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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擴充領先市場之相片列印系列產品 

更大尺寸進紙匣與改良後之單張及捲筒進紙的 HP 

Indigo 數位印刷機可提供新型相片應用並提高生產力 

 

 

( 2012 年 3 月 13 日以色列特拉維夫訊 )－ HP 今日發表數位印刷機的延

伸產品系列，以提升 HP 在相片應用領域的領導地位，這些產品包括業界

最大尺寸且最具生產力的單張進紙平台。 

新款 HP Indigo 10000 數位印刷機是全新的 B2 尺寸格式印刷機（750 x 

530 公釐 [mm]／29.5 x 20.9 英寸），可提供全新的大尺寸相片應用以及

高效率的標準尺寸相片生產。 

HP Indigo 10000 及 HP Indigo 數位印刷機全系列延伸產品將於 2012 德

魯巴 (Drupa) 印刷展（5 月 3-16 日德國杜塞道夫）中展出。 

其他全新的 HP Indigo 相片解決方案包括： 

—  HP Indigo W7250 數位印刷機具備高列印量、滾筒進紙的功能，列印

速度可提升 33%，並提供 (1) 全新的色彩管理功能。 

—  HP Indigo 7600 數位印刷機為單張進紙的裝置，配備全新獨特的高價

值特效，可創造差異化的產品，全新的淡黑色墨水可提供更高品質的

黑白相片列印。(2) 

—  HP Indigo 5600 數位印刷機是可在合成、彩色及透明材質上印製相片

的新型印刷機。 

—  HP Indigo WS6000p 是配備完稿解決方案的捲筒進紙印刷機，可產生

鹵化銀，改變切割與人像列印方式。 

社交媒體時代的數位列印與攝影 

「由於智慧型手機、攝影應用程式及社交網路大受歡迎，人們比以往拍

攝及分享更多的數位相片，建立了龐大的相片庫，並可利用這些相片製

作相簿、卡片、月曆及紀念品。」HP 影像解決方案事業部門資深副總裁 

Christopher Morgan 表示。 

根據產業報告 (3)，到今年底時，社交相片庫將存放約 1400 億張相片，同

時有 25% 的社交媒體使用者表示將會購買列印的相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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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an 補充說明：「HP Indigo 印刷機仍然是相片專業市場的第一選

擇，因為我們擁有優異的影像品質與可靠性，這些特性在假日業務尖峰

期間顯得特別重要。由於我們全新的解決方案可大幅提升生產力，我們

的客戶將能處理持續成長的相片列印量，並進入尚未開發的市場。」 

HP Indigo W7250 解決方案適用於高相片列印量客戶 

新款 HP Indigo W7250 在相片領域獲得成功並獲得 HP Indigo 最大的五

家客戶採用的 HP Indigo W7200，可為相片列印客戶提供更多的價值。 

針對相簿這些通常需要最高品質相片的專業產品，這款新型印刷機採用

最新的色彩監控技術，可在此印刷機的兩個列印引擎之前獲得更良好的

色彩一致性。(4)   

針對其他產品，可利用 HP 的強化生產力模式 (EMP) 將列印速度提升 

33% (5) 以進行彩色列印工作，可增加每個工作時段的列印量，更有效地應

用生產作業高峰。 

其設計每月最高可列印 1000 萬張全彩、A4/Letter 尺寸紙張，這款 340 

公釐（13.4 英寸）寬的滾筒進紙印刷機可為專業、大量相片應用提供優

異的品質與生產力。 

這款印刷機將在六月於全球上市。現有的 HP Indigo W7200 使用者可透

過今年夏季推出的選購升級套件新增 EPM 與其他 HP Indigo W7250 功

能。 

更優異的灰階影像與全新的特效  

HP Indigo 7600 數位印刷機使用標準生產模式時，每分鐘可列印 120 張 

A4/Letter 尺寸的紙張，但是有 EPM 時列印速度可提升 33%，達到每分

鐘 160 張。(6)  它使用大受歡迎且有許多領先業界的相片業者採用的 HP 

Indigo 7000 單張進紙印刷機平台系列產品。 

HP Indigo 7600 可利用全新的淡黑色墨水搭配 ElectroInk 黑色墨水，為黑

白照片列印出品質極佳的灰階影像，因此符合要求極高的專業攝影師的

需要。HP Indigo 7600 將於德魯巴 (Drupa) 展覽中正式推出，其他功能特

色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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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紋理效果，以印刷機透過數位方式建立的模具，於三分鐘之內在紙張

http://h10088.www1.hp.com/cda/gap/display/main/index.jsp?zn=gap&cp=20000-13698-14391-14403%5e207977_4041_100__
http://h10088.www1.hp.com/cda/gap/display/main/index.jsp?zn=gap&cp=20000-13698-14391-14403%5e207977_4041_100__


