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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EFI 首席执行官 Guy Gecht 接受了著名
杂志 Vision Asia 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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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作为EFI的首席执行官，Guy Gecht 指导制定公

20 EFI和澳大利亚标识公司ADS
在Printex展会上签约成功

司的全球战略，在该战略的引领下，公司凭借其备
受赞誉的可扩展、数字化产品完成从模拟到数字影

22 江苏百成数码影业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十周年庆典及更名揭
牌仪式隆重举行

像的转型。Guy 一直关注全球家族企业的发展，他
做出的几个重要举措包括增加 EFI 的市场渗透力，
增加公司产品种类，并推行新服务，推动全球数字

24 e-banner，创建香港尖端喷画
市场
26 Fiery API: 推动按需印刷生产

印刷需求。
Guy于1995年加入EFI，在2000年1月被任命为
EFI 的 CEO之前曾担任过各种管理和工程职位。他率先推出了EFI首套打印工作流程软件，
该软件运用了公司的彩色打印技术。此外他还带领EFI完成许多收购项目，其中包括收购全

30 EFI Inkjet 解决方案的打印技
巧和诀窍

球领先的超宽幅数字喷墨打印公司 VUTEk。
Guy在担任EFI的Fiery服务器分区副总裁和总经理时，曾带领他的团队扩大服务器产

32 Snap在DNA项目中向EFI投资
1000万美金

品线，现在Fiery服务器每分钟能够处理4000多页全色彩可变数据，成为该行业运行最快
的数字印刷服务器。

重要引述：
引述1
“来自亚洲的某些理念启发我们进行技术创新。”

引述2
“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是市场领导者，因此我们的竞争对手一直都在步履维艰地寻找击败我
们的方法，但是这恰恰激励我们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优秀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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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与众不同的MIS，用于包装，而并非用于常规商业印刷。当您向一
位德国或日本或中国或新加坡或西班牙的印刷商推销时，没有任

VA: (以下简称VA)：EFI因收购而闻名，似乎每几个月就会收购软件公
司，这是否揭示着还将有更为远大的计划？

GG: (以下简称GG)：总体来说，关于收购，我们的整体策略是提高流程
效率，减少浪费，使我们在印刷行业更具竞争力。

何两者会是相同的—规定是不同的，我们在当地都有了解该市场
的人员。

VA: 一个永恒的问题是公司在未来12个月是否计划引进任何新技术或
创新技术？

我们在工业印刷和工作流程应用方面占据市场领先地位，为了捍

GG: 如果你来 Connect，你会看到！我们已经决定生产一种节省成本

卫该地位，我们将我们15-20%的收入投资于研发项目，并通过添

的迷你型 VUTEk 设备。这种需求真得非常强烈。该价格是您进入

加收购的技术（尤其是MIS）不断进行填充，因此EFI的创新速度日

该行业所需要的成本的一半不到，它是基于LED的。当我们提出这

益加快。事实上，去年EFI主要呈良好增长，而并非源自收购。这是

种想法时，获得成功的速度以及所取得的成功已远远超出我们的

我们所做的一部分，实现健康增长，然后是增加人员和技术。

预期。

如果你停滞不前，许多东西只会离开，因此我们保持我们创新优势

装饰品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可以将许多东西进行个性化装饰，

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是收购MIS公司，并为我们收购的公司的员工提

个性化装饰品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喷墨打印机可以在许多材料上

供他们所需要的工具，以增加我们的业务。目前，我们有约300名

进行打印。之前，我们曾将 Google 的标识印在会议桌上。你可以

工程师从事MIS，而最接近我们的竞争对手仅有10位。

在木头、玻璃、金属等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上打印。

当然，每位客户都有他自己的要求。有时候他们不愿意更换他们自

当我拜访印刷商时，他们告诉我有一天他们的业务将消失，因此我

己的软件，因此我们要关注打印过程的每一个部分，我们拥有一个

们必须进入新的领域。机会之窗在转移，这些转移也令人兴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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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获得了更好的利润和成长。如果

VA: 亚洲畅销的EFI产品是什么？它们是否反

业，这在全球看来似乎是很常见的。这

人们能够获得他们想要的，他们将花更

映了未来的方向？您是否正在研发特别

些真正的家庭有时候会抵押他们的业务

多的钱进行个性化打印，而不是批量生

针对亚洲市场的新产品？

来购买我们的设备。美国和欧洲在家族

产100个。因此人们更愿意进行定制。
我们看到过去四年喷墨市场的年增长
率接近 20%，这是因为它们的业务在
增长。

GG: 在印刷方面，亚洲市场将很快达到西方
市场的需求水平。
在软件方面，当地人更了解当地的不同
需求，因此我们需要进行人员配置的本

VA: 您的设备系列中一个有趣的部分是 Cre-

地化投入。我们在亚洲雇佣了很多人。

taprint —— 它的业务是对所有国家还

我们的员工数在过去的几年一直都在迅

是仅对欧洲或美国？

猛增长。在印度有500多名人员，他们做

Cretaprint是我们喷墨业务的一部分，
它是一项很棒的技术，您可以将图片放

多概念。

我们的业务并不适合大型交易。如果你
看我们外部的 Fiery 合作伙伴，会发现
我们有很多中小型企业，大部分都是家
族式，父母希望拥有一项能够传递给下
一代的业务。我们与一些在EFI成立之
前已经存在的公司合作，这就是市场的
美妙之处：你与中小型企业合作，建立
信任。

VA: 美国/欧洲市场和亚洲区域存在哪些购

在材料上无需触摸。它的输出业务针对

来自亚洲的某些理念启发我们进行技术

所有国家。令人吃惊的是，喷墨和陶瓷

创新。比如，创造低端VUTEk的原因是

的一项巨大成果是能够模制木头纹路的

降低那些想要进入该市场的门槛。关于

GG: 确实存在差别；比如，在美国一切均受

打印。

本设备，我们的许多打印机部件都是在

法律约束，是一个相对有效的体系。但

中国生产的，然后将这些组件带到美国

在某些国家，法律体系并不是很有效，

进行装配。你必须与中国的合作伙伴紧

但能够帮您建立基于信任的合作。如果

密合作，您需要合适的合作伙伴以及正

您不呵护客户，他们将不会在您那儿购

确的质量检查，确保它的品质。

买，他们将握手视为一种很强烈的合作

中国拥有全球40%的制造能力，我们是
行业内最大的喷墨业务供应商之一，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安装了100多台
Cretaprint瓷砖打印机。同样，在马拉西
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也安装了不少设

