配套设备、物流系统和先进的保安系统。

走向全球市场

1987 年，小森公司在日本东京举办了“小森纸币印刷机国

际研讨会”，为印刷行业展示了划时代的小森纸币印刷技术，并

通过机器的现场演示，介绍了小森纸币印刷机的核心机型。

1988 年，韩国向小森公司发单订购了一台九色干胶印多色彩纹

印刷机（LTS-932），这是小森公司首次出口海外的证券印刷机。

之后，小森公司的证券印刷机开始向俄罗斯和中国出口，

接着在 1996 年向亚洲印度和 1998 年向非洲尼日利亚出口了全

套纸币印刷生产线。因广大客户期待小森能参与世界市场的热

切愿望，公司于 2010 年在日本筑波工厂举办的成果演示会上，

展示了小森的最新机型。那次战略性活动为公司带来了一系列

的订单∶向菲律宾中央银行出口了一套纸币印刷生产线 ；为民

营纸币、证券印刷企业 De La Ru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公司提供

一套纸币、证券印刷生产线 ；向印度尼西亚的政府印钞局出口

了一套纸币印刷生产线 ；向越南的政府印钞局出口了一台证券

印刷机 ；向菲律宾中央银行出口了第二套纸币印刷生产线。根

据当今的市场动向，小森公司预计在今后的十年里将会乘风破

浪迎来更好的发展势头。

最新的纸币印刷生产线由以下设备组成∶一台胶印机，用

来印刷纸币的底纹图案和图像 ；两台雕刻凹版印刷机，分别印

Security Printing Currency solutions 

Currency RN 332III Currency 40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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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纸币正面和背面的主要图案。在不同面额纸

币上印刷具有立体感强、用手触摸有凹凸感的

人物肖像、旋涡形彩纹、数字和独特的字体等；

一台号码印刷机，用来印刷一个或多个特殊的

序列号 ；一台上光机，用作上光处理，以提高

纸币的耐用性。

熠熠生辉的各类机型

小森公司推出的最新纸币印刷解决方案是

Currency LC32，这是一款划时代的双层式多色

胶印机，最高印刷速度为每小时 12,000 印张，

可以实现 8 色、10 色或 12 色机组的配置。小

森公司期待这款新机器能改变纸币印刷的格

局。Currency LC32 采用了新型的橡皮布和改进

过的压印滚筒的排列方式，安装了全球首套印

刷套准监控装置。该机还可以配置 PQA-C 印刷

质量检测装置。

Currency IC532III 是采用五色间接凹版印

刷方式的单张纸印刷机，配置了不停机飞达装

置和双收纸台。另外还有一个用于接收样张的

收纸台，能以每小时 10,000 转的最高印刷速

度进行印刷。

Currency RN332III 是用于印制纸币和证券

的三色号码印刷机，由一个双倍径公用压印滚

筒、一个凸版滚筒和一个与高精度印张检查摄

像头连动的检查滚筒组成。

Currency 40CC 是翻转式上光机，可以对

含有纯棉成分的承印材料、塑料片以及其他承

印材料的正面和背面，涂布水性或 UV 光油。

为了在这特殊的印刷机制造领域站有稳固

的一席之地，小森公司的营销理念是∶始终保

持旁人难以超越的技术优势，拉开与其他竞争

对手之间的差距。凡是使用小森机的用户从来

没有延误过交货期，机器易于操作和进行维护

保养 , 具有出色的短作业准备时间。从给纸装

置到收纸装置，都能准确无误地完成操作。纸

张传输顺畅，使小森的纸币印刷机在同行中具

有遥遥领先的优势。还有筑波工厂的制造质量之高，那也是只

有小森筑波工厂才能实现的 , 是其它品牌的机器所难以企及的。

还有小森的一流水准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援在全球范围享有盛

誉。无疑，今后小森公司将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挑战印刷质量的

极限，永无休止！

2013年7月，小森公司接到来自印度尼西亚Perum Percetakan Uang RI公司

的订单，为其提供一套纸币印刷生产线。该公司之前安装投产的小森号码印
刷机，一直保持着出色的运转性能。该项目的成功为这家国有企业提供了一
个关键性的判断因素，在选购新生产线时再次选择了小森品牌。

Perum Percetakan Uang RI公司
普拉斯特奥先生/总裁

印度尼西亚

2012年9月，菲律宾中央银行Bangko Sentral ng Pilipinas（BSP）向小森公
司发单，订购了第二套纸币印刷生产线，2013年9月，该生产线完成了设备
安装。2012年3月，小森公司为BSP安装了第一套生产线，首批投产的小森
机性能出色，从而使BSP选购了第二套纸币印刷生产线。

菲律宾中央银行

绢德祖尼迦Jr.先生
前任副主席

菲律宾

2012年11月，小森公司接到了来自越南国家纸币印刷厂（NBPP）的订
单，为其制造一台雕刻凹版纸币印刷机。2013年11月实施了设备安装。
2009年12月，小森公司为NBPP安装了一台胶印机，该机自投产后一直表
现良好，使小森公司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国家纸币印刷厂

丁奎堡先生/总裁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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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鲁印钞公司

1813 年，托马斯·德拉鲁先生（Thomas de la Rue）在隶属海

峡群岛的根西岛（Guernsey）创建了德拉鲁印钞公司（De La Rue）。

同一年，该公司作为出版商发行了根西岛当地的报纸《Le Miroir 

Politique》，开始迈出商业行动的第一步。1853 年，德拉鲁印钞公

司与政府签约，负责印制了英国第一套有齿孔的单面印刷邮票，

开始进入证券印刷市场。1860 年，公司开始印刷纸币，第一次是

为毛里求斯（Mauritius）印制面额为 10 先令、1 英镑和 5 英镑的

纸币。最近几年，德拉鲁印钞公司已经在为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提供纸币的设计和印刷服务。现在，德拉鲁印钞公司是全球

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商业纸币印刷公司。在占地面积达 45,000 平米

的盖茨黑德（Gateshead）工厂，负责为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

央银行印制各种纸币。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4,000 多名员工，

其中 570人在盖茨黑德工厂工作。这里既有胶印机，也有雕刻凹

版印刷机，每小时能印制 40万张纸币。2013 年 4 月，德拉鲁印

钞公司安装的小森印刷机首次印制了塑料纸币，也就是五美元的

斐济元。

在位于英国贝辛斯托克市（Basingstoke）的德拉鲁印钞公司

总部，有一个规模庞大的设计团队，他们在纸币和证券印刷的设

计领域，不仅经验丰富，而且技术娴熟。该团队

通过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开展紧密的合

作，致力于精心设计各类纸币，另外还负责设计

各式各样的护照、电子护照、电子居民身份证、

驾驶证和印花税票。设计部门还制作全息摄影图

案，不但能呈现令人叹为观止的视觉效果，还能

进一步提高安全防伪性能。德拉鲁印钞公司的股

票已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发展目标十

分明确，就是在自己涉及的行业领域里，建立长

久的、互利互惠的合作伙伴关系。这里所指的合

作伙伴包括广大用户、供货商、高等院校及科研

机构等，大家的一致目标就是加快新技术和新创

意的发展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讲，德拉鲁印钞公

司期待能稳步扩大研发项目的投资力度，这是为

不断扩大的证券和纸币印刷行业，提供最新的解

决方案。

Security Printing De La Rue

Two centuries of progress in printing 

在纸币印刷生产中锐意进取、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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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两个世纪的印刷事业发展史



位于英国盖茨黑德（Gateshead）的德拉鲁印钞公司（De La Rue）

于 2013 年10月，为全新的小森纸币印刷生产线举行了隆重的剪彩仪式，

吸引了全球各地的代表团前来参观。2011年，小森公司与德拉鲁印钞公

司签订了技术协议，该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商业纸币印刷公司，

与全球各地政府、中央银行、办证机构和商业公司结成了忠实的合作伙伴。

小森公司与德拉鲁印钞公司签署的技术协议，不仅涉及提供各类证券印

刷机，还包括双方与其它合作企业共同开展紧密的技术合作，以期进一

步提高证券印刷机的印刷质量、生产能力和运转效率。

在当天的剪彩仪式活动中，第一个环节是欢迎远道来访的所有嘉

宾，紧接着，德拉鲁印钞公司总裁提姆·寇博德（Tim Cobbold）与小森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小森善治（Yoshiharu Komori）相互交

换了纪念性礼品。随后，小森善治总裁与日本驻英国大使馆公使宇野雅

夫（Masao Uno）共同进行了剪彩，全新小森纸币印刷生产线正式在公

众面前亮相。

远道而来的代表团成员们在主办方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厂，亲眼目睹

了全新小森纸币印刷生产线的实际运转情况，该生产线由以下设备组成∶

一台配置了12 个机组的新款 Currency LC32 多色胶印机、一台 Currency 

双层配置的LC-1232多色胶
印机的印刷机组，尽可能地
配置在更低的位置。在机组
的低端可以看见墨斗。

德拉鲁印钞公司隆重迎接全新小森纸币　印刷生产线

Banknote printing  par excellence

各地政府、中央银行、办证机构和商业公司的忠实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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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印刷的当代楷模



阿兰·纽曼
设计总监

“德拉鲁印钞公司拥有业内最大规模的纸币和证券印刷设计团队，共有 10 名设

计师，其中 6 人专门负责设计纸币。过去五年时间里，他们设计了 50 多种不同类型

的纸币，最近一年设计了 80 多种新纸币。过去几年里，我们获得了由国际货币事务

协会（IACA）和世界纸币协会（IBNS）颁发的几乎所有的设计大奖，这让我们感到非

常自豪。当然，我们的团队一直试图在设计中融入创新性的因素，新型小森纸币印刷

机具备划时代的先进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发挥设计能力的广阔空间。”

德拉鲁印钞公司总裁提姆·寇博德与
小森公司总裁小森善治的合影。

德拉鲁印钞公司隆重迎接全新小森纸币　印刷生产线
IC532III 多色凹版印刷机、一台 Currency RN332III

三色号码印刷机。参观活动中，德拉鲁印钞公司

设计总监阿兰·纽曼（Alan Newman）针对纸币设

计做了精彩的演讲，由德拉鲁印钞公司研制的

DLR9000 单张支票质量检查装置，也进行了现场

演示。

以“求索新发明、再创真辉煌（Creating Value 

through Re-invention）”为标题，德拉鲁印钞公司

生产总监丁·邦克斯（Dean Banks）以新颖独特的

表达方式，讲述了德拉鲁与小森在日本东京和英国

纽卡斯尔之间，横跨大洋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

随后，小森公司证券印刷部门代表也为嘉宾们奉献

了有关纸币和证券印刷行业最新技术的精彩演讲。

“要求提供最高水准的印刷质量和进一步缩短工时的呼声有增无减。另外，毫无

疑问地是用户的期待正在发生变化，他们要求纸币更耐用、防伪安全性更好。不仅如此，

中央银行和政府印刷局希望业内的供应商能联手合作，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源源不断

