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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pa 2016 
 
展会日期 ： 2016 年 5 月 31 日（周二）～6 月 10 日（周五） 
展会地点 ： 德国・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心   第 1～17 展厅 
小森展台： 第 15 展厅 D04 
 
2016 年 5 月 31 日（周二）～6 月 10 日（周五），为期 11 天的『drupa 2016』将在德国杜

塞尔多夫市举行。 
在drupa 2016期间，小森公司将以“OPEN NEW PAGES”为主题进行参展。我们期待通过

小森展台展示的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解决方案，能帮助广大用户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提高企

业的生产能力，并力争成为用户的忠实合作伙伴。  



 

致词 

                                           
本公司通过业务结构和营销模式的改革，度过了源于雷曼兄弟商业银行破产引发的全球

经济不振的难关，在 IGAS2015（日本东京国际印刷展览会）上，向参观展会的来访者展示了小

森公司的崭新的事业内容。 

对于即将开幕的 drupa 2016展览会，将是本公司今年最重要的事业活动之一。 

首先，继 IGAS2015之后，小森公司再次选择“OPEN NEW PAGES（掀开崭新的一

页）”作为 drupa 2016的参展主题。通过将广大用户与小森相衔接，将胶印与数字印刷相衔接，

与印刷企业的生产和质量有关的企业经营项目相衔接，推出崭新的业务模式方案。为此，我们推

出的参展副标题是“Connected Print（紧密相连的印刷世界）”。我们希望把 IGAS展示的小森

业务结构与营销模式的改革成果，转变为有助于用户开启盈利新篇章的金钥匙和提示，在 drupa

会场展现给来访的广大嘉宾。 

其次，自 drupa 展会起，我们将正式对外销售与柯尼卡美能达公司共同开发的

Impremia IS29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今年 2月在 KGC（小森印刷技术中心）举行的春季

成果演示会上，共有将近 400 位嘉宾前来观看了机器的现场实机演示。同在 2 月在小森美国公

司举行了成果演示会、于 3 月份在小森国际欧洲 B.V.公司举行了成果演示会。来访的嘉宾们对

能直接在各类纸张上印刷、并具备高水准的印刷质量等特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在 drupa展会上，我们将展示小森公司独具特色的解决方案。在小森与 Landa公司的协作

事业领域里，将推出划时代的 40英寸数字印刷机 Impremia NS40, 并进行现场实机演示，该机

采用了备受瞩目的纳米印刷技术。作为全球首创的 40英寸数字印刷机，新产品将现场演示每小

时印刷 6,500张的高速印刷，自上一届 drupa展会上 Landa公司发布产品信息以来，历经四年

时间的沉淀，想请大家亲身体会一下技术革新和性能改良的诸多亮点。 

第三，我们将发布新产品 LITHRONE G29单张纸胶印机。机身采用崭新的外观造型，

使之变身为能满足更严格、更复杂的印刷需求的高端机型。今后，我们将以此机型为基准，进一

步研发出能超越数字印刷机的高产能设备。另外，配置了最新技术的 LITHRONE GX40RP机,

将现场实机演示运用并行控制技术而实现的极短的作业准备时间和每小时印刷 18,000张的高生

产率。配置有上光机组的 LITHRONE GX40，将现场实机演示配置了高精度质量检测装置后、

所实现的高速包装印刷和全新的印刷控制技术。所有参展的胶印机，都将配置 H-UV 快速干燥

装置，使用 K-Supply品牌的 H-UV油墨进行现场实机演示。我们将以 drupa展会为契机，在

欧洲地区加强 K-Supply品牌的印刷耗材的销售力度。 

第四，作为 PESP（印刷工程服务商）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将推出 Apressia CT137电

脑控制液压大型切纸机参展。现场演示时，对用 H-UV 快速干燥装置烘干的印张进行裁切，并

装订成册。另外，还将展示为实现印刷工序的可视化、自动化、省力化、高效率等提供强有力支

持的小森 ICT 解决方案。将重点介绍能在安全的云端环境下，能随时随地简便地查看印刷机运

转状态的 KP-Connect（小森云端解决方案）、以及能最适当地管理所有印刷机工作安排的

K-Station 4（印刷工序管理软件）。 

本公司自 4月开始启动中期经营计划，在继续实施业务结构改革的同时，贯彻落实营销

模式的改革和 PESP事业，争取在未来的三年里，能完成改革（Change）计划。drupa是展示

最新研发产品的大好时机，今后将会与 IGAS一样，向印刷业界同仁展示产品研发的成果。本公

司以“OPEN NEW PAGES（掀开崭新的一页）”为参展主题，作为综合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为