与这种低端打印机不同，其他所有EFI

备。东南亚一直对我们来说都很有利。

产品均为美国制造。除了它和西班牙的

VUTEk同样在中国行情很好，因为客户
想要更快的高品质生产，因此他们被可

Cretaprint，我们在美国之外没有任何
生产工厂。

买差别？

方式—我个人很喜欢。

VA: EFI在亚洲已经是很知名的品牌，但是
EFI业务未来会面临哪些挑战？

GG: 对于EFI来说没有辨识度的问题。在过

靠的设备质量所吸引。中国现在是我们

VA: EFI如何看待整体亚洲市场？公司认为

去的四年，我们平均增长了13.5%，而我

Fiery产品的第二大市场，超过了日本和

该区域的主要增长行业是什么？亚洲国

们行业内的许多公司在倒退。人们对我

德国。随后中美业务实现强强联合，因

家是否像美国和加拿大一样彼此之间有

们有更多的期待，希望公司每年都做得

为我们拥有极大的信赖和稳固的战略

相似之处？

更好，这是极具挑战的，尤其在我们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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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软件质量保证工作，并提出了很

参与方面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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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比如美国的大多数印刷商是家族式企

竞争对手落后于我们的情况下。

www.efi.com

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是市场领导者，因此我
们的竞争对手一直都在步履维艰地寻找击
败我们的方法，但是这恰恰激励我们为我

全新EFI网站上的
全新Fiery网页!

们的客户提供更优秀的产品。竞争使我们
变得更强，如果没有这种竞争水平，EFI不

EFI 官网（ www.efi.com ）于2015年5月2日全新上线！如果

会成为如今的公司。

您之前没有留意，可以看 Fiery Insider 网络研讨会，可以先睹

在某些领域，人们销售更多产品，因为顾

为快并获得相关的帮助贴士。

客较多。我们的目标是与现有客户合作，

• Fiery 的打印应用页面生动展示了如何使用我们的 Fiery

使他们变得更富有，拥有更广泛的业务。

VA: 您如何对待“专利勒索”事件？
GG: 我们从来没有输过这样的案件。我们的理
念是打击，因为如果你和解，那么你就完
了。我们会起诉他们，向法庭证明我们的
专利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迄今为止还算是
好的：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律师团，我们会

工具及功能来创建10个特殊应用
• 全新的 Fiery 产品页面包含了全新特点、新功能、支持选
项、资源和其他更多内容
• 易于连接到 Fiery Global University，对于购买 Option
的客户，可以免费学习在线课程。
• Fiery Spot-On, IEVE, HF/VP, 服务器预设的全新产品
页面

严肃处理这些事情，猛烈追击罪犯。

• 更便捷的连接到 Fiery Freeform 套件和 PANTONE 色库

许 多人 向 那 些已 经 建 立 起 一 个 行 业 的

• 全新的 Fiery 色彩和图像技术的Firey品牌页面

“专利流氓”付钱，因为起诉不存在任何

• 全新办公解决方案结合 Fiery 技术

不利—您总是会获得一些钱。这在美国

• 一个独立的 EFI 下载页面，可以下载所有相关产品的资料

仍是一个很坏的行业，我希望他们能够解

• 搜索产品资源的页面，可以查看所有 EFI 相关的产品

决该问题，因为没人应该通过起诉别人
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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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 2015
Connect

大会在
拉斯维加斯
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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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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业 发 展 ，其 一 年 一 度 在 美 国 拉
斯 维 加 斯 举 办 的 Connect 用
户 大 会 更 是 给 业 内 人 士 提 供了
广泛 的 学习及长 期 合 作 交 流 的
机会。
2015年，新年伊始，Connect
用 户大 会 活 动 于 今 天 在 拉 斯 维
加 斯 Wynn 酒店拉开序幕。本
次 Connect 活动规模创历届之
最，据 EFl 注册记录显示，与上届
2014 年相比，客户注册数量增长
了 20%，拥有来自 25 个不同国家
的超过 1500 位全球印刷行业的
引领者聚集一堂，其中包括

EFI

用 户、合 作 伙伴 、员 工 及行业 媒
体，一起讨论行业趋势、体验 EFI
最新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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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Innovate. Integrate.
本届 Connect 活动将从1月20日持续

索 3D 打印技术的世界；InfoTrends作为业

与会者除了聆听各种技术研究和业务

到1 月2 3日，与会 者将从各 领 域 专 家 那 获

内高级咨询分析公司已是连续第二届参加

管理相关内容外，现场还将看到EFI展示的

得详细 的工作流 程、企 业管 理、营 销策略

Connect 活动，其将给我们带来印刷业商

领先的数字前端技术 Fiery 服务器、MIS/

等方面帮助企业成功的各种建议。为期三

业发展报告。

ERP 印刷工作流程、网络印刷和电子商务

天多的活动将包括超过 200 多场的系列
会 议，比如：MIS/ERP工作流技术培训、网
络印刷、电子商务、数字前 端 的打印管 理
和喷墨印刷等。

EFI 首席执行官 Guy Gecht 介绍了今年
会 议 的主 题：G P S 。你也许 会 问：什 么 是
GPS？Guy 解释：我们要为客户提供 GPS导
航，帮助他们从他们现在的位置到他们未来

系统、UV 喷墨印刷设备等，以及来自合作
伙伴公司的最新产品和技术，包括 独家白
金赞助商施乐、黄 金赞助 佳能 和柯达、铜
牌赞助商 3M 公司，以及 ESKO、柯尼卡美
能达、理光、BCC 软件公司、美国 Honle

每届 Connect 上 的 主 题 会 议、炉 边

想去的地方。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客户

谈 话 都 吸 引 了众 多 听 众 。同 样 ，今 年 的

作为我们的 GPS 导航，帮助 EFI 从现在实现

与会 者有 机 会 听 到 EFI 首席执行官 Guy

到未来的发展。同时，他也解释了多种 GPS

EFl Conect 活动具有最新、最前沿的

Gecht 对 相 关 产业 的 最 新 信息 及 其 独 特

的定义，如 Great，Presentation，Skills；

技术资 讯，是印刷行业畅 谈 话题、碰 撞 思

的 见 解；当 纳 利 公 司 总 裁 和 首 席 执 行 官

又如 Go，Print，Something Amazing。在

想 火 花 的 最 佳 场 所。正 如 所 碰 到 的 一 个

Thomas 与 EFI 首席执行官 Guy 的炉边谈

Guy 开幕辞结束之前，他留给现场听众一个

参会者所说的“我来参会是为了得到更多

话将探索 Thomas 个人及其企业的故事，

关于 GPS 的互动话题，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

的商业 策 略方面 的见解”。他是西 雅 图 印

在行业经 历了重大的变化后，他 和当纳利

定义 GPS，并留下电邮 GPS@efi.com 征集

刷厂合作人 Thompson，
“ 就像 大部分印

是如何快速适应的；3D System 公司总裁/

大家的头脑风暴。

刷企业，即使印刷的种类在增长但是印量

首席执行官 Avi Reichental 将带领大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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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公司等。

