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纯印灵感
小森在drupa 2016大显身手



掀开崭新的一页

小森公司与广大用户一起朝着同一个目标∶

那就是拓展印刷领域新的可能性，实现更为广泛的印刷信息交流。

小森公司正在经历重大的变革，

正从专业的胶印机制造厂商转型成为印刷工程服务商（PESP）。

最新数字化

作业流程

解决方案

最新

喷墨式

数字印刷技术

最新

胶印技术

drupa2016小森展台

第15展厅D04展位

即将开幕

2016年5月31日至6月10日
德国杜塞尔多夫市
www.dru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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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7

14专 辑 II

活力十足的小森按需印刷解决方案
2 月初，小森筑波工厂的 KGC（小森印刷技术中心）迎来了为数众多的

贵客嘉宾。参观者们通过观看最新款 LITHRONE 印刷机、SYSTEM G38
轮转印刷机、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数字式印后加工

设备、模拟式印后加工设备的现场实机演示，亲眼目睹了这些机器在各

种商业模式中蕴藏的印刷潜力。商业印刷和包装印刷从未拥有如此强大

的火力来开拓新的商机。

20用户简介

旗舰机型成为关注的焦点
使用最新款小森机的各地用户成为本期介绍的对象。关注的焦点是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LITHRONE GX40RP 双面印刷单张纸胶

印机和 SYSTEM 38S 轮转胶印机，所有机器都配置了新款自动化操作系

统、色彩管理系统、作业流程相关硬件和软件。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机

器能够做什么、以及如何帮助企业改变事业模式。这是胶印的盛宴。

32KGC、K-Supply &展会花絮

重装开业的小森中国印刷技术中心（KGC-C）与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新款六色

LITHRONE G40 的现场实机演示，为小森中国家族谱写崭新的篇章。参观深圳市雅昌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印刷厂更是锦上添花之举。公和印刷株式会社讲述他们使用小森 K-Supply
品牌 H-UV 油墨 KG-911 的心得。还有在日本、印度尼西亚、拉托维亚、中国和印度的印

刷展上大放异彩的各类小森印刷机。

KGC-C 重装开业、公和公司选择 KG-911 油墨、各地展会

16
为奢侈品市场提供印刷服务
小森印刷机用户

位于罗马的 Marchesi Grafiche Editoriali 公司在意大利出版印刷领域是久负盛名的一家印

刷企业。如今，该公司在时尚和奢侈品行业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由兄妹两人组成的联合

业主针对当代印刷市场，接受了一次无拘无束的一线采访。

4专 辑 I

在印刷机、印刷耗材、机电一体化、软件等各个领域，通过创新来改变印刷格局，实现更

广泛的印刷信息交流，这就是小森公司为 drupa 2016 所做的承诺。紧密相连的印刷世界

成为战略主题，胶印与数字印刷、单张纸胶印机与轮转胶印机、印前制版系统与印后加工

设备、重要技术成就、标新立异的配套装置、适用于各类商业模式的独特创意等。在杜塞

尔多夫能看到这一切！

掀开崭新的一页∶小森在 drupa 2016 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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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upply品牌H-UV油墨（KG-911）印制而成。
封面覆上了一层哑光的聚丙烯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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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心第15展厅D04展位

5月31日至6月10日

drupa 2016 ─ 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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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举行的 drupa2016（德鲁巴国际印

刷及纸业展览会）开幕在即。小森公司正投入前所未有的

人力物力，拓展印刷领域新的可能性，实现更为广泛的印

刷信息交流。在 drupa 展会上，许多令人期待已久的科技成

果将揭开神秘的面纱。

首先，小森公司正在经历重大变革，从专业的胶印机

制造厂商转型成为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提供与印刷有关

的胶印机、数字印刷机、触屏线路凹印机（PE）、印刷材料

及配套器材等强大的解决方案，小森公司将持续不断地拓

展印刷的新潜能。

其次，小森公司以紧密相连的印刷世界（Connected 

Print）占据领先者的地位。小森公司认为，通过连接可以

创造出崭新的价值，因此将胶印与数字印刷相连接、将硬

件与软件相连接，就能将所有的印刷工序连接在一起，更

重要的是，通过云端技术将用户与小森公司紧密连接在一

起，创造出崭新的价值，实现更为广泛的印刷信息交流。

在 drupa 2016 的小森展台上，我们为客户精心准备了各种

开启印刷新篇章的提案，例如提供高附加价值印刷、媲美

胶印的数字印刷、或利用小森新开发的各种印后加工设备

扩大印刷企业印后加工能力。

最新的革新技术、先进的自动化操作系统、无与伦比

的质量标准，小森公司将让您的印刷事业更上一层楼！

So Open New Pages

drupa预览视频

drupa
开幕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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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A

产品 C

优惠券 12345

产品 A

产品 D

优惠券 12346

产品 A

产品 E

优惠券 12347

产品 B

产品 E

优惠券 12348

产品 B

产品 F

优惠券 12349

姓名
地址

姓名
地址

姓名
地址

姓名
地址

姓名
地址

• 版本可控数据印刷

• 输纸技术

• Impremia IS29 视频

小森按需印刷解决方案（Komori OnDemand）将胶

印与数字印刷技术完美的结合，满足不断变化的印刷市

场需求，这是小森公司为印刷产业的发展所描绘的蓝图。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小森公司以多年来在胶印机制造领

域积累的专业技术和经验，成功地研发了一款高端数字

印刷机。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完全

是为现今印刷企业所开发的专业化数字印刷生产设备。

数字印刷解决方案

随着数字通信科技的发展，印刷行业的未来也不断

地发生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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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森公司将以其制造

精密机械的能力、可靠的输纸控制技术，与柯尼卡美能

达公司的喷墨式数字印刷技术有效地融合为一体，推出

了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将胶印机稳

定的运转性能和高品质的印刷质量，与数字印刷机的可

变印纹印刷能力和应对短版印刷的能力，有效地结合，

激发了小森公司的创意，因而推出了按需数字印刷解决

方案（DigitalOnDemand）。

将胶印与数字印刷融为一体的小森按需印刷解决方

案，其关键机型，就是作为胶印机的完美搭档而研发制

造的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

数字印刷的新潜能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可以充分发

挥数字印刷特有的便利性和灵活性，满足广泛的印刷需

求，为印刷企业取得市场先机的优势技术。可以全面的

进行可变印纹的印刷，意味着这款机器能完成各种不同

版本的印纹的印刷和超短版印刷的活件。除了常见的胶

印纸外，适用于 Impremia IS29 的纸张种类和纸张厚度范

围非常广泛，能实现印张快速干燥、一次过纸双面印刷、

印刷后立即进行印后加工，并满足少量多样、短交货期

活件的需求。杰出的色彩重现和套准精度，可以实现与

胶印相媲美的高水准印刷质量。 Impremia IS29 既可在商

业印刷，也能在包装印刷领域发挥强大的性能。操作简

单，可以完成不同类型活件的作业转换。Impremia IS29

将按需印刷的生产能力和作业效率都提升到一个新的境

界。对每一张印张、每一个活件，Impremia IS29 都能实

现高质量印刷、作业时间短、稳定可靠的运转。

drupa 2016 ─ 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心

最新
喷墨式
数字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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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mia IS29
29 英寸 UV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

  采用UV喷墨式印刷技术，印刷时无需选用特别的纸张。

  无需选用任何预涂纸或认证纸。

  单面印刷时的纸张厚度尺寸为0.06～0.6mm。

  双面印刷时的纸张厚度尺寸为0.06～0.45mm。

  印刷质量清晰、接近胶印的品质。

  使用UV油墨，可以实现印张的快速干燥和印后立即进行印后加工。

  拥有与胶印相同的纸张正反两面套准精度。

目前适用区域有限。

NEW

色数
油墨
印刷速度
最大纸张尺寸
纸张厚度尺寸

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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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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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
胶印技术

从生产能力和印刷质量的角度来讲，胶印可以说是

所向披靡、无可比拟。数十年来，小森公司不断研发各

类关键性技术，使胶印始终处于印刷行业的金字塔顶端。

这些技术包括全自动换版装置、有助于快速作业转换的

各种自动化操作装置、完美的配色软件和印刷质量检测

装置、以及能呈现色彩缤纷效果的 H-UV 快速干燥装置。

小森公司在 drupa 2016（德鲁巴国际印刷及纸业展览会）

将针对商业印刷和包装印刷，推出各类最顶尖的解决方

案，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超越万众的期待。新机型、新配置、

甚至包括一套最新款 H-UV 快速干燥装置，都将在展会上

隆重登场。在环保领域，小森公司的表现总是超越各方

的期盼和要求。机器的配置是采用新一代自动化操作及

质量控制装置。小森印刷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业内

已经成为一项传奇，而机器操作的便利性更赢得操作人

员的喜爱。另外，所有小森产品都能搭配最新版的软件

和作业流程解决方案。小森公司将为印刷行业的未来发

展蓝图揭开序幕，让 drupa 2016 成为聚力万钧的印刷盛

典。务必拨冗莅临 drupa 2016！

drupa 2016 ─ 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心

最大纸张尺寸
最大印刷范围
纸张厚度尺寸

最大纸张尺寸
最大印刷范围
纸张厚度尺寸

最大纸张尺寸
最大印刷范围
纸张厚度尺寸

最大纸张尺寸
最大印刷范围
纸张厚度尺寸

750× 1,050 mm
740× 1,040 mm
0.04 ～ 0.5 mm

750 × 1,050 mm
740 × 1,040 mm
0.06 ～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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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 750 mm
520 ×740 mm
0.04 ～ 0.6 mm

八色 LITHRONE GX40RP 印刷机规格

六色 LITHRONE GX40 印刷机规格

四色 LITHRONE G37 印刷机规格

五色 LITHRONE G29 印刷机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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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ithrone G29
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和上光装置的 29 英寸五色 LITHRONE G29

