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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38S H-UV
轮转胶印机∶

生产效率和印刷质量的新标准



SYSTEM 38S H-UV

无懈可击的完美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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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专题报道

通过技术服务和 KGC尽显小森感动用户的风采
凭借公司DNA中蕴藏的独特天资，位于日本的小森技术服务部门完成了
用户对Lithrone 50单张纸胶印机提出的高难度翻修订单。KGC（小森图
像技术中心）特地为中国雅昌文化集团举办了一次新春印刷工厂管理培训
活动。让他们近距离地了解小森公司为实现感动客户所实施的具体做法。

10专 辑

Pepio印刷机首次印制电子设备
印刷电子正在迎来变革的时期，小森的Pepio印刷机在同类型设备中将被
置于前卫。介绍目前业内形态的最新情况，以及Pepio F20和R20凹版胶
印机在近期展会上取得的成绩。小森公司在高精度机器制造领域发挥领
军人物的作用，在一个全新的舞台表现得熠熠生辉。

4专 辑

在筑波工厂举办的成果演示会，展示了一款新型的小森轮转胶印机∶配置了H-UV快速干
燥装置的System 38S轮转胶印机。该轮转胶印机在保持原来机型的生产效率的基础上，
改变了机械结构，缩短了整个机身的长度，大幅度提高了环保功能。为网络接单和实现合
版印刷模式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

System 38S H-UV轮转胶印机首次面向海外客户亮相

14
变革顾问让一切显得与众不同
用户简介

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热带岛屿和人口稠密的巨大城市，在朝气蓬勃的初创
企业和根深蒂固的印刷巨头企业，小森印刷机都扮演着变革顾问的角色，成为推动企业
成长和改革的关键动力，备受印刷行业的期待。从结构紧凑的29英寸Enthrone单张纸胶
印机，到庞大无比的32页规格System轮转胶印机，小森印刷机让一切显得与众不同。

34
小森欧洲图像技术中心（KGCE）举办了Printology H-UV成果演示会，而筑波工厂则举
办了一年一度的春季成果演示会，其主题同样是H-UV快速干燥装置。遍布各地的小森用
户云集一堂，参加了研讨会和观看了机器的现场演示。有关人员对各式各样的K-Supply
解决方案和即将上市的K-Station（印刷工序管理软件/JDF接口），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请看相关照片和统计资料。

KGCE和筑波工厂举办 H-UV成果演示会活动
展会花絮

no.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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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克罗地亚∶贾德兰科 ·普斯克（Jadranko Pušec）是克罗地亚 Radin Print公司的管理层成员，在
筑波工厂看到的 System 38S H-UV令他大开眼界。他的公司拥有多台轮转胶印机，包括两台 32页规

格小森 System 38D 轮转胶印机和一台 16页规格 System 38S 轮转胶印机。“我认为今天看到的
System 38S H-UV轮转胶印机是非常棒的一台机器，预计今后将会大有用武之地。它的操作非常简单，
象征着技术的进步，对于印刷机的操作而言，越简单越好。因为不用安装热风干燥装置和冷却装置，就
意味着印张不会因接触热能而 ‘受损 ’。今后，我相信 System 38S H-UV将在欧洲短版印刷的 B-to-B

电子商务市场里发挥作用。今后如能印刷更厚的纸张，这款小森轮转胶印机便能用来印制高端产品样本。”
贾德兰科·普斯克
管理层成员

Radin Print公司

System 38S H-UV轮转胶印机 首次面向海外客户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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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台湾∶H-UV技术的快速进步给台湾鸿嘉彩艺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主席王苍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
年，我曾经拜访了筑波工厂，在今天的现场演示中，看到 H-UV快速干燥技术已经被应用到轮转胶印机上，
让我感到惊讶不已！通过了解相关选配件的用途，并根据我本人对台湾印刷市场的认识，我已经订购了
一台配有上光装置的六色 Lithrone G40 UV印刷机。我觉得台湾市场对 H-UV的认知度还不是很高，
但是通过观看今天的现场演示，我感觉自己需要进一步了解 H-UV技术所蕴含的潜能。”

王苍鸿

主席

鸿嘉彩艺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System 38S H-UV轮转胶印机 首次面向海外客户亮相

WEB
H-UV 

印刷质量 × 生产能力

今年春季，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森用户聚集在日本东京郊
外的筑波工厂，配置了H-UV快速干燥装置的625mm切

幅的System 38S轮转胶印机（LR-438/625S H-UV）在
这里首次向海外客户亮相，广大用户成为这一历史时刻
的见证人。同时演示的还有一台配有H-UV快速干燥装置

的八色Lithrone G40P单张纸胶印机，本次活动为打算
实施网络接单（Web-to-print）和合版印刷（gang-run 

printing）模式的单张纸印刷企业，传递了佳音。两台机
器用同类纸张印制了同样内容的印件，供参观者对H-UV

型轮转胶印机与高配置H-UV型Lithrone双面翻转印刷机

的印刷质量进行对比。《On Press》杂志编辑组有幸参加
了本次活动，并采访了两位颇具特色的小森用户。

H-UV轮转机∶感动用户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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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季，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森用户聚集在日本东京郊外

的 筑 波 工 厂， 配 置 了 H-UV 快 速 干 燥 装 置、625mm 切 幅 的

System 38S 轮转胶印机（LR-438/625S H-UV）首次向海外客户

亮相了。这款 H-UV 型轮转胶印机自研发以来进展平稳，小森

公司已经销售了的和与用户签约了的台数总和已达双位数。其

中有些订单来自单张机印刷企业。

小森公司在研发此类型机器过程中，得到了日本印刷行业

的理解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业内同仁认识到 H-UV 快速干燥技

术的确优于普通的 UV 干燥技术。迄今为止，小森公司已经安

装和所接到的订单，已经超出 400 台。订单中有来自日本国内

的、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小森用户。由于 H-UV 技术的竞争优

势不断成为广为人知的事实，目前，H-UV 印刷机的出厂量已经

超越了配有其它快速干燥装置的机器，为小森公司赢得了可观

的经济收入。

H-UV轮转胶印机的研发理念

小森 H-UV 轮转胶印机的研发理念包含三大内容。首先，

在机器的起印阶段，大幅度减少纸张损耗。其次，提供与单张

纸胶印机相媲美的印刷质量。第三，设计制造出环保型印刷机。

迄今为止，纸张干燥装置产生的热能，会导致印张起皱和

几乎完美地考虑了所有的条件，把小
森公司研制的H-UV干燥装置与受到好评的

轮转胶印机System 35S/38S Series组合

在一起。这一创新还不仅仅是融合了H-UV

装置的出色的干燥性能与小森16页规格轮

转胶印机的生产能力，除了把H-UV出色

的环保性能和操作便利性与轮转胶印机的

速度、效率和实际功能融合在一起之外，
还能期待更高的效果。即显示了轮转胶印
机的印刷质量并不低于单张纸胶印机，今
后，两者间将会相互进行交锋。

小森公司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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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空间∶配置单张切纸机的H-UV轮转胶印机

• 传统型轮转胶印机

• H-UV 型轮转胶印机

比传统型短1/3 



一台配有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的

传统型轮转胶印机，一般情况下开印时的纸张损耗为 800 到

1,000 张纸，而 H-UV 型轮转胶印机的纸张损耗可减少到 200

张纸。能达到这种水平要归功于机器实现了对卷筒纸的张力、

色调、切幅定位和走纸纠偏的最佳控制。这就是全球最高水准

的应对短版、短工时的轮转胶印解决方案。

走纸偏移，由于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节，因

此起印阶段的纸张损耗一直是困扰轮转胶印

机的一个重大课题。小森 H-UV 轮转胶印机不

再需要安装通常为轮转胶印机配置的热风干

燥装置，也因此可以不用冷却装置及冷却滚

筒。这样可显著减少纸张损耗，并使机器的

全长缩短至传统型轮转胶印机的三分之二。当

与单张切纸机配合使用时，机器的高度正好

是 2.7 米，这样小森 H-UV 轮转胶印机就能适

合安装在几乎所有的单张机生产车间里。采

用这种结构紧凑、节省空间的配置，解决了

由较长的过纸路径所引发的走纸不稳的问题。

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轮转胶印

机，进一步发挥了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

小森快速调机系统）和 AI-Link（供轮转机使

用的综合控制系统）的诸多优势。通过采用

特殊的 H-UV 模式，一方面凭借缩短了的过纸

路径，保障稳定的输纸；另一方面，小森 H-UV

轮转胶印机大幅度减少了机器开印时的纸张

损耗，并缩短了开印时间。

过纸路径缩短25%
切幅尺寸∶625mm

H-UV轮转机∶感动用户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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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空间∶配置折页机的H-UV轮转胶印机

• 传统型轮转胶印机

• H-UV 型轮转胶印机

System 38S配置的H-UV快速干燥装置

比传统型短1/3 

根据不同的机器配置，干燥装置和折页机的长度会有变动。



从设计上实现单张机的印刷质量

轮转机要想实现等同于单张纸胶印机的

印刷质量，掌控好纸张中的水份是关键。传统

型轮转胶印机配置的热风干燥装置，会降低纸

张中的水份，使印刷后的纸张发生起皱。包括

印后加工时出现的擦脏等瑕疵，这些问题都能

被小森 H-UV 型轮转胶印技术所解决。甚至静

电问题也一起解决。

另外，安装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轮转胶

印机不会出现干退密度（dry-down）现象，油

墨密度始终保持在目标值范围内，因此印刷质

量可以与单张纸胶印机相媲美。

环保效益

配置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System 系列轮转胶印机拥有绿

色环保证书，这一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须配置热风干燥

装置和鼓风机，显著能节省能源。印刷作业准备时的资源损耗

更少，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也有效削减。另外，由于使用的

是 H-UV 油墨，故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排放量为零。

使用 H-UV 型的油墨和灯，不会产生臭氧，能起到很好的

环保作用，而且无须安装排气管。尽管轮转胶印机的生产速度

是单张纸胶印机的两至三倍，也只需在单张切纸机的进口部位

上下各装一个 H-UV 干燥灯即可，从而降低了机器的初期安装成

本和运营成本。

H-UV干燥灯的性能

使用 H-UV 快速干燥装置时，160W/cm 的干燥灯能保障轮

转胶印机每小时印刷 30,000 张印张。与单张纸胶印机相比，轮

转胶印机在设计层面占据的一个显著优势，就是输纸方法与单

张机截然不同。单张纸胶印机通过叼纸牙抓住纸张的一边，一

张张地输纸 ；而轮转胶印机则以卷筒纸方式输纸，这样就能在

稳定的张力下源源不断地为机器传送纸张。从原理上来讲，轮

转胶印机比单张纸胶印机更适合高速印刷。与单张纸胶印机相

比，轮转胶印机上的 H-UV 干燥灯也能被安装在更接近纸张表面

的位置。通过采用新设计的反射镜，轮转胶印机的 H-UV 干燥灯

的辐射强度比单张纸胶印机提高了 30%。

故事背后的数字

一台配置了单张切纸机的 16 页规格四色 System 系列轮转

胶印机的长度正好是 16.5 米，比使用溶剂油墨的相同配置的传

统型轮转胶印机短 7.8 米。System 38S 轮转胶印机的卷筒纸幅

无臭氧、无喷粉、无UV特有的异味、节省空间、节省能源、
可以配套使用所有的小森印刷机选配件，凭借这些优势，
小森System系列轮转胶印机将成为全球首选的轮转印刷解决方案。

