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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 
EFI中国的全新启航

2015年 6月 24日，美国 EFI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Guy Gecht接受了著

名杂志 AD & SIGN（《广告标示》的独家采访。

近日，美国 EFI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Guy Gecht再次访华之际，本刊有幸

采访到他，与我们分享 EFI即将在中国展开的一系列大动作。  

AD & SIGN: 听说您在 EFI已经将近二十年了，是什么吸引了您植根同一家

企业这么长时间？  

Guy Gecht: 第一，是因为这个行业充满了创造性；其次，大部分客户都是

家族性企业，他们面临着很大的竞争，EFI很关注他们的成长，与他们一同

度过难关；第三，EFI的员工，他们的努力让我很钦佩，很感谢我们团队努

力的工作和付出。   

EFI 上海 • 2016年 1月 7日 • 迎新年夜饭合影 EFI 佛山 • 2016年 1月 12日 • 迎新年夜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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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 SIGN: EFI接下来进一步的扩张过程中必然会招募

更多的人才，您认为 EFI有哪些优势可以吸引到优秀人才加

入你们的团队？ 

Guy Gecht: 众所周知，EFI是一家拥有独特文化的企业，

在业内的知名度毋庸置疑。这些年来，我们不像其他很多

公司那样缩减预算，相反地，我们在不断地加大投资，不断

地扩张，相信这也是吸引人才的一大因素。EFI涉及业务的

领域广泛，涉及和所有图像有关的业务和行业，因此吸引了

很多图像领域的专业人才既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原先的技术

或行业背景，又可以拓展自己的职业发展。  

AD & SIGN: EFI近两年在中国加大了不少的投资，比如新

增了不少人员，并且增加了上海广印展的参展面积，请问，

接下去将会在哪些方面继续增加投资？ 

Guy Gecht: 接下来，我们计划投资 1百万美金用于建设

一个全新的展示中心，预计三个月后就将启用，届时将会增

加更多的员工，而在售后服务方面也将加大投资。在我们

大中华区总经理李茉莉的带领之下，EFI中国将更大程度

地发挥本土化优势，进一步扩展 EFI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为

中国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AD & SIGN: 去年 EFI任命了李茉莉女士作为中国区的总

经理，是不是意味着 EFI对中国市场更加重视了？这之后

有何具体的战略举措么？ 

Guy Gecht: 是的，我们非常重视中国市场。从经济角度来

看，中国如今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市场，这

里有很多机会。具体的战略我不便透露太多，但可以肯定的

是，我们将更多地关注收购项目，并且在销后服务方面进行

更大的投入。  

AD & SIGN: EFI在中国成立新的分公司后，对 EFI将带来

哪些变化，为客户带来的最大益处是什么？  

Guy Gecht: 毫无疑问，分公司成立之后一方面将得到美

国总公司更大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能得到更多中国本土化

的支持，比如作为代表处，原先无法直接进口美国的一些

配件，但分公司成立后，这些问题都将得以解决，客户也将

得到更快捷的售后服务响应。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把办公室、

展厅、研发中心三者都合并在一起，面积将比原先扩大两倍，

这样一来，在给客户提供服务支持的时候，我们就能提供

更完整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客户能够跟着 EFI的发展而

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AD & SIGN: 这些年 EFI收购了不少软件公司，请问一下今

年在收购方面有何打算？有没有计划收购中国的公司？  

Guy Gecht: EFI能够一直投资新的公司，增加人员和产品，

得益于 EFI有着足够的现金流。今年截止目前，我们还没有

新的收购项目，但确实在酝酿一些新的收购计划，一旦完

成了收购项目，我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发布给媒体。  

AD & SIGN: 最开始的时候各大厂商都主推 UV平板机，而

这两年看到越来越多的 UV卷对卷设备推向市场，您怎么

看中国的软标识市场？能否分享一下您对 UV印刷技术未

来发展方向的看法？ 

Guy Gecht: 从这几年 EFI卷对卷设备和墨水的销售情况

看，客户的需求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借此获得了更多的业

务。EFI独有的 LED冷温固化技术能够承印更多的材料，

帮助用户实现更多样化的应用，大大提升竞争力。至今，这

种搭载了 LED技术的 EFI设备在全球已经成功销售了超

过 500台。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正处在传统向数字

化转变的快速通道中，中国用户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很高。

UV印刷今后在展示类广告方面的市场机会很多。 

AD & SIGN: EFI的解决方案从服务器和控制器、UV墨水、

远程访问解决方案、喷墨打印机、标签印刷、自助服务的支

付系统、远程色彩匹配、陶瓷印刷、移动办公到云打印软件，

是什么让这么多不同的技术在 EFI的大家庭中和谐共存并

且呈现出多样化的解决方案？   

Guy Gecht: 正如 Apple推出的 Eco-system让很多人

习惯于将手机、电脑、平板等设备形成一个系统，EFI也拥

有我们的 Eco-system，将印前、印中、印后各个阶段的软

硬件产品串成一个系统，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就

Fiery而言，它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 95%，这也会帮

助 EFI的其他产品共同成长。大部分公司都会单单注重软

件方面或者仅仅注重设备方面，EFI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

一家能够提供软硬件一条龙服务的供应商，而在所有产品

的共同配合之下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蓄势，深耕，超越⋯⋯相信分公司的成功建立、全新展厅的

投入使用以及战略搬迁的顺利实施对每个 EFI人来说都将

意义非凡，而我们也期待着看到一个全新的 EFI中国华丽

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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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加州弗里蒙特市，2016年 1月 29日 – 

作为向亚太区客户兑现一项重要的承诺，EFI宣布，

EFI将亚太区总部由原来的新加坡转设于上海，全

新办公楼正式开业。座落于上海闵行区，拥有大于

之前两倍面积的亚太区总部，是 EFI集区域性销售

和行政于一体。它还拥有一个全新的高新技术客户

体验中心，向客户提供行业领先的，集 EFI高生产

和高品质的喷墨打印机，一体化 MIS/ERP工作流

程，网络印刷和 Fiery数字化生产的打印服务器以

及相关软件产品的现场演示。

  作为全球最有活力城市之一的上海，以高新技

术为设计背景的全新办公场所，向访问的客户提供

高价值的现场演示体验。

EFI 持续增加在 
中国的投资 
在上海设立亚太区总部和高新技术 
客户体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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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新的办公场所，不仅进一步加强

EFI的品牌呈现，而且为将来与客户面对面的沟

通和互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EFI亚太区副

总裁 Stephen Green说道，“同时，它也为我们

的员工提供了非常棒的工作环境，我们可以在

这里与 EFI 全球的办公场所一起竭力为客户提

供最优质的服务。”

在一个动态市场环境下， 
全力支持客户的发展

  全新设立上海作为亚太区总部是 EFI为了

全力支持使用 EFI产品的客户能更获得更大的

商业成功。公司还分别在亚太区的日本，澳大利亚，

新西兰以及印度设有办公地点，并且不断向社会

招募技术服务，销售以及产品研发人员，以增加

亚太区内的人才储备。

  除了服务于整个亚太区域以外，新办公地点

直接支持在中国不断发展业务的客户群体，根据

行业协会 NPES和印刷业研究组织的报告，中国

不仅是一个很安全和平的国家，并且将会于 2017

年成为全球印刷技术发展最快的市场。

  中国也同样成为 EFI全球范围内发展最快的

重要国家之一，特别 Cretaprint的瓷砖喷墨打印

机、打印服务器和墨水。而 EFI Reggiani纺织印

花喷墨打印机以及 VUTEk超宽幅喷墨印刷机同

样有非常强大的成长空间。目前，公司正向中国

市场隆重推出一款拥有 LED 冷温固化技术的卷

对卷打印机，它具有更广的介质处理能力和高价

值的应用。

  全新开业的 EFI亚太区总部和高新技术客

户体验中心座落于上海市闵行区陈行公路 2388

号，浦江高新科技广场，9栋的 6楼和 1楼，邮编

201114。EFI将会于 2016年 3月 8日初举办开

业大典。更多关于 EFI中国地区乃至亚太区的产

品和服务信息，请访问 www.efi.com/zh-cn 或 

www.efi.com。

“我们全新的办公场所，不仅进一步加强 EFI的品

牌呈现，而且为将来与客户面对面的沟通和互动提

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我们可以在这里与 EFI全

球的办公场所一起竭力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 EFI亚太区副总裁 Stephen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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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面向全球火力全开
收购脚步不停歇