单张纸胶印机，其最高印刷速度可达每小时 16,500 印张，即便进行厚纸

印刷，也能展现高速稳定的运转性能。配有最新款的配套系统和自动化操

作设备，能大幅缩短作业准备时间和交货期，为高附加价值印刷品，提供

弹性又灵活的解决方案，能够满足最复杂的印刷活件的生产需求。

NEW

Lithrone GX40
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和上光装置的 40 英寸六色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是小森公司的旗舰机型，这款印刷机将配备满足高附加

价值包装印刷需求的配置。配备最顺畅、最可靠的输纸系统，使这款小

森印刷机成为业内运转最稳定、印刷质量最高的印刷机。纸张厚度尺寸

为 0.06 ～ 1.0mm，可以使用的承印材料范围非常广。机器能搭配一系列

自动化操作的选配件，因此本次的参展机将配置具有 PDF 数据对照装置

的 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以及印张序号打印装置，展

示其强大的包装印刷性能。

Lithrone G37
配置了 H-UV L（LED）快速干燥装置的 37 英寸四色 LITHRONE G37

单张纸胶印机，其最大纸张尺寸为 640×940mm。具备快速干燥印张的

能力，印刷后可以立即进行印后加工处理。除了能承印出版与商业印刷

的薄纸印刷品，也能印制包装印刷的厚纸印刷品，是一款可以满足广泛

印刷需求的完美印刷机。特别是用对开纸张印刷时，一个版面里可摆放

八个 A4 尺寸或八个美国 letter 纸尺寸的版面，还可以在版面的空白处加

入 CMS 的测控条，进行色彩管理，因此这款机器是实现高质量印刷的理

想设备。

Lithrone GX40RP
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40 英寸八色 LITHRONE GX40RP 双面

印刷单张纸胶印机，其最高印刷速度达到每小时 18,000 印张。印刷质量

高、作业工时极短、机器稳定可靠、可大幅地减少纸张的损耗，适用于

商业印刷的薄纸印刷或包装印刷的厚纸印刷。凭借“单侧叼纸、无需翻

转纸张”的技术，稳定了纸张的输送。无需在纸张尾端预留叼纸空白处，

可以将印张的尺寸最小化，有效地减少纸张成本。

所有产品目前适用区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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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600台H-UV印刷机
遍布在全球各地
截至2015年12月

自从小森公司于 2009 年首次发表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以来，这项最新的技术为印刷行

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H-UV 不仅能快速

干燥印张，让印张在印刷后能立即进行印后加

工以及装订等工序，还能展现全新的图文视觉

效果，将困扰操作人员和工厂的环境难题一举

解决，为印刷企业的竞争优势提供新的途径。

H-UV 印刷技术实现免喷粉印刷、无臭氧

排放、散热量极低、几乎能承印所有印刷材料

（包括塑料或镀箔纸），因此承印任何活件时，

H-UV
革新的

快速干燥装置

都能呈现高光泽的视觉效果、并将网点扩大率

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印刷图案色彩更是鲜艳

活泼、生动逼真。

小森公司之所以能在全球，成功销售超

过 600 台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印刷机，

上述几点只是诸多原因中的一部分。如今，这

项全能型的印刷工艺，已经被运用到革新的小

森 SYSTEM G38 轮转胶印机上。实际上，H-UV

印刷已经不受任何限制，成为“印你所想、享

你所印”的代名词。

  对于像我们这样提供小批量、高质量印刷服务的公司，H-UV
快速干燥装置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

 — 比利时Cassochrome公司

  安装H-UV快速干燥装置的意义非凡，它可以大幅地降低翻转
滚筒和吸气轮可能导致的印张划伤的风险，其环保效益更为显
著。

 — 澳大利亚CMYKhub公司

  印张从机器里出来时已经完全干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极为重
要，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实现快速的作业转换。

 — 美国Calitho公司

  H-UV快速干燥装置的能源消耗少，大幅度减少了我们电费账
单的金额。

 — 意大利Pozzoli公司

  我们能为客户提供更具创意的印刷服务，例如，逆向上光和高
光泽的印后加工，快速干燥印张的技术让我们能实现这一切。

 — 英国Hunts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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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自然环境，形成了三方皆赢的关系！ 
— 法国DB Print公司

H-UV用户感言

新款LED版H-UV快速干

燥装置将于drupa 2016
（德鲁巴国际印刷及纸

业展览会）的新款四色

LITHRONE G37的现场

实机演示中，首次对外

正式发表。

NEW

欧洲

亚洲及大洋洲

北美洲

南美洲

摘选自以往发行的《OnPress》杂志。

New H-UV L LED版

drupa 2016 ─ 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心



Impremia NS40 是一款采用了纳米印刷

工艺，也是被称为纳米图像印刷工艺的新一

代数字印刷机。这项革新的印刷工艺，采用

Landa 公司的 NanoInk（纳米油墨）颜料进行

印刷，这种水性纳米油墨是由尺寸仅为数十

个纳米的色素颗粒组成。

在纳米印刷过程中，是将纳米油墨以数

十亿个微小的墨滴状态，经由喷墨打印头喷

射到加热的橡皮布上。

当油墨落在加热的橡皮布上时，油墨会

Impremia
NS40

40英寸单张纸印刷机的纳米印刷工艺（Nanographic Printing®）

• 油墨喷射到橡皮布上。
• 已干燥的图案转移到承印材料上。
• 适用于任何承印材料。
• 油墨覆盖范围无限制。

• 油墨直接喷射到纸张上。
• 未干燥的图案会浸湿承印材料。
• 适用于具有吸水能力的承印材料。
• 油墨覆盖范围受局限。

散开并迅速失去水分，因此墨层变得更薄。当

所有水分被蒸发后，油墨变成一层超薄又干燥

的聚合膜。

当压印滚筒接触到承印材料时，这层厚度

仅为 500 纳米的油墨无需渗透就会立即全部转

移到承印材料上。经由纳米印刷工艺印制的图

案，防磨损和耐划伤性都很强，因此印张无需

进行印后干燥，而橡皮布上也不会残留任何的

油墨。

Impremia NS40

印刷工艺的对比
喷墨式（水性油墨） 纳米图像印刷工艺

油墨干燥油墨喷射器

纸张的
输送

纸张的
输送

油墨和印张干燥
喷墨打印

NEW

色数

最高印刷速度
最大纸张尺寸

纸张厚度尺寸
分辨率
适用的承印材料

4 色（C/M/Y/K，Landa 公司的
NanoInk® 纳米油墨）
6,500 sph
750 × 1,050 mm

0.06 ～ 0.8 mm（单面印刷）
1,200 × 1,200 dpi
任意类型的现有媒质∶铜版纸、非铜版纸、
纸板、塑料、特种纸（着色纸、镀铝纸）

NS-440 印刷机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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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森 ICT（信息通讯技术）解决方案是只有作为印

刷机制造商的小森公司才能研发的解决方案的通称，为

提高印刷企业生产能力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持。这些解决

方案利用最新的 ICT，将所有的印刷工序连接在一起，让

印刷工序透明化、自动化、高效又节能。

凭借ICT实现紧密相连的印刷世界

K-Station 4

管理所有印刷机的工作安排和自动化作业流程

作为 MIS（管理信息系统）和印刷机之间互联的接口，K-Station 4

以数据对印刷活件进行更为顺畅的管理。另外，作为高端选配件※，

可以搭配使用自动化操作的印前制版系统及印后加工设备。

※ 在 drupa 2016 进行技术参展。

印刷工序管理软件/JDF接口

在安全的云端环境下查看印刷机的运转信息

KP-Connect 是一种全新的信息分析服务，在安全的云端环境

下，让小森公司与印刷企业共享印刷机的即时运转信息。可视化

的数据，提供了印刷机即时的运转状态，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

小森公司通过相关数据的比对分析，从中找出印刷机及印刷作业

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

KP-Connect
小森云端解决方案

在胶印与数字印刷之间实现高水准的色彩匹配

K-ColorSimulator 2 是小森色彩管理系统的核心，能借助打样

设备重现胶印 /ISO 色调。

K-ColorSimulator 2
易于操作的配色软件

NEW

NEW

NEW

所有产品目前适用区域有限。

小森ICT解决方案

通过联系工厂内的
生产主管，能对突发
状况做出快速反应。

能够按月分析印刷机
的运转情况，并研讨

改良方案。

操作人员可通过平板
电脑查看印刷状况和
维护保养的步骤。

在胶印与数字印刷
之间轻松地完成色彩

匹配。

通过实现印前制版与
印后加工的自动化
操作※，能减少更多
的人力资源

（多技能的发展）。

能边查看印刷进度，
边进行工单的安排。
通过与MIS互联，
无需重复输入数据

能通过移动通讯
装置，查看印刷车间
的生产状况。

※高端选配件

drupa 2016 ─ 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心

最新数字化
作业流程
解决方案



13Komori On Press

drupa 2016 小森展台将规划许多个展区，展示小森集团的其它事业。Seria 展区将介绍

Seria 公司研制的丝网印刷机和先进的触屏线路凹印机（PE）。生态环保展区将着重于介绍小森印

刷机和小森工厂所采用的各项环保技术。轮转胶印机 / 尚邦印刷机展区将展示最新研发的轮转

胶印机和尚邦公司制造的包装印刷机。印刷品画廊将以印刷样品，展示小森公司最新、最具艺

术性的印刷品。

Apressia CT137

小森公司 Apressia 系列印后加工设备的参

展机型，是 Apressia CT137 电脑控制液压切纸

机。机器外观精巧、结构紧凑、操作简便，能

够轻松地裁切各式各样的承印材料或印刷品。

严格的安全标准、简易的操作方法、融合了卓

越的生产能力和性价比的多元性。在现场实机

演示时，将用于进行所有的切纸作业。

小森公司最新推出的SYSTEM G38双面印刷卷对纸轮转胶印机，配有H-UV

快速干燥装置，不仅结构紧凑，而且能提供杰出的生产能力、印刷质量和环保

效益。H-UV 印刷意味着无需安装巨大且耗电量高的干燥装置，因此机器总长

只有 20 米。每小时可以印刷三万张待装订的印张，这款轮转机在印制任何类

型的活件时，都能提供几乎立即干燥印张的竞争优势。轮转胶印机 / 尚邦印刷

机展区将利用展示板，介绍 SYSTEM G38 及其它小森轮转机的信息，并展示

相关的印刷样品。

K-Supply品牌油墨

轮转胶印机 /尚邦印刷机展区

在 drupa 2016 展会上进行的 H-UV 实机印

刷演示时，都将使用 KG-911 H-UV 油墨。这是

由小森公司在运用 H-UV 印刷的过程中，以其

所积累下来的专业知识，精心研发最适用于

H-UV印刷的小森高性能标准油墨。油墨的硬度、

印刷质量、适应性、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都达

到最高的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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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斤油墨的用量。此外，其实用性的程度提升，

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工作量。K-Supply 品牌的其

它印刷耗材也将在现场实机演示时搭配使用。

P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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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断地开发可以满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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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客户提

供更多的便利性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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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工程服务商

最新解决方案

电脑控制液压切纸机

还有
更多

See you at drupa!

