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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对烘干技术感兴趣，但对于高速水性喷墨打印机来说，干燥通常是

系统级解决方案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印刷过程中，有两种方式可以除去水性墨水中的水。一种是使用多孔表面

或涂层来吸收水，然后让其随时间缓慢蒸发而不影响印刷品；其次是将着色剂喷

涂在承印物的表面，使其立即固定，然后使用干燥机进行快速干燥，使水蒸发。 

 

 

Terry Wozniak  Memjet 色彩与工作流程副总裁 

干燥工艺配合涂料和底漆十分重要，因为与目前使用的喷墨印刷的承印物相

比，使用干燥工艺有更多的承印物可供选择，且耗费的成本更低，由此它获得了

人们极大的关注。 

干燥方法与技术 

以下方法单独或结合使用均可。 

在某些情况下，当承印物是多孔的，墨水覆盖率低和/或印刷速度低时，可

能根本不需要干燥。随着速度和墨水量的增加，承印物的孔少，则必须添加硬件

以进行适当的干燥。 

 

干燥 

干燥可以通过简单的机制实现，例如使用热空气或加热的皮带或滚筒。随着



 

 

干燥需求的增加，红外和/或近红外可列入解决方案。声音、微波和射频等更奇

特的技术有望实现，但采用者可能甚微。 

理想的干燥方案可以让系统充分高速印刷，并且拥有一定的持久性。 

干燥哲学：上锁的金点子 

既不太多，也不太少，而是恰好适合承印物——这就是挑战。具有挑战性的不仅

是烘干技术和装置，还有系统集成和优化。 

例如，干燥过多会导致过度卷曲，尤其是对于纸质承印物。如果片材的一侧

过度干燥，则该侧的纤维会收缩，从而导致片材卷曲。虽然存在各种重新润湿的

解决方案，但是与大米非常相似，一旦煮沸，它就不会完全恢复其原始形式。 

干燥过多会导致其他纸张变形，过度凝结甚至起火，俗称快速氧化。 

干燥太少会导致墨水过饱和，从而导致流挂和起皱，压印辊刮擦或背面墨水

转移。 

最优解是在正确的时间持续施加适量的能量，并持续去除添加的水分——不

太热，不太冷，恰到好处。 

需要注意的是，一种承印物的干燥设置可能不适用于另一种承印物。 

例如，印刷有光覆盖的多孔波纹材料可能根本不需要太多干燥；印刷有大量

覆盖层的涂层喷墨承印物可能需要适量的干燥；高速打印且重载墨水的光泽承印

物往往需要最多的干燥。  

领先的喷墨技术发展绝大多数设备制造商都没有关于高速水性印刷及其相

关系统的经验，特别是对于高度定制的解决方案。 

而这些恰恰是我们所具备的。 

我们的基础设置——包括承印物种类、印刷密度和分辨率——不断调整，并

且不断实验并储存相关记录。 

此外，我们的实验范围不仅限于传统的基于纸张和薄膜的印刷，还包括应用

塑料，金属甚至表面不平坦的直接成型印刷技术。 

 

 

从这些实验中获得的智慧与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经验相结合，可以帮助 OEM 减

轻开发过程中的技术风险，从而缩短上市时间。 



 

 

作者 | Terry Wozniak  Memjet 色彩与工作流程副总裁 

编译 | 王文敏 

 

2020.9.10 谈谈涂层那些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99&i

dx=1&sn=3f73ac9605c5ade1c9252a3506078843&chksm=fa46bed1cd3137c7420c01

d1b03442879ac354f7cb16717592e1a0d8d9c9b98c9c0c748ba50a&token=99187796

8&lang=zh_CN#rd 

The original link： 

https://www.memjet.com/blog/print-innovation/inkjetproductionpaths/ 

与传统印刷相似，喷墨印刷同样也是将油墨施加到承印物上，形成图形。 

目前，在喷墨印刷中，有 3 种承印物可供选择，而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承印材

料是针对传统印刷的工艺和油墨特性进行不断优化的，因此在喷墨印刷设备上，

这些承印材料表现并不是很理想。 

为了扩大喷墨印刷承印材料的范围和功能，同时降低成本，作为喷墨印刷技

术的领导者，Memjet 投入了大量资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99&idx=1&sn=3f73ac9605c5ade1c9252a3506078843&chksm=fa46bed1cd3137c7420c01d1b03442879ac354f7cb16717592e1a0d8d9c9b98c9c0c748ba50a&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99&idx=1&sn=3f73ac9605c5ade1c9252a3506078843&chksm=fa46bed1cd3137c7420c01d1b03442879ac354f7cb16717592e1a0d8d9c9b98c9c0c748ba50a&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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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anluigi Rankin Memjet 全球产品管理总监 

 

下面，我将介绍使用水性喷墨的 3 条生产路径。在每个选项中，您可能会发

现多元化承印材料的结合。而本文则重点介绍有涂层的承印材料。 

可印刷的承印材料 

近线处理承印材料 

在线处理的承印材料 

可印刷的承印材料 

顾名思义，可印刷的承印材料可直接进行印刷、无需任何处理。这对印刷企业有

很大的吸引力，在该解方案中，用户可轻松地进行印刷，不需要进行预处理或添

置任何设备。目前，有很多可直接印刷的承印材料应用于由 Memjet 支持的印刷

机。 

尽管喷墨印刷技术的市场份额在不断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其仍处于起步阶

段——相比其他印刷方式份额较低，这样一来，成本居高不下（此处的成本指设

备成本和使用成本）。印刷企业在等待规模经济赶上来的同时，也在寻求其他替

代途径。 

预处理的承印材料 



 

 

对于预处理的承印材料而言，范围扩大很多，预处理环节改变了承印材料表

现特性，使其易于接受水性墨水。 

我们将承印材料添加到近线或连线设备上，进行预涂布，以保证印刷质量。

但增加了预处理环节，成本也会增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可印刷的承印材料

相比，预处理的承印材料能节省很多成本。因此，这个选择是值得投资的。 

除了成本外，涂层或底漆能够增加承印材料的多功能性，如耐久性、耐水性

等，改善印刷质量。 

近线涂层 

近线涂层用于承印材料预处理环节。涂料会在承印材料上形成一层可吸收墨

水水分的表层，同时可以让墨水着色剂附着于其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分蒸发

但不会影响打印质量。 

 

但涂料较厚，需要更长时间干燥，因此通常使用近线，从实际使用中不难发

现，近线涂层效果并不理想。 

在线涂层 

在线涂层与近线涂层类似，只不过生产流程与印刷环节相连接，加快了生产

效率。在线涂层的原理是，一旦触及表面，便会对着色剂起到固化作用，形成非

常薄的一层。它没有任何吸收性，因此这种涂料涂布在承印物后，要快速烘干，

去除表面水分。 

 

 

在线涂层相对较薄，通常与印刷生产设备相连接，当然也可以选择近线。为

了匹配高速的印刷生产，在线涂层进行过特殊设计，它可以用喷头喷射，类似喷

浆涂层施加在印材表面，然后印刷前晾干即可。 

推动创新，开创喷墨未来 



 

 

想要解决纸张、涂层和性能难题，了解承印物的选择和生产途径是一个很好

的起点。 

Memjet 的 OEM 合作伙伴投资了涂料和底漆的研发，并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目前，他们针对日益增长的包装市场，正在研究如何整合近线/在线处理方

案，以促进印刷质量不断提高。甚至由企业应用这项技术开发全新的应用解决方

案，如在不平整的表面直接印刷成型。 

 

作者 |  Gianluigi Rankin  Memjet 全球产品管理总监 

编译 | 王文敏 

 

2020.9.3 谁说“规模生产”和“个性化”

不能共存？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89&i

dx=1&sn=befc445a858cf1187a877e0906b6d63b&chksm=fa46bedbcd3137cd43fb0f2

376f3b3257934f3e0e12914202d92d9c777471d039bec743719d8&token=991877968

&lang=zh_CN#rd 

The original link： 

https://www.memjet.com/blog/print-innovation/personalizationatscale/ 

定制化、个性化生产越来越流行。客户喜欢什么、在哪里以及如何购买……

正在推动库存管理、分销、产品设计和营销方面的变革。终端品牌正在迎合消费

者，调整产品及销售策略，而品牌的 OEM 厂商和印刷服务供应商也紧跟品牌商

步伐进行调整。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89&idx=1&sn=befc445a858cf1187a877e0906b6d63b&chksm=fa46bedbcd3137cd43fb0f2376f3b3257934f3e0e12914202d92d9c777471d039bec743719d8&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89&idx=1&sn=befc445a858cf1187a877e0906b6d63b&chksm=fa46bedbcd3137cd43fb0f2376f3b3257934f3e0e12914202d92d9c777471d039bec743719d8&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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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jet Inkjet Insight 总裁、著有《喷墨设计师指南》 Elizabeth Gooding 

 

最近，CB Insights 公司的托马斯•西诺(Thomas Sineau)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大

