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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EFI 亚太区 2014 年度 
活动回顾

EFI 喷墨印刷系列客户研讨会
贯穿整个亚太区

Guy Gecht:  
超越传统的商业印刷

EFI 收购 DirectSmile 公司

第 22 届上海广印展上全球
首发新品 —— EFI VUTEk 
GS5500lxr Pro

最新版本 EFI Fiery 
proServer 实现使喷墨打印 
的处理速度提升 

使用 EFI 和富士施乐的 LB  
标签解决方案缩短运行周期 

Calgraphics 决定通过
工作流程自动化扩展业务 

为拥有超乎想像的结果准备 
好了吗?

2014 年第二季 EFI 亚太区 
至尊年度盛会成功举办

EFI 跨媒体营销解决方案点亮
第五届中国国际“全印展”

避免热升华后织物开裂

2 

4 

6

 
7

9 

10 

12 

14

15

16

18

20 
 

二月

九月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广告标识展，广州

2月23日~26日

2014年2月23~26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

广告标识展上，EFI亚太区首次发布EFI 

VUTEk GS3250LXr Pro 数字喷墨打印

机。这款打印机集 VUTEk GS 系列的高

速生产力与高品质的图像输出于一身，将

LED 冷温固化技术与 EFI VUTEk GSLXr 

3M 超柔性 UV 油墨相结合。EFI VUTEk 

GS3250LXr Pro 卷对卷 LED 打印机满

足车身贴和船舰装饰画面生产的特殊需

求。更“绿色环保”的解决方案可以减少

运作成本，使用更低的能耗和更低的硬件 

成本。

本次展览会中，我们得到了超过10家本土媒

体的支持，收集到251个客户信息并成功销

售1台GS3250LXr Pro打印机。

Visual Impact, 澳大利亚悉尼

2014年9月

2014年9月9日~11日，EFI支持澳洲本地

经销商Spicers和DES参与在悉尼召开的

Visual Impact展览会。3天的展览盛会吸

引了超过3,000名专业观众，与去年相比

增长30％。

经销商Spicers专注于LED冷温固化技

术的推广，在展位中以冰山为主题，以 

“LED 带来 46% 的节省”为口号。他们

和 MEG 共同展出 GS3250LX Pro，成为

本次展会最大的明星机器，带来不同的

凡响。

经销商 DES 出展的 H1625 在三天的展

会中也获得不少收获，许多客户闻讯这

台入门级LED宽幅面打印机，纷纷踏至而

来。此外，我们在展会中宣布，澳大利

亚首台Ｈ1625 在 Visual Impact 展会中出

售给Owen Signs。

二月

十一月

EFI 亚太区数字喷墨研讨会

广州、香港、北京、首尔、雅加达， 
东京，上海

2014年2月~7月

2014年，EFI相继在亚太区7座城市举办了数

字喷墨系列研讨会，包括广州，香港，上海，

首尔，雅加达和东京。这系列研讨会是专为

影响潜在客户而设，给他们带来相关的技术

咨询，引导并鼓励他们从LED冷温固化技术

的优势中找到自己的赢利点并获得更多商

机。与会中，更多的互动内容获得了与会听

众的一致好评，他们对EFI独有的LED冷温

固化技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特别是更广范

围承应材料的应用与样张展示使他们印象

深刻。

EFI 亚太区VIP至尊年度盛会

年度第2次，11月3日，上海

2014 年度第 2 届亚太区 VIP 至尊年度盛会

在11月3日成功举办，又一次吸引了新老客

户共 63 人，其中包括 24 家喷墨用户，4 家

经销商，4 家媒体和 6 家品牌经理人。活动

当天，我们向香港 Sim Fung 成功出售一台

VUTEk GS2000LX Pro，向昆明捷利售出一

台 GS3250LX Pro。

本次活动最大的看点是，6位品牌经理人参

与体验了这一活动盛况。例如，欧莱雅中国

的资深品牌经理人 Karen Han 还特别分

享她在品牌宣传中的经验以及他们对印刷

品的真正需求。她表示，无论是户外广告，

店内标牌展示还是宣传品资料，他们一直

都寻找一种能够独特表达欧莱雅品牌的方

式。EFI在数字印刷领域的创新技术，如运

用3层白墨的叠层打印，可以特别突显所有

宣传的亮点。现场所有的喷墨用户完全被6

位品牌经理人所吸引。

四月

十一月

工作流程全面自动化巡回研讨会

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奥克兰
2014年4月

本年度，EFI又一次成功举办了横跨澳大利亚

与新西兰的关于 MIS 巡回研讨会。本次工作

流程研讨分别在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奥

克兰的4座城市吸引了超过100名听众。

半天的活动，最引人入胜的环节莫过于由

Metrix 的 Davo Laninga 现场的演示。与

会听众纷纷表示希望能进一步更深入地了

解这款产品，他们对现有的商业印刷和数字

印刷环境中生产力的改善进行了更深入的

探讨。

此外，我们在悉尼和奥克兰两次活动中分别

邀请了本地媒体记者，对活动进行了广范围

的报道。

第五届中国国际全印展，上海

2014年11月14~17日

EFI，引领行业用户专注数字印刷革新的全

球知名品牌，于2014年11月14日～17日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第五届中国国际“全

印展”上，全面展示了EFI的跨媒体营销解决

方案。

此次“全印展”上，EFI以“印制梦想，承诺

可及”作为主题，推出了EFI DirectSmile跨

媒体营销解决方案，向现场观众展示了EFI

数字印刷的工作流程以及EFI宽幅面数字喷

墨打印设备在各类印刷材质上的应用。在

现场的互动体验区，EFI结合3D错觉艺术的

互动拍摄、DirectSmile可变数据的个性化

定制以及EFI H1625 LED数字喷墨打印机

的最终输出，为现场观众量身定制的印有自

己姓名的个性化磁性贴，引得大家纷纷驻足

尝试。



 3

四月

十一月

工作流程全面自动化巡回研讨会

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奥克兰
2014年4月

本年度，EFI又一次成功举办了横跨澳大利亚

与新西兰的关于 MIS 巡回研讨会。本次工作

流程研讨分别在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奥

克兰的4座城市吸引了超过100名听众。

半天的活动，最引人入胜的环节莫过于由

Metrix 的 Davo Laninga 现场的演示。与

会听众纷纷表示希望能进一步更深入地了

解这款产品，他们对现有的商业印刷和数字

印刷环境中生产力的改善进行了更深入的

探讨。

此外，我们在悉尼和奥克兰两次活动中分别

邀请了本地媒体记者，对活动进行了广范围

的报道。

第五届中国国际全印展，上海

2014年11月14~17日

EFI，引领行业用户专注数字印刷革新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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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印展”上，EFI以“印制梦想，承诺

