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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運用數位產品協助印刷服務供應商擴

充業務  

B2 格式尺寸 HP Indigo 數位印刷機打破尺寸障礙，新

機種帶來更優異的價值與生產力 

  

 

 

（2012 年 3 月 13 日以色列特拉維夫訊 ）－ HP 今日發表生產力及應用功

能方面具突破性提升的新型 HP Indigo 數位印刷機，讓印刷服務供應商 

(PSP) 使用數位彩色印刷處理業務時，較類比平版印刷更具經濟效益與效

率。 

HP 於以色列特拉維夫發表新的解決方案，並預告將參加全球最大的

Drupa 印刷展（5 月 3-16 日德國杜塞道夫）。HP 在 Drupa 的攤位上將發

佈本展覽最大列印尺寸的數位印刷技術，包括： 

—  HP Indigo 10000 數位印刷機 － 首款 B2 格式尺寸（750 x 530 公釐／ 

29.5 x 20.9 吋）平版印刷級數位印刷機，適合輸出任何尺寸的商業平版

印刷品。此新機種將於明年上市，為具有大量列印需求的 PSP 業者提

供更出色的 HP Indigo 印刷品質和更高的生產力。 

— HP Indigo 7600 與 5600 機型可提供更多樣的功能、更優異的生產力，

同時提升自動化功能。(1) 亦可進行升級 HP Indigo 7500、7000 及 5500 

印刷機，以獲得強化功能。 

— 全新生產工作流程與管理工具，利於協助 PSP 進行日益增加的複雜作

業。 

HP 影像列印解決方案事業部門副總裁 Christopher Morgan 表示：「我們

的許多客戶當中，HP Indigo 數位印刷品是他們業務成長最快速的一環，

並貢獻相當高的利潤。推出全新 HP Indigo 10000 之後，我們滿足了長久

以來對於 B2 格式尺寸且真實平版印刷級數位印刷機的需求，而新款 HP 

Indigo 5600 和 7600 機種也使我們的客戶為其產品增添更多價值。」   

B2 格式尺寸造就 Indigo 印刷機的核心價值 

HP Indigo 10000 數位印刷機的尺寸提升了多種標準商業印刷分割合併作業

的效率，同時支援更多的印刷量並降低單位生產成本。此新機種將於 

2013 年初上市，可提供實際的平版印刷級數位印刷，讓 HP Indigo 印刷機

可支援超過 98% 的商業印刷作業。 

 新聞聯絡人:  

 
HP 

France Wu  吳芳倩 

(02)8722-9366 
0928-372-107 
jane.chang@hp.com  
 

惠普科技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66 號 9

樓 

www.hp.com.tw 

 

 

精英公關 

 

Annie  Liu 劉奕寧 

(02)8768-1218*377 
0953-394-308 
annie@epr.com.tw  

台北市東興路 61 號 7F 

 

Cindy Chu 朱郁欣 

(02)8768-1218*379 
0939-630-715 
cindy@epr.com.tw  

台北市東興路 61 號 7F 

 

 

http://www.drupa.com/
http://h10088.www1.hp.com/cda/gap/display/main/index.jsp?zn=gap&cp=20000-13698-16021-14391-27024%5e304675_4041_100__
http://h10088.www1.hp.com/cda/gap/display/main/index.jsp?zn=gap&cp=20000-13698-14391-14404%5e198593_4041_100__
http://h10088.www1.hp.com/cda/gap/display/main/index.jsp?zn=gap&cp=20000-13698-14391-14439%5e206391_4041_100__
http://www.hp.com/go/gsb
mailto:jane.chang@hp.com
mailto:annie@epr.com.tw
mailto:cindy@epr.com.tw


 新聞諮詢 

 