规模生产到大规模个性化》(From Mass Production to Mass Personalization)的文章，

讨论了食品、时尚和零售等高度标准化行业，是如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

个性化服务的。 

文章援引了麦当劳的销售策略，其根据季节、当天的时间、当前的交通状况

和天气情况为驾车前来的客户提供实时变化的菜单，以加快订购速度并提高效率。

可以将这样的销售策略应用于连锁餐厅和小型餐饮店。  

像耐克这样的时尚品牌正在使用预测分析来管理库存，而且还能预判消费者

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购买产品。根据客户在特定零售点购买或在线购买需要运输

产品的可能性，来调整包装的设计和印刷方式。 

 喷墨印刷技术可使生产输出实现个性化，其业务领域包含直邮、菜单、明

信片、包装，以及你所能想到的行业及领域的制品印刷。 

在许多行业中，改变印刷产品的生产和管理方式是极为可能的——采用数据

驱动，创新的印刷公司可以通过调整生产来真正实现更多利润。 

现在，品牌的 OEM 厂商面临的挑战则是采用相同的数据驱动方法来分析其

自身的市场机会。在品牌个性化需求使喷墨印刷成为必备品的市场中，如何使喷



 

 

墨变得更易用和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印刷生产解决方案如何更快地投放市场？ 

品牌的 OEM 厂商还可以通过教育合作伙伴支持其客户、潜在客户，进行有

效的销售数据管理，并利用喷墨印刷技术节省开支、创造利润。 

作者 | Memjet Inkjet Insight 总裁、著有《喷墨设计师指南》 Elizabeth Gooding 

编译 | 王文敏 

 

2020.8.27 喷墨印刷：成本 PK 质量！纸

张、涂布、性能，怎么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88&i

dx=1&sn=245e9cfb71f6adea4c4758022027f0ea&chksm=fa46bedacd3137cc445daa3

4d1782793638c92d70077ca3e729d014256b72afc6ecdcc2e9a38&token=991877968

&lang=zh_CN#rd 

The original link： 

https://www.memjet.com/blog/print-innovation/inkjettrifecta/ 

实际上，极少人愿意在纸张上进行大量投入，对于传统的印刷方式而言，测

试一堆纸张的质量并选择物美价廉的，似乎很简单。但对于喷墨，可不那么容易

哦! 

从质量方面看，为防止墨水渗入纸张并带走着色剂而进行表面预处理，可以

让水性喷墨在多孔材料上会表现得更好。表面光洁度影响着色剂在纸张表面的留

存程度，其主要影响因素是添加到版材上的化学物质处理方式或者涂层本身。而

水性喷墨在非多孔材料表面有截然相反的问题：墨水根本无法渗入，所有颜色都

从书页上流失了。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88&idx=1&sn=245e9cfb71f6adea4c4758022027f0ea&chksm=fa46bedacd3137cc445daa34d1782793638c92d70077ca3e729d014256b72afc6ecdcc2e9a38&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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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zabeth Gooding  Inkjet Insight 总裁、著有《喷墨设计师指南》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在纸张上使用化学物质，对墨水进行适当干燥，使墨

水黏在纸张表面、水分得以蒸发。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成本。 

这种化学物质从何而来？可以购买经预涂布或底漆烘烤处理的纸张。这类纸

旨在通过兼容的喷墨印刷机来提供高质量，但对于喷墨处理纸，成本溢价 10％

到 15％ ；对于喷墨涂层纸，成本溢价 30%~50%甚至更高。 

除此之外，在印刷环节或印刷之前对胶版纸进行预涂或施加底漆也是不错的

方法。部分喷墨印刷机内置了此选项，底漆可以通过打印头喷射，也可以与网纹

辊一起使用。底漆是会产生成本的，因此大家的使用方法也不同。将底漆施加到

胶印纸的成本低于直接购买预处理的纸张，但在混合印刷中，各印刷企业则有各

自的计算方式。 

同时拥有胶印机和喷墨机的印刷企业，通常会购买大量胶印纸，如能在喷墨

机上使用与胶印机相同的纸张则是非常划算的。但实际情况是，喷墨机可用的纸

张，要比胶印机少得多，这就限制了选择范围。 

然而，施加底漆的方法为喷墨机打开了更多胶印承印物的大门。对于一些色

彩保真要求不高的业务，无需施加底漆。而施加底漆也会增加成本——油墨消耗。 

对于商业印刷业务，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光滑、无涂层的胶版纸，同样可以获



 

 

得较好的印制质量。然而，与施加底漆的纸张相比，未经处理的纸张在印刷过程

中会使用更多墨水。油墨也是成本哦，所以必须要权衡油墨成本和处理纸张的成

本哪个更划算。 

此外，还要考虑特种油墨的性能，是否适合胶印纸？是否可以同时在无涂层

及有涂层的纸张上印刷？同样地，上述选择也会带来成本差异，特种油墨的价格

会更高。 

要真正解决纸张、底漆的性能，以及与成本的关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

虑： 

·需要何种纸张？多少张？ 

·如果是胶印厂，算上现有生产力，在纸张方面能产生多少“规模经济”效益？ 

·需要什么颜色、质量、定量的纸张？对同一款纸有多个要求吗？ 

·如果是自涂底漆，选择喷墨还是网纹辊涂布，底漆的成本是多少？ 

·如果是自涂底漆，会始终使用底漆，还是视情况而定？ 

·施加底漆或经预处理后的纸张能够减少多少油墨消耗？ 

…… 

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但好消息是，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的选择都多，在不

停拓展承印物种类的同时，让喷墨大放异彩。 

作者简介：Elizabeth 具有从多维度洞察问题的罕见能力。曾管理过创意团队，

为主流品牌筛选外包商，帮助企业重组运营，集中市场定位，培训销售团队加速

成长。在 Inkjet Insight.com 网站上，Elizabeth 与顶级分析师团队合作，将这些经

验转化为工具、数据和内容，帮助印刷机构评估喷墨印刷技术的潜力，优化运营，

与设计师有效合作，并实现盈利。她还是喷墨峰会顾问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也是一位保有好奇心的顾问——不断寻求创新方法来帮助设计师和印刷商磨炼

工艺，并持续推动喷墨印刷机翻向崭新的一页。 

 

作者 |  Elizabeth Gooding  Inkjet Insight 总裁、著有《喷墨设计师指南》 

编译 | 王文敏 

 



 

 

2020.8.20 走访了近 300 家印企，一起

聊聊包装/标签和数字印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75&i

dx=1&sn=a275ee79810170c7b0a7772dd3c76f03&chksm=fa46bec9cd3137df2a049cf

5e6455affe0530a7c41f244eb373fe2470d69b9163745cd8a166b&token=991877968&

lang=zh_CN#rd 

The original link： 

https://www.memjet.com/blog/print-innovation/personalizationatscale/ 

数字印刷技术已有数十年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项技术以及数字化应

用的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数字印刷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尤

其在包装/标签领域。 

 
 

为了预测数字印刷市场现状，Memjet 委托 NAPCO Media 对包装/标签市场

（这两个领域是数字印刷的新的增长领域）和技术进行深入调研。 

这项调查采访近 300 家印刷企业，深入了解为什么数字印刷，尤其是喷墨印

刷，正迅速成为标签和包装生产的首选技术。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75&idx=1&sn=a275ee79810170c7b0a7772dd3c76f03&chksm=fa46bec9cd3137df2a049cf5e6455affe0530a7c41f244eb373fe2470d69b9163745cd8a166b&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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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mjet.com/blog/print-innovation/personalizationatscale/


 

 

印企对数字印刷技术的真实感受 

NAPCO 的研究揭示了“印刷企业为什么不采用数字印刷的原因，以及那些采用

数字印刷技术的企业所能获得的好处。” 

研究表明，当前未使用数字印刷技术的公司主要关注定价和投资回报率。他

们认为数字印刷技术的投资成本太高。 

较小比例的非数字印刷用户则表示： 

他们正在等待未来数字印刷的发展；数字印刷不适合其生产模式。 

在这些答案中令人惊讶的是，在采用数字化印刷的标签和包装印企中，上述

挑战（担忧）并未呈现出来。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数字印刷正在降低包装的准入门槛。 

还有企业表示，如今数字印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实惠。 

最重要的是，采用数字印刷技术的公司表示，数字印刷技术为他们的运营提

供了新机会。 

数字印刷技术的优势 

这项研究强调了数字印刷如何成为供应商减少壁垒和进入新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调查结果显示，包装/标签印企可以从数字印刷获得以下优势： 