却都在下降，这种趋势对企业生存产生了

危机。通过 Connect 会议，我们可以和那些不
是直接竞争对手的商业者讨论 经营细节，帮助
我们找到更适合我们的可操作的流程，从而在
印刷 的 每个环 节实现更多赢利”。Thompson
补充说 ，
“ 因此 我们西雅 图印刷厂重 新 分配预
算，把原来用于投资外部咨询的钱来用于参加
Connect 活动。因为通过这一个活动，我们就
可以得到技术 培训和最 佳的咨询类型，并从我
们的同行那里获得忠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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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纳利CEO谈印刷业的未来：

比想象中的更

当纳利首席执行官汤姆-昆兰（右）

当纳利首席执行官汤姆-昆兰（ Tom Quinlan ）表示，

在谈到“灵魂出窍”的具体体验时，昆兰表示，
“坐在

公司之所以能够在 2012 年因提起泄露谷歌季度收益的

你的办公室中，看到他们在电视上谈论这件事，然后一直

困境中（ 使得谷歌损 200 亿美元的市值 ）存活下来，是

思考是谁干的？”

因为当纳利在其 150 年的历史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品牌
资产。

“ 在我来之前，我的前任和前辈们已经 建立 起了
股权制度，让我们存活并继续发展，这也是我们所珍惜

在 EFI Connect user 大会上，昆兰与 EFI 首席执行
官盖伊-格查特（Guy Gecht ）举行了一场“炉边谈话”。

" 你可以有6S管理和伟大的技术，
但如果你不处理好客户关系，你的
企业也不会存活太久。"

的。”
他表示客户服务才是企业长久生存的关键因素。
“你
可以有6S管理和伟大的技术，但如果你不处理好客户关
系，你的企业也不会存活太久。”
昆兰于2004年进入这个营业额近110亿美元的印刷
巨头，在谈话中，他对于印刷行业现在的状态给予了积极
的评价。
“这个行业实际上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好。我
们算是已经回来了。”他表示。

在谈及昆兰职业生涯高潮和低谷时，昆兰表示，当他听
到“因疏忽造成谷歌季度收益提前泄露”消息的时候，
他一时间“灵魂出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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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列举了在面对电子书的冲击中，实体书依然保持持
久吸引力，以及美国零售商 JC Penney 在做出不再将产
品目录印刷在纸制品上的决定5年后重新回归的例子。

更好
“印刷已经死亡的事实被大大的夸大了。
这不是印刷或者数码的选择，而是印刷和数码
并存。印刷才是沟通计划的核心。”他表示。
另外，昆兰表示，当纳利有野心成为在大
幅面印刷市场中更大的“玩家”。
“我们有很多参与的机会，我们要大举进
军店内营销市场。”昆兰表示，
“工作流程像是
一碗意大利面，是混合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使得供应链变得更加容易，特别在美国市场，
我想我们可以为零售商在成本和效率方面做
出更多贡献。”
他 也谈 到了当 纳 利 与高 宝公 司 在 高 宝
RotaJet 喷墨轮转印刷机方面的技术合作，
并表示当纳利目前拥有 Apollo 喷墨系统的

“... 如果我们能够
使得供应链变得更
加容易，特别在美
国市场，我想我们
可以为零售商在成
本和效率方面做出
更多贡献。”

专利许可。
“我们曾以为这些设备的卖出速度会比
现在实际发生的更快，但我们正看到越来越
多对它们感兴趣的人。随着印刷商的财务状
况开始好 转，他们会向前看，从而做出购买
决定。”
“我希望在2015年和2016年，我们可以
在市场上看到更多的这些印刷机。”昆兰说，
“我们正在使用它们，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成本
的制胜法宝。我们认为它们的质量是完美的，
是我们在市场中的另一个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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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

与您携手，共同
“找寻赢利的甜头”
EFI 2015 上海广印展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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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5 年 3 月落幕的上海国际广告技术设备展览会

•

屡获殊荣的 EFI VUTEk 旗舰产品, 3.2米宽幅，海量产

（以下简称2015上海广印展）上，EFI TM（纳斯达克：EFII）凭

能，并且全自动上版的 EFI VUTEk HS100 Pro 数字化

借业内最先进的 LED 喷墨打印机和工作流程组合，以更环

UV 喷墨印刷机，针对瓦楞板材的印刷更新了材料边缘的

保、更高效和高利润的图形印艺解决方案吸引了众多国内

对准技术，完全胜任在高产能的印刷速度下挑战自动校

外展商观众驻足停留，一场场的签约香槟仪式更是掀起了

准上版的难度。

一阵又一阵的热潮。

•

全新EFI VUTEk H2000 Pro 数字化UV喷墨打印机又是

本届2015上海广印展期间，EFI以色彩缤纷的糖果色为

本次展会一大亮点，2米宽幅，应对中型产能的市场，同

前来参观的观众铺开“找寻赢利的甜头”之旅。由4台宽幅

时也是继在 SGIA Expo 全球发布后首次在亚太区隆重

面、超宽幅面数字喷墨印刷解决方案组合组成的强大阵容

上市。

惊艳全场，让标牌标识行业，包装印刷行业等数字化图形印
艺的生产商体验到“赢利的甜头”。此次展会现场，EFI共举

•

5米，卷对卷，拥有精细墨滴 UltraDrop 灰阶打印技术

行了9场香槟签约仪式，售出机器数量高达十多台，这不仅是
EFI的成功，更是EFI在助力您成功。
在3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EFI 全球销售及市场副总裁
frank Mallozzi 为媒体及与会观众详细介绍了在 2015 上海
广印展首次亮相的 EFI VUTEk H2000 Pro 以及 EFI VUTEk
GS5250lxr Pro LED 两款机型。此次 EFI 展台上重磅亮相的
产品，包括图像品质在技术的提升，设备的多功能性，全新研
发的油墨，以及享誉全球的高效工作流程，都以帮助赢利为
目的，旨在助力于印刷公司的成功。这一系列革新化的产品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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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 高层与上海统杰图文制作有限公司总经理汪贤道先生（左三）合影
（本次展会现场上海统杰购买了 EFI 两台 HS100 Pro 宽幅 UV 打印机）

