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重灵活性
斯塔尔TH/KH折页机

海德堡·设备



印刷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人员、流程、耗材和设备之间是否能实现完美的无缝式衔接配合。长期

以来，海德堡一直是印刷企业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为满足您——我们的客户提出的所有印刷需求，

海德堡不断潜心研究，推出了方便用户操作的系统，可定制化的产品和创新型的服务，以便您能享受

到最高的生产质量，更轻松快捷地控制复杂的印刷流程，并能及时纠错，帮助您更好地优化整个生产

流程，而这一系列最终将化为一个结果，那即是：您只需点击一键即可轻松实现高效生产。

我们称其为“Simply Smart”，它将为您带来：可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的智能而全面集成的产品

组合，帮助您打造更简单而高效的生产流程。

 heidelberg.com/cn/company

海德堡——为您带来丰厚
回报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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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面向未来——通过把数码印刷和胶印技术相结合来优化印刷生产工艺。海德堡的印刷

设备产品线既包含最尖端的数码科技、极具竞争力的标准化设备，还囊括各种为生产力

最大化以及所有可能的印刷应用所需的个性化特别配置的设备。从印前、印刷直至

印后——海德堡能够为商务印刷和包装印刷提供整个生产流程。通过印通，所有海德

堡设备得以顺畅连接配合并生成相应的生产数据：这对流程优化和透明化管理都

非常重要。您的质量标准不容妥协！

      heidelberg.com/cn/equipment

服务

海德堡全方位的服务平台，为您提供了更多时间关注核心业务。海德堡专业的技术

专家团队及高品质的原装零配件为您的稳定、高效生产保驾护航。在通往优化及

完善各领域高效生产的道路上，海德堡与您并肩同行。海德堡毋庸置疑是您最值

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heidelberg.com/cn/service

耗材

海德堡优质的印刷材料搭配专业的技术使用手册，助您达到最佳的印刷效果。海德

堡为您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如色彩管理等培训计划，让您可以更专注于拓展业务；

而海德堡印刷材料则是为您的成功提供必要所需的坚实后盾。多样化的产品组合

优势，能够帮助您有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达到共赢。

      heidelberg.com/cn/consumables





了解斯塔尔折页机的全部折页功能。利用更多机会，以可持续的方式扩大生产范围，借助灵活

的斯塔尔TH/KH系列折页机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我们的斯塔尔TH全栅栏折页机和斯塔尔KH组合式折页机一直采用模块化设计。这样就使您能

够借助专业化应用扩大业务范围，进军新的市场领域并创造更高的价值。这将确保您可在

未来取得巨大成功。

不管您的折页活件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这些折页机都值得您信赖。斯塔尔TH/KH折页机的

出色灵活性可帮助您快速准确地完成生产规划。它们能够灵活便捷地加工不同的折页活件，

而且周转时间很短。

投资购买斯塔尔TH/KH折页机，您就可以确保加工各种产品时的高生产效率。广泛的自动化

选项和人机工程学设计可帮助简化操作。可带来的生产优势包括流程可靠性和一贯的高质量。

不管是对您还是客户，这都是个好消息。

最大的灵活性
斯塔尔TH/KH折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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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自动化选项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操作人员手工干预。所有主要参数的

准备流程都由马达进行控制而且非常精确。这意味着即使频繁的活件

更换也不会减少盈利。

这一操作理念适用于不同平台，而且图形界面使这一切显得非常直观。

您可以通过飞达上一目了然的触摸屏控制折页机，而所有工作站上的

更多控制面板允许操作人员随时进行快速干预。标准化准备流程可最大

限度地减少停机，而QuickSetup模式只会显示主要的准备参数，使您

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拿出成品。

斯塔尔TH/KH折页机的高度自动化功能可以根据您的具体要求进行

定制。折页机的全面自动化可快速而精确地完成栅板纸挡的定位和角度

调整，以及直角折页单元中折页辊和纸张挡规的定位，甚至可以快速

完成设定。
只需点击一键即可轻松实现高效生产

我们创新而简洁的操作理念和高度的自动化程度向您提供可靠性能的

同时不仅大幅减轻员工的工作负担，更是有助于实现极为出色的折页

质量和生产效率。

在使用斯塔尔TH/KH折页机时，自动化可保证最短的生产周转时间和简单的操作。

所有机器设置都可通过触摸屏方便地完成，只需点击几下触摸屏即可。这样就可以最大

限度地缩短机器非生产停机时间。

加快生产周转时间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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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斯塔尔TH/KH折页机的自动化选项的更多