  EFI在不断刷新世界对它的认知。它是世界著

名的数码打印软件 RIP的解决方案开发商之一，在

网络打印的图像解决方案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占据全球 80%的彩色输出服务器市场，主要生产

彩色和黑白的打印控制器。继成功收购 VUTEk

后，EFI在全球大幅面喷墨打印市场中占据了重

要位置，成为全球工业喷绘行业巨头。2013年，

EFI收购西班牙的 Cretaprint公司，成立了 EFI 

Cretaprint中国公司，迅速成长为陶瓷喷绘打印

专家，成为位居中国陶瓷领域销售量榜首的进口

设备供应商。

  今年，EFI先后收购了意大利的 Reggiani 

Machine公司、以色列的 Matan Digital Printer

公司以及美国的 Corrugated Technologies公

司，使 EFI成功进军纺织业数字打印领域以及瓦

楞包装行业，并拓展了 EFI的喷墨打印产品线与

技术平台。至此，EFI不仅拥有了全球大幅面喷墨

打印领域最全最强大的产品线，还拥有了更丰富

的软件产品线。

  助力客户获得成功就是EFI一直在努力的目标。

EFI致力于不断地向中小型企业推出全新的商业模

式，提供给他们更新更全面的技术以及解决方案，

使他们获得更高的利润。于是，扩充自己的实力以

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更新的产品、更好的服务和更多

的技术支持，成为 EFI收购公司最大的动力。

  Reggiani Machine公司，在纺织品行业中数

字印刷行业有着引领性的作用，拥有用于服装和

家庭装饰纺织品的高质量打印机，其综合产品系

列涵盖公司以最初的网面印花技术到行业最先进

的喷墨纺织打印机和墨水。Reggiani也与多家全

球领先的纺织品制造商建立了合作关系，致力于

提供综合性产品，包括以其领先的数字喷墨纺织

打印机为中心的各阶段纺织印刷工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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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an Digital Printer公司，在应用具有挑

战性的多种工业应用的数字打印机和印刷机方面

已经拥有十几年的历史。该公司的数字工业喷墨

打印机具有高产量、高品质、持久耐用等特点，同

时保持高性价比的运作成本。Matan专注于卷到

卷的工作流程，并发展成为行业中材料处理技术

（如直线切割和一般切割）中最强劲的供应商之一。

  Corrugated Technologies公司在瓦楞包装

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折叠纸盒、标签和贴标、

软包装领域占据全球领导地位。此次Corrugated 

Technologies公司的技术融入，使 EFI在瓦楞纸

箱包装软件，使 EFI不断推陈出新的软件解决方案

更加完善。EFI的强大软件解决方案终极目标就是

提供给客户一个完整的产品组合，驱动他们的业

务和生产工作流程，助力他们获得更大的成功。

  EFI用大举全面收购行动告诉我们，市场的需

求，就是 EFI努力拓展的方向。即使整个行业低迷，

即使行业内竞争异常激烈，EFI不会放慢发展脚步，

战在行业最前沿，面向全球，火力全开。希望 EFI

经过整合这三家公司的前沿技术，能够为市场带

来更全更强的大幅面喷墨打印及软件服务，让我

们拭目以待！

EFI Reggiani PRO 180

EFI UV 8QW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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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
高稳定性，
一如既往
— EFI 向中国开展卷对卷 LED

喷墨生产级新系列打印机的直

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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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2015年 10月29日，总部位于美国硅谷，

拥有印刷技术背景的 EFI宣布，在中国开启全新系

列产品的直销业务，其中包括卷对卷 LED 宽幅面

和超宽幅的喷墨生产级打印机。

  由 EFI直接管理的全新系列卷对卷 LED 宽幅

面和超宽幅打印机的销售，是为了满足中国市场对

可靠性、环保性、高产能的宽幅和超宽幅打印机的

需求。“ 广告标识和图像展示行业在中国一直都处

于增长阶段，还未完全挖掘其潜力，中国市场需要

全球一流的解决方案和经济的运作成本。”EFI的

CEO Guy Gecht说道，“我们有理由 EFI在高品

质和可靠性方面足以加速 EFI成为全球市场最重

要的设备生产商之一。”

  EFI全新系列喷墨解决方案产品线，将有助于

全球印刷公司进行海量生产和实现高品质的输出

效果。EFI是全球宽幅和超宽幅最大的打印机生产

商之一，制造和生产 UV LED喷墨打印机和油墨。

EFI 全新系列产品包括创新型卷对卷 LED喷墨打

印机，与竞争对手相比，拥有更低的整体成本。

  作为 EFI全系列产品的一员，EFI 全新系列打

印机会获得 EFI网络化的远程服务，并直接提供相

关的技术咨询以及培训。EFI 在中国使用全新系列

的卷对卷 LED喷墨打印机的客户将会获得由 EFI

上海公司直接提供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和相关的

培训。

多元化承印材质的处理，

有效节能的 LED喷墨技术

  EFI 全新系列打印机拥有先进的

卷对卷打印技术，目前已成为行业中材

料处理最强的设备，例如在线印后裁切，

包括横切和竖切。EFI 全新系列卷对卷

打印技术还有一项减少材料浪费，拥有

向用户提供精确到厘米的印后裁切成

卷的功能。

  EFI 全新系列打印机，EFI 宽幅打

印机和 VUTEk 的产品线都是生产级

拥有冷温 LED固化技术的打印机。

LED喷墨打印机的绿色环保性，更适

于中国对环保有要求的数以万计的印

刷公司和终端买家，它不会产生 VOC

的污染，并且相对于其他印刷方式，它

耗能更少。相比传统 UV打印方式或

Latex固化干燥方式，LED喷墨打印机

的“冷温固化”的处理技术更适用于簿

型材料和不耐热材料。除此以外，节省能

耗成本，这一性能可以为用户提供另一

项选择，打印在更薄更轻便的材料

上，不仅节能而且便于运输。

  在中国 EFI的技术服

务，同样也是支持所有 EFI

的全线产品，包括引领行业

的 Fiery数字化前端

(DFEs)和 EFI网络印

刷的生产套件以及

企业 MIS/ERP 软件

和生产流程软件。结

合数字化前端、数字

打印机和工作流程软

件来建立高效的，端到端的生产环境，印刷公

司因此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减少浪费，降低人

工误差并且提升生产力。

  更多关于 EFI的产品信息，请访问www.

ef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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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的超越，都会在心中升起一种敬佩和感

