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生产车间——高产能数字印刷机，适用于中长订单。

高产能
凭借HP Indigo独一无二的技术
满足多种应用和品牌需求，超
高产能数字印刷机帮助您赢得
更多利润空间，以应对中长订
单，满足多版本，快速交货，
可变数据业务。现有客户还可
以释放其 HP Indigo 6x00 数字
印刷机产能，专注于短订单，
高附加值业务，或者释放传统
柔版印刷机产能，专注生产内
容更单一，印刷长度更长的订
单。
HP Indigo 8K 数字印刷机

技术规格
印刷速度

图像分辨率
加网线数
图像尺寸
承印物厚度*
承印物类型
卷筒纸宽度
送纸机

联线涂布单元
复卷机
印刷服务器
印刷机尺寸
云连接
印刷机重量

在 4 色模式下60 米/分钟
在增强生产模式下80 米/分钟
812 dpi（8位彩色模式时）；寻址能力：2438 x 2438 dpi HDI（高清成像模式）
175、180、196、210 lpi
313 毫米
12-450 微米
不干胶标签和收缩套标
最大宽度：340 毫米/最小宽度：200 毫米
输入卷筒最大直径：1000 毫米
筒芯内径：
• 标准：3 英寸（76.2 毫米）
• 可选：6 英寸（152.4 毫米）
最大卷筒重量：270 千克
可轻松按需处理承印物
最大卷筒直径700 毫米
HP Production Pro，适用于 Indigo 标签和包装行业
长度：12.5 米；宽度：2.4 米；高度：2.1 米
通过 PrintOSX
9566 千克，包括联线涂布单元

HP Indigo ElectroInks
标准四色印刷
其他印刷油墨
HP IndiChrome 六色印刷
HP IndiChrome Plus 七色印刷
HP IndiChrome 离线混墨系统
PANTONE® 色彩

青色、品红色、黄色和黑色
标准白色、套筒白色和超级白色
青色、品红色、黄色、黑色、橙色和紫色
青色、品红色、黄色、黑色、橙色，紫色和绿色
HP IndiChrome 油墨混合系统 (IMS) 使用 CMYK 以及橙色、紫色、绿色、射光蓝、
玫瑰红、亮黄色和透明色，生成专色。
支持 PANTONE PLUS®、PANTONE MATCHING SYSTEM®、PANTONE Goe™ HP 专业
PANTONE 模拟技术（采用 CMYK 四色模拟印刷）；HP IndiChrome 六色模拟印刷；
HP IndiChrome Plus 七色模拟印刷；HP IndiChrome 离线混墨系统 (IMS) 可提供高达
97% 的 PANTONE® 色域。

选件
增强生产模式
配置
印刷服务器选件
二次套印套件

启用三色增强生产模式印刷（青色、品红色、黄色）
双模联线印后加工连接套件、收卷软包装包装机臂支持

这款数字窄幅卷纸印刷机结
合了柔印生产率和应用多样
性，HP Indigo 优质品牌众望所
归。优化生产车间，实现中长
订单按需生产。

PrintOS Production Pro，适用于标签和包装
单面印刷功能

*介质特性有所不同。HP 无法保证未在“介质定位器”中列出的介质性能，并建议您在使用前进行测试。

现在立即注册，以便获得最新资讯
hp.com/go/getupdated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p.com/go/ind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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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HP Indigo 数字印刷机印刷

标签生产的
完美平衡
从超级简单性到创意性和复杂性，标签作业变得越
来越多样化，并且越来越难以预测。在单班轮换过
程中，您需要敏捷性，才能快速旋转并满足任何作
业和任何行程长度的独特需求。现在必须提供短暂
的周转时间，并且必须提高工作效率。

商机倍增
HP Indigo 技术的力量
完美平衡

HP Indigo凭借全球数千台数字印刷机重新定义了印
刷行业标准。始终如一地实现任何色彩。并且提供
广泛的材料适应性，多种油墨，实现各种应用。我
们搭建了一整套生态系统，其中包括各种工具，支
持，技术革新及持续优化。所有这些都为标签业务
的长期成功积累了行之有效的模式。

媲美柔印产能的HP Indigo
数字印刷柔性生产
优化生产车间，同时兼具柔印产能，
又能提供HP Indigo数字印刷的灵活性。

• 以全彩模式下每分钟高达 80 延米的 • 利用HP Indigo PrintOSX 平台生态系
速度，应对中长订单，满足快速交货
统，油墨及供应链管理优化整合数
字工作流程
• 优化生产车间——利用HP Indigo 6K
生产短单，HP Indigo 8K专注于中长
• 最大限度地减少复杂性、浪费和
单，将柔版印刷机产能释放出来专注
人工，以具有生态意识的方式提供
于更加单一的长单
市场所需的敏捷性

• 从不干胶标签到收缩套标、IML、缠
绕标和软包装，通过生产几乎任何标
签或包装应用，您的业务可以多元化
并获得新的收入来源
• 拓展新业务，利用HP Indigo丰富的
液体电子油墨系列（包括金属油
墨、荧光墨、全系列白墨）2

无与伦比的介质和应用
多样性2
拓展各种高附加值产品，应用广泛无
人能及。2适用于印刷各种不干胶标
签，软包装及收缩套标。

• 通过 HP SmartStream Mosaic 和 HP
SmartStream Collage 提供具有品牌
保护元素、可变数据和独特设计的
高价值作业
• 采用套标专用顺滑白墨轻松拓展收
缩套标业务

世界领先品牌的选择
HP Indigo 液体电子油墨成像 (LEP)
技术可提供媲美凹版印刷的质量，
满足较高的品牌期望。
• 借助 HP Indigo 液体电子油墨成像 (LEP)
技术提供高分辨率、高质量的印刷品
• 使用 CMYK、OVG 和专色，印刷时
可达到高达 97% 的 PANTONE® 色域
• 借助 HP Indigo 一次转印技术
实现完美的色彩套准
• 使用自动颜色校准和即时监控
工具，可以保证颜色的一致性和
可重复性

数字印刷机

[1] 食品和包装是一个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根据其市场定位，其要求会有所不同。因此，要提醒加工商确保印刷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材料均适用于预期用途及其使用条件，并确保印刷过程符合《良好生产规范》。HP Indigo 符合食品包装法规：FDA，《间接
食品接触联邦法规》第 21 条；瑞士《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条例》，RS 817.023.21；EUPIA《应用于食品包装材料及制品的非食品接触表面上的印刷油墨指南》（2011 年 11 月）；欧洲委员会关于间接食品接触的 ResAP (2005/2) 号决议；《Nestlé 包装油墨
指导性说明》，间接食品接触排除列表；非食品接触的德国食品法和欧盟框架法规 1935/2004 第 3 条。[2] 截至 2019 年 11 月，与提供窄幅卷筒解决方案的主要数字印刷竞争对手相比。

PrintOSX
借助一系列解决方案来释放 HP Indigo 印刷
机的性能，使您能够创建未来的印刷工厂。

服务
通过知识、在机印刷平台和专家支持，建立操
作员的自学能力，从而使操作员能够充分利用
印刷机。

介质
借助最多样化的现有介质为您的客户引领、
创新和创造独特且不可思议的产品。

HP INDIGO 安全
只需进行一次生产过程，就能提供多层次的数字
安全保护。

可持续性
超越客户需求，步入最前沿，引领负责任印刷
的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