 新聞諮詢 

 

3 / 6 

上做出浮雕與凹陷的效果。 

— 數位浮水印，可做出精緻的特殊視覺效果。 

— 相容於 Color-Logic 軟體，可利用白色墨水產生具有金屬感的視覺效

果。 

— 相容於目前已獲得認證之 HP Indigo 7000 與 5000 系列印刷機的 

2,500 種塗膜、非塗膜及專業紙張，包括特別適合用於相片專業用途及

取代鹵化銀的紙張。 

這款印刷機亦可與連線、近線切割機、分頁機及縱斷機 Lasermax Roll 

Systems PageReady 系統整合。 

以 HP Indigo WS6000p 掌握肖像列印的龐大商機 

HP 已透過 HP Indigo WS6000p 數位印刷機擴大客戶的相片商機，目前已

有多家領先業界的客戶採用此單工解決方案來供應各種列印應用，包括

單本相簿封面、防塵套、月曆及卡片。另外，它也是鹵化銀專業人像相

片及消費性列印的替代方案，具有高品質與經濟效益。 

這款 340 公釐（13.4 英寸）寬、滾筒進紙的印刷機可搭配 In-line GMP 

LAMIMASTER-34 過膠機，可在各種 HP Indigo 認證相片紙張（包括真正

的相紙）上提供具有光澤效果或光面的專業相片品質。多種相片紙張可

用於取代鹵化銀，包括來自新的 HP「紙張優先合作夥伴」Mitsubishi 紙

廠的產品，該紙廠為亞太地區第一家獲得此資格的紙廠。 

目前已經上市的 HP Indigo WS6000p 機型配備 HP Indigo 獨家六色數位

印刷照片影像處理技術，可使用淡青色與淡洋紅色墨水。淡色墨水可降

低顆粒度，提供更光滑的影像與色調轉換 (7)，以及接近真實照片的外觀與

感覺。這款印刷機每小時可列印 4,800 張六色、203 x 254 公釐（8x10 英

寸），或每小時 25,000 張 100 x 150 公釐（4 x 6 英寸），可利用一部印

刷機取代多部鹵化銀沖印機。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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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印刷機的成功

基礎上建立全新的 HP Indigo 5600 數位印刷機。 

目前已上市的 HP Indigo 5600 在標準色彩模式時可達到 68 ppm，雙色

列印時可達到 136 ppm，單色列印時可達到 272 ppm。另外，此印刷機

http://www.color-logic.com/
http://www.lasermaxroll.com/cut-sheet/caribbean/pageready/
http://www.lasermaxroll.com/cut-sheet/caribbean/pageready/
http://www.hp.com/hpinfo/newsroom/press_kits/2010/Dscoop5/WS6000p-HP_Indigo_WS6000p_FS_FINAL.pdf
http://www.gmp.com/bbs/board.php?bo_table=laminators&sca=In-Line%20Coater%20and%20Laminator&wr_9=&wr_id=82
http://www.gmp.com/bbs/board.php?bo_table=laminators&sca=In-Line%20Coater%20and%20Laminator&wr_9=&wr_id=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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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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 EPM，彩色列印可達 90 ppm。(8)  