动。乐得仕软木砖，它将绿色环保贯穿于原材料的采

集，生产成品全过程，个性化印制环节以及日后的生

活使用过程，环环相扣，处处体现了对人文的关怀，

对地球的关爱。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取之有道，互生

共荣，这一种对自然超越生命的尊重，让我们肃然起

敬，并为之感动！  

剥皮不死的神奇之树

  软木其实不是木材，而是生长在我国秦岭地区

和地中海沿岸的一种栓皮栎的树皮，这种树剥了皮

不仅不死，而且还可以再生。将树皮碾碎合成以后，

你会发现它的横截面是蜂窝状的结构，而不是常见

树皮的纤维，具有柔软的特性。

  而用这种材料做成的软木类地板在国外因其具

有环保、防潮、隔音、耐磨以及柔软的脚感等优势，

被称为会呼吸的亲肤地板。在国际市场上号称是“软

黄金地板”，价格上属于“地板中金字塔尖上的消费”。

技术超越，实现个性化定制 

  乐得仕独创的高科技数码印刷技术，攻克了国

际地板行业面层处理难题，通过将实木、大理石、瓷

砖、地毯的纹理或不同图案，复制到软木表面，实现

软木产品的个性化定制，也成为软木发展史上的一

次重大技术变革。

  “数字印刷技术，引领了今天个性化定制软木

地板的变革。”拥有 15年行业经验的乐得仕总经理

刘宝宣告诉我们，“EFI的环保创新理念和 LED冷

温固技术满足了个性化软木地板的技术需求，LED

冷温固化，使得软木在打印过程中受热不高，不易

变型，而且节能，使得打印环节的生产成本要更低

于一般普通的打印方式。”刘总向我们解释道，“个

性化印刷技术在软木地板上研发，使得每位客户都

能参与到家庭装潢的地板设计中，让舒适的软木地

板，从此看到去更美观，更符合每一位消费者的真

正需求。”

  软木产品不仅体现在软木地板上，由于其舒适、

防潮、保温、隔音、耐磨、几乎为零甲醛释放，加上

现已实现的个性化印制，乐得仕成为将软木地板向

软木瓷砖、软木大理石、软木地毯、软木装饰背景

等更多衍生产品中去跨界的行业首创者和跨界者。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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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的环保创新理念和 LED冷温固技术满足了个性化软木地板的

技术需求，LED冷温固化，使得软木在打印过程中受热不高，不易

变型，而且节能，使得打印环节的生产成本要更低于一般普通的打

印方式。” 

— 乐得仕总经理 刘宝宣先生

稳定技术提升产能，

打造全亚洲最大软木生产基地

  乐得仕作为全亚洲最大的软木制品加工基地，

占地 150亩，真正实现了制造地板“不砍树，木材

资源零消耗”，找到了家庭与自然之间“和乐共生”

的相处方式，以“乐享软木，悦享生活”为其品牌理念，

带给客户一种环保的软木生活体验，而每使用一平

方米的软木砖意味着少砍一颗树木。

  乐得仕还专聘了专职产品设计师，以每天一款

新设计的速度迅速扩张，目前拥有 12个主题系列

1,000多种花色，以及相应的 40,000多种组合，以

满足不同客户对软木砖的个性化需求。

  “数字印刷工序作为软木产品加工过程的第

28道工序，稳定的生产技术是提升产能的第一要素”

刘总经理补充道，“目前 EFI VUTEk GS3250LX 

Pro高速的生产和持续稳定的输出品质，完全满足

工业化的产能需求，随着公司业务不断扩大，全线

产能的不断升级，将来 EFI VUTEk的数字化 LED 

UV平板喷墨打印机一定是我们的首选。”

  EFI全球首席执行官 Guy Gecht曾引用过孔

老夫子的一句话，”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它曾在

全球经济下滑时，鼓励过不少中小企业从逆境中掘

地而起。而作为座落于孔子故乡山东曲阜的乐得仕，

更是将不断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互联网时代，

它还是首家“互联网软木”工厂直销中心，允许客户

直接在网络平台上实现个性化定制，由工厂直接加

工生产，省去中间环节，让更多平常老百姓家庭享用

这地板中的“软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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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新市场 迎接新机遇
——访上海合印包装服务有限公司首席技术执行官戴吉农

“EFI Direct Smile是一个网页

模板营销软件，只要我们给出

所需的信息及筛选条件，它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动搭建个性

化网页，且数量可达千万级，错

误率几乎为零，并通过其系统内

的推送功能，将不同信息传递

给终端消费者，从而实现我们

所提出的‘千人千面’营销推送

方式。”

上海合印包装服务有限公司 

首席技术执行官戴吉农

  上海合印服务包装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世纪 90年代末，是一家集

传统印刷服务、印刷企业管理、品

牌营销、金融服务为一体的企业。

是集制版、印刷、后道、精品礼盒加

工、纸质瓦楞堆头、包装运输于一身

的综合性印刷包装服务厂商。合印

公司成员不足百人，公司也未设一台

印刷机，然而 2014年实现全年产值

9500万元，相当于一家有 6台对开

印刷设备印厂的全年最大产值，且目

前上海当地拥有 6台对开传统印刷

设备的企业已不足 10家。

  在印刷市场环境整体低迷的情

况下，合印是如何实现高产值的？接

下来就让我们与合印包装服务有限

公司首席技术执行官戴吉农先生一

起聊聊合印在印刷行业中的多种角

色转换所造就的产值“神话”。

合印的转型之路： 

由重资产向轻资产 

  合印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

主营传统印刷业务。据戴吉农介绍，“当

时的上海印刷行业还处于求大于供

的市场氛围，加之合印先进的管理理

念和过硬的技术，在短短几年间，业

务便上了轨道。”但这并不是合印的

最终目标，合印在成立之初，其管理

团队就已经深入考察过欧美等发达

国家的管理模式。在国外，很多行业

的职能模块都已经实现了外包，如 IT

部门、财务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由此，

合印提出了从重资产转型，向轻资产

进军的发展战略。2005年，合印开始

向印企管理者的身份转换，一方面稳

固原有客户的印刷生产业务，另一方

面搭建平台，寻求更多的印刷厂作为

生产供应商。谈及此，戴吉农表示，“这

个阶段，合印经历了一段阵痛期，印

刷品是非标准化的产品，我们在管理

以及质量管控方面做了很多探索。”

在此期间，合印在企业内部构建了“市

场资源管理平台”“采购管理平台”“分

销商管理平台”和“数据分析报表平台”。

这四大平台并行，让合印实现了通过

可视化的 ERP流程精准管理客户需

求及并管理印刷供应商的生产能力、

生产进度等，同时也为合印未来的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8年，随着合印在印刷管理

模式上的逐步成熟，合印开始切除原

有印刷厂的业务，完成了从印刷行业

的重资产经营方式向极具互联网思

维的平台化、印刷管理服务类企业

的轻资产经营方式转型。  

LINK-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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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平台的力量实现包装印刷与 