地研制出能够挑战传统产业模式的创新产品。盖茨黑德工厂引进的全新小森纸币印刷

生产线，是我们实施的 100 万英镑投资项目中的一个环节，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德拉鲁

印钞公司在面对挑战时，能拿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提姆·寇博德
总裁

丁·邦克斯
生产总监

“我们希望建立稳固的、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样有助于为广大用户创造利益。

因此，提起公司的所有供货商，我们总会扪心自问，‘他们是我们愿意一起合作的对

象吗？他们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其他制造商所不能给予的、特殊的内容，以助于我们

研发改变产业格局的解决方案？’我们与小森公司的合作始于 2006 年，引进全新小

森纸币印刷生产线的项目于 2011 年开始起步。现在，与之前任何时候相比，我都确

信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盛况空前的剪彩活动令业界精英团体大开眼界、兴奋不已！

Security Printing De La 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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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新时代的号角∶ Impremia IS29



在 JGAS 2013（ 日 本 国 际 印 刷 展 ） 上， 按 需 胶 印

（OffsetOnDemand）与按需数字印刷（DigitalOnDemand）解决方案

首次在同一个展台亮相∶拥有小森品牌的机身外形和色彩的

Impremia IS29 单张喷墨数字印刷机，与配置了H-UV 快速干燥装

置的 Lithrone A37 单张纸胶印机及 Impremia C80 彩色数字印刷机

一起，在小森展台为参观者们进行了引人注目的现场演示。小森

按需印刷解决方案的美好蓝图—将胶印和数字印刷技术融为一

体，形成完美的组合—终于梦想成真，以实际形式展现在印刷

企业家的眼前。

本届 JGAS 展会的来访嘉宾人数比四年前的上届展会更多。前

来小森展台参观的观众，一旦把目光投向 Impremia IS29 时，热情

随即转变为激情。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来到机器近旁，仔细观看这

款新登场的小森数字印刷机。这台单张纸喷墨数字印刷机的表演

没有让观众感到失望，现场的解说员生动、清楚地向嘉宾们介绍

了这款小森首台数字印刷机，告诉来访者它可以帮助企业成功地

创建按需印刷业务模式。

 现场演示时，假定 Impremia IS29 单张喷墨数字印刷机是一

家“按需印刷企业”的生产设备，主要负责印制三种不同类型的海

报，每种各印 30 张，交货期都只有短短几个小时。这就意味着保

障印刷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条件，而潜在性客户担心的是数字印刷

品的质量能否与胶印相媲美。现场演示中，IS29 单张喷墨数字印

刷机展现了能与胶印相比美的印刷效果，呈现了标准的小森颜色

和令人信服的色泽和墨量。

Impremia IS29 单张喷墨数字印刷机还具备吸引商业印刷公司

关注的其它诸多特征∶最大纸张尺寸为 585×750mm ；能在未经任

何预涂处理的常规胶印纸上用快速干燥的特殊 UV 油墨进行印刷 ；

最高打印速度为单面印刷每小时 3,300 印张、双面印刷每小时

1,650 印张。

采用新型的纸张翻转机构，可以实现双面印刷是 Impremia 

IS29 的另一个魅力。在现场演示过程中，通过大屏幕显示了以计

算机图形表现的 IS29 的内部构造，同时由讲解员作了讲解∶喷墨

打印头配置在一个三倍径滚筒上方，UV 干燥装置用于对印刷完毕

的印张进行烘干。纸张传输系统，在以往的小森 Lithrone 单张纸

胶印机上，已经赢得了业界的赞许，IS29 单张喷墨数字印刷机采

用了同样的递纸系统，确保整个输纸流程稳定、流畅。在现场演

示时，Impremia IS29 机作了两种表演。一种是连续印刷三大张不

同图案的广告，另一种是用双面印刷的方法，印刷了小森《On 

Press》杂志的部分书页，使来场观众为之耳目一新。

K-Station ver.4在展会上闪耀亮相

实际上，Impremia IS29 单张喷墨数字印刷机在现场演示中

仅占据了一半的亮点。现场演示时，解说员手里拿着一个输入了

K-Station ver.4 软件的 iPad 触摸屏平板电脑，介绍了使用 K-Station 

ver.4 功能（印刷工序管理软件 /JDF 接口），来操控作业流程等的

表演。在会场上表演了从 iPad 触摸屏平板电脑发出连续印刷三张

不同图案印张的指示，还表演了发出印刷双面书页的指示。此外，

还介绍了在该 iPad 触摸屏平板电脑上操控与印刷生产相关的信息

的状况。能操控的主要内容如下∶

喷墨数字印刷机震撼亮相 JGAS 2013
Impremia IS29单张喷墨数字印刷机在日本东京举办的JGAS（日本国际印刷展）上闪亮登场，对于渴望在一站式服务市
场占据一席之地的商业胶印公司来说，这是一款能与胶印机形成完美组合的数字印刷机。Impremia IS29在蜂拥而来的
众多参观者前进行了精彩的现场演示，这些嘉宾们都是特意前来目睹小森胶印机和数字印刷机的亮丽风采。Impremia 
IS29所展现的诸多特征、运转性能、印刷质量和灵活性，为印刷行业的未来发展描绘出一幅极具魅力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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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该 iPad 触摸屏上可以实时查阅生产信息和机器的运转

分析报告。

2、使工单（job）信息达到最佳化并可发送信息。使印刷工单

的发送不用纸张而做到电子化了，还便于日程编排。方便了营销人

员和业务科的管理人员的工作管理。

3、通过提醒的方式来加强工序间的沟通，使营业部门、业

务科和印刷生产部门之间能直接交换信息。

所谓可以实时查阅生产信息，就是能够实时了解到正运转着

的每台机器的生产预定状况、运转状况、总的工作（job）预定和

工作进度等。所谓机器的运转分析报告就是使用 Dashboard 应用

程式，把生产成绩同时用图形、图表、波形图等形式显示出来，

可以作横向交叉式的运转分析。所谓方便了日程编排，就是可以直

接用手指点着日程表上的某个作业标题、就那样拉到（变换到）想

要变换的日程位置。在同一个画面上可以同时显示最新的印刷工单

信息和前道工序的进度状况。所谓以提醒的方式来加强工序间的

沟通，就是显示诸如工序和部门之间的提问、故障纪录、发送印

刷车间订单内容的更改信息、督促营销人员下达印刷指示等内容。

使用输入了K-Station ver.4 软件的 iPad 触摸屏平板电脑，不只是

可以连接小森公司的胶印机、数字印刷机，还能连接其他厂商制

造的印刷机、CTP 和印后加工设备。可以查阅和发送相关的工作

信息并进行管理。使所有的印刷工序做到自动化和可视化。

 Impremia IS29 单张喷墨数字印刷机与 K-Station ver.4（拟定

2014 年春季上市）配合在一起，为小森公司的改革创新指出了新

的方向—为印刷企业提供更为进步的数字印刷设备和管理功能。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小森公司都能提供适宜的解决方案。

让IS29赢得满场喝彩的 Print 13
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Print 13展会亮相的Impremia IS29单张喷墨数字印刷机，是MUST SEE ’EMS产品和印刷工艺大奖
的获奖产品之一。小森美国公司高级副总裁杰克·哈德蒙（Jacki Hudmon）说∶“毫无疑问，小森IS29是本届Print 13展
会上最令人兴奋不已的一项印刷技术，这款数字印刷机的高水准印刷质量和操作便利性，给来访的参观者留下了极为深
刻的印象！”

在美国芝加哥麦考密克会展中心（McCormick Place）举办的

Print 13（美国国际印刷及纸加工博览会），为全新小森 Impremia 

IS29 单张喷墨数字印刷机登陆北美市场提供了绝佳的一个舞台。

这款使用 UV 油墨的单张喷墨数字印刷机，同时也是 Print 13 的

MUST SEE ’EMS 产品和印刷工艺大奖的获奖产品之一。这项大奖为

Print 13 展会上最具吸引力的产品，提供了事先在业内广为宣传的

机会。通过共同利用柯尼卡美能达（Konica Minolta）展台进行参

展和现场演示，在为期五天的展会期间，KM-1/IS29 吸引了数不胜

数的嘉宾前来一睹机器的风采，可谓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在 9月

7 日周六举办的小森印刷机研讨会上，小森公司对外公布了这款数

字印刷机将于 2014 年下半年问世，机器的尺寸为 585×750mm、

一张纸单面可摆六个版面，非常适合北美印刷市场。“毫无疑问，

小森 Impremia IS29 是本届 Print 13 展会上最令人兴奋不已的一项

印刷 技 术，” 小森美国公司高级副总 裁 杰克·哈德 蒙（Jacki 

Hudmon）说∶“这款数字印刷机的高水准印刷质量和操作便利性，

给来访的参观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万事按需

以“小森按需印刷解决方案（Komori OnDemand）”为广告语，

小森公司在 8,000 平米的展台内推出了不同类型的多套解决方案。

小森展台的主要展区分别是，①按需胶印（OffsetOnDemand）展

区∶用一台六色 Lithrone SX29 单张纸胶印机进行现场演示，该机

配置了荣获业内大奖的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以及能缩短作

业准备时间、显著减少纸张损耗的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

快速调机系统）；②按需数字印刷（DigitalOnDemand）展区∶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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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Impremia C80 彩色数字印刷机作了可变数据印刷的表演 ；③按

需 作业流程（WorkflowOnDemand） 展区∶这里展 示的是小森

K-Station（印刷工序管理软件 /JDF 接口）、PDQ（产品数据质量）/

轴线作业评估及管理信息系统（MIS）软件 ；④按需市场营销

（MarketingOnDemand）展区∶在这里，参观者们有机会把自己在

展会上拍摄的照片上传到各自的社交媒体网站上进行分享。另外，

有关小森美国公司推出的综合服务项目 KomoriKare 的相关介绍，

也出现在展台内的显著位置。“Print 13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

会，向来访的参观者们展示了小森为了满足市场的各类需求所付出

的种种努力。”小森美国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COO）宫尾和良

（Koshi Miyao）说∶“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小森必须是解决方案

供应商，而不仅仅是印刷机供应商。我们成功地向客户们展示了小

森能够成为他们的名副其实的事业合作伙伴，能帮助客户提高生产

效率、扩大经济利润。我们也收到了来自参观者们的热情洋溢的

反馈。”

