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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帮助印刷服务供应商利用数据驱动

的通信宣传 

全新惠普数字印刷解决方案为直邮广告和票据打印应

用带来更高生产力 

 

 

 

以色列特拉维夫，2012 年 3 月 13 日——惠普公司今天宣布推出全新升

级版数字印刷系统，为直邮广告和票据打印应用带来更高生产力，帮助

印刷服务供应商（PSPs）将数据转化为更切合主题、更具影响力的信息

工具。  

针对直邮广告和票据打印行业中近 9810 亿张印刷量的巨大商机，惠普推

出了一系列全新喷墨和电子照相数字印刷机，以及首个完整的惠普高速

黑白及彩色压印解决方案。(1)  

惠普图形印艺解决方案事业部高级副总裁 Christopher Morgan 表示，

“个性化的直邮广告和票据打印为印刷服务供应商提供了商机，他们通

过为其客户提供更高价值来实现自身利润增长。这些全新解决方案，加

之惠普专业化的行业顾问，将帮助我们的客户开辟新收入流，降低运营

成本，从这一蓬勃发展的市场中受益。” 

全新生产力水平 

BMK、Communisis、Datam、Mail Print、One to One Digital Solutions 

和 Oniya Shapira 等印刷服务供应商已经开始利用行业领先的惠普解决方

案产品组合来创建高价值的票据、账单广告和直销材料。 

凭借更高的生产力，惠普全新数字解决方案将帮助印刷服务供应商获得

更多收入机会并扩展更多新应用。在 2012 年德鲁巴国际印刷及纸业展览

会（德国杜塞尔多夫，5月 3日-16日）上展出的全新解决方案包括： 

 HP Indigo 10000 数字印刷机——首个可达到胶印质量的 B2 尺寸（29

英寸/75 厘米）数字印刷机。该设备可提供覆盖率高、媲美胶印质量

的打印输出，具有高生产力和高成本效益，帮助印刷服务供应商提供

更加全面的可变、高价值直邮广告。该印刷机将于 2013 年上市。 

 HP Indigo W7250 数字印刷机是一款大容量的卷筒纸设备，在进行直

邮和账单广告连续印刷作业时，吞吐速度可提高 33%。(2)该设备具有

的升级功能还包括对其前身产品 HP Indigo W7200 的向后兼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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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 Indigo 7600 和 5600 单张纸数字印刷机具有更多功能、更高生产