大数据营销的融合共通

  “印刷产业发展至今，产能过剩的

局面已经显现，从国外成功企业的经验

来看，平台化的发展将可以有效地利用

资源，帮助客户减少中间环节，从而获

得更大的盈利空间。”戴吉农如是说。

而在实际经营中，合印对于“帮助客户

减少中间环节”的理解又上升到了另一

个高度。无论是初创时期的合印，还是

成长、转型时期的合印，始终希望帮助

客户解决营销难点，与客户的赢利模式

紧紧困绑在一起。

  今年初， 合印与 EFI展开合作，

购入了亚太地区首款 EFI Cross Media

跨媒体营销软件 EFI Direct Smile，正

式向包装印刷互动营销进军。戴吉农介

绍道，“合印成立至今，已经积累了一批

优质的品牌客户，我们为其提供印刷外

包服务，在深度接触中，我们也发现了

他们在经营中的痛点——无法达到信

息透明化和个性化。”随后，戴吉农与

记者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某快消品

品牌商对一线城市的发货情况了如指

掌，但对于二三线城市，他们多都采取

分销商协助完成，这也就使得二三线城

市的供货信息不能清晰地呈现在品牌

商面前，于是他们采用了互动式营销方

式，在每一箱产品中，都放置了一份印

刷好的宣传单页，这份单页上不仅对产

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印有一个二维

码，二三线城市的小店店主可以通过扫

描二维码，迅速链接到该品牌的订货网

页端口，直接跳过分销商与该品牌无缝

沟通。在此方式下，品牌商除了能第一

时间掌握出货数量外，还对该店的所在

位置、所需产品型号及数量、订货周期

做出详尽的信息采集，进而有助于他们

减少供货环节、更好地管理市场。

  正是基于这一市场商机，近两年合

印借助原有的平台力量，推出新型的包

装印刷互动营销业务。戴吉农介绍道，“以

往二维码印刷主要是为了防伪、溯源，

但是，我们为客户提出了一整套的新型

营销方案，可以通过商品外包装上的二

维码实现互动式营销，即当终端消费者

购买了该产品，可直接扫描二维码参加

品牌商所推送的‘送红包’‘抽奖’等活动，

同时，合印通过一系列的网上行为抓取，

如消费者所在地、年龄、性别等基础信

息后，为他们推送个性化定制的广告内

容。”而 EFI Direct Smile跨媒体营销

软件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与以往二

维码营销手段不同，合印最令人惊艳的

是可以通过抓取消费者信息，提供“千

人千面”的网页模板。戴吉农补充道，“EFI 

Direct Smile是一个网页模板营销软

件，只要我们给出所需的信息及筛选条

件，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动搭建个

性化网页，且数量可达千万级，错误率

几乎为零，并通过其系统内的推送功能，

将不同信息传递给终端消费者，从而实

现我们所提出的‘千人千面’推送方式。”

  另据戴吉农介绍，虽然 EFI Direct 

Smile在国外企业中使用率已经非常高，

但在国内合印是第一家购买 EFI Cross 

Media跨媒体营销软件的印刷企业，

这也使得合印在 EFI Cross Media跨

媒体营销软件“汉化”的路上做出了不

少探索。EFI Direct Smile自带的推送

端口都是 Facebook、Twitter等国外

常用的社交软件，但这些软件在国内的

受众非常小。于是，戴吉农便带领合印

的技术团队进行软件的二次研发，到目

前为止，合印已经成功地将 EFI Direct 

Smile的推送端口与微信、微博、短信

相连接。戴吉农表示，“我们从拿到这

款软件之后，就在不断地进行二次研发，

未来，我们还将与百度地图、美图秀秀

等 App端口实现连接，不断拓宽现有

信息输送端口。”随后，戴吉农还透露，

未来合印的发展方向将不仅局限于平

面，其目前已经涉足HTML5的相关研

究领域，不久之后，合印将全面推出扫

描视频影像、三维产品等动态景象即可

实现的跨媒体互动营销方案。

  正如狄更斯所言；“ 这是最好的时

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互联网的出现

给印刷行业带来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

机遇。在合印看来，“最好的时代”正在

开始。印刷这个古老的行业在互联网的

冲击下，不但不会消失，还将会以全新

的角色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并承担互

联网方式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EFI Direct 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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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陈氏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准陈氏）是香港商业及广告印刷业的

知名企业，由成立时的丝印至目前全面数

码打印，离不开其对技术创新与高品质要

求的严谨经营理念。标准陈氏经过慎重

考虑后，在 2015年一次性购入两台 EFI 

VUTEk GS3250LX Pro LED UV 打印机，

以填补商业印刷生产线的空白。EFI的设

备拥有怎样的优势，吸引了陈浩基先生并

进行了投资？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标准

陈氏，与陈先生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多角度审慎考虑，

选中 EFI 设备

  标准陈氏由陈浩基先生父亲陈振荣

先生于 1966年创立，最初以制作指示牌

为主，后来发展至丝印业务，于 1970 年

曾成为日本大坂世界博览会香港馆官方

指定的指示牌制作及丝印公司，在香港

以至国际的丝印业均为佼佼者。陈振荣

先生更首创了世界第一张大型四色灯箱

海报，并承包了香港地铁公司的指示牌

及海报制作；早于 90 年代中期，标准陈

氏洞识市场前景，开始迈向印刷数码化

生产。

  从其发展历程来看，标准陈氏不

畏市场变迁，勇于创新，敢于研发新技

术，可见其对印刷技术及印刷品质的无

尽追求。陈浩基先生坦言，这次标准陈

氏大手笔地同时购入两台 EFI VUTEk 

GS3250LX Pro，是经过详细及慎密的考

量，从技术层面、应用范畴、环保性能等

角度著手，认真评估了这台设备各方面的

表现，才敲定这次投资。  

EFI 携手标准陈氏迈向 
    环保多元物料商业打印

EFI 研发了 LED 冷温固化技术，

不单具备 LED 特有的节能环保特

性，其延伸的冷温固化技术，更是

数码打印技术发展的里程碑式突

破，可在热敏感物料、回收物料和

薄物料上打印，如 PVC 等；更不

会造成物料翘曲或打印头损坏的

情况，让标准陈氏可以进行商业

印刷物料上的创新，展现各式各

样的印刷效果。  

— 标准陈氏总经理陈浩基先生

陈浩基先生（右）与 EFI销售发展经理 
姚玮伦先生（左）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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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冷温固化 LED 技术

减少能耗，扩阔应用 

  EFI VUTEk GS3250LX Pro 配 备

多项创新技术，陈浩基先生对冷温固化 

LED 技术称赞不已：“传统数码打印机配

备的 UV 灯大部分都无法避免过热问题，

无法印刷薄身而热敏感物料；而 EFI 研发

了 LED 冷温固化技术，不单具备 LED 特

有的节能环保特性，冷温固化技术，更是

数码打印技术发展的里程碑式突破，可

在热敏感物料、回收物料和薄物料上打印，

如 PVC 等；更不会造成物料翘曲或打印

头损坏的情况，让标准陈氏可以进行商

业印刷物料上的创新，展现各式各样的

印刷效果。” 

