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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助力印刷服务供应商增强多功能

性、提高生产力及质量 

公司推出 10 个数字印刷系统，包括首台 29 英寸 HP 

Indigo 数字印刷机 
  

 

 

以色列，特拉维夫，2012 年 3 月 13 日 –惠普公司今天推出了 10 个数字

印刷系统，包括首个 29 英寸惠普 Indigo 印刷机和高速惠普喷墨轮转印刷

机，为印刷服务供应商提供更多功能、更高生产力和更好质量。 

新产品组合多功能性和性能的改进帮助印刷服务商扩大数字化优势，进

一步开拓传统印刷市场，并为客户生产出更多高价值个性化材料或定制

材料。10 个新系统包括：  

– 三款新一代 29 英寸惠普 Indigo 印刷机，能够完成几乎任何商业打印

作业以及范围更广的包装应用。 

— 三款升级版惠普 Indigo 产品组合，快速生产模式下速度更高。 

— 三款高速惠普喷墨轮转印刷机，采用先进的墨水和喷头技术。 

— 全新惠普高速印迹解决方案，为预印制平板印刷材料增加单色或全色

内容。 

新产品还包括： 

— 白色墨水套件、自动上纸装置以及针对惠普 Scitex 工业印刷机的

SmartStreamProduction Analyzer 监控解决方案。 

— 一系列新型 HP SmartStream 工作流程和印后解决方案，惠普 Hiflex

管理信息系统(MIS)，网络印刷解决方案以及扩大的服务组织。 

— 针对惠普喷墨轮转印刷机的新介质，包括首款光面铜版纸，融入阿普

尔顿金佰利涂布纸公司的 ColorPRO 技术。 

— 惠普 Indigo 印刷机与首选介质合作伙伴 Sappi 集团，艾利丹尼森，三

菱 和 ArjoWiggins Graphics 签订新的协议。 

5 月 3 日至 16 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 2012 德鲁巴印刷展上，惠普

将展示其新的解决方案，届时惠普将成为最大的数字印刷参展商并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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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上拥有第二大的展位。 

在 2008 德鲁巴印刷展上，惠普针对宽幅打印行业推出了具有革命性的彩

色喷墨轮转印刷机，新系列的惠普 Indigo 印刷机和印刷业首款乳胶油墨

（latex inks）。这些解决方案受到市场的广泛接受，从而推动了图形变

革以及高价值数字打印的强劲增长。 

在世界范围内，惠普已安装了 60 多个惠普喷墨卷纸筒印刷机，6000 多

个 Indigo 印刷机以及超过 10,000 个惠普 Latex 系统。惠普还在新图形解

决方案领域中投资 10 亿多美元用于研发。 

“在现今非同寻常的范围和规模下，我们正推动印刷业从模拟到数字打

印的不可阻挡的转型，”惠普图形印艺解决方案事业部的高级副总裁 

Christopher Morgan 说到。“我们新的数字解决方案正中印刷市场核

心，并能够满足世界级品牌、出版商和印刷服务供应商的苛刻要求。” 

惠普 Indigo 新型大幅面印刷机 

三款新型大幅面惠普 Indigo 机型使印刷服务供应商能够使用以前数字印

刷无法控制的应用程序，并且更高效、更经济打印，增加盈利。 

— 惠普 Indigo 10000 数字印刷机为 29 英寸/75 厘米单张纸印刷机，全色

彩模式打印速度为每小时 3450 张，高速印刷模式下速度高达每小时

4600 张，并把惠普 Indigo 胶印印刷品质和七色正反面印刷，以及承

印物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 惠普 Indigo 20000 数字印刷机是针对软包装行业设计的一款连续走纸

印刷机，能够在在薄至 10 微米的薄膜上进行凹版品质印刷，印刷尺寸

为 29 x 43 英寸/73.6 x110 厘米，具有在线涂布单元，创造业界领先的

承印物灵活性。 

— 惠普 Indigo 30000 数字印刷机是为折叠纸盒业设计的单张纸印刷机，

支持厚度 24 点/60 微米的承印物和在线涂布单元 。 

业界速度最快的单张纸数字印刷机 

惠普 Indigo 7600 数字印刷机旗舰版新机型在高速印刷模式下最高速度可

达 160 页/分钟，较之前最高速度增长了 33%，因此成为市面上速度最快

的双面单张纸印刷机。 

其他主要创新包括实时自动检测打印缺陷、高价值应用程序特殊打印效

果，如压凸印刷，模拟纹理的花式效果和改进黑白图像效果的淡墨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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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 

