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德堡·设备

值得您信赖的高品质印刷机
速霸SX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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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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我们将为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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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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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霸SX 74是您值得信赖的高品质中等幅面印刷机，能够更经济高效的生产诸如宣传册、广告页

等一类的传统印刷活件，凭借独特的创新设计，它可以更加灵活地处理不同印量的各种活件。

速霸SX 74可以为您带来更加丰厚的投资回报，您可以受益于更短的准备时间、高达每小时

15,000张的印刷速度，以及可选配的上光单元、双面翻转印刷和快速的UV干燥设计带来的

更高效率和经济性，是您理想的投资之选。

同时速霸SX 74凭借出色稳定的性能，从竞争中脱颖而出，配合全新的第二代印通印控中心，

不仅令操作变得极为简单，更可以将其轻松集成到印通工作流程中，有效促进了生产效率的

更进一步的提高。速霸SX 74不仅树立了生产率方面的新标杆，它对能源和资源的利用也非常

高效，是同类产品中最为环保的印刷设备。

每台速霸SX 74印刷机都有海德堡全面而专业的服务作为坚实的后盾，加之耗材、维护、远程

支持、全球化服务和零备件网络的完美配合，保证您自始至终都能享受到海德堡为您带来更多

的附加价值。

无论您选购的是速霸SX 74的何种机型，它都将是您最值得信赖的选择。您仅仅只需一笔投资

即可为您带来三重的收益：出色的产品价值、一流的印刷质量和丰厚的经济效益。

优质可靠的解决方案
速霸SX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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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智能化自动操作，简单易用，配合独特的辅助系统和出色的数据管理，为高效

可持续性印刷生产创造了完美的条件。

印刷机控制系统
全新的第二代印通印控中心

轻松实现高效生产

人性化的便捷操作，带来的不仅是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更是确保逐个

印刷活件实现高效生产的重要先决条件。全新第二代印通印控中心凭借

出色的人机工程学设计提高了可用性，可轻松实现高效生产，如采用标准

化灯光实现对工作台样张检测区域的最佳照明效果，或是配有更为直观

的19英寸超大触控显示屏等方面的创新应用。

全新第二代印通印控中心可通过智能化地整合利用资源，来最大限度

地缩短每个活件所需的准备时间。现代化的用户界面帮助您可以更为

直观地操作所有功能。通过设置可进行重复活件的存储，进而大大缩短

准备时间。在第二代印通印控中心上，您可以通过触摸屏运行特有的

应用软件和集成的支持系统，来满足对高生产率的苛刻要求。

通过第二代Intellistart®智能操作导航系统实现快速活件更换 

第二代印通印控中心配有全新设计的第二代Intellistart®智能操作导航

系统，作为针对印刷操作流程的辅助系统树立了行业新标杆，特别是在

快速活件更换和高度自动化方面有着卓越成绩。第二代Intellistart®智能

操作导航系统不仅可以帮助在加工当前活件的同时准备下一个活件，还

可以针对当前印刷机的状态与新活件的参数进行对比，并根据比对结果

自行完成活件更换所需的步骤。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将操作步骤大幅减少

大约70%，缩短控制工作台和印刷机之间的距离并减少总体故障停机，

因此可在每次活件更换时实现可预测的准备时间并大大节约了时间。

快速而稳定地实现最佳质量 

在后台自动运行的色彩快速解决方案可提供多种软件应用，实现更快速

的上墨并减少废张。此外，您还可以在准备和连续生产过程中快速实现

稳定的水墨平衡。

色彩助手(Color Assistant Pro)可在准备过程中提供高精度油墨预设并

大幅度减少废张。它确保了面向不同纸张、油墨和印刷条件的色彩预设

配置文件可自动得到优化，而且墨斗衬垫磨损可得到全自动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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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您提供可靠性能

的同时不仅大幅减轻员工的工作负担，更是有助于实现颇为出色的印刷

质量和生产率。

06



利用印通测量系统完美实现色彩的高度还原

我们的印通工作流程可为您提供各种色彩测量系统，确保可复制的最佳

色彩稳定性。作为同类产品中最经济实用的系统，印通易控系统(Prinect 

Easy Control)是实现分光光度测量技术的理想切入点。借助印通图像

质量控制系统，您就可以在整个印刷中通过高性能色彩测量保证色彩的

最佳质量。

利用印通实现完美的数据管理 

全新的第二代印通印控中心将印刷机集成到了印通工作流程中，您可以

通过出色的数据管理，以及当前的生产数据和包含大量信息的报告进行

管理或流程改进。为了加快准备流程，可利用来自印通工作流程的数据

(如活件信息、预览图像和油墨预设)来实现快速而精确的操作。而Prinect 

Performance Benchmarking让您可以准确地告知您当前的工作效率，

以及您的印刷厂与竞争对手的直接对比情况。

您可以从这里找到有关全新第二代印通印控

中心的更多信息：

heidelberg.com/cn/prinect-press-center-2

网服支持——快速、安全、高效：

海德堡远程服务

全面的远程服务：

• 从故障排除到实时监控服务 

• 一键获得24/7专业解答 

• 提高生产效率 

         heidelberg.com/cn/remote-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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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墨斗片保护油墨计量方式，仅需