高品质软硬件搭配

完美发挥 EFI卓越性能 

  EFI VUTEk GS3250LX Pro 尚配有

独家墨水配方，是业界罕见的无 VOC 排

放与无味的墨水，非常环保。标准陈氏关

注绿色生产，顺应社会及业界可持续发

展的趋势，设备是否符合环保生产亦是

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除了採用环保墨

水外，EFI VUTEk GS3250LX Pro 还拥

有能耗低、产生废物少等优点，能助用户

降低生产成本。

  EFI VUTEk GS3250LX Pro 的生产

速度、稳定性及可靠性亦令人惊叹，每小

时可处理多达60 块1.2 米 X 2.4 米纸板，

更可连续移转及进行 24小时印刷。EFI 

体贴用户所需，在设计上平衡印刷品质与

印刷速度，能够做到几乎不降低图像表

现，却能达到设备大量生产时的速度；用

户亦可根据业务性质，灵活调整印刷品

质与速度。此外，这设备的製造材料坚固，

部件的稳定性极高，较少出现损坏停机

的情况。

除了硬件上的优越，EFI 的软件亦享誉

业界，更是众多数码印刷设备品牌的首

选软件。EFI VUTEk GS3250LX Pro 可

通过 JDF 连通性无缝集成 EFI 网络打

印，以及其 MIS ／ ERP 解决方案，优化

业务流程；Fiery proServer 亦可提高色

彩品质和提升打样质量，最终提升生产

力和效率；Fiery® XF RIP 软件则能与 

VUTEk 系统进行双向通信，提供每件打

印工作的审计讯息。

  软硬件的完美配合使得设备的操作

更简单快捷，标准陈氏的员工基本上稍为

了解，便可以轻易掌握操作方法。同时，

在实际生产时，EFI VUTEk GS3250LX 

Pro 更可快速转换柔性或硬性承印物料，

降低不同性质工作的间隔时间，加快生

产流程及实现多样化生产。

快速专业服务

赢得用户信赖 

  EFI 的客户服务备受标淮陈氏推崇。

印刷企业除了着重生产设备的功能性外，

还重视配套的客户服务，只有提供完善

的售后维护才能真正赢得用户的信任。

EFI 拥有充足的专业技术人员安装及调

试设备，他们更会因应不同客户的业务性

质而调整墨水方案，以及对应不同物料

设置的色彩管理系统，帮助标淮陈氏进

一步减少墨水的使用量，并让产品达到

最佳的视觉效果；更会重覆检测设备的

稳定性，直至用户满意。用户如有任何疑

问，亦能快速回应及跟进维修。这种专业

的表现让陈浩基先生高度赞赏，并最终

下定决心，选择购入 EFI 的设备。  

香港市场要求即时回应

生产设备宜优化流程 

  最后，陈浩基先生表示香港虽为弹

丸之地，但其商业印刷市场却极为蓬勃，

客户要求甚高，不单追求更高的图像表现，

还期望生产符合环保原则，降低 VOC 排

放量，减少能耗、废料，同时亦因为终端

市场产品愈趋多样化，在宣传推广以至商

业印刷都要求更快的反应速度。为此，陈

浩基先生称赞 EFI 设备不单是数码打印

领域的环保技术先行者，还在印刷质量

与生产效率上精益求精，在功能方面已臻

行业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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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1月 9日，山东陶瓷总部基地（淄博）

陶配中心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陶瓷喷墨行业技术

交流会。大会以“创新与突破”为主题，面向中国市场，

让在座的 150多名观众共同见证了 EFI“创新”技

术带来的魔法之魅力。

  EFI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硅谷，拥有超过 3000

名员工，每年将20%的收入作为研发投资于“创新”

技术。特别是本次技术交流活动也得到了 EFI快达

平总部的高度重视，EFI快达平产品全球产品经理

Jose Luis Ramon Moreno 亲临活动现场，他在

会议中强调，“EFI是全球技术型公司，一直以来致

力于全球模拟印刷向数字印刷的转型。我们致力

于用我们的创新产品为提升客户的核心竞争力和

生产力，使他们大获成功。”他还表示，“EFI不仅

在广告标识，包装印刷，纺织印花，陶瓷印刷以及

使用不同的打印机实现个性化的文档处理，还是

全球最大的油墨生产商之一，生产数字化前端以

及对复杂的企业内部流程与生产流程实现无缝对

接处理。”

  EFI快达平的陶瓷油墨研发经理 Fernando 

Javier Tomas Badenes 也来到山东陶瓷总部，在

技术上为大家讲述了新一代 EFI陶瓷喷墨打印产

品组合的行业应用及优势。他强调，“一个高效的

业务体系离不开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EFI向业

界提供的不仅是一台陶瓷喷墨打印机，更是整套

创新与突破
EFI携手汇成科技举办陶瓷喷墨行业技术交流会 
获得圆满成功

“我们致力于用我们的创新产品为提升客户的核
心竞争力和生产力，使他们大获成功。”

— EFI快达平产品全球产品经理 
Jose Luis Ramon Mor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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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包括数字化前端 Fiery proSever，

既实现对画面的 RIP处理，也可以对色彩进

行精确管理。这样，还简化了原先要通过烧窑

才能完成的新品测试，现在只要通过 Fiery 色

彩管理，将打印在纸上的新品设计样稿与最

后瓷砖成品在色彩上达到一致性。另外，EFI

也是全球 UV油墨最大的生产商，EFI快达平

的全新油墨借助 EFI油墨研发团队的优势，

在节省油墨的原则下，为客户带来更高的利润。

目前全新 EFI快达平陶瓷油墨已经广泛应用

于中国、印度、土耳其、意大利、马来西亚、巴

西、波兰和西班牙等多个国家，并普遍获得高

度好评。

  EFI快达平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数字化

前端服务器、打印机以及油墨和色彩管理软件，

共同为客户带来高品质的画面，可靠的稳定性

以及最大的盈利利润。EFI快达平中国区销售

总监官淑慧，在会议中带领大家再次回顾了

2015意大利博洛尼亚展的展会盛况，了解全

球陶瓷流行新趋势和新动向。

  全会场让在座听众最能认真笔记的环节

莫过于 EFI快达平技术服务部经理关智行的

经验分享。从喷墨打印头特性的介绍到维修

保养的重要性，再到维修保养的要点⋯⋯在

座的听众直呼过隐，收益非浅。

  最后，Jose Luis Ramon Moreno以 EFI

全球总裁 Guy Gecht的一句话总结了今天的

活动，“机会之窗不会固定不变，只要你能跟

上创新的步伐去发现改变，跟着改变，你就成

为行业的领跑者！”

  “创新与突破”一直以来都是 EFI和汇成

科技想带给客户一种理念，今天借此机会，将

这一理念层层分解，从产品到技术，从行业趋

势到核心竞争优势，最终要达到的就是为了让

客户获得成功。这是 EFI的使命。

Jose Luis Ramon 

Moreno, EFI 快达
平全球产品经理

Fernando Javier 

Tomas Badenes, 

EFI 陶瓷喷墨墨水 

研发经理 

官淑慧 ,  

EFI 快达平中国区
销售总监

关智行 ,

EFI 快达平中国区
技术服务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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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与 EFI携手缔造
瓷砖行业金品牌

实力企业，高要求挑选高品质

  广东唯美集团是一家主营建筑卫生

陶瓷制造、房地产开发、酒店业等的大型

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旗下拥有“马可

波罗瓷砖”和“唯美 L&D陶瓷”两大品

牌，其中“马可波罗瓷砖”品牌价值高达

84.55亿，位列建陶行业第一位。作为国

内最早品牌化、产品系列最全最大的建

陶品牌，马可波罗是多家设计院的战略合

作品牌及奥运亚运世博会等大型工程建

设的主要建材供应商。

  作为瓷砖生产的龙头企业，马可波

罗在瓷砖生产技术流程方面一直在不断

攀登新的高峰，如何更好地完善生产流

程以及追求更好的品质是其一直在努力

的方向及目标。在进行了反复考量之后，

马可波罗选择了与 EFI合作，不仅在多个

厂区均配备了 EFI Fiery XF proServer色

彩管理系统，更是选择了 EFI Cretaprint

瓷砖喷墨打印机进行大部分新产品的生

产。EFI的产品究竟拥有怎样的魅力才赢

得了马可波罗如此的信任呢？就让我们

走进马可波罗，一起倾听马可波罗的声音，

了解马可波罗了解 EFI。

性能出众的EFI Fiery XF proServer

色彩管理系统

  马可波罗是国内陶瓷行业第一家使

用 EFI Fiery色彩管理系统的企业。唯

美陶瓷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肖惠银女士回

忆道：最初选择与 EFI合作，是因为喷墨

印刷机在瓷砖行业的推广。马可波罗一直

在寻找能减轻生产负担的方法。而 EFI 

Fiery XF proServer色彩管理系统使用

纸质打样来代替传统样品砖打样，极大

“通过 EFI Fiery色彩管理软件，可

将花纹图案打印在纸张上进行确认，

不仅节约了原本在样品砖上进行色

彩调试所耗费的成本及时间，同时

也减少了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不稳

定性。去年我们开始尝试这一新的

打样流程，并从中尝到了甜头，现在

我们在江西厂区、总部厂区都在使

用 EFI Fiery XF proSever，全面提

升我们的生产效率。”