可及”作为主题，推出了EFI DirectSmile跨

媒体营销解决方案，向现场观众展示了E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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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十一月

EFI 亚太区VIP至尊年度盛会

年度首次，5月8日~9日，上海

2014年度首次EFI亚太区VIP至尊年度盛

会在EFI亚太区高新技术体验中心成功举

办。5月8日下午的活动吸引了41位新老

客户，包括23家用户，3家合作伙伴和1家 

媒体。

活动第2天的上午，一些VIP客户特意再次

来到EFI亚太区高新技术体验中心进行1对1

的演示测试。下午的活动更是有针对性吸

引了一些新行业领域的客户，包括包装印

刷，数字快印店，行业媒体，品牌经理人

和一些设计师。共有36人，8家媒体，6家

商业印刷厂，3家快印店，2位设计师等参

与了下午开放日活动。

2014亚洲印刷大奖赛, 曼谷

2014年11月21日

EFI 又一次成为今年亚洲印刷大奖赛的白金

赞助商，我们来自新加坡的 EFI VUTEk 客

户 Busads 公司非常荣幸赢得本次大奖赛

数字印刷组的金牌奖项：户外宽幅面标牌

标识的最佳表现。这是 Busads 公司第二

次参加亚洲印刷大奖赛中的数字印刷栏目，

进一步验证了 Busads 公司的实力，集高端

的印刷品质和高端服务于一身，为它赢得了

一批又一批忠诚的客户群。 

Matthew Yapp, 是众所周知的在户外广告

行业的创建者，多年以来，他们屡获殊荣。

过去的30年间，Matthew 公司已成长为新

加坡广告画面输出工厂的行业引领者。

七月

十二月

上海国际广告技术及设备展

2014年7月3日~6日

第22届上海国际广告技术及设备展盛大的

展会规模，EFI，在展会期间隆重全球首

推的超宽幅VUTEk GS5500 LXr Pro及其

UltraDrop超精细可变墨滴灰阶打印技术格

外吸引业内人士的关注。同时也标志着该

设备正式在全球市场上市。3天的现场活

动中，EFI共计销售6台VUTEk GS5500LXr 

Pro，可为全球上市开了个好头彩。

首次展出全求最具通用性的5米打印机—

采用 7pL 精细墨滴 UltraDrop™ 灰阶打印

技术的新型EFI VUTEk® GS5500lxr Pro。

这台全新的卷对卷喷墨打印机只是本次展

览的其中之一，我们借此推出业内最重磅

的数字喷墨印刷产品组合，通过冷温固化

LED喷墨打印技术实现更环保、更高效的

标牌标识印刷。

2014年用户开放日，悉尼

2014年12月3日

EFI 位于悉尼的合作伙伴 John Fisher 印刷

公司与 EFI 携手合作，以 EFI 冷温固化技

术向最终用户展示印刷的“无所不能”。 

包装气泡膜，超薄塑料材料桌垫都是 

John Fisher 印刷公司此次现场用 VUTEk 

宽幅面打印机展示的独特应用。

本次开放日活动，是专为对一些特殊材料

应用的用户特别而设。活动现场，共同见

证了EFI LED 冷温固化技术所带来承应材

料应用范围的延伸，特别是超薄的、经不

起热能的 LDP 塑料膜，表面反光膜以及

电子开关膜。

本次开放日活动吸引了上百位用户和十余

位本地的印刷厂，他们对 VUTEk 冷温固

化技术的个性化应用的展示惊叹不已。

七月

2015

EFI 亚太区Fiery技术大会，首尔

FujiXerox 技术研讨会， 
2014年7月15日~18日

KonicaMinolta 技术研讨会， 
2014年7月16~19日

第九届亚太区 EFI Fiery 技术大会分别与 

Fuji Xerox 和 Konica Minolta 在韩国顺利

召开! 本次大会吸引了两家公司亚太区的

资深技术专业人士的参与，会议上对新上

市的服务器 FS150 的新功能、新特性以及

最新的色彩管理应用做了分享与互动。参

会人员纷纷提问，将在各国遇到的不同数

字印刷中的问题集中探讨，EFI 的专家们

也纷纷献计献策，共同推动行业快速稳步

的增长。

EFI亚太区Fiery技术大会已成为每年与

OEM固定的技术交流活动。通过这样的活

动，EFI听到更多的市场需求，为研发更

适用于市场发展的技术及应用提供一个平

台。

EFI近期活动预告
Connect, 
2015年1月20~23日, 美国拉斯维加斯

上海广印展

2015年3月11~14日, 中国上海

中国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

2015年4月7~12日, 中国东莞

PrintEX 15
2015年5月13~15日, 澳大利亚悉尼

UP COMING 
EFI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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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I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印刷设备生产厂商一直

引领着行业的发展，其不断升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为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供了无数

印刷“利器”。那麽对于这些高品质的解决方案和EFI

产品的市场需求又有着怎样的专业解读？

  2014年，EFI相继在亚太区7座城市举办了数字喷

墨系列研讨会，包括广州，香港，上海，首尔，雅加达和

东京。这系列研讨会是专为影响潜在客户而设，给他们

带来相关的技术咨询，引导并鼓励他们从LED冷温固化

技术的优势中找到自己的赢利点并获得更多商机。

  LED冷温固化技术作为本次系列研讨会的核心主

题，在近期的《 IT Strategies 》分享的报告中指出， 

“LED冷温固化技术正在成为UV喷墨印刷技术的热

门焦点，它从技术角度提升了材料的多样化，提高生产

能力并且降低成本，让设备更经久耐用，更多的材料适

用性并且更环保。”