NEW

所有产品目前适用区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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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HRONE GX40RP∶在展示商业印刷机时，首先登场的是配置齐全的八色 LITHRONE 

GX40RP 双面印刷单张纸胶印机，该机完成了每项 200 张纸、合计三个活件的印刷，每个活

件所用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这款印刷机能承印薄纸和厚纸，可以满足多样化的印刷需求，

非常适合以高产能来应对小批量、短交货期的活件。这部印刷机配置了 KHS-AI（带自学习功

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可以自动预设各项数据、A-APC（全部色组独立自动换版装置）、

PQA-S V5（印刷质量检测装置），可以联机检测印刷质量、自动控制色调、以及自动调节套准

量，其最高印刷速度达到每小时 16,500 印张，包括更换纸张在内，一组活件的作业转换用时

不到三分三十秒即可完成。

Impremia IS29∶随后，Impremia IS29 UV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独自地完成了四项印刷活件。

第一项活件是用 LITHRONE GX40RP 印制的双面印刷图案，以此来展示 K-ColorSimulator 2（易

于操作的配色软件）的色彩匹配能力，以及几乎可以媲美胶印质量的数字印刷质量。在接下

来的印件中，IS29 以 RGB 色彩模式，展现了鲜艳逼真的色彩，用可变数据进行了不同版本印

纹可变的印刷，切换了印刷模式和纸张转换模式。最后，使用 Highcon 公司的 Euclid 数字式

切纸机和压痕机，对印刷品进行切纸加工的工作。

SYSTEM G38∶令人惊叹的SYSTEM G38，是配置了H-UV快速干燥装置的卷对纸轮转胶印机，

该机印制了两份 1,000 张纸的活件，每个活件用时十分十秒，作业转换时间仅耗时五分多钟。

适用于八色双面印刷的这款高产能印刷机，机身长度正好二十米，与一台八色单张纸双面印

刷机的尺寸相同。SYSTEM G38 的作业准备时间短、开印速度快、整个印刷过程中色调可以

自动控制，是承印中短版印刷活件的理想设备。

商业印刷

活力十足的小森按需印刷  解决方案

LITHRONE GX40 H-UV | 印后加工设备



LITHRONE GX40 ∶六色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

机，配备上光机组和印张序号打印装置、PDF 数据对照

装置，搭配 Apressia DC105 平板模切机，一起演示端

对 端 的 包 装 印 刷 的 生 产 性 能。 现 场 实 机 演 示 时，

LITHRONE GX40 以四色印刷，搭配金色金属油墨和透

明光油，印制了一个糖果包装盒。而最后的裁切工作就

交由 Apressia DC105 进行。

Impremia IS29 ∶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

刷机，使用可变数据和单面印刷模式，印制了三种不同

款式的糖果包装盒。裁切工作都是由 Highcon 公司的

Euclid 数字式切纸机和压痕机完成的。随后，这款数字

印刷机使用 RGB 色彩模式，以 LITHRONE GX40 相同的

图案，印制了包装印刷样品。最后，再改印薄纸，使用

色域宽广的 RGB 色彩模式，用 20 秒钟印刷了 20 张纸。

    小森公司的 LITHRONE、Impremia、SYSTEM、Apressia

系列产品，搭配使用最新的一体化小森机电工程和软

件，成就了各式各样的新事业模式。现场所有的实机演

示，都是使用小森 K-Supply 品牌的印刷耗材。让我们

共同掀开崭新的一页 !

包装印刷

活力十足的小森按需印刷  解决方案

2016 年 2 月 4 日至 5 日，小森公司在日本筑波市

小森印刷技术中心（KGC），举办了一场“KGC 2016

掀开崭新的一页成果演示会”活动。在为期两天的活

动里，吸引了许多的嘉宾前来参加每天上午和下午举

办的研讨会，并观看小森公司针对商业印刷市场和包

装印刷市场两个主要市场所进行的产品演示。单张纸

胶印机和轮转胶印机、胶印和数字印刷、模拟式印后

加工设备和数字式印后加工设备，各式各样的现场实

机演示占据了整个活动的日程。用触摸屏平板电脑操

控的 K-Station 4（印刷工序管理软件 /JDF 接口）能

够管理所有的数字印刷机和胶印机的工作安排和进

度。将各种印刷设备、耗材、工艺和图案巧妙地组合

在一起，展示了一系列不同风格的商业模式，成为成

果演示会中的亮点。“掀开崭新的一页”的主题融入

到每一场的实机演示中，小森公司不断改革的创新技

术以及各式各样的选配件，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

的商机。

LITHRONE GX40 H-UV | 印后加工设备

所有产品目前适用区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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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娜·马基西与斯特凡诺·马基西，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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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站在高质量印刷的顶峰。公司成功地

将两个看似矛盾却又非常重要的企业价值观，

也就是“传统与创新”结合为一体。Marchesi 

Grafiche Editoriali 公司以其千锤百炼的专业技

能，为极其关注细节的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

务，目的就是制作高贵精致、与众不同的产品。

只要能够信任 Marchesi 公司的顶级印刷质量，

时尚品牌、著名设计师以及赫赫有名的出版商，

都会委托该公司印制意大利文化中最华丽的作

品。

哪些市场是贵公司重点服务的对象？

时尚界与奢侈品行业、出版业与文化产业、

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制药业、期刊杂志、体

育界、各类活动等等。事实上，凡举纸类文化

交流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还能唤起共鸣的所

有行业，都是我们公司的服务对象。

多年来，哪些战略决策成为推动公司事业蓬勃

发展的原动力？

毫无疑问的就是改革创新。尽管新技术不

断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但纸张仍然

是最能唤起人们心灵共鸣的最佳媒介。今年，

为了具备印制高分辨率、图像逼真的印刷品的

能力，我们添购了一台配有上光机组和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

印机，这款机器能大幅度缩短交货期，我们的

客户都高兴得不得了。

贵公司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优良的传统、娴熟的技能、热忱的专业精

神。这些是满足我们的客户需求时不可缺少的

企业价值。同时，我们也不断地寻找杰出的专

业人士和合作伙伴，希望拥有超越纸类文化交

流界限的各种能力。

针对当前市场面临的种种难题，贵公司采取了

哪些应对措施？

我们的方针就是持续不断地进行改革创

新，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当然，各种难题总

会接踵而来，但我们从不气馁。恰恰相反，我

们成功地应对了当前市场萎靡的危机、以及数

字化技术的出现所带来的挑战。从我们公司在

市场上占有的地位就能证明这一点。改革创新

的同时也意味着进行相应的投资。当我们发现

市场环境非常适合公司发展时，就会双管齐下

地进行创新和投资。除了专注于生产外，我们

也同时开展许多多样化的活动。

您对当前印刷市场的状态有何看法？

当前的市场状态变得愈来愈不乐观。数字

化技术已经彻底地颠覆了信息交流的方式，因

为现在互联网总能在第一时间为大众提供实时

的最新消息。纸类印刷的杂志数量越来越少，

因为他们的杂志也开始数字化了 ；不仅如此，

愈来愈多的纸类印刷品正在转变为数字化的版

本。如今，客户对我们的期待更高∶高清晰度

印刷质量、竭力关注细节、技术支持及结果评

估、以及其它所有辅助性的服务，包括物流、

IT 系统整合和行政管理等。我们正努力把这一

切做得更好，并超越客户的期待。我们不是咨

询服务商，但是我们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专业

技能、以及对材料的专业知识，能帮助我们解

决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并为客户提供各

式各样的支持。

于罗马的这家印刷企业，历经四代

家族的传承经营，在业内享有盛名。

主要服务市场∶从时尚行业到奢侈品

行业、从出版业到文化产业。公司

对于投资新技术以及向国外市场提

供服务非常的热衷。公司的使命是

什么？当然是创作更多与众不同、具

有价值的产品。

悠游于
传统与创新之间

位

这是一家超过百年历史并拥有辉煌业绩、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印刷企业，他们为二十世纪意大利出版界印刷了数不胜数的

珠宝图片。现在，该公司在时尚业和奢侈品行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司所在的城市是流行与艺术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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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是否为国外市场提供服务？

因为我们公司为意大利国内企业及跨国企

业提供服务，所以公司的营业额中自然包含了

来自国外市场的销售额。过去半年，我们调整

了公司的经营战略重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国际市场。由于我们的评估尚在进行，所以目