•适应短期生产需求； 

•为其客户提供更快的周转周期； 

•为包装/标签增加个性化价值； 

•以经济有效的方式制作小批量样品； 

喷墨印刷技术在持续创新 

在数字印刷方面，喷墨印刷技术正在塑造包装/标签市场的发展。 

超过 50%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喷墨印刷机完成印刷业务。 

印刷企业选择喷墨印刷技术是因为它能让自己跟上市场需求。调查结果显示，

采用喷墨印刷技术的主要原因是打印可变图像/数据、高打印质量、更快的速度

和易用性。 

目前，受访的多数印刷企业都在使用喷墨印刷技术打印标签，并且多数考虑

将其扩展到包装印刷中。 

对这些印刷企业来说，好消息是喷墨印刷技术在持续创新，如 Memjet 的



 

 

DuraFlex 技术，为瓦楞纸板、折叠纸箱和软包装材料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低成本、

单次喷墨解决方案。 

使用数字印刷技术意味着包装/标签印刷印刷企业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并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取得成功。 

 

编译 | 王文敏 

 

2020.8.13 效率提升 3 倍，这家标签印

企怎么做到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63&i

dx=1&sn=6e88250171a8447f3a344ca817131b79&chksm=fa46befdcd3137eb3159bcf

5e4c6cc06dfb401e5e483a42d05ec6b6aede802cb2ba5df69509f&token=991877968&

lang=zh_CN#rd 

The original link： 

https://www.memjet.com/blog/print-innovation/hybridlabelproduction/ 

疫情的持续蔓延加剧了全球的经济不确定性，这也影响着诸多印刷市场的变

化，包括标签印刷行业。在这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很多供应商正在重新审视采用

喷墨印刷技术。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63&idx=1&sn=6e88250171a8447f3a344ca817131b79&chksm=fa46befdcd3137eb3159bcf5e4c6cc06dfb401e5e483a42d05ec6b6aede802cb2ba5df69509f&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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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jet 台式&微型印刷机总经理 KimBeswick 

 

实际上，人们对喷墨印刷技术的兴趣已经增长了一段时间。据 Smithers Pira

分析，在过去几年，喷墨印刷技术的应用稳步增长，并将在 2023 年以超过 9%

的速度继续增长。谈及增长原因，Smithers Pira 表示归因于喷墨印刷技术在标签、

商业印刷等领域的深入渗透。   

虽然喷墨印刷可以增加业务附加值，但对供应商而言，采用该技术并非总是

正确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除了要引进新的喷墨印刷设备外，还需要调整业务规

律、对员工进行再培训、制定销售策略、开发数字化工作流程。基于此，混合印

刷或许是最优解。 



 

 

 
 

可扩展的打印驱动 

要创建“混合”印刷系统，必须在现有的传统印刷机上增加喷墨驱动的印刷

引擎（通常称为“翻新”）。在一个印刷系统中，将传统印刷与喷墨印刷相结合的

生产过程，通常称为“混合印刷”，但打印质量不输独立标签喷墨打印系统。 

如今，越来越多的设备制造商正在使用 Memjet 的 DuraFlex 和 DuraLink 单通

道技术，为不断增长的市场研发解决方案，包括混合打印解决方案。 

设备制造商选择模块化技术帮助他们更快、更有效地拓展市场，这类技术具

有极强的可扩展性，可供设备制造商开发混合标签打印系统，以及独立的标签/

包装打印系统。 

借助 DuraFlex，设备制造商甚至可以拓展打印头，创建最大 1270mm 或 50in

的打印宽度，并实现 2.1 pL 的墨滴尺寸和 1600 dpi 的真实打印分辨率，以满足严

苛的印制质量需求。增加了客户及业务的灵活性。 

G2 ID Source 是如何运转的？ 

混合印刷系统更具灵活性，在应对长版活时，客户仍然能用柔版印刷完成，

但混合印刷系统所扩展的功能，如定制标签、包装，定制图案，小批量和短周期

等，都能更好地帮客户解决实际生产问题。 

位于佛罗里达州，由杰克逊维尔经营的 G2 ID Source 公司是一家标签供应商，



 

 

杰克逊维尔已经意识到混合印刷的好处。G2 ID Source 公司在现有的柔板印刷系

统中增加了 Colordyne 3600 Series AQ 翻新设备。  

“这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业务。”G2 ID Source 负责采购和生产的副总裁特里

•科克伦(Terry Cochran)表示:“它能让我们在更快的时间里做比以前多得多的事

情。” 

3 倍多的业务量 

“我们目前的设备占比是 45%的数字印刷机，20%的混合柔印/数字和 35%的柔印

机，仅这样就减少了大量的劳动力，且每天可以生产 3 倍多的业务，这就是高投

资回报率的真正原。” 

G2 ID Source 的总裁 David Frederick 解释道，“而 100%的柔印设备将需要 4

倍以上的时间和成本。” 

作者 |  Memjet 台式&微型印刷机总经理 KimBeswick 

编译 | 王文敏 

 

2020.8.6 喷墨交响曲：看 Memjet 喷墨

印刷系统是如何演奏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47&i

dx=1&sn=4b636e5e9ba85e81335e2ea6f79894fa&chksm=fa46beedcd3137fbae22d8

aed61608f4213ffccea7e4d665b0518534fb5d62f107a22e8b81f3&token=991877968

&lang=zh_CN#rd 

The original link： 

https://www.memjet.com/blog/print-innovation/printgeek/ 

Memjet 已经发表了许多有关使用喷墨打印机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的文章。 

Memjet 首席营销官 Kevin Shimamoto 在文章中谈到 Memjet 喷墨印刷系统的

各个部件是如何和谐地工作的——就像一首交响曲——从而达到完美的精度。 

我们的客座嘉宾，来自 Inkjet Insight的 Elizabeth Gooding讨论了“雨滴之舞”，

探讨分辨率是如何影响打印质量的。Memjet 印刷业务总经理 Eric Owen 分享了他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47&idx=1&sn=4b636e5e9ba85e81335e2ea6f79894fa&chksm=fa46beedcd3137fbae22d8aed61608f4213ffccea7e4d665b0518534fb5d62f107a22e8b81f3&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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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mjet.com/blog/print-innovation/printgeek/


 

 

丰富的经验，帮助供应商了解打印的总成本及喷墨印刷过程的总成本。 

这些文章介绍了商业印刷、包装印刷业务在引入喷墨印刷技术时应该考虑的

关键因素。 

 

 

Memjet 全球产品管理总监 Marc Johnson 

 

而在本文，我想带大家在关于喷墨的思考之外增加另一个维度——一个更深

入、更古怪、更令人惊叹的视角，并看看它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老实说，DuraLink 和 DuraFlex 动力打印系统背后的突破性和创新技术，是我

对 Memjet 在行业领先地位感到兴奋的原因之一。我希望能和你们分享这些激动

人心的事情！ 

降低时间 

为了体会这项技术有多酷，让我们先来回忆下印刷的历史。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使用黑白打印技术，彩色印刷技术仅出现了 200

多年，且只有很少的技术支持彩印：凸版印刷、凹版/照相凹版印刷、柔性版印

刷、平版印刷，以及过去 30 年里普及的数字印刷。 

自从我进入这个行业以来，发生的变化之多令人赞叹。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类

别的印刷公司告别冗余，整合成我们今天知道的商业打印机或包装印刷系统。曾



 

 

经由独立排版机、分色机和印前(或印前媒体)公司完成的工作，现在在许多情况

下，由设计师来完成。 

 

回顾数字印刷的历史，正如我们所知，它始于“桌面出版”。桌面出版使设计

师能够创建全页面版式，自定义排版，并且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快和强大，从“想

法”到“成品”的整个过程已从数月缩短到数周，甚至是数天！ 

高质量的“类胶印”数字印刷是压缩时间的典范。 

如今，我们正处于效率的顶峰：能够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生产出一致的、可

出售的、高度定制的印刷品。 

 全世界都希望更好、更快、更经济地打印，因此打印行业已经将喷墨印刷

技术作为首选的数字打印技术。 

这是因为喷墨印刷系统可以像胶印机一样，高速、高质量、大幅面地进行生

产。 

有了喷墨印刷技术，印刷供应商再也不用担心印版问题（可印页面更长）。

品牌和设计师可以释放他们的创造力，创造地域化的活动和产品，甚至是个性化

的 1:1 创作。 

完美细节创造更高品质 

那么，Memjet 与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这要从简单的、小巧的、惊人的墨

水说起。 

我们的墨水/材料副总裁 John Ortiz 谈到了油墨的关键性质：油墨从墨槽到纸

张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而许多印刷的神奇之处也始于此。 

Memjet 利用喷墨印刷技术创造了独特的东西：可以从生产级打印头喷出的

最小墨水滴。 

2.1 皮升 

 使用 VersaPass 可以降低 1.1 皮升，而使用 DuraLink 和 DuraFlex 可以降低 2.1

皮升 

16 微米 

这些微小的墨水滴在打印头的 1/ 1600 英寸处成像——大约 16 微米，约是

人类头发厚度的 1/3； 



 

 

