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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助力大幅面客户改善应用的多样

性、生产力和工作流效率 

新解决方案帮助打印服务供应商利用标牌和广告牌市

场上高利润的优势 
  

 

 

以色列，特拉维夫，2012年 3月 13日 – 惠普今天宣布了大幅面产品组

合中的全新解决方案，为打印服务供应商（PSP）提供更广泛的应用功能

和更高的生产力，帮助打印服务供应商在数字标牌和广告牌市场上分得

更大的一杯羹并发展业务。 

新的解决方案包括： 

— 惠普 FB225 Scitex白色墨水和惠普 Scitex FB7500/FB7600 白色墨水

套件 ，运用白色墨水和丰富饱和的色彩在一系列应用上实现高遮盖率

印刷。(1) 

— 惠普 Scitex印刷机专属的惠普 SmartStream生产分析器，这是为大幅

面打印服务供应商提供的唯一完整的数据分析和作业监控软件。 

— 用以改善工作流程效率并扩展承印物多样性的完整解决方案，包括

Hostert 自动上纸器以及为 HP Scitex FB7600 工业印刷机提供的薄承

印物（每平方米 130 克/qsm）支持能力。 

惠普图形印艺解决方案事业部高级副总裁 Chris Morgan认为：“利用惠

普的标牌和广告牌系统帮助我们的客户打印高价值的页面并实现业务增

长，这是我们惠普的重心所在。因为知道惠普的数字解决方案可以带来

更多的功能、更高的效率和显然的竞争优势，打印服务供应商就可以尝

试新的应用。” 

新的解决方案将帮助惠普和其客户抓住标牌和广告牌市场上高达 62亿平

方米的打印机遇，如今这一市场上只有 38%的材料采用了数字打印。这一

市场上最具有增长潜力的领域是数字打印零售和销售点标识，现在 85%的

页面仍然是通过模拟设备和屏幕设备打印的。除了广告牌行业外，另一

具有增长潜力的领域是瓦楞包装，对于数字打印机而言，这一领域的市

场潜力高达 60亿平方米。(2)     

使用专门为零售环境设计的新型优质白色墨水和可以简化作业的工业流

程解决方案，更多的打印服务供应商可以从数字技术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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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白色墨水推动新的业务机遇 

设计全新的惠普 FB225Scitex 白色墨水是为了同惠普 FB225Scitex四色

色彩墨水和惠普 Scitex FB7500和 FB7600 工业印刷机配合使用，新款墨

水对于一系列应用而言是理想选择，包括背光标识、橱窗展示和短寿命

瓦楞包装。白色墨水可以同四色色彩完美结合，在纯色或彩色材料上打

印出持续、丰富、饱和的色彩。(3)相比于模拟解决方案，墨水可以帮助客

户减少人力和预印成本，通过精确配准白色和 CMYK四色，墨水还可以提

高效率。 

使用惠普 Scitex FB7500/FB7600白色墨水套件，惠普现有的一百多位惠

普 Scitex FB7500和 FB7600工业印刷机用户(4)可以提供全新高价值的白

色墨水应用，因而扩充他们的产品供给并创造业务机遇。(1)此款印刷机额

外配有打印头横梁，可以添加白色墨水套件，而无需牺牲四色色彩或图

像质量。 

Christinger Partner AG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合伙人 Karlheinz Kaiser 表

示，“安装了 HP Scitex FB7500/FB7600 白色墨水套件后，我们已经为

客户交付了多种独特、高价值的应用，从使用自粘性乙烯基进行车身图

案白色底印，到用于大幅面窗口贴纸的白色叠印，以及双面玻璃的草图

印刷。通过这一套件，我们能够更轻松地使用现有数字技术进行传统的

丝网印刷，交付更高质量的产品，尽可能缩短交接周转时间。 

惠普 FB225Scitex白色墨水和惠普 Scitex FB7500/FB7600白色墨水套件

预期将在 5月上市。(5) 

使用惠普 SmartStream实现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 

惠普 Scitex 印刷机带有的惠普 SmartStream生产分析器具有自动数据分

析能力，并能全天候监控运营中出现的问题和趋势，(6) 对于那些力图提

高生产效率的大中型打印服务供应商而言是理想之选。 

使用方便的基于云的工具可以让您全方位浏览打印店中的惠普解决方

案，其中包括： 

— 印刷机、作业员和轮班情况的当前和历史报告，例如墨水和介质的消

耗，从而识别作业的优点和有待改进之处，减少浪费，并将数据同惠

普行业基准数据进行比较。 

— 基于网页的仪表盘视图，可以了解实时情况，例如每台机器在做什

么，谁在操作机器，机器是如何使用的以及是否实现了目标。 

— 使用基于云的工具随时随地监控生产作业，这一工具同大部分的设备

http://www.christinge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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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兼容，可以通过邮件或短信发送事件报告。 

惠普 SmartStream生产分析器与安装了惠普 Scitex  Print Care的惠普

Scitex TJ8350、TJ8550、FB7600、FB7500、XP2300、XP5300、

XP5500 和 XP2500 工业打印机以及印刷机相兼容。该解决方案预计在

6月 15日上市。(5) 

全面的工作流解决方案提升生产力 

惠普正在扩充全面的工作流解决方案的产品组合，从而帮助大幅面客户

提升从介质装载到生产再到完成的全过程的效率。 

Hostert 自动装纸器是为惠普 Scitex FB7600和 FB7500行业印刷机开发

的合作伙伴解决方案，帮助那些业务繁忙而又长时间重复作业的打印店

降低生产成本，缩短周转时间，利用从“纸堆到纸堆”的作业创建自动

工作环境。有了自动介质装载解决方案，打印服务供应商还可以将资源

配置给最需要的地方，与此同时，运行长作业降低人力成本，因而提高

生产灵活性。 

截止五月，全新惠普 Scitex FB7600工业印刷机将可使用印刷机 3/4的

自动装纸功能，装入轻至 130qsm的轻薄而柔韧的介质，无需手工操作。

印刷机带有获得专利的真空系统和六区真空工作台，从而实现这一改

进。这些新功能将帮助印刷服务供应商进一步扩展承印物多样性，改善

生产力并缩短交接周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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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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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惠普 Scitex FB7500 工业印刷机上使用白色墨水需要安装惠普 Scitex FB7500 工业印刷机升

级包和惠普 Scitex FB7500/7600 白色墨水套件。 

(2) 根据惠普内部分析得出。 

(3) 在惠普 Scitex FB7600 工业印刷机上使用白色墨水需要惠普 Scitex FB7500/FB7600 白色墨水套

件。在惠普 Scitex FB7500 工业印刷机上使用白色墨水需要安装惠普 Scitex FB7500 工业印刷
机升级包和惠普 Scitex FB7500/7600 白色墨水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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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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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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 IDC 2011 年第 4 季度的报告得出。 

(5) 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上市日期有可能不同，并可能发生变化。 

(6) 惠普 SmartStream 生产分析器是一款软件即服务应用，需要购买许可证。这不需要本地安装。
使用惠普 SmartStream 生产分析器就必须安装惠普 Print Care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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