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GAS 2015的参展设备阵容
小森印刷机用于印制

新款英镑钞票



READY

新款Impremia IS29在IGAS 2015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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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专 辑 II

小森纸币印刷机
德拉鲁印钞公司是全球最大规模商业纸币印刷企业，其总部设在英国。

在德布登（Debden）的英格兰银行最近刚刚安装了一套全新小森纸币

印刷机生产线，包括胶印机、雕刻凹印机和凸版胶印机。当然，这些小

森机的使命就是为英格兰银行印制英镑钞票。针对目前的情况，我们有

来自现场的精彩报导。

32KGC与K-Supply

解决印刷难题的实用性解决方案
详细报导中国印刷企业家在小森图像技术中心接受工厂管理的培训课程

的情况。另外，介绍日本印刷企业 Asapri 公司在使用小森标准 KG-911 
H-UV 油墨一年多以来的评价。请看来自中国印刷企业家和日本印刷企业

的车间负责人的评价。

34展会花絮

在中国东莞、哥伦比亚波哥大、以及墨西哥举办的印刷展览会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小

森展台更是盛况空前，精彩的演示活动轮番接力。请看来自现场的照片和文字报导。另外，

还有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纸币专题研讨会（小森公司展示了以狼为主题的图案，获得

高度评价的纸币样品），以及由泰国 Trisan Printing 公司举办的成果演示会的情况。

小森大放异彩∶充满活力的展会吸引全球目光

18
改头换面∶改革中的印刷企业
用户简介

当今，能够获得良好业绩的印刷企业，正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以应对时代的变化。来

自象牙海岸、中国、哥伦比亚、法国、韩国、意大利的印刷企业，正在计划投资购买小

森印刷机，为的是在当前蓬勃发展的环境下，适时地抓住下一波起飞的经济。

4专 辑 I

掀开崭新的一页（Open New Pages）是小森公司在 9 月份于日本东京举办的 IGAS 2015
（日本东京国际印刷展览会）的参展主题，也实际地反映出小森展台将会发生的一切。创

新的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将首次参展 ；三台参展的小森胶印机，都

将配置 H-UV 快速干燥装置 ；此外还有能实现高速印刷的新款 Impremia C100 彩色数字

印刷机。所有的 PESP（印刷工程服务商）相关产品也都将通过新款 K-Station 4 的连结，

一起在展台亮相。小森展台将为印刷业的未来描绘出美丽的蓝图。

IGAS 2015: 掀开崭新的一页

C O N T E N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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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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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AS 2015: 掀开崭新的一页

东京国际展览中心东馆 3展厅
9月 11 日至 16 日 



小森公司与小森用户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印刷领域进一步发

展新潜能，创造更丰富的印刷信息交流。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开启崭

新的篇章。

小森公司正在进行重大的改革，从专业的胶印机制造厂商转型成为

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将不断地发展印刷领域的新潜能，专为胶印、

数字印刷、电子印刷、印刷材料及配套设备提供解决方案。

另外，小森公司以“连结”实现改革创新。小森公司认为，通过连

结可以让一切事物创造出新的价值，因此将胶印与数字印刷连结为一

体、将硬件与软件连结为一体、将所有印刷工序连结在一起，更重要的

是，将广大用户与小森公司连结在一起，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创造出

崭新的价值，创造更丰富的印刷信息交流。

在 IGAS 2015 的小森展台上，我们将以“掀开崭新的一页（Open 

New Pages）”为主题，为转型提供高附加价值印刷或数字印刷的用户们，

一起开启这崭新的篇章。我们将提供一系列的优良对策，让这些正在转

型中的用户们成功地成为印刷传媒业的大企业。

IGAS 
2 015
日 本 东 京 国 际 印 刷 展 览 会

中心 | 东京



近几年来，小森公司一直倡导“小森按需印刷解决方案（Komori 

OnDemand）”的理念，是将胶印与数字印刷有效结合为一体，满足不

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在强烈竞争的核心中，小森公司以多年来在制造

胶印机和证券印刷机所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实力，成功地研发了一

款满足当今印刷企业所需要的高端数字印刷机∶ Impremia IS29 单张纸

喷墨式数字印刷机。

小森按需印刷解决方案

随着数字通信的发展，印刷行业的未来也不断地在改变。小森公

司深信，“印刷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灵活的运用胶印和数字印刷的优

势，以提高最佳的生产效率和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不断地发展这两

种印刷技术。将胶印机稳定的运转性能和高品质的印刷质量，与数字

Impremia IS29

胶印机

按需印刷

印
刷
质
量

生产能力

29英寸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

IGAS 2015: 掀开崭新的一页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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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mia IS29

印刷机的可变印纹印刷能力和应对短版印刷的能力，有效地结合，激

发小森公司的创意，推出按需数字印刷解决方案（DigitalOnDemand）。

专业配置的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是结合了小

森按需印刷解决方案与数字印刷的规格，并有效地将小森的输纸技术

和印刷机控制技术，与柯尼卡美能达的数字印刷融合所诞生的专业数

字印刷机。

新的数字印刷的潜力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具备多项最新功能，可

以充分发挥数字印刷特有的便利性和灵活性，既能满足广泛的印刷需

求，又能让印刷企业取得竞争优势。Impremia IS29 适印的纸张除了

常见的胶印用纸外，其纸张的种类和纸张厚度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

因此能够实现印张快速干燥、一次过纸双面印刷、立即进

行印后加工、满足少量多样、短交货期的需求。其杰出的

色彩重现性和套准精度，足以媲美胶印的高水准印刷质量。

Impremia IS29 不仅能在商业印刷，还能在特殊印刷的领

域发挥巨大的威力。Impremia IS29 的操作简易，能完成

不同类型活件的作业转换，将按需印刷的生产能力和作业

效率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特 征

Impremia IS29 机器规格

色数
油墨
打印速度
最大纸张尺寸
纸张厚度尺寸

打印分辨率
* 柯尼卡美能达公司为高清晰一次过纸印刷所研发的喷墨式打印 UV 油墨。

 采用UV喷墨式印刷技术，印刷时无需选用特殊纸张。

 无需选用任何预涂布纸张或认证纸张。

 单面印刷时的纸张厚度尺寸为0.06-0.6mm。

 媲美胶印的高清晰印刷质量。

 使用UV油墨，印张可以立即干燥并进行印后加工。

 纸张正反两面套准精度与胶印相同。

4 色
UV 油墨*
3,000 sph（单面印刷）| 1,500 sph（双面印刷）
585 × 750 mm
0.06–0.6 mm（单面印刷）
0.06–0.45 mm（双面印刷）
1,200 x 1,200 dpi

Impremia IS29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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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hrone G40

Lithrone GX40RP

即将在 IGAS 2015 上亮相的 40 英寸六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将配置 H-UV 快速干燥装置和上光装置，

展现其高附加价值包装印刷的威力 ；上光工艺的潜力以及新

款 Apressia 切纸机的性能也将是展示的亮点。搭配 KHS-AI

系统的 LITHRONE G40 可以提高生产能力、减少纸张损耗、

缩短作业准备时间 ；配备业内最顺畅、最可靠的输纸系统，

成就了这部印刷机最引以为傲的运转稳定性和印刷质量。机

器本身能安装一系列自动化操作的选配件，因此本次的参展

机将配置以 PDF 数据对照装置为基础的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PDC-SX 和印张序号打印装置，展示其绝佳的印刷质量控制

能力。

小森公司将在 IGAS 2015 上推出一台配置 H-UV 快速干

燥装置的八色 LITHRONE GX40RP 双面印刷胶印机。这款机

器进行双面印刷时质量高、工时短、印刷速度快、机器稳定

可靠、耗损低，适用于商业印刷的薄纸印刷或包装印刷的厚

纸印刷。LITHRONE GX40RP 的现场实机演示将展现惊人的

生产能力和顺畅的作业转换能力。另外，新款 Apressia 

CT137 切纸机将在 H-UV 印刷结束后，立即进行印张的裁切

工作，展现其强大的裁切性能。

六色 LITHRONE G40 印刷机规格

最大纸张尺寸
最大印刷范围
纸张厚度尺寸

八色 LITHRONE GX40RP 印刷机规格

最大纸张尺寸
最大印刷范围
纸张厚度尺寸

IGAS 2015: 掀开崭新的一页

720 × 1,030 mm 
710 × 1,020 mm
0.04–0.8 mm

720 × 1,030 mm
710 × 1,020 mm
0.04–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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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hrone A37

H-UV用户感言

小森公司在 IGAS 2015 上推出配备 H-UV 快速干燥装置

的 37 英寸四色 LITHRONE A37 单张纸胶印机，将搭配新款

的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PDC-SG。企业无需投入昂贵的成本，

就能拥有操作简单、精确的色调控制装置。这款机器的最大

纸张尺寸为 640×940mm，可以满足广泛的印刷需求，在印

刷 A4 纸八面拼版的印件时，还可以在空白处加入 CMS 用的

测控条。LITHRONE A37 继承了 LITHRONE 系列的基本性能，

性价比高、初装成本低、生命周期的维护保养成本低、最高

印刷速度可达每小时 13,000 印张，设计结构紧凑、功能强大。

现场实机演示将进行两个活件的印刷∶一个是用薄纸进行正

反两面的印刷 ；另一个是用厚纸进行印刷。

四色 LITHRONE A37 印刷机规格

最大纸张尺寸
最大印刷范围
纸张厚度尺寸

截至 2015 年 6 月，全球各地安装 H-UV 印刷机的 
数量已突破 500 台大关！

左侧是小森公司的 H-UV 吉祥物 Sokkan-man（速 

干超人），正在举手击掌庆祝这一项纪录。

哇！
H-UV 印刷机的销售已突破
500 台大关。

640 × 940 mm 
620 × 930 mm
0.04–0.6 mm

H-UV 快速干燥装置对于紧迫的交货期要
求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印张能像数字印
刷的印张一样，印完后可立即进行后加工的工序。 

—土耳其 Ofset Yapimevi 公司

这是一项成功的投资，一切运转都完美的无懈

可击。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表现
完美无瑕，H-UV 的色彩表现、PDC-SX 的
测色性能、以及色彩管理的管控，都让我们感

