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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產品協助大尺寸印刷廠客戶提高應用

領域的多樣性、生產力與工作流程效率  

全新解決方案協助印刷服務供應商 (PSP) 於招牌與看

板市場，使用高價值的數位頁面 
 
  

 

 

( 2012 年 3 月 13 日以色列特拉維夫訊 )－ HP 今日宣佈全新的商用大尺寸繪

圖機解決方案套件，讓印刷服務供應商在招牌與看板市場取得更大的市

佔率，利用更廣泛而多樣化的應用領域及更高的生產力，來增加業務機

會。 

全新產品包括： 

— HP FB225 White Scitex Ink 白墨水與 HP Scitex FB7500/FB7600 白墨水套

件，在應用領域中，廣泛使用白墨水與豐富飽和的色彩，呈現高不透

明度 (high-opacity) 的印刷效果。(1)  

—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Analyzer 適用於 HP Scitex，是針對大尺寸

印刷服務供應商所推出的全套資料分析與作業監控軟體。 

— 可改善工作流程效率及硬碟兼容性的全面解決方案，包括 Hostert 

Automatic Loader 與為 HP Scitex FB7600 工業級印刷推出能支援每平方

公尺 130 克重的薄磁碟。 

「HP 最關心的事，就是客戶能使用 HP 的招牌與看板系統，掌握高價值

的頁面並增加業務量。」HP 影像解決方案事業部門資深副總裁 Chris 

Morgan 表示：「印刷服務供應商知道 HP 數位解決方案可提供多種用

途、提高效率並帶來清楚的競爭優勢後，將可大膽尋求新的應用領

域。」 

全新解決方案使 HP 與其客戶能掌握招牌與看板產業高達 62 億平方公尺

的商機，其目前只佔數位印刷材質的 38%。(2) 此市場最大的成長潛力，在

於零售店與銷售點的數位印刷招牌，其有 85% 的頁面目前是以類比與網

版 (screen) 設備印製，而數位印表機在瓦楞紙板包裝領域可獲取的市場規

模達 60 億平方公尺。(2)   

專為零售業設計的全新高品質白墨水，以及能簡化作業的工業級工作流

程解決方案，能讓更多印刷服務供應商因數位科技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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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墨水促成全新商機 

設計用來搭配 HP FB225 四原色 Scitex 墨水與 HP Scitex FB7500 和 FB7600 

工業級印刷機的全新 HP FB225 White Scitex Ink 白墨水，應用領域相當廣

泛，包括背光招牌、櫥窗與短版印刷 (short-run) 小型的瓦楞紙板包裝。白

墨水能與整組四原色墨水完全搭配，在透明或有色的印刷材質上，創造

持久、豐富且飽和的色彩。(3) 墨水也讓客戶降低人力與印刷前的成本，使

成本低於類比解決方案，並可藉由精確的白色至 CMYK 定位而提高效

率。 

有了 HP Scitex FB7500/FB7600 白墨水套件，現有的一百多家 HP 

Scitex FB7500 與 FB7600 工業級印刷機客戶 (4) 就能擴充供應的產品，藉著

提供全新高價值的白墨水應用領域來創造商機。(1) 這些印刷機包含額外的

印刷頭，既能增加白墨水套件，且不需犧牲四原色或影像品質。 

Christinger Partner AG 公司的 CEO 兼老闆- Karlheinz Kaiser 說：“自從安裝

了 HP Scitex FB 7500/FB7600 白色墨水套件，我們為客戶印製了多種獨

特，大量高價值的應用領域，從車體繪圖用的清晰白底車貼至白色套印

的大型窗貼，甚至到雙面玻璃遮陽貼，安裝套件後，能更容易地用數位

科技生產傳統螢幕印刷，品質更好，效率更高。對於許多車貼，

HP FB225 Scitex White Ink 白墨水也是很好的附著劑，不論是拉絲金屬或

色彩選擇，皆帶給我們高層級的多樣選擇。 

HP FB225 White Scitex Ink 白墨水與 HP Scitex FB7500/FB7600 白墨水套件

預計在五月上市。(5)  