唯美陶瓷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肖惠银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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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减少研发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对此，

肖女士与我们分享了一个案例：“14年我

们研发一套名为“巴洛克”的系列，该系

列是将巴洛克地毯花纹打印在瓷砖上，

这需要将整块的花纹切割成很多块，也

就是每块瓷砖的花色都是不同的，这本

身就是一个难题；第二个难题是我们需

要在 15 天内完成 15 款的品种，这么大

的工作量，如果按我们以往的工作流程，

根本是无法实现的。而通过 EFI Fiery XF 

proServer色彩管理系统，我们能直接在

图纸上进行色彩调整及确认，再进行砖

样打印，做出来的成品与图纸相差无几，

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我们很快完

成了任务。”

  据肖女士介绍“近几年建材市场越

来越低迷，为了赢得市场，马可波罗不断

推陈出新，生产线甚至需要每天转换一

个新品种，这对于分厂的设计人员来说

是难以完成的任务。而使用 EFI Fiery XF 

proServer色彩管理系统之后，我们能

减少色彩调试以及生产中的不稳定性，

不仅节约成本，还提高了效率，使新产品

能够更快地投入到批量生产中。我们最

早是在清远厂区全面推广 EFI Fiery XF 

proServer色彩管理系统，并从中尝到了

甜头。如今在江西甚至总部厂区都在进

行全面推广使用，感谢 EFI带给我们如

此强大的技术支持。”

性能卓越的 EFI Cretaprint瓷砖喷

墨打印机

  在谈到 EFI Cretaprint喷墨打印机

时，马可波罗技术部总经理卢锦忠先生

说道：“由于马可波罗瓷砖生产的高要求，

在选择采购新设备的时候考虑良多，其

中最主要的还是以下三个方面：设备的稳

定性；打印系统对图案逼真、细腻度的表

现；以及拥有智能化的流程软件。EFI的

设备不仅达到了我们的要求，甚至做得

更好。”谈及此，卢先生不由感慨：“EFI 

Cretaprint喷墨打印机在保证打印色彩

及画质的同时，生产速度令人惊叹。”传

统的产品开发，从制作炉具到出最后的成

品，生产一个产品往往需要两个月左右，

耗时很长。自从使用 EFI Cretaprint 喷

墨打印机之后，基本上开发一个产品仅需

一周左右，大大节省开发时间。效率得到

大幅提升。从生产速度上讲，在生产线上

使用喷墨打印，从一个产品转换到另一

个产品的过渡时间不到一分钟。假如是

传统流程，需要换釉、换瓦、换轨，会耗

费相当长的时间。

强强联手，高品质缔

造金品牌

  得益于 EFI设备的

高性能，马可波罗的产

品得到了升级：成品的

细腻度以及图像表现的

层次超越了传统生产所

能表现出来的；开发周期大幅缩短，使

得设计及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如今，马可

波罗的新产品大部分（特殊产品除外）

都使用 EFI数码喷墨设备进行生产。对

此，卢先生称赞道：“我们对 EFI的设备

十分放心。”

  2015年 11月末，马可波罗举办了

2016年瓷砖新品发布会，隆重推出了马

可波罗真石、马可波罗 1295、马可波罗中

国印象三大系列。相信这些使用通体喷

墨技术生产的新产品定将引领 2016瓷

砖新潮流！

“由于马可波罗瓷砖生产的高要求，

在选择采购新设备的时候考虑良多，

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以下三个方面：设

备的稳定性；打印系统对图案逼真、

细腻度的表现；以及拥有智能化的

流程软件。EFI的设备不仅达到了我

们的要求，甚至做得更好。”

马可波罗技术部 

总经理卢锦忠先生

19



EFI —  
领航 2015印度印刷展

  印度印刷展于 2015年 12月 12日

在印度孟买圆满落幕，此次是 EFI首次

参加印度印刷展。作为印刷及相关领域

的领军企业，EFI一直在扩大自己的业务

范围。目前，EFI在宽幅印刷、图形艺术

解决方案、校样、印刷管理、生产印刷、

网络印刷解决方案、企业移动印刷以及

自助服务与支付系统都处于领先地位。

  EFI执行总裁 Guy Gecht在 1995年

加入该公司，随后在推进公司发展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领导发布了该公司的首

个印刷工作流软件。在Gecht的领导下，

EFI将其工作重点从办公印刷（100%的

业务来自于原始设备制造商）转为业务成

长领域中的数位印刷，有大约三分之二的

业务直接或间接通过经销商售出。然而与

部分其他重要参与者不同的是，当 Gecht

谈到 EFI如何认识到其成功之时，这种成

功并非意外之惊喜。全球印刷业，如在印度，

主要由众多小型企业组成，其中很大比例

为家族式经营的企业。EFI一直尽心尽力

地持续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

  该公司对这些小企业的付出获得了

成效。EFI在过去四年里平均每年业务增

长 12%，根据往期数据预计将在 2016年

达成十亿美元收入的目标。这对于一家

于 1989年建立的企业来说绝非易事。其

创始人 Efram Arazi于 1988年从 Scitex

辞去总裁职务之后，创立了 EFI公司，之

后的每一年都见证了 EFI成长。例如，EFI

旗舰产品 Fiery server于 1991年首次

发行，1994年，《财富杂志》将 EFI评为

全球成长最快的公司。EFI已与所有主要

数字生产印刷公司建立了合作业务，例如

Fuji Xerox、Canon、Konica Minolta、

Kodak以及 Ricoh，以及少数未来可能

进入该领域的企业，例如 Oki、Kyocera

以及夏普。随着印刷业不断从模拟型转

变为数字化，EFI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可以看到，EFI将强力占据传统业务

领域以及印刷公司已开始倾向的重点领

域，例如包装、标签、标牌标识、纺织以

及一些还未考虑到的领域。

  今年 7月，EFI发行了新一代数字化

前端（DFE）Fiery，该产品解决了使用扩

展的色彩范围进行更快速处理及更高效

印刷的需求。

  EFI Fiery FS200 Pro可进行更加高

速的处理并可扩展至 CMYK+色彩工具，

同时拥有 Fiery独有的众多新性能，为其

在印刷业务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优势。EFI 

Fiery总经理 Toby Weiss说到，“作为

行业内唯一获得 CIP4认证的 JDF DFE，

Fiery操作平台可与其他以 JDF为基础的

装置进行无缝连接，为印刷店提供稳定性

能，实现自动化与连通性。”“另外，用户

可与 EFI市场领先的MIS/ERP及网络印

刷产品建立全自动的双向交流与一体化。”

  Fiery DFE 使 用 EFI 独有的 特定

用途集成电路（ASIC）进行供电并具

备 Rip-Chip技术，与其他 DFE相比，

印刷文件处理速度明显快于其他 DFE。

“CMYK+打开了通往众多喷墨印刷技

术的大门，可合并五种、六种或八种颜色

的图像处理，”Toby说，“印刷企业可

在数字印刷上实现更准确的匹配广阔范

围的品牌色彩，提供扩展的调色成像能

力。”Weiss称，该软件通过 EFI的 Fiery 

HyperRip增加了在高端服务器上的性能

优势。“HyperRip对模式进行了优化，方

便不同的工作模式以及之前的单工作模

式，与未使用 HyperRip所表现出的性能

相比，处理性能提高了 55%”，他说道。

  “现在，Fiery FS200 Pro操作平台

可同时处理四项工作，这使得用户可在最

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印刷工作。”Weiss

称该平台含有急速处理模式，当所有四

个主要平行处理器均处于忙碌状态时，可

开启第五个处理器来处理急速工作。“急

速处理可在不对现行工作流造成干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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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取消已正在处理的工作的情况下对