到非常满意。— 韩国 Design Guelggol 公司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生产能力
强，印刷质量也令人叹为观止。—德国 Schroerlucke

公司

只有极少数的几家印刷企业能在印制所有的这

些材质时，可以与我们竞争。—法国 PPA-
Mahé 公司

如果要把油墨印到被印材料上，小森的 H-UV

快速干燥装置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在整
个印刷过程中都无需使用喷粉。
—美国 McCallum 公司

KHS-AI 与 H-UV 快速干燥装置所创造之革新的

科技已经开始为企业带来红利。我们
信赖小森，所以得以站在新潮流的顶端，并让

企业保有领先的地位。—印度 Legriffe Offset 公司



10 Komori On Press

K-Station 4

Impremia C100 dCL 数字创意空间

K-ColorSimulat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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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管理所有的数字印刷机和胶印机的工作

安排和进度，即使是其他厂牌的印刷机也可以管理。K-Station

与 MIS（管理信息系统）之间互联，可以相互传递工单和生产

数据。因此当 K-Station 服务器完成对工单的预定和工作进度

的安排后，工作进度的信息将被送至 KHS-AI v.5 或印刷机的

K-Station 客户端。印刷机记录的即时作业结果会被上传至

K-Station 服务器，因此只要通过管理菜单就可以查阅。装有

KHS-AI v.5 的印刷机，可以自动搜集预上墨和机器运转的记录

信息。

（本产品目前适用区域有限制。）

继 2014 年 11月小森数字创意空间正式发表之后，采用

碳粉的 Impremia C100 彩色数字印刷机，也将在本届 IGAS 期

间首次对外亮相。Impremia C100 可以提供每分钟 100 张纸的

彩色印刷，其印刷质量高、生产能力强，是一部能与胶印进行

色彩匹配的理想数字印刷机。在本届 IGAS 展会上，Impremia 

C100 的现场实机演示内容包括打样以及输出印刷样品。

（本产品目前适用区域有限制。）

设在小森东京总公司二楼

和大阪演示中心内的 dCL 数字

创意空间，将以同样的形式出

现在 IGAS 2015 小森的展台。

IGAS 展会上的 dCL 将展示一系

列数字印刷解决方案，包括

Impremia C100 彩色数字印刷

机、K-ColorSimulator 2、贴膜

机和切绘机。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 利 用 K-ColorSimulator 2

进行的胶印与数字印刷的色彩

匹配将成为展示的亮点。

K-ColorSimulator 2（易于操作的配色软件）能在胶印与数

字印刷之间进行高水准的色彩匹配。只要使用这款配色软件，

不管是碳粉或喷墨式数字印刷机也都可以模拟输出胶印的色

彩。不需拥有专业的色彩管理知识，操作人员就能编辑高度精

准的油墨特性文件。目前还需要运用专业技巧、费时费力的打样，

也都会变得异常简单。操作人员只需按下一个按键，就能以胶

印色彩为基准完成配色作业。

IGAS 2015: 掀开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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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L 数字创意空间

Apressia CT137

Apressia CT137 切纸机的切纸幅宽为 137cm，采用支持

CIP4 数据格式的电脑控制液压切纸方式。拥有精巧的外型，

通过 19 英寸触摸屏可以对机器进行精准的操控，任何人都能

轻松地操作切纸的作业。裁切速度在同类机型中属于顶尖水准。

操作安全的设计非常严格，其中裁切的开关必须用双手按下，

并通过光电区域的感应器感应后，才能进行裁切。Apressia 

CT137 的占地面积小、切纸幅宽大，操作非常容易。

（本产品目前适用区域有限制。）
小森公司正积极开展的印刷工程服务商（PESP）是公司新

的经营目标，其内容涵盖印刷机相关配套系统、印刷材料和印

刷专业技巧。我们不断的开发可以满足时代需求、并具有新价

值的产品，将多年来所积累的专业技术与合作伙伴的技术结合，

成为综合型印刷解决方案。除了提供客户更多的便利性外，小

森公司愿意成为一名咨询顾问，向用户推荐最佳的生产设备及

最优的事业模式，以满足用户的各类需求。

除了持续地提供传统的胶印机以外，小森公司也致力于开

发各式各样的 PESP 相关产品，包括能满足用户核心需求的解

决方案及服务。例如，按需胶印最强大的主要产品 H-UV 快速

干燥装置就是通过 PESP 活动推广普及的。PESP 相关产品的

覆盖面很广，包括 Impremia 系列数字印刷机、Apressia 系列印

后加工设备、印前设备及各种印刷材料。

位于小森东京总公司二楼和大阪演示中心内的 dCL 数字创

意空间，是将 PESP 的构思转变为实际的成果。dCL 数字创意

空间会定期举办专题研讨会、进行数字印刷机安装前的模拟与

测试，并向用户展示投资某些设备后的事业模式推演等。

另外，还有很多精彩内容，例如∶证券印刷机展区、Seria

展区、轮转胶印机展区、生态环保展区、尚邦印刷机展区、研

讨会、印刷品画廊。

KG-911 H-UV 油墨

本届 IGAS 展会上所进行

的 H-UV 现场实机演示的印刷，

都将使用 KG-911 H-UV 油墨。

这是由小森公司在安装启用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过程中，

运用所积累下来的专业知识，

而精心研发的 H-UV 高性能标

准油墨。油墨的硬度、印刷质量、

适应性、以及经济方面都达最

高的水平。KG-911 能用更薄的

墨膜，达到其他厂牌 H-UV 油

墨相同的密度，因此可以提高

每公斤油墨用量（※）。此外，

其实用性的程度提升，也减轻

了操作人员的工作量。

（本产品目前适用区域有限制。）

PESP
印刷工程服务商

※ 每公斤油墨可以印刷的纸张数量。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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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
印刷机

彰显国家主权的纸币印刷，是将印刷艺术与科学融为一体的精致领域。纸币印刷机是最尖端

科技的产品，用于印刷纸币的纸张和油墨都是高科技的成果，防伪安全线也加入了全球最复杂的

防伪措施。所有这一切措施，都是由钢凹版雕刻师、流变学工程师、以及其它深奥科技领域的专

家们，将各自拥有的专业知识汇集在一起所产生的。将平版胶印、雕刻凹印与凸版胶印，这三个

基本的印刷工序，巧妙地融合，使得纸币的艺术性和防伪安全性达到无以比拟的水准。因为其印

制的产品是真实的金钱，所以生产过程中的每一道环节都是极端的严谨。

为了追求最佳的艺术美感和安全系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国营印刷厂及私营商

业印刷企业，指定小森品牌为印刷机专业供应商。自五十年代成为日本大藏省印刷局指定的纸币

印刷机供应商，以及自八十年代起成为亚洲和欧洲的大型纸币印刷企业的合作伙伴以来，小森公

司累积了数十年的经验，在业内赢得一致的好评和信赖。

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印刷设备，需要提供最稳定、可靠的印刷与最佳的印刷品质，以应对最艰

难的任务，亳无疑问，小森印刷机是最当之无愧的选择。

证券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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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森 Currency LC32 是

一款革新的双层多色胶印

机，最高印刷速度为每小

时 12,000 印张，具有 8 色、

10 色或 12 色机组的配置。

小 森 Currency IC532III
是一部五色间接雕刻凹版

印刷的单张纸印刷机，配

置不停机飞达和双收纸台，

并外接一个抽样用的收纸

台。这部印刷机的最高印

刷速 度 是每小时 10,000
印张。

小 森 Currency RN332III
是一部三色号码印刷机，

由一个双倍径公用压印滚

筒、一个凸版滚筒，一个

与高精度印张检查摄像头

连动的检查滚筒所组成。

小 森 Currency 40CC 是

一 部 翻 转式单张 纸 上 光

机，它可以在被印材质的

正反两面涂布一层均匀的

水性或 UV 光油，其被印

材质不管是棉质或是塑料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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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小森公司向日本

大藏省印刷局所提供的第

一台纸币印刷设备，是一

款双色干胶印纸币印刷机 ；

此后，小森公司又向印刷

局提供了四色凸版印刷机、

多色干胶印纸币印刷机和

雕刻凹版印刷机。一步一

脚印所累积的成功，使得

小森公司成为日本财务省

的纸币印刷机主要的供应

商。在 1955 年至 1973 年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为日本国内的货币供应立

下了汗马功劳。在八十年

代，小森公司开始为海外

的政府央行提供纸币印刷

生 产线， 其中包括韩国、

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尼

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近

年来，小森公司也成功地

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

越南的国立印刷厂安装了

纸币印刷机。



在德布登工厂使用小森印刷机

印制英格兰银行的英镑钞票

日本小森公司最近宣布，全球最大规模的私营证券印刷企业

之一，德拉鲁印钞公司（De La Rue International Limited）在与英

格兰银行签订了印刷英镑钞票的合约之后，向小森公司下单定购了

全新的纸币印刷生产设备。新订单指定将小森纸币印刷机安装在

位于德布登（Debden）的英格兰银行印刷厂；在此之前，小森公司

也曾经为德拉鲁印钞公司的英国盖茨黑德（Gateshead）工厂安装

过全套小森纸币印刷机生产线，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小森公司借此大好机会，强化其“质量和可靠性”的品牌声誉，

