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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J O R  F E A T U R E S

LITHRONE S26/S29忠实地继承了作为新一代战略型印刷机在全球印刷

行业得到高度赞赏的LITHRONE S40系列产品的开发理念。为了满足

用户的多样化需求，LITHRONE S26/S29单张纸印刷机不仅具备出色的

生产能力，而且作业准备时间很短，可以实现高附加值印刷，能够灵活自如

地完成各式各样的印刷业务。

LITHRONE S26/S29的最高印刷速度为16,500sph（Lithrone 26/28的

最高印刷速度为15,500sph），印刷作业准备时间仅为6分钟左右，大幅度

提高了作业生产效率。另外，附带翻转机构的LITHRONE S26P/S29P

采用KOMORI独具匠心的“三滚筒式双倍径递纸滚筒”，可以“平稳顺畅地

传送纸张”，并且能够“处理不同厚度的纸张”，同时避免发生翻转式双面

印刷机常见的纸张划伤和蹭脏，由此确保出类拔萃的印刷质量。

LITHRONE S26/S29汇聚KOMORI众多尖端技术，是业界同仁翘首企盼的

新型印刷机。

10色Lithrone S29P双面印刷机（LS-1029P）

执着追求提高印刷质量

对于印刷机而言，印刷质量是至关重要的生命源泉。LITHRONE 

S26/S29不仅将机器精度误差控制在微米范围内，而且具备一流水准的

机械刚性，能够在稳定可靠的高速运转条件下，通过数字化作业流程

印制光彩夺目的印刷品，凭借无与伦比的色彩再现能力，满足用户

希望印刷品“色彩更绚丽、图案更逼真”的需求。

完美的操作性

LITHRONE S26/S29采用一系列小森尖端印刷技术，包括新型Full-

APC（全自动换版系统）、KHS（小森高速调墨系统）、一体式操作台等。

无需借助人工技巧，任何操作员均可轻松自如地制作出同等水准的

印刷品。LITHRONE S26/S29的操作无需专业技巧，能够为用户提供

理想的操作平台。

灵活应对经营战略决策

如今，单凭大批量印刷已经难以获取有效的经济收益，印刷企业需要

能够应对数字化作业流程、实施高质量印刷和表面加工处理、采用

双面一次过纸方式和特殊承印物进行印刷、联机配备offline装置等，

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提高印刷品的附加值。LITHRONE S26/S29通过

灵活巧妙地装配联机上光机和烘干装置，可以承担各式各样的特殊

印刷业务，制作与众不同的高附加值印刷品。

出神入化的生产能力

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缩短印刷作业准备时间。

LITHRONE S26/S29可以搭载Full-APC（全自动换版系统），能够自动

清洗油墨滚筒、橡皮布滚筒和压印滚筒，配合KHS（小森高速调墨系统）

的先进性能，可以一步到位实施套准、调色、预置油墨等作业，6分钟左

右即可完成印刷作业准备。给纸装置和收纸装置均具备精调功能，在设

备进入16,500sph的最高印刷速度时，仍可确保精湛的印刷质量。

追求理想的环保型印刷机···

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印刷设备制造厂商，KOMORI孜孜不倦地致力于

开发注重环保、减轻印刷环境负担的机型。为了实现减轻环境负担的

基本宗旨，KOMORI认为应该建立综合印刷系统，将“资材、能源、劳力”

减少到最低限度。另外，通过制订“年度环境报告”，KOMORI广泛开展

调查研究，积极实施各项环保工作。

C O N C E P T

出色的生产能力和印刷质量两相兼顾

汇聚KOMORI众多尖端技术的新机型

采取五项措施，减轻环境负担

[1] 减少纸张损耗
      KHS-AI（具备自学习功能的快速调墨，调折页系统）

[2] 降低能源消耗
      采用高效换流器电机
      采用先进的自动化系统及数字化作业流程

[3] 减少化学物质使用量
      采用小森式润版系统（komorimatic）实现无酒精印刷

[4] 减少废弃物
      采用自动盒式传墨装置（选购件）
      采用无油轴承设计
      采用新型滤油器及一体式油泵

[5] 降低噪音
      采用低噪音机身设计（选购件）





 8-9PRODUCTIVITY
凭 借 无 穷 的 设 备 潜 力 有 效 扩 大 商 机

更换印版、预设纸张尺寸和图案数据
预置油墨、试印30张
调整套准量、调色
正式印刷200张、脱墨
清洗橡皮布

*以上数值是本公司根据一定条件测量的数值，本公司不对上述数值作出任何保障。

●KHS-AI可大量减少纸张损耗，缩短作业准备时间。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快速调墨，调折页系统）是划时代的生产支援系统，其用途是