0.04 点 

通过在一个超细的网格上利用这些微小的液滴，Memjet 可以打印出最精确

的线条画和字体——甚至是 0.04 点——需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字体； 

300 行/英寸 

用同样的方法，我们用单色可以描绘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细细节，通过用同样

的精度水平混合四或七种颜色，我们可以创造出逼真的图像，这些成品可与每英

寸 300 行的高端商业胶印相媲美。  

 

 

1600×1585dpi 精度下整页 Memjet 样本，显示从 0.5 到 4 点的像素类型。放

大部分是 50 倍放大下的 0.5 像素 

 

 

 



 

 

一个折叠纸盒包装随机筛选的部分，在 20 倍放大的情况下，显示出极其精

细的细节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呢？DuraLink 和 DuraFlex 打印头使用 Memjet 专有的

MEMS 热技术。这些打印头是由 11 个 MEMS 硅芯片制成，其制作方法与 CPU 芯

片的制造方式相同。 

压模由坚固的喷墨腔组成，该腔具有仅 25× 52 微米的加热器和喷嘴，并在

超密集的芯片中集成了支持电子设备和墨水的通道。 

打印头由机器人精确地组装： 

DuraLink 打印头包含 11 块芯片，宽 222.8mm/8.77”，有 70400 个喷嘴，用于

单色印刷；DuraFlex A3 的打印头包含 32 块芯片，宽 324mm/12.77”，有 163840

个喷嘴，可打印四种颜色。 

 
 

 

 

左：DuraLink 打印头和 1600 dpi 下放大的 5 行喷嘴  右：DuraFlex 全自动机

器人装配系统的一部分 

 

为什么有这么多喷嘴？我们为 DuraLink 增加五排喷嘴，为 DuraFlex 增加两

排喷嘴，智能成像算法可以为特定位置的喷嘴喷射随机化，从而确保即使没有喷

嘴喷射，最终的打印结果也不会显示缺陷。 



 

 

维护模块作为打印系统的一部分将承担清理工作，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在问

题发生之前系统就会进行预判，并解决掉它们。 

 

这些喷头经过专门的设计，可用于长期生产。 

10 亿次 

Memjet 的 DuraLink 喷嘴达到预期寿命之前，可通过单个喷嘴发射 10 亿次(通

常是 50 升的墨水) 

40 亿次 

DuraLink XL 喷嘴可通过单个喷嘴发射 40 亿次(通常是 200 升的墨水) 

几分钟 

当达到预期寿命，终端用户只需几分钟就可以通过简单、快速、有计划的维

护来更换打印头 

一切才刚刚开始 

这就是墨水在纸上变成点的故事。但实际上，我们才刚刚开始。在此过程中，

还会发生许多别样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在 Memjet 的博客、网络研讨

会以及各种活动中分享这些技术。 

与此同时，你可以在 Memjet 的网站上找到视频，不仅能看到这个正在发生

的惊人过程，还有那些基于我们的技术完成了整个系统的人们的故事。 

 

作者 |  Memjet 全球产品管理总监 Marc Johnson 

编译 | 王文敏 

 

2020.7.23 喷墨印刷介质怎么选？1400

字教会你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23&i

dx=1&sn=3d36e0ebcca780f0add6881e4dc99d4a&chksm=fa46be85cd3137939543d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23&idx=1&sn=3d36e0ebcca780f0add6881e4dc99d4a&chksm=fa46be85cd3137939543d36d84d552ada5a3c25b37d298505ebe59a2a59d05e45833cb3a1193&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23&idx=1&sn=3d36e0ebcca780f0add6881e4dc99d4a&chksm=fa46be85cd3137939543d36d84d552ada5a3c25b37d298505ebe59a2a59d05e45833cb3a1193&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6d84d552ada5a3c25b37d298505ebe59a2a59d05e45833cb3a1193&token=9918779

68&lang=zh_CN#rd 

The original link： 

https://www.memjet.com/blog/print-innovation/inkjetmediachoices/ 

在全球印刷市场，越来越多的人采用喷墨印刷解决方案。印刷供应商之所以

接受喷墨技术，是因为它用高性价比的方式向用户提供高质量、定制的印刷产品。 

随着越来越多的供应商采用喷墨印刷技术，许多供应商发现，他们可选的基

材太少了，甚至比模拟印刷使用的基材种类还要少，但价格却更贵。 

 

 Memjet 产品管理总监 Gianluigi Rankin  

 

作为喷墨打印技术研发的领导者，Memjet 也在持续投资，以扩大喷墨打印

的范围和功能，同时降低成本。 

更大的市场，更广的承印材料 

一旦印刷设备制造商转向喷墨印刷技术，就必须了解可提供给客户的承印材

料范围，以及这些承印材料与模拟印刷的不同。 

他们的知识必定始于墨水。 

Memjet 的水性颜料墨水有几个关键优势——轻便、耐用，且优化了喷头寿

命。这是因为墨水中含有大量的水，对员工、产品和环境更安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23&idx=1&sn=3d36e0ebcca780f0add6881e4dc99d4a&chksm=fa46be85cd3137939543d36d84d552ada5a3c25b37d298505ebe59a2a59d05e45833cb3a1193&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23&idx=1&sn=3d36e0ebcca780f0add6881e4dc99d4a&chksm=fa46be85cd3137939543d36d84d552ada5a3c25b37d298505ebe59a2a59d05e45833cb3a1193&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https://www.memjet.com/blog/print-innovation/inkjetmediachoices/


 

 

在印刷过程中，有两种方法可以去除水性油墨中的水分。用多孔表面或涂料

吸收水分,水分会随时间慢慢蒸发而不影响印刷质量,或者在撞击印刷基片的表面

时固定着色剂,然后使用烘干机的快速蒸发水分。 

目前，使用喷墨印刷有三类纸基基材可供选择： 

未涂布的胶版纸/证券用纸/普通纸 

因为这些纸张是多孔的，可以用于喷墨印刷。然而，颜色通常不是很鲜艳，

打印质量也不是很出色。 

喷墨处理纸 

这些纸类似于未涂布的胶版纸，通过保持着色剂/颜料接触基材表面，来提高印

刷品的鲜艳度。 

喷墨印刷涂布纸 

造纸厂通常在纸张上涂布涂层。喷墨印刷所需的涂层吸收油墨载体，类似于胶版

纸，可让纸张呈现与预期一样的外观和触感。喷墨涂布膜的基材介质是非多孔的，

油墨不会渗透太多，从而保证了色彩的鲜艳度。 

耗材成本是逃不过的话题  

喷墨印刷涂布的基材会比柔印、胶印基材更贵些，因为处理过程及涂料使成

本更高。 

因此纸张销售商对喷墨涂布过的纸张收取高价。 

喷墨涂布纸和薄膜的成本溢价要高得多，从 30%到 100%不等。 

这种较高的成本溢价阻碍了一些市场应用，应用得少、需求就少，达不到规

模使用的话，也会限制材料供应商降低成本，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经济发展对喷墨印刷的普及推广也有很重要。尽管喷墨印刷技术在不断普及，

但总体用量还较少，因此配套耗材等的成本仍然较高。 

尽管喷墨印刷在不断扩大，胶印和柔印的材料种类仍远多于喷墨。此外，近

年来一些造纸厂已经关闭，如今纸张生产集中在几个工厂，减少了纸张的种类，

推高了价格。 

性价比更高的替代品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帮助印刷供应商充分认识到喷墨印刷技术的好处，

Memjet 携手 OEM 合作伙伴，结合他们的印刷解决方案，投资开发了相应的底漆



 

 

和涂层。 

这些底漆和涂料可在现有设备上使用，也可在印刷解决方案的近线或联线上

使用，由涂布机将涂布液预涂在印刷基材上。 

通过将底漆和涂层加入到印刷过程中，供应商能够拥有更广泛的基材选择种

类，且比目前的喷墨涂层基材成本更低。 

这些印刷和涂料研发工作不局限于应用在纸张和胶片上。供应商在打印表面

不平坦（即直接成形，罐头和其他圆柱形物体）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底漆和涂

层来完善高质量的印刷过程。 

 

与打印供应商实现双赢  

底漆和涂层与印刷过程的结合提高了数字印刷的使用规模。对于印刷供应商

而言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更大的生产批量意味着材料制造商能更有效地制造可用

于喷墨印刷的基材，且成本低廉。 

一旦生产规模扩大，印刷供应商将面临更多选择：选择从供应商处购买喷墨

材料，还是自行处理。此外，广泛的选择范围不仅为印刷供应商提供更多选择，

还能更好地控制承印物的选择，最终，更好地完成印刷作业。 

作者 | Memjet 产品管理总监 Gianluigi Rankin   

编译 | 王文敏 

 