EFI VUTEk GS5250lxr Pro LED 打印机从LED冷温固化

从宽幅面的全新入门到至尊品质的图像输出

技术中获得更绿色环保，更高效率的核心竞争优势。
2米，EFI VUTEk H2000 Pro 打印机出色地亮相于2015
•

•

应用于 GS5250lxr Pro 打印机的 SuperFlex 超柔性油

上海广印展，以超高性价比，高品质输出的优势跨入宽幅面

墨，其多样化的特殊配方，加上LED喷墨打印机的超级性

标识标牌领域市场，并可以让用户在业务发展需要时灵活

能，在车身贴，软标识以及户外展示的应用方面，拥有更

地增加他们所需，如白墨，光泽面输出效果的油墨以及对

高的可靠性和灵活性。

卷材输出的处理。针对中型产量的喷墨图像输出市场，EFI

入门级，1 .65米宽幅，LED 冷温固化技术打印机 EF I
H1625，已火速成为生产型LED喷墨打印机的热销设备，
其拥有高品质的图像输出，8级灰阶打印喷头以及多功
能的白墨应用。

VUTEk H2000 Pro 拥有精细墨滴的 UltraDrop 灰阶打印
技术，带来无语伦比的高精度图像和超精细文本再现，特

EFI VUTEk H2000 Pro
打印机以超高性价比，高品质
输出的优势跨入宽幅面标识
标牌领域市场。
别在阴影处理部分的平滑过度，层次的渐变上都有出色的
表现。
VUTEk H2000 Pro 的用户可以生产2英寸厚的单张板
材，其标准的多队列生产功能可供长时间连续生产。提升性
能的真空皮带传动技术优化了2米打印机在承印材料进料时
的性能。

14 EFI Select

从创建生产型卷对卷式喷墨图形印艺市场，

优化的 Fiery proSever 以及 EFI

到与其共同成长

DirectSmile 可变数据印刷解决方案

2 0 1 5上 海 广 印 展 ，5 米 ，卷 对 卷，拥 有 超 精 细 墨 滴

EFI Fiery ® proServer 第 6 版作为一套新型、可升级的

UltraDrop 灰阶打印技术的 EFI VUTEk GS5250LXr Pro 以

灵活数字前端工作流程，使处理速度得到显著提升。Fiery

其出色的表现性能，高产能输出和其 12pL 的墨滴，崭新亮

proServer 的 EFI FAST RIP（ Fiery 加速系统技术）处理引

相于 EFI 展台，迎合超宽幅面喷墨图形印艺市场对图像品质

擎能够应对复杂的矢量数据，处理速度要比竞争对手快上7

的追求。结合 LED 冷温固化技术，使得用户拥有更广范的承

倍以上。Fiery proServer 第6版针对 EFI VUTEk 打印机而

印材料的选用，包括纺织品，网状织物，以及一些不耐高温

设计，但同时也能够与超过 500 种宽幅面和超宽幅面打印机

的更轻薄、更经济的薄膜材料。EFI的5米卷对卷喷墨打印机

相兼容，它还支持 Fogra PSD 认证，并提供新的拼接功能，

自创建应对超宽幅面生产型的喷墨印艺市场以来，不断随着

使可用性得到增强。新型 Fiery proServer 上的动态平滑功

市场的发展与变化，借助创新的 LED 成像平台、EFI 的全新

能可确保获得一流的渐变输出。

12pL精细墨滴 UltraDrop 灰阶打印技术和全新超柔性UV
油墨，在高产出的同时提供卓越的性能表现，满足精确成像
的要求。

2015上海广印展，我们还展出 EFI DirectSmile 跨媒体
营销方案中的个性化可变数据印刷解决方案，将会是又一次
带给用户更宽广的应用领域的全新体验。
2015 上海广印展虽然落下帷幕，但是 EFI 与您携手共
同“寻赢利的甜头”之旅还将继续，EFI 将持续关注中小型家
族企业的发展与赢利，并坚守在第一线与之共同成长与发
展，始终坚守为他们找寻最佳赢利模式。

EFI高层领导与媒体合影

15

EFI 2015 第三届广东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圆满落幕

EFI彩色图书馆与您携手，
共享节能环保新科技

第三届中国（广东）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以下简

墨行业领先的供应商EFI，为柯尼卡美能达中国提供更

称广印展）于2015年4月12日落下帷幕，EFI TM（纳斯达

为强大的宽幅生产级打印设备，拓展其业务范围。EFI亚

克：EFII）以 绚 丽 的 彩 色图书 馆主 题 形 象惊 艳 全 场，

太区副总裁 Stephen Green 表示“EFI 和柯尼卡美能达

吸 引了众 多海 内 外观 众 。E F I 实 力 雄 厚 的 软 硬 件 展

中国建立长期成功的战略联盟，从 Fiery 产品到如今的

品更 是 使 得 他们 纷 纷驻 足咨询。

宽幅打印设备，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两家公司进一步拓

开展伊始，EFI 与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尼卡美能达）举行了盛大的签约
仪式。自此，柯尼卡美能达正式宣布在中国区销售

印设备作为其向客户提供的高品质喷墨印艺平台。”

EFI

“EFI 喷墨打印设备的独特属性使我们能够为图文

H1625 LED 数字喷墨打印机。两家公司的再次强强携手

影像领域的客户带来全新的功能，为其提供进驻全新高

合作不仅扩大了EFI的市场占有率，深入柯尼卡美能达中

价值打印市场开辟新的通道。”柯尼卡美能达中国区数

国地区数字印刷行业广泛的客户群；而且，作为印艺行业

字印刷营业部部长李刚说道。

在 UV 喷墨打印机市场以 LED 冷温固化技术和 UV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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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合作伙伴关系，柯尼卡美能达中国选择 EFI 宽幅打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印刷营业部李刚部长
（左三）与EFI 亚太区副总裁 Stephen Green 先生（左四）亲切握手

色彩图书馆作为此次展会的主题，在 EFI 展台正

片，并且通过 VUTEK UV 喷墨打印机输出成品，作为个

中的巨型“图书”为大家展示了 EFI DirectSmile 可变

性化礼品现场发放给观众，让观众现场体验EFI数字印

数据软件的一系列应用案例，同时这些案例也是由 EFI

刷的工作流程以及 EFI 宽幅面数字喷墨打印设备在各类

VUTEK 数字化 UV 喷墨打印机打印的样张。作为跨媒

印刷材质上的应用。

EFI 喷墨打印设备的独特属性使我
们能够为图文影像领域的客户带来
全新的功能，为其提供进驻全新高
价值打印市场开辟新的通道。

此次广印展现场 EFI 为大家准备的另一个贴心活
动，是利用 DirectSmile 可变数据为参展商及观众现场
制作并打印名片。名片是及其重要的介绍和宣传手段，
一张小小的名片往往可以发挥大作用。可是当你在展会
现场遇到重要客户的时候，
“名片发光了”是不是会被
对方误以为是一个不愿意互留联系方式的借口？是不
是会给对方造成对他人不尊重和准备不充分的感觉？

