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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加速出版業從類比到數位的轉型過程 

全新的 HP Indigo 與 HP Inkjet Web 印刷機速度更快，

且可選擇紙張種類與影像品質 

 

 

 

(2012 年 3 月 13 日，以色列特拉維夫訊)－ HP 今日宣佈新的數位印刷解決

方案，能提供更大的彈性與更高的生產力，協助印刷服務供應商 (PSP) 與

出版商滿足市場上對於客製化、縮短製程與個人化出版的需求。 

HP 預定於 5 月 3-16 日德國杜塞道夫 Drupa  印刷展中展示的解決方案包

括： 

— HP T360 與 T410 彩色 Inkjet Web 印刷機，黑白印刷速度更快（每分鐘 

244 公尺／800 英尺），(1) HP T230 彩色 Inkjet Web 印刷機，則提供更

快的彩色印刷速度（每分鐘 122 公尺／400 英尺），(2) 適合印製大量書

籍。 

—  HP Indigo W7250 數位印刷機 具備高列印量、滾筒進紙的功能 (3)，適合

列印一次性印刷品與小量至中量的高級彩色教科書、期刊、手冊與普

及版書時，列印速度可提升 33%。 

—  HP Indigo 10000 數位印刷機 － 首款 B2 格式尺寸（750 x 530 釐米／

29.5 x 20.9 英寸）平版印刷級數位印刷機，適合非常多樣化的出版用

途，包括書頁疊製。此機種將於明年上市，兼具 HP Indigo 無與倫比的

印刷品質與使用多種紙張種類的彈性。 

—  HP Indigo 7600 數位印刷機是單張進紙印刷機，可提供更多樣的功能、

更優異的生產力 (4)，還有適合印製書籍封面的獨家特殊效果。 

從小眾印製到主流出版 

科技的發展突顯印刷在出版業轉型過程中重要的角色演變。由於電子書

與平板電腦版本雜誌的出現，降低實體印刷的需求量，因此數位印刷漸

漸成為較具成本效益的主流出版方式。 

愈來愈多出版業者使用數位印刷來擴充較暢銷的庫存書籍數量，以增加

利潤。此外，數位印刷能滿足個人化與小眾出版逐漸升高的需求，如線

上訂購的個人化童書。 

這些趨勢共同推動市場大幅的成長：根據產業研究公司 INTERQUEST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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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數位書籍印刷量在 2015 年以前，預期每年將成長 30%。(5) 