根据展会组织机构发表的数据，经过确认大约有17,000 名买

家来访了Print 13，使本届展会成为自 Print 2009 以来，在美国举

办的印刷展中参观人数最多的一次盛典。宫尾先生说∶“过去的几

年时间里，美国印刷行业的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Print 13 展会

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兴奋和激情，这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

能体验的感受。对于来自小森展台的参观者们提供的信息反馈结果，

我们感到非常满意。小森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无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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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您的智能手机上的二维码识别

软件扫一扫左边的二维码，就能
观看IS29的视频信息。有效期至
2014年8月底。

规格

打印分辨率

油墨

色数

打印速度

最大纸张尺寸

纸张厚度尺寸

1,200 x 1,200 dpi
喷墨式UV油墨
4色
3,300 sph（单面印刷）
1,650 sph（双面印刷）
585 x 750 mm
0.06～0.6mm（单面印刷）
0.06～0.45mm（双面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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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迎来首台H-UV印刷机
CMYKhub, Melbourne, Australia 

特兰特·南卡阿维斯，总经理

用户简介

采访 CMYKhub公司总经理

特兰特 ·南卡阿维斯

CMYKhub 公司在澳大利亚捷足先登，成为第一家购买了配备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印刷企业，即一台小森八色 Lithrone G40P 双

面印刷机 +H-UV。这款崭新的小森印刷机很快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

吸引了广大客户的眼球，为公司顺利开展业务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On Press》杂志编辑组特意采访了CMYKhub 公司总经理特兰特·南

卡阿维斯（Trent Nankervis）先生，聆听他讲述了在使用小森 H-UV

印刷机过程中积累的心得体会和宝贵的经验。

企业快速成长的背景

CMYKhub 公司创建于 2006 年，南卡阿维斯

家族于 2008 年投资并购了Victorian hub 公司。在

过去的五年时间里，CMYKhub 公司相继在悉尼

市（Sydney）、布里斯班市（Brisbane）和珀斯市

（Perth）建立了生产基地，力争成为澳大利亚国内最

大规模的商业印刷公司，并计划成长为一家跨国企

业。公司自行开发的在线软件，拥有自主专利。这

是公司开展事业的奠基石，借助于在线印刷管理系

统，可以让客户拿到报价、追踪订单、与法人客户

取得联系，并以零售方式运营一个网络印刷的网站。

On Press∶请您介绍一下在澳大利亚率先购买首

台小森 GL-840P+H-UV印刷机的动机和背景？
CMYKhub∶我们希望减少车间里印刷机的数量，

在工作中提高作业效率。为了搭配选用不同类型

的干燥装置，我们对海德堡 LED UV、利优比

LED 和小森 H-UV 印刷机进行了仔细的对比。经

过一番深思熟虑，公司最终决定购买配置了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 GL-840P 双面印刷机。在三

个不同品牌机型里，小森 GL-840P 最能节省印刷

耗材和用纸量，而且在全球各地都可以看到它的

身影，这一点给予了我们更大的信心。能够最大

限度提高作业准备效率是我们评估机器的重要指

标。另外，这款小森印刷机的非同步同时换版的

性能也极为出色。

安装 H-UV 快速干燥装置是一项意义非凡的

举措，具体来讲，①可以尽量降低翻转滚筒和吸

风轮诱发的印张划伤的风险 ；②快速干燥后的印

张，可以立即送去进行印后加工；③用非涂料纸

印刷时，也可以呈现很好的视觉效果 ；④环保效

益更为显著。在此之前，公司的所有机器都配置

了联机水性上光装置。现在，我们不再需要涂布

水性光油，也没有收到任何投诉，因为我们的印

刷质量比以前更好了！从单面印刷机到双面印刷

机，从三台机器到一台设备，从传统油墨到 H-UV

油墨，如此一气呵成的巨大变化，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种挑战，而事实证明我们的决断是正确的。

为此，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在短版活件领域找到新的商机

我们发现活件的印数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这

也正是本公司投资引入数字印刷技术的原因所在。

令我们出乎意料的是，与之前的机器相比，新款

小森 GL-840P 能让公司以更低的成本印制短版活

件。新机器能快速完成作业转换，将开印时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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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损耗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些优势让我们相信，

在今后数年的时间里，胶印机必将成为公司的核

心生产设备。

在承接印数少的短版活件时，尽量减少纸张

损耗和缩短作业准备时间是最重要的课题。关键

在于，短版活件需要在 24 小时以内交货。凭借小

森 GL-840P 双面印刷机的可靠性和产能，我们可

以信心十足地对客户说∶“没问题，保证按时交货。”

您用这台小森印刷机制作哪些类型的印刷品？
我们主要承接批量的胶印活件，用常规承印

材料制作各式各样的名片、传单、印有抬头的信

笺以及海报。另外，我们还制作多种小册子及长

版印刷品。公司的主要目标是把印刷品的种类控

制在一定范围内，以更低廉的成本完成订单任务，

让公司的客户能够更多地享受价格上的优惠。

这台小森印刷机是否为您节省了不少费用？
这台小森机可以提供出色的印刷质量和很高

的产能，我们对此倍感欣慰。客户的满意度比以

前更高，公司也赢得了更多的业务订单。我们发现，

以往遇到过的由于油墨色调变化，不得不返工重

印的现象不再发生，在整个印刷过程中，印刷质

量自始至终都保持稳定的水准。机器的维护保养

成本和操作员的人工成本都有所降低，虽然油墨

成本有所提高，但是纸张损耗比以前少了，随着

时间的推移，估计我们能进一步减少纸张损耗。

产品的绿色环保信誉对于您和您的客户来说重要吗？
对于CMYKhub公司而言，绿色环保的产品信誉至关重要。但是，

我们不想过分地通过环保证书来炫耀自家公司也是“与时俱进”的

印刷企业。我们一直默默地在开展各项绿色环保工作，当别人问起

时，我们会说小森印刷机对绿色环保确有好处。小森 GL-840P 双

面印刷机的环保效益比较明显。例如，我们减少了废物排放量和耗

电量，工作环境变得更加干净整洁等，这些都为公司带来了十分可

观的经济效益。没有了喷粉的印刷车间，变得像个实验室了。如今，

我们非常乐意邀请广大客户们参观公司的厂房设施。

您对机器的印刷质量作何评价？     

我们对印刷品的质量感到十分自豪。用 300-lpi 网线印刷所有

的涂料纸，用 20 微米直径的 FM（调频）随机加网方式印刷非涂料

纸，扩大了色域范围。在使用 PMS 专色油墨印刷时，也可以避免停

机操作。用高精细网线印刷的图像，网点清晰度很高，色彩稳定性

也很出色。

传统胶印与数字印刷之间的差距是否变得越来越小？
重要的是，用这台小森胶印机制作短版活件时，成本效益更好，

作业转换时间也更短。与数字印刷机相比，小森胶印机在可靠性方

面体现出明显的优势，而且能完成大批量的印刷活件。我们的小森

印刷机正在以每天 24 小时的工作体制进行运转，日复一日地扩大公

司的产能。如果没有这台小森机，很难想象 CMYKhub 公司能够维

持正常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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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ville公司全力以赴地迎接所有挑战
Neuville Impressions, Digoin, France

让-菲利普·诺伊维尔，总裁

用户简介

技艺高超、设备精良∶精妙绝伦的 “法国手工制品 ”
这篇文章展现了法国 Neuville Impressions 公司事业成功的背

后蕴藏的民族精神，该公司位于法国索恩 - 卢瓦尔省（Saône-et-

Loire）迪古安市（Digoin），拥有一座占地面积为 1,000 平米的生

产设施。公司总裁让 - 菲利普·诺伊维尔（Jean-Philippe Neuville）

先生用简练的语句叙述了事业成功的来龙去脉∶他的父亲于

1990 年创立了一家小规模印刷公司，并且没有像其他公司那样

只把目光对准当地印刷市场，而是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充满各种

挑战的成长之路，也正因为如此，公司以稳健的步伐，不断发展

壮大。1991 年，诺伊维尔先生从商学院的印刷工艺系毕业之后，

立即接任公司的掌门人，并开始把目光对准首都巴黎的印刷市场。

快速反应至关重要

诺伊维尔先生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通过为那些在行话里

被称作‘大型印刷故障’的客户，提供名副其实的贴心服务，我

们在巴黎市中心的小巴黎地区占据了一席之地。相对于迪古安市，

更多的时候我会待在巴黎市开展业务，因此，

当接到客户来电后，我能比巴黎市内的印刷企

业更快地抵达客户的办公地点。那个时候，在

通过互联网传送数据的时代来临之前，我建立

了一套有效的数据传递机制。单车快递员在头

一天晚上，从客户手中领取存有数据的硬盘或

SyQuest 移动硬盘，第二天早晨我们就能在办公

室拿到这些存有数据的硬盘。要知道，只有规

模巨大的印刷公司才会为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家的口口相传，我们

的客户群体不断扩大，杂志主编、广告代理机构、

大型企业的信息部门都在我们的客户名单之中。

2012 年，公司的营业额达到 180 万欧元，对于

仅有 12 名员工的一家企业来说，这个数字令人

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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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印刷企业必须成为图案设计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有了新型小森 H-UV 印刷机，我们能

更全面地满足客户提出的各种需求。”
让-菲利普·诺伊维尔

用户简介

LS-429 H-UV∶反复斟酌做出的决定

 “尽管我们仍然是一家小规模印刷公司，

但是从企业的组织机构和投资的层面来讲，我

一贯尝试以大规模企业的姿态开展业务。”诺伊

维尔先生踌躇满志地说∶“对于新兴的印刷技

术及其背后的资源，我总是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大约一年半前，我开始认真地调查研究小森公

司开发的 H-UV 快速干燥装置。为此，我参加了

在安东尼市（Antony）的小森产品陈列室举办

的成果演示会，随后，我与公司的生产总监达

成一致意见，共同前往荷兰，花费两天时间在

机器的实际操作环境下，对小森 H-UV 快速干燥

装置进行了缜密的调研。我们随身携带了印刷

活件的数据和独特的纸张，包括覆膜纸、绘图

纸和高密度聚乙烯合成纸等。我们甚至和小森

团队员工开了一个小玩笑，请他们在覆膜纸上

进行局部上光处理，而用普通的胶印机是无法

满足这一要求的。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了解

H-UV 印刷机的性能极限。在测试结束后，我果

断签订了购买机器的订单。”