成为最具竞争力的证券印刷机供应商，在全球证券印刷行业建立自

己的地位。购买机器的合同签订后，两家企业还签署了技术协议，

小森公司将与德拉鲁印钞公司发展合作，不仅致力于提高质量、扩

大产能和削减成本，还将进一步研发革命性的证券印刷技术。

能够与业内深受尊敬的企业携手合作，小森公司感到无比的

欣慰，并期待着能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双方的合作关系能够更为

紧密。

盖茨黑德生产线成就德布登的订单

2013 年 10月，在德拉鲁印钞公司盖茨黑德工厂举行剪彩的

全新小森纸币印刷生产线，是由以下设备所组成∶一台配置 12 个

机 组 的 Currency LC-1232 双 层 多 色 胶 印 机、 一 台 Currency 

IC532III 多色雕刻凹版印刷机、一台 Currency RN332III 三色号码

印刷机。

德拉鲁印钞公司创立于 1813 年，是隶属海峡群

岛的根西岛（Guernsey）的一家报纸出版商，1853 年，

德拉鲁印钞公司与英国政府签约，印制了英国第一

套有齿孔的单面邮票，因而进入证券印刷市场。

1860 年，公司开始印刷纸币，第一份合同是为毛里

求斯（Mauritius）政府印制钞票。如今，公司已可以

为毛里求斯、黎巴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佛

得角共和国、苏格兰（克莱兹代尔银行）、冈比亚共

和国印制塑料纸币。

现在，德拉鲁印钞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商业纸币

印刷企业和护照制造商。公司在全球共有 4,000 多名

员工，每年印制超过 60 亿张钞票，并持续在不同的

洲际大陆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

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

2013 年 10月，德拉鲁印钞公司在英国奥佛顿

（Overton）工厂设立了全新的现代化技术中心，目的

是强化为用户提供证券印刷解决方案的能力，并研发

更多的专利产品。在技术中心，德拉鲁印钞公司的自

然科学团队，以最尖端的技术和设备，研发具有创

意与革新特色的产品，供各种的证券印刷品及相关

服务使用。

在英国贝辛斯托克市（Basingstoke）的德拉鲁印

钞公司总部安装的业务连续性管理系统，以及在德

布登（Debden）的英格兰银行印刷厂安装的小森全新

纸币印刷机生产线，已经取得了ISO 22301（业务连

续性管理体系）认证。

正如德拉鲁印钞公司所说∶“由 ISO 标准定义的

这套管理系统，可以鉴定生产活动中的突发事件，

给予我们足够的应对能力。这样就能防止并减轻破

坏性事件的扩张和影响，确保我们的生意能够继续

并将客户的损失减到最少。取得这项 ISO22301 认证

对于德拉鲁印钞公司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我们知道

在纸币印刷行业，德拉鲁印钞公司是取得这项标准

认证的第一家企业。”

德拉鲁印钞公司
使用小森纸币印刷机
印制英镑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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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就座人物，左起∶鲁帕特 · 米德尔顿，德拉鲁公司首席运营官（COO）；持田训，

小森公司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COO）；后排站立人物，左起∶上原刚男，

小森公司证券印刷事业本部科长 ；琳达 · 菲甘，德拉鲁印钞公司策略运营经理 ；小森

善治，小森公司常务董事兼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岛田准也，小森公司证券

印刷事业本部部长。



纸币∶一个不断扩大的印刷市场

据德拉鲁印钞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全球各地的纸币印刷量每

年以 4% 的成长率持续的增长，当然，受到区域性经济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各不相同。

对纸币及被印材料的需求，基本上都来自国家印刷厂（SPW）、

国家造纸厂（SPM）、以及像德拉鲁公司这样的极少数商业印刷企业。

无论是国家印刷厂还是国家造纸厂，当自身产能不足时，都有

可能把无法完成的业务订单转发给商业印刷企业，而这就是所谓的

“过剩业务”。除了向央行提供印好的纸币以及向国家印刷厂提供被

印材料之外，德拉鲁印钞公司也向国家制造厂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其中包括一系列的被印材料，带有防伪特征的元件，例如∶防伪线

和全息图，以及其他的解决方案，包括单张纸币质量检查装置。德

拉鲁印钞公司以旗下的五家纸币印刷厂所积累的经验，得以研发独

特的纸币防伪线和全息图案，并拥有一个获奖的优秀设计团队、以

及经营自己的造纸体系等。因此，德鲁拉印钞公司是能为政府单位

提供专业知识、服务以及产品的最佳人选。

需求变化快是纸币印刷市场的一大特征，受政府央行决策的影

响，包括过剩业务在内，纸币的印刷时机和尺寸会出现短期波动。

纸币印刷需求的变动，使得每年印制的纸币量也截然不同。

纸币退出流通市场、GDP下限的调整、现钞作为一种支付工具

上方∶位于伦敦市金融商业

区针线街的英格兰银行总

部，建于 1734 年。

下方∶2013 年陆续安装在

德拉鲁公司盖茨黑德、泰

恩、韦尔工厂的 12 个机组

的小森Currency LC-1232
双层多色胶印机。

德拉鲁印钞公司创立于 1813 年，是隶属海峡群岛的根西岛（Guernsey）的一家报纸出版商。

1853 年，德拉鲁印钞公司与英国政府签约，印制了英国第一套有齿孔的单面邮票，因而进

入证券印刷市场。



的变化，都是会影响到央行纸币发行量的重要因素。

在上述情况中，纸币退出流通市场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影

响纸币退出流通市场的因素有∶

·更换纸币设计的时机和频率。

·纸币发行量的政策和技术发生变化。

·随着自动提款技术的普及，要求纸币必须保持良好的使用

状态。

·“干净的纸币”政策发生变化。

·纸币的面额发生变化。

·引入最新的安全防伪功能。

剖析德拉鲁印钞公司的业务模式

德拉鲁印钞公司的 2014 年度收入为 5.133 亿英镑。从公司的

业务类型比率来看∶纸币业务占 66%、解决方案业务占 34%（身份

管理系统 15%、现钞处理解决方案 11%、安全类产品 8%）。

纸币业务是公司业务的中流砥柱，包括提供印好的钞票、钞

票纸、塑料被印材料和一系列复杂的纸币安全防伪功能。另外，

纸币业务还必须提供货币策略的关键性建议，例如图案设计、需

求量预测、面额的设定、以及防伪措施等。

身份管理系统业务负责研发复杂的身份认证管理系统。作为

一个专业的系统整合者，德拉鲁印钞公司与全球的政府单位合作，

提供保障个人身份认证的安全，研发适用于护照、电子护照、居民

身份证、电子居民身份证、驾照以及选民登记的身份管理系统。

现钞处理解决方案业务为央行及巨额现钞处理机构，提供一

系列复杂的高速现钞分类和真伪鉴别系统，以及各类软件解决方

案、技术咨询、售后服务和支援。德拉鲁印钞公司还为纸币印刷

厂提供独特的质量检查装置，最新研发的 DLR9000 单张纸币质量

检查装置，能够确保新钞票在发行前的质量万无一失。

安全类产品业务能为认证条件极为严格的产品提供解决方

案 ；为保障全球各地的政府机构、商业机构、金融机构的收入提

供档案 ；同时也可以提供认证类标签、品牌授权产品、政府和财

政机构的档案、相关软件及配套系统。

德拉鲁印钞公司与英格兰银行

2003 年，英格兰银行首次采用外包形式进行纸

币印刷。当时，由埃塞克斯郡德布登（Debden）的

英格兰银行印刷厂提供纸币印刷服务的合同（以及为

银行购买印刷机），很幸运地德拉鲁印钞公司被授予

了纸币印刷的工作。自1725 年以来，德拉鲁印钞公

司（通过收购造纸厂）一直供应英格兰银行钞票纸。

2012 年 11月，英格兰银行为了一项新的合同，

进行了竞争性投标活动。2014 年 9月，英格兰银行

宣布德拉鲁印钞公司为纸币印刷合同的得标者，原

有的合同于 2015 年 3月到期，德拉鲁印钞公司再次

与英格兰银行签署一份为期 10 年的新合同。因此自

2015 年 4 月起，德鲁拉印钞公司还是可以在英格兰

银行德布登印刷厂继续印制钞票。新购入的小森纸

币印刷机，将印制新的塑料材质的 5 英镑和 10 英镑

的纸币。

用塑料印刷的 5 英镑钞票将以温斯顿 · 丘吉尔爵士为

人物图案，预计于 2016 年下半年问世。以相同塑料

印刷的 10 英镑钞票的人物图案是简 · 奥斯汀，将于 1
年后问世。两款纸币都将使用德拉鲁印钞公司的小森

Currency 系列纸币印刷机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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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velle MICI EMBACI, Ivory Coast | Lithrone G40 [GL-640+C H-UV]

左起∶鲁玛德·彼得龙，小森法国公司的印刷操作指导员 ；阿里 · 阿哈，Mici Embaci 公司总经理 ；格哈桑 · 格森，Mici Embaci
公司工厂厂长 ；德米尼克 · 玛佐耶，Conseil Graphiq 公司经理 ；撒里尼先生，Mici Embaci 公司副总经理。

包装印刷 用户简介

象牙海岸是非洲经济发展最快进的国家之一，这家包装印刷企业在其首都拥有四处生产基地，

以便保持市场领先的地位。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引进两台小森六色LITHRONE单张纸胶印机，

以及小森产品代理商的承诺∶提供最好的培训指导，帮助企业实现“干净的胶印”。

象牙海岸的龙头印刷企业
引进两台H-UV配置的LITHRONE G40

Nouvelle MICI EMBACI 公司是象牙海岸最重要的印刷企业和

纸板制造商之一，在首都阿比让（Abidjan）的四个生产基地拥有

总面积达 125,000 平方米的厂房和 1,100 名员工。NME 公司专门

从事包装印刷和出版印刷，而 NME 代表的则是新印刷、纸板和象

牙海岸包装制造的缩写。集团首席执行官萨米尔·爱茨丁（Samir 

Ezzedine）和他的同事们，被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所拥有的革

命性技术所吸引，因此利用它作为公司发展新策略的先锋。NME

公司的战略目标是∶持续的提供最出色的质量以维持市场领先地

位。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这家象牙海岸的印刷厂商在短短一年内

就引进了两台配置了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六色印刷机。

任何活件、任何被印材料

“以投资最新的设备，确保我们在这个竞争

激烈的市场中得以保持领先的优势。我们的策略

是为客户提供一流的设备，这样他们就可以无所

顾虑地下单，不需考虑活件有多么复杂、要用什

么样的被印材料来印，”爱茨丁先生解释说∶“我

们为大型跨国公司提供服务，并在化妆品、农业

食品和医药等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包装外，

我们还为客户印制海报、公司宣传手册、小册子、

杂志、传单、目录、日历、豪华包装盒以及各类

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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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日益增加的需求时，我们