2020.716 Memjet 开启全新云服务：左

手效率，右手盈利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10&i

dx=1&sn=ea8020db2215ffdbaef5e3700fc5aec1&chksm=fa46be88cd31379eb2de5b5

575e21fb02b89d188397ae80bb103ea73130b1220ee762d3ee282&token=99187796

8&lang=zh_CN#rd 

The original link： 

https://www.memjet.com/blog/print-innovation/cloudservices/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10&idx=1&sn=ea8020db2215ffdbaef5e3700fc5aec1&chksm=fa46be88cd31379eb2de5b5575e21fb02b89d188397ae80bb103ea73130b1220ee762d3ee282&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10&idx=1&sn=ea8020db2215ffdbaef5e3700fc5aec1&chksm=fa46be88cd31379eb2de5b5575e21fb02b89d188397ae80bb103ea73130b1220ee762d3ee282&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10&idx=1&sn=ea8020db2215ffdbaef5e3700fc5aec1&chksm=fa46be88cd31379eb2de5b5575e21fb02b89d188397ae80bb103ea73130b1220ee762d3ee282&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810&idx=1&sn=ea8020db2215ffdbaef5e3700fc5aec1&chksm=fa46be88cd31379eb2de5b5575e21fb02b89d188397ae80bb103ea73130b1220ee762d3ee282&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https://www.memjet.com/blog/print-innovation/cloudservices/


 

 

由于新冠肺炎导致的经济形势不佳，在整个复苏过程中，为了扩大业务和收

入来源，印刷供应商需要有高性价比的印刷解决方案，以确保更高的生产率和正

常运行时间。 

设备制造商及其经销商、合作伙伴也需要使用在线工具进行远程监控和服务，

以便与客户进行沟通，以此免除见面的成本和出差的风险。 

因此，设备制造商和打印解决方案供应商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工作。 

 
Memjet 副总裁 客户高级顾问 Dave Gelvin 

 

Memjet 云服务是一套新的应用程序，它将改变 OEM 合作伙伴原有的模式，

为其提供新服务的方式。我们期望它在今后的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升用户体验 

Memjet 云服务允许印刷供应商及其经销商、合作伙伴远程监控 Memjet 技

术组件的运行状况和状态，包括数据收集和远程故障排除。该服务可以监视打印

的页面、每个作业消耗的墨水、作业状态、维护进度、警报和故障。Memjet 的

DuraLink 技术包括先进的油墨压力、油墨温度和 CPU 温度监测能力。但出于数据

保护，远程监控不能访问打印文件中的实际图像。 

这些服务是印刷供应商为用户提供的未来服务的基础，以提高整体用户体验。

例如，预测分析系统可以提供何时安排特定服务的信息，也可触发自动补充供应



 

 

功能，用于在墨水快用完时及其他情况。这些活动生成的报告和分析使业务流程

的执行具有成本效益和效率，同时减少了停机时间。 

该系统还可升级，以捕获有关非 Memjet 组件的信息，如媒体控制器、启动

和后打印系统。 

运作方式 

应用程序驻留在打印引擎或连接到打印引擎的 PC 上。在客户同意使用

Memjet 云服务后，数据将被安全地从 Memjet 打印引擎传输到 AWS(亚马逊网络

服务)云数据库中，然后通过 Memjet 可视化报告工具访问，也可通过其他接口（兼

容 ERPs、CRMs 或其他客户服务和支持的系统）访问。 

安全是关键 

对 Memjet、印刷供应商和打印机供应商来说，商业信息的隐私性和机密性

尤为重要。因此，Memjet 云服务产品选用与银行业相同的安全特性，包括端到

端 256 位加密。通信则由运行在打印引擎上的应用程序发起和控制，这会阻止外

部源试图访问打印引擎。数据以短包的形式安全地发送，以减少第三方试图破坏

安全密钥。 

商业影响 

作为打印总成本的一部分，这些新服务应该成为客户的新选项，更重要的是

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来衡量和验证业务的预期影响。 

正如我们的专家 Inkjet Insight 的 Elizabeth Gooding 所说，“喷墨分析不是一个

现成的过程，但如果做得好，它可以改变你的生意。” 

经济化打印解决方案，确保更高生产力，运行时间高于一切，Memjet 随时

准备为您服务，帮您提升盈利能力。 

作者 | Memjet 副总裁 客户高级顾问 Dave Gelvin 

编译 | 王文敏 

 



 

 

2020.7.2 什么带动印刷市场增长？解码

Memjet 眼中的数字印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744&i

dx=1&sn=9f1d50a93bf53daace9651def559a4bc&chksm=fa46be4acd31375ca354b81

7259b2b7870e1440f94a430a0d8550bbc4e057fc5dbdcad445cee&token=991877968

&lang=zh_CN#rd 

The original link：（PPT） 

https://memjet.sharedwork.com/sr/p79TWdFsyofwD2EkWMVD 

近日，由 Memjet 主办的一场关于数字印刷市场与喷墨技术发展趋势的线上

研讨会成功召开。 

此次研讨会旨在为商业印刷供应商和品牌主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他们

了解当前喷墨打印机的采购趋势与数字喷墨打印技术的发展等。 

 

 

会议期间，商业印刷部总经理 Eric Owen 为大家详细介绍了 Memjet 公司和

其推出的打印技术 DuraLink。Eric Owen 的发言，使与会者对 Memjet 公司以及其

先进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Memjet 公司的 OEM 合作伙伴也对其创新技术有了

更深层次的认识。 

 

 

Memjet 商业印刷部总经理 Eric Owe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744&idx=1&sn=9f1d50a93bf53daace9651def559a4bc&chksm=fa46be4acd31375ca354b817259b2b7870e1440f94a430a0d8550bbc4e057fc5dbdcad445cee&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744&idx=1&sn=9f1d50a93bf53daace9651def559a4bc&chksm=fa46be4acd31375ca354b817259b2b7870e1440f94a430a0d8550bbc4e057fc5dbdcad445cee&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744&idx=1&sn=9f1d50a93bf53daace9651def559a4bc&chksm=fa46be4acd31375ca354b817259b2b7870e1440f94a430a0d8550bbc4e057fc5dbdcad445cee&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744&idx=1&sn=9f1d50a93bf53daace9651def559a4bc&chksm=fa46be4acd31375ca354b817259b2b7870e1440f94a430a0d8550bbc4e057fc5dbdcad445cee&token=991877968&lang=zh_CN#rd
https://nam1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emjet.sharedwork.com%2Fsr%2Fp79TWdFsyofwD2EkWMVD&data=02%7C01%7Coscar.ibarra%40memjet.com%7Ce811ddfb8561499e3fbb08d81cd49def%7Ce7340a150f984d488f12f1552c510d01%7C0%7C0%7C637291048140694733&sdata=XOlIsI7znDbDishmElvIYCJRhrc1s2maBkz1CZfZ42s%3D&reserved=0


 

 

 

Memjet 是一家以喷墨为核心的数字印刷技术提供商，可以服务印刷设备生

产商、印刷企业，其产品有 One Pass 的打印头、定制墨水、软件、电子产品和

覆盖台式、宽幅、生产型数字印刷设备的各种组件，设备供应商有柯尼卡美能达、

MGI、佳能、联强集团、圣德科技等。 

专家论道 

数字印刷、数字包装、高速喷墨印刷…… 

此次研讨会吸引 Inkjet Insight 总裁 Elizabeth Gooding 参加。她以当前喷墨打

印机的购买趋势为主题，对《如何投资才能让打印机变得更智能和高效》进行了

分享。 

  
 

Inkjet Insight 总裁 Elizabeth Gooding 

 

会上，Elizabeth Gooding 提出，引进适用于企业自身特点的打印机也是一种

投资，而关于打印机的环保能力、使用频率、投资风险等应该是每一位采购者关

心的重点。她表示，当前人们在购买打印机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采购者

可以从速度、分辨率、覆盖率、自动化等侧重点做出自己的选择，采购投入产出

比最高，最适合自身业务发展与潜力的机器。 

NAPCO 研究公司的首席分析师 Lisa Cross 也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她以《降低

进入数字包装印刷领域的门槛》为主题，为大家分享了关于采用数字包装印刷打

印机的一系列新观察。 



 

 

  
 

NAPCO 研究公司的首席分析师 Lisa Cross 

 

会议期间，Lisa Cross 表示，技术创新升级和品牌主需求的持续扩大，使得

数字印刷包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数字包装正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她认为，数

字印刷可以实现短版印刷、能够提高供应链效率、并缩短产品的上市时间。此外，

Lisa Cross 还以《Printing Impressions》的调查报告为基础，提出了数字印刷包装

已经成为市场主流的观点。 

 

 

 

那么，是什么推动数字印刷成为包装市场上更受青睐的选择？ 

Lisa Cross 表示，更低的投资成本、更自动化的流程、更多入门级设备可用……

这些因素都是推动数字印刷包装发展的重要驱动。此外，由 Memjet 支持的喷墨

印刷技术创新也极大地降低了数字印刷的准入门槛，其提供更高的分辨率、更快

的速度、更低的成本，使得包装市场更容易进入，成为驱动数字印刷包装快速发



 

 