• 配有KHS-AI的传统型轮转机（煤气干燥装置）   
  以800rpm的速度印刷时

•  配有KHS-AI + AI Link + H-UV型轮转机以500rpm的速
度印刷时

印刷机的功耗

干燥装置的功耗

煤气

损耗的纸张 减少
40%

减少75～80%

通过快速起印减少纸张损耗（按印张计算）H-UV装置减少CO2排放量

800～1,000张纸

200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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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范围是 625 ～ 965mm，可以提供 578、598 或

625mm 的切幅尺寸。另外，用于印制书籍的一

款 System 38S 轮转胶印机拥有 638mm 的切幅

尺 寸， 卷 筒 纸 幅 宽 范 围 是 880 ～ 924mm。

System 35S 轮转胶印机的卷筒纸幅宽范围是

620 ～ 880mm，切幅尺寸为 546mm。System 35S

和 38S 系列轮转胶印机的纸张厚度范围都是

40 ～ 130 克重。作为标准配置，小森 System

系列 H-UV 轮转胶印机配置了全自动换版装置

（Full-APC），以应对超短版印件。

改变格局的强大实力

小森 System 系列轮转胶印机具有三项压倒

性的优势，那就是高质量、高产能和高附加值。

通过配置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

机系统）、AI-Link（轮转机综合控制系统），以

及全自动换版装置（Full-APC）等小森专业技术，

使 System 35S/38S 成为完成短版、短工时印件

的最理想的轮转胶印机。如今，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之后，小森轮转胶印机为单张机

印刷企业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不用配置干燥装

置，就能快速干燥印张，而且印刷后的纸张不

会发生起皱现象，能得到完美的印刷效果。无

臭氧、无喷粉印刷、不会发生 UV 特有的异味。

节省空间、节省能源、可以搭配使用全套的小

森印刷机选配件，凭借这些优势，小森 System

系列产品将成为全球用户的首选轮转印刷解决

方案。用轮转机的生产效率、实现单张机水平的印刷质量。这一

创新成果，对于打算实施网络接单（Web-to-print）和合版印刷

（gang-run printing）模式的单张纸印刷企业来说，是最合适的解

决方案。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System 35S/38S 轮转胶印

机，凭借强大的竞争优势，将给印刷行业带来令人惊异的变化。

小森公司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力量和专业技术，旨在打造印刷行业

的顶尖标准。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 System 35S/38S 轮

转胶印机，不容错过！

机型 System 35S                           System 38S 
最高印刷速度  30,000 iph
切幅尺寸 546 mm 578, 598, 625 mm 638 mm
卷筒纸幅宽 620–880 mm 625–965 mm 880–924 mm
纸张克重  40–130 gsm
干燥装置  H-UV（机器上下部分各安装一个干燥灯）

换版  Full-APC（全自动换版装置）

H-UV型轮转胶印机的规格

不同类型印刷机的定位

H-UV
型单张机 H-UV

型轮转机

轮转机

数字印刷机

复印机

单张机

印
刷

质
量

生产能力

H-UV轮转机∶感动用户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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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技术革新

印刷电子产品（Printed electronics）是指

使用各种印刷技术所制造的电子产品。随着有

机材料和纳米级材料（例如，石墨稀、碳纳米管、

纳米银）的制造技术的进步，过去的几年时间

里，已经成功地研发出多种具备出色的导电性、

半导体性、绝缘性和发冷光的油墨，其性能也

得到不断改进。

迄今为止，印刷技术只是被应用于一部分

电子设备（例如，薄膜开关和天线），如今，

印刷技术已经适用于制造所有电子设备。另外，

业内正在开展将印刷技术应用于大面积柔性电

Pepio凹版胶印机
首批电子设备

子器件等“新概念”设备的研发项目。今后，期待着会有一系

列新产品出现在全球范围的庞大市场。

运用印刷电子技术，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扩大表面面积，

提高生产效率，削减制造环节的初期投资，减少给环境带来的

不良影响，提高机器的灵活性，并且在设计上能自由地发挥创

意性。因此，希望正在逐渐发展的这种新的技术 , 将辅助传统

的光刻技术。

通过提供节能、节省资源的生产技术，并在全社会普及这

些技术，印刷电子事业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能够发挥这些技

术优势的新产品将会陆续登场，例如柔性显示器、头戴显示器

和传感器等。印刷电子技术不仅会给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还

将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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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超越只研发新功能材料和局限于实验室

内的范围。因此，只有很少的研发成果实现产

业化。随着印刷电子的蓬勃发展，小森公司计

划在制造高精度的印刷机的同时，还开展相关

的研发活动。通过选用新材料，尝试着为将来

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批量生产奠定基础。

技术数据 
印刷方式  凹印

印刷速度  10–300 mm/秒

承印材料线宽 250 x 250（分钟）至520 x 600（最大）mm

承印材料厚度 45–250μm 

印刷范围  500 x 580 mm（最大）

业界现状

近十多年来，印刷电子技术发展成为推动技术革新和社会

变革的一股强大力量。尽管各种研发活动开展得很活跃，但是

由此形成的新兴事业却不多见，相关市场也尚未形成规模。最

近一段时期，高等院校、研究实验室、元件制造商、电子设备

制造商和大型印刷企业成为研发活动的主要力量。他们的工作

工序 1 工序 2 工序 3 工序 4 工序 5 工序 6 

准备玻璃或

薄膜材料

印刷

涂布光刻胶

干燥

曝光 生产 蚀刻 剥离

• 照相平版法

• 凹印

照片解释从上而下∶印刷在基板上的、
线条的宽度和间隔（L/S）为 20/20
微米的极细型线条；采用高精度照相
机和精密定位的自动套准控制系统，
在印刷 ITO薄膜和金属线路时能作精
确定位；使用套筒式印版滚筒，能减
少更换印版的时间。

大幅度缩短作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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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森公司在这一领域的研发对象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认为关注这两大快速成长的产品市场，将有助于实现高效生产。

小森公司的研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已经研制出印刷

电子设备的样品。从小森公司的角度来看，通过与台湾工业技

术研究院（ITRI）的合作，已经研制出一种触摸屏，这是值得

庆幸的事业上的一大成功。小森公司已经制造出能印刷产品的

设备。

小森公司确信，与 ITRI 合作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 ITRI

在台湾不只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而且与台湾的顶尖电子设备

制造商持有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对印刷电子类产品非常了解，

研发项目也与小森公司的事业目标极为接近（全球大约一半的

触摸屏产自台湾）。

适用于印刷智能手机的电容式触屏幕的边框线，采用窄边
框设计，具备高分辨率动作跟踪功能。

手机屏幕的
边框线

技术数据	

印刷方式  凹印

印刷速度  1–10 m/分钟

承印材料线宽 250–520 mm

承印材料厚度 45–200 μm 

印刷范围  500 x 610 mm（最大）
重复长度  628 mm

照片解释从上而下∶这种线条的宽度

和间隔（L/S）为 30/30微米的极细
型线条，是由 Pepio R20机印刷的；
采用智能定位系统对所设目标进行高

精度定位；长时间的运转支持系统通
过红外线的照射来控制硅胶橡皮布的

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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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io F20

Pepio F20 是一款平台凹版胶印机，用于印刷高质量精细线

路，并能高效生产电容触摸屏（一个被认为很有发展前景的市

场）。这款机器的承印材料是玻璃和薄膜，可使线的宽度达到

20 微米以下。在小森的高性能、高精度印刷机上，使用专为小

森机研发的印刷材料，实现了用普通印刷方式无法达成的精细

线路印刷。高精度成为贯穿 Pepio F20 的一个关键词∶采用高度

精确的移动控制和坚硬的底座构造，保证高超的印刷质量 ；采

用高精度照相机和精密定位的自动套准控制系统，可在印刷氧

化铟锡薄膜（ITO）和手机屏幕的边框线时进行精确的定位。放

置印刷材料的平台采用瓷性材料，上面带有极细微的气孔，具

有稳定的吸着能力，能避免在印刷材料上留下吸着痕迹。

Pepio R20

Pepio R20 是连续型的卷对卷式凹版胶印机，适用于新一代

的高产能精细线路印刷。Pepio R20 的承印材料是薄膜卷筒材料。

其目标市场与 Pepio F20 印刷机相同，连续印刷方式使 Pepio 

R20 能满足进一步扩大产能的市场需求。这款印刷机采用了小

森公司长期制造轮转胶印机所积累的高精度张力控制技术，在

连续印刷时能确保高超的印刷质量。机器采用新研发的智能定

位装置，可确保对所设目标实施高精度对位。

目前的产出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截至 2014 年 4 月，一家日本企业已经安装了一台 Pepio 

R20 凹版胶印机，用于批量生产汽车的触摸传感器。小森公司

还出厂了两台 Pepio F20 凹版胶印机，分别安装在日本和海外的

研究实验室。

为了向业内展示技术进步的成果，小森公司通过与 ITRI（台

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合作研究，成功地研制出一种触摸屏∶在

2013 年 8 月举办的台湾触摸屏和光学膜国际展览会上，展出了

Pepio R20 凹版胶印机以 20/20 微米的线宽和线条间距印刷的高

精度电容式触摸屏样品。两个月之后，小森公司与 ITRI 成功地

研制出更高精度的以 9/9 微米的线宽和线条间

距印刷的电容式手机触摸屏的边框线样品。该

样品被放在 2013 年 10 月举办的日本横滨平面

显示器展览会（FPD）上展出了。在短短两个

月的时间里竟实现了更高规格的超高精细线条

的印刷，为未来的事业发展增添了信心。

由于用 20/20 微米或更细的线宽和线条间

距稳定地进行批量生产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所以，从 2014 年 4 月起，小森公司开始接受

Pepio 系列凹版胶印机的订单。如此快速的进

展，意味着小森公司在制造高附加值设备的领

域里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左侧照片∶刘军廷，台湾新竹市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电子与光电研究所所长兼副总裁；
持田训，小森公司总经理；中央及右侧照片∶ 2013年日本横滨平面显示器展的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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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osami公司把命运
寄托在 Lithrone S40SP机上
创建于1989年的Cecosami公司是秘鲁（Peru）国内首屈一指的印刷企业之一。
凭借广为人知的高档精品印刷质量、细心周到的服务内容、以及在印刷行业的奋勇拼搏的
顽强意志，Cecosami公司以最可用的技术为后盾，正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创新。

Cecosami, Peru | Lithrone S40SP [LS-440SP]