体营销解决方案的现场体验活动，
“图书”中所用到的
样张也可通过 DirectSmile 输出私人定制的个性化图

在这次的展会现场，不论是参展商还是观众都摆脱了这
一困扰！在制作完名片之后，我们的 DirectSmile 软件
还会将做好的名片通过邮件形式给对方发送过去。很多

17

部分为现场展商及观众制作的个性化定制名片

定制名片的展商及观众纷纷表示“终于体验了一次EFI跨

EFI DirecSmile

媒体解决方案，可变数据的运用非常有趣。”
曾经着手于个性化图像创新研究的 DirectSmile，与 EFI
接下来，让我们再次近距离了解一下 EFI 此次展出
的软硬件展品， 感受EFI在环保节能方面的巨大优势。
拥有 U lt raD rop 精细墨滴灰阶打印技术的 E F I
VUTEk® 2 米宽幅打印机满足客户对更高品质和更短作
业周期的追求。混合两用型2米宽由喷墨打印机同时满
足客户对卷材和板材的需求，用户可以生产2英寸厚的
单张板材，其标准的多队列生产功能可供长时间连续生
产。提升性能的真空皮带传动技术优化了2米打印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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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展出的 DirectSmile 跨媒体营
销解决方案，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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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印材料进料时的性能。它的生产性能和应用范围的多

EFI DirectSmile 跨媒体营销解决方案，为您提供无与

样性完全颠覆印刷行业对承印材料的选择范围。

伦比的整合和自动化，例如个性化定制网站和个人网页

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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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使得用户拥
有更广范的承印材料的选用，包括纺织品，网状织物，
以及一些不耐高温的更轻薄、更经济的薄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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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FI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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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I彩色图书馆虽然已经闭馆，但相信精彩的数字印刷全

项挑战。EFI Digital StoreFront 是为您的业务量身定制

面解决方案的展示以及更多现场互动活动都已经使展商

的多用途电子商务平台，让您即刻现身电子商务时代。这

及前来参观的观众印象深刻了。我们是色彩软件专家，

一项网络印刷和跨媒体营销解决方案，是灵活且可扩展

也是喷印色彩高手。EFI助您打造更美好的色彩，EFI助

的未来型投资，拥有扩大交易量、覆盖面广以及与EFI其

力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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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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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和澳大利亚标识公司ADS

在Printex 展会上签约成功

全新 VUTEk LED 宽幅打印机进入海量生产级设备的行列
PR IN T E X，悉尼，澳大利亚，2015年5月14日-EF I™

打印品质。
“GS3250LX Pro 可以轻松达成我对速度与品质的

(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EFII ) 今日宣布澳大利亚标识打印公司

要求，并且还增加了 LED 冷温固化技术扩大了承应材料的应

ADS 向EFI当地经销商 Spicers 购买 VUTEk GS32500LX

用范围，比如可以使用更薄，更敏感的材料。这样为我的业务

Pro LED 打印机。

多了一份保障。”Wright 阐述道。

ADS 运营总监 Dean Wright 本周在 Printex 展会上签

全新 3.2 米 VUTEk 打印机拥有EFI引领行业的标志性技

订了此项协议，Printex 举办于悉尼，目前是澳大利亚最大的

术“冷温固化”LED 技术，扩大 ADS 所能够使用的承印材料

印刷展之一。VUTEk 打印机将助公司的海量生产一臂之力，

范围，包括那些无法经受高温烘干和固化的工艺而转向其他

用以输出一些代表澳大利亚品牌的 P.O.P 海报等广告宣传

喷墨平台的材料。同时，LED也是一项更绿色环保的的生产

标识。

级解决方案，与传统 UV 固化方式以及 Laxet 喷墨打印机相

Dean Wright 关注于向正确的技术投资，提升产能的同
时带来更多业务。对他的这两项需求，简而言之，就是速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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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耗能更少，几乎排出的 VOCs 为零。
除了添置全新的打印设备以外，Wright 最近还投资了

印后的裁剪设备，目的是让印后的设备投资跟上他业务发展
的脚步。
“我们一直在寻求特别针对我们P.O.P客户的快速完
成单项作业的解决方案，即有能力在几天内便完成一项作
业。VUTEk LED 打印机加上我们全新的裁剪设备，将我们
的理想目标变成了现实。”Wright 进一步解释道。
这是 ADS 在 EFI VUTEk 超宽幅打印机系列产品投资
的第二台设备。2010 年 ADS 购买了 EFI VUTEk QS2000
打印机，这台设备助他们的业务由丝印行业向数码印刷市场
实现了成功转型。
“这台 QS2000 完全助力于数码业务的增长。当我们
的第一台 VUTEk 设备一旦开始启动并运行起来，业务将
不再回头，向新方向勇往直前了。当再一次遭遇生产瓶劲
时，Spicer 团队在 VUTEk 系列产品中又帮助找到相对应的
解决方案。”Wright 补充道。
“像 ADS 这样第二次选择 EFI 产品，我们感到非常荣
EFI 在 Printex 展会上展示 VUTEk LED 打印技术，以及

幸，相比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EFI 全球销售资
深副总裁 Frank Mallozzi 说道。
“第一次购买帮助他们的业

一系列宽幅和超宽幅喷墨打印机和工作流程的解决方案。

务飞速发展，我相信，这次拥有全新 LED 打印机后，又将是
一次质的飞跃。”

EFI 全球销售副总裁 Frank Mallozzi、澳大利亚ADS 运营总监 Dean Wright、Spicers 全国销售经理 Jason Hay,
以及 EFI 业务发展经理 Jarrod White 在展会现场合影（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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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成十载 十年风雨见彩虹
—— 江苏百成数码影业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十周年庆典及更名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2015年5月25日，江苏百成数码影业有限公司

片有限公司执行经理吉松涛等，以及合作伙伴美国

深圳分公司十周年庆典及更名揭牌仪式在深圳麒

EFI亚太区副总裁 Stephen Green、美国 EFI 大中

麟山庄隆重举行。现场彩旗飘扬，锣鼓喧天，舞狮

华区总经理李茉莉等众多行业嘉宾及媒体一同出席

欢腾。

了本次庆典活动，共同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EFI 将全力支持百成的工作并会
根据百成的需要制定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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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百成数码影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栾跃生为本
次庆典活动致开幕辞，向各位嘉宾朋友们讲述了百
成集团以及深圳百成在这十年所获得的成就，并对

并期待百成的发展更加辉煌！

各位领导、新老客户以及合作伙伴在这十年里对百

中国艺术摄影家协会执行主席朱宪民、中国摄

作 为 重 要 的 合 作 伙 伴，E F I 亚 太 区 副 总 裁

影家协会副主席张桐胜、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Stephen Green 作为伙伴代表表示祝贺：百成是EFI