而不是4分钟即可完成墨斗清洗。

1 分钟

在全球范围内已售出超过

质量

300 小时
的生产时间。

生态友好

可节约

172 升
采用合适的润版辊，可将酒精含量从10%减少到3%，这就意味着每1000万印张可节约172升的

异丙醇(IPA)。

准备时间

利用自动换版AutoPlate Pro实现快速的印版

更换，每年可为您额外赢得超过

的异丙醇(IPA)

是适用于商务印刷的完美解决方案。

40,000个印刷单元， 100 %
利用印通易控系统(Prinect Easy Control)和

印通色标控制系统(Prinect Axis Control)可

快速实现100%的色彩还原，稳定逼真的

色彩效果可以轻松复制，更加降低了废张

数量。

印刷流程领域的领导者
10大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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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 全新第二代印通印控中心，配有非常直观的升级版第二代Intellistart

智能操作导航系统，用户友好的操作界面可实现快速且面向流程的

 设置  

• 印通易控系统、印通色标控制系统和印通色彩图像测控系统，实现了

 更加稳定的标准化生产

• 全自动印版更换装置(AutoPlate Pro)可大幅缩短准备时间，为操作人员

 节省更多时间来关注核心业务  

• 自动清洗装置带有可编程的按需清洗程序，有效缩短清洗时间，可确保

 最佳的印刷效果 

• 完美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为印刷单元之间留有足够的可灵活操作的

 空间，提高了工作的舒适度和安全性

亮点：

• 出色的稳定性，即使在每小时15,000张的最高印刷速度下，仍能确保

 呈现最佳的印刷效果

• 灵活的可定制化配置，可包含2到5个印刷单元，以及更多地可选配置

 如双面翻转印刷装置、上光单元和UV干燥等 

• 高度自动化设计，有效缩短准备时间，可更经济高效地加工不同印量

的所有承印物 

• 可全面集成到印通印刷工作流程中，实现流程的优化和效率的进一步

提高

速霸SX 74的技术参数请访问：

heidelberg.com/sx74/technical-data

与众不同的杰出特性
内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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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霸SX 74——高度灵活的设计，可应对各种不同的新应用。速霸SX 74卓越的印刷质量

和极短的准备时间，可在50x70厘米的幅面上加工任意克重的所有承印物，为传统印刷

活件的生产提供了一种更为经济高效的方式。

一站式网上平台：

赛飞扬产品应用及技术支持

• 印刷材料：提供多样化产品及服务套餐满足您的不同需求

• 高品质产品：所有印刷材料都经过严格甄选及认证 

• 技术支持：资深专家与您分享赛飞扬印刷材料的日常应用

指南

• 专家咨询：为您解决印刷疑难杂症，帮助您选择合适的印刷

耗材以及优化印刷流程

         heidelberg.com/cn/application-know-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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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自动化的收纸装置，可码放完美的纸垛，确保极短的准备

时间和出色的生产率。

箱式刮刀系统可实现任意规定速度下的连续稳定的上光。 可轻松接入的印刷单元，以及并排运行的宽大活版盘，操作

起来更为便捷灵活。

上图显示的印刷机为速霸SX 74-5+L的样例配置，

其中的某些设备功能是可选的。

 翻转印刷装置

双面印刷装置可实现从单面到双面印刷的全自动双向切换，套准精确，

有利于实现最高的精度和生产率。

 传纸滚筒 

直径可调的传纸滚筒可在薄厚承印物之间实现轻松灵活的切换，优化

输纸。

 色彩助手(Color Assistant Pro)

色彩助手可通过自动校准墨区，调节特征曲线，优化着色功能。

 墨路温度控制

墨路温度控制可在整个活件的印刷过程中实现恒定不变的生产条件，

确保出色稳定的印刷质量。

 飞达

飞达上的自动预设功能可为您赢得更多生产时间，中央吸气带无需额外

的导纸单元即可实现稳定的输纸。

 静电之星(StaticStar®)

静电之星防静电系统可最大限度地减少静电优化输纸，确保更高的生产

速度。

 润版装置

速度补偿的Alcolor®润版单元，其带有差动功能可避免形成墨皮，并通过

稳定的水墨平衡确保最佳印刷效果。

 全自动换版(AutoPlate Pro)