  E F I对LE D冷温固化技术有着更深一步的研

究，EFI的LED打印机带来更高的图像精度，消耗更低

的能源，让用户在更薄的薄膜上和对热能敏感的材料

上实现印刷。

  Bernard Sun，亚太区资深市场部经理认为，“LED 

冷温固化技术扩大适用的承印材料的范围，比如在非

常薄的材料上完成高品质图像的印刷。使用廉价材料

也能获得高额利润。从技术上来讲，传统的材料是不

能直接进行普通光照的，特别超薄的材料，光照以后，

就会起皱、变形⋯⋯而这些基于LED冷光源的设备以

冷温固化的创新技术，提高了对多种承应材料适应性

的同时实现高品质的输出效果，以能耗减半的技术优

势，将绿色环保的理念付诸于实际应用。”

  2014年5月22日，Fogra正式宣布关于EFI VUTEk 

带有LED固化技术的宽幅面打印机的能耗评估，报告

指出与那些使用传统高压汞灯的设备相比EFI VUTEk 

LED系列打印机可节省能耗82%。即便在打印等待模

式下，带有“冷温固化”技术的 EFI LED打印机可节省

电能77%。显而易见，原因是传统设备中的灯泡一直

处理工作状态，而LED设备只在打印过程中开启，其它

作业等待期间都是关闭状态。Fogra有效耗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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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耗能是针对宽幅面或小幅面的打印机）检

测报告指出用户可每年在电力上节能约16,000

欧元。这是一项提升业务利润的重要因素，无论

是柔性卷材还是平板材料，它都可以提升每笔

订单的直接利润。Fogra对比了使用传统灯泡固

化的数字打印机，每平方米耗电1.18千瓦，而EFI 

VUTEk GS3250LX Pro 每平方米仅仅耗电0.22

千瓦。这项数据不仅令人印象深刻并且 EFI LED

冷温固化打印机更是加入了具备多样化的灵活

性，使其可以在一些廉价的、更薄更敏感的材料

上进行打印。

 5

  “EFI是LED打印机的行业引领者，它不断争长的生产级宽幅

面打印机都拥有这项“冷温固化技术。并且此次Fogra的分析认

证再次给出这个系列的打印机是具有绿色环保的绝对优势，我们

的技术也是绝对值得投资的。”EFI全球喷墨印刷解决方案副总裁

兼总经理 Scott Schinlever 阐述道，“尽管在我们开始研发这些

打印机的时候，我们就完全通过测试并且补授予低能耗，但现在

由Fogra作为第三方公证地再次证实其显注的节能性。而那些声

称其绿色环保的、还在使用热固化的、还只能使用厚材料的设备，

是不可以带来真正绿色环保优势的。”

   

  现场样张展示环节更是别开生面，EFI产品专家一边分享了他

在全球拍摄到的各类喷墨印刷的应用，例如橱窗的展示和各类大

品牌的推广活动等等，一边还绕有趣地将不同类别的样张分别传

递给在座的观众，一起探讨LED技术所带来的成本优势。

  海外的应用案例更是给予在座的潜在用户拓宽了业务新思

路。整整一个半天的活动，大量的产品信息，技术优势，环保理

念，以及各类新兴行业的应用，让专业人士直呼过瘾，在互动的

样张展示和热列的探讨声中，EFI LED 喷墨技术大会获得圆满成

功。EFI期待着有更多的行业了解EFI技术并从中获得高附加价值

的业务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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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控制器及超宽幅面喷墨打

印机供应商，同时也是为商业和一切印刷用户提供

印刷管理解决方案的领先开发商的EFI公司美国总部

CEO，Guy Gecht 眼里的现代印刷技术不再是模拟印

刷的天下，数码印刷技术正在逐步替代传统的模拟印

刷技术。现代数码印刷技术日益发达，越来越多的非常

规产品都慢慢成为了印刷材质，印刷正在以超越人们

预期的速度进入并改变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迅猛增长的商业印刷

  中国当下经济发展的速度绝对让欧美国家看的

是“弹眼落睛”的，Guy Gecht 甚至这样评价，“几乎

任何生意在中国都有充满光明的未来，对于广告印刷

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要的

经济体国家的印刷总量都在逐步减少，但中国传统印

刷和数码印刷每年都在同时增长。”

  Guy Gecht 认为，中国当下的广告业和市场营销

行业活力十足，而EFI公司也投入巨大研发力量在宽幅

广告印刷技术和印刷管理解决方案方面。在中国，整

个社会对信息的需求量持续增加，无论这些信息是打

印出来的还是以电子形式出现，全球的印刷行业都在

观察着中国，都在想出更好的思路，让媒体广告印刷业

能够在未来占有一席之地。

  同时，EFI公司也极看重广告标牌和个性化印刷在

中国的发展。Guy Gecht 说，全球很多印刷客户都在

使用 EFI数字化前端来创建非常吸引眼球的个性化宣

传单，并带给他们非常有效的销售结果。

无所不能的数码印刷

  Guy Gecht 说，EFI的技术研发动力之一就是，购买

使用他们设备的印刷公司对客户的要求永远不会说不。

客户需要让他们的广告更新颖，具有更多的创意，这就

需要印刷技术的不断创新。比如，EFI 的 VUTEK 打印机

开发的 LED 喷墨技术，就打开了多元印刷的新篇章。低

温度固化油墨让印刷机可以选择如柔软的PET膜的这样

的承印材料，这在数码印刷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来过中国和上海多次的 Guy Gecht 说，他曾看到