用户简介

左起∶贾伊洛 ·瓦伦西亚，Cecosami公司总监；路易斯 ·西扎德龙，Cecosami公司总经理；
杰拉德 ·西伯曼，Gra�nal S.A.公司总经理。

在印刷行业度过了二十四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今天的

Cecosami 公司拥有 200 多名雇员和三处厂房设施，都坐落在秘

鲁首都利马市（Lima）。其中一处提供设计和印前制版服务，另

一处是印刷工厂，第三处是公司的仓库。Cecosami 公司专注于

制作某些特定的印刷品，例如直销美容化妆品样本等。另外，

公司也印制大量的商业印品、期刊杂志和包装印品。

Cecosami 公司为客户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能通过颇有名

气的设计部门为客户的产品进行创意性设计，还拥有一流水准

的印后加工设备及送货系统，从而保障将最优化的产品提交给

广大客户。由于对印刷技术的要求非常高，所以 Cecosami 公司

选择小森品牌作为其胶印机制造商，并且已经

安装了五台配置精良的小森印刷机，为提高印

刷质量和作业效率、削减生产成本提供了保障。

Cecosami 公司具有一个独特的特征，就是

对每一位客户都采取了个性化的关注。对于公

司来说，每一位客户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正

因为如此，Cecosami 公司拥有多位图案设计专

家，他们了解制作工序和最合适的材料，根据

不同类型的产品，可以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这种做法已经深深地融入到 Cecosami 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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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扎德龙先生对这款印刷机的速度优势给予了高度评

价∶“由于 LS-440SP 采用的是 4×4 色设计，所以，能够一次

过纸完成双面印刷。不只是缩短了交货期，对客户还能提供合

理的印刷单价。”

为了能让新机器保持良好的状态，公司还为其安装了

K-Station（印刷工序管理软件 /JDF 接口），使 Cecosami 成为目

前秘鲁国内唯一的一家使用这套软件的企业。K-Station 通过一

台服务器将所有印刷机连接在一起，即时收集机器的相关性能

数据，一旦出现偶发故障，管理员能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从而

进一步提高了整个工厂的生产能力。

显而易见的利益回报

投资购买这些小森机，为 Cecosami 公司带来了显而易见的

利益回报∶ 2013 年度的营业额增长了 22%。在公司的客户群

体中，70% 是秘鲁国内客户，另外 30% 是海外客户。基于这样

的业绩，公司已经制定了一项战略方针，力图进一步扩大事业

规模，扩建厂房并引进更多的新型生产设备。考虑到迄今为止

所取得的成功，Cecosami 公司已经决定将小森品牌视为战略合

作伙伴来开展自己的事业。

DNA 之中，并进一步激发了对图案设计解决方

案的需求。这种理念也促使公司为了进一步提

高生产效率和产能、而投资购买新款印刷机，

以便能扩大事业规模，更新生产设备。

技术革新

最近，Cecosami 公司投资购入了第五台小

森印刷机，即一台四色 Lithrone S40SP（双层

双面四色印刷机），公司也成为目前秘鲁国内

唯一的一家使用此类机型的印刷企业。

小森 Lithrone S40SP 采用数字化控制系

统，最高印刷速度达到每小时 15,000 张印张。

Cecosami 公司于 2011 年引进了小森 LS-440SP，

投产以来的表现极为出色，促使公司决定再购

入一台同样的机器。自从这两台机器并肩作战

以来，大幅度缩短了作业工时，印刷质量也得

到显著提高。除了这两台超级双面印刷机之外，

Cecosami 公司还安装了一台配有上光装置的小

森六色 Lithrone S40 单张纸胶印机、一台配有

上光装置的小森六色 Lithrone 28 单张纸胶印

机、一台小森四色 Enthrone 29 单张纸胶印机。

通过配套使用小森公司的其他功能和设备，如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

PDC-SII（ 分 光 式 色 调 控 制 装 置 -SII 型 ）、

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KID 

（小森信息服务显示器）、KMS-IV（信息控制系

统）和 PCC（把图文面积率转换成墨键开合度

的软件），使作业效率和印刷质量得到显著提

高。

通过缩短整体工时、削减材料使用量、改

善厂房环境，使公司增加了收益。

对小森印刷机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

为了确保小森 LS-440SP 维持最佳运转状

态，Cecosami 公司的操作人员接受了来自日本

的小森工程师的技术培训指导，小森工程师在

LS-440SP 进行了测试，以此来查看机器的运行

参数和印刷质量。测试中出现的问题，都显示

在 PQC（印刷质量管理装置）的监控画面上。

Cecosami 公司总经理路易斯·西扎德龙

（Luis Cieza de León）解释了选购第二台超级双

面印刷机的理由∶“我们希望通过合理的印刷

单价和短交货期，为客户提供满足他们要求的

各种产品。”同时，他也提到了这款小森机具

备的划时代的超强能力∶“把它与单张机和轮

转机作比较，从生产效率的角度来讲，迄今为

止，单张机处于劣势。但是，这款双层双面型

的小森单张机，比轮转机更具有竞争优势。小

森 LS-440SP 能让我们以超长版印刷的优惠印

刷单价，提供质量出色的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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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Print公司
对 H-UV技术情有独钟
DB Print控股公司总裁阿诺尔德·梅普龙与DB Print Halluin公司总经理史蒂芬·加侬
共同拥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你可以错过一次技术革新的机会，但绝不能错过第二次！”
两人都认为遵守这一原则是确保DB Print集团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

DB Print, France | Lithrone G40P [GL-840P H-UV]

左起∶雅克 ·瓦塞尔，销售总监；史蒂芬 ·加侬，总经理。

用户简介

积极接纳一切可行的解决方案，从印刷质量、交货期和制

作成本方面，进一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抱着这样的目的，在

印刷行业受经济危机的影响遭受重创之际，DB Print 集团实施

了大规模的投资计划。集团共有 110 名雇员和两处大型生产基

地，一处位于法国图尔宽市（Tourcoing），另一处位于波兰首

都 华 沙 市（Warsaw） 郊 外 40 公 里 的 地 方 ；在 布 鲁 塞 尔

（Brussels）、巴黎（Paris）和法国的里尔（Lille）、亚眠（Amiens）

设有四个商务办事处 ；在摩洛哥（Morocco）的一处办公地点负

责客服及行政管理的相关事宜。

快速高效地作出决策

自从史蒂芬·加侬（Stéphane Canonne）

加盟集团以来，阿诺尔德·梅普龙（Arnould 

Méplon）总是雷厉风行、果断决策。“2005 年

2 月，尽管我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 32 岁的销售

工 程 师， 梅 普 龙 先 生 就 大 胆 聘 用 我 担 任

Imprimerie Morel et Corduant 公司的经理。我抓

住了这次机会，并很快学习掌握了所有工作内

容。”加侬先生说，“2007 年，他问我愿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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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消耗量减少了30%，纸张损耗也得到了有效的削减。对客户、对印
刷企业……包括对自然环境，形成了相得益彰的关系！”

̶史蒂芬·加侬

史蒂芬 ·加侬与 DB Print印刷车间工作人员的合影。

PDC-SII（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II 型）、K-Station（印刷工序管

理软件 /JDF 接口）、JDF 数据的小森八色 Lithrone S40P 双面印

刷机。在阿吕安工厂，公司同样拥有 45 名雇员，生产设备包括

一台小森八色 Lithrone 28P 双面印刷机、一台配有水性上光装

置的小森五色 Lithrone 40 单张纸胶印机、一台配有 PDC-SX（分

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和 KID 大显示屏的新款小森八色

Lithrone G40P+H-UV 双面印刷机。加侬先生介绍说∶“在法国，

我们用很短的交货期印制高附加值的短版印品，而在波兰工厂，

因成本因素，我们印制附加值较低的各种印品。”

从印前制版到印后发货，提供令人满意的全套服务。
“集团已经成功地细化了各项服务的内容，”年轻的经理满

意地说，“如今，我们用小森 H-UV 印刷机制作印刷品，用数字

印刷机给印刷品增添个性化的效果，通过我们的一站式工作室

把印刷品转交给客户，然后通过电话访问调查客户的满意度！”

在竞争愈加激烈的形势下，DB Print 公司已经占据了有利的位

置，能够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开展印刷业务。

意 担 任 位 于 阿 吕 安（Halluin） 的 Douriez-

Bataille 公司经理一职。他允许我考虑八天之后

作出答复，而我只用了八秒钟就回答‘yes’。

同一年，我们决定把所有生产设施集中在 DB 

Print 品牌的旗帜下。通过使用统一的企业商标，

所有的客户及合作者，包括出版商、直接行销

及通信代理商、中小企业、图案设计师及印刷

公司，可以放心地享受同等质量的服务。”

“若从技术层面来讲，的确可以
创造名副其实的附加值，就花钱买了它！ ”

加侬先生永远不会忘记购买第一台小森

H-UV 印刷机的情景∶“自 1993 年起，DB Print

公司就是小森机的用户。在 2011 年 6 月举办

的 Graphitec 印刷展期间，我参观了会场内的小

森展台，并观看了小森 H-UV 印刷机的现场演

示。这项先进技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

马上打电话给梅普龙先生，讲述了自己亲眼目

睹的事实。他的答复充分体现了对我的信任，

‘好的，如果你喜欢它，如果从技术层面来讲，

的确可以创造名副其实的附加值，就花钱买了

它！’当时，我们原本没有投资买设备的计划，

但是在小森展厅的现场，我签署了购买一台

Lithrone GL-840P+H-UV 的订货合同。机器于

2012 年 8 月在阿吕安工厂完成了设备安装，

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对机器的表现感到十分满

意。H-UV 能快速干燥印张，有效缩短交货期，

印刷质量更是无懈可击。我们可以在交货期为

24 至 48 小时的范围内，随意接收任何订单。

油墨消耗量减少了 30%，纸张损耗也得到了有

效的削减。对客户、对印刷企业……包括对自

然环境，形成了相得益彰的关系！”

保护地球资源

在 DB Print 公司，注重环保的指令绝不仅

仅是用来做秀的空口号，加侬先生强调说∶ 

“2012 年，我们为阿吕安工厂投资 250 万欧元，

将 CO2（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 75%。我们

已经取得了 FSC（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和

PEFC（泛欧森林认证体系）认证，也获得了

Imprim’Vert 环保标签的荣耀，工作时只使用

植物类油墨。利用从波兰购买的 CTP（计算机

直接制版）系统，我们每个月可以节省 100 立

方米的润版液。”

两座工厂取长补短、各显其能。
2008 年落成的 DB Print Polska 是一座占

地面积达 1,000 平方米的工厂，拥有 45 名雇员，

作为生产设备从法国转运了一台小森四色

Lithrone 40SP 单张纸胶印机，以及一台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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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Ku Group, Indonesia | Enthrone 29 [E-429]

