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zomi 18000+ LED
适用于 POS 和广告标识制造商的单程印刷机

借助单程打印满足您对速度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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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款为标牌和广告标识市场 
设计并打造的单程数字印刷机。

周转时间持续减少，客户对于版本多样化和可变作业的需求不断上升。产量庞大的制造

商对于打印速度的提升有着热切的期盼。

这都不是问题！EFI™ Nozomi 18000+ LED 是一款无出其右的卓越打印设备，它能够在种

类繁多的基材上轻松实现打印，且涂底和清漆涂刷的能力亦取得了显著提升，可使您的

业务实现飞跃式发展。 

Nozomi 18000+ LED 可将您的所有期盼都变为现实，这款设备具备极致的打印速度和品

质，能提升您的产能至全新水平。每一张板材均可依照各自专属的打印节奏实现按时、

按需打印，另有更多功能亟待您去探索，所有卓越之处均可由单程技术为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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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您业务发展步伐的强大功能

Nozomi 18000+ LED 数字印刷机可通过消除与模拟（平版印刷或丝网印刷）相关的拼版调整成

本，来使每平方米的打印成本实现显著下降。您还将获得更高的高峰期产能，从而使产品能更

快投放市场，并可以得到更多机会来适应客户对版本多样化、可变数据作业和最后时刻修改的要

求。通过将生产整合到单一的超高速平台之上，您将能够降低污染排放足迹和人力资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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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材料和应用范围，令人叹为观止

• 与种类繁多的材料完美兼容，具备全 LED 固化能力，且搭载有按需喷墨技术

• 可选择全自动送纸和堆叠功能，处理厚达 12 毫米或薄至 0.3 毫米的板材或印张

• 借助 UV 底漆在塑料瓦楞板和其他墨水附着力低的材料上轻松实现打印

• 选择预喷白墨，可实现在反光或彩色表面上打印

• 可选涂覆 UV 后处理涂层，能够增强户外应用的耐候性，并为其添加紫外线保护

超高速生产

• 每小时可生产多达 1,000 张以上的 1.2 米 × 2.4 米印张

• 宽度为 1.8 米，一体化真空输送，打印速度最高可达 65 米/分钟

• 高峰期产能所需的打印效率可从一提升至几千乃至更多：

 − 自动化托盘到托盘的材料装卸

 − 全自动套准

 − 连续供墨，全循环墨水传输系统

 − 自动清洁喷嘴板

 − 配有双触摸屏，用户界面直观易用

 − 配备印张厚度激光检测器

 − 配有人工视觉系统，专门守护颜色均匀性、探测缺陷，并执行喷嘴输出检测

超高质量

• 采用 CMYK，可选白墨、橙色和紫罗兰色

• 可选橙色和紫色扩展色域，能够呈现 95% 以上的 Pantone® 色库中的颜色

• 相较于往复式打印，单程打印的墨水堆叠可使墨水成本降低 20-50%

• 全角人工视觉质量检测

• UV 固化底漆可使墨滴在所有材料上的滴落位置均保持一致性

• 业内最卓越的 Fiery® 色彩管理套件，配备可与 EFI IQ™ 和 eProductivity 软件实现连

接的 API 接口

将您的竞争优势提升至全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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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您的创意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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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出众的一款超高速 LED 印刷机，
专为 POS 和广告标识制造商打造

谨慎检查，深度清洁

确保每一张板材/印张都可为打印做好万全准备

底漆

• UV 涂层适用的基材种类繁多，其中包括塑料、
纸张甚至合成材料

• 独有气刀分离器，可使材料持续传输

套准

高速套准台，同时搭载得到进一步优化的翘曲控制功能

墨水配置

KYMC基本

可选 KYMC W+
KYMC +

KYMC V

O V

O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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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叠

材料堆叠可实现完全自动化

印刷机

• 单程 LED 数字喷墨印刷机 
• 7 个工业级固定阵列打印通道

• 打印分辨率：360 dpi（原始）； 
720 dpi（有效）

• 4 级灰度

• 优化的真空传输 
• 搭载有再循环、压力和温度控制的墨

水系统

• 自动清洁喷嘴板

• EFI Fiery Z-1000 数字前端

机载质量监测

配备人工视觉系统，专门用于颜色调整和喷嘴输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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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纯正品质 EFI 墨水实现 
超高品质打印

我们的纯正品质 EFI Nozomi 18000+ LED 系列墨水具有定制化的原料配比，并已经针对 
Nozomi 18000+ LED 印刷机完成了全面测试和优化。同步开发的系统和墨水可确保您得

到无与伦比的宽广色域，出色的耐久性、可靠性、一致性，并使运营成本变得可轻松预

知。Fiery 色彩管理套件颜色范围无比宽广，利用这款业界顶级的套件，您将能够从纯

正品质 EFI 墨水中获得您翘首企盼的卓越质量和优异性能，并从此尽享异彩纷呈的打印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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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ry 前沿技术 - 数字前端领域
革命性的全球领导者