中国的一位客户用 EFI 公司 VUTEK 印刷机的白色墨

水在自行车轮胎轮毂上进行印刷。VUTEK 混合打印

机能够在2英寸厚度以内东西上进行打印，但是自行车

轮胎轮毂这样的打印创意，仍旧让他觉得十分惊讶，

至今记忆犹新。“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作品是2013

年，英国的某个客户运用EFI公司的最新技术打印了全

球最大的电影海报，整个印刷面积超过32,000平方

米，幅面巨大，画面品质也同样极高。”无数不能的印

刷还包括在旧式盒装磁带、盾和盔甲等种种你意想不

到的材质上进行印刷。

  于Guy Gecht 个人而言，他工作中最大的成就除

了领导团队进行印刷技术的开发和印刷方案的管理和

解决，还有就是帮助客户对产品进行创意和策划。自

从美国校园枪击惨案后，学校里也有对护盾的需求，

但学校希望他们用的护盾看上去不要和部队中使用的

一样。制造商美国 Hardwire 使用 EFI VUTEk QS2 

Pro 打印机直接在制作护盾的材料上印刷图案，装饰

作用的同时起到了广告效应。这样一来，学校护盾既

带来了一种保护，但又不会让来到学校的访客有一种

不安的情绪。

  “这一切都很重要，EFI很荣幸能为不同类型的顾

客提供服务，令我骄傲的是EFI的技术赋予了印刷更多的

价值，那就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可以不断蓬勃地发展。”

"...EFI 的技术研发动

力之一就是，购买使

用他们设备的印刷公

司对客户的要求永远

不会说不。”

Guy Gecht, 
EFI公司总部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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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加州弗里蒙特市－2014年7月21日(全球新闻)——EFITM（纳斯达克：EFII）, 全球以关注客户需求的数码印刷创新领导者EFI，今

天宣布已收购 DirectSmile 股份有限公司，一个行业内屡获殊荣的跨媒体营销软件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总部设在柏林的DirectSmile公司，2001年着手致力于个性化图像的创新研究，如今让个性化图像媒体和自动化软件共同为企业、

代理商和印刷公司无缝整合复杂的市场营销和印刷生产。DirectSmile公司的技术扩展到EFI的产品中，将带给客户扩大化的整合能力，

将由数据驱动的数字印刷，互联网，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和手机营销流程全部整合在一起。

  虽然收购的财务状况尚未披露，它不被计算在的EFI第三季度材料或2014年度业绩内。但DirectSmile公司员工，包括联合创始人、

前法人代表Christoph Schacht 和Christoph Clermont，他们将加入了EFI的生产力软件网络印刷解决方案的团队。

  “网络印刷是印刷和市场营销的软件份额中增长最快的部分，”EFI生产力软件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 Gabriel Matsliach表示。“这

次收购使我们以行业一流的可变数据和跨媒体技术进一步解决这部分的市场需求。”

  EFI继续将DirectSmile公司的产品作为其独立软件向企业，代理商和印刷行业市场进行研发、销售和技术支持。DirectSmile公司

的技术也将被纳入到EFI的网络印刷和提供电子商务EFI Digital StoreFron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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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届上海国际广告技术及设备展刚刚

落下帷幕，盛大的展会规模，纷繁多样的市场

活动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的行业盛会中不得不

提的全球行业领先大幅面数字化喷墨设备供

应商——EFI，在展会期间隆重全球首推的超

宽幅VUTEk GS5500 LXr Pro及其UltraDrop

超精细可变墨滴灰阶打印技术格外吸引业内人

士的关注。同时也标志着该设备正式在全球市

场上市。

  在当下激烈竞争的商业环境下，企业必须

拥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

出并获得成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

果说先进的企业管理手段是获得成功的内部

条件，那么先进的技术装备则是通往成功的外

部手段。正因如此，EFI公司在本届展会全球首

发VUTEk GS5500LXr Pro超宽幅面喷墨打印

机。这是全球首次展出世界上最具通用性的5

米打印机。该设备借助创新的LED成像平台和

EFI全新7pL超精细可变墨滴UltraDrop™灰阶

打印技术，在高产出的同时提供卓越的性能表

现，满足精确成像的苛刻要求。

  超精细可变墨滴UltraDrop灰阶打印技术

采用7pL打印头，拥有真正的在各个点位的多

点寻址能力，可凭借四级灰阶打印和两组墨水

浓度，成功实现真正的高分辨率和清晰度的打

印；新技术还能保证在阴影、渐变和过渡上获

得优异的平滑度，并在所有打印模式下都能减

少“卫星”墨点，提高明晰度，从而不论在标准

印刷还是套印中均可提供四磅的文字，获得出

色的文本质量。

  所采用的LED的“冷温固化”技术，扩大了

承应材料的范围，包括更低成本的廉价材料和

高附加价值的特殊材料；能耗的减小以及更少

的耗材降低了运营成本；持续一致的色彩输出

和简易的操作，减少了浪费；加之挥发性有机

物的减少，进一步满足了客户对环保打印方案

的要求，符合当下环保的新主张。

“我们得知EFI在全新的

5米卷对卷打印机上使用

最新的LED成像技术和

7PL精细墨滴灰阶打印

技术并且全球首发，百

成公司也再次订购了多

台EFI GS新款设备，为我

们在行业中保持的领军

地位奠定硬件基础。”

栾跃生
江苏百成数码影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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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I 全球销售市场副总裁Frank Mllozzi在

此次新品发布会上，首先对于参加此次盛会的

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并且骄傲地说道，“今天

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将首次展出结合 LED

功能的 5米打印机，LED 技术的突破将使我们

的客户在市场的竞争中，体现无与伦比的强大

生产力和多方面的市场应用，成功应对市场挑

战”。借此机会，EFI 亚太区副总裁 Stephen 

Green 为江苏百成数码影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栾跃生进行授牌仪式 —— EFI 2014 年度全

球至尊战略合作伙伴。栾跃生董事长说道，“

在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购买了5台行业中的高端

输出设备EFI VUTEk GS5000r 以及4台LED平

卷两用技术的 GS3250LX 打印机。这次的广印

展，我们得知EFI在全新的5米卷对卷打印机上

使用最新的LED成像技术和7PL精细墨滴灰阶

打印技术并且全球首发，百成公司也再次订购

了多台 EFI GS新款设备，为我们在行业中保持

的领军地位奠定硬件基础。”

