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廠商消息

香港印刷業商會

060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99

廠商消息

一系列革新產品

震撼上海廣印展

本屆 2015 上海廣印展期間，EFI 展位以色彩繽紛

的糖果色，為前來的觀眾開展了「找尋盈利的甜頭」

之旅：由四台寬幅面 、超寬幅面數字噴墨印刷解

決方案組合構成的強大陣容驚艷全場，成功讓標

牌標識行業 、包裝印刷行業等數字化圖形印藝的

生產商體驗到「盈利的甜頭」。這次展會現場，香

檳簽約儀式共有九場之多，售出機器數量高達十

多台，這不僅 EFI 取得成功，更能助客戶獲取成功。

EFI 全球銷售及市場副總裁 Frank Mallozzi 在新聞

發布會上，為媒體及與會觀眾詳細介紹了在 2015

上海廣印展首次亮相的 EFI VUTEk H2000 Pro，以

及 EFI VUTEk GS5250lxr Pro LED 兩款機型。這次

於展台隆重亮相的產品，充分展示了圖像品質技

術的提升 、設備的多功能性 、全新研發的油墨，

以及享譽全球的高效工作流程，都以幫助客戶取

得盈利為目的，旨在助力印刷企業的成功。這一

系列革新的產品包括：

1.	EFI	VUTEk	HS100	Pro	數字化
	 UV噴墨印刷機

這是屢獲殊榮的 EFI VUTEk 旗艦產品，3.2米寬幅，

海量產能，並且全自動上版，針對瓦楞板材的印

刷，更新了材料邊緣的對準技術，在高產能的印

刷速度下挑戰自動校準上版的難度，完全可以勝

任。

2.	EFI	VUTEk	H2000	Pro 數字化
	 UV噴墨打印機

這是本次展會又一大亮點，2 米寬幅，應對中型產

能的市場，同時也是繼在 SGIA Expo 全球發布後，

首次在亞太區隆重上市。

3.	EFI	VUTEk	GS5250lxr	Pro	LED打印機

擁 有 5 米 寬 幅， 卷 對 卷， 並 配 備 精 細 墨 滴

UltraDrop 灰階打印技術，還透過 LED 冷溫固化技

術，獲取更環保 、更高效率的核心競爭優勢。

■	資料來源：EFI
TM

EFI
TM
（納斯達克：EFII）憑借業內最先進的 LED噴墨打印機和工作流程組合，以更環保、

更高效和高利潤的圖形印藝解決方案，於2015上海國際廣告技術設備展覽會（以下簡

稱2015上海廣印展）上，吸引了眾多國內外展商觀眾駐足停留，一場場的簽約香檳儀

式更是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熱潮。

EFI 2015上海廣印展圓滿落幕
攜手「找尋盈利的甜頭」

■	EFI 展位現場人潮洶湧，吸引眾多觀
眾駐足觀看，「找尋盈利的甜頭」。

■	上海統傑圖文製作有限公司於這
次展會上，購買了兩台 EFI	HS100	
Pro 寬幅 UV打印機，EFI 高層與上海
統傑汪賢道總經理（左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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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uperFlex 超柔性油墨

可應用於 GS5250lxr Pro 打印機，其多樣化的特殊

配方，加上 LED 噴墨打印機的卓越性能，在車身貼 、

軟標識，以及戶外展示的應用領域，更加可靠和靈活。

5.	EFI	H1625打印機

為入門級，1.65 米寬幅，擁有 LED 冷溫固化技術，

已火速成為生產型 LED 噴墨打印機的熱銷設備；加

上八級灰階打印噴頭，以及多功能的白墨應用，可

輸出高品質的圖像。

從寬幅面的全新入門

到至尊品質的圖像輸出

EFI VUTEk H2000 Pro 打印機亮相 2015 上海廣印展，

表現出色；其極高的性價比 、高品質輸出的優勢，

成功跨入寬幅面標識標牌領域，還可以讓客戶在業務

發展時，靈活地增加他們所需的配置，如白墨 、光

澤面輸出效果的油墨，以及對卷材輸出的處理方案。

為針對中型產量的噴墨圖像輸出市場，EFI VUTEk 

H2000 Pro 擁有精細墨滴的 UltraDrop 灰階打印技

術，能夠帶來無與倫比的高精度圖像，以及再現超

精細文本，特別在陰影處理部分的平滑過度與層次

的漸變上，都有出色的表現。這設備的用戶可以生

產 2 英吋厚的單張板材，設有標準的多隊列生產功

能，可供長時間連續生產。提升了性能的真空皮帶

傳動技術，更全面優化了 2 米打印機在承印材料進

料時的性能。

從創建到共同成長

生產型卷對卷式噴墨圖形印藝市場

擁 有 5 米 寬 幅 、 卷 對 卷， 並 擁 有 超 精 細 墨 滴

UltraDrop 灰階打印技術的 EFI VUTEk GS5250LXr 

Pro 以其出色的性能 、高產能輸出和 12pL 的墨滴，

嶄新亮相於 EFI 展台，迎合了超寬幅面噴墨圖形印

藝市場對圖像品質的追求。結合 LED 冷溫固化技術，

讓用戶可選用更廣泛的承印材料，包括紡織品 、網

狀織物，以及一些不耐高溫的更輕薄 、更經濟的薄

膜材料。

EFI 的 5 米卷對卷噴墨打印機自創建應對超寬幅面

生產型的噴墨印藝市場以來，不斷隨著市場的發展

與變化，借助創新的 LED 成像平台 、EFI 的全新

12pL 精細墨滴 UltraDrop 灰階打印技術，以及全新

超柔性 UV 油墨，維持高產出的同時，還提供了卓

越的性能表現，滿足市場上精確成像的要求。

優化的可變數據

印刷解決方案

EFI Fiery® proServer 第 6 版作為一套新型 、可升

級的靈活數字前端工作流程，使處理速度顯著提升。

Fiery proServer的EFI FAST RIP （Fiery加速系統技術）

處理引擎能夠應對複雜的矢量數據，處理速度要比

競爭對手快七倍以上。Fiery proServer 第 6 版針對

EFI VUTEk 打印機而設計，但同時也能夠兼容超過

500 種寬幅面和超寬幅面打印機，而且支持 Fogra 

PSD 認證，並提供新的拼接功能，增強了可用性。

其配備的動態平滑功能，還可確保獲得一流的漸變

輸出。

2015 上海廣印展，EFI 還展出了 EFI DirectSmile

跨媒體營銷方案中的個性化可變數據印刷解決方

案，為客戶擴闊了數碼印刷的應用領域。

結語

2015 上海廣印展雖然落下帷幕，但是 EFI 與眾多客

戶攜手共同「找尋盈利的甜頭」之旅還將繼續，EFI

將持續關注中小型家族企業的發展與盈利，並堅守

在第一線，與他們共同成長與發展，致力為他們尋

找最佳的盈利模式。■

■	EFI	VUTEk	GS5250LXr	Pro
是5米卷對卷噴墨打印機，嶄
新亮相於這次展會。

無需專家
即可創建任務 實現所有營銷

活動的自動化

通過社交媒體
開發潛在客戶

所有媒體均可實現
個性化配置

手機
客戶關係客戶關係

短信短信
直郵 網頁

電子
郵件

社交社交

■	EFI	Fiery® proServer 第6
版作為一套新型、可升級的
靈活數字前端工作流程，使
處理速度顯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