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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 700 EVOLUTION 卓越版印刷机

适用于: 包装印刷企业 / 商业印刷企业 

曼罗兰 OnePass© 一次走纸技术，探索联线整饰的世界！

双上光  / ULTIMA® 定制化机型

观察、触摸、感知，并探索一切特别的事

物：由OnePass®一次走纸技术带来的无与

伦比的联线印刷效果。应用曼罗兰 
OnePass© 一次走纸技术的ROLAND 700 
EVOLUTION卓越版印刷机为您提供全新的

应用技术。

巨大的成本压力以及更短的订单交付时间，

要求工艺程序应当尽可能减少，整饰流程

应尽可能一次走纸完成。通过应用曼罗兰 
OnePass© 一次走纸技术的ROLAND 700 
EVOLUTION卓越版印刷机，您将由联线生

产获得巨大的生产力提升。

基于Ultima定制化机型，曼罗兰为客户特

定的工艺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Ultima代表

定制化。无论上光单元位于印刷单元之前

或之后，ROLAND 700 EVOLUTION卓越版印

刷机的Ultima定制机型可以满足有别于标准

印刷/上光工艺流程的众多特殊工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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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下面的四个应用案例显示出OnePass© 一次走纸技术如

何获得最高的绩效以及最短的产品产出时间：

应用1
印刷	–	双上光单元

最典型的应用，目的是在传统油墨上获得最高的光泽度:

*请注意：这些应用需要在网纹辊上进行特殊雕刻。

其它应用*

n    金属上光
n    触感上光
n    浮雕上光
n    香味上光
n    珠光上光
n    联线压痕
n    逆向上光
n    气泡上光

飞达印刷单元 1-6上光单元 1传纸单元 1传纸单元 2上光单元 2固化系统

传统油墨水基底油IR/TLIR/TLUV- 上光UV-固化

收纸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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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2
印刷	–	上光	–	印刷

这一应用在上光单元后配置另外一组印刷单元。这个印刷单元使用印刷印版进行哑光

上光应用.

飞达印刷单元 1-7上光单元 1传纸单元 1+2印刷单元固化系统

UV-油墨UV-光泽上光UV-固化UV-哑光上光UV-固化

收纸单元优点

n  	更精细的线条结构
n   更好的套准
n   理想的哑光-亮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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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3
上光	–	印刷	–	上光

通过使用上光版，不透明白墨可以在不同的承印材料上进行局部印刷（例如聚乙烯基

片或者透明箔材料等）。

飞达上光单元 1传纸单元 1+2印刷单元 1-6上光单元 2固化系统

不透明白墨UV-固化UV-油墨UV-上光UV-固化

收纸

优点

n  	不透明白墨良好覆盖
n   OnePass®	一次走纸技
术能够实现在不透明白墨
上的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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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4
印刷	–	上光	–	翻转	–	印刷	–	上光

当折叠纸盒内侧需要显示文字信息的时候，使用翻转装置进行联线反面印刷是可选的选项之一。

在单面印刷模式时，此配置可以应用不透

明白墨或使用翻转之前的上光单元进行底

油印刷。

印刷单元 1+2 飞达上光单元 1传纸单元 1+2印刷单元 3-7上光单元2固化系统

UV上光UV固化 UV-油墨联线翻转UV-油墨UV-上光UV固化

收纸

固化系统

曼罗兰提供综合性的SelectDryer	优选固化系统选项，能够满足各种不同应用的特殊需求：

n   固化系统的长度和安装位置；

n   红外灯的安装位置和功率；

n  热风固化系统的温度管理；

n  可更换的UV灯具盒（可位于印刷单元之间、传纸器以及加长

收纸单元）；

n  纯UV固化系统（适用于对温度敏感的承印物）；

n  适用于不透明白墨的UV白墨固化装置；

n  LED-UV系统；

n  传统UV以及LED-UV的混合应用；

n  印刷单元之间或位于收纸装置处的冷气帘（适用于对温度敏

感的承印物）。

ROLAND 700 EVOLUTION 卓越版印刷机的Ultima定制化机型由于广泛的配置选项，

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工艺应用范围。水性上光，UV上光，特殊涂层或者不透明白墨等

应用都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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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

曼罗兰为您提供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

可以节省校机准备时间，提高产出和减

少浪费，特别适用于包装印刷的要求：

清洗

n   墨斗:	覆有斥油的特殊硬化聚合物涂层

(QuickChange Surface)
n   橡皮布:	清洗速度更高，清洗周期更快

完成

n   墨辊:	用于特殊溶剂的专用管路系统(第

四管路系统)

n   DirectDrive直接驱动技术可以实现墨

辊、橡皮布以及压印滚筒同步清洗

换版系统

n   Automatic Plate Loading (APL)全自动

换版系统, 
n   Simultaneous Plate Loading (SPL)同

步换版系统, 
n  DirectDrive直接驱动技术

上光版换版系统

n   QuickChange Clamp	快速转换版夹：

在3分钟之内从上光版转换到上光橡皮

布

n   Coating-plate-PPL 上光版换版系统:	

