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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協助印刷服務供應商提升多樣性，生

產力及印刷品質服務 

HP 推出 10 款數位印刷系統，含首台 29 英吋的 HP 

Indigo 印刷機 
  

 

 

( 2012 年 3 月 13 日以色列特拉維夫訊)  － HP 公司今日發表 10 款數位印刷

系統，可協助印刷服務供應商提升多樣性，生產力和印刷品質服務，包

括了首台 29 英吋格式的 HP Indigo 印刷機 與印速更快的 HP Inkjet 網路印

刷機。 

新一代的產品組合針對多功能性及性能的改進，有助於印刷服務供應商

將數位化的優勢，進一步延伸到傳統的類比印刷市場，並為他們的客戶

生產更多高附加價值的個性化或客製材料 10 個全新系統包括： 

– 三台新一代的 29 英寸格式的 HP Indigo 印刷機，適合輸出任何尺寸的

商業平版印刷品，和應用範圍更廣的包裝作業。 

— 採用強化生產力模式 (EPM)，升級現有的三款 HP Indigo 產品機型。 

— 三款列印速度更快的 HP Inkjet 網路印刷機，皆採用了先進的墨水和噴

頭技術。 

— 全新 HP 高速印刷解決方案，可將黑白或彩色的內容加到預先印製的平

面印刷材質上。 

全新產品亦包括： 

— HP Scitex 工業印刷機系列提供一組 白墨水套件、自動裝載器及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Analyzer 的監控解決方案。 

— 數種全新 HP SmartStream 工作流程和完稿解決方案、HP Hiflex 管理資

訊系統 (MIS) 和網路印刷解決方案、及擴大的服務組織。 

— HP Inkjet 網路印刷機系統可使用新的紙張列印，包含採用 Appleton 

Coated 公司以彩諾技術 (ColorPRO Technologies) 生產的光面塗層紙。 

— 新的 HP Indigo 優先紙張供應商已與 Sappi、Avery Dennison、

Mitsubishi 及 ArjoWiggins Graphics 等公司簽訂合夥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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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 月 3-16 日德國杜塞道夫所舉辦的 2012 年德魯巴 (Drupa) 印刷展，HP 

將展示全新的解決方案，HP 將是最大的數位印刷參展商，並在展覽中擁

有第二大的展示空間。 

在 2008 年德魯巴印刷展上，HP 推出了革命性的彩色 Inkjet Web 印刷機、

新系列的 HP Indigo 印刷機以及業界首款水性墨水，可供寬幅印表機使

用。這些解決方案廣受市場歡迎，益發使得影像轉換及高價值數位列印

業務大幅增長。 

目前 HP 已經在全球安裝超過 60 台 HP Inkjet Web 印刷機、超過 6,000 台

的 HP Indigo 印刷機以及超過 9,000 台的 HP Latex 系統。HP 也已投資超過 

10 億美元在研究和開發新的影像解決方案上。 

「今天所發表的產品範圍規模十分廣大，我們正在推動從類比到數位印

刷勢不可擋的產業轉型。」HP 影像解決方案事業部門資深副總裁 

Christopher Morgan 表示：「我們新的數位化解決方案進軍印刷市場的核

心，並能夠滿足世界級品牌、出版商和印刷服務供應商的最嚴苛要

求。」 

全新大尺寸 HP Indigo 印刷機   

三款全新大尺寸的 HP Indigo 機型讓印刷服務供應商擴展到以前數位印刷

所無法執行的應用上，提高效率、經濟效益以及獲利。 

—  HP Indigo 10000 數位印刷機是 29 英吋／75 公分的單張進紙印刷機，

使用一般四色列印程序時，每小時可列印 3,450 張，最高速度可達每小

時 4,600 張，它結合了 HP Indigo 平版印刷級的印刷品質，可達七色列

印、可使用雙面列印，並具有印材彈性。 

—  HP Indigo 20000 數位印刷機是適用於軟性包裝上的連續列印印刷機，

利用 29 x 43 英吋／73.6 x110 公分的印刷框及在線塗層裝置，可以凹版

印刷至近 10 微米的薄膜上，彈性品質領先業界。 

—  HP Indigo 30000 數位印刷機是為摺疊紙箱設計的印刷機，可支援達 24 

點／600 微米的材質及 In-line Priming 裝置。 

業界最快的單張進紙印刷機  

全新旗艦機種 HP Indigo 7600 數位印刷機 的強化生產力模式 (EMP) 可將列

印速度提升 33%，達每分鐘 160 頁，成為在印刷機市場上最快的單張進紙

雙面列印印刷機。 

其他主要創新包括即時自動檢測印刷問題、特殊印刷機上高價值的應

http://www.drupa.com/
http://www.hp.com/go/la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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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提高印刷和模擬凹凸紋理效果及可改進黑白照片圖像效果的淺黑

色墨水。 

其他 HP Indigo 新款的商業用印刷機包括： 

—  HP Indigo 5600，是 HP Indigo 5500 的進化型機種，強化生產力模式下

最高列印速度為每分鐘 90 頁、可運用單次模式在合成材質上印刷，擴

大應用範圍以降低總成本，提升獲利。 

—  HP Indigo W7250，列印速度可提升 33% － 使用強化生產力模式，可高

達每分鐘 320 張，使用黑白印刷模式，每分鐘為 960 頁。 

HP Indigo 7600 正在全球六個地點進行試用測試，將在德魯巴印刷展中上

市。HP Indigo 5600 可立即訂購，HP Indigo W7250 將在德魯巴印刷展上

市。大部分的新功能可在現有的 HP Indigo 機型上做提升更新以保護客戶

所做的投資。 

管理資訊系統、工作流程及完稿解決方案  

連線和近線加工自動化的新解決方案，包括了由解決方案合作夥伴 

Horizon 及 MBO 所提供的 HP Indigo 10000 專用完稿設備。 

新的工作流程解決方案包括了透過全面的生產過程來管理大型作業量的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Center 以及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Pro 