伊万 ·鲁奇托总经理（最右侧）和员工的合影。

用户简介

巴厘岛的印刷企业
尝到胶印的甜头

位于印度尼西亚（Indonesia）巴厘岛（Bali）登巴萨（Denpasar）的Paper Ku集团
巴厘印刷中心（BPC），最近接连传来喜讯。创建于2008年的公司最初使用数字印刷机
提供快速印刷服务，后来却不同寻常地（但是颇具创意性地）转型使用胶印机开展业务。
作为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伊万·鲁奇托抱有一个梦想，就是为客户提供完美无瑕的解决方案，
将公司发展为巴厘岛最大规模的印刷企业。BPC正在全力以赴地朝着目标前进，
使用一台四色Enthrone 29单张纸胶印机和一系列数字印刷机，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在这个由 17,000 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度里，公司之所以能

在创业后实现快速发展，其中一部分功勋要归功于欣欣向荣的

经济增长势头和良好的互联网连接环境。尽管印度尼西亚既是

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也是 G-20（20 国集团）的成员国，

自 2007 年起，每年保持着超过 6% 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初期阶

段的互联网接入状态一直不稳定，宽带连接的实用性也大打折

扣。鲁奇托（Iwan Lukito）先生说∶“印度尼西亚的胶印市场

正在迎来大好时机，消费者需要通过质量更好的媒介来阅读小

册子和促销资料，而不是通过上网查看相关信息。另外，许多

地区和城镇也不具备良好的互联网连接条件。”

有的放矢地采取行动

鲁奇托先生接着说∶“巴厘岛印刷中心是

一家服务公司，具备开展数字印刷和胶印的能

力。我们是 Paper Ku 集团的六大分支机构之一，

集团总部设在苏腊巴亚（Surabaya），服务范围

覆盖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过去两年的时间，

集团已经下单购买了三台新型小森印刷机，正

在考虑引进首台 40 英寸小森 Lithrone 印刷机。

以决心、自信和激情作为后盾，我们打算充分

运用丰富的经验和无尽的创意，为巴厘岛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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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印刷还是胶印∶ 200张纸成为取舍分界点

根据业务订单中的印刷数量，把工作分配给数字印刷机或

胶印机来完成。就拿 750×530mm 尺寸的印件来说，订单中的

印刷数量为 200 张以下时，交给数字印刷机来完成作业。超过

200 张，就属于胶印机的任务了。

BPC 还 运 营 着 其 它 三 座 工 厂， 分 别 是 Bali Print Card、

Digital Print Press 和 Paper ku Bali，此外在巴厘岛负责经营两家

印刷商铺。每处设施都擅长制作一种独特的产品。当然，绝大

多数的印件订单，来自公司遍布巴厘岛的 300 家代理印刷商铺。

大约 63 名职工负责印刷工作。

尽管经济规模已经达到 1 万亿美元的水平，但是印度尼西

亚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BPC 需要面对许多困难。为快速实

现现代化，BPC 通过运用高科技生产设备，解决了许多难题。

首先，公司里没有专职的营销员。许多客户看到户外飘动的横

幅广告中打出的各类印刷品的报价后，就拿着需要印刷的物品

径直走进了印刷商铺。“公司在互联网上建立了一个网站，与此

同时，我们也积极利用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那

样的社交服务网站，在那里我们开展促销活动，并与客户保持

密切的联系。我们拥有大量的电邮群发（EDM）用户，可以借

此宣传我们提供的独特服务内容。”鲁奇托先生说，“我们的基

本理念依旧是以数字印刷作为业务主体，当然我们已经充分认

识到必须提供胶印服务。我们发现了新的商机，并抢先一步抓

住了机遇。对于迄今为止创造的业绩，我们感到非常满意，并

相信未来的市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市场提供最出色的印刷品。在当地成为反应最

快、最具竞争力、最合格的印刷企业，是我们

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我们的使命是以最高水准

的质量为广大客户提供最周到的服务。我们的

目标是让客户感到 100% 的满意。”

通过安装一台二手四色 Lithrone 20 单张

纸胶印机，公司开始迈入胶印的领域。“这一

举措扩大了我们的业务范围，”鲁奇托先生说，

“的确令我们大开眼界。尽管当时数字印刷依

旧是支撑公司业务的主体，我们很快就明白在

现实中市场需要的是胶印服务，尤其是胶印能

在短时间内，以合理的生产成本，印制大量的

高质量印刷品。用胶印进行印刷，色彩再现非

常完美，印张正反两面的套准也十分精准。”

接二连三地购买功能强大的小森胶印机

2013 年 4 月，Paper Ku 集团投资购入了

第一台新型 Lithrone 印刷机，具体来讲，就是

为苏腊巴亚工厂引进了一台小森四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苏腊巴亚是印度尼西亚的

第二大城市，位于爪哇岛（Java）东北角。紧

接着，同一年的 10 月份，在爪哇岛中部的苏

拉卡尔塔（Surakarta ∶亦称索罗）市，集团为

设在这里的工厂安装了一台小森四色 Enthrone 

29 单张纸胶印机。2014 年 4 月，第二台小森

四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被安装到日惹

（Yogyakarta ∶亦称 Jogja）工厂，这里是印度

尼西亚日惹特区的首府。如今，集团打算为苏

腊巴亚工厂购入一台小森四色 Lithrone G40 单

张纸胶印机。另外，还有两台小森印刷机也进

入到集团的视野中，分别是四色 Lithrone A37

单张纸胶印机和 Impremia S29 数字印刷机。

小森印刷机的到来改变了公司的业务格

局，使公司能进入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市场领

域，甚至很多是以前不存在的领域。鲁奇托先

生说∶“我们为企业和个人制作各式各样的印

刷品，包括小册子、广告单页、海报、横幅、

贴纸、名片、菜单、证书和邀请函等。我们为

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大型移动通信运营商制作一

系列广告宣传品，同时也为刚刚开张的海滨咖

啡店制作印数不多的菜单。使用不同类型的承

印材料和覆膜工艺，我们制作室内及室外的各

类印刷品。”

BPC 还从事合版印刷，因为这样做能带来

高利润。将多个不同大小的小尺寸印件拼在一

个印版上印刷，可以减少操作人员的人工成本

和印版数量，节省作业准备和清洗机器的时间，

由客户共同分摊制版及印刷费用。因此合版印

刷对印刷企业是很有利的。

“在当地成为反应最快、最具竞争力、最合格的印刷企业，是我们为自
己树立的目标。我们的使命是以最高水准的质量为广大客户提供最周
到的服务。我们的目标是让客户感到100%的满意。”“

̶伊万·鲁奇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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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fitext, Ecuador | Lithrone G40 [GL-540]

后排左起∶何塞路易斯 ·卡尔德龙 ·梅地亚维拉，Gra�text公司总监；克里斯蒂安 ·卡尔德龙 ·梅地亚维拉，Gra�text公司总经理；
前排左起∶达尔文 ·加里亚斯，Gra�nal S.A.公司商务总监；杰拉德 ·西伯曼，Gra�nal S.A.公司总经理。

用户简介

购入小森 Lithrone印刷机
Gra�text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
作为一家现代化的印刷企业，Gra�text公司是厄瓜多尔共和国（Ecuador）十大印刷公司之一，
其总部设在首都基多市（Quito），海拔高达9,350英尺的这座城市是全球地势最高的首都之一。
公司在厄瓜多尔国内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瓜亚基尔市（Guayaquil）设立了分支机构，
工厂则位于基多州的一个农村教区卡拉卡利市（Calacalí）。

如今，Grafitext 公司由两位年轻的企业家负责经营，分别

是克里斯蒂安·卡尔德龙·梅地亚维拉（Christian Calderón 

Mediavilla）和何塞路易斯·卡尔德龙·梅地亚维拉（José Luis 

Calderón Mediavilla），他们都是路易斯·卡尔德龙·卡鲁（Luis 

Calderón Calle）的儿子，这位父亲目前是公司主要控股人之一。

Grafitext 公司是一家提供全套服务的印刷企业，拥有完整

的生产线设备，包括单张纸胶印机、轮转胶印机以及各式各样

的印后加工设备，公司承接所有类型的业务订单，但主要还是

擅长制作精装 / 平装书籍、杂志、高端产品手册、POP（店头陈

列品∶ Point of purchase advertising）及海报。

起步点∶小学课本

尽管今天的 Grafitext 公司已经成长为厄瓜

多尔印刷行业的标志性存在，但是40多年以前，

公司还只是使用二手印刷机的名不见经传的小

作坊。创业初期，公司名为 Gráficas Mediavilla 

Hermanos，是由梅地亚维拉·瓦卡（Mediavilla 

Vaca）兄弟经营的家族式企业。最初，他们投

入精力专注于印制学校使用的教材课本，尤其

是家喻户晓的《Patito》课本。《Patito Lee》（现

已更名为 Prolipa）是厄瓜多尔国内的小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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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势态，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业务订单，Grafitext 公司于第二

年投资购入了一台配有上光装置的小森五色 Lithrone G40 单张

纸胶印机。有了这样的生产设备，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角度来看，

公司管理层都信心十足地把 Grafitext 品牌视为高质量、高效益、

高产能的同义词。

购买第二台小森印刷机的初衷，是为了帮助 Grafitext 公司

开辟包装印刷市场，并作为辅助设备印制更多的商业印刷品。

卡尔德龙兄弟说∶“通过使用第一台小森机，我们已经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所以很轻松地就做出了购买第二台机器的决策。

我们主要期待 GL-540 能满足当下的市场需求。这一愿望得到了

圆满的实现。Grafitext 公司能按时提交高质量的印刷品，我们

的产能也实现了倍增。另外，开辟包装印刷市场是我们制定的

短期发展计划。购买五色印刷机的一个目的就是打算承接纸板

印刷业务。如今，我们决定暂缓执行短期计划，与此同时，扩

大了高质量商业印刷的产能。小森 GL-540 配置的上光装置，用

以制作杂志和书籍的封面。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期待能在不久

的将来，在包装印刷领域具备竞争的实力。”

2013 年，Grafitext 公司赢得了位于瑞士的 SGS 公司的支

持和帮助，旨在取得 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取

认证意味着公司必须做出更大的承诺，确保自己在印刷行业保

持领先的地位，遵守政府颁布的所有法规，同时继续为广大客

户提供最佳的服务，对于 Grafitext 公司来说，客户是重要的战

略合作伙伴。

未来打算购入另一台机器

卡尔德龙兄弟对公司取得的业绩感到无比自豪。他们知道，

公司的成功不是来自于某种巧合，而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不懈

努力和奉献，他们从父亲路易斯·卡尔德龙·卡鲁那里继承的

经营诀窍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兄弟二人说∶“鉴于公司的业

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5 年我们将需要购买一台新机器。”