兼秘书长吉龙生、东莞派美陈列道具有限公司董事

重要的客户，很早之前就与百成开始合作，很欣喜

长徐伟等领导亲临庆典现场，江苏百成数码影业有

的看到百成在这十年来的快速发展，这期间也见证

限公司董事长栾跃生、江苏百成数码影业有限公司

了百成的成长以及壮大。百成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

执行董事、总经理兼百成国际总经理栾梦秋、江苏

是百成人对事业的认真、执着、及不懈努力的结果，

百成数码影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上海百成图

在今后的发展中，EFI将全力支持百成的工作并会根

成的支持与关注表示诚挚的谢意！

据百成的需要制定合作方案，并期待百成的发展更

副总经理吉松涛共同开启了时光球，为本次庆典活动

加辉煌！

的成功举办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欢庆锣鼓喜临天，龙腾狮舞送吉祥，及具浓郁中国传

十年风雨，十年征程；十年汗水，十年果实。正

统文化特色的象征吉祥的瑞狮点睛仪式将庆典活动

如百成执行董事、总经理栾梦秋所说，
“百成的信念

推向了高潮。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张桐胜与百

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百成

成董事长栾跃生一起点睛开运的两只瑞狮，昂首摆

人用辛勤的努力和不懈的拼搏，终于迎来了今天的

尾，腾挪跳跃，欢快洒脱的步伐象征着百成公司事业

辉煌。

蓬勃发展的态势，狮口吐出“前程似锦、大展鸿图”
两条红幅，表达了所有业内朋友对百成的美好祝福
和期许。
随后，中国艺术摄影家协会执行主席朱宪民、
东莞派 美陈列道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伟、江苏百
成数码 影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栾 跃 生、江苏百成数

十年，仅仅只是开始，百成激情飞扬；
成长，永远不会停止，百成期待突破；
乘风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让我们共同期待百成的明天更精彩！

码影业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兼上海百成图片有限公
司执行经理吉松涛为百成深圳公司改名揭牌，百成
深 圳分 公司更名为深圳市百成国际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新 起 点，新征程，预祝百成扬帆 远 航，再创
辉煌！
中午的答谢午宴上，中国艺术摄影协会执行主席
朱宪民、江苏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沈遥、广东省摄影家
协会主席李伟坤、美国EFI大中华区总经理李茉莉、
柯达乐芮中国区销售总经理盛毅，台湾爵士范董事
长、上海康达喷画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浩等嘉宾纷纷
对深圳百成国际展览服务公司十年的辉煌发展表示
祝贺，并分享了与百成公司的精彩合作，并对百成公
司的勤奋努力给与高度评价！
最后，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吉龙
生、福建宝姿张厦民、百成总经理栾梦秋、百成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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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nner，

创建香港尖端喷画市场
EFI携手 e-banner 共同在香港
举办 VIP 客户新时代极速喷画
交流活动

关于e-print, e-banner
e-print gf 2001年成立，专营商业印刷，初期只有6人组成，发展到今天已拥有400多名

香港 - 2015年5月29日-EFI™（纳斯达

雇员、13间香港分店、8间马来西亚分店、5个企业品牌及5个销售渠道，更在2013年12月

克：EFII）携手香港首台 EFI VUTEk HS100

于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股票代号：1884）。e-banner于2014年6月成立，为e-print集

Pro 的用户，e-banner，共同举办VIP客户新

团有限公司成员，以香港为核心基地，主要提供专业数码喷画及展览安装工程服务，致

时代极速喷画体验活动，为创建香港尖端喷

力提供高质素及方便快捷的喷画服务给客人，为客人带来喷画服务新体验。

画市场作专业交流分享。130多名来自于终
端用户，品牌经理人，4A广告公司，香港喷
画行业的同行以及多个行业媒体参加了本次

裁 Stephen Green 不仅为 e-banner 新业

VUTEk HS100Pro 也再次证明他对尖端喷画

务，新产能和新技术传达了祝福，还将EFI的

市场的高度敏锐，对开拓全新市场的决心和

本次活动的上午为创新科技的专业技

销售团队和服务团队介绍给来宾，他表示，
“

信心。EFI 以每年投入 20％ 营业额到研发团

术交流会，下午为VIP客户现场参观体验极速

香港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有活力，并且愿意不

队作为保证，一定将稳定的技术和一流的服

喷画之魅力之旅。活动伊始，EFI亚太区副总

断变革出新的，e-banner 投资千万购得 EFI

务团队作为开拓香港尖端喷画市场的后备力

活动。

量，令 ebanner 勇往直前，而无后顾之忧。”
e-banner 首席执行官 Chris Chan 也
表示，
“e-banner向来以客户为本，致力提供
优质的网络订购喷画业务，以专业、快捷、简
单和便利的方式为客人带来喷画服务的新体
验。投资 EFI VUTEk HS100Pro 高端数码喷
画机，是让客人对我们的输出品质和生产能
力更有信心，让我们业务突破原来的传统，
要做香港尖端喷画市场的领头羊！ ”
下午的工厂参观环节，不仅让嘉宾亲临
体验极速的高品质生产，更多的是亲眼所见
ebanner 整齐有序的生产环节，高品质画面
的输出，高效地生产流程，多样化的产品以
及 24 小时不停歇地运作。让所有嘉宾惊叹
不已，更是对 e-banner 信心百倍。上午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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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Green, EFI 亚太区副总裁

Chris Chan, e-banner 首席执行官

到时的签名背景板合 影留念，也在下午 参

机以每小时100张以上的板材处理速度和高

对复杂的矢量数据，处理速度要比竞争对手

观时作为随手礼送给与会嘉宾，嘉宾们纷

精度灰阶模式进行生产。其创新的冷温固化

快上 7 倍以上。Fiery proServer 第 6 版针对

纷表示 e-banner 的生产效率是将来合作

技术，在确保油墨精准覆盖的同时，提高图

EFI VUTEk 打印机而设计，但同时也能够与

的保证。

像质量，改善光泽度的控制，扩大色域范围

超过 500 种宽幅面和超宽幅面打印机相兼

和更宽幅面的输出。其数字化成像技术和油

容，它还支持 Fogra PSD 认证，并提供新的

墨传送系统，降低了油墨用量，从而降低的

拼接功能，使可用性得到增强。新型 Fiery

生产成本。

proServer上的动态平滑功能可确保获得一

屡获殊荣的EFI VUTEk 旗舰产品, 3.2
米宽幅，海量产能，并且全自动上版的EFI
VUTEk HS100 Pro 数字化 UV 喷墨印刷机，
是一款革新化、高产能的印刷机，它是真正