会毫不犹豫地决定采购我们的第二台小森印刷机，

也是另一台配置了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六色

LITHRONE G40，配备有上光机组和分光式色调控

制装置（PDC-SX）。这部机器安装在同一生产基地，

目前已处于安装的最后阶段。”
萨米尔·爱茨丁, 集团首席执行官。

左起∶阿美尔和德米尼克·玛佐耶。

萨米尔·爱茨丁 , 集团首席执行官。

LITHRONE G40 H-UV 令人兴奋不已

Conseil Graphiq 公司是小森公司对非洲法

语国家和马格里布的产品代理商，与 Conseil 

Graphiq 公司的德米尼克·玛佐耶（Dominique 

Mazoyer）先生的会谈是一次最具决定性的会谈。

玛佐耶先生知道要让 NME 引进这种新的印刷技

术，首先必须要让他们相信这一种技术。因此，

他说服 NME 的经理们放弃传统的胶印，转而采

用“干净的胶印”，并承诺为他们提供最佳的培

训指导。通过培训指导的支援，NME 的经理们

被小森的创新技术所吸引，因此决定采购他们的

第一台小森印刷机，也就是配置了H-UV 快速干

燥装置的小森六色 LITHRONE G40，并搭配上

光机组和小森信息服务显示器（KID）。这台印刷

机的最高印刷速度达到每小时 16,500 印张。除

了高速印刷的性能表现外，当成品到达收纸台时

所呈现的完美效果，以及油墨瞬间干燥的表现，

给 NME 公司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 H-UV

最重要的特点是能够保证印刷品可以立即传递到

下一道制造工序（贴箔、模切、折页、装订或包装）；

此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消除臭氧的排放，

以及精准控制的节能都有助于NME 的环保措施。

印刷材料温度变化极少，所以能够确保最理想的

套准量。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开印时间短，使得

公司能够以两倍、甚至是三倍的效率完成日常的

作业。“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日益增加的需求时，

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决定采购我们的第二台小森印

刷机，也就是另一台配置了H-UV 快速干燥装置

的小森六色 LITHRONE G40，配备有上光机组和

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PDC-SX）。这部机器安装

在同一生产基地，目前已处于安装的最后阶段。”

爱茨丁先生解释说。由于上述成功的经验，该公

司预定于 2016 年引进的第三台小森印刷机，目

前也正在商谈中。

高效的产品代理商

由 德 米 尼 克 和 阿 美 尔· 玛 佐 耶（Amel 

Mazoyer）领导的 Conseil Graphiq 公司的技术团

队在用户选购设备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家公司在西非

和中东地区经营了许多年，保证可以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客

户全面的掌握新印刷的状况。此外，他们也提供非常称职的售后

服务，无论距离远近，都能够保证在 48 小时内采取应对措施。但

是，令德米尼克·玛佐耶先生稍感遗憾，也是他常挂在嘴边的是∶“小

森印刷机是如此的可靠稳定，它们几乎从来不会真正出问题。”

满足所有要求的印刷机

“环保已经成为西非地区最优先的议题，就像在世界其他的

地区一样。所以看到这些机器定期的检查，特别是针对环保方面

的检查，我们深信选择装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印刷机是

正确的，”爱茨丁先生说。在总结公司的现状时，他补充道∶“我

相信我们已经做了正确的策略转向。包装是一种日常需求品，所

有的经济领域都牵涉得到，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工业产品。我们也

全力支持象牙海岸政府所关心的事务，目的是在 2020 年前把象牙

海岸建设成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在近三年来，象牙海岸的经济成

长一直保持在 8~10% 的增长率，因此 NME 的首席执行官如此开心

的表示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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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Siwei Printing, China | Lithrone SX29 [LSX-629+C UV]
包装印刷 用户简介

四维印刷的订单有一半是来自于海外。公司管理层第二代都在国外就读，预计回国后也会助企业一臂之力。

四维印刷的经营理念，其实蕴藏着中国古老的管理哲学-无为而治。

吴连炮，董事长。

快乐、努力、 
务实的广州四维印刷

位于广州海珠区的广州市四维印刷有限公

司坐落于一个印刷工业区内，周围分布的都是

与印刷相关的企业 , 上下游沟通便利 , 但相对

的 , 印刷的业务竞争也相当激烈，利润率也并

不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必须保有高度的竞争

力才不会被日新月异的印刷市场淘汰。

创建于 1998 年的四维印刷，目前拥有

100 多位员工，工厂占地 3,000 多平方米，主

要的营业项目有 ：化妆品与日化产品的包装印

刷加工、各式彩盒包装印刷以及高档礼盒精装

套盒等业务。四维印刷创业之初是以丝网印的

平贴模内标签为主营业务，直到 2004 年时才

转做胶印业务。当时吴连炮董事长对小森品牌

不太了解，将德系品牌做为了首选 , 但在之后

的接触中 , 小森品牌及兆迪公司带给吴董事长

全新的感受 , 进而促成了四维与小森及兆迪的

长久稳固的合作关系。

万事开头难 , 四维印刷与兆迪公司第一次

接触不算顺利 , 但兆迪公司销售人员迎难而上 ,

勇于承担 , 快速处理问题的态度 , 反而得到了

吴董对于小森品牌及兆迪公司的高度认可。

吴董事长在此下了结论 ：“人是很重要的

因素。销售的形像、沟通的能力、解决问题的

能力、服务的态度都与人有关。”而四维印刷也

出于对兆迪的信任 , 从去年购买了第一部小森

五色 LITHRONE S29 之后，接连又添购了一部

配置上光单元与 UV 系统的七色 LITHRONE S29

印刷机，以及一部配置上光单元与 UV 系统的

六色 LITHRONE SX29 印刷机。未来 , 四维印刷

也计划不断更新设备 , 借力小森印刷机以及兆

迪的优质服务 , 让企业再攀高峰。

对于使用小森的印刷机，吴董事长以结婚

作比喻，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在使用了

小森的印刷机后，吴董事长觉得小森的印刷机

非常适合四维印刷的业务 ；印刷质量获得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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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森的印刷机在市场上向来有很好的性价比，这

对于印刷企业的投资很具吸引力；且操作简易、自

动化程度高、纸张的耗损量少等因素，很受操作人

员的喜爱。”
吴连炮，董事长。

的认可，小森印刷机的效率高，交货期也都能

配合客户的需求，再加上中国小森与兆迪公司

的服务都是比较弹性、比较贴心，让吴董事长

觉得投资小森印刷机是值得的。从一开始只是

单纯的相信日本的制造质量，到使用后觉得性

能表现很满意，四维印刷对于小森印刷机高效

运行 , 同时保持极低故障率表示非常满意。

小森的印刷机在市场上向来有很好的性价

比，这对于印刷企业的投资很具吸引力 ；且操

作简易、自动化程度高、纸张的耗损量少等因

素，很受操作人员的喜爱。这些都是小森印刷

机能够在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的主因。我们相

信搭配小森的印刷机，一定可以帮助四维印刷

达到成为广州数一数二的印刷企业的目标。

市场开拓与经营理念

四维印刷的印刷机配置都很高档，也很齐

全，这显示了该公司的实力与雄心。吴董事长

认为 ：“印刷机的配置要齐全，因为我要告诉

客户任何订单我们都可以接。”目前四维印刷

的订单有一半是来自于海外，且公司管理层第

二代都在国外就读 , 预计回国后也会助企业一

臂之力，这也为四维拓展海外业务带来新动力。

同时 , 国内客户对于四维的信任也令四维

不断自我鞭策，每天约有二、三十组的客户到

公司看色，这样的业绩让吴董事长觉得不能辜

负这些客户的托付，因此投资高配的印刷机以

满足客户的需求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必须将

公司的设备配置齐全，才能应对未来的挑战。

以四维印刷高规格的印刷机配置，国内目前投

资的印刷企业并不多，但在吴董事长的思维中，

投资的眼光必须放远，因为高配置、自动程度

高的操作系统，也许今天还派不上用场，但在

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用得上。

对于未来，向来务实的吴董事长并不多计

划，因为他认为做好目前的业务最重要。一步

一脚印的做出公司的质量与实力，一一的突破

现有的难题，对于未来才能有好的想法。因此

“不空想”、“努力快乐的工作”是吴董事长最崇尚的心态。

吴董事长为人谦虚 , 他从不认为自已是一个“老板”，只是

公司架构中各部门及所有员工心中的“主事者”。但四维印刷从

1998 年开业以来，业绩不断增长，这一切其实都在吴董事长的

计划之中，因此看似风清云淡的经营理念，其实蕴藏着中国古

老的管理哲学 - 无为而治。

与小森合作推广四维印刷的特色

为了可以在 UV 包装市场持续的发展，并进一步提供精品

包装印刷与产品附加价值给予客户，吴董事长的愿望就是推出

四维自己的“作品集”, 该作品集除了将成为四维印刷的一个里

程碑之外 , 最重要的是帮助企业进行营销 , 让客户了解四维能够

满足客户哪些需求 , 在推向市场前 , 四维将会和小森合作 , 共同

对此”作品集”进行规划 , 做到至臻至善，最终达到四维 , 小森

及客户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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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eniería Gráfica, Colombia | Lithrone G40 [GL-540+C H-UV]

左起∶业主哈维尔与哈拉德·塔斯孔，以及 2015 年 3 月完成安装，配备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

包装印刷 用户简介

这两兄弟都是工业管理工程师，面对印刷市场的变化和新的客户需求，它们决定为这家哥伦比亚印刷企业

购置新的设备∶一台最先进的小森五色LITHRONE G40单张纸胶印机配备上光机组。小森机的加入带来了

销售量的成长，高附加价值的包装印刷客户也开始慕名而来。

LITHRONE G40 H-UV印刷机
帮助哥伦比亚印刷企业迈向成功

1989 年，Ingenieria Grafica 公司成立于哥伦比亚的卡利市

（Cali），一个拥有形象艺术传统的重要城市。公司的创始人哈拉

德·塔斯孔（Harold Tascon）先生是一位工业管理工程师，生

产高附加价值的印刷产品是他的经营理念。该公司已其无以比

拟的产品质量，赢得了 20 多项国家的奖项。

印刷材料越来越复杂，其部分原因在于创意性产业的革新、

多元化的材料供应、以及对更短交货时间的要求，因此公司做

出了一项关键的决策∶购买一台配备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

森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这款机器第一次亮相是在

drupa 2012，与引进到哥伦比亚的第一台是同类型的印刷机。

在弟弟，拥有工业管理工程师和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哈

维尔·塔斯孔（Javier Tascon）先生以及近 80 名员工的共同努

力下，靠着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技术，该公

司很快就巩固了在胶印行业的领导地位。

当然，要达到这样高水准的创新和质量，

Ingenieria Grafica 公司所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对

胶印机制造厂商所提供的各种印刷设备进行全

面的评估。Ingenieria Grafica 公司发现小森公

司不仅能够提供出色的印刷机，满足他们的所

有要求，同时小森公司也可以提供完全值得信

赖的技术支持，来帮助客户了解和掌握新的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技术。

在拜访了巴西、美国和日本的印刷企业后，

增强了 Ingenieria Grafica 公司购置小森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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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奥兰多·瓦伦西亚 , 生产部门经理与接受过小森培训的印刷机操作人员。