全自动印版更换装置可最大限度地缩短准备时间，简化操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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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纸滚筒和压印滚筒护套可确保双面印刷无痕的输纸以及

最佳的印刷质量。

独特的上墨单元和支持各种预设的润版装置可缩短准备时间，

确保稳定的着色。

速霸SX 74印刷机飞达上的吸气带 – 确保精确的分纸和输纸。

有关速霸SX 74的更详细信息请访问：

heidelberg.com/cn/sx74

 气垫输纸

纸张导板上采用文图利喷嘴技术可实现无接触式精确导纸，避免造成

划痕、印迹。

 上光干燥之星(DryStar Coating) 

红外线/热风干燥单元实现最理想的上光干燥效果。

 喷粉之星(PowderStar)

喷粉装置可实现均匀有针对性的平滑喷粉确保稳定的印刷质量。

 高堆收纸装置

符合人机工程学设计的高堆收纸装置带有调节旋钮、操作方便的收纸

控制面板，最佳的输纸和精确整齐的纸垛码放为快速进行印后加工创

造最理想的条件。

 供墨之星(InkStar)

通过墨罐实现自动供墨，可有效缩短准备时间并减少油墨浪费。

 传纸滚筒护套(TransferJacket Blue)

可更换的滚筒护套有利于轻柔稳定的输纸，并通过其斥墨效果的表面

可大幅度减少清洗工作。

 自动清洗装置

自动墨辊清洗装置和程控橡皮布及压印滚筒清洗装置，可确保最出色

的清洗效果。

 上光单元

箱式刮刀系统可确保一致稳定的上光油供给和上光效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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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友好性

生产率

中央控制台和控制面板的人机工程学操作可减轻操作人员的工作

负担。通过智能操作导航系统将所需的操作步骤减少高达

采用UV技术，印刷品可立即进入印后加工无需等待。

0 分钟

每小时最多

15,000 张
的稳定生产速度。

70 %

100 小时
用于更有效的生产。

借助整体创新而设计简洁的操作理念，每年可节省

组合式橡皮布和压印滚筒清洗装置，带有可定制的清洗程序。

最终结果是与预浸渍清洗布相比每年可节约高达

有关速霸SX 74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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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74/efficiency

70 % 的成本。

的等待时间。

* 后续内容参阅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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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化的印刷和媒体工作流程可以把所有独立操作的部门集成在一起创建智能印刷企业。

它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工作流程的自动化和透明化——在传统印刷和数码印刷过程中均可实现

效率最大化。

集成化智能系统
印通工作流程

瞬息万变的市场意味着印刷企业时刻都会面临新的挑战。为帮助您成功

应对这些挑战，印通工作流程可提供各种灵活的模块化流程软件，为

开拓新业务市场和引领您成功提供了最佳的解决方案。

印通工作流程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分析生产潜力，根据收集的精确

数据为各种规模的商业印刷、包装印刷，网络印刷企业提供理想的解决

方案。海德堡为您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确保最高质量和效率的生产，

从而赢得决定性的竞争优势。

印通生产(Prinect Production)集成了印前、数码、胶印及印后加工各

方面的工作流程。功能广泛的各种流程软件可帮助您以高质量、高效率

完成各种要求极严的任务。高度自动化的流程可确保更高的生产率、

可靠性和质量。

印通门户(Prinect Portal)引领印刷走向数码新世界。您可以实现全天

在线开展业务，不受工作和生产时间的影响。无论是从下单、活件处理、

客户管理、还是在线生产、营销、网上商店以及提供相关报告：印通门户

都可以帮助您的业务流程带来革新和创造力。

印通商务(Prinect  Business)以工业软件解决方案和管理信息系统(MIS)

的方式将您的管理和生产环节相集成。成本核算、活件管理、耗材和

物流规划及报告方面的自动化流程帮助您获得更高的效率和灵活性，

并确保您公司的盈利。

印通媒体(Prinect Media)使您可以开拓全新的业务领域：从数据和内容

管理、生产以及多媒体渠道发布。印通媒体为您打开平面及在线新媒体

的通讯大门。

您可以从这里找到更多有关印通工作

流程的信息：

heidelberg.com/cn/work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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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印刷技术凭借出色的生产率脱颖而出。UV干燥油墨和上光油可直接