使用 HP SmartStream 進行即時監控與資料分析 

適用 HP Scitex 的 HP SmartStream 製程分析軟體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Analyzer for HP Scitex)，非常適合希望改善製程效率的中大型

印刷服務供應商，利用自動化的資料分析與全天候掌握作業的漏洞與趨

勢，來改善製程效率。(6)  

這項容易使用的雲端工具，能協助印刷廠在列印過程中完整檢視 HP 的 解

決流程，包括： 

— 針對目前與過去的印刷、操作與更換的報告，如墨水與印刷材質消耗

情形，其可顯示作業的優勢與待改善的領域，有助於減少廢紙量，並

將數據與 HP 產業標準進行比較。 

— 網頁式的儀表板視窗能即時了解每一台機器目前的作業、操作人員與

使用情形，並查看其是否達成目標。 

http://h20195.www2.hp.com/v2/GetPDF.aspx/4AA3-7135ENU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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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大部分行動裝置相容的雲端工具，讓您在任何時、地皆能監控製程

運作情形，並可透過電子郵件或簡訊傳送事件報告。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Analyzer 與 HP Scitex TJ8350、

TJ8550、FB7600、TJ8600、FB7500、XP2300、XP5300、XP5500 與 

XP2500 工業級印表機和印刷機相容，這些機型皆已安裝 HP Scitex Print 

Care 維修支援服務，預計於 6 月 15 日上市。(5) 

完整的工作流程解決方案提高生產力 

HP 正擴充廣泛的工作流程解決方案產品，讓大尺寸的印刷業者改善印刷

材質載入、印製與加工處理等整體流程的效率。 

Hostert Automatic Loader 為一合作夥伴為 HP Scitex FB7600 與 FB7500 工

業級印刷機開發解決方案，能讓製程長期重覆的高印刷量工廠降低製造

成本並改善周轉時間，利用堆疊方式 (stack-to-stack) 的操作來建立自動化

的工作環境。有了此部自動化的印刷材質載入機器，印刷服務供應商也

能提高製程彈性，在執行長程印刷作業時，將資源分配給最需要的部

門，藉以降低人力成本。 

配備 HP Scitex FB7600 工業級印刷機或升級版 HP Scitex FB7500 工業級印

刷機的印刷服務供應商，使用印刷機的四分之三自動載入功能來取代手

動操作模式，載入 130 公克的薄型彈性印刷材質。印刷機的專利抽風系統

與六區抽風平台，提高製程改善的可能性，新的功能讓 PSPs 更進一步提

升硬碟兼容性，提高生產力並減少修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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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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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HP Scitex FB7500 工業級印刷機使用白墨水，必須先安裝 HP Scitex FB7500 工業級印刷機升級

套件與 HP Scitex FB7500/FB7600 白墨水套件。 

(2) 根據 HP 內部分析。 
(3) 在 HP Scitex FB7600 工業級印刷機使用白墨水，必須先安裝 HP Scitex FB7500/FB7600 白墨水套

件。在 HP Scitex FB7500 工業級印刷機使用白墨水，必須先安裝 HP Scitex FB7500 工業級印刷機

http://www.hp.com/go/scitextj8350
http://www.hp.com/go/scitexfb7600
http://h10088.www1.hp.com/cda/gap/display/main/index.jsp?zn=gap&cp=20000-13698-14850-15018%5e351850_4041_100__
http://www.hp.com/go/scitexxp5500
http://www.hp.com/go/scitexxp2500
http://h10088.www1.hp.com/gap/download/HP_Scitex_Print_Care_Brochure.pdf
http://h10088.www1.hp.com/gap/download/HP_Scitex_Print_Care_Brochure.pdf
http://www.hostert-pr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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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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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套件與 HP Scitex FB7500/FB7600 白墨水套件。 

(4) 根據 IDC 2011 年第 4 季的報告。 

(5) 上市日期可能因地區與國家而不同，並有可能變動。 
(6)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Analyzer 是一套軟體即服務的應用程式，需要另行購買授權才能使

用，不需要現場安裝。如需使用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Analyzer，必須先取得 HP Print Care 

維修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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