其他新型惠普 Indigo 商业印刷机包括： 

— 惠普 Indigo 5600，HP Indigo 5500 的增强版本，在高速印刷模式下具

有更高的速度，最高达到 90 页/分钟，一次成像印刷模式模式，可在

合成材料上印刷，并且具有更大的应用范围，以较低的总成本获得更

高收入。 

— 惠普 Indigo W7250，速度提高 33%，在高速印刷模式下速度高达 320

页/分钟，黑白模式速度高达 960 页/分钟。 

HP Indigo 7600 印刷机在全球 6 个地点进行 beta 测试，将在德鲁巴印刷

展上上市；惠普 Indigo 5600 也即将上市；惠普 Indigo W7250 将在德鲁

巴印刷展上上市。大多数新功能可从现有惠普 Indigo 机型升级，以保护

客户投资。 

管理信息系统，工作流程及印后解决方案 

在线和近线印后自动化的新解决方案包括由解决方案合作伙伴 Horizon 

和 MBO 提供的专门针对惠普 Indigo 10000 的印后设备。 

新的工作流程解决方案包括惠普 SmartStream 生产中心，通过全面生产

过程、最新版本的惠普 SmartStream Production Pro 打印服务器以及惠

普 SmartStream Director 来管理海量印刷作业。 

惠普 Indigo 印刷机与首选介质合作伙伴 Sappi 集团，艾利丹尼森，三菱 

和 ArjoWiggins Graphics 四个公司签订新协议，为惠普 Indigo 印刷机增

加了 3000 多个认证介质类型，并扩大了客户选择和创造个性化应用程序

的能力。 

在最近收购 Hiflex 后，惠普现在还提供惠普 Hiflex 基于云计算的软件解

决方案，包括管理信息系统和在线打印解决方案。惠普 Hiflex 解决方案

涉及大多应用领域，包括商业印刷、标牌和广告牌、出版以及直接邮

件。 

新型惠普喷墨轮转印刷机机型 

新型高速惠普 T410 和 T360 喷墨轮转印刷机系统黑白模式下打印速度高

达 800 英尺/分钟，比之前机型速度增加 25%，但彩色打印速度仍保持

600 英尺/分钟的高速。为了实现这一改进的性能，印刷机采用新的先进

喷墨打印头技术和纳米技术颜料墨水，支持相同图像质量情况下更高速

http://www.horizon.co.jp/global.html
http://www.mboameri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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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打印。 

惠普 T230 喷墨印刷机采用新型打印头和墨水，无论是彩色还是单色模

式，打印速度加快，高达 400 英尺/分钟，达到了全色彩密度最高质量。 

这些改进将帮助印刷服务供应商开发新市场，提高大批量应用，如图书

出版、直销和跨推销邮件的盈利能力，惠普喷墨轮转印刷机组合已经引

导了向数字印刷的转变。自从 2009 年首个系统安装以来，惠普喷墨轮转

印刷机已打印了累计超过 90 亿页。 

分别作为 HP T350 和 HP T400 喷墨轮转印刷机的新系统或升级版本的惠

普 T360 和 T410 喷墨轮转印刷机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上市。作为惠普

T200 印刷机的升级版本的惠普 T230 也预计将于 2012 年底上市。 

解决方案合作伙伴还为惠普喷墨轮转印刷机机型介绍了新的印刷承印

物，如阿普尔顿金佰利涂布纸公司的乌托邦喷墨光泽纸，用于直接邮件

和出版应用。ColorPRO 技术纸现在将包括 Sappi 公司和阿普尔顿金佰利

涂布纸公司的喷墨铜版纸，专门设计用于帮助惠普喷墨卷筒纸打印机提

供卓越打印质量。 

马天尼将在德鲁巴展示一台新的 42 英寸 SigmaLine 在线图书生产系

统，扩大了惠普印后加工解决方案，提高了运行速度以匹配新的惠普轮

转印刷机的更高的速度。 

解决方案合作伙伴也推出了新的联线印后加工方案，如 Epic Products 

International 公司的首款针对 T300 的水性和 UV 上光设备，Videk 公司

的 DocVision® 8600 卷筒纸检测系统，还有 EMT International 公司的

Chameleon DP 42 动态穿孔系统。其他新型 42 英寸在线解决方案包含来

自 MEGTEC 的零速接纸机和塔式复卷机，还有 WEKO 公司的 RFDI 

WEBMoisturizer。 

 

惠普打印模块解决方案 

惠普打印模块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基于模块的系统，为待打印

文件增加色彩图像、图形以及可变数据，以更加有效的表达效果。 

惠普打印模块解决方案在彩色和黑白模式下均可用，打印速度高达 800

英尺/分钟，包括完整的工作流程解决方案，易于与现有设备结合。通过

在直接邮件或交易报表如信用卡账单上加印自定义或可变内容，客户可

以增加对营销活动的响应。新的拼接功能扩展了打印范围，以获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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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惠普打印模块解决方案将从 5 月 1 日起接受预订。 

惠普 Scitex 宽幅打印机的新选择 

惠普 Scitex 宽幅打印机提高多功能性和生产力的新选项包括针对 HP 

Scitex FB7500 宽幅打印机和 FB7600 工业打印机的白色墨水套件和自动

上纸器，以及新版本惠普 SmartStream Production Analyzer，用于自动

监控惠普 Scitex 工业宽幅打印机。 

惠普 Scitex FB7500/FB7600 白色墨水盒和 Hostert 自动上纸器扩大了惠普

对其最大产量平板打印机的解决方案，增加了高度透明的白色油墨和纸

堆到纸堆操作选项。惠普 SmartStream Production Analyzer 是大规模印

刷服务供应商可获得的唯一完整的数据分析和操作监控软件 

扩大 PSP 服务组织 

惠普还扩大其全球印刷服务供应商服务组织，提供广泛的服务组合和支

持计划，以解决紧要需求，并帮助印刷服务供应商更有效运作。 

通过惠普印刷服务供应商服务，惠普提供现场和远程客户支持，多种基

于网络的和面对面的培训课程和一系列增值服务，从而降低运营成本、

提供应用机会、最大化系统运行时间，并改善工作流程和色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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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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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p.com/go/scitexfb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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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p.com/go/historynow.%20%20惠普将于3月14日上午11
http://www.h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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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闻稿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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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