进入印后加工流程，这意味着您将无需等待，同时还可以减少所需的

储存空间，再也不必准备半成品的储存区域。UV印刷产品为您提供了

一种扩大产品系列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高质量印后加工效果和加工

薄膜及非吸收性材料等承印物来开创新的业务机会。然而它超高的亮度

在普通纸和可回收纸上也呈现了非凡的印刷效果。

LE UV迈向成功的未来 

LE UV (Low Energy)为希望利用UV技术优势的商业印刷厂带来了完美的

替代方案。它可以实现高质量印刷效果(即使在普通纸上也不例外)、特殊

上光效果和极短的准备时间。LE UV使用特制的高度反应性油墨和上光

材料，并配备高能效的干燥流程，其所使用的光谱不会产生任何臭氧，

保证了商务印刷厂可以灵活地响应新的市场要求。

 heidelberg.com/sx74/user-reports

经过广泛测试和验证：

Saphira UV、LE UV 和LED UV

• 丰富多样的油墨、上光涂布产品、橡皮布等印刷材料始终

 满足您在UV、Low Energy以及LED UV印刷时的各种需求 

• 快速干燥的印刷产品可直接进行印后加工处理 

• 适用于纸张、塑料、铝箔或金属纸 

• 不需要高温干燥，可避免塑料变形 

• 更高生产效率可减少储存空间及物流需求

         heidelberg.com/cn/saphira-UV

惊艳的印刷效果，极短的干燥时间，可支持多种承印物，凭借出色的亮度、柔和的触感和

超短的准备时间，经过UV印后加工的印刷产品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展望未来，前途一片光明
UV印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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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信息是市场推广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数字时代也是

如此。我们的速霸SX 74双面印刷机可实现双色、四色和五色印刷，进而

提供多种选择。无论是印刷明信片、入场券、包装、包装插页还是单页

印刷品，带有双面印刷装置的速霸SX 74都只需一次走纸就可以在纸张

的正反两面以全自动方式完成印刷，这意味着您在有效降低成本的

同时，即可获得精益的生产和更丰厚的经济效益。

完美无瑕的纸张翻转和平滑可靠的导纸

速霸SX 74双面印刷机套准精确，无论在单面还是双面印刷下均能确保

出色稳定的印刷质量，并避免造成划痕或印迹。

同时，速霸SX 74独特的传纸滚动和压印滚筒护套技术可在双面印刷

完成后确保卓越稳定的印刷品质并最大限度地减轻清洗工作量。

灵活的单面到双面印刷的全自动双向切换

从薄纸到厚纸全面而广泛的承印物选择可提供更高的生产灵活性，

在双面印刷模式下也不例外，翻转印刷装置能够以全自动方式完成

纸张翻转。根据活件的不同，从双面印刷到单面印刷模式的切换不到

一分钟即可完成。

完美无瑕的纸张翻转和平滑导纸，在印张正反两面实现一致的高质量印刷，有效提高

生产率，极大地缩短准备时间。速霸SX 74双面印刷机可为您带来超乎您预想的最优

之选。

不折不扣的高品质
卓越的双面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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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印物

最大纸张尺寸  530毫米 × 740毫米

最小纸张尺寸(单面印刷) 210毫米 × 280毫米

最小纸张尺寸(单面印刷，飞达部位安装了纸堆托板) 280毫米 × 280毫米

最小纸张尺寸(双面印刷) 300毫米 × 280毫米

最大印刷幅面 510毫米 × 740毫米

厚度 0.03毫米 – 0.60毫米

纸张叼口大小 8毫米 – 10毫米

印刷速度 

最大印刷速度 15,000印张/小时 

印版滚筒

滚筒缩径量 0.15毫米

从印版前沿到印刷起始点的距离 59.50毫米

印版

长 × 宽 605毫米 × 745毫米

厚度 0.25毫米 – 0.30毫米

橡皮布滚筒

长 × 宽，橡皮布(无金属包边) 616毫米 × 772毫米

长 × 宽，橡皮布(金属包边) 627毫米 × 772毫米

橡皮布厚度  1.95毫米

滚筒缩径量 2.30毫米

速霸SX 74技术参数

上光橡皮布滚筒

长 × 宽，上光橡皮布(金属包边) 627毫米 × 772毫米

长 × 宽(上光印版) 605毫米 × 745毫米

最大上光面积 510毫米 × 740毫米

滚筒缩径量 3.20毫米

从上光版前沿到上光起始点的距离 47.60毫米

纸堆高度(包括纸堆板和纸堆托板的高度)

飞达 1,060毫米

收纸装置 597毫米

高堆收纸装置 1,160毫米

样例配置

参照标准：带高堆收纸装置的速霸SX 74-5+L 

印刷单元数量 5

上光单元数量 1

长度 9.95米

宽度 2.90米

高度 1.93米

技术参数可能会因活件、油墨、承印物及其他因素而不同。

有关速霸SX 74印刷机的更详细信息请访问：

heidelberg.com/sx74/machine-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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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您的消息！

与我们联系，获取更多信息，全面了解海德堡及速霸SX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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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

info@heidelberg.com

网址：

heidelber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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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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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