信心。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该公司与这家日本

制造商长期合作的意愿。毫无疑问，小森公司

的设备将成为 Ingenieria Grafica 公司未来计划

的一部分。

一个完美的组合

2015 年 3 月购买的小森五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配备上光机组和 H-UV 快

速干燥装置，被安装到已经有三台海德堡印刷

机的 Ingenieria Grafica 公司的印刷车间。在这

车间里印制各类型产品目录和杂志，大多是全

彩色的印刷。车间里每天有两到三个班次。这

种共同合作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在短短的 2 个月

内生产出 250 万张印刷品。

安装了小森 LITHRONE G40 的工厂内配置

了最高标准的工程设施，包括 LED 照明和温度

控制 ；同时由于印刷设备结构紧凑，确保了厂

房内的宝贵空间，得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于生产

作业。

新业务的召唤

这项新技术，可以印制被印材料厚度达一

毫米（选配件）的金属厚纸板、塑料以及合成

材 料， 而 且 是 瞬 间 干 燥， 这 让 Ingenieria 

Grafica 公司在几个月内就赢得了许多的新客

户，而且客户的满意度也获得了全面的提升。

公司的产品线已扩大了 100%，其中甚至已经

包括了高附加价值包装印刷客户的产品。

多亏有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

LITHRONE G40 所提供的新技术，其中包括自

动换版，和由 KHS-AI 与 PDC- SII 连结所带来

的更短的印刷作业准备时间，使得 Ingenieria 

Grafica 公司完成作业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此

外还能够印刷以前几乎不能完成的图案。印刷

车间的员工对于小森的技术和高感度油墨的组

合充满信心，因为这能够大幅的提升 H-UV 快

速干燥装置的优势。

由于得宜的投资与正确的业务策略，Ingenieria Grafica 公

司期待在三年内的销售业绩将双倍成长，而配置了 H-UV 快速干

燥装置的小森 LITHRONE G40 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基础。这将

使该公司有信心在哥伦比亚以及海外市场，赢得最具野心的客

户。

从检视几件交给不同客户的印件中，就可以显示 H-UV 快

速干燥装置技术的优势∶在哑光纸或亮光纸上印刷的色彩更加

强烈和明亮，不用涂布特殊光油，也不会出现“粘张”的问题，

这问题在印刷同类型的纸张时经常出现。

Ingenieria Grafica 公司的创意和图形设计部门发现，H-UV

快速干燥装置技术使他们的设计可以完全不受限制。把客户的

理想变成真实的产品，而其产品与其他在哥伦比亚市面上的产

品有很大的区别。



24 Komori On Press

Ateliers Réunis, France | Lithrone G40 [GL-440 H-UV]

用户简介

左起∶文森特·佩蒂罗，Ateliers Reunis 公司总经理 ；克里斯托弗 · 鲁佩内克，Ateliers Reunis 公司销售经理 ；
小森映宏，小森国际欧洲公司（KIE）总经理 ；马里奥 · 佩蒂罗，Ateliers Reunis 公司首席执行官；
菲利普 · 费奥，小森国际欧洲公司集团业务开发经理。

超越世代的隔阂与文化的差异，两家企业以共享价值观而结合在一起。

在印刷行业，此举意味着改革、创新和信赖。同时，双方对于地球环保也做出庄严的承诺。

两代人在印刷领域
共享价值观和发展愿景

仔细观看这些三十年前拍摄的“家庭照”（第 25 页下方照片），

让我们不得不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并了解到某些价值观会超越

世代的隔阂、以及曾经似乎遥远又如此接近的文化，将会一直延

续永存。日本和法国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具体来讲就是追求完美、

勇于创新、质量至上、服务周到、相互尊敬，而且用户与产品供

应商之间拥有着忠诚的合作关系。正如 Ateliers Reunis 公司当时

的总经理马里奥·佩蒂罗（Mario Petillo），与小森公司当时的总

经理小森一郎（Ichiro Komori），于 1988 年首次见面后取得了丰

硕的合同一样，他们各自的儿子，文森特·佩蒂罗（Vincent 

Petillo）与小森映宏（Akihiro Komori）也在最近一届 drupa 上相见。

2002 年，文森特·佩蒂罗以总经理的身份入职 Ateliers Reunis 公

司以来，一直积极进取、努力工作，推动这个由自己的父亲和两

位合伙人于 1980 年创建的家族式集团公司的事业。多年来，

Ateliers 公司一直是法国前 10 名最具生产力的单张机印刷企业，

但公司仍旧保持着合理的经营规模。位于马恩 -

拉瓦雷（Marne-la-Vallee）的厂房占地面积为 2,500

平方米，Ateliers Reunis 公司拥有大约 30 名员工，

2014 年销售额达到 720 万欧元。

果断行动才能抢占先机

佩蒂罗先生解释说∶“从一开始，我们就

密切关注胶印机的发展，同时也力求在技术革

新领域保持领先的地位。当第一批自动化操作

的印刷机在市场上出现时，我们毫不犹豫地就

购买了一台，当然这些印刷机都是小森的印刷

机。我们也是第一批引入CTP系统、OP上光工艺、

水性上光工艺和H-UV快速干燥装置的企业之一。

我们的经营战略是投资购买新设备，以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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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照片拍摄于 1988 年，右侧照片拍摄于 2015 年。
左侧照片左起∶室井恒夫，当时的小森公司常务董事 ；帕特利斯 · 贝克，当时的小森法国公司总经理 ；小森一郎，当时的小森公司总经理 ；
阿兰 · 鲁佩内克，当时的 Ateliers Reunis 公司总经理 ；小森善治，现任小森公司董事长 ；杰拉德 · 阿里奥特，当时的小森法国公司销售经理 ；
右侧照片∶凯瑟琳 · 鲁芝，小森国际欧洲公司（KIE）市场经理（左起第三）；其他人物请参阅第 24 页介绍。

左∶用亮光和哑光工艺印制的 Ateliers Reunis 公司的最新 H-UV 印刷样品 ；右∶20 年来的公司简介。

拥有多样化的生产设备，应对所有类型的业务

需求。从这一点来看，自 2014 年开始投产的小

森 H-UV 印刷机，的确是公司的宝贵资产。”

LITHRONE G40 H-UV∶奢侈品的象征

“除了大型零售商、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

传统客户之外，我们在奢侈品行业也拥有一定

的客户群。有了最新的小森 H-UV 快速干燥技术

作保障，我们将投入更多的精力来拓展这一高

附加价值的印刷市场。”佩蒂罗先生继续说∶“我

们安装的小森四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

机，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上光机组、小

森信息服务显示器（KID）和分光式色调控制装

置（PDC-SII）；不仅能用 H-UV 油墨印刷、印张

立即干燥，更重要的是能用完全不同类型的纸

张进行印刷。我们现在也可以接到一些之前从

未有机会接触的订单。比方说，我们用 Polyart

抗撕裂纸印制了很多成品。最近，我们第一次

印制比 PVC 更厚的 Priplak 材料，随后马上进行

切纸加工。印张能立即干燥，无可否认是一项

很大的优势∶我们能在印刷后立即进行印后加

工，满足更紧迫的交货期要求。从现在起，我

们可以承接包装印刷和纸盒印刷的订单，而在

此之前，这是我们很难涉足的印刷领域。”

固若盘石的合作关系

Ateliers 公司于 2008 年购买了一台小森四色 LITHRONE S40

单张纸胶印机、一台五色 LITHRONE S40 单张纸胶印机，以及更

早之前的一台五色 LITHRONE 28 单张纸胶印机。对于佩蒂罗先

生而言，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决策∶“追随三十年来一直合作的设

备供应商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小森印刷机拥有顶尖的印刷质

量和无与伦比的可靠性，所以我们当然会选择小森印刷机。作为

一家中小型的企业，我们希望与客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

希望能与设备供应商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当然，小森公司是一

家大规模的跨国集团企业，但当我们有需要时，他们总能在身边

适时的伸出援手。”

绿色环保让所有人受益

两家企业达成的另一项共识，就是对环境的保护行动。

Ateliers Reunis 公司年富力强的总经理引以为豪地说∶“安装小

森印刷机之后，我们在印刷作业准备时的纸张损耗已从 500 张纸

降低到 200 张，甚至到 100 张纸。这是每天大约完成 50 次印刷

作业准备后的数字。由此可算出在节省资源方面，无论是对公司

还是对环保来说，我们都获得了可观的成果。”Ateliers Reunis 公

司已经于 2006 年取得了 Imprim’Vert 环保认证（法国环保标准），

并于 2008 年取得了 PEFC（泛欧森林认证体系）认证。有了新款

小森 H-UV 印刷机的支持，马里奥·佩蒂罗先生和他的儿子文森特，

就能沉着的思考公司未来的发展∶无论在日本还是法国，举凡致

力于精益求精的人一定会取得事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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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ung Sung Printing, Korea | Lithrone G40 [GL-640+C IR/UV/H-UV]