2 / 5 

此印刷機備格式驅動 (format-driven) 效率及高產力，可協助 PSP 業者將更

多平版印刷作業數位化。HP Indigo 10000 使用標準模式時，每小時可列印 

3,450 張彩色影像，若使用 HP Indigo 獨有的強化生產力模式 (Enhanced 

Productivity Mode, EPM)，每小時列印速度則可增加 33%，達 4,600 

張。EPM 可讓顧客以較低的單位成本列印更多紙張，使獲利成長並加速

作業交付時間。此機種每月可支援高達 200 萬張印刷量。 

HP Indigo 10000 同時支援 75-450 微米／3-18 PT 厚度的印刷素材，同時也

可與 HP Indigo 7600 數位印刷機所使用的各種印刷素材相容。此機種提供

絕佳生產力及高品質輸出，同時具備下列特色： 

— 高達 7 個彩色墨水匣，支援額外的墨水組及真正的 PANTONE® 授權的

專色印刷。 

— 採用印刷紙進紙系統，具備 1 個 1 公尺（33 吋）托盤送紙器及 2 個共

裝載 7,500 張印刷紙張的抽屜送紙器，列印時少有中斷。 

— 具備專利型相機、連線分光光度計及 HP Vision System 技術等高階內

控品質管制系統。 

— 具高度自動化的橡皮布及照相影像版替換系統。 

此印刷機的輸出可與 PSP 業者用來處理平版印刷的一般標準修整設備相

容。此外，HP 更與業界領先的修整廠商合作，確保數位修整系統的可用

性，以充分發揮 HP Indigo 10000 的生產效率。 

其中一家廠商 Horizon 開發出 SmartStacker，是一套全新的 B2 格式尺寸 

切割機／縱斷機／分頁機系統，可搭配印刷機進行連線或近線 (near-line) 

運作。另一家廠商 MBO 則將其 K-800 Signature Folder 整合 HP Indigo 

10000，以進行 in-line 及 near-line 運作。 

HP Indigo 7600 印刷機提供更快的印刷量與全新的效果 

新型 HP Indigo 7600 數位印刷機以成功的 HP Indigo 7000 和 7500 機種為建

構基礎，具備更高的生產力、自動化及彈性。(2)    

HP Indigo 7600 將於德魯巴印刷展上銷售，在標準生產模式下每分鐘可列

印 120 張 A4/letter 尺寸紙張，若使用 EPM 每分鐘列印速度則可增加 

33%，達 160 張。(3)  

HP Indigo 7600 數位印刷機提供獨特高價值的印刷效果，可協助 PSP 業者

為請帖、賀卡、奢華品小冊及其他印刷素材等創造更高的裝飾價值。此

http://www.horizon.co.jp/global.html
http://www.mbo-folder.de/home_startsei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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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種除了用途廣泛之外，還提供下列特殊效果： 

— 浮凸印刷 (Raised print)，利用多層墨水，可列印凸出於紙張 50 微米的

影像。 

— 透過印刷機內建的數位模版，3 分鐘之內即可增加貼圖、上凸及下凹等

效果。 

— 數位浮水印提升文件安全性。 

在為 PSP 提供高價值應用的功能方面，此印刷機已提升至可支援超過 

2,500 種塗膜、無塗膜及特殊紙張，這些紙張同時適用於 HP Indigo 7000 

系列印刷機。 

HP Indigo 7600 同時提供 HP PrintCare 診斷工具及選購的 HP Automatic 

Alert Agent 等智慧型自動化功能。HP Automatic Alert Agent 是 HP Indigo 

印刷機的新功能，透過 HP Indigo Vision System 以印刷速度進行雙面掃

描，再將掃描影像與數位主檔比較，藉此進行辨識並將不一致的狀況告

知操作員。 

 

一位 HP Indigo 7600 早期使用者 Harald Margreff （德國埃森 Margreff 

Druck und Medien GmbH 有限公司總經理）表示：「傑出的品質，真正為

客戶打造的附加價值，為行銷創造絕佳的新機會，同時增加產值，HP 新

款 7600 成為我們公司在未來的最佳投資。」 

幾乎所有 HP Indigo 7600 數位印刷機的新功能皆可供現有 HP Indigo 7000 

及 7500 機種現場升級選項。 

HP Indigo 5600 數位印刷機迎接新商機 

HP Indigo 5500 數位印刷機 是 Indigo 產品史上最暢銷的機種，自該機種於 

2007 年 5 月推出以來，已生產超過 1,500 台。HP Indigo 以此成功經驗推出

全新 HP Indigo 5600 數位印刷機。 

目前已上市的 HP Indigo 5600 在標準彩色模式下時可達到 68 ppm A4/letter 

尺寸影像 (two-up)，雙色列印可達到 136 ppm，單色列印可達到 272 

ppm，另外，此印刷機備 EPM，彩色列印可達 90 ppm。(4)  

此印刷機備選購的「One Shot”」列印模式，可讓顧客投入新的產品市

場，例如開合卡 (split-core card)、印刷圖形薄膜，以及在 Teslin、PVC

http://h10088.www1.hp.com/cda/gap/display/main/index.jsp?zn=gap&cp=20000-13698-14391-14439%5e206391_4041_100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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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乙烯）、PET（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PC（聚碳酸酯）合成基質