前无法判断此举是否能为企业带来收益。

哪些珍贵的资产对贵公司在核心业务领域提供

服务有所帮助？

首先当然是与众不同的专业技能，尤其是

我们能创作那些一般市场上的网络印刷商无法

印制的特殊产品 ；其次是极度关注客户需求。

这需要我们能够全面地理解客户的需求，而这

些需求又经常会与生产需要不同。越来越短的

交货期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第三是我们愿意

承受风险，特别是在客户提出普通需求时，为

他们提供更多的实质性支持，并超越他们的期

待。

贵公司的主要客户和知名时尚品牌认为这是一

个机会还是一个风险呢？

正是因为有他们，我们的企业才得以稳健

的发展。全力的支持客户的需求，意味着我们

必须运用所有的资源，来提供最新的技术和各

类解决方案 ；但是主要的困难，是来自市场的

激烈竞争和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客户要省钱

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当他们看到我们与竞争对

手之间的差距，他们就会把目光牢牢地定位在

我们的印刷质量和关注细节的能力上，而这些

价值是大多数印刷企可望而不可及的。

在您心目中，将电子商务当作一种商机的机率

有多大呢？

从一开始，我们就把目光对准了这一精益

的、灵活的、现代化的、创新的工具，但是这

不是目前我们希望投资的领域。市场已经相当

饱和，基本上只剩下打价格战的竞争，这就意

味着我们必须要与陌生的客户开始打交道，满

足他们不同的需求。事实上，针对中小型的订

单，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电子商务来进行销售和

配送已经完工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

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感到非常满意。

archesi Grafiche Editoriali 公司于
1914年，由当时年仅21岁的平版
印刷雕刻师学徒伊沃·马基西（Ivo 
Marchesi）创立。1950年，他的
儿子卢西亚诺·马基西（Luciano 
Marchesi）接管了Tipograf ica 
C ra i a公司之后，也成立了Ar t i 
Grafiche Marchesi公司。在六十
年代，以拥有两个印刷厂和大约

100名员工的企业实力，卢西亚
诺先生开始与Istituto Geografico 
De Agostini and Treccani公司（享
有盛名的意大利语百科全书出版

商）合作。在八十年代，Marchesi 
Grafiche Editoriali SpA 公司成立
后，卢西亚诺先生的儿子斯特凡

诺和女儿马丽娜，开始加入公司

的经营团队。直到今天，两人的

儿子也分别进入公司的管理层，

开始了这家历史悠久的企业家族

第四代的传承经营。公司营业额

为一千万欧元，其中20-25%的销
售业绩来自国外市场。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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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最近进行的重要投资是什么？

首先，就是我们投资购买了配有上光机组

和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其次是我们强化了公司的销售

网络和营销部门的实力 ；因为现在公司又增加

了两名专业人士，专门负责意大利国内市场及

数字化的领域，推动公司的电子商务得以更快

速的发展。

印刷技术的进展演化的如何？

印刷技术会随着市场的演变而发生变化。

印刷速度、交货期和印品干燥，所需的时间较

之前都缩短了一半 ；以联机上光、H-UV 油墨

印刷白色和彩色套印时，无须对印张施加压力，

即可获得特殊的印后加工的效果，为印刷品添

加附加价值 ；此外，通过调整印张干燥的网点

和使用新一代的油墨，即使以非铜版纸印刷，

也能得到很好的印刷效果 ；最后，就是通过联

机色彩检测装置，在打样与印刷品之间实现完

美的配色，能显著缩短作业的工时。

面对当前的市场状态，您如何评估贵公司的组

织架构？

我们相信目前的公司规模是最适合的。公

司的架构布局合理、层次分明，每个部门都有

一名经理实施自主管理，各部门经理向厂长汇

报，然后厂长再向商务和行政部门以及最高经

营层汇报。事实上，我们能在生产的所有流程

中，快速的反应客户所提出的需求和订单，并

保障最高水平的质量管控。

您认为数字印刷有多大的发展前景？

这要取决于技术能走多远。与网络息息相

关的技术将会继续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现在市场上是供过于求的状态。赫赫有名的巨

头企业的地位不会发生动摇，但刚起步的小型

企业，为了求生存则必须引入差异化的产品。

当然，我们已经决定涉足的高质量数字印刷，

将会继续朝着特殊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因

为现在信息交流需要的就是新颖有创意的高附

加价值产品。

左侧照片∶Marchesi Grafiche Editoriali公司创业之际，伊
沃 ·马基西先生与公司员工的合影。
右侧照片∶以奢侈华丽的印刷质量和巧夺天工的装订技巧，

Marchesi公司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其中包括一些全球最著
名的意大利汽车品牌。

高等院校和文化界的参考文献是

Marchesi公司印制的众多产品之一，在
意大利国内的出版业中已经成为标志

性的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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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an Quality Packaging, UK | Lithrone GX40 [GLX-640+C UV/H-UV]

小森LITHRONE GX单张纸胶印机
大幅提升Firstan公司厚纸印刷的能力
Firstan Quality Packaging公司投资购买的两台厚纸印刷机，

包括一台配有上光机组的小森六色LITHRONE GX40单张纸胶印机，

和一台配有翻转印刷机构和上光机组的小森LITHRONE GX40RP双面印刷单张纸胶印机。

配置齐全的两台印刷机都安装了小森PDF数据对照装置和不停机操作系统。

保罗·哈特韦格，生产经理（左侧）；安德鲁·哈特韦格，总经理。

用户简介

2016 年，英国剑桥郡（Cambridgeshire）的 Firstan 公司欢

庆了创业四十周年。自 1976 年创立以来，公司一直为制药和食

品包装行业提供各类包装印刷品的服务，采用双班制平均分担

所有的工作量。

现在，Firstan Pharmaceutical 公司是英国首屈一指的制药

及卫生保健包装制造商，专门以硬纸板箱提供各式各样的包装

印刷解决方案。Firstan Quality Packaging 公司在食品、糕点糖果、

化妆品、饮料纸盒、以及唱片、CD、DVD 的外包装纸领域，是

英国最大的供货商。

六色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和 LITHRONE GX40RP

是 Firstan 公司首次安装的小森印刷机。这两台印刷机都配置了

小森联机 PDF 数据对照装置，因此可以通过图

像传感器自动的读取印张上的图像数据，再与

印版上的数据进行对照，可以识别最细微的差

异。对于经常制作外语和多种语言包装品的

Firstan 公司来说，这种配置能为企业带来很大

的利益。

Firstan 公司的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团

队是一支荣获过大奖的精英团队，经常能够以

创新独特的设计风格，对折叠纸盒到礼品盒等

产品进行完美的设计。这支六强之一的设计团

队，为提高产品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还发明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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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有的防伪系统。Firstan 公司拥有专利的

M-Lock® 系统，就是一种防拆封的产品，最初

是为药品市场所设计的，但现在已逐渐地被广

泛地应用于食品包装行业。

公司总经理安德鲁·哈特韦格（Andrew 

Hartwig）说∶“我们是英国少数的大型独立经

营包装企业之一。能为包装行业提供个性化、

负责任的优质服务，我们感到十分自豪。这也

激励着我们去认识更多新的创意，不断地为客

户开发各类最新的解决方案。”

以投资来扩大市场业务

虽然 Firstan 公司多年来一直为英国的厂

商提供服务，但是随着优质客户扩大了他们的

市场业务，来自国际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的

商机不断的增加。公司生产经理保罗·哈特韦

格（Paul Hartwig）介绍说∶“在我们的客户名

单中，有多家企业的总部设在英国，但如今在

欧洲各地都设有分支机构，新款小森印刷机让

我们有能力为这些新的分支机构及其它地区的

企业提供印刷服务。”

Firstan 公司位于亨廷顿（Huntingdon）附

近，在占地面积达 7,900 平米的厂区内建有风

格独特的厂房，公司员工有 140 人，每年制作

五亿个纸箱，年营业额超过一千八百万英镑。

新款 LITHRONE GX40RP 双面印刷单张纸胶印

机，预计于 2016 年中期正式投产，与六色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一起生产时，

公司的产能将可达到每年二十亿个纸箱，这意

味着年营业额将达到两千四百万英镑。

超越所有业内的标准

严格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是 Firstan 公

司得以开展业务的主要价值。保罗先生说∶“我

们的目标是超越所有公认的业内标准。2015

年，我们成为英国第一家取得 pressSIGN Offset 

Standard（英国印检系统认证）的包装制造商，

这是一项基于 ISO 12647-2 胶印工艺技术标准

的认证。认证的内容包括印前作业、制版和印刷的测试，我们

从所有评委那里得到了超过达标所需的分数。”

监控对环境的影响

安德鲁先生在介绍 Firstan 公司的环保措施时说∶“保护自

然环境是人类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因此我们对每个有可能

给环境带来影响的决策进行详细的评估。我们对公司所有的活

动进行环保评估 ；我们的管理人员每年都会回顾个人目标及团

队目标，并再设定新的目标 ；我们对员工进行培训，让他们充

分理解环保课题的内容及肩负的责任。”

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Firstan 公司参访了 IGAS 2015（日

本东京国际印刷展览会）的小森展台。安德鲁先生接着说∶“小

森公司在环保方面展现的责任心，已经深深地融入到高度现代

化的小森筑波工厂的每一个生产环节，以及小森印刷机的设计

理念中，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决定下单购买两台新款小森

LITHRONE 印刷机。”

安德鲁先生总结说∶“在 IGAS 展会现场，我们亲自见证

了小森 LITHRONE GX40 和 LITHRONE GX40RP，能以快速作业

准备系统和更大的纸张尺寸，大幅地提升生产能力。不仅如此，

这两款小森印刷机有助于保护自然环境是显而易见。这次的日

本之行，让我们也见识到小森公司的人员都拥有非常专业的知

识，销售人员了解专业技术，而技术人员也了解商业知识。负

责机器安装和培训的团队不仅经验丰富、而且也乐于分享，使

得他们所具备的能力更加突出。这也让我们更确信，小森公司

将在 Firstan Quality Packaging 公司的未来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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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s Group, Canada | Lithrone GX40 [GLX-840+C UV]

确保玛丽莲开足马力
Ellis集团与LITHRONE GX40
Ellis集团是加拿大国内规模最大的独立包装企业之一，多年来持续不断地专注三大要素∶

一致性、质量、客户满意度，使他们得以成为荣获印刷大奖的优质印刷企业。

卡西 ·艾丽丝，Ellis Packaging 公司总裁（左侧）；戴夫 ·艾丽丝，Ellis Paper Box 公司总裁 ；两人在 Marilyn 印刷机前的合影。