满足市场上的全方位印刷需求

配置了划时代的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

的新型小森四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于

2013 年 6 月运抵工厂，替换了该公司于 2008 年

购买的首台小森印刷机。作为一项经营战略，为

了拥有最先进的印刷技术，Neuville Impressions

公司坚持每隔四年对机器进行更新换代。诺伊

维尔先生介绍说∶“重要的是，印刷企业必须

成为图案设计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有了新型小

森 H-UV 印刷机，我们能更全面地满足客户提出

的各种需求。今天，客户要求我们印制产品手册，

明天，客户又需要我们作包装印刷或不干胶印

刷。每当客户策划一个新产品时，他们就会不

由自主地联系 Neuville Impressions 公司，并且会

这样想∶‘毫无疑问，诺伊维尔一定会为我们

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开辟全新业务领域

在 Neuville Impressions 公司的客户中，有

些小的出版商每月会发单印刷杂志所用的 2,000

至 3,000 印张的活件。由于杂志印刷会受到多

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印刷公司必须拥有良好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

举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只能零星地、而不是一次性地拿到图案设

计数据，印刷公司也必须在客户要求的期限内交货。面对这样的

压力，如今公司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呢？诺伊维尔先生解释

说∶“新型小森 H-UV 印刷机帮助我们解决了两大关键课题。首先，

可以在很短的交货期内完成印刷，无须担心印张划伤的风险，保

障企业能按计划完成生产任务。H-UV 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业务领

域，一个之前适用于 UV 印刷和丝网印刷的领域，如今，我们能

用 Chromolux、PVC（聚氯乙烯）、PP（聚丙烯）等承印材料，以

及适用于包装品的所有材料进行印刷。其次，我们能用小森

LS-429+H-UV 制作印数极少的短版活件，能像用数字印刷机一样

轻松，而且成本优势也十分明显。”

力求提供质量至上的高端服务

面对严峻的经济环境，Neuville Impressions 公司坚持致力于

为广大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诺伊维尔先生说∶“如果想在竞

争中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做得与众不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把

客户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而小森公司在‘客户至上’方面也恰恰做得非常好！虽

然我们公司的规模不大，但是我们与小森团队的所有成员，包括

总经理菲利浦·菲奥（Philippe Fiol）先生和销售总监塞巴斯蒂

安·莫宁（Sébastien Monin）在内，都经常保持联系。我与公司

的客户之间保持着紧密的沟通，凡是客户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我

来说就是头等大事。公司的客户对新型小森 H-UV 印刷机的表现

更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德米尼科·鲁克尔，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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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H-UV的威力大展宏图
Grafik Plus, Rosny-sous-Bois, France

用户简介

任何一种革新技术诞生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令人进退两难的选

择∶究竟是应该积极行动，凭借我们对技术研发厂商的信赖，立即

引入这项革新技术？还是应该慎重起见，等大多数印刷企业都已采

纳该技术，所有不确定因素都得到解决后，再动手引入该技术呢？

法国 Grafik Plus 公司的两位经理，德米尼科·鲁克尔（Dominique 

Le Corre）和弗莱德里克·鲁克尔（Frédérik Le Corre）从来都不畏

惧偏离阳光大道，行走在富具挑战性的僻静小路上。事实证明，这

种思维方式帮助他们获得了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他们成功地将一家

小规模印刷公司—1908 年创建的该公司于1957

年被两人的祖父收购—发展为一家拥有49 名员

工和 3,500 平米厂房的大规模印刷企业。如今，

厂房位于距首都巴黎不远的罗斯尼索伯阿市

（Rosny-sous-Bois）。继 2009 年取得了PSO 工艺流

程认证之后，最近，Grafik Plus 公司又荣获了

Imprim’Luxe 标签的荣耀。

很早就购买了小森机

 “1986 年，我们购买了第一台小森印刷机。”

回顾当时的情景，德米尼科·鲁克尔先生颇有感

触地说∶“那个时候，小森品牌在法国完全没有知

名度。当时，我们拥有两台双色印刷机，希望购

买一台 450×640mm 规格的四色印刷机，这种尺

寸的机型在当时的市场上需求量最大。于是，我

们联系了Destouches 公司，一家规模不大的小森

机产品代理商。为了让我们亲眼目睹实际运转的

小森四色 Lithrone 26 单张纸胶印机的威力，他们

陪同我们拜访了两家印刷企业。小森机具备的高

档印刷质量、高速印刷性能和低噪音的操作环境，

令我们大开眼界、钦佩不已！我们看到的四色

Lithrone 26 单张纸胶印机是市场上首台采用双倍

径滚筒配置的机器，小森公司在这一领域是名副

其实的先驱者。我们决定尝试一次购买小森品牌，

之后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在制药业

领域，我们拥有印刷 300克重的厚纸板的合同。

当我告诉客户我从日本设备制造商那里购买了一台

四色印刷机的时候，客户们还取笑我了。他们无

法想象，终有一天，小森质量能够成为全球标准。”

拥有多种尺寸的机型∶

从 360× 520mm到 720× 1,030mm

自最初购买小森印刷机之后，现在的 Grafik 

Plus 公司拥有九台印刷设备，分别是三台 GTO 印

刷机、两台数字印刷机、一台 720×1,030mm 规

格的小森八色 Lithrone S40P 双面印刷机、一台同

样规格的小森五色 Lithrone S40 单张纸胶印机、

一台 530×750mm 规格的小森四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LS-540 和 LS-429 都配置了水性

上光机组，最新的一台 530×750mm 规格小森五

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配置了H-UV 快速

干燥装置，于 2013 年 3月安装并投产。公司还拥

有一个宽敞的印后加工车间，随时存放着 600 吨

的印刷用纸。这些纸张中包括大量可供选择的获

得 FSC-COC 认证的纸张和再生纸。Grafik Plus 公

司为巴黎及周边地区的公共机构制作大量的广告



19Komori on Press

“我们的首台小森机，于 1986 年完成了设备的安装。我们是法国最早购买小森机的

用户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更是小森品牌的忠实粉丝！”
德米尼科·鲁克尔

用户简介

宣传单和文档。最近，公司以直接邮购的尼基市

场为目标，开始研发为个人定制的数字化印刷品。

精心策划的投资

Grafik Plus 公司曾经很不情愿地推迟了购买

一台配置了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印刷机。鲁

克尔先生解释说∶“在 2011年举办的 Graphitec 印

刷展上，我们发现了这项划时代的崭新技术。它

具有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但是，当时我们还在

为另外三台小森机偿还贷款。我们选择了等待时

机成熟后进行投资。还贷结束后，我们马上订购

了一台小森五色 Lithrone S29+H-UV，从充实生产

设备的角度来讲，它是最理想的机器。”

各种承印材料都能印刷

小森 H-UV 印刷机于 2013 年 3月完成了设备

安装，之后的印刷测试非常具有实践意义。鲁克

尔先生说∶“这项技术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有了

H-UV 快 速干燥 装置， 我们能用薄膜、 不干胶纸、 描图纸和

Chromolux 纸进行印刷。在我们为高档奢侈品市场—尤其是时尚

品牌及香水品牌—提供高精细网线印刷服务时，H-UV 同样能发挥

明显的优势。告别以往对印张划伤的担忧，操作员能集中精力对印

刷质量进行控制。由于印张到达收纸台时已经干燥，因此能立即送

去作后加工装订。”

运用不同机型扩大市场份额

“通过取长补短，发挥不同机型的各自优势，公司的产能扩大

了十倍。一方面，新型小森 H-UV 印刷机主要使用特殊承印材料印

制短版活件，另一方面，三个小组形成三班倒工作制，用其它的小

森机印制长版活件。自从我们掌握了H-UV印刷技术的专业技巧之后，

通过开发‘适用于’H-UV 印刷机的新市场，公司的印刷能力得到有

效提升。勿庸置疑，当前的印刷产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而如今仍

在顽强奋斗的印刷企业，恰恰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投资决

策。”鲁克尔先生斩钉截铁地说∶“出于不信任这项技术或不具备经

济实力而没有投资引入 H-UV 的印刷企业，会在不久的未来面临令

人担忧的前景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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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企业家的奋斗史
Doosung Print, Seoul, Korea

金相圭，总裁

用户简介

韩国首尔市的标志性建筑物“N 首尔塔”的正下方，是韩

国印刷行业的大本营，众多印刷企业云集在此。仅从这个地区

的各条街道的名称，人们也能想象出此地与印刷行业有着不解

之缘∶笔洞（练习书法的毛笔）、墨洞（墨锭）、铸字洞（铸字

工厂）。Doosung Print 公司就位于这片首尔印刷工业区之中，这

家小森印刷机用户企业正在以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全力以赴

地开展业务。

Doosung Print 公司总裁金相圭于 1992 年创立了这家印刷

企业，当时的企业名为 Yujin Print 公司。金总

裁 回 忆 说 ∶“ 我 第 一 次 接 触 印 刷 行 业 是 在

1980 年，作为一名员工直接参与单色胶印的

印刷业务。”高中毕业后，金先生开始寻找工

作谋生，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来到首尔。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学徒。

然而，他的工作经常在晚上很晚才开始，并要

持续一整夜。正在他四处寻找其它工作时，一

位熟人推荐他到某印刷厂当工人。“那个时候，

印刷车间的工作环境不是很好。整晚加班是常

有的事情，所以我经常是周一到公司上班，一

直干到周六，每天都在车间的角落里找个地方

勉强睡一觉。”金先生说自己坚持渡过了这段

困难时期，因为当时他还年轻，而且激情十足。

终于，他在 1992 年创立了 Yujin Print 公司。

安装小森 LS-540

令人 “难以忘怀的时刻 ”
最初，公司使用的是一台来自日本的二手

货小森四色对开印刷机。由于该机没有经过仔

细的维护保养，所以印刷质量很不好，难以让

客户感到满意。之后的一段时期，公司用一台

三菱印刷机开展业务。2006 年，经一位朋友

的推荐和联系，金总裁选购安装了一台新型小

森五色 Lithrone S40 单张纸胶印机。从此，公

司开始以高水准的印刷质量为客户提供服务。

“在我们首次安装了新型小森印刷机之后，就

开始通过摸索和实践，了解这台机器能印制哪

些种类的印刷品，以及怎样做才能开拓业务市

场。直到今天，这些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时常

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自从开始与印刷行业打交

道以来，那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时刻”。后来，

他们把企业改名为 Doosung Print 公司。多年来，

金先生一贯以坚持最高水准的印刷质量为企业

宗旨，公司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壮大实力，为了

提高生产能力，于 2008 年新增了一台小森五

色 Lithrone S26 单张纸胶印机。从最初的家族

式经营企业，经过一系列的扩张和厂房搬迁后，

现在的公司又新设了 CTP（计算机直接制版）

部门，员工人数达 21 人。

对印刷质量严格把关

提供高水准广告印刷品

Doosung Print 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娇

纳斯（Joinus）、HUM 和滨波（Beanpole）等服

装品牌，Goldendew、Stylus 等珠宝首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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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简介