信息请访问：

heidelberg.com/cn/th-kh

保存后的生产数据可随时再次访问，而且可以帮助更快速地完成重复活件的加工。

通过连接到印通工作流程，甚至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流程透明度。然后，准备时间、

折页量和最大产能等生产数据可直接调出并用于产品成本分析。 

继续完成后续步骤，构建集成的联网印刷厂和印后工作流程。利用自动化流程和服务，

我们可以帮助您轻松化解印刷媒体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挑战。

印后集成：

印通–集成的印刷和媒体工作流程

• 整个印刷品生产流程的自动化和控制 

• 通过精确收集生产数据实现快速而透明的流程 

• 根据印前数据自动计算折页程序，实现折页机的可靠设置

• 大大减少转换工作和停机  

• 通过图表清晰地评估设备效率

         heidelberg.com/cn/pri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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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时间

人机工程学设计

用户友好性

生态友好

点击4下

折页辊、割刀轴和栅板纸挡的自动设置可帮助将折页机准备

时间缩短

可通过旋转提升方式将后置割刀轴

轻松的提升，快速的进行割刀轴的

设定。

统一直观的控制理念，实现更高的人员配备

灵活性。

PFX纸台式飞达和AirstreamTable上自动控制的

AirManagement。

在活件加工中断后快速恢复生产，避免

任何废张。

最多

个集中安装的控制面板可缩短操作人

员行走距离。

折页类型目录中保存的

通过印前准备助手和标准化准备流程实现完

美无瑕的准备。

将自动化PFX纸台式飞达的准

备时间缩短

多种预先定义的折页版式可缩短准备

时间。30%。

60%。

80

6

使用QuickSetup，只需

就可以完成所有必要的设置。

印后加工领导者
20大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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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 图形符号和标准化折页类型帮助实现快速直观的机器设置 

• 根据活件结构选择合适的飞达：平堆纸飞达、连续环抱式飞达、托盘

式飞达或PFX纸台式飞达 

• AirstreamTable实现无划痕纸张对齐和无滑动输纸 

• 斯塔尔折页机TH/KH82-P可以在所有的折页单元进行交叠式的折页生产 

• 集成压纸装置可实现更高的折页质量、稳定的生产流程和高精度纸堆

码放 

• 割刀轴提升装置能够以符合人机工程学设计的方式快速调整割刀轴

亮点：

• 最高的生产效率和质量：以纵向给纸(portrait feeding)方式加工DIN 

A4幅面的16开书贴时实现最高的折页量，同时确保一贯的高质量 

• 可选购的关门折折页装置和上胶装置，可以更加全面的完成高附加值

的各种折页产品 

• 通过自动化调节和控制功能可以灵活快速地加工各种印量的活件 

• 灵活的模块化设计和定制配置可为赢得差异化优势创造更多机会 

• 出色的规划可靠性和可用性，即使在支持各种不同应用时也不例外 

• 通过图形控制界面实现用户友好的操作，确保出色的人员配备灵活性

有关斯塔尔TH/KH折页机的更详细信息请访问：

heidelberg.com/cn/th-kh

所有信息均取决于实际设备配置、活件结构和内部流程。标配设备可能不包含文中提及的某些组件。

与众不同的杰出特性
内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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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技术支持：

远程诊断

• 通过在线方式随时提供故障排除和用户支持 

• 设备数据的输送，协助完成现场维护工作 

• 快速的技术支持 = 缩短停机时间，快速恢复生产，确保设备 

 的高可用性

         heidelberg.com/cn/remote-services

完美的印刷解决方案：

速霸设备

• 面向商业印刷厂、包装印刷厂和专业印刷厂的理想解决方案 

• 标准配置的胶印机，有吸引力的条款和条件，交付时间快 

• 可自由配置的印刷机 

• 最高的生产率

• 一致而简单的操作理念 

• 智能自动化 

         heidelberg.com/cn/equipment-speedmaster

包含大量定制配置选项的印刷机设计理念，设计用于实现出色的生产质量，并采用大量

标准化设备。这样就可以在完成各种不同任务时确保可靠高效的生产。



大容量SBP立式堆收机，适合中长版活件加工。 气动式双流生产装置帮助轻松完成双联(two-ups)印刷。 利用可升降的后置割刀轴装置轻松完成对割刀轴的调节。

 飞达

利用4种型号的飞达(包括高生产率PFX纸台式飞达 )，我们可以提供

完美的配置来满足所有要求。无滚轴(ball-free) AirstreamTable可确

保简单的设置和无划痕纸张对齐。

 MCT模块化控制系统

图形用户界面使它非常易于操作。这个控制系统的模块化设计允许

通过添加面向特殊应用的可选产品包来扩展设备功能。

1

2

3

89 7 7 6

上图显示的设备为斯塔尔折页机的样例配置。其中的某些设备功能为选配的。

 附件

AirstreamTable上可集成更多附件，如上胶装置、水压折痕(water scoring)