崔钟宽，总裁。

在印后加工行业已拥有四十年的经历，而这经历让京城产业社（Kyung Sung）明白了一个道理∶

只有打破思维的界限，用胶印机把油墨印在纸上，才能制作独具特色的产品。

这样的信念很自然的就把京城产业社带到了小森公司的门口。

逆流而上、积极进取∶
从印后加工到胶印

包装印刷 用户简介

位于韩国首都首尔市（Seoul）以北 50 公里处的坡州市（Paju），

是众多工业类企业云集的生产基地，其中包括大型印刷公司和出

版商。从策划到印前制版、印刷、印后加工及材料供应商，韩国

印刷行业的巨头都在这里设厂开展业务。满载印刷材料和印刷品

的卡车，经年在连接坡州与其它城市的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络

绎不绝。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京城产业社（Kyung Sung）是一家

印后加工企业，一直扎根于此 ；但公司已决定向高端包装印刷市

场挑战，将竭尽全力为韩国市场注入一股全新的印刷文化气息。

由崔钟宽先生于 1975 年创建的京城产业社，多年来只专注

于印后加工的业务，企业的规模也不断的扩大。创业之初，公司

的规模小，设备只有一台半自动汤姆森（Thomson）模切机和上

光机。但是，凭借其优秀的企业管理哲学，也就是提供高质量的

产品、及时的交货，以及信守承诺的优质服务，

获得了客户的满意，因而让京城产业社积累了

稳固的客户群。自创业以来，公司的业绩就不

断的成长，因而成为韩国顶尖的印后加工服务

商 ；为了提高效率，京城产业社进行了公司的

整合，因而在新村（Shinchon）工业园区购买了

2,224 平方米的土地。如今这里已经盖起了一座

建筑面积为 4,356 平方米的综合型厂房。然后，

京城产业社决定告别印后加工业务，大胆的跨

入一个崭新的领域∶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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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

崔总裁解释了京城产业社转型成为胶印商

的来龙去脉∶“在过去的 40 年里，我们一心一

意地专注于提供印后加工服务。由于印后加工

是在印刷后完成的一道工序，所以最终产品的

创意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无法完全展现出来。

为了应对快速发展的时代变化，我意识到必须

要下定决心做出一个果断的抉择。于是，我决

定涉足胶印领域，特别是包装印刷，因为包装

印刷的发展是特别值得期待的。”

“在进行特殊的印后加工作业方面，我们已

经具备相当的专业技巧和生产设备，因此我们

必须专心的组成一支具有一流水准的印刷团队。

因为我们是后来者，所以需要比其他人拥有更

具震撼力的技术优势。为了建立与竞争对手截

然不同的业务模式，我们投资兴建了研发中心，

并聘请宋博士（Song Kyung-Cheol）担任中心主

任，这在韩国印刷行业几乎是前所未闻的。随后，

我们选购小森印刷机作为支撑胶印事业的核心

组件，安装了最新款的小森六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

细心缜密的调查   信心十足的决策

崔总裁在解释为何会选择小森印刷机时

说∶“因为这是本公司的第一台印刷机，所以

我们在做决策时非常谨慎。因为没有印刷经验，

所以刚开始时我们想买一台二手机。之后我拜

访了几家小森印刷机用户，亲眼目睹了高性能

小森印刷机运用 KHS-AI 和 PDC-SX 结合所发挥

的强大威力，令我震撼不已。由数据库管控的

预上墨功能、由 PDC-SX 执行的自动调节套准和

油墨密度功能，让小森印刷机的运转稳定性更

为提升。另外，小森印刷机可以缩短作业准备

时间、减少纸张损耗、以及高效运转，这些性

能是其他品牌机器所没有的。所以当一切事实

摆在眼前之后，我们知道选择小森印刷机是明

智的决策。”

京城产业社选购的小森印刷机于 2014 年 7

月安装完毕。为了实现标准化印刷作业，这款

40 英寸的小森 LITHRONE 单张纸胶印机配置了联机上光机组、

加长收纸装置、IR/UV/H-UV 多用途干燥装置、KID 和 PDC-SX。从

普通纸到 PET 塑料、银箔纸、金箔纸等特殊被印材料，这款小森

印刷机可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很自然地，这部印刷机也成为支

持研发中心开展工作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

以科学的方法建立未来

研发中心的宋博士介绍说∶“研发中心的工作目标有四个。

首先，尽管各类专色油墨已经广泛应用于包装印刷行业，但是要

让客户每次都能看到一模一样的印刷色彩才是最关键的。我们希

望利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数据管理，找到解决此类课题的方案。

其次，以全球标准向全球印刷市场进军。京城产业社希望可以满

足所有色彩标准，包括美国的 G7、欧洲的 PSO，并制作符合 ISO

标准的印刷品。第三，我们将研发全新的生产方式，建立一套优

质的印刷质量管理系统。配置了 KHS-AI 和 PDC-SX 的小森六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将扮演重要的角色。第四，我们将

有效运用我们的研发成果，开发出京城产业社独具特色的产品，

并取得专利等知识产权。这样一来，既能强化京城产业社的竞争

力，又能让韩国最大规模的印后加工基地与我们的研发中心相互

合作，取得共同的成果。”

虽然作为一家胶印商的脚步才刚启动，京城产业社拥有远大

的目标，就是在韩国包装印刷行业占有一席之地，并打造印刷新

文化。从以往的实际业绩来看，京城产业社的革新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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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fical, Italy | Lithrone G40 [GL-640+C H-UV/IR]

用户简介

左起∶安德里亚·罗纳尔蒂，业主兼高级技术总监 ；安娜·罗纳尔蒂，负责商业开发 ；塞巴斯蒂安诺·罗纳尔蒂，初级技术总监 ；
阿梅迪奥·帕拉米帝，小森意大利公司区域经理。

精心的设计、梦幻般的布置，一切都是为了让来宾们感受最大的震撼。戏剧性的灯光、绚丽的色彩、

吸睛的视频，加上明显的意大利北方语系腔调的解说，营造出贝里希模式（优美绝伦的）艺术品味。

整个活动的主角是由一台名为Alice（艾丽丝）的小森印刷机，所带出来的雄心愿景。

Grafical王国的Alice
引领大家进入魔法般的世界

Grafical 公司是意大利维罗纳（Verona）附近一家颇负盛名

的印刷企业，该公司于 6 月 5 日举办了一场成果演示会，吸引了

将近 200 位嘉宾前来参加活动，其中包括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同仁

和竞争对手，参加活动的嘉宾们在活动现场一直待到很晚才离去。

参加由马拉诺迪瓦尔波利切拉（Marano di Valpolicella）的罗纳尔

蒂家族所精心策划的成果演示会，真的是令人振奋、大开眼界。

Grafical 公司是由罗纳尔蒂（Lonardi）四兄弟于 1984 年创建，创

业之初，Grafical 公司只是一家服务山谷地区的小规模印刷坊，

经过一步一脚印的实地经营，Grafical 公司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

企业规模∶工厂占地面积达 20,000 平方米、采用三班工作制、

拥有 70 名员工、每天最多能印刷两百万张标签、小册子、产品

样本和书籍。公司 600 多位客户在印刷质量方面的要求极为严格，

因而激发公司在卡片、纸盒、合成材料、凸版印刷、丝网印刷、

柔版印刷和胶印，进行各式各样的测试、投资

和研发。这样一来，使用适宜的被印材料，并

进行上光、镀铝、贴膜和压凸工艺，使印刷品

的质量价值得以大幅提高。

多年以来，家族的第二代成员已经在企业

里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塞巴斯蒂安诺·罗

纳尔蒂（Sebastiano Lonardi）负责掌管技术部门，

安娜·罗纳尔蒂（Anna Lonardi）负责掌管商业

开发，他们的父亲安德里亚（Andrea）和几位叔

叔则为企业的掌舵人，可随时协助支持年轻的

企业经理人。

现在，Grafical 公司拥有了 Alice（艾丽丝）

这一台印刷机，这是他们为配置了上光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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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fical 公司
公开的成果
演示会视频。
只有意大利
语版本。

H-UV 快速干燥装置 /IR 干燥装置的新款小森六

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所起的名字，

也是为了帮助公司在 40 英寸单张机印刷业务市

场，巩固业务根基而量身定制的生产设备。这

款新型小森印刷机最令人关注的地方，是在上

光机组和干燥装置后面又追加了一个印刷机组，

并且在收纸装置部位装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 /

IR 干燥装置，可以涂布两次光油，呈现令人惊

艳的亮光与哑光的视觉反差效果。

创意十足的机器配置

与父安德里亚（Andrea）一起在技术部门

工作的塞巴斯蒂安诺先生介绍说∶“我们这部

小森印刷机采用的配置，在欧洲地区是头一次

出现。我们之所以在上光机组后面追加一个印

刷单元，是为了一目了然地呈现我们能提供的

印后加工类型。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公司近

几年所印刷的逆向上光（Drip-off）或橙皮色效果，

我并不是很喜欢 ；但如果我们能让印刷品的亮

光与哑光部分呈现鲜明的反差效果，其质量绝

对是无可比拟的。化妆品、某些时尚用品、汽

车业等领域都很渴求这样的解决方案，更别提

我们所擅长的标签印刷了。”

但是这些解决方案绝不只是为标签印刷而

准备的。安娜·罗纳尔蒂女士说∶“那就太大

材小用了。”她强调了“Grafical 王国的艾丽丝”

这一命名的寓意∶“我们觉得我们必须与客户

和代理商分享事业的通路。现在，信息的交流

必须是多感官、多渠道的，印刷领域的信息交

流也必须符合这些标准。”

对于企业来说，这次的投资是一次大胆的尝

试，因为购买小森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

将引导公司走向商业及奢侈品包装印刷的大门。

安德里亚先生解释了本次投资行动的目的∶“近

几年来，线上印刷企业的出现、翻转式印刷机的

增多、客户需求的扩大，让包装印刷市场的竞争

变得愈发激烈，使我们的业绩也出现下滑的现象；

因此，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投资强化自身的技术

实力，以此来巩固自身在商业印刷领域的地位。”

安德里亚先生的想法在 Grafical 公司印刷厂的具体行动是∶三

台外观精巧的凸版印刷机用于印刷酒类标签、邀请函和名片 ；单张

纸胶印机用于进行冷烫印刷和丙烯上光 ；而现在艾丽丝（Alice），

就是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 /IR 干燥装置的小森印刷机也加入

到生产线中。另外，Grafical 公司还使用窄幅轮转印刷机进行印刷，

从凸版印刷、丝网印刷到热烫金属印刷，各种工艺都得心应手。当

然还有数字印刷机，以满足短版印刷及可变数据印刷的需求。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据安德里亚先生介绍∶“新款小森 LITHRONE G40 为我们带