级最常用的课本。直到今天，许多人看到这本

教材，仍然能深情地回想起小时候在学校度过

的美好时光。后来，这套课本系列进一步延伸

到自然科学、社会、数学和外语。卡尔德龙·梅

地亚维拉的父亲和母亲，负责书籍的插图设计

和内容编纂，而书籍的印刷则交给 Gráficas 

Mediavilla Hermanos 公司来完成。梅地亚维拉

兄弟与卡尔德龙夫人都有亲属关系。如今，卡

尔德龙·卡鲁先生拥有这些书籍的知识产权。

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创业期之后，公司开

始逐步、稳健地发展壮大，随后在控股人、管

理者和广大员工的不懈努力下，找到了一条可

持续扩大自身实力的有效途径，最终加入到厄

瓜多尔印刷行业的顶尖企业队伍之中。2000 年，

公司更名为 Grafitext Cia. Ltda.，并开始投资购

买配有尖端技术的新款生产设备，以便能在印

刷行业内占据有利的竞争优势。公司高层管理

者决定涉足商业印刷市场，这就要求企业必须

能在很短的交货期内，提供高质量的印刷品。

由于竞争对手已经使用先进技术的生产线开展

业务，显而易见，公司必须斥资购入性能可靠

的新款机器。2007 年，公司新建了一座占地面

积达 7,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目的就是为

了迎接新机器的到来，并进一步扩大整体产能。

Lithrone S40成为革新的开路先锋

把目光转向商业印刷市场之后，Grafitext

公司于 2010 年发现自己必须购入一台单张纸

胶印机。“我们把所有品牌的印刷机都研究了

一遍，”卡尔德龙兄弟说，“多亏了互联网和国

外的众多同行，使我们对小森品牌有了深入的

了解。鉴于小森品牌进入本地市场还为时不久，

虽然有些担忧，但我们还是决定和小森开展合

作。由于确保印刷质量和交货期是最重要的条

件，所以我们选购了配有高度自动化操作系统

的小森四色 Lithrone S40 单张纸胶印机，以便

能最大程度提高生产能力。”

“我们为这款小森印刷机配置了一系列的

选配件，包括 PDC-SII（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II

型）、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

系统）、PCC（把图文面积率转换成墨键开合度

的软件）。”卡尔德龙兄弟说，“选购这款型号

的小森印刷机，是考虑到它的配置和尺寸，非

常适合印制书籍和杂志。这款小森 LS-440 能

提供一流水准的印刷品，显著减少生产成本，

大幅度缩短停机时间，给工厂的生产带来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原本期待引进一台具备高

产能和高印刷质量的机器，小森印刷机的各项

指标都完全超越了我们的期待。”

扩大产能的结果是公司的业务量呈现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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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a Printing House, Poland | Lithrone G40P [GL-840P H-UV]

左起∶持田训，小森公司总经理；科里斯托夫 ·拉克沃斯基，Chroma Print公司业主；月兰达 ·库罗维亚科，Reprograf公司总裁。

用户简介

轮转机印刷商 Chroma公司
把 “Yes”给了 H-UV双面印刷机
走在位于波兰（Poland）扎利市（Zary）的Chroma printing house公司的印刷车间里，
看到200名员工在这里工作，亲眼目睹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先进印刷设备的实际生产场面时
（共有六台小森印刷机，其中两台是首次登陆波兰的H-UV双面印刷机），
使人们情不自禁地想到：“这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的榜样！”

因为“事业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一项事实，因此这一点不是本

期杂志介绍 Chroma 公司时谈论的主要话题。本期主要介绍的内容

有∶①位于波兰的、拥有 20 年历史的这家大规模印刷公司是如何

通过互联网承接业务订单的；②公司业主科里斯托夫·拉克沃斯

基（Krzysztof Raczkowski）的忙碌生活 ；③为公司的事业成功做

出贡献的相关人士。Chroma 公司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天，公

司都以极高的效率完成大大小小 1,500 多个印刷订单。公司对待

每一位客户都是一视同仁，不分高低。每一项投资都会参照公司

的财政情况和对未来发展机遇的预测，进行细心缜密的研讨。

Chroma 公司在投资购买设备时，重点关注新发明和新技术。关注

那些不仅在波兰国内，而且要在全球市场也属于新出现的新鲜事

物。拉克沃斯基先生时刻都在关注着全球市场的动态，这样做不

但是为了获取灵感，还为了能及时了解最新技术的相关信息。他不

仅希望在波兰及其它地区保持竞争的优势，同时期盼为广大客户

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利用最短的时间，最合理地

处理业务订单，并为客户提供最高质量的印刷品。

挚爱印刷事业

拉克沃斯基先生在介绍自己的事业理念时这

样说道∶“我喜欢旅行，但我的旅途主要是公务出

行。我到处参观贸易展及印刷业内展会。从日本

到澳大利亚、美国，我仔细观察其它国家的印刷

工厂如何开展印刷业务。当然，不可能把我在国

外看到的印刷实践经验，原封不动地照搬到波兰

工厂里，那也不是我的最终目的。但是，这样做

有助于确定全球市场的发展动态，以便能在本地

顺利开展业务，成功地战胜业内的强大竞争对手。”

二十年前，在波兰还处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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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天开展业务时，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第三台 H-UV印刷机正在筹划中

拉克沃斯基先生打算购买第三台小森 H-UV 印刷机，该机将

于 2014 年春季落户工厂。他介绍说∶“当我对某种已经确定的解决

方案感到满意的时候，会持续关注它，通过仔细分析，尽可能地

从中寻找更多的优越性。在我首次购买小森机，以及最近购买配

有 H-UV 快 速干燥 装 置的机器 时， 我仍 然保 持同样的姿态。

Chroma 公司拥有一个由技术娴熟的专家们组成的团队，即使我的

项目计划非常鲁莽，他们也能成功地贯彻执行。他们分析和研究

潜在性的营销机遇，一心一意地推动每个项目得以顺利实施。”

最新的小森 H-UV 印刷机每天印制 150,000 个印张，平均每

天完成 50 次印刷作业准备。身为印刷机操作人员，吉格纽·科马

尼基（Zbigniew Komarnicki）着重强调了这款小森机在每天的工

作中凸显的多项优越性，包括对印张进行高水准的质量检测∶“这

台小森机配置了两台摄像机，可以扫描印刷图案，并立即发现瑕疵。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控制整个作业工序，及时采取措施，必要时

进行相应的补救。”

与小森共享成功的喜悦

Chroma 公司并不认为目前的成功是轻而易举、随手可得的。

未来的发展蓝图包括将厂房占地面积扩大 6,500 平方米、购买第

三台小森 H-UV 印刷机和一台全新 CTP（计算机直接制版）制版机。

于是，拉克沃斯基先生又开始在心中盘算起来。不过这一次，他

是在品味事业的成功所带来的幸福之感。与小森公司合作，每天

都能享受成功的喜悦。

声阶段，Chroma 公司像波兰国内的其它大型印

刷公司一样，使用一台微不足道的小型印刷机，

踏上了艰辛的创业之路。回顾当时的情景，拉克

沃斯基先生说∶“随着订单数的不断增加，我们

开始扩大事业规模，购买新款机器，这样进一步

加快了公司的发展步伐。在具有重大意义的诸多

事件中，购买第一套 CTP（计算机直接制版系统）；

决定通过互联网接收业务订单 ；以及投资购买小

森印刷机，是我认为需要特别指出的重大里程

碑。”自从第一次斥资购买了小森印刷机之后，

拉克沃斯基先生就决定再次选购小森品牌。在前

后六年的时间里，Chroma 公司相继购斥资购买

了四台八色小森印刷机。“我真的很喜欢机器工

作时传出的美妙旋律，”拉克沃斯基先生笑着

说∶“每天，小森机在工作时发出的独特的叮当声、

纸张被送入机器时发出的沙沙声、吸纸时发出的

吸气声，听到这些声音我们就能知道，相关工序

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按部就班、一帆风顺地进行

中。”但是，为了能倾心聆听这些美妙的声音，

拉克沃斯基先生必须非常慎重地分析每一笔投资

的可行性。

小森 H-UV ̶顶尖质量、高速印刷、安全可靠。
缜密的调研工作也如实地反映到他新近购

买的机器上，具体来讲，就是分别配有 H-UV 快

速干燥装置的两台小森八色 Lithrone G40P 双面

印刷机，这是此类型号小森机首次落户波兰国内。

2012 年，Chroma 公司购买的第一台 GL-840P+ 

H-UV 开始投产，在购买机器以前，公司还进行了

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测试工作。在实际感受到H-UV

快速干燥装置带来的诸多优势后，拉克沃斯基先

生决定投资购买第二台配有 H-UV 干燥装置的小

森八色机，该机于 2013 年 8月完成了设备安装。

拉克沃斯基先生说∶“这款小森机是非常经济实

惠的解决方案，由于作业准备时间很短，可以节

省大量的纸张，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需要强

调的是，H-UV 干燥灯的节能效益是传统 UV 干

燥灯的大约两倍。显而易见，这为公司节省了大

量的能源成本。小森 H-UV 印刷机具备的最重要

优势，就是显著缩短了整体作业工时。因为我们

每天要处理大量的业务订单，小森印刷机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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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pan Leefung, China | Lithrone G40 [GL-540] / Lithrone S40SP [LS-440SP]

袁福寅，凸版利丰雅高印刷集团中国事业部董事总经理。

用户简介

利丰雅高：
春天的守望者

凸版利丰雅高印刷集团，这是一块在业内闪闪发光的金字招牌。
世界500强企业日本凸版与知名印刷品牌香港利丰雅高的融合，
为这家公司披上了一袭华美的外衣。

利丰雅高集团 1960 年创立于香港，1991 年成功在港上市，

1992 年进军内地市场。2003 年，新加坡国家印刷集团（SNP）

入主利丰雅高，2008 年，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获得了利丰雅

高集团控股权。半个多世纪以来，集团迅速扩张，拥有多家全资、

合资子公司，业务范围辐射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992 年，凸版利丰雅高集团进军内地的初期，在深圳只有

2000 多平方米的简易厂房，150 多名员工。如今，集团中国事

业部在深圳、上海、北京三地布局，厂房总面积达 105,000 平米，

员工总人数约 2400 多名，主要服务于国内各大期刊媒体与出

版社。三地工厂采用国际先进的色彩管理系统，实现了品质一

致的多地分印，这不仅能够缩短生产交付时间，还可以显著改

善发行环节，为出版商客户带来额外价值。

《世界时装之苑》、《瑞丽服饰美容》、《时尚芭莎》、《VOGUE》、

《GQ》……众多高端杂志的名字与凸版利丰雅高联系在一起，

在出版印刷领域，凸版利丰雅高拥有至高的信誉与地位。

“我们的理念是回报客户的信任，凭借丰

富的智慧与高超的技能，为客户奉献充满真诚

的作品 ；作为信息和文化的带头人，贡献于交

流广泛的生活。” 凸版利丰雅高集团中国事业部

董事总经理袁福寅这样介绍凸版的使命。

立足于出版物印刷，凸版利丰雅高取得了

非凡的业绩。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不断变化的

营商环境正对这位领先者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

求。

在中国以品牌杂志、精品图书和商务印刷

为主业的凸版利丰雅高，将如何应对数字化浪

潮？在纸媒寒冬论大行其道的当下，它又如何

守望春天？

袁福寅时常被问及对数字化发展的看法，

他有所担忧，却并不惊慌。“首先，国内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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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北京工厂、上海工厂、深圳工厂。