系统、印刷图像和条形码识别系统以及纸张弹出系统。

 折页单元 

从56到96厘米的不同工作宽度的栅板号码(2-8)可用于第1到第4栅板折页

单元。组合式折页机集栅板和折刀的优势于一身。

 折页辊 

两个型号的ExtraGrip折页辊可确保无划痕导纸：软聚氨酯(PU)适用于

各种不同纸张，而硬聚氨酯专门设计用于加工薄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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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可加工高难度折页类型的关门折折页装置创造附加值。 中央控制面板和带有棱镜导规的AirstreamTable可实现精确

的纸张对齐。

配备Tremat的平堆纸飞达可实现可靠的分纸。

 栅板

摆动式偏转器栅板可提供强大的功能。组合式栅板、舒适版中的组合式

栅板和马达控制的组合式栅板可提供最高的灵活性。关门折折页栅板

可支持特殊应用。

 后置割刀轴

安装在折页单元前后两端的割刀轴可支持压痕、打笼和裁切等其它流程。

割刀轴提升装置可以方便地将两个后端安装的割刀轴调整到符合人机

工程学的舒适高度。

6

7

 压纸装置 

折页辊机构中集成的自动化压纸装置可改进后面流程的折页质量，增加

纸堆容量。

 收纸装置

印刷厂可为每种配置选择最适合的收纸装置：不同的连续收纸装置、带

有压纸功能的SPH连续收纸装置、SBP立式堆收机和高效率收纸装置

palamides alpha hd。

9

8

有关斯塔尔TH/KH折页机的更多技术数据请访问：

heidelberg.com/th-kh/technical-data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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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

可用性

可加工所有折页版式，在生产规划过

程中提供全面的灵活性。

利用PFX纸台式飞达实现可靠的输纸，

减少设备停机。

位置绝对精确的纸张挡规可消除对重新

调整的需求

4000万张

50%

30分钟。

16,000

通过专家支持将停机时间缩短到

自动纠正不正确的操作人员输入信息，最大限度地

减少设备磨损。

通过定期服务和维护确保一致的出

色性能。

利用斯塔尔折页机TH/KH 82-P，每年可完成最多

纸的折页工作。

将折页量提高

以上而不需要改变折页机运转速度。

通过在整个折页机加工过程中交叠纸张

来提高生产效率。

利用斯塔尔折页机TH 82-P实现稳定的折页生产，每小时可

完成

张纸的折页。

有关斯塔尔TH/KH折页机的经济性和效率优势的更多信息，包括运行数据、样例

计算和应用证明材料，请访问：

 heidelberg.com/th-kh/efficiency

* 后续内容参阅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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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尔KH折页机的直角折页单元可为您带来名副其实的生产效率优势，

而且全自动型号有望大大提高效率。斯塔尔KH 66和KH 82的高度自动

化使它们成为目前市场上准备时间最短的折页机，同时还大大简化了

设置工作。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集成的4向折页单元进一步提高灵活性，进而为

客户提供国际标准的4折页等折页版式。

斯塔尔折页机KH 66和KH 82的自动化直角折页单元可在加工各种活件

时确保不折不扣的高质量和生产效率。连续纸张挡规可确保将完成折页

加工的纸张输送到受控制的挡规上，而且不会造成纸张前沿变形。马达

控制的纸张挡规、可根据幅面进行调整的输送带以及纸张前沿可气动

举升的凸轮(cam)等更多导纸单元可精确地完成纸张输送，防止到达纸张

挡规后反弹。

帮助您的印刷厂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获得切切实实的经济效益。斯塔尔KH折页机的直角折页

单元不仅可以在每天的生产过程中缩短准备时间，而且可以增加生产折页量，加快周转时间。

巅峰级性能，最小的占用空间
直角折页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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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折页单元中的可选纸张弹出装置可防止卡纸——它可以可靠地检测