集中化的打印生产控
制，并配备有 Fiery 
Command WorkStation 
直观易用的作业管理交
互界面

Fiery 技术具有以下优势：

• 先进的色彩管理和多种后期图像编辑工具

• 即使打印大量复杂的图形也同样能保证高品质输出

• 优异的开箱即用的颜色，具备最平滑的色彩混合效果，阴影细节无比精细，图像清晰度更是做到了 
极致。

• 精确的品牌色彩再现和色彩匹配，可实现一致的打印效果

• 智能的自动化功能，可分析打印作业并动态选择最佳打印设置，同时减少设置时间

• 高效的作业管理，可轻松处理短版打印作业及多版本或可变数据打印作业

• 准确估算墨水并报告打印中的实际墨水用量，让您完全掌控生产

• 先进的刀片式硬件架构，处理能力能够确保达到最高产能

EFI Fiery 数字前端 (DFE) 为行业标杆，也是众多不同的印刷环境下最受

热捧的理想选择。若要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胜出，重要的是以具备

集成化工作流程和色彩管理功能的 DFE 为自己所用，以使运营效率更

高，产品质量更出众。Fiery NZ-1000 DFE 能够呈现出色的图像和颜色质

量，并具有各项优秀功能，可使您的打印成果变得真正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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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专属的增值培训和服务

在安装、初期生产以及常规和密集使用期间，我们都可随时为您提供支持，我们的宗旨

是确保您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好 EFI Nozomi 18000+ LED 单程印刷这笔明智投资。

初期生产方案

为期 12 周的课程，旨在通过 3 周的操作员实操和维护培训，以及长达 9 周的现场指

导加快学习曲线，并提高操作员的信心，确保您能实现稳定生产。

后续跟进工作的三大关注点

我们工作的重点是设备的整体稳定性，后续跟进工作的重点集中在三个关键领域，

即生产监控、培训和维护。高级现场服务工程师 (FSE) 会在您的场地中为您提供为期

三个月的支持，并且我们的远程支持团队也会全天候为您提供全面支持。

维护服务

我们会根据产量提供三个级别的维护协议，即青铜、白银和黄金，您可从中按需选

择，以维持最佳的打印质量、保持设备稳定性并增强技术培训。维护计划包括例行

程序和最佳做法，以便确保所有部件都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并避免意外停机事件

发生。

智能支持

远程培训和支持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得到极大增强，可实现实时、亲眼所见的交流，

并可使解决问题所需时间变得更短。



11

利用 EFI IQ 让您的印刷业务 
智能化

通过将打印机连接到 EFI IQ 来利用生产数据的价值。使用 EFI IQ 云应用套件来做出数据驱

动的决策，以提高投资回报、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最大程度地增加利润并增加收入。

您可通过 EFI IQ 连接人员、流程和打印设备，以便做出更好的数据驱动决策。使用  
EFI IQ 应用：

• 近乎实时地查看打印机的关键生产数据和当前状态

• 捕获打印生产数据并转换为可操作的分析，以推动业务改进 

• 使用 iOS 和 Android 设备随时随地与您的打印生产系统保持连接，查看打印设备并监控作业数据

• 接收关于生产阻塞事件的警报，并自动分发报告，以确保不会忽视任何生产问题

使用 EFI IQ 应用，通过您的生产数据建立更强大、盈利能力更强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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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can be adjusted; width is fixed

技术数据

打印

技术 EFI 按需喷墨单程数字印刷机

最大打印面积 1800 毫米（宽） x 3200 毫米（长）

分辨率 360-720 dpi，4 级灰度

颜色数量 高达 7 种颜色，可选白墨、橙色、紫罗兰色

墨水类型 EFI 纯正品质 UV LED 墨水

底漆
包含增强型底漆
可选顶部刷涂清漆应用

数字前端 EFI Fiery NZ-1000 “刀片” 持续送纸系统

生产效率（1.2 x 2.4 米板材）

单线打印 直线打印速度 65 米/分钟

手动送纸 最少 600 板材/小时 *

完全实现托盘到托盘的自动化 最少 1,000 板材/小时

承印材料处理

最大打印宽度 1800 毫米

承印材料厚度 从 0.30 毫米（12 磅）到 12.7 毫米

堆叠 不适用于厚度小于 0.8 毫米的基材

自动化 ¾ 自动化，或从托盘到托盘

环保考量

占地面积（长 × 宽 × 高）：剪刀升降台、UV 底漆、定位模块、 
可配置的打印机、叠纸器

36.5 米 x 11.28 米 x 3 米

机房内温度 23 - 28 °C

相对湿度 20% 至 80%（无凝结）

电气
350A（380V 的供电电压下） 或 280A（480V 的供电
电压下）

空气 干燥清洁的空气，6.5 巴

* 手动操作时的产能依操作员的装载时间而定

Nothing herein should be construed as a warranty in addition to the express warranty statement provided with EFI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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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共创辉煌。
我们深知，您需要突破性技术来引领您的数字之旅。因此，我们始终致力于提供可扩展的产品、解决方

案、服务和支持，以及世界一流的合作伙伴关系，帮助您推动业务增长。我们针对各类标牌标识、包装、

纺织品、瓷砖、建筑材料、商业印刷和个性化文档的制作开发突破性技术，并提供种类丰富的打印机、 
墨水、数字前端和工作流程软件。我们坚定不移地专注于为您的每个作业增加利润、降低成本、提高产能、

优化效率，年复一年。我们执着于助您取得成功。我们深信，我们卓越的员工、一流的技术和丰富的行业

经验，定能助您达到业务目标。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ef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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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