广大用户提供有助于开启盈利新篇章的各类建议和方案。今后，还敬请大家继续对小森公司的事

业发展给予指导和支持。 

敬白 

2016 年 4 月吉日 

株式会社小森公司 

总经理 

持田训 



 

＝ 主题 ＝ 
 

小森公司的 IGAS2016 参展主题 “OPEN NEW PAGES” 
副主题 “Connected Print （紧密相连的印刷世界）” 
 
小森公司与广大用户朝着同一个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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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NEW PAGES”，让我们共同掀开崭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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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供与印刷有关的胶

印机、数字印刷机、PE（触屏线路凹印机）、印刷材料及配套器材等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

持续不断地拓展印刷领域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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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密相连的印刷世界可以让一切事物和功能连接在一起，创造出崭新的价值。因此，通过将

胶印与数字印刷相连接、将硬件与软件相连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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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出崭新的价值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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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各种业务领域、有助于开启

印刷新篇章的提案和建议，如有客户打算转型提供高附加价值印刷、或与胶印相媲美的数 
字印刷、或是打算向印刷媒体（print media） 企业挑战，请一定莅临小森展台。 
 

＝ 小森展台 ＝ 
 

 
  



 

＝ 参展机器 ＆概要＝ 
 
1. 展覽內容 
 

LITHRONE GX40 
配置有联机上光装置、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40 英寸六色单张纸胶

印机 

适用于包装印刷和特殊印刷的 40 英寸机型。 
可以印刷 0.06 至 1.0mm 的不同厚度的纸张，通过对提高给纸和收纸性能的执着追求，完美实

现了在保持机器稳定运转的同时将最高印刷速度提至每小时 18,000 印张。新增添了多项功能

和配套系统。能对需求日益增高的厚纸印刷和包装印刷提供强有力支持的 PDF 数据对照装置

※、印张序号打印装置※、蒙版自动制作软件※等。 
※选配件 
 
・PDF数据对照装置 
PDF数据对照装置可以通过图像传感器读取印张上的图像数据，将其与印版数据进行对照。

这样，操作人员在起印阶段就能确认印张上是否存在文字瑕疵等，可以避免产品损失，防止

次品混入正品里。 
 
・印张序号打印装置／蒙版自动制作软件 

印张序号打印装置能在输纸板上给印张打上号码，能找出有缺点的次品印张，为加强质量控制

（的 traceability/可追踪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与蒙版自动制作软件一起使用，可以根

据模切数据、预先设定质量检测范围；还可以做到对连晒图案中的某一图案进行质量控制。 

 
■现场实机演示内容 
・高附加值的厚纸包装印刷。 
・H-UV 快速干燥印刷以及使用 K-Supply 品牌光油与专色油墨进行高附加值印刷。 
・印刷质量检测装置（PQA-S）、印张序号打印装置、PDF 数据对照装置的现场演示。 
・使用 KP-Connect／K-Station 4 进行印刷工序管理的现场演示。 

【基本规格】 
型号  GLX-640+C 
打印速度 18,000sph 
最大纸张尺寸 750mm×1,050mm 
最大印刷范围 740mm×1,040mm 
纸张厚度尺寸 0.06mm～1.0 mm 
印版尺寸 911mm×1,055mm 

  



 

LITHRONE 
GX40RP 

配置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40 英寸八色双面印刷单张纸胶印机 

开辟按需胶印新天地的一次过纸印刷双面的平面型胶印机 
这是支持按需胶印解决方案的新型平面型双面印刷专用机。采用了最新的技术革新成果，凭借

无需翻转纸张的一次过纸双面的印刷方式，无需在纸张两边留出叼纸空白，可以将纸张尺寸控

制在最小范围内，有效削减纸张成本。凭借极短的作业准备时间和 H-UV 快速干燥印刷，可以

满足小批量、短交货期印务的需求。并可灵活应对日趋增多的背面要求印刷多色的包装印刷的

需要。 

 
■现场实机演示内容 
・A4-16 页的产品样本印刷。 
・高质量的合版印刷。 
・使用 KP-Connect／K-Station 4 进行印刷工序管理的现场演示。 
・使用 K-Supply 品牌油墨进行现场演示。 