EFI 不仅拥有品过硬的硬件产品，更拥

胶版印刷机和丝网印刷机的替代设备。同时

有优化的 Fiery proSever 以及网络印刷和可

流的渐变输出。
这些解决方案也在本次活动中一一向来

拥有丝网印刷的生产力和胶印的画面品质。

变数据印刷多种全方位的决方案。EFI Fiery

®

宾们介绍及互动。EFI，一直以来持续关注中

在 Orion 软件平台的驱动下，该创新型成像

proServer 第6 版作为一套新型、可升级的

小型家族企业的发展与赢利，并坚守在第一

技术实现了客户要求的色彩精准性和一致

灵 活 数 字 前 端 工作 流 程 ，使 处 理 速 度 得

线与之共同成长与发展，始终坚守为他们找

性，达到理想中的产能和数字化生产效率。

到显著提升。Fiery proServer 的 EFI FAST

寻最佳赢利模式。

这台卷对卷和板材两用型UV喷墨数字印刷

RIP（Fiery加速系统技术）处理引擎能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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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ry API:
推动按需印刷生产
挑战
Printondemand-worldwide.com（PODW）专业从事
书籍数字印刷，专为学校、专业出版商和技术出版商，以及
各种需要短时印刷高质量书籍的人员提供全面服务（从一本
到数千本均可）。他们的客户包括 Taylor & Francis 集团、
鱼鹰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Inderscience 和牛津大学出
版社。PODW 的印刷设备包括三台用于黑白印刷和彩色印刷
的 Océ 机器、一台佳能 imagePRESS C7010、两台理光 Pro
C751 和一台 Xerox iGen 150，后三台设备均由 EFI Fiery 数
字前端（DFE）驱动。此外，PODW 最近刚购入一台网屏卷
筒进纸高速印刷机，以提高生产力。
PODW 数据库约有 30 万册图书文件，且每天印刷和交付

“我们需要查看印刷机日志，以

上万册图书，包括平装和精装本，所有图书均在内部印刷和封

确认系统没能及时成功处理的任

装。通常来说，约 70% 的订单都是单本图书订单，剩余的多数

务……我们需要尽量保持‘实时

为数百本订单。

更新’
。”

以 这种规模 实现高效 生 产的唯一方法是 通 过 实现高度
自动 化，包括 安 装 高 度自动 化 印后 装 订生 产 线 的 车 间以 及
下单与下单管理平台。PODW 开发了根据自身需求量身定制
的“CRMIS”
（客户关系管 理信息系统），将 销售、生 产控制
和分析有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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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AARON ROACH, 商务总监
PRINTONDEMAND-WORLDWIDE.
COM

其主要挑战之一是有效地管理单本订单。PODW 对“单本
印刷”服务游刃有余，这样客户可以按照自己的确切要求和设
计定制图书。随着此业务的不断发展，
PODW 发现，这类订单的印刷任务质量要求各有千秋，因
Printondemand-worldwide.com 成立

此需要软件系统来管理越来越多的印刷任务。

于约 20 年前，最初为设施管理公司，自 2006
年起开始专门从事书籍的数字印刷生产。公司
的原则是提供“全面服务”，并以对书籍生命周
期和销售周期的深入了解为基础，必要时提供
定制的整合/开发服务。

每天为多家数字印刷企业印刷成批的任务。虽然 PODW
的自有软件能检测和自动修正已知的问题，但仍有少部分原因
造成印刷失败。例如，必须等到全部印刷完成交叉检查批量任
务之后，才能发现文件丢失的问题。每本书都有带条形码的临
时书套，方便员工操作印后设备，但这会造成批量生产线中的

除与主要大学和专业出版商合作之外，

问题发现过晚。

Printondemand-worldwide.com 还将其服
务拓展至为单个用户，使出版商和作者获得更
多利润份额。PODW 拥有极强的环保精神，并
获得众多质量和环境标准的认证。

“我们需要在批量任务完成之前尽快知道有文件丢失”，
商务总监 Aaron Roach 解释道。自动化控制台能够识别发送
至印刷机的具体任务，但无法跟踪更多细节直到装订前的扫描
才发现问题。敏捷、且经验丰富的操作员可能会发现有部分缺
失的书籍，但由于 PODW 更多关注消除无效率事件，因此需要

Printondemand-worldwide
9 Culley Court, Orton Southgate,
Peterborough PE2 6XD, United Kingdom

更快、更确定的方法。
“我们需要查看印刷机日志，以确认系统没能即时成功处
理的任务。标准的Fiery任务日志每天仅上载一份，以提供一

电话 +44 (0)1733 237867
Printondemand-worldwide.com

整天的信息，但我们需要尽量保持‘实时更新’”，PODW 的网
页/IT开发人员 Matthew Aitken 说道。

解决方案:
“随着我们了解有关API结构的
背景知识，了解我们确切需要的
信息无疑变得非常容易。”
MATTHEW AITKEN, 网页/IT开发人员
PRINTONDEMAND-WORLDWIDE.
COM
PODW 每天印刷和交付上万册书，包括平装和精装本，所有图书均
在内部印刷和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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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Fiery API 获取的实时生产状态信息用于计算及持续更新关键生产数据和图表，这些数据和图表在生产区域的大屏幕上显
示，因此所有人都可以轻松浏览所有正在生产中的任务，从而优化生产效率。

解决方案
Aitken 和Roach从其他公司了解一些 Fiery 数字化前端的相关

“由此可见，任务直观性和

信息；他们从在线论坛搜索后转到 EFI 开发人员网站（developer.

生产信息的准确性将取得很

efi .com）。他们对 Fiery API 如何提升作业效率非常感兴趣，因而
联系 EFI 欲购买许可证。由于 PODW 也将 Fiery API 用于自身运
营，因此 EFI 免费为其提供许可证。
基于网页的 Fiery 应用程序界面（API）可应用于各种桌面和移

大进步 。”
AARON ROACH,
商务总监,

动平台。Fiery API 非常简易、方便使用，以便开发者运用基于网页

PRINTONDEMAND-WORLD-

的现代技术，如 WebSockets 创建定制工具或应用程序，从而实现

WIDE.COM

与 Fiery 数字化前端的实时双向互动。例如，使用 Fiery API 后，检
索任务日志数据仅需一行代码。Fiery 用户可以任何编程语言和开
发工具轻松制作应用程序，以解决日常问题，正如 PODW 所做的
一样。
“一旦我们收到存取码和有关API结构的背景知识，了解我们
确切需要的信息无疑变得非常容易”，Aitken 说道。PODW 的生产
自动化系统现在每一分钟即可从 Fiery DFE 申请有关上一分钟生
产的更新信息，从而收集实时生产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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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此信息用于计算及持续更新关键生产数据和图表，这些数据
和图表在生产区域的大屏幕上显示，因此所有人都可以轻松浏览
所有正在生产中的任务。包括操作员或部门的生产量、成本和浪
费、趋势分析，甚至能扩展至相关手工生产区域，如精装本的书套
制作，及跟踪操作员的培训和技能发展。