并弹出折页不正确的纸张，而不触发折刀操作。

斯塔尔折页机KH 66和KH 78的直角折页单元的手动型号采用人体工程

学设计，所有组件都可轻松接入，大大简化了微调工作。折刀高度和

角度等设置，以及纸张和横向纸张挡规等可以快速调整而不需要任何

工具。我们提供6种不同的直角折页单元（从带有两个折页刀的KL直到

带有3个折页刀和集成栅板的复杂KTLL），可通过适当的解决方案满足

您的所有要求。

有关斯塔尔KH折页机直角折页单元的更多

信息请访问 ：

heidelberg.com/cn/th-kh

更全面的培训帮助取得成功：

培训

• 面向机器操作人员的广泛培训计划 

• 及时获取最新技术发展动态  

• 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信心

• 设备性能的高效使用

• 最高的生产效率和质量

         heidelberg.com/cn/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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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满足所有印后加工要求的理想解决方案：

您正在寻找可靠而经济高效的印后加工解决方案。我们可满足您的一

切需求。

全新的斯塔尔折页机TH/KH 82-P有望提高生产效率而不降低质量或

流程可靠性。创新的折页单元可帮助输送更多纸张而不提高机器运行

速度，这是因为您可在斯塔尔TH 82-P的3个平行折页单元及斯塔尔KH 

82-P的平行和直角折页单元中实现交叠折页。这样就可以在生产过程中

带来两大优势：一是不降低质量的高效率书贴加工；二是可提高质量

(如在加工精美纸张时)而不降低生产效率。

用具体数字来说明一下，您能够以纵向对齐模式印刷16开A4书贴，印刷

速度可达到每小时 16,000张。标准化折页版式可在生产规划过程中

确保全面的灵活性。此外，您的操作人员已经熟悉了16开折页类型，因此

不再需要任何特别培训。

斯塔尔折页机TH/KH 82-P配备创新的折页单元，可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带来明显的优势。您需

要了解的一点是，效率提高不会以牺牲质量和流程可靠性为代价。

新的生产率标杆
斯塔尔折页机TH/KH 82-P

16



这是怎么做到的？折页单元的创新设计允许对所有折页类型进行交叠

式折页，进而将给纸装置长度缩短一半。在PFX纸台式飞达在第一个折页

单元中进行交叠式给纸的同时，其它吸纸轮可在斯塔尔折页机TH 82-P

的其它折页单元中完成交叠式给纸。您还可以在斯塔尔折页机KH 82-P

的直角折页单元中对交叠纸张进行折页，进而提高生产效率。

与palamides alpha 500 hd高效率收纸装置或立式堆收机一同使用时，

您可以将书贴生产速度提高50%以上。

有关斯塔尔TH/KH 82-P折页机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heidelberg.com/cn/th-kh-82-p

实现价值保留和最高性能：

服务协议

• 服务协议可带来保障，同时为您带来更多优势，包括全面

的成本控制和简易管理 

• 由受过全面培训的服务技术人员提供服务 

• 使用海德堡原装零配件

• 充分保护您的投资效益

• 提高设备转售价值

         heidelberg.com/cn/service-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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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斯塔尔TH 82-P实现高效的16开DIN A4书贴生产。 关门折折页成品 – 最高的灵活性为您带来额外价值。

斯塔尔TH/KH折页机采用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度模块化设计，使您能够

以一贯的高质量加工标准化书贴和复杂的折页类型。借助广泛的可选

产品包，这些折页机可轻松应对一切挑战，即使是最具挑战性的复杂

活件。下面举了两个活件的例子。

书籍印刷中的书贴加工一般是标准化活件，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的

空间很小。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对63×88幅面的印张进行3次直角

折页，加工出DIN A4幅面的16开书贴。我们的斯塔尔TH 82-P可以以16000

张的速度加工这种骑订和胶装的书贴折页生产。

利用关门折折页装置，您可以增加产品价值。包含8个页面的关门折

折页(closed fold)要求尤其高的精度。借助斯塔尔TH 66和额外的关门折

折页栅板，您将能够以每小时 14,000张的速度加工47×17厘米幅面的

活件。

有关斯塔尔TH/KH折页机的潜在应用的更详细信息

请访问：

heidelberg.com/th-kh/user-reports

应用
必不可少的应用和可有可无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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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机扫描左侧二维码，即可直接进入海德

堡数字世界，在这里可以了解海德堡新闻、

全球分销商及社交媒体的消息。

heidelberg.com/dialog

邮箱：

info@heidelberg.com

网址：

heidelberg.com.cn

您和您公司的成功是海德堡的首要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了解您的期望和需求对我们来说

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海德堡才能为您提供最合适的印刷解决方案。

保持联系
对话海德堡

期待您的消息！

我们联系，获取更多信息，全面了解海德堡及斯塔尔TH/KH折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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