Born Creative 及 ADline 等广告代理商—都与

公司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Doosung 公司的

90% 的业务订单来自这些客户，所以印刷质量

是企业的命脉和灵魂。“最近，越来越多的设

计师亲自来到现场确认印刷品的色彩，甚至连

单页广告都不放过，客户对印刷质量的要求也

是水涨船高。我们必须保证高水准的色彩再现

和稳定的印刷质量，以便满足客户的需求。鉴

于市场环境变得愈发严峻，我认为有必要投资

购 买 一 台 新 机 器， 并 决 定 安 装 一 台 小 森

Lithrone A37 单 张 纸 胶 印 机。” 金 总 裁 介 绍

说∶“在整体经济势态不甚乐观，印刷行业面

临严峻局面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有效

的途径，既能进一步提高印刷质量，又能减少

常规运营成本。这也正是小森韩国产品代理商

Iljin PMS 向我们推荐 Lithrone A37 单张纸胶印

机的原因所在。

LA37的产能与 LS40不相上下

2013 年 5 月，韩国首台小森四色 Lithrone 

A37 单张纸胶印机落户 Doosung 公司。这种机

型继承了享誉全球的小森 Lithrone 系列的基础

性能，与 LS-40 相比，LA-37 的结构更紧凑、

机器安装的所需空间更小、功耗更低、印版成

本也更低。Doosung 公司为 LA-37 配置了 PDC-

LITE II（扫描式油墨密度测定装置），用以保障稳定的印刷质量。

新型 LA-37 单张纸胶印机在 7 月份举办的一场成果演示会上闪

亮登场，到访的嘉宾们不难发现，与并排运转的五色 Lithrone 

S40 相比，四色 Lithrone A37 的机身确实更为紧凑。让嘉宾们

感到惊叹不已的是，LA-437 居然与规格更大的 LS-540 一样，

使用 636×939mm 尺寸的纸张印制了同样的活件。小森总裁出

席了活动并致词，祝贺首台 Lithrone A37 进驻韩国印刷市场。

金总裁兴奋地说∶“由于我们的厂房空间有限，因此小森

LA-37 是最理想的设备。自从安装这台机器后，我们每个月可

以减少 3 亿韩元的版材成本。”

金相圭总裁指出∶“对于高质量印刷而言，让印刷机始终

保持最佳状态是必不可少的。印刷机是一种很娇气的设备。为

了让机器发挥最大能力，保洁和维护保养工作十分重要。”由于

小森机是在张孝焕（Hyo-hwan Jang）厂长的指导下完成各项操

作，所以几乎没有听说机器在运转过程中发生过故障。张厂长

说∶“我对小森机的操作经验超过了十五年，一直以来，小森

机的印刷质量和小森团队的服务令我感到非常满意。另外，对

于 Iljin PMS 公司提供的大力支持，我也感激不尽。”用金总裁

的话来说，他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能让员工以满足的心态投入

工作的企业。”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今后，强化员工福利和

研发各类教学培训课程将成为他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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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rint公司强化设备阵容
Pro-Print, Durban, South Africa

左起∶贝利·罗伯特，首席执行官；伊薇特·罗伯特，总经理

用户简介

自四十九年前创业以来，位于南非共和国夸祖鲁 - 纳塔尔

省（KwaZulu-Natal）德班市（Durban）的 Pro-Print 公司，一贯

致力于为南非的知名制药厂提供质量精良的印刷品和包装品。

如今，公司的客户名单中包括多家绩优股企业，例如葛兰素史

克公司、亚斯潘医药控股公司、拜耳公司、赛诺菲集团及南非

化妆品巨头 Avroy Shlain 公司等。

71个印刷机组

随着药品市场的趋势不断发生变化，为了满足有增无减的

高质量印刷需求，多年来，Pro-Print 公司一直持续投资引入先

进的生产技术，现已拥有 71 个印刷机组和一整套性能卓越的新

款印后加工设备，还配置了最新的划时代的印前制版装置和作

业流程系统。

Pro-Print 公 司 总 经 理 伊 薇 特· 罗 伯 特（Yvette Roberts）

说∶“南非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与其它国度相比，南非

制药业发生的变化或许更大。引发这种变化的恰恰是市场本身，

随着政府部门加大了对医药行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医药品的供

需量持续增长，制药业也进入了欣欣向荣的发

展期。”

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Pro-Print 公司的

车间迎来了一台最新的生产设备，即新一代小

森六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进一步巩

固了该公司作为南半球的最大规模小森机用户

的地位。

OTC促使我们使用专色油墨

罗伯特女士接着说∶“公司拥有 21 台印

刷机，其中两台是 KBA 品牌，四台是海德堡机

器，另有十一台是小森印刷机。我们选择 29

英寸六色机型作为最新的投资对象，如今，可

以在药店柜台直接购买的非处方类医药品

（OTC）的数量越来越多，包装设计师正在为药

品包装盒加入更多的引人注目的色彩，例如绚

丽的橙色、紫色、蓝色等，这些色彩都是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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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简介

顾客眼球的亮点，最适合用专色油墨进行印刷。

有了新型小森六色机，通过一次过纸方式，我

们就能印刷这些色彩，并涂上光油或进行封

黏。”

Pro-Print 公司把新型小森印刷机看作是企

业未来发展中的战略性武器，不会与公司目前

专注的印刷业务发生冲突。据罗伯特女士介

绍∶“通过引进小森六色 Lithrone 单张纸胶印

机、新型上胶机和折页机，加上公司现有的模

切机、脱机 UV 覆膜机，我们已经万事俱备，

为开拓化妆品等新市场打下了基础，在化妆品

市场，我们已经拥有了一部分客户。化妆品市

场的印刷需求，在很多层面上与药品包装印刷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不仅使用的印刷设备相同，

而且对质量和色彩的严格把控也不相上下。正

因为如此，从公司的管理层到机器操作员都具

备足够的经验，知道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如何使

用厚重的承印材料进行印刷。”

既然车间里已经安装了海德堡和 KBA 印

刷机，为什么 Pro-Print 公司再次把绣球抛给了

小森公司呢？公司首席执行官贝利·罗伯特

（Barry Roberts）单刀直入地给出了明确的答

案∶“我们的机器大多是小森品牌，因为我们

一直对小森机的印刷质量和生产能力给予充分

的信赖。在之前的两次投资购买机器的项目中，

已经十分有限的车间剩余空间让我们倍感焦

虑，所以新机器的占地面积成为首要的考虑因

素。如今，我们扩大了车间的面积，得以用新

型六色 Lithrone S29 替换了一台五色 Lithrone 

28 印刷机。”

扩建厂房设备、拓展事业规模
自 1964 年起，Pro-Print 公司一直在德班

市内的一座建筑物内开展业务，在享受着交通

便利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失去了扩大厂房空间

的所有机会。直到 2012 年，公司买下了整幢

大 楼， 才 结 束 了 这 种 局 面。 罗 伯 特 先 生

说∶“2013 年 1 月，我们完成了对大楼高层

部分的翻修工程，新增了 1,000 平米的办公区

域，把办公室、管理部门和印前制版部门集中在这里。在前后

49 年的公司发展历程中，这是最具宏伟意义的厂房扩建项目，

翻建后的厂房总面积超过了 7,500 平米。通过把管理部门和印

前制版部门移至大楼的上层，一楼的车间里用于摆放印刷机和

印后加工设备的空间变得更宽阔，为今后购买新设备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在最近的一个财政年度，Pro-Print 公司的营业额猛增 33%，

整体营业额超过 1,500 万欧元，尽管主要为制药厂等专业性较

强的客户提供印刷服务，公司的规模也已经成长为南非第四大

印刷企业。如今，公司拥有 180 多名员工，其中一半以上已经

在公司工作了 10 多年。

 “考虑到南非的印刷市场份额总体上没有发生变化或增长

甚微，我们近期取得的业绩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伯

特女士说∶“在没有降低印刷质量的前提下，我们把生产成本

缩减至最低限度，这就是我们取得良好效益的秘诀。配置了先

进的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的新型小森

LS-629 单张纸胶印机，将为我们遵循企业宗旨，进一步扩大经

济效益，提供企业所需的一切帮助。我们真诚地期待六色

Lithrone S29 能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让我们的客户享受

更满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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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公司新购第11台小森机：LS-540
Zoo Printing, Bell, California, US

用户简介

如果你向 Zoo Printing 公司总裁丹·德龙（Dan Doron）提

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您能远离激烈的市场竞争呢？”他会这样

回答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公司竭尽全力提供一流水准的

客户服务。”创立于 2001年的 Zoo Printing 公司是一家在线批发商

务印刷企业，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服务印刷行业。德龙先生说∶“我

们能以最合理的价格提供最优质的产品。但是，若不能提供最高

水准的客户服务，我们也无法成为市场上的领军人物。”

Zoo 公司为广大客户提供上千种产品，从明

信片、演示文稿的文件夹到横幅广告、POP（店

头陈列品∶Point of purchase advertising）等一

应俱全、应有尽有。公司拥有包括数字印刷机、

大尺寸胶印机在内的生产设备。如今，令公司感

到无比自豪的是，客户数量已经超过了5 万名，

其中一部分客户有效利用了Zoo 公司的网络印刷

（web-to-print）门户网站。该门户网站的网页采

用了一系列独到的设计，有助于更轻松便捷地开

展业务，包括一套无懈可击的后台管理系统和能

够提升客户体验（例如在线设计等）的多种任意

选项。用德龙先生的话说∶“为了让客户感到公司

的网页非常友好和直观，我们真的是付出了极大

的努力。”