【基本规格】 
型号  GLX-840RP 
打印速度 18,000 sph 
最大纸张尺寸 750 mm×1,050 mm 
最大印刷范围 740 mm×1,040 mm 
纸张厚度尺寸 0.04 mm～0.5 mm 
印版尺寸 811 mm×1,055 mm 
※自 drupa 2016 之后，拟定依次对外销售。 

  



 

NEW 
LITHRONE G37 

配置 H-UV L（LED）快速干燥装置的 37 英寸四色单张纸胶印机 

机身设计结构紧凑、能印刷对开尺寸纸张的 37 英寸单张纸胶印机 
尽管是 37英寸的紧凑型机器，但可以印刷的最大纸张尺寸为 640mm×940mm，即对开尺寸。

通过安装 H-UV L (LED)快速干燥装置，能快速干燥印张，在出版印刷或商业印刷等领域，能 

广泛满足用薄纸和厚纸印刷的需求。特别是在印刷 A4纸张或美国 letter纸张尺寸的八面拼版的

印刷品时，可以通过在空白处加入 CMS用的测控条来进行色彩管理，最适合印刷高质量的书刊

活件。 

 
■现场实机演示内容 
・A4×8 面拼版的薄纸小册子的正反版印刷。 
・高质量的厚纸单面印刷。 
・高精度色调控制的现场演示。 
・使用 H-UV L (LED)进行快速干燥印刷。 
・使用 KP-Connect／K-Station 4 进行印刷工序管理的现场演示。 
・介绍 K-Supply 品牌产品。 

【基本规格】 
型号  GL-437 
打印速度 15,000 sph 
最大纸张尺寸 640 mm×940 mm 
最大印刷范围 620 mm×930 mm 
纸张厚度尺寸 0.04 mm～0.6 mm 
印版尺寸 700 mm×945 mm 
※自 drupa 2016 之后，拟定依次对外销售。 

NEW H-UV L (LED) LED 版 ―全新亮相！― 
自 2009 年正式推出以来，已经拥有在全球各地销售 600 多套业绩的 H-UV快速干燥装置，

如今新增了 LED 版。 
在 drupa 2016 展会上， H-UV L(LED)将安装在四色 LITHRONE G37 上，进行现场实

机演示。 

  



 

NEW 
LITHRONE G29 

配置有联机上光装置、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29 英寸五色单张纸胶印

机 

能够高水准地满足高档化、复杂化的印刷需求的 29 英寸单张纸胶印机。 
最高印刷速度为每小时 16,500 印张，用厚纸时也能实现稳定可靠的高速印刷。 
可以实现一流水准的印刷质量，最适合满足近年来日趋提增的 H-UV 印刷需求。另外，通过安

装最新的各类配套系统和自动化装置，进一步缩短了作业准备时间和整体工时，能灵活应对各

种高附加值的印刷活件。 

 
■现场实机演示内容 
・进行印制明信片用的厚纸印刷。 

・用 Apressia CT137进行切纸加工。 

・进行海报印刷。 

・使用 KP-Connect／K-Station 4进行印刷工序管理的现场演示。 

・使用 K-Supply品牌油墨进行现场演示。 

【主机规格】 
型号   GL-529+C 
打印速度  16,500sph 
最大纸张尺寸  530 mm×750 mm 
最大印刷范围  520 mm×740 mm 
纸张厚度尺寸  0.04 mm～0.6 mm 
印版尺寸  605 mm×760 mm 
※自 drupa 2016之后，拟定依次对外销售。 

 
 

NEW 
Apressia CT137 

电脑控制液压大型切纸机 

具备最新安全标准规格、且操作便利的小森切纸机 
作为印后加工设备，小森公司提供 Apressia 系列电脑控制液压大型切纸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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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机动性，融合了卓越的生产能力和性价比的多元性。 

【主机规格】 
工作台宽度 2,900 mm 
工作台高度 900 mm 
最大切纸高度 165 mm 
切纸幅宽 1,370 mm 
切纸长度 1,450 mm 

  



 

NEW 
Impremia IS29 

29 英寸单张纸 UV 喷墨式数字印刷机 

高质量、值得信赖、稳定可靠的专业化数字印刷机 
最大纸张尺寸为 585×750mm，是一款最先进的单张纸喷墨式数字印刷机。 
能直接使用普通的胶印纸张,适用的纸张种类非常广泛。 
融入了小森胶印机制造技术的机组,能呈现出色的色调再现和套准精度。可以实现与胶印相媲美