  EFI公司自1989年成立以来，经过20余年

的技术沉淀和经验积累，加之优质的客户服务

水平，享誉全球业内千万家企业。而今，EFI更

是无处不在，所推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企

业成功实现业务转型，应对需求多样化的喷墨

印刷市场，最终赢得了顾客的无比信赖并获得

了良好的客户忠诚度。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

环境中，更需要提升核心竞力来获得成功，从

而脱颖而出。

  作为全球最大的UV墨水制造商和专业的

喷墨印刷解决方案，EFI公司不断开拓数字印刷

领域的高利润业务，所生产的喷墨打印机专门

为全球重大赛事制作各种广告和标识，所印刷

的标签印刷品大大削减了生产成本；同时，EFI

公司注重技术和产品的突破创新，首次在业内

提出基于“云”技术的远程访问解决方案，所推

出的移动办公和云打印软件确保用户可随时随

地通过任何打印机完成印刷，从而在增加收益

的同时，改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减少浪费；

此外，EFI公司还致力于陶瓷行业的革新化发

展，并将企业在数字印刷领域的专业优势应用

于该行业，用数字印刷的方式呈现在瓷砖打印

上。基于EFI公司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创新经营

理念，亚太区域副总裁 Stephen Green 先生也

真诚祝愿EFI公司能够为中国未来广告行业的发

展起到引领作用，共同推进行业的发展，最终

实现共赢，让EFI的产品和理念无处不在。

  除了全球首发的VUTEk GS5500LXr Pro

超宽幅面喷墨打印机，EFI公司还在本届展会

上推出了真正胶版印刷机和丝网印刷机的替

代设备VUTEk HS100 Pro，首款入门级LED冷

温固化技术的宽幅打印机EFI H1625 LED，以

及将数字化UV图像印在承印物上，然后直接

热吸塑成形的EFI VUTEk GS TF系列平板打印

机以及可完成从网络接单、生产管理、作业调

度安排、印前的作业准备，色彩管理，到最后的

批量生产整套工作流程的EFI自动化一体化工

作流程。丰富的新品推出以及新技术的展示，

再次彰显并印证了EFI无处不在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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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7月31号，美国加州弗里蒙

特市——作为以顾客为中心的数字印

刷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EFI（纳斯达

克：EFII）今天宣布公司最新版本的宽

幅和超宽幅喷墨 Fiery proServer 全球 

开售。EFI Fiery proServer 第 6 版专为 

EFIVUTEk 打印机设计，是一款先进

的数字印刷前端处理系统，用于驱

动宽幅和超宽幅喷墨打印机。其特

色是 Fiery 加速系统 FAST RIP 技术，其

处理PDF文件的速度最高可达先前的

7倍。proServer不仅仅是一个RIP，它还

能够提供高性能的色彩管理工作流程，

支持 FograPSD 打印检查，同时兼容来

自各大制造商的 540 台以上的打印机。

  “Fiery proServer 6 对于全球宽幅

及超宽幅打印行业而言是一款真正具有

创新意义的新产品，”EFI Fiery 市场部

副总裁 JohnHenze 说道。“它代表了 

EFI FAST RIP 技术在喷墨生产市场的首

次应用，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性能优势。这

一发布标志着标识和显示图形市场的高

性能生产前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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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速可靠生产

  最新版的Fiery proServer首次亮相于今年年初的FESPA 

 数字印刷展。FAST RIP 是一项由EFI研发的加速技术，提升

了Adobe PDF打印引擎以及AdobePost Script Interpreter 

（CPSI）的处理速度。结合了文件压缩算法以及高效内存

管理，重新定义了复杂图像的分析方法。带来行业领先的性

能、超快的PDF处理速度，在单份作业组成的大量标识工作

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Mitch Konstantinovic of Kamset 是一家总部位于 

英国的印刷厂，是首批升级至 Fiery proServer 6 的公司之

一。该公司称：“Fiery proServer 要比其它 RIP 快得多得多。 

proServer 使我们在有大量打印作业时不用眼睁睁看着打

印机慢慢运转。FAST RIP 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我

们再也不喜欢使用其它产品了。”

不仅仅是RIP

  “能够将性能改进后的 FAST RIP 技术带到标识标牌

的图形印刷厂中，我们非常兴奋！”Henze 说道，“同时,我

们还很高兴能够在新版本中提供大量其它创新性功能。”

  新上市的 Fiery proServer 6 支持 FograPSD 打印检

查，使用户能够为最挑剔的客户提供服务。动态平滑特性

确保了卓越的梯度输出，不管文件类型如何或使用何种打

印机，而先进的专色和三原色印刷优化功能提高了色彩准

确度，轻松实现精准、可预期的印刷产品。

  EFI 同样提升了其在瓷砖打印上的可用性：使瓷砖装

配更快速、更准确、更高效，从而降低用户时间和材料损

耗。FieryproServer 6 的所有新功能，结合更快的处理速

度，降低了打印机的憜行时间，保障用户的打印机资金投资

和收益底线。

  Fiery proServer 6 的双向工作定义格式（JDF）链接为

EFI 的 Pace 管理信息系统以及 EFI Digital StoreFront 和

在线印刷解决方案网络打印软件提供关于打印机状态、工

作状态以及耗材使用情况的信息。因此，用户可以创建一个

端对端的自动化工作流程，消除多余的人工，同时提高速度

和精度。

所有拥有的有效软件维护和支持协议或FieryXF覆盖的加强

版软件程序的现有 proServer 客户均可免费升级到 Fiery 

proServer 6。其他则可直接向EFI购买 Fiery proServer 6。

      FASTRIP彻底改变了 
 ‘游戏规则’—— 我们再也 
不喜欢使用其它产品了。

power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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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十年，LB标签及包装公司在曼谷的