「出版業正經歷難以忽視的過渡時期，而數位印刷品質不斷創新、提高

生產力與加強多樣化功能，更加速這股趨勢發展。」HP 影像列印解決方

案事業部門資深副總裁 Christopher Morgan 表示：「市場不斷變遷，生存

者都在找尋新方法為客戶增加價值，包括降低印刷與供應鍊成本，以及

建立新的業務模式等。」 

出版商管理書籍的風險降低、報酬增加 

目前 HP Inkjet Web 印刷機在全球超過 60 部，安裝客戶群包含頂尖印刷

商，如麻州北切姆斯福德 (North Chelmsford) 的 Courier Corp.；法國的  CPI 

Group；以及多倫多的 Webcom，他們都使用多部 HP Inkjet Web 印刷機來

協助出版業客戶提高利潤。 

每分鐘黑白印刷速度高達 244 公尺（800 英尺）的 762 釐米（30 英寸）HP 

T360 與 1,066 釐米（42 英寸）HP T410 彩色 Inkjet Web 印刷機，提供更快

的印刷速度，協助書籍製造商縮短週轉時間、降低單位成本且無需犧牲

品質。 

「每分鐘高達 800 英尺的黑白印刷速度，使書籍製造商更信服噴墨印刷技

術。」產業分析師兼 Brimstone Hill Associates 總裁 Noel Ward 表示：「除

了生產力與成本控制之外，黑白印刷速度加快也是這個機種受到歡迎的

另一原因。」 

HP T230 彩色 Inkjet Web 印刷機在可 558 釐米（22 英寸）生產環境中，為

彩色印刷帶來新的生產力與成本優勢。相較於 HP T200，HP T230 機型印

刷速度提高 100%，在標準影像模式中，黑白與彩色列印可達每分鐘 122 

公尺（400 英尺），且列印品質達到 T200 機型的高水準。 

現有的 HP T200、T300、T350 與 T400 彩色 Inkjet Web 印刷機客戶，今年

將可選購升級服務，讓現有機種擁有 HP T230、T360 與 T410 印刷機的新

功能。 

HP Inkjet Web 印刷機也提供新的紙張選擇，包括 Arjowiggins 生產的 100% 

再生塗層紙與 Appleton Coated 的 Utopia 噴墨用光面紙。 

此外，紙張供應商 Metsä Board/M-Real 與 Arjowiggins 已宣佈將與 HP 合

作，開發能在 HP 彩色 Inkjet Web 印刷機上呈現優異效果的紙張。HP 也宣

佈擴充 Inkjet Web 印刷機的可用紙張，增加彩諾科技 (ColorPRO 

Technologies) 的產品後，現已涵蓋塗層與無塗層紙張。 

http://www.hp.com/go/gsb
http://www.hp.com/go/gsb
http://www.courier.com/
http://www.cpibooks.com/
http://www.cpibooks.com/
http://www.webcomlink.com/
http://brimstonehill.com/welcometobrimstonehill.html
http://h10088.www1.hp.com/cda/gap/display/main/index.jsp?zn=gap&cp=20000-13698-25954-27038-27039%5E308872_4041_100__
http://h10010.www1.hp.com/wwpc/us/en/sm/WF05a/18972-18972-3960978-2511410-3960979-3961029.html?dnr=1
http://h10010.www1.hp.com/wwpc/us/en/sm/WF05a/18972-18972-3960978-215168-3960979-5096391.html?dnr=1
http://h10088.www1.hp.com/cda/gap/display/main/index.jsp?zn=gap&cp=20000-13698-25954-27038-27585%5E345954_4041_100__
http://www.arjowiggins.com/
http://www.appletoncoated.com/
http://www.mreal.com/
http://www.colorprotechnology.com/
http://www.colorprotechnolo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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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完稿設備包含 Epic Products International 生產的 Epic WebCoat 350，

能在 HP T300 與 T350 系列進行連線紫外線上光 (inline UV) 或水性塗膜，

讓印刷品擁有更耐用與更優異的外觀。擴展完稿解決方案的領域給在印

刷完稿系統上具領先地位的客戶馬天尼(Muller Martini)，以開發了一個新

式，1066 公釐(42 吋)的 SigmaLine 數位連線出版生產系統，提供更快的

運轉速度以配合 HP T410 更優的處理能力。 

HP Indigo 加速出版業成長 

HP Indigo 數位印刷機增加的商機有目共睹，藉著打破原有的商業模式，

創造與掌握出版市場的價值。 

出版市場是 HP Indigo 2011 年成長最快速的垂直區塊，因為全球最具領導

地位的印刷廠與出版商掌握了 HP Indigo 提供的多項優勢。傳統印刷廠增

加所訂購的 HP Indigo 印書量，而獨特與客製書籍的線上供應商，包括產

業龍頭 Blurb 與 Lulu 等，則持續看到 Indigo 印製刊物不斷擴增的需求，並

依需求印製全彩的個人出版書籍。 

全球安裝數量超過 60 部的 HP Indigo W7200 數位印刷機，是 HP Indigo 出

版業務快速成長的主要推手。大多數客戶將 HP Indigo W7200 作為出版專

用印刷機，印製色彩豐富的烹飪書籍、童書、教科書、教師版教科書，

以及科學、技術與醫學期刊等。 

HP 已更新 HP Indigo W7250 數位印刷機此項頂尖效能的平台，其強化生產

力模式 (EPM) 功能，可提高 33% 的彩色印刷量。(6)  

此款印刷機將於六月上市，更快的全彩列印速度可以較低的單位成本列

印更多紙張，讓印刷服務業者運用更具經濟效益的方式，以數位印刷機

印製高品質的彩色書籍，加速平版印刷轉型數位印刷的過程。 

全新 340 釐米（13.4 英寸）寬的 HP Indigo W7250 印刷機，每個月可印製

高達 1000 萬張的全彩 A4 或信紙尺寸頁面，為精緻而大量的印刷需求提供

卓越的品質與生產力。和 HP Indigo W7200 一樣，HP Indigo W7250 印刷機

也有連線底層塗料功能，確保與所有平版印刷用的標準無塗層紙或塗層

紙相容。 

 

HP Indigo W7200 印刷機的使用者可選購今夏推出的升級服務，新增新款

印刷機的強化生產力模式功能與其他 HP Indigo W7250 機型的進階功能。 

B2 格式的 HP Indigo 10000 印刷機提供更優異的書籍印刷與裝訂能力  

即將於 2013 年初上市的 HP Indigo 10000 單張進紙數位印刷機，讓 B2 格式

尺寸的印刷機也能呈現 HP Indigo 真正的平版印刷列印優勢，幾乎可支援

http://epicproducts.com/
http://www.blurb.com/
http://www.lulu.com/
http://h10010.www1.hp.com/wwpc/us/en/sm/WF05a/18972-18972-236257-90275-3638783-3919427.html?dn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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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型的出版印刷作業。 