小森成为 Zoo公司快速成长的坚实后盾

自 2001 年创业以来，Zoo 公司一贯保持快

速成长和扩展的势头，除了加利福尼亚工厂之外，

又 在 新 泽 西 州（New Jersey） 和 肯 塔 基 州

（Kentucky）新建了生产基地。最近，新泽西工

厂迎来了公司的最新一款小森印刷机，即五色

Lithrone S40 单张纸胶印机，成为该公司引进的

第 11台小森印刷设备。

为了能快速扩大公司的规模，为客户提供出

类拔萃的印刷质量，Zoo 公司选购二手小森印刷

机作为工厂的生产设备。对此，德龙先生解释

说∶“小森印刷机是物有所值的设备，既易于操

作又能保持稳定的色调，客户对交货期和印刷质

量的要求非常严格，小森机的这些特征是帮助我

们满足客户需求的关键因素。在小森团队的帮助

下，我们能对购买的二手机进行升级改造，这样

它们看起来几乎和新机器一模一样。”

对于 Zoo 公司生产副总裁吉姆·雷玛（Jim 

Lemmer）而言，确保这些小森印刷机能以最高作

业效率进行运转，也是其承担的职责之一。作为

网络印刷市场的一位资深业内人士，雷玛先生一

直在幕后积极指导 Zoo 公司有效利用小森美国公

司推出的 KomoriKare 项目所囊括的各类服务。

他说∶“我们的客户期待能在极短的交货期限内，

以满意的批发价拿到最高质量的印刷品。有了小

森的支持，我们完全有能力超越客户的期待

值。”Zoo 公司已经将小森机上的 PDC-S（扫描式

分光测色仪）升级为速度更快、功能更强的

PDC-SII（扫描式分光测色仪），并对给纸装置进

行了升级改造，进一步提高了输纸过程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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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丹·德龙，Zoo Printing公司总裁；理查德·楚，
小森地区销售经理；吉姆·雷玛，Zoo公司生产副总裁。

“小森印刷机是物有所值的设备，既易

于操作又能保持稳定的色

调，客户对交货期和印刷质量的要求非常严格，小森机

的这些特征是帮助我们满足客户需求的关键因素。”
丹·德龙

用户简介

截至 2015年全面转为 UV印刷

据雷玛先生介绍，目前已经有三台小森印刷

机在用 UV 油墨进行印刷，公司计划在 2015 年

之前，让所有印刷机都转为使用 UV 油墨∶“这样

一来，公司所有工厂里的印刷机将能提供同等水

准的印刷质量，这对于我们巩固和维持自己在市

场上的定位来说至关重要。”雷玛先生告诉我们，

Zoo 公司在三处工厂分别配置了同样组合的生产

设备，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稳定的生产体制和产品

质量。另一项重大举措，就是重新审视和完善公

司的整套生产工序。“我们和一位效率专家一起合

作，从印前制版直到印刷品出厂送货，针对所有

生产环节执着探讨如何才能避免一丁点的浪费。

这是一项繁琐的工作，但是从提高作业效率和客

户满意度的角度来讲，这样做的确意义非凡、收

效显著。”

“我们视其为互利互惠的双赢关系 ”
这一点与德龙先生的企业发展战略不谋而

合，每隔两年，他都为自己的公司新增了一处生

产基地。自 2005 年以来，Zoo 公司一直保持着

两位数的年增长率。“随着印刷行业不断发生变

化，我确实坚信自己的业务模式有助于印刷行业

的发展。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在试图说服相关印

刷企业—这些企业或许正在为‘怎样做才能成

为印刷分销商？’、‘怎样做才能留住客户？’而

烦恼不已—劝导他们出让生产设备，把印刷任

务交给我们来完成。我们视其为互利互惠的双赢

关系。”

小森美国公司高级销售副总裁杰克·哈德蒙

（Jacki Hudmon）认为，KomoriKare 恰恰是为 Zoo 公司这样的小森

用户设计的服务项目∶“小森印刷机在业内是稳定性最好的机器，

由于美国经济处于疲软状态，许多小森用户正在尝试尽可能地延

长机器的使用周期。我们推出的 KomoriKare 服务，提供了广泛的

机器升级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小森用户最大限度地提高小森机的

生产效率和产能。从 Zoo Printing 公司的实际例子来看，我们相

信自己倡导的 KomoriKare 服务，使我们成为业内的佼佼者，显得

格外与众不同。”德龙先生对此也表示赞同∶“我们所开展的事业，

就是在业内寻找最好的价值，并把这种价值提供给广大客户。对

于我们来说，小森品牌是取得事业成功的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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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印刷公司Orenkart迎来LS-629
Orenkart, Orenburg, Russia

安德列·弗洛夫，首席执行官兼业主

用户简介

Orenkart 公司的主要工厂设在俄国奥伦堡市（Orenburg），

位于首都莫斯科的东南方 1,500 公里处，靠近俄罗斯与哈萨克

斯坦的边境。另外，公司在莫斯科也拥有生产基地，员工总数

超过 200 人。

最近，公司投资购买了一台小森六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

胶印机 +UV 干燥装置，并配置了小森 PDC-SII（扫描式分光测色

仪）和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

创建于 1997 年的 Orenkart 公司是俄罗斯国内首屈一指的

塑料卡片制造商。该公司每月为俄罗斯、独联体（CIS）及其它

一些国家境内的超过 2,000 家客户，印制 1,000 万张卡片。客

户名单中包括银行、零售商、保险公司及移动电话运营商。

Orenkart 公司印制的卡片适用于广泛的用途，例如金融服务卡、

顾客忠诚计划卡、礼品卡和社区卡等。大多数卡片是客户订制

的个性化卡片，包括触摸式或非触摸式芯片卡。另外，还提供

耐划痕、加芳香、防伪、凹凸印等附加值印刷服务。

产品研发服务是 Orenkart 公司的一大强项，在顾客忠诚计

划的领域能提供多种标新立异的卡片解决方

案。这是 Orenkart 公司的总承包（turnkey）服

务项目中的一个环节，从卡片概念的设计、研

发、印刷到包装和送货，实现全套承包服务。

公司还经常印制、设计一些与文学领域有关的

印刷品，例如小册子、产品促销资料以及 A8

尺寸的广告单。这就要求 Orenkart 公司必须拥

有一系列功能齐全的印后加工设备，包括插页

机、上胶机和小型折页机。

扩大产能的需求

在 Orenkart 公司的面积达 8,000 平米的现

代化厂房里，之前已经有一台 2008 年安装的

小森四色 Lithrone 28 单张纸胶印机，新型小森

六色 Lithrone S29 的到来为公司扩大了生产能

力，使得企业的销售额和营业额持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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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简介

安德列·弗洛夫（Andrei Frolov）是 Orenkart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业主。毕业于莫斯科国立鲍

曼技术大学的这位高材生，自创业的那天起，

就与公司同甘苦、共患难。他回顾了公司发展

历程中的一些关键时刻∶“1999 年，我们开

始印制商业的塑料卡片。到 2005 年的时候，

我们每月印制 500 万张卡片，印制的卡片总数

超过了 2 亿张。2009 年，我们成为国际制卡

商协会（ICMA）的会员，2012 年，我们在制

卡领域取得了 ISO 认证。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

家，公司于 2013 年取得了万事达（MasterCard）

和维萨（Visa）的认可，允许我们为其印制储

蓄卡。”

弗洛夫先生接着说∶“由于越来越多的行

业把塑料卡看作是有效的促销工具，因此塑料

卡的市场需求量也在不断扩大。另外，现如今

不仅仅是大型金融机构和零售商知道各类卡片

能提高顾客的忠诚度，扩大企业的收益。我们

还在帮助许多小企业研发有助于提高顾客忠诚

度和企业利润的各类计划。”

 “从生产角度来讲，塑料卡市场所体现的

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对制卡的稳定性、质量

和防伪方面具有极为严格的要求，同时还要源

源不断地采用最新技术，从视觉上让卡片显得

格外引人注目。在很短的期限内保证送货给客

户，是另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Orenkart 公司

拥有独自的运输团队，通过与精心挑选的国内

和国际运输公司开展合作，为俄罗斯国内及独

联体的广大客户提供快速稳妥的送货服务。

弗洛夫先生向我们介绍了 Orenkart 公司的

生产理念∶“我们力求改善公司的每个层面，

通过在所有部门替换和安装最新的现代化设

备，扩大工厂的规模和阵容，并确保所有员工

经过全面培训掌握最新的印刷技术，使他们能

胜任所承担的工作。”

“我们不是单纯地制卡，

我们是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确保自己能满足当前

及未来的客户交给我们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因为公司从事的业务不是单纯地制造塑料卡，

而是提供完整的、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我们所

做的投资恰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战略，就是不

断寻找既能为客户也能为我们自己带来竞争优

势的最新附加值。”

关于 Orenkart 公司最新投资购买的小森印

刷机，公司的调研前后花费了数个月的时间。“我们对相似配置

的小森 Lithrone 机在印刷车间里的实际运转情况进行了仔细的

调研，最终确信新型小森机的印刷质量和配置的可靠性，符合

公司的要求。凭借对公司现有的小森四色印刷机和 Screen 公司

的 CTP 出版系统的操作经验，我们早就对日本技术持有积极肯

定的评价。”

“我们一直在试图扩大产品范围，强化生产能力，并进一步

缩短作业工时。我们发现最新的小森 Lithrone S 系列机能给公

司带来许多优势，包括缩短作业准备时间、将材料损耗减少至

最低限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森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

小森快速调机系统）和 PDC-SII 扫描式分光测色仪。无论在速度

还是精确性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森公司作为

UV 印刷领域的领军企业所拥有的良好声誉，也令我们钦佩不

已！”

“另外，我们还要向小森俄罗斯产品代理商 Yam International

公司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支持，我

们很愿意把他们看作为亲密的合作伙伴。我们知道，在他们的

帮助下，我们按计划地完成了机器的购买、安装和运行。”

 “从小森 Lithrone 印刷机的配置上来看，在印刷塑料卡时，

用 B2 尺寸就能印制最佳数量的重复图案，所以承印材料的尺寸

大小不再会困扰我们。有了小森 LS-629 单张纸胶印机，如今我

们可以减少承印材料的数量。事实上，自从安装小森 LS-629 之

后，我们的大多数制卡业务都是利用这台机器，通过一次过纸

方式印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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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