力以及更先进的自动化技术。(3)这两款设备的升级功能同样适用于 HP 

Indigo 7500, 7000 和 5500 印刷机的大量装机客户，通过现场升级即

可完成安装。 

 HP T230 彩色喷墨轮转印刷机为 558 毫米（22 英寸）印刷环境中的

彩色直邮广告和票据打印增加了新的生产力和成本优势。与其前身

HP T200 相比较，T230 进行黑白和彩色印刷的速度加快了一倍，达

到每分钟 122 米（400 英尺），同时延续了 T200 在标准成像模式下

的高品质输出质量。 

 HP T360 和 T410 喷墨轮转印刷机可提供更强大的生产力，最高黑白

印刷速度提至每分钟 244 米（800 英尺）。(4)这两款设备能够减少交

接周转时间，降低黑白印刷单页成本，同时不影响输出质量和其他标

准，为印刷服务供应商带来更多业务机会，例如医疗服务供应商手册

和福利说明等票据应用的印刷。 

除了惠普今天发布的新闻外，将惠普喷墨轮转印刷技术应用于其

IntelliJet™ 系列印刷系统的 Pitney Bowes 公司目前也宣布，HP T230 的

高速彩色生产力以及 T360 和 T410 的快速黑白印刷能力也将包含在

Pitney Bowes IntelliJet 20、30 和 42 印刷系统中。 

将可变数据的优势扩展至平版印刷中 

今天发布的全新惠普打印模块解决方案是首个支持黑白和彩色压印的即

可使用的惠普品牌产品。通过该解决方案，印刷服务供应商可在平版印

刷文件中增加彩色图像、图形和可变数据，获得更出色的宣传效果。 

最新解决方案结合了 HP SmartStream 工作流程解决方案以及现有的惠普

可扩展打印技术，可为印刷服务供应商提供经济实惠的基于模块的可变

数据印刷系统。惠普打印模块解决方案最高打印速度为每分钟 244 米

（800 英尺），并能够将可变文本、图形和图像通过在线烙印的方法添加

到模拟印刷工作流程中，增强直邮和票据邮件的宣传效果和回复率。 

惠普打印模块解决方案易于集成、使用和维护。此外，可将多个 108 毫

米（4.25 英寸）打印模块解决方案连为一体的新增拼接功能扩大了印刷

面积，为印刷服务供应商创造更大灵活性和可扩展能力。 

惠普打印模块解决方案将于 5 月 1 日起接受订购。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hp.com/go/HPPredrupa12， 

www.hp.com/go/drupa 以及惠普图形印艺 Twitter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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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witter.com/hpgraphicarts 和 YouTube 网站

www.youtube.com/hpgraphicarts。使用#HPdrupa 标签加入或跟踪讨

论。 

惠普还将于东部时间 3 月 14 日上午 11 点举行网上讨论会，网址

www.hp.com/go/historynow。 

关于惠普 

惠普公司（HP）致力于激发科技的无限潜能，为个人、企业及社会创造

积极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公司之一，惠普产品涵盖了打印成

像、个人计算、软件、服务和 IT 基础设施等领域，并以全面的产品组合

更有效地服务客户。关于惠普 (HP, NYSE: HPQ)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hp.com。 

(1) 根据惠普内部分析。 

(2) 与 HP Indigo W7200 数字印刷机的四色印刷速度相比较。 

(3) 与 HP Indigo 7500 和 5500 数字印刷机相比较。 

(4) 与 HP T300、T350 和 T400 彩色喷墨轮转印刷机的黑白印刷速度相比。  

 

 

本新闻咨询中，包含有前瞻性声明涉及风险、不确定性和假设。如果这些风险、不确定性、假设被

事实证明不正确，惠普及其合作的下属公司的结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前瞻性陈述、假设明示

或暗示的结果不同。除历史事实以外的所有陈述均都可视为前瞻性陈述，包括但不限于计划的陈

述、未来运营管理的战略和目标，包括重组及整合计划的执行；有关产品和服务的预期开发、表现

或市场份额的任何陈述；有关预期运营和财务业绩的任何陈述;有关预期或看法的任何陈述,以及基于

任何前述内容的假设。风险、不确定因素和假设包括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趋势和事件;惠普业务面临

的竞争压力;为满足消费者需求和响应新出现的技术趋势而开发的新产品和服务(或对新服务和产品的

变更,以及现有产品和服务的增强);惠普及其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对合同的执行和履行情况；惠普

知识产权资产的保护，包括来自第三方授权的知识产权；整合及与业务合并和投资交易相关的其它

风险；雇用和保留关键员工；重组及整合计划的执行与时机相关的期望和假设；待定的调查、索赔

和争议的解决方案；惠普公司在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的财年年报 10-K 表格中所描述的其他风

险，以及惠普在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档中所描述所有其他风险。惠普公司认定为没有义务，

也不打算更新这些前瞻性声明。 

© 2012 Hewlett-Packard Development Company, L.P. 本文所含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惠普

产品与服务的全部保修条款在此类产品和服务附带的保修声明中均已列明。本文中的任何信息均不

构成额外的保修条款。惠普对于本文中所包含的技术或编辑错误、遗漏概不负责。   

 

http://www.twitter.com/hpgraphicarts
http://www.youtube.com/hpgraphicarts
http://twitter.com/#!/search/%23HPdrupa
http://www.h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