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属印刷检测

客户与挑战
土耳其制造商Arkin Metal生产的装饰金属板可加工成
油罐和其他食品用或非食品用包装，其现代化的生产线
上配备了KBA Metal-STAR 2——全球速度最快的金属印
刷机之一。 它每小时可印刷装饰约8,500张金属板。 
ARKIN的客户对于装饰金属包装的印刷质量要求极高。 
高速运转的印刷机加上逐渐增多的色彩应用数量，使得
ARKIN的员工很难在监控生产的同时发现缺陷。 因
此，ARKIN考虑购进一套检测系统。 ISRA VISION的系统
尤为可靠稳定，立即成为该公司的首选供应商。

用户使用检测系统要实现的目标是： 优化质量、减少
浪费，从而增加可以出售的材料数量。 此外，该公司
亦旨在加强质量管理并提高客户和操作人员的专业知
识。

该检测解决方案成功完成安装，并已使用数年。 由于
现在已检测出所有相关缺陷，ARKIN生产线上的生产变
得更为稳定，并且废品产生率大幅下降。

解决方案

DecoSTAR金属印刷检测
	� 对金属板进行高精度测量和位移补偿

	� 确保每小时100%检测多达10,000张金属板

	� 能够可靠检测出小至0.03 mm2的缺陷，包括对比度
差异、灰尘、污垢或隐蔽线条。

	� 监控印刷板是否存在色彩偏差。

	� 对印刷工作持续提供反馈，发送各类缺陷通知。

	� 提供新作业的直观设置步骤或使用重复作业文件

案例分析
提升工艺效率， 

制造外观完美的金属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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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收集并分析数据
检测系统收集到的数据会得到系统性地分析
和使用，制造商也能利用来自缺陷金属板的

反馈来优化生产。 系统还会记录所生产金属板中各种
缺陷的大小，从而简化了文档记载，并有助于与制造商
的客户进行沟通。

精确测量
通过对金属板进行高精度测量和运动补偿，
这套独特的定制检测解决方案可确保完美的

印刷质量和金属装饰效果。

“ISRA系统让我们在印刷工艺中实现了更稳定的生产。 同时，
我们的客户投诉量有所减少，并且更好地满足了客户对质量的
期望。”

Onur Tecim
生产经理

Arkin Metal

客户效益

快速安装
ISRA提供有关使用检测系统的指导和培训。 
由于系统安装时间短且使用简便，因此可以

快速部署。

可重现的质量
用户能够在超高的生产速度下获得重现性好
的质量。 由于能够及早发现缺陷，生产浪费

得以大幅减少。 在将产品交付给客户之前，解决可能
出现的问题，从而有效避免客户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