上海工厂的小森五色 Lithrone G40单张纸胶印机（配有上光装置）。

求”，深圳利丰印刷主管张鹏福先生如是说道 ；“设备运行以来

状态均比较良好 ；设备整体结构设计合理，故障率较低”上海

利丰印刷主管卢永全谈起小森也是大加赞赏 ；“机器性能比较稳

定可靠，即使发生了小故障，小森的维修服务也比较及时”，北

京利丰印刷主管赵智星先生这样评价小森 LS-40SP。 

而对于去年 10 月份新引进的 GL-540+C，因为是新设备，

还有待磨合至机器最佳状态 ；尽管是新设备，凸版利丰雅高对

小森印刷机仍充满了信心，相信小森五色机有更多良好的功能

有待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慢慢发现。

另一方面，谈到小森的技术服务团队，三地生产主管也齐

齐竖起了大拇指，设备安装前的现场勘查以及场地建议，充分

地考虑到操作者的便利、产品特性以及工厂的物流空间，这些

都是小森服务的周到之处。

当然，有压力才有动力。作为多年的合作伙伴，凸版利丰

雅高对小森印刷机当然也有更高的要求。因为中国事业部有大

部分业务集中在高端期刊杂志印刷，高速度的商业轮转机是这

类业务首选的印刷设备，凸版利丰雅高期待小森能够在高速度

以及高度自动化的商业轮转机上的表现更为突出 ；同时，也希

望小森能进一步的提升后期的培训工作。

对于未来的企业发展，凸版利丰雅高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立足于高端期刊杂志以及精装图书市场，在此基础上，我们也

会在商务印刷以及包装印刷方面有所作为”，袁总的一席话斗志

昂扬。而只要小森维持现有的高性价比，继续提高和完善售后

服务以及快速维修响应的水平，双方定还会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前行的道路上，相互扶持、共同发展是最好的脚本，让我们共

同期待中国印刷业更美好的明天。

字化过程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而且中国市

场非常大，具备阶段发展的特质。”袁福寅说。

在他看来，数字化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但

这种改变并不体现在纸质书到电子书的转换。

爱看书的人还是会爱看书。年轻人喜欢用电子

产品，但不见得喜欢用电子产品看书，无论如

何，书将永生。

过去的一年里，凸版利丰雅高在中国已经

悄然重整布局，也许更大的变革正在酝酿中。

“我们还在考虑扩张，而不是收缩。我们在寻

求机会，拓展业务品类，包装印刷会被更多地

纳入到战略布局中。这个市场有相当的潜力。”

袁福寅表示。

国内日益上升的人力成本，宏观政策对消

费的影响……这些因素为当下迷雾重重的印刷

市场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也为印刷企业的经

营与发展带来更多挑战。股神巴菲特说，“只

有在退潮的时候，你才知道谁在裸泳。”越是

经营环境趋恶，越是考验企业的软硬实力。真

正在管理与技术、工艺等方面领先的企业，才

能真金不怕火炼。而这，正是凸版利丰雅高不

惧困难，征战市场的底气与信心所在。

设备选型是印刷企业最基本、最重要的管

理工作之一。凸版利丰雅高与日本小森公司的

合作由来已久，看重的正是小森印刷机操作简

便，售后服务及时到位，机器售价以及维修价

格合理等一系列因素。目前中国事业部在北京、

上海、深圳的三间工厂共有 5 台小森印刷机，

其中 4 台 LS-440SP，1 台 LS-540+C。而就在

刚刚过去的 10 月，上海和北京工厂又再次购

进小森 GL-540+C 和小森 LS-440SP 印刷机。

小森 LS-540+C 的配置为五色加连线上光，

杂志封面、插卡及一些需要上光油（或哑油）

的印件可以一次性完成印刷 ；而小森 LS-40SP

做到一次过纸，双面印刷，可以应用于内文印

刷；两者相结合，可以帮助公司图书、期刊杂志、

企业宣传手册及年报的订单。

对于 LS-40SP 八色印刷机，三地工厂的生

产主管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此台设备的配

置有助于短版杂志的印刷，能同时印刷两面，

大幅缩短生产周期，满足客户快速交货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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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Geulggol, Korea | Lithrone G40 [GL-540 H-UV]

徐武成，总裁。

用户简介

通过印刷完美地
展现 “设计师的意向 ”
釜山（Busan）是韩国的第二大城市，以釜山国际电影节和釜山港闻名于世。
这里有一家与众不同的公司，以“独一无二的理念”作为经营战略的重要武器。
Design Geulggol是一家专业设计公司，为用户提供从设计到印刷的一站式服务。

“geulggol”这个词在韩语中的原意是“字

体”。用作为企业的名称时，就扩展为含有人

的许多行为∶如观察、阅读、感受和激发灵感。

选用这个单词为公司命名，是为了表明本公司

要面向全球致力于包罗万象的设计服务。

研发原创动漫形象

徐武成（Seo Mu-sung）总裁于 1996 年创

建了 Geulggol Jangteo 公司。最初，主要提供

编辑创意设计、出版和印刷服务。凭借出色的

编辑创意设计，公司的名气越来越大，于是更

名为 Design Geulggol 公司，并进一步拓展业务

范畴，在继续致力于提供全套设计服务的同时，

开始研发原创动漫形象及品牌产品，还专门成

立了负责网站的设计和管理的部门。

据徐总介绍∶“韩国的运输和通信行业已

经发展得非常成熟，整个国家处于‘一日游生

活圈’的状态。业内人士经常会对我说，在首

都首尔市（Seoul）云集着多家大规模设计公司，

它们的业务覆盖了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所

以在其它地区开业的设计公司很难取得事业上

的成功。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轻言放弃挑战。”

凭借十多年来不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专业

技巧，Design Geulggol 公司于 2010 年 3 月成

功地推出了自己的独家品牌“Design IVY”。为

了打造环保型的高端品牌，Design Geulggol 公

司设计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动漫形象，分别命

名为 BONEE、MONOON、PONG-JI 和 GGODUNG 

O 等 等。 其 中，BONEE 和 MONOON 荣 获 了

2012 年度视觉设计部门的优秀设计大奖。

安装 H-UV之后感到十分满意

2013 年 9 月，Design Geulggol 公司成为

韩国首家安装了小森五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

胶印机（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印刷企业。

韩国的印刷市场目前处于比较低迷的时期，印

刷企业之间为了生存正在展开孤注一掷的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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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宋博士与徐总裁

服务的代理商。对于已经设计好的再版制作的订单，公司拥有

全套的生产线，包括胶印机、印前制版系统、数字印刷机和印

后加工设备。除了拥有小森的 GL-540+H-UV 胶印机之外，还拥

有一台 Xerox C800、一台 Xerox C700、一台 Xerox FX4122 以

及一台 Xerox FPSS 服务器为数字印刷展开业务。对印刷品进行

印后加工时，公司使用 Scodix 数字印刷技术提供精美的 UV 压

凸印效果，用 Kama ProCut 76 Foil（模切烫金机）提供精致的

烫金印效果。公司还利用 JDF 数据格式来综合管理生产流程，

从接收订单到发货正品，所有工序都在同一个作业流程网络里

实现了无缝连接。

2013 年，经过徐总及五十多名员工的不懈努力，Design 

Geulggol 公司再次入选韩国顶级设计公司的大名单。2010 年，

公司曾经获得过该项荣誉。同样是在 2010 年，公司曾经荣获

了“inno-biz”的殊荣，这是针对中小企业的一个奖励，用以表

彰出类拔萃的技术竞争优势及发展潜力。针对公司在用人方面

为社会做出的贡献，Design Geulggol 公司荣获了来自韩国残疾

人就业机构颁发的有关职业康复项目的奖项。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徐总说到∶“目前，韩国印刷行业处

于危机状态，因为印刷市场本来就不很具备诱人的魅力。未来

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但是，这个市场也不会消失。从另一个

角度来看，竞争对手的数量不会继续增加，强大的对手也寥寥

可数。面对这样的危机，Design Geulggol 公司力争在经过重组

的行业内成为一家实力派企业。不仅在釜山 , 在整个韩国国内，

我们都拥有最棒的生产设施。再则，我们实行与众不同的经营

战略。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严格控制好质量，做到万无一失。”

竞争。尤其是与首都相比，业务需求量小的地

方城市处于非常惨淡的窘境之中。在这种情况

下，徐总裁意识到，公司必须拥有其它企业所

不具备的独特的优势，否则就有可能作为竞争

的失败者，陷于破产的困境。徐总说∶“从事

印刷和出版业务，并不仅是单纯地提供印刷服

务。我相信印刷犹如设计，设计要创造出新的

东西。我觉得公司需要安装一台合适的印刷机，

通过印刷，完美地展现设计师的意向。”

徐总讲述了选购小森印刷机的理由∶“在

投资购买新机器时，我会十分仔细、慎重地进

行斟酌。由于以前安装过一台二手的小森 L-626

印刷机，所以我非常信任小森品牌。我对比了

其它厂家生产的机器，但是 , 主要还是关注小

森机。在一次展会活动中，小森展示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和 CMS（色彩管理系统）解决方

案。我们购买的新款小森机不仅配有 H-UV 快

速干燥装置，还配置了 KID（小森信息服务显

示器）、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

K-ColorSimulator（色彩匹配软件）、K-PressNavi

（支持标准印刷作业的导操系统）和 K-Station

（印刷工序管理软件 /JDF 接口）。”

其实，徐总对投资购买新机器的举措是否

正确心里并没有底。他无法忽视周围的人在耳

边唠叨着的许多令人烦心的话题。“我不能确

定公司是否能够成功地突破区域性印刷企业的

局限，以及在韩国首次安装配置的一系列操作

软件是否真能发挥作用？”然而，事实证明投

资取得了良好的回报。“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性能无懈可击，印刷中

用 H-UV 装置进行干燥、用 PDC-SX 控制色调，

再加上出类拔萃的色彩管理系统，所有都令我

们感到非常满意。在免喷粉的印刷环境里，用

小森研发的 CMS（色彩管理系统）解决方案进

行印刷，使我感到印刷状态非常理想，令我感

到十分满意，甚至对自己做出的决定感到自

豪！”

从设计到印刷∶一站式服务

Design Geulggol 公司是一家提供综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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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G.公司
成为捷克共和国
安装首台H-UV型印刷机的企业
穿越时光隧道，回到1503年的Litomyšl城，这是距离东波希米亚（Bohemia）的布拉格市
（Prague）大约140公里的一座小镇。500多年前，正是这里首次出现了印刷作坊。

H.R.G., Czech Republic | Lithrone G40P [GL-840P H-UV]

用户简介

Litomyšl 市作为捷克共和国（Czech Republic）的一个城市，

居民人数大约为 1 万名左右，坐落在市中心的古城堡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ESCO）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H.R.G. 公司就建

在这里。

该公司是继承了这座城市的印刷文化遗产的唯一一家企

业，在当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司拥有 130 多名雇员，年度

营业额超过 9 百万欧元。

H.R.G. 公司创建于 1992 年，三年过后，前任排字员与现

任分权共有人皮特·罗连科（Petr Lorenc）获得了在该市开展印

刷业务的私营许可证，而皮特先生的车库则成

为了最初的印刷车间。二十年后的今天，H.