为机器升级提供更多的选择

许多单张纸印刷机通过升级能够配置

划时代的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这样

一来，印刷企业就能印制高附加值的活件，

并能大幅度缩短印刷工时。企业可以完全

摆脱喷粉带来的所有困扰，印张能立即送

去进行印后加工和装订，印刷车间的工作

效率能得到显著的提升。

由小森公司独自研制的净水装置和润

版液过滤装置组成的小森润版液管理装

置，也是本次 JGAS 参展内容中的亮点。

净水装置采用逆渗透膜去除原水中的不纯

物质，能减少润版液的添加量，抑制金属

墨辊受润版液侵蚀发生氧化而排斥油墨的

现象，从而减少各项成本。过滤装置能去

除混入润版液的纸粉、油墨、油性物质等

不纯物质，实现高质量印刷。由于大约

80% 的印刷故障起因于润版液，所以这两

套润版液管理装置在确保印刷生产的稳定

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其它一些用于降低功耗、节省

作业时间、避免发生印刷故障的数字式测

量仪器也在会展上亮相∶如数字式橡皮滚

筒下凹量（也称超肩铁量）测量仪，即使

是没有丰富操作经验的操作员，也能快速

准确地测量橡皮布滚筒的包括包衬在内的

高度。还有数字式压印线宽度测量仪，能

测量墨辊与水辊的压印线宽度，方便了数

据管理和维护保养。一系列 K-Supply 相关

产品也令人大开眼界，其中包括各类印刷

耗材，例如用于清洗的洗涤剂、用于 H-UV

和 UV 印刷的各类辊子、高性能油墨、用

于常规油性印刷的水辊等。

2013 年 10月上旬，JGAS 2013（日本

印刷展览会）如期在日本东京举办，小森

技术服务中心在会展上推出了全套服务和

相关产品，力图进一步完善小森印刷机的

服务体系，提高印刷质量和环保效益。

参展的 DC 鼓风机和 DC 电机是可以

配置在现有机器上的高效节能型解决方案，

能减少电费和维护保养成本，让企业立即

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DC 鼓风机能减少

45% 的功耗，DC 电机能减少 21% 的耗电量

（根据电机尺寸的大小会发生变化）。与被

替换的产品相比，DC 鼓风机和 DC 电机的

结构更紧凑、技术更先进，两者具备的绿

色环保潜能有助于企业取得 ISO 14001 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

[Komori serViCe]

Tokyo

面向全球提供多样化技术服务

提高小森用户的竞争优势

小森技术服务中心的多样化产品能在

印刷生产的多个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提高印刷质量、加快作业效率、节省能源、

降低维护保养成本、提高机器效率、延长

机器的使用周期、取得 ISO 14001 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等，这里仅仅列举了一部分实

例—通过遍布全球的小森公司分支机构

和产品代理商，绝大多数产品已经被世界

各地的小森用户所采纳。小森公司的技术

服务理念是，为用户提供一切有助于提高

竞争优势的各类产品。小森公司∶有求必应

的综合印刷解决方案供应商。

JGAS会展上的技术服务内容备受瞩目，
各种解决方案一应俱全、应有尽有。
精心设计的各种解决方案让广大用户在竞争中掌握决定性的优势。可供用户对机器进行翻新、升级的各类耗材、配件和装
置一应俱全、应有尽有。从取得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到降低耗电成本，在JGAS（日本印刷展览会）的小森技术服务
区，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

小森技术服务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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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森欧洲图像技术中心（KGCE）设在

位于荷兰乌德勒支市（Utrecht）的小森欧洲

总部设施内。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满足小森用

户和产品代理商提出的多方面需求，二是为

了完善最新款的小森印刷机（胶印及数字印

刷）和配套的生产管理系统，使其更好地

与企业内部的高级印前制版系统进行衔接。

KGCE 的服务团队由一批经验丰富的小森工

程师组成，每个人都对全球印刷行业的实

际情况了如指掌。

最近，为了支持小森公司成功转型为

印刷工程服务商（PESP），作为公司全球研

发部门之一，KGCE 的职能变得进一步扩大，

把针对重要的、令人振奋的新产品进行的调

研活动纳入工作内容，其范围涉及印刷行业

的所有环节。

当然，KGCE 的主要职能是小森公司在

欧洲地区的机器现场演示中心，每周都会

Tokyo

[KgC]

Tsukuba

多次举行小森机的现场演示活动。另外，

这里还经常举办成果演示会和研讨会活动。

开展个性化的技术培训也是 KGCE 的一项

重要职责，无论对小森用户还是小森员工

来说都十分关键，这样才能从机械、电气

和软件操作的层面上，随时了解最新研发的

产品和技术。如今，KGCE 在小森战略研发

项目中也占据着主导性地位。

在产品研发中发挥关键作用

为规划全新 K-Supply产品范围出谋划策

开展调查、测试和研发工作，是规划

全新小森 K-Supply 产品范围的关键因素。

如今，KGCE 的职责就是与业内合作伙伴及

广大用户携手合作，把整体印刷生产流程

中的产能和效率提升到一个崭新的水准。

从实际角度来讲，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呢？小森欧洲公司产品研发总监汉斯·浩本

（Hans Hauben）解释说∶“我们相信，差异

化是小森印刷机为广大用户带去的竞争优

势。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为小森机供应附加

值配套产品，让小森用户能更好地提供与

众不同的印刷服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寻

找 和 协助 研发 适 用于小 森 机 的各 类 产

品—例如 H-UV 快速干燥装置—都属于

我们的工作范畴。”

“作为 KGCE 新规划中的一个关键举

措，我们正在与欧洲各地的合作伙伴及供货

商，开展多个大力度、高效益的产品研发项

目。此举将确保我们能根据广大用户的特

殊情况和需求，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标

新立异的解决方案。”

 “KGCE 已经开启了迎接所有新研发产

品的大门，具体来讲，就是以用户的名义进

行产品测试、对供货商拿来的产品和创意

进行技术审核、帮助供货商完善产品的性

能、帮助供货商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替代

的产品。为了更好地达成这一目标，KGCE

与位于日本小森筑波工厂内的同类机构

KGC（小森图像技术中心），还在研发经验

和背景方面实现了信息共享。”

“确保小森品牌和小森印刷机能持续

不断地突破印刷质量及生产能力的极限，

这一点永远是我们的行动纲领。毫无疑问

地是，在未经全面测试确认 K-Supply 产品

的实用性，并且没有粘贴 KGCE 许可标签

的情况下，任何产品都不会被投放市场。”

机器现场演示

KGCE 培训

产品验证

调查和

研发

KGCE致力于各项研发活动
力求在欧洲扩大K-Supply产品的供应范围
最近，位于荷兰乌德勒支市（Utrecht）的小森欧洲图像技术中心（KGCE）除了进行小森印刷机的现场演示，举办成果演示
会活动以外，还承担起更多的职责。具体来讲，就是与小森用户和多家供货商开展合作，调查、测试和研发适用于K-Supply
解决方案的各类新产品。

小森欧洲图像技术中心



美国芝加哥∶Print 13
2013年 9月，在美国芝加哥市（Chicago）举办的 Print 13（美国国际
印刷及纸加工博览会）期间，小森美国公司以 “万事按需 ”为主题，推
出了精彩纷呈的参展内容∶用一台六色 Lithrone SX29单张纸胶印机展

现按需胶印（OffsetOnDemand）的威力；用一台 Impremia C80彩

色数字印刷机和可变数据，展示按需数字印刷（DigitalOnDemand）
的风采；用 K-Station（印刷工序管理软件 /JDF接口）突出按需作业
流程（WorkflowOnDemand）的亮点；让来访的嘉宾们共享社会媒体
网站上的照片，体验按需市场营销（MarketingOnDemand）的魅力。
小森美国公司总裁兼 COO宫尾和良（Kosh Miyao）高兴地说∶“来访
小森展台的嘉宾们留下的反馈信息，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小森公司
的未来发展前景无限光明！”

2013年 6月，大约 80位印刷行业精英人士及珠海印协理事单位的董事们应

邀参加了珠海明英印务有限公司的十周年庆典活动。在当天的活动中，该公
司用小森四色 Lithrone G40单张纸胶印机和 PDC-LITE II（扫描式密度测量
装置）进行了振奋人心的机器现场演示。小森印刷机的卓越性能和扫描式密
度测量装置的广泛用途，给参加活动的嘉宾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3年 9月，在位于荷兰乌德勒支市（Utrecht）小森
欧洲总部的小森图像技术中心举办的 H-UV成果演示

会上，小森公司用八色 Lithrone G40P双面印刷机和

配置了上光装置的五色 Lithrone S29单张纸胶印机，
进行了高潮迭起的机器现场演示，印制了不同类型的多
个活件。KIE产品代理商销售经理托尼 · 卡特（Tony 

Carter）说∶“通过机器的现场演示及走访近邻的小森
用户企业，广大客户们对小森 H-UV快速干燥装置的超

强实力和附加值有了充分的体验和认识。我相信，本
次活动后，很快就能接到用户要求订购 H-UV快速干

燥装置的业务订单。”

最近，在小森土耳其产品代理商 Aras Grup公司的协助下，聚焦独具特色的小森 H-UV快速干燥

装置的新一轮 Printology研讨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Istanbul）隆重召开。托尼·卡特（Tony 

Carter）先生评价本次研讨会时说∶“研讨会期间，我们把焦点对准了H-UV快速干燥装置在生产

能力和印刷质量方面体现的优越性。我们非常高兴能邀请到很多嘉宾前来参加活动，所有人都对
小森 H-UV快速干燥装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 H-UV快速干燥装置的更多 Printology研讨

会已经被排上日程，不久将会陆续登陆丹麦、波兰、南非和中东地区。

中国珠海∶成果演示会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Printology

荷兰乌德勒支市∶Kie成果演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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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芝加哥∶Print 13 日本东京∶Jgas
在 JGAS 2013（日本国际印刷展）上，按需胶印（OffsetOnDemand）
与按需数字印刷（DigitalOnDemand）解决方案在全球首次协作完成了
印刷活件。此举成为小森公司在改革创新之路上，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
的里程碑。具体来讲，一台 29英寸单张喷墨数字印刷机与一台配置了

H-UV快速干燥装置的 Lithrone A37单张纸胶印机，以及一台用途广泛
的 Impremia C80彩色数字印刷机，通过联手合作完成了印刷任务。
DoNet展区推出了 2014年春季即将上市的可安装在数字印刷机上的

K-Station版本 4，这款新版本的 K-Station（印刷工序管理软件 /JDF接

口）借助 iPad触摸屏平板电脑来操控作业流程，不仅能控制印刷机，还
　　　　　　　　　　　　 能控制数字化印前制版装置和印后加工设备。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FgD expo

