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rtonSTAR
通过减少人工质量检查来提高生产效率

行业要求

CartonSTAR: 专注于实际缺陷，提高设备产量
  以最高设备速度在印刷作业的每一平方毫米区域内实现
100 % 联线检测

  尽早检测系统性印刷缺陷
  100 % 检测偶发缺陷
  针对特别错误信息的相关缺陷进行分类

  针对不同质量水平的作业管理；可调节质量参数
  验证正确的印刷作业，并通过与客户PDF比对检查印版

  提供有价值的细节和报告，从而提升性能和印刷量

  全球品牌对印刷产品的质量要求与日俱增

  必须减少印刷准备时间、增加有效生产， 
从而以最高速度生产、提高设备生产率

  减少浪费和投诉，提升盈利能力

  小订单需要更快响应速度的检测系统

瓦楞纸

确保质量的同时提高生产率： 
CartonSTAR

应用
  柔性版直接印刷瓦楞纸板
  柔印或胶印的卷筒纸预印
  瓦楞纸板的数字印刷

  高性能硬件，低维护工作量，从而实现低经营成本。

  在所有基材上均可实现稳定、可靠的检测性能， 
无需操作人员干预；节省时间，增加操作人员的信心； 
CartonSTAR 是印刷作业过程中印刷人员的“GPS”，
使其更好、更轻松地完成其工作。

  尽早检测到流程工艺缺陷，显著节省财力；减少浪费；
防止缺陷材料发到下游进行进一步加工。实现更快地印
刷，减少人工错误。

  联线、持续和有文件记录的监控，这是用于提升内部表
现、识别根本原因的正确工具。

  避免因为错误或有缺陷的滚筒/印版而导致整个印刷生
产被废弃。

  始终在所有印刷生产线保持统一的质量水平。

优势

卓越的印刷质量！第一时间。无时无刻。



预涂层 印前 印刷 复合/涂布 加工材料生产

用检测系统来优化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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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先进的LED和彩色线扫描摄像机技术

  实时补偿算法（用于材料和印刷机性能）

  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可靠的缺陷分类

  专用算法，避免错误警报

  联线和持续监控：可监控基本产品/流程工艺参数的扩展功能
（色彩一致性、印刷间套准、印刷与纸板套准）

  可检查印刷内容的扩展功能（PDF对比）

  可集中在兴趣点的扩展功能（蒙蔽打孔区域）

  附加机组的控制，进行有误包装的剔除或标记

  集成式数据采集和报告工具

  对缺陷类别、单个错误或批量错误以及色差的持续性反馈

  Touch & Inspect GUI
  先进的用户界面

  易于操作

  简单的直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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