的高水准印刷质量。其广范围的纸张适性和高质量, 致使胶印与数字印刷能相融合, 实现了紧凑

的、最理想的生产设备组合。 
另外，通过发挥 UV 喷墨式数字印刷的优势，既能在商业印刷，又能在包装印刷领域发挥威力。

在 drupa 展会上，将实机演示用厚纸进行双面印刷。并与电脑控制液压切纸机一起，为参观者

展示全新的商业模式。 
IS29 不仅能满足以往的多品种、小批量、短交货期的印刷需求，还能实现可变数据、广色域等

附加值印刷，在今后发展迅猛的数字印刷行业能够发挥巨大的优势。 

 
■现场实机演示内容 
・使用与胶印同样的纸张和同样的图案进行印刷，用 K-ColorSimulator 2进行配色。 

・进行以成册的页序排列方式出纸的可变数据印刷。 

・印刷海报时，用三种纸张印刷三种图案，展示可变数据印刷能力。 

・用 CMYK四色油墨也能再现广色域效果。 

・进行制作文件夹用的厚纸印刷。 
・使用 KP-Connect／K-Station 4 进行印刷工序管理的现场演示。 
・展示各类印刷样品。 

【基本规格】 

打印分辨率 1,200 dpi×1,200 dpi 
打印速度 （单面印刷）3,000 sph  （双面印刷）1,500 sph        

最大纸张尺寸 585 mm×750 mm 
最大印刷范围 （单面印刷）575 mm×735 mm （双面印刷）575 mm×730 mm 
纸张厚度尺寸 （单面印刷）0.06 mm～0.6 mm （双面印刷）0.06 mm～0.45 mm 
※自 drupa 2016 之后，拟定依次对外销售。 

  



 

NEW 
Impremia NS40 

40 英寸单张纸印刷机的纳米印刷工艺 

采用纳米油墨实现创新印刷工艺的数字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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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任意类型的现有承印材料（涂料

纸、胶版纸、厚纸、塑料片、特种纸）进行印刷。 

■特点 

1. 支持高速数字印刷。 

・以每小时 6,500 印张的印刷速度，满足高速、高产能的业务需求。 

・无需选用预涂纸,对纸张没有特殊要求。 

・可达到接近胶印的质量。 

2. 采用水性纳米油墨进行喷墨印刷，能达到广色域、高质量的印刷效果。 

・用四色油墨能再现广泛的色域。 

・作为选配件，能支持七色油墨印刷（CMYKOGB）。 

・凭借纳米印刷技术可实现超薄的油墨墨层。 

3. 支持将胶印与数字印刷融为一体的高速数字印刷。 

・是小森公司与 Landa 公司的技术融合一体的高速数字印刷机。 

・是 B1 尺寸机型中拥有最高印刷速度的数字印刷机（1200×1200dpi）。 

・作为选配件，能配置腔式上光装置。 

・还提供带有翻转机构的双面印刷机型。 

【基本规格】 

色数  4 色 (C/M/Y/K：Landa Nano Ink®) 
打印分辨率 1,200 dpi 
打印速度 6,500 sph 
最大纸张尺寸 750 mm×1,050 mm 
纸张厚度尺寸 0.06 mm～0.8 mm 

  



 

2. KOMORI ICT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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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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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KP-Connect 

小森云解决方案 

在安全的云端环境下随时随地查看印刷机的运转信息 
 
KP-Connect，是一种在安全的云端环境下、使小森公司与印刷企业共享印刷机的详细运转信息、

并通过实现「印刷机运转的可视化」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服务形式。无疑客户自己也可以从

事改善活动。然而，那是小森公司根据客户方的运转数据、经分析后再提供最佳建议，达到无

需依赖操作人员的个人技能、实现稳定、高效、高质量生产的支援平台。 
 
 
■特点 
・离开公司外出办事时，也能查看与自己有关的工作进展状况。 
・一旦现场发生突发状况，便可立即通知主管人员，能做到及时处理。 
・能实时掌握每个活件的生产成本。 
・能按月分析印刷机的运转状况，并研讨改进措施。 
・能利用平板电脑确认标准印刷作业时间、印刷状况和维护保养步骤。 
・通过分析机器的运转状况，提出改进措施。 

 
 