业务发展良好，能够满足化妆品公司的标签

和包装需求。其中许多客户位于该市的廊曼

机场地区，那是化妆品贸易批发区。使用传

统的生产技术时，该公司的平均运行周期为

300份/任务，但是该公司发现一些客户希望

缩短运行时间，这样他们能够试销产品并

生产不同版本的标签以及包装。公司所有人 

Walit Bruragetgul 希望增加优质的数字印

刷，以满足这些需求，并进一步使其企业与

众不同。

解决方案：

  Bruragetgul 选择了搭载富士施乐 EX印

刷服务器的富士施乐iGen 150。该服务器选用

EFITM Fiery® 技术。“iGen 150 的大幅面纸张

尺寸深深吸引我们”，Bruragetgul 说道，“这

样我们能将更多个标签放在一张纸上，或完成

大尺寸任务，从而节省时间和成本，并减少浪

费。”

挑战：

“我们不断寻求各种方法，以提供特色产品
而不是将印刷品作为商品进行销售，避免价
格竞争。我们认为：能够在盈利的条件下生
产运行周期超短的优质化妆品标签及包装
对我们来说是一大显著优势，同时对我们
的客户来说非常重要。”

LB标签及包装公司的 

所有人Walit Bruragetgul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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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I Fiery 已经进入市场很长时间，在印刷质量和技

术领先方面一直都是首选的优质解决方案，”他解释道。“

当我们了解到 iGen 150 可以使用 Fiery 前端时，我们知道

这正是满足我们要求的最佳解决方案。”

  由 Fiery® 驱动的富士施乐 EX 150 印刷服务器与富

士施乐 iGen150 有力结合，能够打造无与伦比的图像和

色彩质量以及最高生产力，同时与现有的工作流程无缝整

合，从而打造始终如一的出色品质。

  通过结合先进硬件和核心技术，EX 印刷服务器可

以实现优秀的 RIP 速度，允许操作人员完成更多工作并

更快地处理任务。除了超快的任务处理速度，通过使用 

Fiery Command WorkStation® 以及 Fiery Impose 和 

Compose，并通过直观的用户界面进行任务集中管理，

还能更快、更有效地进行任务管理。服务器的 Fiery 纸张

目录与 iGen 150 印刷机的媒体库集成后，消除了标签纸

不匹配的情况并加快了纸张选择流程。

效果：

  LB标签及包装公司现在不仅能够在盈利的前提下进

行小至每批3~5件的设计款生产，还能在超短运行周期

内比其它多数数字印刷系统完成更多印刷份数。该公司

还受益于多个高级功能，如用于页面顶端的动态HD文本

和图形，以及任何色彩和饱和度等级的文本质量；使用 

Fiery Image Enhance Visual Editor 进行的图像优化管

理；服务器与 iGen 150 的联机分光光度计和色彩管理工

具的集成，适用于简化的任务设置以及高精度成像。

  Bruragetgul 说，“这一解决方案能让我们更好地管

控印刷件的质量并简化印后流程，让超短运行生产更有

效。”

  Bruragetgul 还指出泰国政府颁布了一项规定，要求

所有化妆品贸易商必须详细标注产品成分，甚至是小包

装。“凭借 Fiery服务器的 HD文本功能，帮我们赢得了

更多业务，同时也符合这些规定。让我们能够将非常清晰

的小号字体印在包装上，而其它公司采用数字印刷技术很

难做到这一点。”

“这一解决方案能让我们更好地管
控印刷件的质量并简化印后流程，
让超短运行生产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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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位于墨尔本的商务印刷公司Calgraphics在 2014 

年1月参加 EFI Connect 用户大会后最终决定买进 EFI™ 

Pace™ 和 EFI Digital StoreFront®。

 

  Calgraphics 生产优质标识和展示类产品的历史已经

拥有超过 40 年的历史。作为传统的丝网印刷公司，该公

司几年前逐渐开始缩小模拟和数字之间的差距。但是，

直到2005年购买该公司后，总经理 Andrew Bennett 注意

到他们的数字设备已经老化，不再具备成本竞争力。放眼

未来，他决定购买 EFI VUTEK® 超宽幅印刷机，因此随后

出席了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EFI Connect 用户大会。

 

EFI 集成式工作流

程解决方案——助

力澳大利亚印刷公

司全新生产力和商

务软件。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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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我们知道你的客户想要的超品质,超清晰和超性能。这就是

为什么 7 pL UltraDrop™ 灰阶打印技术现在可用于我们的 LED 

EFI™ VUTEk® GS2000LX 和 GS3250LX 混合两用型打印机。如

果你已经拥有一个 VUTEk GS2000LX 或 GS3250LX 打印机，也

可将其升级为拥有 7pL UltraDrop 灰阶打印技术的设备。

  拥有 UltraDrop 灰阶打印技术和 LED 冷温固化技术帮助您以

高品质图像质量生产更环保的海量订单。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比这更有效率、减少浪费和获得利润更丰厚的打印呢？“精细墨

滴 UltraDrop 灰阶打印技术成为一项新的核心竞争优势，”EFI

喷墨打印机解决方案资深副总裁兼总经理 Scott Schinlever  

说道，“从今往后，EFI 的所有 VUTEk GS 系列打印机都将拥有 

UltraDrop 技术和 LED 冷温固化技术，扫除业务发展的瓶颈，能

够为您带来更环保、海量生产的高品质的卷对卷画面。”

  EFI的全新UltraDrop新技术提供了更小的墨滴尺寸和更加

精确的墨滴掌控。

超乎预料的结果:

• 本地7 pL打印头拥有真正的在各个点位的多点寻址能力

• 凭借四级灰阶和两种墨水浓度提供高分辨率和清晰度的打印

质量

• 阴影、渐变和过渡上获得优异的平滑度

• 在所有打印模式下都能减少“卫星”墨点，提高清晰度，从

而不论在标准印刷还是套印中均可呈现四磅的文字，获得出

色的文本质量

  印刷行业的革新化技术—来自于EFI超品质，超清晰，超性

能的UltraDrop技术，就在每一滴！

新技术

  “我对 EFI 很熟悉，因为我们最近购买了 GS3250LX 

印刷机，但是说实话，我并不知道 EFI 是否有软件解决方

案。直到我参加了年度用户大会，我才意识到 EFI 不是一

家单纯的硬件解决方案供应商，而是一家软硬件兼具的供应

商。我参加过各种会议，但是我对此次活动的形式以及 EFI 

CEO 谈及的工作流程连接性和自动化有很深的印象。”