上光版滚筒带有半自动版夹

n   DirectDrive直接驱动技术: 
n 印刷单元的印版同步更换，以及上

光单元的上光版同步更换； 
n 印刷单元印版同步更换，上光单元

包衬（上光版/上光橡皮布下的衬纸）

同步更换。

上光转换

n   QuickChange Coating快速转换上光 + 
“H”功能: 预加热清洗和冲洗水

更快达到合格印张(更快速的套准，更快

速达到目标色值)

n   QuickChange Color printnetwork©快

速转换色彩：墨键预设系统

n   带有动态色彩控制的ColorPilot及
InlineColorPilot远程油墨导控系统

n   带有Bobst-Registermarks博斯特裁切

标记的InlineRegister联线套准系统

提高运转速度的解决方案

n   最高机械速度由16,000 张/小时提高到 
18,200 张/小时

n   AUPASYS 印刷车间物流系统

n   飞达和收纸机构不停机系统(Rollomat)

减少浪费的解决方案

n   TripleFlow 三墨流供墨系统: 优化的启

动/停机顺序，更好的水墨平衡；

n   InlineColorPilot 联线供墨导控系统带

有偏振滤光系统，可以避免由于湿墨/
光油导致的错误测量值

n   InlineInspector 2.0 联线检测系统可以

尽早检测出印版/活件错误。这将避免

纸张的极大浪费。

自动化功能的选用最终取决于活件结构。一方面，如果活件印量较大，则缩减印刷准

备时间的自动化功能并非那么重要。另一方面，如果单位活件印量较小，印刷机最高

速度以及相关的投资成本可能会对印刷品的单位成本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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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绩效

24个月的ProServ 360° 绩效服务计划包含如下内容:

n   ProServ 维护合同，包含最初两年的服

务；

n   年度设备检查；

n   年度设备保养；

n   Technical Support Center (TSC)技术支

持中心 24/7 服务

n   5x 远程检查

n   零备件和服务

n   4x 生产力分析topAnalysis
n   保修期结束会议

n   1x 总结分析会议

这些服务产品将为设备提供持续的生产力监测，并且所有的服务都将经由曼罗兰认证

的服务伙伴提供。

ROLAND 700 EVOLUTION 卓越版印刷机在交付时将自

动包含ProServ 360°绩效服务计划，这将确保曼罗兰印

刷机传奇般的印刷质量，以及将设备成本控制在较低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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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索引

Dynamic Color Control动态色彩控制

技术: 应用于ColorPilot供墨导控系统

和InlineColorPilot联线供墨导控系统

的全新升级的控制算法。设定值（=
目标值）可以通过更少的控制步骤达

到（减少时间和印刷材料浪费）。

Inline-Impress 联线压痕：通过柔版

的方法在UV光油上进行压痕。

QuickChange Color printnetwork©

快速转换色彩： 在中央数据库中，

所有的墨键特性曲线和油墨特性曲线

将自动地存储和不断优化，以便确保

墨键预设始终保持在良好状态。

Soft-Touch-Coating触感上光： 触感

上光用于创造独特的印刷品体验。根

据不同的上光种类，你能体验到天鹅

绒质感，橡胶质感或柔软的触感体

包括:

n   全新一代PressPilot印刷机控制台可以

提供对用户非常友好的操作；

n   图形交互界面NavigationPilot©技术拥

有现代化的操作理念，有利于提升工

作效率和安全操作； 
n   全新设计的飞达和收纸单元

n   改进的驱动技术能够提供更佳的生产

性能，特别适用于加长的Ultima定制

化配置；

通向卓越!	ROLAND 700 EVOLUTION	卓越版印刷机拥有

众多技术创新，为印刷机建造设立了新的标准。

突破性的ROLAND 700 EVOLUTION 卓越版印刷机技术是

您应对当前和未来商业挑战的理想选择。欲了解更多关

于ROLAND 700 EVOLUTION卓越版印刷机的详情，请联

络您当地的曼罗兰销售代表，或拨打曼罗兰全国免费服

务热线 400 889 3833

备注：所有产品相关信息可能会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验。在局部印刷中，触感上光的哑光

效果也可以单独呈现。

TWIN-Effect双上光：两步的联线上

光工艺会导致特殊的哑光-光泽效

果。

油基上光油（部分在最后一个印刷单

元通过印刷版印制）与UV光油（在上

光单元通过橡皮或者上光版印制）发

生反应。

White Cure UV-Drying module 白墨

固化模块：特殊掺杂的UV固化装置，

其发射光谱特别根据UV白墨的特性曲

线进行优化。

n   超现代化的供墨及润版系统确保最

高的印刷质量；

n   经过重大技术改进的上光单元；

n   通过Inline Foiler联线冷烫系统进行

冷烫应用；

n   通过IntegrationPilot 2.0印刷机管理

系统建立JDF以及JMF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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