展，并将占据更多市场份额的重要原因。 

技术驱动 

差异化、竞争力、准入门槛…… 

作为以喷墨为核心的技术提供商，Memjet 推出两项新的数字印刷技术

DuraLink 和 DuraFlex，创建了一种新型的水性油墨解决方案，让品牌商以合理的

价格购买到由 Memjet 技术提供支持的制造的高速和高质输出设备。在全球，

Memjet 与 30 多家设备制造商合作，Memjet 独特的技术和设备供应商的产品融

合，创造了具有差异化和竞争力的喷墨印刷解决方案。 

尽管这两项创新技术得到了全球客户的认可，但 Memjet 业务发展副总裁 Bent 

Serritslev 表示，当前 Memjet 正在现有的喷墨印刷技术的基础上，研发更优化的

技术——分辨率、速度、成本和印品质量等方面，从而实现更高品质的输出。与

更昂贵和更复杂的数字印刷机相比，Memjet 推出的印刷解决方案准入门槛更低。 



 

 

 

数字印刷企业可以利用喷墨技术，将业务扩展到标签印刷、包装印刷和工业印刷、

直邮印刷等更多领域。而这些由喷墨技术驱动的解决方案，正在广泛的领域和应

用中进行开发。 

如今，喷墨技术正以高速增长的态势引领数字印刷市场发展，未来 Memjet

将持续创新，给中国数字印刷客户带来更多高性价比的新技术，为增值业务带来

丰富的新灵感，同时为市场带来更多可能，实现更多价值。 

2020.6.25 手把手教你玩转直邮！回复

率 UP!UP!UP!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729&i

dx=1&sn=c61d9e8d09f21146742453d050ab90b4&chksm=fa46be7bcd31376dc2be5c

f2c703163a9d797979ac9bd3e9f296d20262fedde5b32a77df1b0d&token=991877968

&lang=zh_CN#rd 

您是否想过使用我们的 DuraLink® 数字印刷技术扩展色域，那么包装印品会

是 什 么 样 ？ 在 此 处 阅 读 有 关 创 新 设 计 增 强 功 能 的 更 多 信 息 ：

https://lnkd.in/dZmmAnx 

Memjet 的文化是注重团队合作、创造力，并能创造一条推动您前进的道路，



 

 

帮助您实现新的目标。查看我们的职位空缺，加入我们的团队！

https://lnkd.in/e5Sw3g9 

设计师正在加大其在印刷品购买供应链中的角色重要性。对于使用喷墨技术

的印企而言，这很重要，因为喷墨印刷的用量增长与设计师应用频繁程度密切相

关。 

 回顾 I.T. 《 2018 年策略》连续纸喷墨产量预测，从打印量和市值两方面看，

2018 年是直邮打印超额交易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图形艺术设计频繁，有足够

的数量单列报告。2017~2022 年，直邮预计以 12％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交易打

印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8％），而新兴的图形艺术部分预计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

42％。 

 

 
Eric Owen General Manager Commercial Press 

 

然而，任何统计数据都必须在新冠肺炎肆虐的背景下重新预判。根据 Direct 

Mail 2.0 统计，从 2020 年 2 月 1 日开始的 11 周里，营销活动的直邮率下降了近

50%。尽管有所下降，但在此期间，广告展示次数还有 8.07%的小幅增长，并对

广告系列有需求。 

通常品牌方是购买印刷服务的决策者，但在这期间，设计师对印刷工艺、纸



 

 

张选择、直邮印刷与否和供应商选择有很大影响。所有的目的都为了利用印刷品

配合其他营销方式，来刺激客户消费。 

根据 John Zarwan 和 Margie Dana 的研究显示: 

35%~40%的品牌方通过设计公司或广告公司采购印刷品。 

与品牌方相比，广告/设计公司更有可能增加印刷预算。 

设计公司最有可能聘请专家、购买印刷服务。 

当我们正努力地从疫情中恢复过来时，确保设计师更了解喷墨印刷技术，以

及该技术如何帮助直邮实现跨渠道整合，从未变得如此重要。 

直邮需要培养设计乐观主义者 

 

为了得到更好的推广效果，负责直邮的工作人员要与设计师合作完成印刷产

品。设计师利用最新的喷墨印刷技术，来提高用户对个性化的直邮印品兴趣。在

Inkjet Insight，我们称其为创造"设计乐观主义者"，OEM 和印刷运营商都可以发

挥作用。 

 

 

 

吸引设计师注意并培养设计乐观主义者，需要对客户和设计师对外营销方面



 

 

进行培育。更早地接触设计师，尤其向设计师推荐差异化印刷方案、用奖项支持

设计师发展，可以帮助印企带来更多业务。 

设计师需要学习什么？ 

对于此前未接触过直邮的设计师，首先需要学习的就是直邮能够带来可观的

复购率。在推动消费方面，直邮是最有效的渠道之一，也极具商业前景。数据显

示，2018 年直邮回复率是普通邮件或线下活动的 5 倍，使用家庭邮件列表要比

普通潜在客户列表回复率高 9 倍。 

当然，所有的回复率都只是平均值，细看单一产品的直邮回复率也是高低不

平均的。但为了获得更高的回复率，每个环节的工作人员都应付出努力，包括与

印刷很强关系的设计师——他们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推动回复率。 

 

再来看以下几方面： 

数据驱动个性化 

目前，个性化数据管理和个性化数字印刷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数据管

理、附加价值、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进步意味着数据的驱动个性化。 

一旦确定了驱动的触发因素，就可以根据颜色、图像、报价和响应方法进行

定制设计。针对不同的客户，我们可以利用数字印刷技术和先进的营销软件，进

行个性化的产品定制，如信封，可由 Memjet 的全彩色喷墨信封套印机提供全套

的印刷解决方案。 

触觉 

信件是否会被拆开、内容是否令人有阅读的欲望，《触摸神经科学的传播者

指南》（作者：Lana Rigsby 和 Dr. David Eagleman）引用了伊格曼实验，将触觉与

记忆共同研究。具体来说，参与者更倾向回忆起高质量、厚实纸张上的内容，而

非低质量纸张上的内容。毫无疑问，在一堆信件中，一个具有表面触感的印品

——如凹凸印、加颗粒感、印金/银、纹理纸等，更能推动用户拆开信封。 

印后整饰 

上面提到的触觉是印后整饰的一部分，除纹理、印金银外，设计师还可通过

特殊的打印技术、印后技术，给印品增加附加价值，或利用切割、折叠、加封套，

让终端用户记住印品。 



 

 

创造设计乐观主义者 

个性化、触觉印刷及印后整饰等环节能够帮助提升印品价值，但这些处理与

纸张选择、工艺顺序也有极强的相关性。如果选择不当或顺序错误，很可能导致

印品无法达到最佳效果。一些印刷机构可通过提供以下几方面的指导来帮助设计

师们： 

组织生产能力 

这并非单指生产速度，而是技术的组合，选用哪种纸张？用何种印刷方式？

何种印后整饰方式？印刷幅宽是多少？怎样才能节省成本？ 

文件准备 

用于生产的所需数据、设计文件等，从色彩还原和打印过程方面考虑，图像

文件尤其重要。 

创新技术及折扣 

利用增强现实或其他创新技术，加上美国邮政局关于促销的指导建议，确保

符合折扣要求。 

小批量的样本设计灵感 

印刷企业可以在内部聘请设计师，用小批量的样本推动设计进步，但实际上

这样的做法对推动最终生产效果有限。 

大胆的想法可能一封直邮信件不止一种类型的印刷品、不止仅在纸张上呈现，

可以通过增强现实、网络和社交软件与其他阅读方式相连接。设计乐观主义者认

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可能的，并与印刷商共同努力将其实现。 

印企要在早期与设计师接触，并获得关注，才能加大创新设计的可能，最终

得到更高的回复率，实现双赢。 

改善直邮应成为品牌商、印企、设计师等各环节应做的事。越来越多的用户

正在争夺直邮这块营销蛋糕，设计师们要提高印品质量——否则它们将被垃圾邮

件所淹没。 

众所周知，如果设计不当，消费者收到信件后可能会很烦到，这不仅导致回

复率低，还有可能拖累整个印刷行业在直邮方面的表现，致使营销人员将直邮的

预算用于非印刷渠道。直邮印刷的供应链中，每个角色都应共同努力，召集设计

师，提升直邮印品品质。 



 

 

2020.6.18 Memjet CEO Sunil Gupta：疫

情或成“新常态”，包装需求反弹、设备投

资谨慎……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718&i

dx=1&sn=5066c26d52da4216ae61731070ab201d&chksm=fa46be6ccd31377a6464fd

65457525bc64639ab7062894b0e92bbd43511e3902e8a5568fee6e&token=99187796

8&lang=zh_CN#rd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与 Memjet CEO Sunil Gupta 有一次深入交流，并他本

人、他的“导师”——Len Lauer，及新冠肺炎对 Memjet 的影响和 Memjet 的应

对措施做一系列的分享。 

 

 
Memjet CEO Sunil Gupta 

 

 