R.G. 公司成为捷克共和国第一家安装小森八色

Lithrone G40P 双面印刷机（配有 H-UV 快速干

燥装置）的印刷企业。

据罗连科先生的女婿兼 H.R.G. 公司分权共

有人利奥斯·图佩科（Leoš Tupec）介绍∶“2010

年，我们斥资购买了一台新机器，当时引进的

是公司首台配有上光装置的小森四色 Lith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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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减少材料损耗等。这台机器的印刷速度很快、小森公司的 H-UV

技术和相关技术也更为成熟，这些才是重要的判断依据。”

图佩科先生面带笑容地说∶“这是迄今为止公司做出的单

笔最大规模的投资，所以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我们希望购买

一台自己确信能在安装后立即投产的印刷机。快速进行现场测

试，快速完成操作培训，设备安装后不久，就开始投入正式生产。

双面印刷结束后就能立即送去进行印后加工，这一定是每家印

刷企业执着追求的一个梦想。”

利用 H-UV技术扩大印务范围

H.R.G. 公司会向广大客户宣传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威力

吗？“我们不会刻意去做”，图佩科先生说。“对于我们，最好

的促销模式就是客户拿到满意的正品后，用自己的语言把喜悦

之情告诉其它客户。客户们不会在意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机器，

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我们能否提供全面、可靠的服务，能否遵守

协议，按时保质地提交印刷品。届时，客户会发现我们使用新

款小森机，以更短的工时和更高的质量来完成印刷，而且这台

小森机能让我们为客户们创造、设计和制作许多新颖的产品。

我们期待能接到新的业务订单，例如必须用轻质纸印刷的杂志

和产品手册、以及用再生纸和其它环保类承印材料印刷的印品，

用传统油性油墨很难完成这样的订单。”H.R.G. 公司已经取得了

FSC 森林体系认证和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小森 H-UV 型印刷机所具备的环保功能对

H.R.G. 公司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H.R.G.公司的下一个目标∶回顾印刷业的历史

利奥斯·图佩科先生热情洋溢地说∶“我们所在的城市与

印刷业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我们的梦想是在 Litomyšl 市建立

一座印刷博物馆。我们搜集了十九世纪制造的古董级印刷机，

想让它们能够存留下来。我们把这些古董级机器翻新后，放在

新的高度自动化的机器旁边。我们热爱印刷，希望把数百年里

的印刷业的变化，展现给人们。”

S40 单张纸胶印机。在参观同年举办的 IPEX（英

国伯明翰国际印刷展）时，我们在小森展台首

次看到了小森 H-UV 快速干燥技术，当时看到

的是有八个机组的小森 Lithrone 双面印刷机的

现场演示，配有能立即干燥印张的 H-UV 装置，

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仔细调研 H-UV的运用情况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我们走访了荷兰

和日本，对 H-UV 快速干燥装置进行了仔细的

调研。我们亲眼目睹了小森 H-UV 型印刷机使

用多种承印材料所印刷的印品。我们是做好了

充分准备来再次选购小森品牌的。由于公司现

有的机器都是小机型，于是我们就投资购买了

首台正反面各印四色的 B1 尺寸翻转印刷机，

也就是新款小森 GL-840P 单张翻转胶印机。”

2005 年起开始任职于 H.R.G. 公司的图佩

科先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接着说∶“我们为

营销代理商、出版商、实业公司和金融机构提

供印刷服务，90% 的业务扎根于捷克国内市场。

公司的客户名单中包括飞利浦（Philips）、沃达

丰（Vodaphone）、巴黎欧莱雅（L’Oreal）、博世

（Bosch）、乐高（Lego）及一些汽车制造商等蓝

筹股企业，因此我们在捷克共和国市场占有明

显的竞争优势，能够与广大客户保持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这一点也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图佩科先生说∶“从周一到周五，我们采

用三班倒工作制，马不停蹄地开展业务，为公

司的客户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从印刷品的图

案设计，到实施一系列的印后加工处理，还包

括把最终正品运送到捷克国内的任何一处地

点。H.R.G. 公司承接的印刷业务可谓五花八门，

典型的订单包括广告单、折页插图、地图、小

册子、产品手册、杂志、挂历及各类文具用品。

这样一来，我们必须使用各式各样的承印材料

进行印刷，诸如不干胶、厚纸板及轻质材料。

从接收订单到送货上门的平均交货期限为三至

五天，但总的来说期限变得越来越短，因此我

们一直在寻找能缩短作业工时的任何一种有效

方式。”

完全相信小森的 H-UV技术经验

作为捷克共和国内首家引进小森 GL-840P

双面印刷机（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企业，

这并非 H.R.G. 公司决定购买机器的目的。图佩

科先生指出∶“是因为我相信小森公司在 H-UV

技术领域拥有的丰富经验，并且已经在多个国

家安装了 H-UV 型印刷机。无疑 H-UV 型印刷机

能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经济效益。例如可以节省

能源，能自动更换印版、快速作业准备和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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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mmings Printing, US | System 38D [LR-438/1250]

左起∶宫尾和良，小森美国公司总裁；杰克 ·克明格斯，Cummings Printing公司总裁。

用户简介

从竞争中
脱颖而出

若想在事业上有所发展，必须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各行各业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机遇也会应运而生。在历经重重磨难之后，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的企业，
一定是通过不断调整发展方向，来应对接二连三的变化。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
胡克希特市（Hooksett）的Cummings Printing公司，就是这一理念的忠实信奉者。

1914 年，鲁 A. 克明格斯（Lew A. Cummings）和两名雇员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康科德市（Concord）开

办了一家小规模的商业印刷公司。接下来的几年，公司的业务

呈现稳步增长，直到二十世纪 20 年代后期，一场大火摧毁了大

部分生产设施。之后，鲁先生决定把事业基地从新罕布什尔州

的康科德搬迁至曼彻斯特（Manchester）。他相信，在靠近马萨

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一座更大规模的城市开展业务，能

给企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事实证明，他的直觉是正确的。

经过短短数年的时间，Cummings Printing 公司就从当地的

一家凸版印刷企业，发展成为单张纸胶印企业，能制作各式各

样的不同种类出版物。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始终保持随

机应变的姿态，使得公司在杂志和产品手册的制作领域能够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务，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具 备 了 足 够 的 竞 争 实 力。

Cummings Printing 公司总裁及第三代掌门人杰克·克明格斯

（Jack Cummings）说∶“在祖父鲁以前，我们

的家族似乎已经开始涉足印刷行业。在我办公

室的外墙上挂着一份公文记录，上面记载着我

的曾祖父是一位‘印刷企业家’”。从 16 岁那

年起，杰克先生开始进入工厂参加工作，负责

打扫、清洗和驾驶用于收纸装置的搬运车。在

经历了所有岗位（包括印刷机操作人员）之后，

他成为一名营销人员，直到 1988 年实现子承

父业，正式成为了公司的总裁。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为佼佼者

杰克·克明格斯先生相信，在过去的十年

里顽强地生存下来的大多数商业印刷公司，都

具备使用类似的机器印制类似产品的能力。但



31Komori On Press

克明格斯家族三代人的合影∶居中的是杰克 ·克明格斯，他用右手扶着的肖像是
其祖父鲁 ·克明格斯，用左手扶着的肖像是其父亲约翰 ·克明格斯。

克明格斯先生指出，小森 System 38D 能自动安装八个印版，

印制 32 页规格标准尺寸的印刷品，也可以处理 16 页规格轮转

机印过的印刷品。凭借这些特征，System 38D 可以将交货期缩

短一半。另外，System 38D 在作业准备时的纸张损耗也减少了

50%。

“当我们力求寻找一款印刷机，它不仅能让产能翻倍，还能

缩短作业工时、减少材料损耗，作为附加值还能削减一半的人

工费时，只有小森 System 38D 轮转胶印机符合所有这些条件。

在我目睹了这款机器的实际运转能力之后，表现出无比的惊讶，

这样看来也不足为奇。”克明格斯先生说∶“自从涉足印刷行业

以来，我看过无数机器在工厂里进进出出，但是从来没有遇到

过这样一款设备。当大家都具备相同的能力时，这款机器绝对

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法宝。我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这款 System 

38D 将让我们遥遥领先于使用 16 页规格轮转机的竞争对手。”

是，他相信 Cummings Printing 公司采用三个

妙招超越了竞争对手。首先，公司能够持续不

断地以合理的价位，按时保质地提供印刷品。

公司严格遵守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

准则，既保障了精湛的印刷质量，又实现了合

理的竞争报价。其次，就是公司能在出现问题

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任何一家印刷企业

都知道，几乎所有的项目都会或多或少地遇到

一些麻烦。如何应对和解决所面临的难题，对

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克明格斯先生知道，要

想让企业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里

一 枝 独 秀， 必 须 思 路 敏 捷、 灵 活 机 智。 像

Cummings Printing 公司这样的家族式经营企

业，能够在出现问题之后，及时有效地采取相

应的对策。

果断投资推动事业发展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杰克·克明格

斯先生采用的第三个妙招，就是让公司拥有维

持盈利的能力，他相信，通过投资购买相应的

生产设备，进一步缩短作业工时和提高竞争力，

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多年来，公司持之以恒地

投入资金，用以对设备进行更新换代，并简化

生产工序。10 年前，Cummings Printing 公司

扩建了新的厂房，从原有的 65,000 平方英尺

扩大到现在的 100,000 平方英尺。有了新的厂

房设施，公司得以购买轮转胶印机，用以满足

不断增长的出版印刷需求，并在竞争上占据更

明显的优势。最近，公司替换了以前的一台 16

页规格轮转机，取而代之的是北美地区首次落

户的小森 System 38D 轮转胶印机。

克明格斯先生解释说∶“在小森机销售代

表的强烈推荐下，我亲自走访了瑞典的一家印

刷工厂，目的是为了近距离地观看这款机器的

运转情况。说实话，去以前我没有认真考虑购

买机器的事情，但是当我亲眼目睹了这款小森

机的实力之后，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情不

自禁地叫了一声‘哇’，然后当场就签订了购

买合同。我相信，杂志和产品手册的短版印刷

需求永远不会中断，这款小森轮转胶印机让公

司的产能实现了倍增。换句话说，一台小森

System 38D 相当于两台 16 页规格轮转机的产

能。”

小森 System 38D 的出现，改变了 32 页规

格轮转胶印机在市场上扮演的角色。作为标准

配置，System 38D 安装了 KHS-AI（带自学习

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能够高效印制高

质量的印刷品，缩短作业准备时间，同时具备

短版印刷能力，满足市场上的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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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t1, 
$gp, $t1     # &A[i/2] - 28
    lw     $t1, 28($t1)      # fetch A[i/2]
    addi   $t1, $t1, 1       # A[i/2] + 1
    sll    $t2, $t0, 2       # turn i into a byte offset 
    add    $t2, $t2, $gp     # &A[i] - 28
    sw     $t1, 28($t2)      # A[i] = ...

