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装、制药和窄幅卷筒料

无与伦比的图像质量与即插即检功能相结合： 
ViewSTAR

ViewSTAR
以独一无二的图片质量进行印刷监测

行业要求

ViewSTAR – 完美的图像质量、实时监视、 
少量维护工作
  采用双高清相机与固定光学镜头，所以图像没有任何失真
  LED数字闪光灯使得在最高运行速度下也不会出现图像模
糊不清的情况

  无论透明，高光或反射基材，显示优质图像
  以最高分辨率的微观角度查看单个印刷网点， 
以高分辨率的宏观角度获得整体图像

   安装简便(即插即检)，可立即使用
  自动扫描功能使其成为操作人员的完美工具
  将ColorSTAR和PrintSTAR整合
  LED照明的使用寿命长，减少维护成本
   因为采用固定光学设计，所以只需少量维护工作

  真实印刷和监测图像之间无偏差

  对最细微印刷特征进行评估

   在所有基材上均能呈现完美图像

   降低监测技术的经营成本

  从一个来源提供监测和检测解决方案

  在磨损和更换方面花费的精力更少

应用
  软包装印刷
  个人防护和卫生薄膜印刷
  用于药品、食物和特殊品的铝包装
  标签和收缩膜套
  液体包装
  安全印刷

  高锐度图像质量，清晰呈现最细微的细节——细至网
点，分辨率达2400 dpi

   真实色彩与清晰度保证了完美图像，无需工人的任何操
作

   市场上在检测系统技术领域的领先者， 
在摄像、照明、光学和工艺方面拥有最先进的技术

优势

卓越的印刷质量！第一时间。无时无刻。



特点
  两个超高清CMOS摄像机

  固定光学镜头，采用不同聚焦长度

  高分辨率、高刷新率图像采集

  超亮LED闪光灯

  曝光时间低至一微秒

  紧凑的传感器头

  广角：30 mm x 23 mm … 230 mm x 172 mm

  检测宽度：1050 mm / 1300 mm / 1650 mm 标准； 
根据需求提供其它标准

  高显色指数

  高速机械往复移动

  Touch & View GUI

  标准触摸显示屏：23´´/ 27´´；根据需求提供其它 
规格

  针对高光度基材ViewSTAR RL选项

  触摸式图形用户界面

  直观的任务设置和任务管理

  互动位置走廊

  自动扫描功能

  存储高分辨率图片

  即插即检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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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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电话: +49 (6151) 948 0

比利时
 电话: +49 (2366) 930 00

 西班牙
 电话: +34 (93) 839 70 32

 法国
 电话: +33 (0) 155 681 250

意大利
 电话: +39 (0464) 490 603

 英国
电话: +44 (1442) 261 202

美国
 电话: +1 (770) 449 77 76

巴西
 电话: +55 (11) 347 611 32

土耳其
电话: +90 (212) 285 97 45

俄罗斯
电话: +7 (921) 055 63 30

中国
 电话: +86 (21) 685 002 88

日本
 电话: +81 (45) 534 99 11

韩国
 电话: +82 (31) 806 973 00

台湾 (R.O.C.)
 电话: +886 (3) 250 01 48

印度
 电话: +91 98 23 16 2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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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のROI (投資収益率)を実現するために - ISRAの最新テクノロジ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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ベルギー
電話:  +49 (2366) 930 00

スペイン
電話:  +34 (93) 839 70 32

フランス
電話:  +33 (0) 155 681 250

イタリア
電話:  +39 (0464) 490 603

イギリス
電話:  +44 (1442) 261 202

アメリカ
電話:  +1 (770) 449 77 76

ブラジル
電話:  +55 (11) 347 611 32 

トルコ
電話:  +90 (212) 285 97 45

ロシア
電話:  +7 (921) 055 63 30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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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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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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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ンド
電話:  +91 98 23 16 24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