对于 Memjet 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你能谈谈过去几个月对您和公司

的影响吗？ 

今年 4 月，Len Lauer 去世，Memjet 的 400 名员工失去了一位朋友、一位导

师和一位领导者。对于世界各地的 Memjet 员工来说，这是一段悲伤的时光。我



 

 

们都很悲痛，因为我们都处于社会孤立状态，我们只能联合起来分担我们实际的

悲痛。 

非常幸运，我认识 Len 很长时间，并在 2019 年加入 Memjet 董事会时，与

他一起工作。他的领导力传承以及任职期间培养的员工、流程和文化使我们的公

司能够坚定地向前迈进。我知道这是 Lauer 想要的。 

Memjet 团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在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感谢他们每一

个人。能够成为 Memjet 的下一任首席执行官，我深感荣幸，并感谢董事会对我

的信任。 

请分享下您的职业背景？ 

我在印刷行业已工作了 40 年。就像这个行业本身一样，我的工作也在成长

和发展。 

2016~2018 年，我是富士施乐最大的销售实体富士施乐澳大利亚公司的董事

总经理。在此期间，我还在富士施乐澳大利亚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在加入富士施乐澳大利亚公司之前，我曾担任富士施乐马来西亚亚太区董事

总经理。再之前，我曾担任施乐国际合伙人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达 10 年之

久。 

我于 2019 年 1 月加入 Memjet 董事会。今天，在 Memjet 董事会及领导团队

的充分信任下，我将继续发扬 Lauer 的勇气、协作和对客户/合作伙伴的承诺。 

新冠肺炎对 MEMJET 的运营有何影响？ 

多年来，Memjet 投入了大量资源，确保我们的办公室、全球生产设施和仓

库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协同工作。这一努力确保了我们的 OEM 合作伙伴能够在需

要时获得所需的技术、组件和支持。 

当全球各地的人们被要求就地避难时，我们加快了 Memjet 云服务的开发。

这一服务使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安装、培训和诊断方面的远程支持。 

甚至我们可以用云服务来支持大型的、复杂的打印解决方案安装。这一全面

的计划确保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高的生产力和正常运行时间，并将继续在前进中

发挥重要作用。 

新冠肺炎对贵公司的 OEM 合作伙伴有何影响？ 



 

 

正如我所提到的，我们的全球团队正在与原始设备制造商密切合作，以确保

打印解决方案的及时交付。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这场疫情已经

影响了 Memjet 和我们的 OEM 合作伙伴的开发计划和改变营销计划。 

因此，原计划在 2020 年初推出几款解决方案，但许多由 Memjet 驱动的解

决方案现在将推迟至 2020 年晚些时候或 drupa 2021 推出。 

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我们与许多合作伙伴实施了"刺激计划"。我们正在

提供营销和销售支持，以保持他们的设备正常工作，以便能够在经济复苏时做出

反应。 

我们期待着秋季活动（无论采取任何形式），我们都将推出新的由 Memjet

所驱动的解决方案。 

您认为新冠肺炎将对印刷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次疫情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一个不确定的结局。虽然有各种关于该行业何

时回归的预测，但我们并没有答案。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疫情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这些变化将影响印

刷行业。 

目前，我们看到疫情期间印刷需求在减少。很明显的，疫情的影响因市场而

异。 

例如，对邮寄的纸制品需求暂时下降，而食品、药品的标签需求则有所增加。 

  包装正在经历好坏参半的过程。在包装市场经历了初步下降时，新冠肺炎

的第一次袭击。但包装业预计将出现强劲反弹，因为在社会隔离期间（以及之后），

电子商务商品的需求将大幅飙升。 

在这样不确定的市场中，印刷行业将对重大资本投资，如大型印刷设备等，

持观望态度。 

市场将需要可负担得起的解决方案，其速度、质量和生态友好性是迎接新的

市场机遇所必需的。 

Memjet 的打印技术为设备制造商提供了创建打印解决方案所需的资源和简

单性，从而帮助供应商向前迈进。 

在这种"新常态"下，喷墨打印将如何支持打印机？ 

Memjet 技术（VersaPass、DuraLink 和 Duraflex）提供了比喷墨打印更高的分



 

 

辨率、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 

此外，该技术的模块化特性加快了 OEM 合作伙伴的开发时间。更快的开发

时间意味着 OEM 可以更快地将其打印解决方案推向市场，并且价格更合理，这

是在一个不确定的市场中必不可少的。 

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 OEM 合作伙伴使用这一技术，市场有望看到一种新的

打印解决方案，能够应对新冠肺炎带来的挑战。 

这些由 Memjet 打印解决方案提供支持的产品比更昂贵、更复杂的打印机具

有更低的入门门槛，同时能够以高达 1600dpi 的分辨率输出高质量、高质量的印

品呈现。 

这些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使供应商能够利用喷墨生产的价值，将其业务扩展

到标签、包装和工业印刷等领域。 

 

 

 

 

除了人类，科技是唯一持续进化的事物。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我相信，技术再加上业内人士的经验，将在后疫情期创造新的机会。 

2020.6.10 关于高速喷墨，我想说这

些……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678&i

dx=1&sn=ba57889b5ac2a4aaacf3eea7963fa2ec&chksm=fa46be34cd3137229cfa501

92230b0a2a6ed4774a5f6cabd90185a0e3497ce1811ccb62013a9&token=991877968

&lang=zh_CN#rd 

2012 年以后轮转喷墨印刷逐技术渐受到印刷行业内的关注，其数字化、便

捷的特点与传统印刷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其环保、低排放也顺应了环保大势，

因此引入轮转喷墨印刷的企业逐渐增多。 



 

 

但由于是新生产业，与之配套的产业链并未成形，初期时的纸张、客户均成

为了企业经营的难点，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已大有改观，但业内企业仍举步为艰，

如此朝阳、大势所趋的一个产业究竟为什么发展之路如此艰难呢？ 

●高速喷墨印刷● 

为何在国内发展如此缓慢？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服务推着需求走。众所周知，印刷产业是服务业，而轮转喷墨印刷技

术是印刷产业中的一个分支，主要产品是黑白图书，主要服务对象是出版社。国

内出版社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套适应传统印刷方式的、相对完善的管理体系。

大部分出版社对编辑的考核是不考核库存对图书销售利润的影响。 

 

Memjet 喷墨印刷技术印制的宣传册 

 

而高印量的图书采用传统印刷的成本要远低于轮转喷墨印刷，因此绝大部分



 

 

编辑即使明知新书上市当年也就几百本的销量，也要选择传统印刷印几千册甚至

上万册放在库房内来降低图书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然后通过几年的销售慢慢消

化库存，由于不考虑库存成本及可能产生的报废成本，在表面上看这种以传统印

刷方式生产的图书还是有利润的。 

因此，轮转喷墨印刷推广时遭遇的不是个别人的阻力，而是整个出版产业的

即有流程和管理模式的阻力。所以，看起来是多方共赢的产业发展变成了服务方

单方面的一路高歌。 

在这种前提下，轮转喷墨印刷企业在出版社的强势管理面前，不得不以轮转

喷墨印刷技术弱点 PK 传统印刷优势。出版社对印务部门的考核是价格越低越好，

至于采用轮转喷墨印刷所带来的降低库存成本不在印务部门的考核范围。 

 

Memjet 喷墨印刷技术印制的贺卡 

因此印务部门只考虑印刷成本的高低。在出版社印务部门的管理下轮转喷墨

印刷只能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数字印刷成本的确远高于传统印刷，而其给出版社

带来的降低库存成本优势和效率优势被现实价格无情的击垮，只能陷入一轮又一

轮的价格崩塌，被迫以低于正常运营的价格承接印务。 

另外，由于轮转喷墨印刷是新兴科技产物，其产品质量稳定性也不如传统印

刷。因此也带来了很多推广上的难度。在国外，图书属于快消品，其目的是阅读，

读者更在意的是内容好坏，印刷有些瑕疵并没有太多人计较。但在国内出版社乃

至读者的眼中，图书更多的是一产品，其内容与装帧均要求更高，因此面对质量

更稳定的传统印刷，很多编辑或印务管理人员对轮转喷墨印刷也望而止步。 

同时，行业内的不自律、恶性竞争也造成了盈利遥遥无期。行业内个别企业

为达到其特定目的以亏损价格承接业务，观其财务报表可发现一事实，其轮转喷

墨业务量每年都在高速增长，但其亏损额几乎以同样的比例在加大，如果按其当

前利润率发展下去，几乎不可能实现盈利。而其这样经营的后果给整个产业带来

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大部分企业不得不进行价格跟进以确保基本的现金流运营，

因此也造成了产业内的企业几乎没有人能看到盈利期。 

●轮转高速喷墨● 

发展趋势逐渐显现 



 

 