来的优势，不仅在于能提供附加价值的印刷，而是由于 H-UV 快

速干燥装置能让我们大幅度地提高作业转换的效率。在这令人抓

狂的市场中，客户经常是在最后一分钟才下单，但是指定的交货

期却又非常紧迫，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能够以灵活的速度掌控

印刷工序，给我们技术部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给我们的销售

人员也带来了竞争的优势。”

安装在单张机印刷厂的新款小森 LITHRONE G40 完全被一片

绿色的草坪所环绕，300 平方米的纯天然青草、美丽的鲜花、梦

幻般的布置，都是为了本次演示会所做的精心准备。在大屏幕中

播放的视频，强调了本次活动的主题∶节能、持续发展性、灵活性、

多样性、绚丽的色彩、精巧的外观、无限的激情。在成果演示会

开始之前，有来自罗纳尔蒂家族真诚的致词，以及来自小森国际

欧洲公司总经理小森映宏（Akihiro Komori）、小森意大利公司

CEO 希尔瓦诺·比安奇（Silvano Bianchi）发表的诚挚祝福。自信、

激情、智慧、高品味是成果展示会的氛围，然而最重要的是拥有

改变一切的强烈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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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ffoleau, France | Lithrone A37 [LA-437 H-UV]

用户简介

让鲁克·沙耶，Chiffoleau 印刷公司总裁。

位于法国南特（Nantes）的一家小型印刷企业的掌舵人，与公司员工的关系非常融洽，他的承诺是“关注新技术、

接触新技术、相信新技术。”在公司需要进行印刷机以旧换新之时，操作人员甚至参与了设备采购的商谈过程。

首当其冲的不仅是机器能提供什么最新技术，机器的尺寸才是至关重要的衡量因素。

Chiffoleau公司在法国安装第一台
LITHRONE A37 H-UV印刷机

“在 Chiffoleau 印刷公司，我们总是努力保持乐观的态度，即

使是在‘经济萧条’的时期亦是如此。即便我们置身的印刷市场

处于低迷的状态，也必须持续的关注新技术、接触新技术、相信

新技术，并且投资引入新技术。”这就是 Chiffoleau 印刷公司总裁

让鲁克·沙耶（Jean-Luc Chailleux）保持的经营哲学。该公司于

1947 年创建于法国南特（Nantes）市，沙耶先生自 1999 年起成

为公司的掌舵人。“我相信，员工积极的态度是推动我们关注新

技术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拥有一个 17 人的团

队，他们都希望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就是这

一点，激励我们投资购买了配备 H-UV 快速干燥

装置的新款小森印刷机。操作人员甚至还参与

了我们与小森法国公司在安东尼市（Antony）进

行的设备采购商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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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15 年1月安装了新款小森 LITHRONE A37

以来，我们估计公司的生产能力提高了25 ～ 30%。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这台新机器将取代两台旧机器。”
让鲁克·沙耶，总裁。

H-UV∶取得事业成功的明智选择

“我们的生产线由一台 40 英寸的三菱印刷

机和于 2008 年安装的一台小森五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组成。因此，我们对小森印

刷机的质量早已了如指掌，也完全信赖新款小

森 H-UV 配置的印刷机性能。从技术层面来讲，

我们绝对相信∶印张能立即干燥，印刷后我们

就可以立即进行印后加工，没有被印的风险，

由于不需要使用喷粉，印张也就不会出现划痕。

另外，大幅地减少印刷作业准备时的纸张损耗，

对于已经在 2004 年取得了 Imprim’Vert 环保认

证（法国环保标准），并相继取得了 PEFC（泛

欧森林认证体系）认证和 FSC（森林管理委员会）

认证的我们来说，这是促进绿色环保的重要依

据。新机器的操作非常易于上手，如果问操作

人员是否愿意回到过去的传统胶印，已经经历

过如此顺畅的操作方式的操作人员，一定会显

得极不情愿。”沙耶先生接着说 ：“自从 2015 年

1 月安装了新款小森 LITHRONE A37 以来，我

们估计公司的生产能力提高了 25 ～ 30%。所以

在不久的将来，这台新机器将取代两台旧机器。”

法国第一台 LITHRONE A37 印刷机

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战士，沙耶先生是第

一位敢于投资这种尺寸设备的法国人∶“为什

么会选择 A1 规格 37 英寸的机型？因为与更大

尺寸的印刷机相比，购买 37 英寸机型的投资成

本较低，而且 40 英寸印件的订单占在我们业务

的比率只有 6% 而已。我们订单的种类多样，从

代理商和大公司的广告单和型录到艺术类书籍

等，这部 37 英寸的印刷机不仅可以满足公司所

有业务订单的需求，还让我们在我们的市场上

更具竞争实力。”

新厂房迎接新机器

为了能购入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和

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的小森四色 LITHRONE A37

单张纸胶印机，Chiffoleau 印刷公司把厂房搬迁

至靠近南特市的圣埃尔布兰镇（Saint-Herblain）。

虽然新款小森机的机身结构相当紧凑，沙耶总裁还是借这个机会

重新构思了印刷车间的规划。“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

挤在狭窄的厂房里工作，而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空间。虽然厂

房占地几乎没有变化，仍然维持 1,680 平方米，但是机器摆放的

布局更有效率，空间设计也更具现代感，最重要的是更节能。内

部装潢设计非常有创意∶为了纪念我的奶奶，我在车间墙壁上张

贴了 250 平方米的帆布画，再现了矢车菊田野的迷人景色！”沙

耶先生热情激昂地说，“2014 年我们公司的营业额为 260 万欧元，

而我们的目标是提升营业额，并对所有的员工一视同仁。我们庆

幸自己有能力可以为广大的客户服务，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可

以用更短的交货期、用更多种类的被印材料，包括密封纸、PVC

和厚纸板，为客户提供印刷质量更棒的印刷品。早晨八点钟接到

的订单，可以在当天晚上完成交货。”

第二台 H-UV 印刷机即将出现

与产业内常见的“先看看、再等等”的被动姿态截然不同，

Chiffoleau 印刷公司主动出击、积极策划未来的发展蓝图∶“当然，

每个人每天都得努力不懈。有了这台新款小森印刷机，我们期待

公司能扩大市场占有率，并在 1 年或 2 年之内，再次购买一台不

同配置的小森 H-UV 印刷机。”沙耶先生有足够的理由对未来发展

保持乐观。因为 Chiffoleau 印刷公司是一家制度健全、信誉卓著

的企业，以改革创新来提供客户更好的服务，对于公司来说的确

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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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GC为印刷企业管理者
传授高科技的印刷技术
CIEL*a*b*色彩空间与ICC色域特性文件有何关联?色彩匹配对企业的收支盈亏会带来哪些影响?

小森公司有哪些解决方案，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标准化的色彩管理?来自中国的八位印刷企业管理者，

不远千里来到了小森筑波工厂，试图寻找解决难题的密钥。访日之旅的收获完全超越了他们的期待。

系列报道 | KGC

宽敞明亮的厂房、井然有序的车间、世界一流的印刷技术、
一丝不苟的生产体制，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在筑波工厂的
所见所闻。谦恭有礼、热情洋溢的小森讲师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 参训学员

小森图像技术中心（KGC）位于小森

筑波工厂的设施内，这里的印刷学校及技

术培训中心利用最新款、最先进的印刷设

备，从印前的图像拍摄到印刷工艺，通过

学员亲自操作，手把手培训的方式，为提

高小森用户的印刷技术水平做出积极的贡

献。多年来，印刷学校及技术培训中心不

断推出了多个层次的培训课程，旨在提高

小森用户的胶印质量和生产能力。

今年五月，《On Press》杂志编辑组

专门采访了来这里参加培训的中国印刷企

业管理者一行，为了提高学员们的知识和

技能，为期一周的培训课程涵盖了工厂管

理、印刷机维护保养、色彩管理和生产管

理等内容。根据 KGC 的报告统计，此类

培训的需求正在不断扩大，来自东南亚及

中国的印刷企业家们尤其对了解小森的最

新印刷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实现数据化的色彩管理

5 月 21 日，这一天的培训课题是色

彩管理系统。负责培训的讲师单刀直入地

从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印刷流程

中的“返工多”之现象切入主题，对作为

当前竞争异常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的一种实

用的生存手段，即色彩管理系统，进行了

明了且简洁的阐述。在介绍小森色彩管理

系统解决方案时，着重介绍了由小森公司

自行开发的小森 K-ColorSimulator（配色软

件），这是一套用于在胶印色彩与各种彩

色打样机之间进行高水平的色彩匹配的软

件。要做好色彩管理，首先必须对涉及输

出色彩的各个设备、诸如印刷机、显示屏

以及打样设备先进行校正 ；其次是制作各

个设备的 ICC 色彩特性描述文件 ；然后，

通过 CIEL*a*b* 色标，将颜色从一个色彩

空间转换到另一个色彩空间。

自始至终，整个课堂的气氛都非常活

跃，小森培训讲师不断向参训学员提问，参

训学员也不断向讲师提出各种问题。对于

课程的设定、培训讲师的安排、对有助于提

高印刷质量和生产效率的讲授内容，参训

学员都给予了热忱的赞许和高度的评价。

学员反馈∶对 KGC 赞不绝口

本次活动的参训学员之一，来自中国

广东省珠海市的一家印刷企业的副总裁颇

有感触地说∶“宽敞明亮的厂房、井然有

序的车间、世界一流的印刷技术、一丝不

苟的生产体制，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在筑

波工厂的所见所闻。谦恭有礼、热情洋溢

的小森讲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培训

课程以我能够亲身参与的方式，将理论知

识与实际操作结合为一体。互动式的教学

让我能非常随意地接触各类印刷材料。”

来自台湾的一位印刷企业家说∶“本

次培训课程让我切实领悟了工厂管理的重

要性，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与之前

的传统观念相比，客户定位及客户需求已

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如今，自动化

操作及相关技术已经成为支持印刷的基础。

时下，找到技术娴熟的操作人员是一件很

难的事情，如果我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要

点传授给我的员工，那么本次培训将会给

我的员工和企业带来十分有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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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明化的数据分享成本意识