DFE 和 HP SmartStream Director 的更新版。 

HP 為 HP Indigo 印刷機增加 3000 多個經認證的紙張類型、四個 HP Indigo 

優先紙張合作夥伴，包含 Sappi、Avery Dennison、Mitsubishi 及 

ArjoWiggins Graphics 公司，已簽訂夥伴協議，以擴大客戶的選擇和能

力，來創造差異化的應用。 

由於 HP 最近收購 Hiflex 公司，因此現在亦提供 HP Hiflex 的雲端軟體解決

方案，包括 MIS 和網路印刷解決方案。HP Hiflex 的解決方案針對廣泛的

應用領域而設計，包括商業印刷、標誌和展示、出版及廣告郵件。 

新款 HP Inkjet 網路印刷機 

新款高速 HP T410 和 T360 Inkjet 網路印刷機系統提供了高達每分鐘 800 英

呎的黑白列印速度，速度較之前的機種增快 25% - 彩色列印速度則高達每

分鐘 600 英呎，為了提升列印速度又不犧牲影像品質，這幾款印刷機採

用新的先進噴墨噴頭技術和奈米科技顏料墨水。 

HP T230 噴墨印刷機採用了新的列印噴頭和墨水，以四原色的彩色和黑白

http://www.horizon.co.jp/global.html
http://www.mboameri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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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列印速度每分鐘高達 400 英呎。 

這些改進將有助於印刷服務供應商開拓新的市場，並為大批量應用，如

圖書出版、直銷和交換促銷郵件等提高獲利能力。HP Inkjet 網路印刷機產

品組合正領導印刷數位化的潮流。自從 HP Inkjet 網路印刷機於 2009 年首

次系統安裝後，累計印量已超過 90 億頁。 

HP T360 和 T410 是 HP 等系統預計於今年推出，分別為全新產品或 HP 

T350 和 HP T400 的升級產品。HP T230，預計在 2012 年底之前推出，同

時也將是 HP T200 印刷機升級版。 

解決方案合作夥伴 HP Inkjet Web 印刷機機型也採用了新紙張，例如 

Appleton Coated 公司的 Utopia 噴墨用光面紙，適用於廣告郵件和出版應

用。利用 ColorPRO 科技所生產的塗層紙將包括 Sappi 和 Appleton Coated 

公司的噴墨塗層紙，旨在使用 HP Inkjet Web 印刷機來提供卓越的列印品

質。 

擴大 HP 修整解決方案的組合，馬天尼(Muller Martini)將於杜塞道夫推出

一款 42 吋 SigmaLine 數位連線出版系統，主要增加運轉速度，符合高速

新款 HP Injet 網路印刷機的特色。 

 

解決方案合作夥伴也採用連線修整解決方案，如來自 Epic Products 

International 公司第一部 T300 系列的水性塗膜及紫外線上光印刷機，

Videk 公司的 DocVision®8600 網路偵測系統及 EMT  International 公司的

變色龍 Chameleon DP 42 動態穿孔系統。其他新款 42 吋連線解決方案包

括零速接紙機，MEGTEC 系統公司的雙軸複捲機及 WEKO 公司的 RFDI 

Web Moisturizer。 

HP 印刷模組解決方案  

為能更有效的溝通，HP 印刷模組解決方案提供一個更具經濟效益、以模

組為基礎的系統來添加彩色影像、圖像和可變數據至預先印製的文件。 

HP 印刷模組解決方案列印速度高達每分鐘 800 英呎（彩色或黑白列

印），而且為了易於與現有的設備整合，還包括了完整的工作流程解決

方案。透過在廣告郵件或商業文件（如信用卡帳單）上列印客製或可變

的內容，可以增加客戶行銷活動的回覆率。新的拼接功能可增加印刷面

積，提升多樣性和可擴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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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列印模組解決方案預計於五月一日起接受訂購。 

寬幅印刷機的新選項 

用來提高 HP Scitex 寬幅印刷機通用性及生產力的新選項包括了供 HP 

Scitex FB7500 及 FB7600 工業印刷機使用的一個白墨水套件及自動裝載

器、用以自動化監控 HP Scitex 工業寬幅印刷機設備的新版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Analyzer。 

HP Scitex FB7500/FB7600 白墨水套件及 Hostert 自動裝載器為其高容量平

板印表機以添加高度不透明白墨水或堆疊方式 (stack-to-stack) 的操作選

項，來擴展 HP 的解決方案。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Analyzer 是唯一

針對大尺寸印刷服務供應商所推出的全套資料分析與作業監控軟體。 

擴展印刷服務供應商服務組織  

HP 也已擴展其在全球印刷服務供應商的服務組織，提供廣泛產品組合的

服務和支持計劃，以解決關鍵任務的需求並幫助印刷服務供應商更有效

率地運作。 

透過 HP 印刷服務供應商服務，HP 提供客戶現場支援，並透過先進的遠

端支援工具、眾多的網路和面對面訓練課程以及一系列的增值服務，來

降低營運成本、處理應用商機、將系統運作時間最大化、提高工作流程

及色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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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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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HP Scitex FB7500 工業印刷機的白色墨水套件需安裝 HP Scitex FB7500 工業印刷機升級套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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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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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Scitex FB7500/FB7600 白色墨水套件。 

This news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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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 Hewlett-Packard Development Company, L.P.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The only warranties for HP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set forth in the express 

warranty statements accompanying such products and services. Nothing herein should be construed as 

constituting an additional warranty. HP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technical or editorial errors or omissions 
contained here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