此款印刷機可搭配選購的「One Shot」列印模式，可讓使用者利用此印

刷機從事特殊的應用，列印於 Teslin、PVC（聚氯乙烯）、PET（聚對苯

二甲二乙酯）、PC（聚碳酸酯）及其他合成材質。此印刷機可輕鬆切換

一般模式與 One Shot 列印模式。 

現有的 HP Indigo 5500, 7000 與 7500 印刷機將可於 2012 年夏季透過選

購的現場升級方案獲得 HP Indigo 5600 與 7600 的大多數功能。 

為高階相片業者提供突破性的生產力  

透過尺寸更大的 HP Indigo 10000，客戶可列印大尺寸的相片產品，相較

於其他 HP Indigo 單張印刷機，每一紙張至少可列印兩倍數量的相片。 

將於 2013 年推出的 HP Indigo 10000 在使用標準模式時，每小時可列印 

3,450 張四色 B2 紙張，使用 EPM 時每小時可列印 4,600 彩色紙張。這款

印刷機的尺寸格式與列印速度，結合全新的自動化、診斷及墨水與供紙

功能，可提供高列印速度及較低的單位生產成本。 

— 此款印刷機採用先進、封閉迴圈的品質控制系統，包括全新的色彩校

準攝影機、線上分光光度計及 HP Vision System 技術。 

— HP Indigo 10000 可列印於目前已獲得認證可用於 HP Indigo 7000 系

列單張進紙印刷機的 2,500 種塗膜、非塗膜及專業紙張，包括用於鹵

化銀沖印、以真正相紙為基礎的紙材。 

更強大的端對端相片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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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HP SmartStream 解決方案合作夥

伴計劃工作流程解決方案 for HP Indigo 印刷機包括： 

— 新版的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Pro Print Server 具備先進的負載

平衡功能、線上印刷機介面、整合支援 HP 的 Hiflex Webshop 網頁列

印工具，以及改良的工作分配、拼板及自動中斷 (auto-trapping) 功

能。(9)  

— 新版的 HP SmartStream Director 工作流程管理解決方案、HP 

SmartStream Designer 可變資料設計與拼版軟體及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Analyzer 管理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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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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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13698-16021-14391-27024%5e304675_4041_100__
http://www.hp.com/go/smartstream
http://h10088.www1.hp.com/cda/gap/display/main/index.jsp?zn=gap&cp=20000-13698-15259-15365%5e251342_4041_100__
http://h10088.www1.hp.com/cda/gap/display/main/index.jsp?zn=gap&cp=20000-13698-15259-15365%5e251342_4041_100__
http://www.hiflex.com/hiflex/space.php?_si=304&_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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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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Center 可統一多個工作流程、顯示即時詳細

的端對端生產場所的狀態，並提升管理工作的進度與優先順序。 

破紀錄的旺季列印量 

HP Indigo 10000、W7250、7600、5600 及 WS6000p 機型進一步提升 

HP Indigo 在相片商業市場居於領導技術的地位。(8) 去年，HP Indigo 的

生產量在 10 到 12 月的市場年度旺季中打破紀錄，比 2010 年的旺季增加 

20%。 

HP Indigo 相片產品系列補足了更寬廣、世界層級的 HP 相片技術領域，

包括可供輸出專業相片的 HP Designjet Z Series 大尺寸印表機，放置頂尖

零售商店內的 HP Retail Publishing Solutions 販賣機與沖印機，以及全世

界最熱門的消費性相片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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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HP Indigo W7200 印刷機四色列印速度進行比較。 

(2) 與 HP Indigo 印刷機機型並使用 process-black HP ElectroInk 墨水進行比較。 

(3) 依據 HP 內部產業研究及來自 1000memories.com 的報告。 

(4) 一張紙列印兩頁內容。四色列印速度相當於每小時 3,200 張 330 x 482 公釐（13 x 19 英寸）紙

張，使用強化生產力模式為每小時 4,800 張。 

(5) 每分鐘 320 張 A4/Letter 紙張、一個頁面列印兩頁內容，相較於每分鐘 240 頁。 

(6) 依據使用 CMYK 加淡青色與淡洋紅色墨水列印進行比較，相較於使用 CMYK 墨水列印。 

(7) 一張紙列印兩頁內容。四色列印速度相當於每小時 2,070 張 330 x 482 公釐（13 x 19 英寸）紙

張，使用強化生產力模式為每小時 2,70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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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HP 內部依據來自 Photographic Consultants Ltd. 的資料進行評估。 

 

http://h10088.www1.hp.com/cda/gap/display/main/index.jsp?zn=gap&cp=20000-15999-16002%5e359653_4041_100__
http://h71028.www7.hp.com/enterprise/cache/509170-0-0-225-121.html
http://www8.hp.com/us/en/digital-photograph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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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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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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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