松冈总裁补充说∶“我们以数据让一

切都变得透明化，这样我们就能以更低的

成本来制造产品，并能在售价偏低的情况

下仍然可以获利。通过查看印刷订单和工

作忙碌的程度，我们可以掌握印刷机的即

时运转状态，并安排工作计划。另外，通

过数据的显示，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

纸张、油墨的成本及印刷工时。就油墨而

言，我们考虑的不是购买每公斤油墨所需

的成本，而是用每公斤油墨能够印刷的纸

张数量及印刷成本。就印刷工时而言，我

们考虑的是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完成订单

才能为企业赢得利润。通过将油墨和纸张

等印刷材料、印刷工时、耗电量、订单量

的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每张订单的生产

成本以及每台印刷机每小时的运转成本变

得十分清晰、透明。公司的所有员工都在

分享这些数据，每名员工在工作时，都知

道自己肩负的职责以及所属部门的盈利目

标。对于企业来说，让全公司上下一致地

分享成本意识是极为重要的。”

（KG-911适用地区有限制。）

成本效益

松冈佑司（Yuji Matsuoka）总裁面带

微笑地说∶“减少油墨的消耗量是我们选

用小森KG-911油墨的主要原因。我认为，

尽可能地减少润版液的供给量，形成一层

厚度适宜的墨膜，可以为墨辊提供适量的

油墨，这是最理想的印刷方式。KG-911能

用更薄的墨膜，达到其他厂牌的H-UV油墨

相同的密度，因此可以提高每公斤的油墨

用量（※）。此外使用H-UV干燥灯可以减少

耗电量，不仅如此，纸张也比较不容易因

重复的折迭而破裂。在H-UV印刷机上，使

用KG-911油墨进行印刷，可以获得卓越的

印刷质量、以及高水准的性价比。用同样

的印版和纸张印刷时，任何人将KG-911与

其他厂牌的油墨进行对比，都会马上得到

同样的结果。”

Asapri公司使用小森标准H-UV油墨
提高H-UV印刷的生产能力
位于日本三重县的株式会社Asapri控股集团旗下共有四家印刷相关企业，安装了两台小森印刷机，

分别是配置了H-UV快速干燥装置的LITHRONE S26单张纸胶印机和配置了H-UV快速干燥装置的

LITHRONE A37单张纸胶印机。在测试了许多供应商所提供的多种油墨后，Asapri公司决定采用K-Supply系列产品

中的KG-911小森标准油墨。因此自2014年3月起，就开始使用这类油墨进行印刷。

油墨消耗量减少了10-15%

“与其他厂牌的油墨相比，KG-911的油

墨消耗量减少了10至15个百分点。我们将供

墨量降低10%，照样能进行印刷。与前一年相

比，公司的油墨成本减少了20%，我们的润版

液供给量也降低了10%。以往在早上开机时，

我们把润版液供给量设定为10或12，如今我

们把设定值降低到只有8左右。”

印 刷 车 间 主 任 北 原 诚 （ M a k o t o 

Kitahara）接着说∶“过去我们使用其他厂

牌的油墨印刷时，纸边起毛是困扰我们的

一大难题。使用KG-911油墨印刷后，即使

在隆冬时节，我们也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问

题。因为油墨的流动性好，墨斗棍上再也

不会出现堵墨的现象。无论是即时订单还

是重复订单，我们都能得心应手地掌控印

刷色彩。”

KG-911 H-UV 油墨（适用于单张机）∶在硬度、印刷质量、
适应性、经济方面都达到最高的水平。

“ „

北原诚，印刷车间主任。

※ 每公斤油墨可以印刷的纸张数量。

减少油墨的消耗量是我们选用小森 KG-911油墨的主要原
因。我认为，尽可能地减少润版液的供给量，形成一层厚
度适宜的墨膜，这是最理想的印刷方式。

— 松冈佑司，总裁。

K-Supply | 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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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IGRAFICA 2015
哥伦比亚波哥大

EXPOGRAFICA 2015
墨西哥墨西哥城

2015 年 5月12 日至 15 日，在墨西哥城举办的 Expografica（墨西哥国际印刷展）

是本年度在西班牙语区中最重要的印刷盛典，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印刷人士前来

参加展会。共有超过 12 个国家和地区，230 多家参展商参与这次的印刷展。

小森公司墨西哥产品代理商 Sanchez 公司，在自己的展台上以播放视频的方式，不断

地展示小森公司的简介及所有的产品信息。在这展会中，Sanchez 公司接触了许多潜

在的客户，他们正在计划下一步的投资，尤其是正在寻找配置有 H-UV/UV 干燥装置

的印刷机。

来
自印刷及相关行业的 300 多家参展商和 25,000 多位来宾，参加了2015 年 6

月 2 日至 5 日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市举行的 Andigrafica 2015（哥伦比亚国际

印刷展）。本次展会是第十二届国际印刷展，参展厂商包括印前制版、印刷、

印后加工、印刷相关产品供应商、软件商、数据库管理厂商及咨询服务商等。小森公

司在哥伦比亚的产品代理商，Print Press 公司在展台上解答了来宾们提出的各种疑问，

并发掘了许多潜在的商机。

Print China 2015（第三届中国（广东）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是一个综合性大
型印刷展，自 2007 年开始，每隔四年举办一次。今年举办的第三届 Print 
China 展会于 2015 年 4 月 7 日至 12 日，在中国印刷行业重镇之一的广东省东

莞市揭幕。小森公司在本届展会上首次推出了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四色
LITHRONE G37 单张纸胶印机，这款 37 英寸的高性能印刷机，非常适合印制中国印
刷市场的纸张尺寸。另外，小森还推出了一台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四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一台配有上光机组、UV 干燥装置的六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一台配有上光机组和 IR 干燥装置的五色 LITHRONE SX29 单张
纸胶印机。Impremia C61 彩色数字印刷机也在展会上亮相，并在现场实机演示时，
搭配四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进行色彩匹配的展示。拜访小森展台的来
宾们对现场实机演示时使用平板电脑操作的 K-Station 4，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中 国 广 东 东 莞
PRINT CHINA 2015

展会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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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纸币专题研讨会

加拿大温哥华

TRISAN公司成果演示会

泰国龙仔厝府

2015 纸币专题研讨会（CURRENCY CONFERENCE 2015）于 5月10 日至 12 日

在环境宜人的加拿大温哥华市举行。研讨会期间，小森公司的展台吸引了来自

全球各地的中央银行及私人纸币印刷公司的来宾前来参观。本次研讨会为参

观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及时的了解小森公司最新的纸币印刷机的发展，

以及针对证券印刷的解决方案。

纸币样品∶超精细线条的印刷

在研讨会开始以前，小森公司与证券印刷领域的四家大型供应商联手合作，制

作了一张防伪系数结构复杂、精准无误的纸币样品。这些供货商分别是印前制版领域

的专家 Jura 公司、纸币印刷被印材料供应商 LandQart 公司、证券印刷油墨供应商

Gleitsmann Security Inks 公司、全息图专家 KURZ 公司。纸币样品以一只lupo（意大

利语，意为“狼”）为图案，使用小森 LC-1232 双层多色胶印机和 IC-532III  五色雕

刻凹印机印制而成。十二个胶印机组使用特殊的彩虹印刷，在纸币的正反两面总共印

制了22 种颜色。来到小森公司展台的参观者，可以通过纸币样品的透明防伪特色，

观察超精细线条的印刷，以及超精准的套准表现。有几位参访者对于五色雕刻凹版印

刷赋予纸币印刷的精细工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纸币印刷行业，小森公司继续保

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性能卓越的小森纸币印刷机更是享誉国际。

2015 年 2 月12 日，Trisan Printing 公司在位于 Sinsakhorn 工业区的厂房内，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成果演示会，隆重地展示了配有上光机组的新款小森六

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让客户可以亲眼看见公司的印刷专业人才

的奉献精神，并亲自体验新款小森印刷机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隔天，Trisan 

Printing 公司总经理皮亚彭·翁伍拉库（Piyapong Wongvorakul）邀请了小森泰国产

品代理商 Ferrostaal 公司，陪同那些对小森公司新的印刷技术感兴趣的印刷企业来工

厂参观，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地观看小森印刷机在包装印刷领域可以发挥的性能。

“信心十足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翁伍拉库先生叙述了自己对小森印刷机的评价∶“小森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

印机非常适合 Trisan 公司承接的包装印刷订单。这台印刷机配置了小森印刷管理解决

方案等多项高端技术，因此不仅帮助我们提高了印刷的质量，还减少了纸张的损耗。”

他接着说∶“Trisan 公司的大多数印刷订单都是粘贴标签和包装纸盒，色彩呈现的精

准度要求高，印刷过程的细节也绝对不可以马虎。配置了上光机组的小森 LITHRONE 

S29 印刷机，搭配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PDC-SX）、印刷质量检测装置（PQA-S）和

小森信息服务显示器（KID），使我们能够以出色的印刷质量打动客户的心。这真是一

项物超所值的投资，这款小森印刷机为我们的扩张计划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使我们

能信心十足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本次成果演示会的“精心制作”理念，恰如其分地反应了Trisan Printing 公司在

日常开展业务时，一贯的无私奉献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而这份敬业精神的承诺也

同样反映在 Trisan Printing 公司与客户之间独一无二的合作关系，以及其他开展事业

的活动。成果演示会活动期间，来自泰国 Ferrostaal 公司的销售及技术服务团队都亲

临现场，携手合作的回答了来自客户针对配置上光机组的小森 LITHRONE S29 所提

出的各项问题。由于这是高配置的这类尺寸的印刷机首次在东南亚市场亮相，因此对

于 Trisan Printing 公司、小森公司以及小森泰国产品代理商 Ferrostaal 公司来说，这

次的成果演示会堪称是建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Trisan公司提供的
成果演示会视频

上方照片∶以狼为图案的纸币样品获得全球各地的
中央银行及私人纸币印刷公司的高度认同，并将在 7
月份发行的业内杂志《Currency News》中进行专题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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