用户简介

当比尔·艾丽丝（Bill Ellis）购买了这家创建于 1983 年的

企业时，Ellis 集团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旗下三家公司、为涉及折叠

纸盒的所有业务领域提供服务的大型企业∶位于安大略省皮克林

市（Pickering）的 Ellis Packaging 公司，专门为个人护理、保健

食品、食品及糖果行业提供包装印刷服务 ；位于安大略省米西索

加市（Mississauga）的 Ellis Paper Box 公司，擅长制作医药类及

个人护理的包装印刷品 ；位于安大略省圭尔夫市（Guelph）的

Ellis Packaging West 公司，专为糖果、食品及特色食品托盘的包

装印刷提供服务。采用家族式经营方式的 Ellis 集团，三处工厂总

共拥有超过 200 名员工，每年生产超过 5 亿个

纸箱。该集团是小森品牌的忠实用户，其生产

基地目前共有五台小森印刷机。

坚实的合作伙伴关系

事实上，Ellis 集团于八十年代中期，在加

拿大购买了第一台小森印刷机，也就是五色

LITHRONE 单张纸胶印机，从此与小森公司建立

了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Ellis Packaging 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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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与小森公司合作是基于很多层面的考虑。集团内其他工厂

使用小森印刷机的成功经验、小森值得信赖的印刷质量、以及

我们需要拥有一台在市场上与众不同的印刷机，这些都是促使

我们购买小森印刷机的关键因素。我们希望在竞争的市场中脱

颖而出。”
卡西·艾丽丝，Ellis Packaging 公司总裁

裁卡西·艾丽丝（Cathie Ellis）说∶“八十年代

中期，当小森先生来拜访我父亲时，小森公司

的事业在北美地区才刚刚起步。小森公司不只

是想卖一台机器给我们而已，他们还想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而这种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父亲从未忘记一开始就和自己同舟共济的小

森 公 司。” 该 公 司 也 是 北 美 地 区 引 入 小 森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的第一家印刷企

业。

Ellis Paper Box 公司总裁戴夫·艾丽丝（Dave 

Ellis）指出，与他们创业之初时相比，如今包装

市场的变化非常大∶“在早期，我们很容易就

可以接到制作折叠纸盒的订单。大多数的订单

是双色到四色的活件，或许会有专色的印刷，

但是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复杂的包装印刷几乎

没有。”现在公司需要对包装印刷品进行增值上

光、冷箔烫印、专色印刷，以满足并超越客户

的期待。戴夫先生说∶“我们不怕挑战，因为

公司的产品结构设计团队及附加价值的印刷能

力，使我们能将客户的想法转换为纹理清晰、

生动逼真的纸盒，帮助客户树立他们的品牌形

象。”卡西女士补充说明市场要求交货期已经变

得非常短∶“在过去，四周至六周是标准的交

货时间，而现在，交货期变成只有两周，所以

我们真的需要大幅地提高作业效率。”

全力以赴  脱颖而出

持续不断地改良工艺，并大幅地提高生产

能力，使 Ellis 集团得以在技术上一直保持领先

的 地 位。 最 近 投 资 购 买 的 一 台 小 森 八 色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配有 UV 干燥

装置、PQA-S 联机质量检测装置）和全套物流

系统就是最好的例证。卡西女士说∶“2014 年，

我们参加了在筑波工厂小森印刷技术中心举办

的 LITHRONE GX40 成果演示会，其先进的技术

令我们大开眼界。”在选购小森印刷机之前，

Ellis 集团对其它品牌制造商也进行了调查，以

确保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卡西女士接着说∶“决

定与小森公司合作是基于很多层面的考虑。集

团内其他工厂使用小森印刷机的成功经验、小

森值得信赖的印刷质量、以及我们需要拥有一

台在市场上与众不同的印刷机，这些都是促使

我们购买小森印刷机的关键因素。我们希望在

竞争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关注 Impremia IS29 为短版活件做准备

被深情地命名为“玛丽莲（Marilyn）”的这

款 小 森 LITHRONE GX40 单 张 纸 胶 印 机， 于

2015 年秋天正式投产，公司对机器的性能表现

非常满意。卡西女士说∶“最大的挑战之一，

就是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纸板库存量。这款小

森印刷机的最高印刷速度为每小时 18,000 张

纸，它能快速地消耗纸板的库存量，所以我们

要重新审视工作的安排与订单的计划，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非

常得开心。”她补充说，在引入设备的初期，安排机器操作人员

进行新技术的培训，对于确保事业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为了

将机器的作业效率发挥到极限，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和掌握。”

这款小森印刷机不仅能缩短作业准备时间，还能减少纸张损耗，

给卡西女士留下深刻的印象∶“纸板是我们最大的支出成本，纸

张损耗量越少，我们的盈利就越多。”另外，卡西女士相信

PQA-S（联机质量检测装置）能大幅地减少纸张的损耗∶“愈早

发现瑕疵，就愈有可能帮助我们将纸张损耗量减少 50%。从生产

能力和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讲，这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今后，Ellis 集团将继续致力于改善生产作业的流程。戴夫先

生说∶“有了这些小森印刷机，我们就能够制作数量惊人的印刷

品。现在，我们需要有能够匹配的印后加工设备，可以跟得上印

刷机的生产节奏，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寻找这样的解决方案。”同时，

他也相信投资购买数字印刷机的议题，也将被搬上台面∶“尽管

卡西或许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认为喷墨式数字印刷机，尤其是

适用于短版包装印刷的机器，可能会是我们的目标。我认为，公

司需要开始展开这方面的调研，确保公司的技术不会落于时代的

技术潮流之后。世事难料，或许小森 Impremia IS29 单张纸喷墨

式数字印刷机，在未来会成为我们的生产设备之一。”

现在，公司将致力于提高客户满意度，协助他们拓展事业。

“我们所处的行业不停地在变化。企业间的合并及收购，使得整

个行业的规模正在萎缩，因此我们必须在竞争中赢得胜利。我们

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公司客户也知道我们将会为他们努力不懈。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加拿大国内规模最大的私营包装印刷企业，

而实现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最好的企业。我们拥有最好的

生产设备、最优秀的员工和最棒的客户。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的幸

运。”卡西女士说，“当然，我们必须为玛丽莲提供足够的业务，

让它能开足马力、全速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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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rensa Etichette, Italy | Lithrone GX40 [GLX-640+C H-UV]

La Prensa Etichette公司
引入新机器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标签印刷是巨大的包装印刷行业里的核心要素，必须将多样化的专业技术、印刷工艺、

承印材料、硬件设备与极为严格的质量管控标准结合为一体，才能完成标签印刷。

但是，标签印刷也总能为企业发展带来相当可观的经济利润。

用户简介

事实上，根据全球领先的市场调查权威机构所发布的数据

显示，在 2019 年前，全球标签市场的总值将超过 400 亿美元。

饮料和食品标签的印刷在刺激消费者持续的购买行动上，是其

他方面无可取代的。

La Prensa Etichette Italia 公司是意大利国内首屈一指的矿

泉水纸类标签制造商，公司位于充满活力的米兰市（Milan）东

南方 12 公里处的一座名为圣朱利亚诺 - 米拉内

塞（San Giuliano Milanese）的小镇。如今，La 

Prensa 公司正在不断的扩大业务领域和服务内

容。为了实现公司的发展目标，投资引入专业

技术成为公司的首要的课题。公司投资购买了

一台用于印刷纸类标签的小森六色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配有上光机组和 H-UV 快

速干燥装置）、一台用于印刷塑料薄膜标签的

柔性版轮转胶印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创业时起，La Prensa Etichette Italia 公

司的专长就是纸类标签印刷，他们尤其擅长制

作 湿 粘 纸 标 签。 蒂 亚 戈· 德 尔 菲 诺（Diego 

Delfino） 和 塞 尔 吉 奥· 德 尔 菲 诺（Sergio 

Delfino）兄弟于 1966 年在意大利米兰市创建

了 La Prensa 公司，后来公司才搬迁至圣朱利

亚诺 - 米拉内塞。在这里，全新的经营战略方

针的执行、各项改革创新的实施、以及客户的

鼎力支持，让公司得以长期稳定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根基。如今，公司在所有的标签制作

上，拥有了傲人的技能和战略技巧，因此从普

通的矿泉水、饮料供货商，到橄榄油、葡萄酒、

烈酒、包括巧克力等食品供货商，La Prensa 公

司都能提供标签印刷的服务。庞大的客户群并

非靠运气获得的，数十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以

及孜孜不倦地提供优质客户服务的敬业精神，

是公司得以开拓今天的商业活动的根基。

数据资料证明公司是业内领军企业

从 各 种 数 据 显 示 可 以 清 楚 的 看 到，La 

Prensa 公司在业内所占有的地位。公司每年印

刷超过 100 亿张标签，其中 80% 是纸类标签，

20% 是塑料材质的标签。去年，公司的营业额

高达一千八百四十万欧元，而今年则有望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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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薄膜标签

两千一百万欧元。La Prensa 公司拥有 85 名员

工和三个工作部门∶①用平台印刷机印制纸类

标签的部门 ；②负责印后加工和包装的部门 ；

③印制塑料薄膜标签的部门 ; La Prensa 公司在

业内的地位非常理想，让他们可以满足所有市

场需求。

 新款 LITHRONE GX40+H-UV

最近，La Prensa 公司大约投资了一千万欧

元，改善厂房设施和生产设备，让已经达到非

常高水平的印刷质量更上一层楼 ；此外在生产

作业流程上也实施技术革新，提高客户服务的

效率。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购买了配有上光机组、

H-UV 快速干燥装置、自动换版装置和 PDC- SX

（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的新款小森六

色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这是此类

型号的小森印刷机首次安装在意大利市场，同

时也是第一台安装了小森综合印刷质量评估系

统的机器，而该系统可以保障完美的印刷质量。

公司经营团队成员之一的伊曼纽尔·德尔菲诺

（Emanuele Delfino）说∶“当年，我们以一台

单色二手胶印机开始踏上创业之路，后来也一

直坚持购买二手的机器。直到五年前，我们才

第一次购买了公司的第一台新款小森印刷机。

对我们来说，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因为新款

的机器和二手机器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不用

说，新款小森印刷机让我们的工作效率大幅度

的提升，特别是小森 LITHRONE GX40 单张纸

胶印机配有上光机组，让我们能用最新的印刷

技术实现最佳的印刷效果，为客户提供优质的

服务。包括最新购买的小森机，我们现在共有

五台胶印机，总计有 32 个印刷机组。”