泰国曼谷∶Pack Print
德拉鲁公司举办慈善活动2013年 8月，在泰国首都曼谷（Bangkok）的 BITEC

展览中心举办了 Pack Print International 2013展览会。
小森泰国产品代理商 Ferrostaal Thailand公司在展会期

间，为到访的嘉宾们介绍了有关小森印刷机的相关情况，
包括展示了全套印刷样品、产品手册，现场的专家还为
咨询者提供了详细的小森产品信息。

2013年 9月，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Jakarta）举办的 Forum Gra�ka Design Expo 2013

展览会吸引了超过 136,000名的嘉宾前来参观，本次展会的内容涉及印刷、包装、出版和促
销领域。小森公司的参展机型是一台四色 Enthrone 29单张纸胶印机。展会期间，小森展台
每天都迎来潮水般的人群，每逢机器的现场演示时，场内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iPeX 2014

伦敦国际展览中心

2014年3月24日至29日

在伦敦观看小森印刷机的现场演示

下届 

在 德 拉 鲁 印 钞 公司（De La Rue） 盖 茨 黑 德
（Gateshead）工厂举办的全新小森纸币印刷生产线
的剪彩仪式上，小森公司通过捐款方式，表达了对
英国麦美伦癌症援助中心的支持。下方照片中的人
物分别是小森董事长兼总裁兼 CEO小森善治

（Yoshiharu Komori）与负责慈善活动的地区经理
简 ·克丽（Jane C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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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森公司

2014年

挂历

环保理念∶通过在所有生产环节采

取注重环保的有效措施，确保所有
小森员工随时随刻保持高度的环

保意识，小森公司一直孜孜不倦地
致力于为保护地球环境做出应有的

贡献。

用H-UV展现完美无瑕的美感

小森公司把大自然的无限美景作为主题来制作每年的挂历，以此来表现对注重环保做出的承诺，2014年小森挂历是全
新系列的第一部作品，题名为“完美无瑕的美感”。本年度挂历的每页中的主题照片，选自著名摄影师凯特·斯科特（Kate 
Scott）的作品，这是一位在苏格兰居住和工作的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她的照片受到根植于植物界和自然界的许多事物
的影响，是激发她创作的那些芳香和质感的视觉再创造。凯特的独特风格表现在其对光线的敏锐感觉和对细节的完美

关注，这两者都增强了被拍摄物体的感官冲击。

摄影师∶凯特·斯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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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手合作进行图像渲染

为了制作2014年小森挂历，日本凸版印刷公司创作小组，与位于筑波（Tsukuba）工厂的小森图像技术中心（KGC）下
属研发中心的多位专家联手合作，共同探讨使用什么样的印前制版装置和印刷技术来展现绚烂的花朵和叶脉的纹理。对

每张照片的关键要素以及每项工艺的潜在效果—包括图像编辑、使用的专色油墨、OP光油和UV光油等—都进行了

反复斟酌和深思熟虑之后，最终制作方案正式拍板。

插图说明

2014年的小森的挂历，是以花朵作为主

题。与往年一样，使用了八色加上光以及配置有

H-UV快速干燥装置的LithroneS40（LS-840）

机印刷的。在充分发挥该机功能的情况下，印刷

了一幅幅生动鲜艳的花卉。挂历的封面，是一朵

覆盖整页的玫瑰花。为了加深印象，对花朵作了

大胆的剪切。以红色为基调的玫瑰花，为了体现

出精致绚丽的色彩层次，使用了专色粉红油墨、

逆向上光油和UV光油。画面背景使用了哑光油，

提高了在视觉和触觉上的立体感。还使用了较之

通常的逆向上光效果更为细腻的阶调版，使花瓣

上的脉路清晰可见、栩栩如生。

封面∶以黑色为背景的玫瑰花
黑色背景涂了哑光油

花朵的明亮部分用了

专色粉红油墨

花朵的暗调部分涂了

逆向上光油

花朵的暗调部分及标题作了

局部UV上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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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4c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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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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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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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

DU

On

C

100l

H-UV

On

这幅图案的寓意是 “浮现在黑暗中的花

朵”。首先跳入眼帘的靠身边的花瓣的白色部

分，为了使花朵呈现生动鲜明的色泽，上了UV

亮光油。为了使花朵周围逐渐与背景相融合，从

花朵中心部分起到其周围部分，分别涂了逆向光

油、亮光油墨（不是光油）和哑光油，使色彩自

然地从亮色过渡到暗色。给接近背景的花瓣使用

了哑光油，使其能非常柔和、协调地与黑色背景

相融合。还给部分花瓣上了珠光光油，给花朵增

添了艺术色彩。

一月至二月∶茂盛

第三层花瓣为了呈现出

层次而上了哑光油

花瓣使用了蓝色专色油墨

第一和第二层的花瓣上了

UV光油（局部上光）

第二层花瓣涂了逆向上光油

花朵的白色部位涂了

珠光光油

1c

PV

2c

BK

DU

Off

3c

C

4c

M

5c

Y

6c

SB

DU

On

7c

MV

8c

DV

DU

On

C

100l

H-UV

On

SB SP MV DV 100lSR
专色蓝色

专色绿色

专色粉色

专色黄色

专色红色

珠光光油

哑光油

有光泽光油

逆向上光油 100线/cm

SG SY PV 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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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案很简洁，在无光泽的黑色背景中晶

莹剔透的花朵脱颖而出。整个图案主要用黄色和

红色来表现。为了加深第一眼的印象，在花瓣的

红色部分涂了逆向上光油，在花瓣的黄色部分上

了UV光油。因光的漫反射的作用，把黄色部分的

色泽烘托得更鲜艳光亮。因画面简洁、色彩鲜明

且纯净，故呈现出了清爽高雅的质感。

三月至四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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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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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背景涂了哑光油

花瓣的黄色部位使用了

专色黄色油墨

对花朵整体的轮廓

进行了局部上光

逆向上光油主要涂在花

朵的红色部位

把形状漂亮的花朵放在了一个悦人眼帘的空

间，用专色绿色油墨呈现出花朵的鲜艳明亮的色

泽，给观者带来了清新的美感。运用逆向上光的

效果强调出了质感，进一步突出了布局在这空间

里的花的厚重感。为了避免背景显得单调，又为

了使花朵顶部更加瞩目，所以，黑色背景采用了

能产生层次的哑光上光方式。

五月至六月∶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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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背景从上至下涂了

层次渐变的哑光油

对花朵整体的轮廓进

行了局部上光

花朵的绿色部分使用了

专色绿色油墨

逆向光油主要涂在

花朵的绿色部位

整体的花瓣使用了专色红色油墨，使花朵

呈现出该种花色的厚重感。通过使用有光泽光

油、哑光油和两次涂布哑光油的方法，呈现了不

依赖光泽、却显得稳重大气而又富有深度的花朵

形象。上了两次哑光油的花瓣部分，与其他花瓣

相重叠、与背景之间拉开了距离，给本来就显得

稳重优雅的花朵增添了立体感。

七月至八月∶平静

1c

BK

2c

C

DU

Off

3c

M

4c

Y

5c

SR

6c

MV1

DU

On

7c

MV2

8c

GV

DU

On

-

-

H-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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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花瓣和黑色背景

涂了哑光油（1）

第三层花瓣涂了哑光油

（2）

花朵部位使用了专色红

色油墨

花朵的中央部位涂了有

光泽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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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之所以痴迷于摄影，主要源于我渴望进行绘画创作。我曾打算通过自己拍摄的照片，进一步熟悉和了解被摄体的本质，但是当我疯狂地拍摄了大量的照

片之后，发现通过相机镜片所看到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令人如痴如醉。对于我来说，所有的花朵都具有特殊的魅力，而且每一朵花看起来都像是独一无二、

绝无仅有的生命体。相互重叠的花瓣显得性感多姿，娇嫩的花色和细腻的叶脉更是大自然的神奇杰作，没有任何一双凡人之手能够与之匹敌。我试图通过每张

照片，从形状和细节上捕捉这些来自大自然的爱，对于我来说，用100多个小时编辑一朵花，绝不是罕见的事情。我的“编辑过程”更像是在用高端数字化技

术进行绘画，具体来讲，就是一个像素接一个像素、煞费苦心地再现最完美的细节，后来我发明这种编辑技术竟耗费了三年多的时间。正因为挚爱，所以觉得

苦中有乐，它让我在心灵上感受到巨大的满足。我一直渴望创作崭新的作品，当看到我的摄影作品给其他人带来欢乐时，让我感到不甚欣慰、乐此不疲！在全

球各地的YellowKorner画廊，可以买到我的摄影作品精选集。

摄影师∶凯特·斯科特

这是一幅少有色彩的白色花朵的图案。利用

了涂布珠光光油所产生的珠光效果，使花瓣在相

互重叠中显得层次分明。通过逆向上光的效果，

增强了花朵本身持有的质感。在花瓣重叠部分逆

向光油的量上得比较少，在接近背景的部分逆向

光油的量上得比较多。由此，增强了底层花瓣的

珠光质感。使整体图案呈现出银白色的视觉效

果，而无暗混的感觉。

十一月至十二月∶花边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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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整体涂了珠光

光油

黑色背景涂了哑光油

对花朵的轮廓进行了

局部上光

花朵部分（除高光部分

以外）涂了逆向光油

在此图案中，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哑光OP

光油的效果，在上哑光光油之前和上哑光光油之

后都用机组间干燥灯进行了干燥。以此来增强黑

色背景的哑光效果，使处于画面中央的花朵显得

栩栩如生，大有呼之欲出之感觉。在制版时对图

像作了细致的编辑，提高了花瓣脉路的清晰度。

印刷时为了突出橙色鲜艳的色彩，调节墨色时做

得非常用心。上光装置用了感光性树脂版。这种

版子对于非逆向上光部分能形成平滑度高的光泽

面，对于要求呈现逆向上光效果的部分，又能形

成质感强的磨砂效果。为此，能使图案整体呈现

强烈的反差。其结果不只是在视觉上、即使用手

抚摸也能感觉出画面的立体感。

九月至十月∶火焰

1c

BK

2c

C

DU

Off

3c

M

4c

Y

5c

MV

6c

DV

DU

Off

-

-

-

-

DU

On

C

100l

H-UV

On

黑色背景涂了哑光油

在花朵的暗调部分涂

了逆向光油

对花瓣的轮廓进行了

局部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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