  有了新的方向之后，Calgraphics成功与澳大利亚多家

大型跨国企业建立了业务关系，提供与印刷有关的库存管理

服务。Andrew Bennett在IT领域的背景使他能够为某些大

客户创建网络印刷系统，但是他非常渴望找到一种可扩展的

解决方案，让服务辐射更多客户，并减轻其现有平台唯一程

序员的负担。

 

  “在寻找一种能将其视为“知己”的MIS和网络印刷解

决方案时，我们希望可以找到足够灵活、稳定处理复杂任

务的方案。例如，我们最近开展了一个覆盖澳大利亚国内

700家商店的 10,000多张墙面广告和标识的项目，需要借

助在线商店和后端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管理。在看到 Pace和

Digital StoreFront 并见识到 EFI 解决方案的卓越集成性能之

后，我们迅速决定入手。”

       

  EFI 澳大利亚运营总监 Kathy Mitchell 说道，“Calgraphics 

认识到了拥有端对端无缝通信工作流程的优势。客户通过 

Digital StoreFront 开始下单时，关键数据如库存、数量、

尺寸等就会被储存并传递到 Pace，创建引用，安排任务， 

然后向下发送到Fiery®       XF工作流程，并由它们的VUTEk输出。 

通过连接每个阶段，Calgraphics能够消除人为接触点，并

大大提高设备的速度和准确度，反过来也更具竞争力。这就

是 EFI 生态系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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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勒曾说过，现在的一切美好事物，无一不是

创新的结果。EFI，数字印刷创新技术的全球行业引

领者，于2014年11月3日下午，在中国上海EFI亚太

区高新技术体验中心成功举办2014年度EFI亚太区

至尊年度盛会第二季。EFI又一次开启“创新体验”

之旅，为新老VIP客户的业务注入新动力。

  活动伊始，EFI 亚太区副总裁 Stephen Green 

先生为大家介绍了专程赶来参加盛会的 EFI全球高

层技术精英，他们此次的到来，是专为与会来宾提

供权威、全面的技术支持。EFI的宗旨就是：当您

怀揣梦想的时候，EFI就是那个与您一起努力奋斗

实现梦想的伙伴。

EFI全球高层技术精英

欧莱雅中国的资深产品经理Karen Han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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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动，不仅仅由 EFI和 EFI的新老客户参与，更

是获得了来自各个行业全球知名品牌的支持。这是一次

全新的互动交流，来自欧莱雅中国的资深产品经理 Karen 

Han现场与大家分享了她在品牌宣传过程中的经验以及他

们对印刷品的真正需求。她表示，无论是户外广告，店内

标牌展示还是宣传品资料，他们一直都在寻找一种能够独

特表达欧莱雅品牌的方式。EFI在数字印刷领域的创新技

术，如运用三层白墨的叠层打印，可以特别突显所要宣传

的亮点，现场所展示的样张让这些品牌经理人有了心动的

感觉。

  之后的 3D 错觉艺术的体验结合了拍摄 3D 画面的乐趣

以及利用EFI喷墨设备输出成冰箱贴的实用性为一体，使与

会来宾兴趣盎然。展出的3D画面是上海3D错觉艺术体验馆

为EFI量身定制的，此次的合作显示了EFI与终端用户建立桥

梁的决心，希望EFI的品质与技术可以渗透到各个行业。

  之后和品牌经理人共同探讨如何提升品牌形象的专题

研讨会上，EFI 全球资深副总裁 Frank Mallozzi 先生表

示，了解各个品牌的真实需求，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

们在全球和众多品牌合作过，曾利用EFI的技术实现各种创

新的设计。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当年奥巴马总统宣誓就

职的仪式上，EFI 的创新技术在各种重要场合展现。与会的

品牌经理人也纷纷表示，这些高端打印品质也正是他们一

直寻找到的，可以进一步展示设计意图，提升品牌形象。

  2014年度 EFI亚太区至尊客户年度盛会第二季，搭建

了品牌经理人与 EFI客户，EFI三方

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大家都从中获

得颇多的收益。行业内用户代表更

好地了解终端用户的需求，充分利

用EFI设备的多样化打印功能，从而

在创新增值服务中获取更多的自身

利益。使“将 EFI 融入到创意中”

成为新的商业动力。

EFI与各大品牌 
经理人的交流会

3D错觉艺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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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I，引领行业用户专注数字印刷革新的全球知名品

牌，于2014年11月14日～17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

第五届中国国际“全印展”上，全面展示了EFI的跨媒体

营销解决方案。

  此次“全印展”上，EFI以“印制梦想，承诺可及”

作为主题，推出了EFI DirectSmile跨媒体营销解决方案，

向现场观众展示了EFI数字印刷的工作流程以及EFI宽幅面

数字喷墨打印设备在各类印刷材质上的应用。在现场的互

动体验区，EFI结合3D错觉艺术的互动拍摄、DirectSmile

可变数据的个性化定制以及 EFI H1625 LED 数字喷墨打印

机的最终输出，为现场观众量身定制的印有自己姓名的个

性化磁性贴，引得大家纷纷驻足尝试。

  接下来，就让我们近距离了解下此次出展的EFI软硬

件展品，感受EFI的魅力。

EFI DirecSmile

  曾经着手于个性化图像创新研究的

DirectSmile，今年与 EFI 技术合并以后，

让个性化图像媒体和自动化软件共同为企

业、广告公司和印刷将复杂的市场场营销

和印刷生产实现无缝整合。本届展会是

EFI亚太区首次出展的跨媒体营销解决方

案，带给用户更宽广的应用领域的全新体

验，将数据驱动的数字印刷、互联网、电

子邮件、社交媒体和手机营销流程全部整

合在一起。跨媒体营销在正确的时间向正

确的人传递正确的信息，并且提高信息的

附加价值。

  EFI DirectSmile 跨媒体营销解决方 

案，为您提供无与伦比的整合和自动

化，例如个性化定制网站和个人网页

（URL），定制移动手机、QR 代码和

短讯服务，创意设计可变数据画面，个

性化直邮和电子邮件，实现交互式客

户调查，以及 APP 营销和 Facebook 

APP 等。像这样的多渠道营销活动，EFI 

Direct Smile 像管理电子邮件一样轻松

管理打印任务，并使各类市场活动与客

户关系获得同步管理，提高终端用户对

个性化图像的反馈，触发后续的销售跟

印梦
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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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并对整个活动有效数据并分析所有结果，