新款小森印刷机于 2015 年 7 月安装，仅

仅七天就正式运转投产。小森意大利公司总经理希尔瓦诺·比

安奇（Silvano Bianchi）说∶“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安

装在 La Prensa 公司的这款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它

的规格配置在意大利是首次出现，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机器

规格是 1,050 x 750mm，无论是印制标签还是纸张，这台机器

都 是 包 装 印 刷 的 理 想 设 备。 小 森 公 司 不 遗 余 力 地 研 发 了

LITHRONE GX40 机型，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一款战略型的印刷机。

第一机组既可以印刷 H-UV 油墨又可以印刷普通油墨，其它机组

可以印刷普通油墨。第一机组配置了一个 H-UV 干燥装置，并在

延长收纸部位安装了一套 IR 干燥装置。这部机器还有一个重要

的特征，就是配置了 PQA（小森印刷质量检测装置），在最后一

个印刷机组上方安装了一个 CCD 摄像机，可以检测每张印张上

的任何瑕疵缺陷 ；同时，PQA 还具备自动油墨密度控制功能。”

整合的作业流程

La Prensa 公司长版活件的平均印数约为两万张，因此他们

一直在尽可能地优化长版印刷生产的作业流程。但是，印刷作

业本身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为了取得最好的成效，还

是必须改善产品的包装和运输的作业流程。La Prensa 公司已经

成功地建立了一套闭环的作业流程，所有的生产环节就像拼图

一样环环相扣，因此，公司的生产作业流程就能全面的满足市

场对质量和交货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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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ung Print, Korea | Lithrone GX40RP [GLX-840RP]

Dusung公司的
首台LITHRONE GX40RP
在韩国引起巨大的反响
韩国首都首尔是一座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超过20%的韩国人生活在这个城市。近几年来，为了减少营运成本、

扩大事业与业务规模的韩国印刷企业纷纷搬离首尔市，迁移到首都附近的卫星城拓展业务。与这一趋势恰恰相反，

选择坚守在首尔市中心的一家印刷企业，安装了韩国第一台小森八色LITHRONE GX40RP双面印刷单张纸胶印机。

金相圭，总裁。

用户简介

Dusung 公司找到解决方案∶小森印刷机

Dusung Print 公司总裁金相圭（Kim Sang-

gyu）于 1991 年创建了一家名为 Yujin Culture

的印刷公司。草创时期，公司使用的是一台二

手的小森四色对开 LITHRONE 26 单张纸胶印

机，而现在，公司已经拥有了一台小森五色

LITHRONE S40 单张机、一台五色 LITHRONE 

S26 单张机，与一台四色 LITHRONE A37 单张

机组成的强大的生产线。负责公司的财务及管

理部门的 Lee In-kyung，谈到 Dusung 公司与小

森公司的合作时说∶“尽管有一段时期，我们

曾使用其它品牌的印刷机，但是频繁的机器故

障和复杂的印刷操作，令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挠。

后来，经由认识的印刷企业向我们推荐了小森

印刷机，在公司安装了一台小森印刷机之后，

这些困扰我们的问题全都不见了，所以我们非

常喜欢小森印刷机。”

Dusung Print 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娇纳斯

（Joinus）、HUM 和滨波（Beanpole）等韩国知名

服装品牌；Goldendew、Stylus 等珠宝首饰品牌；

以及 Born Creative 及 ADline 等广告代理商。公

司 90% 的业务订单来自这些客户，所以印刷质

量是 Dusung 公司的命脉和灵魂。正因为如此，

选购高质量的印刷机作为生产设备，对公司来

说是至关重要的。

“韩国首次安装的”印刷机∶重大新闻

2015 年 8 月，Dusung Print 公司安装了一

台小森八色 LITHRONE GX40RP 双面印刷单张

纸胶印机，这也是韩国首次安装双层配置的 RP

印刷机。首尔一家拥有三台印刷机的平凡印刷

企业决定投资购买 RP 机型，消息一出，马上

成为韩国印刷行业的重大新闻。金总裁在说明

这项采购的目的时说∶“与继续留在首尔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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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ung公司的
首台LITHRONE GX40RP
在韩国引起巨大的反响

小型印刷企业相比，我们必须在价格和订单量

方面保持竞争的优势，因此必须要有突破之

举。此外，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印制长版订单的

印刷企业都已搬离首尔市区。我们相信，如果

公司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实力能满足业务需求，

那么我们就抓住了在竞争中取胜的大好机会。

此时我们刚好发现了小森双层配置 RP 机型的

印刷机。”金总裁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学习了

解所有双面印刷类型的印刷机，并两次访日观

察研究 RP 机型∶“调研后，我确信 LITHRONE 

GX40RP 是最完美的选择。无论是常规双层配

置机型，还是加长版双面印刷机，能够承印的

纸张厚度都有限制，而且由于采用双叼口的转

接方式，不仅会影响印刷质量，也会造成纸张

的损耗浪费。LITHRONE GX40RP 是一台理想

的双面印刷单张纸胶印机，有了它，能一举解

决这些问题。”

金总裁叙述机器安装过程顺利时说∶“当

机器还在小森工厂制造时，我们就已经开始为

厂房的搬迁做准备。一般来讲，找到一处能安放超过 25 米长的

机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此有人问我们在首尔市究竟有没有

适合安装 LITHRONE GX40RP 的地点。很幸运地，我们在原工

厂附近找到了一个 1,650 平米的厂房。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现

有的小森五色 LITHRONE S40 单张机和五色 LITHRONE S26 单

张机，都放入同一个厂区。”

首次测试就大获全胜

事实证明，购买这台小森双面印刷机的结果是非常令人满

意的。在 LITHRONE GX40RP 双面印刷单张纸胶印机完成安装

时，Dusung Print 公司就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在机器安装

之前，我们接到了一张需要用 40 英寸机型印刷 100 万张双面

印刷品的订单。如果用一台单面印刷机印制的话，这个活件需

要日夜不停地印刷 17 至 18 天，因为我们必须先印纸张正面、

干燥印张、再把纸张翻过来、印刷纸张背面、干燥印张、最后

才能交货。虽然机器仍处于调试阶段，小森 LITHRONE GX40RP

仍然以每小时 16,500 张纸的最高印刷速度，马不停蹄地开始进

行印刷。只用了 7 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 100 万张纸的活件。

我亲眼目睹了公司的生产能力增加了超过两倍的事实。在印刷

过程中，完全没有出现背面蹭脏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刮痕或给

纸装置停机的故障。”

金总裁十分自豪地说∶“这款小森双面印刷机真的非常适

合印制短版活件。它配置了全套的自动化操作系统，包括 A-APC

（全部色组独立自动换版装置）、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

快速调机系统）、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因此

在作业转换或实际印刷过程中，不会造成任何的浪费。在印制

500 张纸的短版活件时，LITHRONE GX40RP 每小时能完成 10

个活件。就连 CTP（计算机直接制版）系统都来不及提供小森

RP 印刷机的印版。”



28 Komori On Press

Elma Basim, Turkey | Lithrone G40 [GL-640+C H-UV]

Elma Basim公司为第二台LITHRONE
安装H-UV快速干燥装置
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Istanbul）的Elma Basim公司创建于1986年，起初他们是一间专门为新闻出版商和

广告公司提供服务的IT系统整合供货商，在多元化经营战略的推动下，公司于1995年成为一家印前作业的制版厂。

在熟悉了印刷生产的作业流程，并预期能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之后，公司于1996年转型成为一家印刷企业。

伊赫桑 · 阿尔汉，Elma Basim 公司经营合伙人（左侧）；哈姆迪 · 凯玛克，ArasGrup 公司总经理。

用户简介

起初，Elma Basim 公司专为伊斯坦布尔

（Istanbul）的地方广告公司和设计师制作宣传手

册和文件夹，现如今公司可以承接的印刷业务

十分多元化。公司的业务内容主要是商业印刷

品，客户遍布土耳其国内，年营业额达六百万

美元。虽然目前包装印刷的业务量只占公司业

务的一小部分，但是安装小森六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和

上光机组）后，公司期待厚纸印刷的业务量能

取得与时俱进的发展。

公司经营合伙人伊赫桑·阿尔汉（Ihsan 

Elhan）介绍说∶“早期在公司从事 IT 和印前制

版服务时所积累的经验，让我们了解了整合生

产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这样才能对客户的需求，

作出最快最确实的反应，并得以在最短的时间

内交货。我们知道，由公司自己独立完成所有

的作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Elma 

Basim 公司采用统一作业流程系统的方式进行生

产制作，在其 4,000 平米的厂区内，安装了众

多的印前制版系统和印后加工生产设备。

Elma Basim 公司初次与小森公司打交道是

在 2006 年，当时安装了一台四色 LITHRONE 

S40 单张纸胶印机。这台机器运转良好为公司

服务了整整八年，直到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

出现之后，公司于 2015 年又再次把目光转向小

森公司，准备投资购买下一台主力印刷机。

向客户及竞争对手

介绍 H-UV 带来的好处

阿尔汉先生说∶“我们在荷兰乌得勒支

（Utrecht）的小森欧洲印刷技术中心（KGC-E），

对 H-UV 快速干燥装置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后，才

对 H-UV 系统进行了一系列严谨的印刷测试。总

体来讲，我们认为 H-UV 快速干燥装置，能让企

业拥有更好的灵活性，能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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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ma Basim公司为第二台LITHRONE
安装H-UV快速干燥装置