虽然轮转喷墨印刷企业发展看起来困难重重，但笔者认为机遇与挑战往往是

并存的，长远看来轮转喷墨印刷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之大。 

从近几年出版社新品种图书的首批发行量上来看，数量越来越小，大部分在

500 册以下，因此小批量图书的印制需求会快速增长。而随着出版社对内部的精

细化管理的逐步深入，出版社高层经过整体核算经济效益，必然更倾向于采用数

字印刷小批量、多批次生产图书，从而降低库存。因此，少量的图书订单采用轮

转喷墨印刷是大势所趋。 

目前多家出版社在尝试轮转喷墨印刷库存得到控制之后，已非常热衷于扩大

轮转喷墨印刷在其生产图书品种的比例。由此也带动了很多以前不看好轮转喷墨

印刷的出版社。整体经济效益是出版社高层领导更关注的焦点，只要有利于出版

社的发展，没有理由不采用这一新兴手段，从而提高自身的盈利。而近几年轮转

喷墨印刷企业的业务量逐年快速上升，说明这一市场在高速发展。因此轮转喷墨

印刷的关注热度也在逐渐提高。 

另外，由于全国环保监管力度空前加大，出版社最集中的北京更是严格管控，

而传统印刷企业在北京是疏解范围内的产业之一。自 2017 年底，大规模的疏解

活动让很多小规模传统印刷企业远离了首都，出版社很多 3000 册以下的图书生

产需求，因没有小型传统印刷企业承接被迫采用轮转喷墨印刷，无形中扩大了轮

转喷墨印刷这一市场规模，市场前景总体看好。 

综上，笔者认为轮转喷墨印刷发展之路虽然历经坎坷，但快速发展之势已然

显现。走好产业发展之路，让新兴产业良性发展非常重要，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考虑产业发展： 

需要从轮转喷墨印刷与传统印刷的优势出发，进行差异化经营。 

大印量的图书，轮转喷墨印刷的成本远高于传统印刷，小印量、高效率是轮

转喷墨印刷的优势所在，将小印量图书集中进行高效率的印刷生产，应是轮转喷

墨印刷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应探索以数字印刷为媒介的新型发行模式。 

传统的图书发行模式需要先预估数量印刷，然后再发行，这就不可必免的造

成了库存的日积月累。随着轮转喷墨印刷的应用发展，印刷的成本、效率已达到

可以先销售后印刷的生产时机。但由于多方面掣肘，这一产业仍未有较好发展，



 

 

能否利用好轮转喷墨印刷这一媒介，大力发展按需印刷，也将是产业重点发展之

路。 

以数字印刷替代传统印刷的新型大加工模式也应是轮转喷墨产业人要探索

的方向之一。 

虽然当前大印量图书轮转喷墨印刷的单页成本远高于传统印刷，但未来，一

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耗材使用量的增加，成本注定会越来越低，另一方面产业

人员也会不断探索优化生产结构和效率来降低成本，能否替代传统印刷我们还将

拭目以待。 

当然一个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从业人员的自律，在良性竞争中不断提高产品

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才是产业的正常发展之路。采取自损一

千伤敌八百的竞争手段，只能给产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阻力，但阻止不了产

业的发展，也阻止不了有识之士发展新产业的热情和决心，我坚信睿智的印

刷人必将推动这一产业良性发展。 

2020.6.3 新喷墨，新视角，新价值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4MTc5Nw==&mid=2247483656&i

dx=1&sn=b7e5bb101afeed6623491e98edc6e028&chksm=fa46be22cd3137348c8e72

a567673164da3a1e9e50ce8a3b61ae946f653af2e86d9fe72d6a3b&token=991877968

&lang=zh_CN#rd 

Memjet 对于国内的数字印刷行业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品牌，但是 Memjet

的某些技术早已通过其合作的数字印刷设备供应商的部分设备进入中国市场，设

备供应商有我们熟知的柯尼卡美能达、MGI、佳能、联强集团、圣德科技等。在

全球，Memjet 与 30 多家设备制造商合作，Memjet 独特的技术和设备供应商的

产品融合，创造了具有差异化和竞争力的喷墨印刷解决方案。Memjet 是一家以

喷墨为核心的技术服务商，可以服务印刷设备生产商、印刷企业，其产品有 One 

pass 的打印头、定制墨水、软件、电子产品和覆盖台式、宽幅、生产型数字印刷

设备的各种组件。 

Memjet 采用模块化的产品思路，这就意味着其产品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从而



 

 

方便 Memjet 的 OEM 根据市场要求量身定制设备，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做出更

快的反应，帮助客户节省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时间和金钱。也许你现在对 Memjet

依然不甚了解。没关系，看完本文记者对 Memjet 业务发展副总裁 Bent Serritslev

先生的采访后，相信能帮助你进一步了解 Memjet 以及 Memjet 眼中的数字印刷

市场。 

 
Bent Serritslev 

Memjet 业务发展副总裁 

 

Q1：印刷和包装行业正处于技术与市场的转型之中，您认为印刷企业有什

么机会？Serritslev：喷墨技术正在快速发展中，印刷企业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

而且这种机会不是指传统业务的增长。数字印刷市场的发展向来由数字印刷技术

带动，而未来的技术，要么是提高了设备的竞争力，要么是扩展到其他的细分市

场中。所以你会看到商业印刷企业会购买适用于包装的印刷机，以便他们可以在

产品组合中加入包装产品。如果是标签印刷企业，他很可能会引进数字标签印刷

机，他们就可以为客户提供定制化、小批量的标签产品去满足客户需求，或者是

作为传统标签印刷生产的补充。还有引进大幅面打印的印刷厂。这些例子都在告

诉我们，喷墨技术正在创造很多机会，机会遍地都是。 

 

Q2：Memjet 的机会是什么？Serritslev：在过去两年中，Memjet 推出两项新

的打印技术 DuraLink 和 DuraFlex。这两项技术创建了一种新型的打印解决方案，

而且能够实现客户的愿望，用合理的价格购买到那些以前花重金才能买到的高速

和高质输出的设备。DuraLink 和 DuraFlex 是模块化的概念，可以加快打印解决方

案的开发速度，并使它们比以前更快地投入市场。例如，我们在 2019 年 9 月宣

布推出 DuraFlex，在 10 月的贸易展览季之前，就展示了一种价格低廉的新型



 

 

DuraFlex 动力多合一的数字印刷系统，称为 FireJet 4c。在 2019 年底的 LabelExpo

上，我们推出了 DuraFlex 中国版的解决方案。所以，在如此短时间内，Memjet

把技术推入了市场，我们也非常骄傲。新型的喷墨数字印刷机比当今市场上喷墨

数字印刷机的幅面都小，相比碳粉类的数字彩色印刷机而言，性价比更高，是更

有利可图的替代方案，当然我们也为生产型印刷设备提供了更低成本的替代方

案。 Q3：您认为印刷企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Serritslev：虽然说印刷企业的机

会遍地都是，但也需要他们改变观念。显然印刷企业要走向成功，未来必须应用

数字印刷技术。现在的印刷企业还不能充分使用数字印刷技术实现增值。比如，

您有一台数字印刷机，这就意味着您可以提供可变数据、定制化印刷的服务，此

外还可以缩短印刷周期。这些都是增值服务，但是印刷企业还没有找到需要这些

服务的客户。所以我的建议是，改变思维方式，您将发现机会。在全球数字印刷

市场中，两家最大的公司——施乐与惠普正在进行收购战。收购何去何从，大家

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我们认为，最终用户遭受的打击最大。因为在一个寻求新的

盈利模式的行业中，创新是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因此，我也认为 Memjet 处于这

样的行业位置，代表数字彩色印刷行业创新者的身份，是极具优势的。 Q4：您

认为，drupa2020 上将会有什么热门技术被关注？ 

Serritslev：我们认为，2020 年将成为喷墨技术的 drupa。现在，Memjet 正在研

发比现有的喷墨印刷技术可以提供的分辨率、速度和成本更优化的技术，也就是

让客户可以用较少的钱购买到更高性能的设备。我们的 OEM 合作伙伴使用

Memjet 的技术来开发出新的更优的印刷解决方案，从而实现高品质输出，这在

中国尤为重要。我们已经与多家中国 OEM 签署了协议，并且未来还会达成更多

合作协议。与更昂贵和更复杂的数字印刷机相比，我们推出的印刷解决方案进入

门槛更低。数字印刷企业可以利用喷墨技术，将其业务扩展到他们认为不可能的

领域，比如标签印刷、包装印刷和工业印刷。这些由喷墨技术驱动的解决方案正

在广泛的领域和应用中进行开发。我们对用于瓦楞纸箱、折叠纸盒、软包装以及

标签的低成本解决方案而感到兴奋。  

转眼间，静电碳粉技术主宰中国数字印刷市场已经 20 年有余，喷墨技术在

近 1 年的增长更是令众人惊叹。新喷墨，新视角。希望 Memjet 给中国数字印刷

用户带来更多性价比高的新技术，为增值业务带来丰富的新灵感，同时为市场带



 

 

来多样的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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