实现轻松、高效的自动化运作。

EFI宽幅面喷墨打印解方案

  EFI H1625，不仅仅是一台打印机，而是

您获得畅通无阻扩大产能和增加利润的通行

证！这款入门级生产型宽幅面喷墨打印机，是

通往“高端印刷”殿堂的门票，有了它，可以

输出高品质图像，选用更多更广的承印材料，

提高生产力，拥有较低的采购成本，使得总体

运作成本降低。

• 产能达每小时458平方英尺（42.3平方米）。

• 可在更多的承印材料上打印，包括一些低成

本高价值的特殊性材料，同时还可以从LED

冷温固化技术中实现更多的利润。

• 混合两用型LED冷温固打印技术，

以较低的运营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减少油墨用量，降低能耗成本，以

及避免因卷材的安装和覆膜所产生

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而选择直接在

硬性材料上直接打印。

• 输出图像几乎逼真，效果可达

1200x600dpi，色彩饱和，过度

自然，同时，还具有真正的8级可

变墨滴灰阶打印功能，优化了油

墨的使用。

• 输出色彩明亮，匹配更多的品牌色彩，油墨

用量更少，并且使用四色（CMYK）灰阶技

术扩大了色域空间（相对于六色和八色技

术）。

• 采用行业领先的白墨打印技术（双通道白色

油墨），以及多层打印技术一次完成输出，

可用于利润更高的多种应用中，获得更大赢

利机遇。

EFI Digital 

StoreFront

  在当今全球竞争

激烈的格局下，扩大

业务范围可能是一

项挑战。EFI Digital 

StoreFront 是为您

的业务量身定制的多

用途电子商务平台，

让您即刻现身电子商

务时代。这一项网络

印刷和跨媒体营销解

决方案，是灵活且可

扩展的未来型投资，拥有扩大交易量、覆盖面

广以及与EFI其他解决方案一体化整合的特点，

可以生成无限数量的定制式网店，定制模版化

产品，处理可变数据印刷以及创建虚拟产品的

平台，最终实现在线作业提交与管理，在线付

款与审核。在您赢利于电子商务网络印刷的同

时，自动化整合您的业务流程。

@

跨媒体变得如此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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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专家即可
创建任务

通过社交媒体
开发潜在客户

社交

短信 直邮

电子邮件

网页

手机 客户关系

所有媒体均可实现
个性化配置

实现所有营销
活动的自动化

EFI 助力成功。
从Fiery到超宽幅喷墨打印，从每个低成本的标签到高度自动化的业务流程，EFI 提供助力于您

公司取得成功的所有要素。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efi.com 或拨打86 21 6319 0058。

全印展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是 EFI 的梦想之旅刚刚起航。EFI 将与
您共同携手，印制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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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 技术专家的技巧与诀窍

  在转印纸或直接在纤维上进行打印的同时进行热升

华色彩牢度，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如果在完成整个打

印过程之后，在印刷物上发现细小白色裂纹，会令人

感到十分失望和沮丧，甚至是难以接受的。工作流程中

不仅包括了纸张、织物、油墨、打印机、热压等诸多因

素，甚至还包括了软件和配置。这很容易让人不知所

措，或者匆忙做出假设。

  为了保证从纤维的两面都能看到图像(透印)，就需要

进行直接打印以及涂层。涂层的应用是为了控制吸附速

率，使液体具有这种在纤维面料上自由流动的特性。如

果您使用转印纸时发现了“开裂”现象，请联系您的丝

网供应商，咨询您所使用的织物的无涂层产品。

  织物本身的涂层经常会使旗形或开放编织织物表面

产生裂纹现象。在热升华之后，油墨融化于聚酯纤维，

渗入丝网涂层的下方。热升华后折叠或挤压纤维，会引

起表面涂层伸展，产生白线或开裂。升华工艺后直接强

行处理印刷品，通常会产生这种效果。

  热升华打印会将丝网的涂层洗掉，而用水冲洗几乎

会将涂层完全洗掉。但是，在织物升华工艺中再添加一

道工艺通常又不具有可行性。在大部分情况下，应用于

户外的、裸露于风雨光照等条件下的涂层丝网则完全可

以接受。

  在深度涂层织物表面，单色区域会使开裂现象更理

想。经常使用的图片或照片效果也会更好。涂层较浅的

织物开裂也会更少。

  对于很多消费者而言，直接使用织物打印创造“透

印”效果的产品，制造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对图片、织

物和终端应用之间差异的考虑，是十分重要的。

在进行生产之前，需要问几个问题：

1. 晒图的展示地点是哪里？

2. 材料将使用哪种制图类型？

3. 会需要经受外部天气等条件吗？

4. 晒图需要什么质量以实现“透印”应用？

5. 这种应用使用哪种丝网最好？

6. 晒图需要什么质量以实现“远看”应用？

  使用织物打印和热升华，要求非常高，尤其是还具

有如此之多的应用供选择。联系材料供应商，告知您的

最终应用，能够帮助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选择合适

的工具非常关键—多测试几种材料，寻找最适合最终应

用的材料。

根据最终用途的预期性能，t来选择一种工艺。

此处描画的旗帜材料使用 

“中等”涂层。用手揉织

物，会产生出皱纹和开裂。

这个例子是一款“稍重”涂

层的旗帜材料，其光泽度更

高，您可以看到更多的皱纹

和开裂。

这是经温和洗涤剂清洗后的

同款稍重涂层旗帜材料。织

物更松软、平展，消除了皱

纹和开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