HP Indigo 10000 印刷機使用標準製程模式時，每小時可列印 3,450 張四色

頁面，若使用強化生產力模式 (EPM)，每小時列印速度可提高 33%，達到 

4,600 張彩色頁面，。除了印出書頁疊或標準開規格的大尺寸多頁整版印

刷外，B2 紙張規格的印刷機還能有效率地印製平裝書、精裝書與大尺寸

書衣。 

B2 格式尺寸的印刷機也能讓印刷服務業者有效率地採用「long grain」 來

印刷與裝訂標準開本書籍，達成許多出版商對裝訂品質的期望。HP 

Indigo 10000 印刷機可支援 8 頁與 16 頁書頁疊的版面格式，因此能相容於

許多印刷服務業者進行平版印刷時所用的書頁疊裝訂方式。 

HP 也宣佈 HP Indigo 10000 印刷機具備連線與近線兩種加工處理選擇。第

一，MBO 書頁摺疊機 (signature folder) 可協助印刷服務業者減少加工處理

時排版調整 製造的廢紙（通常是裝訂過程難以避免的成本），並可完全

自動設定書頁摺疊作業。摺疊機也可自動重設，讓印刷機連續列印不同

格式的紙張，讓印刷服務業者善用連續印刷的優勢。 

另一部全新的加工處理裝置 Horizon SmartStacker，是一部切割、合併、

分頁 系統，能夠自動產生分頁完成的書疊，準備裝訂。 

A3 尺寸印刷速度更快，印製書籍封面可增加新效果 

HP 以成功的 HP Indigo 7000 系列單張進紙印刷機為基礎，推出全新 HP 

Indigo 7600 數位印刷機。HP Indigo 7600 印刷機的生產力、自動化與彈性

皆大幅提升，在標準印製模式下，每分鐘可列印 120 張 4/letter 尺寸紙

張，若使用強化生產力模式，每分鐘列印速度則可增加 33%，達 160 張。
(7) 

HP Indigo 7600 印刷機將在 2012 年德魯巴印刷展銷售，可協助印刷服務業

者製造優質的書籍封面，且配備的全新特殊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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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使用者在三分鐘以內便能利用印刷機建立模具，在紙張

上製造凹凸效果。 

— 數位浮水印 (digital watermarking)，讓印刷服務業者印出特定的光澤差

異效果。 

http://www.mbo-folder.de/home_startseite.htm
http://h10010.www1.hp.com/wwpc/us/en/sm/WF05a/18972-18972-236257-90275-3638783-3722856.html?dn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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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專業攝影書籍與其他以黑白相片為特色的印刷品，HP Indigo 7600 印

刷機能創造更高品質的灰階影像，其方法就是採用標準的四原色黑色墨

水與全新選配的淡黑色墨水，來完成同色濃淡雙色套印 (duotone) 作業。
(8)   

HP Indigo 7600 印刷機也提供全自動化的加工處理功能，所使用的是 

Lasermax Roll Systems 製造的 PageReady 系統，可執行連線或近線的切

割、合併、分頁作業。 

升級的 SmartStream 工具推動數位出版的工作流程   

HP Indigo 印刷機使用的全新 HP SmartStream 與 HP SmartStream 

Solutions Partner 程式工作流程解決方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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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及供應大量短期工作的問題，縮短交件時間並提升獲利。今年即將

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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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P SmartStream 製程專業列印伺服器 (Production Pro Print Server) 第 5 

版是一套數位前端解決方案，能夠支援 HP Indigo 10000 B2 格式尺寸與

其他大量印刷用途，多光柵 (multi-raster) 影像處理架構可大幅縮短作

業的處理 (processing)、批次 (batching) 與串流 (streaming) 程序。(9) 此

部伺服器採用網頁式的使用者介面來管理複雜的列印伺服器作業，並

包含全新的自動 ICC 基板色彩管理描述檔 (ICC substrate profiling) 與加

工處理設定的功能。 

— 最新版的 HP SmartStream Director 網上印刷解決方案、HP 

SmartStream Designer 可變資料與分割合併軟體以及 HP SmartStream 

Production Analyzer 印刷機監控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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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sermaxroll.com/cut-sheet/caribbean/page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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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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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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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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00、T350 及 T400 Color Inkjet Web 印刷機黑白列印速度進行比較。 

(2) 與 HP T200 彩色 Inkjet Web 印刷機的彩色印刷速度相比較。 

(3) 與 HP Indigo W7200 印刷機四色列印速度進行比較。 
(4) 與 HP Indigo 7500 數位印刷機相比較。 

(5) 2012 年 INTERQUEST 公司研究報告。 

(6) 在強化生產力模式下，列印速度可從每分鐘 240 張 A4/Letter 紙張（一張紙列印兩頁內容，每分

鐘 29.87 公尺／98 英尺），提升至每分鐘 320 張（每分鐘 39.9 公尺／131 英尺）。 

(7) 與 HP Indigo W7500 印刷機的四色印刷速度進行比較。在強化生產力模式下，四色列印速度可從

每分鐘 120 張 A4/Letter 紙張（每小時 3,200 張的 330 x 482 釐米／13 x 19 英寸紙張），提升至每

分鐘 160 頁（每小時 4,800 張）。 

(8) 與其他型號的 HP Indigo 印刷機單獨使用 HP ElectroInk 四原色黑色墨水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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