结果
监控系统于2015年2月中旬投入使用，且立即发现在生产力方
面可进行改进。
“我们发现，印刷机的正常运行时间并不长，相反
任务间的空白时间越来越长”，Roach 说道。
“让操作员重新专注
队列中的任务，并大大加快程序操作，从而重新分配员工，避免
集中高峰印刷。”
使用 PODW 的“BookVault”按需书籍印刷设施的客户可以

Fiery是自动化进度安排系统中心，帮助该系统
优化生产时间、帮助操作员完成工作计划。

通过网页登陆，查看任务状态 - 已印刷、已装订、已发货或已开票。
我们还可向大客户自动发送电子报告，减少 PODW 需要处理的繁
琐沟通时间。
Fiery 是自动化进度安排系统中心，这一系统可优化生产时
间，帮助操 作员 通 过甘特 图 制定 工作计 划。甘特 图可显示 每项
任务的规划和实际生产时间。
“由此可见，任务直观性和生产信
息的准确性将取得很 大 进步”，Roach 说道。客户可以检查已印
刷页数占总页数的比例，即生产进度，而且纸盒缺纸等延迟原因
也能轻松发现。
对生产数据的持续分析将为 PODW 带来更大的程序变化。
“我们不断寻找潜在的瓶 颈。产量提高5%，即可成就改变事情
的最佳完成方法”，Roach 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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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 Inkjet 解决方案的

打印技巧和诀窍
EFI VUTEk 混合两用型打印机在玻璃上的应用
通常很难让玻璃产生良好的附着性。因此，必

需要下列物品：

须首先在一个透明的柔性材料上打印玻璃应用的

• 短波紫外光

图形，然后再转移到玻璃上。这意味着需要额外的

• 干净的棉手套

步骤，可能会出现安装问题，并且应用的材料会随
着时间推移有磨损风险。
EFI™ 研发了一种将图像直接打印在玻璃上的
工艺，无需额外的材料、应用打印和安装时间。使
用 EFI 玻璃清洁剂和底漆完成此工艺，适用于任何
形式的 EFI VUTEk 混合两用型打印机。
EFI 高级应用专家 Brian Bernard 在此解释该
玻璃打印工艺。该工艺最适用于钢化玻璃（对于其
它类型的玻璃，结果可能不同）。

• 干净的擦拭布
• EFI 玻璃清洁剂和玻璃底漆
• 带高温设置的输送机式炉
• 耐热手套
步骤1：确定玻璃的打印面
尽管玻璃看起来似乎透明，但事实上在短波紫外光
下观看有一面是雾蒙蒙的。将玻璃带到一间暗室
内。将短波紫外光靠近玻璃，确定雾面和非雾面。
在玻璃的非雾面进行打印。
步骤2：清洁玻璃
完成该工艺的剩下部分之前要一直戴上棉手套。请
勿使用乳胶或丁腈手套—您手上的油会掉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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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而弄脏玻璃。在您的玻璃打印面喷上足量的
EFI玻璃清洁剂。取一块干净的擦拭布做清洁，确
保将玻璃整个表面从上到下擦拭干净。继续擦拭
直到玻璃表面干燥为止。

TIPS AND TRICKS FROM EFI'S TECHNOLOGY SPECIALISTS

EFI VUTEk 混合两用型打印机在玻璃上的应用（续）
步骤3：给玻璃上底漆
将足量的EFI玻璃底漆喷在清洁后的玻璃上。请勿使用
您擦玻璃时用到的同一块擦拭布。取出一块新的干净擦
拭布，将底漆均匀地涂在整个玻璃表面。底漆在变干之
前继续此操作。
步骤4：打印
使用EFI的玻璃清洁剂和底漆为玻璃
打印做准备。

不要脱下棉手套，将清洁过、涂过底漆的玻璃移到打印
机上。将图像/图形打印在玻璃上。
步骤5：烤玻璃
将玻璃的打印面朝上放入炉内。传输机式炉为最佳选
择。将炉子的温度设置为650℉，并设置传输带运行时
间，确保打印品在炉子内运行10分钟。
步骤6：取出并冷却

EFI使用此处所示的黑体品牌传输机
式炉生产打印玻璃样品。

佩戴耐高温，耐热手套，移开传输带上的玻璃，放置一
旁冷却约30分钟。一定要将玻璃放在无人能意外碰到
的位置，因为它会很烫。
此时，该工艺结束。通过加热将底漆粘在玻璃上，同时
将墨水粘在底漆上。现在您可直接将最终完成的图形印
在玻璃上，准备发送给客户。

一定要用耐热手套将玻璃从炉内取
出；玻璃将被加热到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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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在DNA项目中向

EFI投资1000万美金
关于 Snap
Snap连销经营是一家业内领先的从事商业印刷，平面设计，网络设计，电子邮
件营销以及市场营销服务的公司。Snap致力于发展新事物，新想法，以及创新
技术。在澳大利亚，公司拥有160个拥有个运营中心，并在全球各地包括中国、
新西兰及爱尔兰在内的25个运营中心。

关于
Stephen Edwards
Stephen 是 一 个 印 刷 行 业 的
资 深 人士，拥 有 超 过 25 年的
印刷行业经验。他目前是澳大
利亚印刷行业协会（PIAA）和
Newhaven Farm 公 司 的 董

Snap 向 EFI 签署了一份 1000 万美金的订单，作为向多国连锁店提升生产效率和生
产力的投资。
联合 EFI，一同命名的 DNA 项目，意味着 Snap 向更宽阔的 IT 领域转型策略的投
资，并专注于数字领域的转变和以客户为中心。
Snap 连销经营的 CEO, Stephen Edward 说道，
“DNA 项目是我们转型策略的一
个主要部分，通过连锁网络来进一步加深与澳大利亚业务的有效关系。

事 会 成 员 ，也 曾 被 任 命 为

它将是 Snap 转型的方式，我们将会变得更将有效，并实现成为一个无缝连接的公

Adroit Management Group

司，同时也使我继续为顾客提供更出色的服务。在公司总部和其下的连锁店对新技术

的董事会成员。

进行补充，提升客户满意度，并在各个层面增加赢利，也让我们员工的一天变得更为轻
松愉快。”
Snap 认为在做了广范的调查之后决定升级和发展已经用了十年的管理信息系统。
“DNA 项目的主要元素将会改变Snap规划业务的方式，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行
业。”EFI 的 CEO Guy Gecht 说道，
“EFI 的印刷工作流程是帮助 Snap 连锁经营能够更
有效地管理和实现业务增长的理想工具。
“凭借 DNA 项目的多年协议，连锁店的经营从购买 Firey 产品到生产力软件套件，
我们非常高兴以此来加深我们之间持久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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