上印刷的應用。此印刷機可輕鬆切換一般模式與 One Shot 列印模式，讓 

PSP 業者可因應複雜作業。 

HP Indigo 5600 支援全新螢光紅無形墨水，讓 PSP 業者能夠從事新的安全

印刷應用事業，例如身分證、票券及高價優惠券等。 

HP Indigo 5600 的白色墨水及升級的紙張感應器，提供在黑色和透明紙張

上進行全彩印刷的功能，可協助 PSP 業者擴大從事生產賀卡及自黏窗戶

招牌等新事業。白色墨水搭配 Color-Logic 軟體之後，也可讓使用者創造

出金屬效果。 

自今年夏天起，HP Indigo 5600 的新功能也可供 HP Indigo 5500 數位印刷

機進行即時升級。 

HP SmartStream 解決方案提供持續作業的工作流程 

HP 同步發表 HP Indigo 印刷機工作流程解決方案，可改善影像處理程序及

生產場所管理。HP SmartStream 工作流程解決方案包括： 

—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Center 是全新的生產管理系統，可解決生

產及供應大量短期工作的問題，縮短交件時間並提升獲利。Production 

Center 統一各種作業流程，並顯示即時詳細的端對端生產線狀態，讓 

PSP 業者能夠管理作業進度和優先順序。      

— 新版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Pro 列印伺服器提供網頁式使用者介

面，可支援複雜的列印伺服器作業。此版本同時包括自動化修整規劃

與設定、支援近線和連線修整裝置，以及根據紙匣自動建立 ICC 設定

檔的新方法。伺服器採用全新的光柵圖處理器架構，可大幅縮短作業

處理、作業流及批次生產時間。(5)  

— 新版 HP SmartStream Director 網路印刷 (web-to-print) 解決方案、HP 

SmartStream Designer 可變資料 (variable-data) 設計與分割合併軟體，

以及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Analyzer 印刷機監控解決方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hp.com/go/HPPredrupa12, 

www.hp.com/go/drupa 以及透過 HP Graphic Arts Twitter 

www.twitter.com/hpgraphicarts 與 YouTube 頻道 

www.youtube.com/hpgraphicarts。使用 #HPdrupa 標籤參與或接收對話內

容。 

HP 亦將於三月 14 日美東時間上午 11 點舉行的網路研討會中討論其最新

http://www.color-logic.com/
http://www.hp.com/go/smartstream
http://www.hp.com/go/HPPredrupa12
http://www.hp.com/go/drupa
http://www.twitter.com/hpgraphicarts
http://www.youtube.com/hpgraphicarts
http://twitter.com/#!/search/%23HPdr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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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址 www.hp.com/go/historynow.  

關於 HP  

HP開拓科技新視野，對個人用戶、企業、政府及社會貢獻深具長遠意義。HP

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提供列印、個人電腦、軟體、服務與 IT基礎架構等相

關技術，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欲取得更多有關 HP (紐約證交所上市代號：

HPQ) 的資訊，請參閱 http://www.hp.com。 

 
(1) 相較於 HP Indigo 7500 及 5500 印刷機。 

(2) 相較於使用四色模式的 HP Indigo 7500。 
(3) 一張紙列印兩頁內容。330x482 公釐（13x19 吋）紙張採四色列印的印刷量為每小時 3,200 張，

採強化生產力模式為每小時 4,800 張。 

(4) 一張紙列印兩頁內容。330x482 公釐（13x19 吋）紙張採四色列印的印刷量為每小時 2.070 張，

採強化生產力模式為每小時 2,700 張。 

(5) 相較於前版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Server。 

 
彩通(PANTONE) 及其註冊商標為彩通公司所有。 

 
This news advisory contain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at involve risks, uncertainties and assumptions. 
If such risks or uncertainties materialize or such assumptions prove incorrect, the results of HP and its 
consolidated subsidiaries could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ose expressed or implied by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nd assumptions. All statements other than statements of historical fact are statements that 
could be deemed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tatements of the plans, 
strategies and objectives of management for future operations, including execution of restructuring and 
integration plans;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expecte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r market share 
relating to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y statements regarding anticipated operational and financial results; 
any statements of expectation or belief; and any statements of assumptions underlying any of 
the foregoing. Risks, uncertainties and assumptions include macro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trends and 
events;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s faced by HP’s busine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of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exist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meet customer needs 
and respond to emerging technological trends; the execution and performance of contracts by HP and its 
customers, suppliers and partners; the protection of HP'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s, inclu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ed from third parties; integration and other risks associated with business combination and 
investment transactions; the hiring and retention of key employees; expectations and assumptions relating 
to the execution and timing of restructuring and integration plans; the resolution of pending investigations, 
claims and disputes; and other risks that are described in HP’s Annual Report on Form 10-K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October 31, 2011 and HP’s other filings with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HP 
assumes no obligation and does not intend to update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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