紧急工作进行安置，”他说道。该平台同

样也能使用户在处理其他工作的过程中

进行快速工作预览，进一步加速生产处

理并增加生产能力。

  经由 Arrow在当地的宽幅印刷经销

商，EFI提高了其在印度的业务范围，在

中端到高端宽幅及超宽幅领域占有一席

之地。该公司最新设备之一为 EFI H1625 

LED，这是一种混合型（平卷两用型）UV 

LED喷墨打印机，专为满足想要进入不

断增长的大幅印刷市场的印刷商及服务

机构的需求。若您已拥有大多数入门级

宽幅或超宽幅喷墨打印机，这款产品即

为一台较大的精简版同类产品。

  然而，除了其尺寸，H1625 LED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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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灰度级印刷性能，墨滴量为 6皮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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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冷却固化 LED技术，对柔性卷纸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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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企业印刷与企业包装套件。它专门

为印刷与包装而设计，并期望平衡 E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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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I MIS系统可直接与预印刷工作

流一体化集成，允许用户保持他们所熟

悉的工作管理界面，降低培训成本。EFI 

称“随着业务与网络发展的同步，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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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e，可与 Fiery数字化印刷服务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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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I已收购 Matan超宽幅打印机系

列并将 EFI的核心技术加入其中，现已引

入印度。该系统进一步加速了 EFI的喷

墨打印机创新，同时实现了 EFI滚筒式生

产型打印机主要产品，这种产品以标牌、

条幅、告示牌与车体标识图案为重点既

经济又实用。十多年以来，Matan系列已

开发出数字位打印机与印刷机来应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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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an致力于卷对卷工作流程，因此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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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线剪切与分切。“ 我们的技术以

及——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客户

将与 EFI一起迎来更为辉煌的未来，因

为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创新”前

Matan总裁兼 CEO Hanan Yosefi如是

说，“Matan团队与我本人都因能为世界

领先的工业喷墨印刷产品供应商的持续

增长与创新作出贡献而感到兴奋。”

Stephen Green先生（EFI亚太区副总裁，右二）、Samir Gulve先生（EFI印度公司总经
理，右三）、Sam Patel先生（Arrow Digital公司所有者、EFI在印度的经销商，右四）祝
贺 VGA Pune的 Venktesk Mandke先生以及他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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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技巧 安装、运行与管理

Fiery XF 与 Fiery proServer 目前已更新至 6.2 版本。此次最

新发布的版本带来了丰富的新特性，并且保留了 Fiery XF 与

Fiery proServer 一直特有的强大功能。无论您正在生产型印

刷或是制作合同样张，不妨看一看 Fiery XF 或 Fiery proS-

erver 在安装、运行与管理方面鲜为人知的性能。

欲了解本文中包含所有主题的更多详细信息，可访问 Fiery XF 客户端中的 Fiery XF 或 Fiery proServer 在线帮助资源。

提示：按下键盘上的 F1 键即可阅览 Fiery XF 在线帮助。

您已经完成安装？备份的最佳时机就是完成安装之

后！使用 Fiery XF 进行备份与还原非常简单。在系

统管理器中选择文件>备份，选择您想要保存的组

件以及恰当的保存位置。如需还原，连同许可证一

起重新安装 Fiery XF，选择文件>还原并选择所需的

备份文件。

提示：为了避免因硬件故障或在进行 Fiery XF 还原

前将硬盘重新格式化而造成的数据丢失，应将备份

文件存储于外部位置。

需要重新安装您的 Fiery XF 许

可证？自 Fiery XF 5 版本起，这

项操作变得更为简单，您不再

需要去找寻原始证书、旧有记

录或联系支持人员。在激活过

程中，仅需在激活助手内选择

下载先前创建的许可证即可。

已连接加密狗的所有关联 EAC 

文件将进行加载。

提示：使用该特性需要连接到

互联网。

您是否是纠错系统的忠实拥护者？虽然听起来十分

基础，但在进行用户、工作流与输出装置彩色编码

时更易于引导操作员在正确的位置对 Fiery XF 运行

与管理，从而减少错误的发生。右键单击用户、工作

流或输出装置，并从菜单中选择色彩指示，随后从

色彩库中选取一种颜色或是将您所拥有的颜色进行

混合来对所选项进行编码。

提示：安装之后，可在系统管理器中对用户、工作

流与输出装置使用拖放动作进行重新排序。

想要使用 PANTONE® 

PLUS 色彩？这种扩展

色彩库需要进行激活，

选择工具>系统信息并

勾选复选框以使用

PANTONE® PLUS 色

彩定义。

提示：您需要使用管

理员权限登陆并查看

系统管理器以进行此

项更改，PANTONE® 

PLUS 色彩库可立刻获

取，无需进行重启。

一天当中点击次数过多？工作空间可解决这个问题。

工作空间是 Fiery XF 客户端的自定义视图，仅显示

用户或特定任务所需的必要选项或功能。例如，若

操作员仅执行剪切功能，则可保存一个“剪切”

工作空间，仅显示执行该任务相关选项。选择工

作空间>工作空间管理器来创建或编辑自定义工作

空间。

提示：创建、编辑与管理工作空间需要管理员权

限，用户权限仅可对给当前用户的分配工作空间进

行编辑。

需进行打印机工作量平衡？那为何不使用 Fiery XF 的

内置工作量平衡特性？一个单独的热文件夹可由多个 

Fiery XF 工作流进行监视，置入受监视热文件夹中的

工作将自动转移至第一个空闲工作流，从而多个同时

工作的打印机达到工作量平衡。若需启动该功能，在

系统管理器中对第一个相关工作流进行高光标记，

在文件标签下展开工作探测窗格，选择将被监视的

热文件夹并复选起动工作量平衡，对共享此热文件

夹的其他工作流重复以上步骤。

提示：相同的打印机与工作流配置可在多个装置上实

现一致输出。

需要腾出一些磁盘空间？Fiery XF 在处理过程中会创

建并储存多种系统文件，其中部分文件甚至会在打印

结束之后保留下来。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会占据您的

硬盘，可能造成您的运行速度缓慢。在 Fiery XF 中解

决这个问题十分迅速、简单，选择系统>清除来从硬

盘中移除所有或所选的系统文件，无需进行重启，文

件会被直接删除。

提示：Fiery XF 单机版拥有附加性能，即系统文件夹

可被置于不同的硬盘中。

想要充分利用您的显示器？Fiery XF 可使用显示器

配置进行 Fiery XF 工作预览以获取更好的显示屏准

确度，在工作浏览器中选择编辑>监控器配置并选

取所需的配置。

提示：若您已拥有色彩配置器选项，您可对自己的显

示器进行校准与配置，并彻底关闭色彩管理循环。

您的工作中需要变量元素？Fiery XF 拥有一个称为工作

合并的内置特性。通过此特性，主工作（静态数据）与

内容工作（变量数据）可被合并在一起以创建变量-数

据输出。主工作页将依据内容工作页自动重复。若需

使用工作合并，在工作浏览器>文件标签中使用您的

高亮标示主文件复选主工作选项来选择静态数据，然

后点击保存。随后，使用您的第二个高亮文件选择内

容工作选项，从而将静态数据与变量数据相连，分配

正确的主工作并点击保存。这两种工作将合并打印，

并在打印预览中显示。

提示：Fiery proServer 与 Fiery XF6 及以上版本可接受

1-3 级 PDF-VT 文件开箱即用。PDF-VT 是一种行业标

准变量数据格式，可由 Adobe InDesign 或专业级变

量数据应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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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技巧 安装、运行与管理