“这是我们选择 6 个印刷机组 +1 个上光机组的机器配置的主

要原因。有了这种配置，公司就能以高传真色彩（六色彩色

系统，可以增加印刷色彩的范围）进行印刷，这样一来就能

在四色印刷 + 专色 + 上光的基础上加印金属效果，完成七色

印刷活件。”
伊赫桑·阿尔汉，公司经营合伙人。

他接着说∶“我们认为我们公司在自己的

市场领域占据优势，而且我们公司也是少数准

备在国际印刷展上投资购买相关设备和技术的

印刷企业之一。我们知道这款小森单张纸印刷

机具备的新技术，不仅可以让我们服务现有客

户并开拓新市场，还可以提供很好的市场营销

机会。小森 H-UV 技术可以快速干燥印张，能扩

大印后加工业务的范围、强化生产效率，尤其

在用非铜版纸印刷时，因为无需喷粉，所以能

实现杰出的印刷质量，让印刷品呈现更绚丽的

视觉效果。从节省印刷耗材的角度来说，能减

少油墨用量和更换 UV 干燥灯的次数等优势，这

就足以让我们对客户及竞争对手，说明 H-UV 快

速干燥装置为我们公司所带来的竞争优势。”阿

尔汉先生补充说∶“这是我们选择 6 个印刷机

组 +1 个上光机组的机器配置的主要原因。有了

这种配置，公司就能以高传真色彩（六色彩色

系统，可以增加印刷色彩的范围）进行印刷，

这样一来就能在四色印刷 + 专色 + 上光的基础

上加印金属效果，完成七色印刷的活件。”

对于为何会选择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单张纸印刷

机，阿尔汉先生解释说∶“我们当然对其它品牌的新一代 UV 干燥

装置也进行了调查，但结果显示这些产品还不够成熟。小森公司

在这一领域无庸置疑的是领先者，因为 H-UV 技术已在全球针对所

有机器配置完成了缜密又彻底的测试。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环保

效益非常出色，具体来讲就是更节能、不会产生臭氧、散热量低、

整个工厂和机器都不会受到喷粉的困扰。”他接着说，“此外，新

款小森印刷机所搭配的各项先进技术，例如自动换版装置、有助

于减少纸张损耗的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

以及各类自动化操作系统，都为我们公司带来了实质的利益。”

H-UV 的实际应用

阿尔汉先生说，新款小森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不仅

为 Elma Basim 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技术优势，还为公司拓展了新的

业务∶“经由实际的作业，我们确信新款小森印刷机的快速干燥

技术，能让我们缩短交货期，而事实也证明，上光机组的配置，

能为企业带来许多的好处。现在，我们可以利用逆向上光（drip-off）

的工艺提高客户印刷品的附加价值。因为我们运用逆向上光的工

艺，可以大幅度的提高 H-UV 印刷品的光泽度，还能为一些塑料

印刷品覆上一层保护膜。”

阿尔汉先生总结说∶“通过直接营销、促销活动、从现有客户

中找寻新商机，我们正逐步地在开展公司的事业。我们以快速的交

货、稳定可靠的印刷质量和值得信赖的 FOGRA/ISO PSO 标准，不仅

建立起公司的业务模式，还得以在国内和海外市场跨入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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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grafijas grupa Mukusala, Latvia | System 38S [LR-438/625S]

PGM引入另一台SYSTEM 38S
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能力
最近，拉托维亚PGM的公司投资引入了第二台热固型轮转胶印机，距离第一台机器安装后九年，

再次安装了一台16页规格小森SYSTEM 38S轮转胶印机，这也让公司的轮转印刷生产能力翻了一倍。

维斯瓦尔蒂斯·特洛科萨，董事长。

用户简介

这次轮转机器的采购计划，可以回溯到小森轮转印刷部门在

一段重要的时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用事实证明在 16 页规

格热固型轮转胶印机领域，小森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的设备

供货商。2014 年，小森 16 页规格轮转印刷机的销售数量超过了

24 台，而其中大部分的轮转胶印机销售到新业务市场，也有一

些卖给了现有小森用户。

Poligrafijas grupa Mukusala（PGM）公司的前身是 1993 年创

建于拉托维亚首都里加市（Riga）的 Diena-Repro 公司，是波罗的

海三国（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的三个

国家合称）第一家印前制版公司。1996 年创建

的 Mukusala 公司是一家报纸印刷企业，该公司

在 2000 年与 Diena-Repro 公司合并成一家公司。

2006 年，PGM 公司把目光定焦于杂志印

刷市场，并引入了第一台小森 16 页规格轮转胶

印机，与这台热固型轮转机同时购买的还有一

套瑞士马天尼（Muller Martini）印后加工生产线。

采购设备的目的，是为了超越拉托维亚及近邻

的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国境界限，把业务推广

到更远的市场，这包括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及比荷卢经济联盟（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

国建立的经济集团）的许多杂志出版商提供印

刷服务。

经由投资添购了更多的印后加工设备（尤

其是插页生产线），截至 2009 年为止，PGM 公

司的出口业务量提升了三倍，并在最近的这几

年里保持稳健的成长。如今，PGM 公司的年营

业额已接近一千五百万欧元。

成功背后的经营理念

PGM 公司董事长维斯瓦尔蒂斯·特洛科萨

（Visvaldis Troksa）在介绍取得如此辉煌业绩的

经营理念时说∶“从技术上来讲，我们一直严

格的遵守国际认可的质量管理标准，并定期的

分析公司客户的需求，以确保客户满意度维持

在最高的水平。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忠诚，

因此与公司的客户和员工都保持着紧密的合作

关系，我们在各方面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我们从未打算成为行业中的老大，只是想量力

而为，努力地保持公司的盈利。从创业以来，

我们每年都实现了这一目标。我们向客户提供

的优质服务是确保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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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相信，可靠的服务水平、精湛的印刷质量、

持之以恒并高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让公司的

形象可以得到出版商的一致认可。在进行投资

时，我们的原则，是购买能为企业提供以最低

的生产成本，获得最高的印刷质量的机器，而

不是购买价格最便宜的设备。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投资是为了能灵活应对市场需求的变

化。”

特洛科萨先生说∶“最近几年，公司承接

的订单数量不断地增加，但是印张数总量却没

有增加。事实上，我们每年的印刷用纸量几乎

相同，而如今的出版印刷行业已经被分割成许

多不同的尼基市场，因此平均每张订单的印刷

数量也变得更少，交货期也变得更短。现在，

我们公司订单的平均印刷数约为两万张纸。每

个月印制超过 130 种杂志，其中大多数还需要

进行精装加工处理。虽然目前欧洲地区的热固

型轮转印刷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们承接的

热固型印刷订单，有 50% 是来自国外市场。尽

管交货期一样的紧迫，但是我们以里加市为中

心，构筑了健全的送货渠道。”

再次投资购买小森设备

根据特洛科萨先生的说法，公司需要引入

另一台热固型轮转印刷机是必然的事实∶“虽然拉托维亚国内印

刷市场的成长比较慢，不如欧洲多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但是我们

的目标是在两年内，让公司年营业额达到两千万欧元。公司于

2014 年所做的分析显示，现有的小森 SYSTEM 38S 轮转胶印机，

已经处于每天 24 小时 / 每周 7 天的满档运转状态，所以我们需

要扩大生产能力。另外，我们也觉得引入另一台配置相似的热固

型轮转胶印机，作为备用机来使用，并应对急件是一件好事，因

为这样就能让出版商更放心地把订单交给我们。当然，新机器与

现有小森 SYSTEM 38S 轮转胶印机的兼容性越强越好。2006 年

安装的第一台小森轮转胶印机，从未发生任何重大的故障，机器

的性能非常稳定可靠，能持续不断地印制高质量的印刷品。机器

安装九年以来，小森公司的售后服务以及零配件的支持，一直都

是无懈可击的。”

特洛科萨先生说∶“基于上述的原因，再加上自动换版装置、

短作业准备时间、极少的纸张损耗、易于理解的操作系统，都成

为我们开展业务时的重要工具。我们对小森印刷机和小森公司给

予了完全的信赖。”

双赢的解决方案

“投资时我们会全盘地考虑所有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一次，

所有的条件都指向了第二台小森轮转胶印机。我们没有考虑选购

32 页规格轮转机型。事实上，在印刷数量正在不断的减少，出

版印刷的尼基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前景下，16 页规格机型让我

们的灵活性更好。因此与第一台机器配置相同的机型，可以在必

要时，让我们双管齐下，让两台印刷机同时印制同一份活件。”

特洛科萨先生补充说。

“新安装的第二台小森 SYSTEM 38S 轮转胶印机已经运转了

两三个月，事实证明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凭借小森 KHS-AI（带

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实现的快速作业转换、全自动

换版、小森卷筒纸架，让我们在最低印数为 5,000 张纸的尼基杂

志印刷市场，赢得了无可取代的竞争优势。令我们额外惊喜的是，

我们已经让两台小森 SYSTEM 38S 连手完成了同一份活件，而印

后加工作业与两台机器的搭配更是完美无瑕！”特洛科萨先生的

脸上流露出欣喜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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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森中国印刷技术中心经过重新整修后，安装了一台划时代的尖端设备，就是配

有H-UV快速干燥装置的LITHRONE G40单张纸胶印机，并举行了技惊四座的
成果演示会。除了演示活动之外，小森公司还安排来宾们参观了深圳市雅昌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印刷巨头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在当地的分支机构。

KGC-C承担的三大职责

•  印刷机演示中心∶呈现小森最新的技
术，为客户进行印刷机测试等。

•   印刷学校及技术培训中心∶对企业
用户进行印刷技术（硬件及软件）的

教育培训。

•  印刷技术研发中心∶各类产品及印刷
材料的研发及评价等。

焕然一新的KGC-China
举办华丽的成果演示会

2016 年 1 月 6 日，小森公司在焕然

一 新 的 小 森 中 国 印 刷 技 术 中 心（KGC-

China），隆重地举行了一场成果演示会。

以 H-UV 高附加价值印刷为亮点的成果演

示会，吸引了 100 余名小森用户、媒体行

业人士前来参观，赢得了一致好评！

日本小森集团本部执行董事兼海外营

业本部部长津川俊之（Toshiyuki Tsugawa）

先生莅临活动现场并发表致词，他率先对

大家的到来表示非常感谢，并代表小森公

司传达了 2016 年美好的祝福。

津川先生说∶“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

于中国客户，小森公司特别在中国建立了

小森中国印刷技术中心。我们欢迎大家到

小森中国印刷技术中心参观交流、观看现

场实机演示，也欢迎印刷企业到这里做各

式各样的测试。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掀开

崭新的一页！”