NEW 
K-Station 4 

印刷工序管理软件 

管理所有印刷机的工作安排和自动化作业流程 
K-Station 4作为MIS（管理信息系统）与印刷机之间的接口，使工序管理实现数据化和合理化。 
另外，如使用高级选项（advanced options）※，可实现与印前制版和印后加工工序的自动连

接和操作。 
※将在drupa 2016 进行技术演示。 
 
■特点 
・离开公司外出办事时，也能查看与自己有关的工作进展状况。 
・通过与MIS互联，无需重复输入数据。能边查看印刷进度，边进行工作日程的安排。 
・通过与印前制版和印后加工工序的自动连接和操作，能达到使用最少的操作人员（往多面手

方向发展）。 

 
 

NEW 
K-ColorSimulator 2 

易于操作的配色软件 

在胶印与数字印刷之间实现高水准的色彩匹配 
K-ColorSimulator 2 是能让各种打样设备※模拟出胶印/ISO 色调的小森色彩管理系统的核心。 
※EPSON 喷墨式打样机、Impremia C 系列数字印刷机、Impremia IS29 数字印刷机。 
 
■特点 
・在胶印与数字印刷之间能便捷地进行色彩匹配。 



 

3. Corner Exhibition 

 
K-Supply／售后服务展区 
小森公司以K-Supply为品牌名称，为小森印刷机提供标准的专用消耗品、印刷材料和周边设备。

K-Supply不是单纯的消耗品，是为了实现一流水准的印刷质量和机器性能，在汇集了KGC（小

森印刷技术中心）的各种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研发的印刷材料。本届展会的所有小森参展机，

都使用K-Supply品牌的产品。其中，K-Supply油墨是小森公司推出的H-UV印刷专用的标准油

墨，在干燥性、质量、通用性和经济性方面都达到了高水准。 
展会上，还将介绍DC鼓风机、印刷机实时运转状况显示屏（电力消耗显示装置）等、有助于企

业的已有印刷机和工厂节能省源的产品。 

 

小森生态环保展区 
小森公司认为《只有当地球上的万物生灵得以和谐共存，维持稳定的生态平衡，才能迎接美好的

未来。》这就是小森公司倡导的“绿色环保概念”。在展会上，将介绍小森公司以此为依据，精

心构建的注重环保的生产环境和产品研发的现状。 

 

轮转胶印机/尚邦印刷机展区 
小森公司制造的轮转胶印机，为了满足在轮转胶印机上运用H-UV技术的需求，小森公司推出了

能够配置H-UV快速干燥装置的轮转机，在印刷技术革新领域再创辉煌。 
 
H-UV型胶印机，自亮相以来，承蒙广大用户的厚爱，目前在世界上共有600多台用于实际生产。

（截止到2015年12月末日）。通过快速干燥能满足超短交货期和超短版印刷活件的需求；因无

需喷粉而能避免发生油性印刷的常见故障；已经成为支持印刷企业开展业务的坚实后盾。 
如今，不仅是单张机，轮转胶印机也能配置H-UV快速干燥装置，既具备了不受干燥装置影响的

单张机所拥有的高水准印刷质量，又具备轮转胶印机的出色生产能力，是名副其实的高效率印刷

机。 
在展会现场，将展出由H-UV型轮转胶印机印刷的样张，以及由H-UV单张纸胶印机和非H-UV
型轮转胶印机印刷的同样图案的样张，请大家确认H-UV的印刷质量。另外，还通过展板和印刷

样品，介绍小森尚邦公司制造的联机包装印刷机。 

 

印刷品画廊 
印刷品画廊将展出各种世界各地的高附加值印刷品、各种采用特殊工艺印制的印品、具有特殊商

业模式等市场竞争力的印品。并介绍印刷工艺及操作要点。  



 

LITHRONE GX40 
 

 
 

GLX-640+C+H-UV 

LITHRONE GX40RP 
 

 
GLX-840RP+H-UV 

LITHRONE G37 
 

 
GL-437+H-UV L (LED) 

LITHRONE G29 
 

 
GL-529+C+H-UV 

Apressia CT137 

 
 

Impremia IS29 

 

Impremia NS40 

  
※展台布局及展示内容可能会发生变更，恕不另行奉告。 

 

＝ drupa 2016 KOMORI Special Website ＝ 

http://www.komori-event.com/drupa 2016/jp 
 

drupa 2016小森展台将推出精彩纷呈的参展内容，敬请期待！我们衷心地恭候各位嘉宾拨

冗莅临小森展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