Fiery XF 与 Fiery proServer 目前已更新至 6.2 版本。此次最

新发布的版本带来了丰富的新特性，并且保留了 Fiery XF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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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新安装 Fiery XF，选择文件>还原并选择所需的

备份文件。

提示：为了避免因硬件故障或在进行 Fiery XF 还原

前将硬盘重新格式化而造成的数据丢失，应将备份

文件存储于外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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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自 Fiery XF 5 版本起，这

项操作变得更为简单，您不再

需要去找寻原始证书、旧有记

录或联系支持人员。在激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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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先前创建的许可证即可。

已连接加密狗的所有关联 EAC 

文件将进行加载。

提示：使用该特性需要连接到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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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中移除所有或所选的系统文件，无需进行重启，文

件会被直接删除。

提示：Fiery XF 单机版拥有附加性能，即系统文件夹

可被置于不同的硬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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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有价值的
营销合作伙伴

!

Best practice:

Promote simple products Use Cross Media to promote your own business and learn on the way. 

Walk the
Talk! 

the pitfalls of selling complex technology, successful providers have discovered 

productisation. They present simple and specific marketing products such as invitations 

or promotional campaigns. So the client only has to decide between NO and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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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We have a good

infrastructure in place to

collect the data we need 

Every small or big 

company has data 

to work with

We have the analysts

we need to make sense

of our data 

Agree

Strongly 
agree

Neutral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Which two digital-related areas are the 

top priorities for your organisation / 

clients in 2015? 

Targeting and

personalisation 
Multi-channel

campaign

management 

29%30%
26%

22%

Company respondents

Agency respondents

10%

28%

39%

17%

6%

Agree

Strongly 
agree

Neutral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Omni Channel Personalisation 

will become reality in 2015. 

Cross Media 

helps you

to personalise

print & digital!

Personalised

Marketing
(One-to-One)

Mass Marketing

(One-to-Many)

Segmented

Marketing
(One-to-Few)

37.4%

33.4% 29.2%

34% VDP
in Colour

Growing

PSPs

14% VDP 
in Colour

Declining

PSPsUsing variable data 

communication:
•Increases response rates by 24%

•Increases repeat orders by 21%

•Increases order values by 19%

•Reduces response time by 19%

The journey starts with personalisation 

and leads you to Cross Media

Multi-channel personalisation has top priority

Highly personalised colour direct mail was found to 

typically generate a 6.5% response rate - which is over 

three times higher than the usual 2.0% response rate that 

occurs as the result of non-personalised direct mail. 

What percentage of your customer marketing 

campaigns fit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The Evolution to Marketing Services

In
ve

st
m

en
t/

Sk
ill

 L
ev

el

Solution Sophistication/Complexity

Digital Print/

Large Format

W2P

VDP
E-Mails

and
PURLs

Basic Data/

Campaign

Management

Mobile
and

Social

Integrated

Marketing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traditional printer to a value

added service provider occurs

through an evolutionary path.

-

printing services are a go-to-resource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SMBs) and they have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to diversify their services to 

target SMBs and help them with their marketing 

Printers are the place to go

Print Service Providers with the most growth have 

more people in sales and design and less in production. 

They generate 26% of their revenue from non-print 

related services. 

26%High growth from 

value added services

Those printers with the 

greatest reliance on 

conventional printing 

methods are the worst 

performing.  

Bad news for 
conventional 
printing

...and use your pole position! 

Extremely

Important

Not

Important

at All

Somewhat

Unimportant
Neither 

Important nor 

Unimportant

Somewhat

Important

12.6%

10.4%

12.1%

32.7%

32.2%

How important is it for a print services vendor 

of print buyers ask their print 

provider for advice on multi-channel 

communications.55%
Customers will ask their 

printer for Cross Media!

 Insight Report 2014
“Building your future with print“

Info Trends 2012

What your customer expects 

a printer to do:
of enterprises demand multi-channel 

integrated marketing from their print 

service vendor.45%
A common mistake 

is to believe that customers won‘t ask printers 

when it comes to multi-channel marketing.

InfoTrends

So, listen to your customers... 

+

85% of marketers want to join campaigns across channels

Only Cross Media can fulfil this need when 

print is a component of the campaign.

Personalisation 

38% 

of the marketers rate 

Omni Channel Perso-

nalisation a high priority

The times are over when CMOs could justify 

marketing without measurable results. Since 

print is no exception they need tools to make 

it measurable. Cross Media is doing the job 

here. (BBDO Consulting)

Measurability 

71% 

of the marketers 

look for measurability

They have 2 goals: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rketing 2011

68% 
20% 

of print buyers 

use Cross Media

of all commercial printers 

 Insight Report 2014

“Building your future with print“

Cross Media

Omni Channel
Multi Channel

Marketing Automation

Many words mean the same thing:

Due to personalisation and tracking, Cross Media allows 

responses to be identified at the recipient level. The results are 

generated leads instead of abstract response rates.

Cross Media generates leads 

76% lead generation as their greatest challenge. 

(BBDO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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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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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MEDIA

DELIVERS 
HIGHER
RESULTS

Unusual for the printing industry

Managed Services Provider 

(MSPs) grow 20% annually

Half of MSPs report revenue growth in 

excess of 20% annually. (InfoTrends)

$45 Billion 

With over $45B, direct mail remains 

the largest single direct marketing 

expenditure. (In US, Winterberry Group)

91% 

of printed direct mail sent 

to prospects is opened. 

(Royal Mail, UK study finding)

Thanks to various cloud services such as Google, 

Facebook or MailChimp it has become easy to automate 

digital marketing. But print?

Hey, nobody can do this except a printer! Jump at it 

and you will also get your share of the “digital“ money.

94% 

Print works! 

of multi-channel campaigns 

include print. (Canon Insight Report 

2012 "The Bigger Picture")

Where is the beef?
•Digital print is growing

•Cross media is growing at an even faster pace

Why printers should focus on Cross Media

   

使用 DirectSmile 版本7 

扩大您的业务范围

2015 InterTech 技术奖得主 DirectSmile 跨媒体营销软件使您与广告公司和市场

之间拥有全新的营销合作模式。DirectSmile通过包括网页、打印、社交媒体、

移动广告与显示器和广告牌等多样化的媒体引导消费者进入网站，广泛的媒介

指引客户进入一个可以与他们互动并跟踪他们的反应的网站。您甚至可以选择

收集有价值的客户数据，以此为您的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增值服务。

DirectSmile 创建、自动化并评估多渠道营销活动，不需要 HTML 或任何其他

语言编程技术。它操作简单易学，无需增加额外的开销与专门的工作人员。

DirectSmile 7.0 版本使创建跨媒体宣传更容易。它增加了营销门户网站，为

客户提供互动的工具，创建跨媒体活动在线。网站提供营销活动每个模块的

使用模板，您的客户可以使用模板自定义和个性化印刷内容、电子邮件和网

页。客户可以自行导入并同步数据，进行实时跟踪。门户网站降低了竞争成

本，提高营销效率，最大化您的利润空间，使你获得更多的合作伙伴。

http://www.crossmediafacts.efi.com/

个性化定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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