高端 LITHRONE 大显身手

新安装的六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

胶印机是一台适合进行包装印刷的设备，

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和上光机组，进

行了高附加价值印刷的现场实机演示。在

本次演示会上，小森公司向来宾们展示了

两种图案分别在哑粉纸、金银卡纸上面的

印刷，展现了三种高附加价值的印刷工艺。

用哑粉纸、金银卡等承印物，印刷大墨量

的图案是很难干燥的，但凭借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可以实现瞬间干燥，避免出

现刮伤等问题。

除了演示活动之外，小森公司还安排

来宾们参观了深圳市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小斌（Wang Xiaobin）先生亲自接待了来

宾们，对嘉宾们的到来表示非常欢迎，并

分享了雅昌企业文化的发展历史、经营理

念及雅昌集团对环保、绿色印刷的重视等。

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及对质量的追求，雅

昌集团是国内最早引用小森印刷设备的印

刷企业之一，在深圳雅昌印刷车间，十几

台小森印刷机一字排开，阵容壮观，正在

进行有效率的生产工作。总经理王小斌先

生说，非常感谢小森公司及兆迪公司给雅

昌集团提供的优良设备及高水平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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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1946年的日本公和印刷株式会社，多年来以高水平的印刷质量和注重
环保的印刷方式，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评价。2012年，公和印刷公司安装了一台
配有H-UV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四色LITHRONE A37单张纸胶印机。在对现
有的小森四色LITHRONE S40单张纸胶印机进行功能提升时，又追加配置了
H-UV快速干燥装置。

沼野仁，
制造部部长。

今井宽，总经理。

田代裕晶，
印刷科主任。

KG-911适用地区有限制。

K-Supply | 系列报道

小森H-UV标准油墨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不同

的耗材供货商相互推卸责任，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所

以，使用由小森公司统一管理的

印刷耗材，对公司来说是再好不

过的事情。”

更低的生产成本
更高的作业效率

自 2014 年 7 月起，公和印刷公司开

始正式使用小森 K-Supply 品牌 KG-911 油

墨， 也 就 是 小 森 H-UV 标 准 油 墨。《On 

Press》杂志编辑组采访了公司总经理今井

宽（Hiroshi Imai）、执行董事兼制造部部

长沼野仁 (Hitoshi Numano)、制造部印刷

科主任田代裕晶 (Hiroaki Tashiro)，听取他

们叙述使用新油墨进行印刷的理由及取得

的成效。

减少 20% 的油墨用量

有效削减生产成本

一直在期待 H-UV 油墨成本下降的公

和印刷公司，在小森公司的推荐下，于

2014 年 5 月 使 用 新 开 发 的 小 森 H-UV 

KG-911 油墨进行了印刷测试。该公司自

从安装了小森 H-UV 单张纸胶印机以来，

一直在使用 K-Supply 品牌润版液、墨辊、

清洗布等产品。

今井宽总经理介绍说∶“首先，我们

对每公斤的油墨用量，也就是每公斤油墨

可以印刷的纸张数量进行了测试。根据小

森公司的介绍，虽然 KG-911 的油墨价格

与我们以往使用的油墨相同，但是能在生

产中减少油墨用量，所以能削减总体油墨

的成本。测试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测

试时，我们用 70% 覆盖率的固体油墨印刷

了 1,000 张纸，然后测量油墨用量。虽然

不同颜色的油墨之间存在差异，但是测试

结果很明确地显示出油墨用量确实减少了

20% ；此外，我们也没有收到来自印刷车

间的反应关于色彩有问题的说法，这样

的结果就足够证明一切了。在得到工厂

厂长和员工的同意后，我们决定采用 H-UV

“KG-911”油墨。”

据今井先生介绍，使用小森品牌印刷

耗材有一项明显的优势∶“现在，我们完

全使用小森公司推荐的 H-UV 相关耗材。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不同的耗材供货

商相互推卸责任，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

好处。所以，使用由小森公司统一管理的

印刷耗材，对公司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

情。”

油墨流动性良好、大幅减轻作业负担。

沼 野 部 长 说 ∶“ 测 试 之 前， 我 对

KG-911 油墨的性能半信半疑，但是测试

后 KG-911 真的能够满足我们的业务需求，

所以我能信心十足地进行工作。因为之前

没有 UV 印刷的经验，所以我

们借助小森公司的力量，学习

并掌握专业技巧。公司使用

KG-911 油墨之后，作业效率大

幅度地提升。之前我们使用的

油墨，流动性不太好，因此我

们必须频繁地使用墨铲搅拌墨

槽，并经常清洗计量辊。现在，

我们能大幅减轻这样的作业负

担，真的是太棒了！墨槽开合

度的设定值与之前的差异一目

了然，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油墨用量的确

在不断的减少。”

田代主任补充说∶“我们公司有两台

小森 H-UV 印刷机，每台印刷机都只有一

个操作人员。KG-911 油墨具有最适合的

密度，因此我们用基本的密度印刷就没有

任何问题。改变油墨密度时的反应性也很

好， 不 会 出 现 网 点 扩 大 的 问 题， 所 以

KG-911 油墨很容易使用。印刷高覆盖率

油墨图案的活件时，油墨用量较之前明显

的减少了许多。使用 KG-911 之后，油墨

的流动性变得更好，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此外，飞墨量也明显减少，在过去半年内，

我都没有用布擦拭过任何飞溅的油墨，只

有机器上沾了一点点墨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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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花絮

日本筑波市

轮转机H-UV成果演示会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

亚洲高级安全印刷展会2015
日本东京市

Seria东部展会

亚
洲高级安全印刷展会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至 9 日，在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市举行，吸引了多个国家的中

央银行、私营纸币印刷公司、以及提供安全功能设备

的制造商，前来参加本次活动。在展会上，小森公司介绍了傲

人的纸币印刷机和证券印刷机。小森公司使用纸币印刷样品，

向参观者介绍了最新印刷科技和防伪技术。在展会活动的最后

一天，小森公司举办了一场豪华的晚宴，在宴会上首先由小森

公司董事长小森善治（Yoshiharu Komori）向来宾致词，随后向

大家介绍了筑波工厂和各类小森产品。

负
责销售小森集团的触屏线路凹印机（PE）和精密机械

业务的 Seria 公司，继 2015 年 11 月在公司的各务原

工厂举办了第七届 Seria 西部展会之后，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至 10 日在东京大田区产业广场也举办了 2015 Seria 东部

展会。在展会上，Seria 公司展示了一台新款卷对卷丝网印刷机、

一台柜式双面丝网印刷机，并介绍了为凹版胶印提供的各种解

决方案。另外，还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活动，吸引了来自不同

领域的许多嘉宾前来参观展会。

2015 年 11 月 20 日，在位于筑波工厂内

的小森印刷技术中心（KGC）举行的成

果演示会上，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最新款 SYSTEM G38 轮转胶印机，与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八色 LITHRONE GX40RP 双面印

刷单张纸胶印机，分别使用同样的印刷图案和

纸张，进行了现场实机演示，以此来比较两者

的印刷质量。独特的翻转式双面印刷机构、顺

畅的开印以及一系列新颖的功能，LITHRONE 

GX40RP 的实机演示展现了高水平的生产能力。

新款 SYSTEM G38 轮转胶印机的开发理念，是

将单张胶印机配置的 H-UV 印刷技术（H-UV、色

彩管理、PDC-SX 及 KID）与轮转机的生产能力

有效地结合。机身长达 20 米，大约等同于一台

长版单张纸双面印刷机的尺寸，但是产能却可

高出 2-3 倍。结果印刷质量到底孰胜孰负呢？

SYSTEM G38 的印刷质量令人惊艳，非常接近单

张胶印机的结果。



35Komori On Press

筑波 | 雅加达 | 东京 | 里加 | 苏州、济南、武汉 | 孟买

中国苏州、济南、武汉

技术交流会

印度孟买市

印度印刷展

拉托维亚里加市

PGM公司成果演示会

2015 年 12 月，由小森公司与中国产品代理商兆迪公司、

亚菲公司联合主办的小森中国技术交流会分别在苏州、

济南、武汉等地盛大举行。在苏州站与济南站，来自中

国各地的印刷企业代表 100 余人出席了交流会。在武汉站，除

了技术交流会之外，小森公司与亚菲公司还安排嘉宾们参观了

湖北商务印刷的龙头企业—武汉新鸿业印务有限公司。参观了

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印刷机的实机演示，实机演示内

容精彩，现场参观活动的安排圆满成功，赢得了参观者的高度

赞赏。

PAMEX 2015（印度印刷展）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至 12 日，

在印度孟买市（Mumbai）隆重举行，这是一场集结商业

印刷、出版印刷、封胶、标签、包装行业的印刷盛会。

小森公司的参展机器是一台四色 ENTHRONE 29 单张纸胶印机，

与会来宾观赏了机器印制商业印刷和出版印刷的现场实机演示。

小森公司通过展示板，介绍了包装印刷的各种创意，并以视频

播放了小森用户的实际案例。另外，小森公司还举办了一场包

装印刷和高附加价值印刷的研讨会。

PGM（公司详情请参照本期第 30-31 页）

一直认为，邀请客户到公司参观，让他

们亲自体验 PGM 的专业技术和经验，能

够为公司带来众多的利益。在安装第一台小森

SYSTEM 38S 轮转胶印机时，公司曾经举办了一

场令人难忘的成果演示会，因此安装最新一台

SYSTEM 38S 时也不例外。这次的成果演示会是

以太空为主题，活动于 2015 年 11 月在公司的

5,000 平米工厂内举行，吸引了来自欧洲和其它

地区 200 多名贵宾前来参观。为庆祝这次的展

示会，公司董事长维斯瓦尔蒂斯·特洛科萨

（Visvaldis Troksa）致词时说∶“如同九年前的

成果演示会一样，本次活动也是非常圆满、非

常成功。毫无疑问，接下来我们的业务也将会

源源不断地顺利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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