# A[i] = A[i/2] + 1;
    lw     $t0, 0($gp)       # fetch i
    srl    $t1, $t0, 1       # i/2
    sll    $t1, $t1, 2       # turn i/2 into a byte 
offset (*4)
    add    $t1, $gp, $t1     # &A[i/2] - 28
    lw     $t1, 28($t1)      # fetch A[i/2]
    addi   $t1, $t1, 1       # A[i/2] + 1

专题报道

彻底翻修
六色Lithrone 50单张纸胶印机
2012年，位于日本的小森技术服务部门从一位老主顾那里接到了一份不同寻常的订单，本期故事详细讲述了小森公司为遍
布全球各地的用户提供的细心周到的各项服务。

小森技术服务

选择。这项任务给小森公司带来了巨大

的挑战，因为小森已经停止供应 50 英寸

的机型长达 10 多年，很多相关零部件已

经不再生产。尤其是难以仿造电气配件

和通用件。

在缜密地考虑了所有的困难之后，

小森技术服务部门还是决定为用户进行

彻底翻修，并重新设计相关的“翻修配

套元件”，以满足其它的小森 Lithrone 50

的用户的需求，那些用户出于特殊的需

要，今后有可能会继续使用已有的 50 英

寸印刷机。

日程问题

翻修工作包括为现有机更换一个全

新的 PQC（印刷质量管理装置）操作台，

并与小森电子公司开展合作，更换程序

控制器。最初制定的计划是用 54 个工作

日来完成任务。但是，由于用户企业无

法承受那么长的停产时间，小森公司不

得不重新调整日程计划，大部分工作都

这家小森用户企业于二十世纪 90 年

代中期，购买了两台小森六色 Lithrone 

50 UV 印刷机，两台机器都配置了加长收

纸装置，其中一台还配置了上光装置。

尽管该用户近来已经开始用一台新型 40

英寸小森 Lithrone 印刷机开展业务，但是

用新机器印刷时所需的用纸量是六色

Lithrone 50 的两倍。另外，由于印刷后

需要进行模切加工（从本质上来讲，这

道工序必须在印刷后来完成。），如果该

用户继续使用 40 英寸机型的话，则需要

添置模切机作为生产配套设备。

艰巨的任务

出于这样的背景，这家印刷企业需

要选择究竟是购买一台新型 50 英寸印刷

机，还是对现有机进行翻修。因为目前

已经没有单张机设备制造商还在生产 50

英寸的机型，所以对现有的 L-650 印刷

机进行彻底地翻修，是留给企业的唯一

安排在春季的黄金周、夏季的假日、新年

的假日以及业务的淡季等休假日来完成。

这样一来，意味着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

完成所有的工作，印刷机的某个机械装置

有时候会在翻修前就出现故障，此时就必

须提前翻修该装置。另外，不同的工作内

容必须由相应的技术服务工程师来完成。

各种问题涉及的面比较广，需要彻底翻修

的零部件种类又比较多，要全面掌握所有

内容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由于工作周期长，

如何才能妥善保管好相关零部件和工具也

成为棘手的问题。

翻修过程虽然艰难，但是翻修结果

让用户感到非常满意，所以，让小森技术

服务部门感到欣慰。如今，技术服务部门

每个月拜访一次，使翻修后的印刷机能维

持最佳的印刷状态。技术服务部门的工程

师和专家们认为，在对小森 L-650 印刷机

进行翻修的过程中，显示了该部门的厚实

的技术力量，赢得了对小森品牌的支持和

信赖。今后，技术服务部门计划使用“翻

修配套部件”为其它小森用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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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采取多元化经营战略的雅昌文化

集团，迄今为止已经赢得了国内外印刷行业

内颁发的几乎所有的大奖。2014 年 2月，在

小森的筑波工厂的图像技术中心 , 为雅昌公

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举办了第三次培训讲座。

由于参加这次培训的人员是来自雅昌公司的

各个部门的管理人员，所以，为他们专门准

备了一些特殊的课程。例如∶如何提高生产

效率，如何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等。

负责授课的小森公司的讲师，在讲课过

程中列出了根据雅昌地处不同地区的三个工

厂的运转数据所制成图表，让学员们通过分

析那些数据来比较三个工厂的实际运转状况。

譬如把三个工厂的印务内容、印刷机的台数、

各台机器的运转率、实际运转时间和作业准

备所化的时间等，分成各个细目进行比较。

从中找出影响运转率的原因和今后实际可行

的改进措施。同时还指导学员今后该如何根

据不同的数据通过制作不同式样的图表来合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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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进行整理和归纳对比的考虑方法。

雅昌管理者的观点

《On Press》杂志编辑组采访了上海雅昌

总经理刘征先生，向他请教了参加这次培训

的理由。刘征先生说到∶“我们是作为雅昌公

司2014年的小森培训班成员前来参加培训的。

近几年来雅昌公司每年都要派管理人员来小

森进行培训，我们跟小森公司是战略合作伙

伴。我们这次是带着更高的学习任务来的。

最近几年印刷行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而

小森公司却能挺过这一冲击。小森公司是印

刷机的制造商，又是供应商，我们来是要学

习小森的管理方面的经验。我们这次参加培

训的人员与以往有所不同，以综合管理人员和

专业总监构成，而以往以生产体系管理人员

为主，这就决定了这次培训内容会有调整。

在来日本之前，每个人都对在日培训时想学的

问题提出了要求。内容涉及到了综合管理、财

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等诸

多方面。小森公司非常认真地整理了这些问

题并在培训中给予了最大程度的解答，使我

们每个人都真正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

北京雅昌总经理许泽长先生，针对学习

的内容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小森公司在技术

方面的研究和对客户的服务方面都做得相当

不错，非常重视对技术的创新。近几年来，

特别在把轮转技术和单张机技术相互融合方

面是做得很出色的。对自己的客户，就我从

客户的角度来讲，对客户的培训也是很尽力的。

不仅仅是从技术方面给予培训，还从管理方

面进行培训。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需要不断学

习的社会。我们回去后要把学到的知识和体

会都转化为行动，要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刘总补充说∶“雅昌公司每年到小森公

司来培训，回公司以后都要举行分享会。把

在小森学到的知识和了解到的信息及时地分

享给同事。这几年来，通过每次的分享会，

我们都从小森公司学到了不少东西。雅昌与

小森是十多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都从彼

此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年的雅昌赴日培

训既是提高雅昌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的

机会，也是加强双方在各个层面不断交流和

沟通的需要，因此雅昌已经把每年的培训活

动当作了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此次日

本之行的目的之一。”

左起∶许泽长，北京雅昌总经理；刘征，上海雅昌总经理。

在KGC实施
工厂管理人员培训
中国雅昌文化集团的管理者们参加了在KGC（小森图像技术中心）举办的有关印刷工厂管理的专题培训，他们发现小森公司
在与用户建立合作关系方面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作为服务供应商和印刷设备制造商，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小森图像技术中心



2013年11月26日至27日，在荷兰乌德勒支市
（Utrecht）的小森欧洲图像技术中心（KGCE）举办
的Printology H-UV成果演示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巨大成功。借此大好时机，小森国际（欧洲）B.V.公司

总裁小森映宏（Akihiro Komori）在致辞中强调了
KGCE的定位∶它不仅是小森公司的泛欧产品陈列室

和机器现场演示中心，还承担着新产品的调研、用户
技术培训、与其它主要印刷设备制造商进行技术交流
的重要职责。

来自18个欧洲国家的250多位嘉宾参加了本次成

果演示会，小森公司的代表作之一，划时代的H-UV快

速干燥装置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强大实力，这项尖端技
术自六年前问世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业内的广

泛关注。在为期两天的活动期间，共举办了四场H-UV

技术研讨会，小森公司新事业研发团队、负责研制
H - U V干燥灯的B a l d w i n公司及负责研制高感度

H-UV油墨的东洋油墨公司等H-UV技术的全球顶尖

合作研发伙伴的代表们，纷纷在会上进行了精彩的演
讲。嘉宾们除了观看由畅销产品小森五色Lithrone 

S29单张纸胶印机和五色Lithrone G40单张纸胶印机

（两台机器都配置了上光装置）进行的现场演示之
外，举办方还组织了前往荷兰小森H - U V用户

Ipskamp公司的恩斯赫德（Enschede）工厂进行参
观的活动，100位嘉宾在工厂的实际生产环境里，亲
眼目睹了配有H-UV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单张纸胶印

机所展示的印刷质量和生产能力。

小森欧洲图像技术中心举办泛欧Printology H-UV成果演示会

Printology H-UV在KIE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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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森公司在东京郊外的筑波工厂举办了一年一度

的春季成果演示会。本次活动为到场的嘉宾们奉献了
一场商业解决方案的研讨会，针对提高印刷作业流程
管理效率的印刷机和相关配套装置的最新可能性，展
开了相关的探讨。另外，还对当天的机器现场演示的
亮点，以及即将上市的K-Station Version 4（印刷工
序管理软件/JDF接口）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在当天的现场演示活动中，三台配有H-UV快速

干燥装置的小森印刷机大显神威∶功能强大的八色

Lithrone G40P双面印刷机配置了A-APC（全部色组
独立自动换版装置）和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装
置-SX型）；结构紧凑的四色Lithrone A37单张纸胶

印机可以灵活满足各类印刷作业需求；能为印刷品提
供附加值的六色Lithrone G40单张纸胶印机配置了

机组间干燥灯和联机上光装置；三台机器都使用了普
通纸和金、银卡纸进行印刷。另外，当天的活动还展示
了小森色彩管理系统，将小森Impremia C80彩色数

字印刷机印制的小册子，与小森GL-840P印制的小册

子摆放在一起，经过对比后，参观者们发现两者的色
调可谓如出一辙、不相上下。

来自日本国内68家印刷企业的113位印刷界精英

人士参加了本次的春季成果演示会。各台印刷机的机
械构造及H-UV快速干燥装置的详细情况，成为参观
者们最为关注的事项。

Furnax Group在巴西国内的印刷市场是一家

知名的商业印刷机供应商，该公司新近被任命为
小森巴西产品代理商。作为巴西国内最大规模的
印刷技术及硬件设备进口商之一，Furnax公司以

精良的设备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可。

筑波工厂春季成果演示会上三台H-UV印刷机各显其能

小森公司最新报道 ̶ 新任小森巴西产品代理商

地址∶巴西圣保罗市 771 Bras地区 Rua Visconde de Parnaiba；负责人∶埃斯特万 ·罗，经理；联系电话∶ 55-11-3277-5658埃斯特万 ·罗，经理。

筑波工厂成果演示会
关注小森H-UV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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