将作业转换时间和纸张损耗减少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利用计算机直接制版（CTP）系

统制作的印版，使用CIP4数据计算的预设数据，可以实现一步到位，完成套准和调色。利

用程序控制的预置油墨和脱墨功能，可以在墨辊上形成近似于正式印刷状态的油墨薄膜，

从而实现设备的快速启动。不仅能够大幅度缩短作业准备时间和纸张损耗，而且可以充

分发挥设备的应有性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运用无与伦比的作业转换性能，缩短印刷作业准备时间。

Productivity

灵活应对小批量印刷业务。

当前，印刷业界对小批量业务、短交货期的需求

日益增长。按需（on-demand）印刷机的不断普及，

业务订单价格的不断下跌等因素促使印刷市场对

单张纸印刷机的要求变得愈发苛刻。LITHRONE 

S26/S29不仅作业准备时间非常短，而且启动后能

够快速进入12,000sph的高速运转，在16,500sph

的最高印刷速度条件下，印刷质量依然精湛无比。

另外，采用高速预置油墨系统，作业转换时间比

以往缩短将近一半，仅需6分钟即可完成一项印刷

作业（※），开始执行下一项印刷任务。（※200张／

每项印刷业务时）

如此出神入化的作业转换性能在处理小批量印刷

业务方面的确大显神威，事实上，L ITHRONE 

S26/S29仅用1个小时即可完成10项作业（200张/项），

为单张纸印刷机的生产能力谱写了新的篇章。

●PDC-SII分光式色彩控制器（选购件）
配有预读传感器，可即时监测信号条的位置。采用光学追踪系统，无需对信号

条进行识别。另外，采用高速数据传输方式，对信号条的各项编码进行测量后，

可立即在画面上显示相关图表。

作业转换时间流程

OK样张

浓
度

报损纸张（张）

黑色 青色 品红 黄色





12-13ADDED VALUE
不 断 创 造 和 扩 大 产 品 附 加 值

Added Value

丰富多彩的产品种类，支持用户开辟不同业务领域。

创造高附加值印刷品

LITHRONE S26/S29可以使用从薄纸到厚纸的不

同类型纸张完成包装、标签、卡片等各式各样的

高附加值印刷业务。LITHRONE S26P/S29P是高

性能双面印刷机，可以采用一次过纸方式实现单面

8色以上的高质量印刷。

此类先进的单张纸印刷机可以实现特殊配置，用户

可以使用特色油墨或实施OP上光等处理。用户甚

至可以采用联机一次过纸方式，使用塑料、金属承

印物进行印刷。KOMORI擅长于提供特殊配置机型，

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

作为选购件，LITHRONE S26/S29可以搭载上光机

和烘干装置，既可以灵活应对多样化市场需求，又

可以借助高附加值印刷的优势，开辟能够获取高收

益的业务市场。

●双机上光机

作为选购件能够配置两个上光机的LITHRONE S26/S29可以实施加厚上光、

高光泽上光、金银上光、清晰上光、无光泽与有光泽搭配的上光处理等各式

各样的高附加值上光处理。

●烘干装置

在印刷单元之间或上光机前侧用于烘干油墨或上光油的装置。可以应对使用

金属纸或薄膜的特殊印刷以及巧妙搭配各式油墨、上光油的印刷业务。

●双收纸装置

安装两个收纸纸堆，实现无停机连续运转。通过配套使用印刷质量评价系统，

可以自动检测、驱除不规则纸张，防止不规则纸张混入正常印刷品。



14-15DIGITALIZATION AND AUTOMATION
有 助 于 提 高 效 率 的 集 成 化 指 令 中 心

Digitalization

支持先进的数字化作业流程。

利用DoNet构筑CIP4时代独一无二的系统环境

支持数字化系统的新型一体式

操作台

全新印刷机操作台采用两个触摸式显示屏，凭借

远程操控几乎可以完成对机器的所有调整作业。

通过巧妙配合使用支持CIP4／JDF数据格式的K-

Station（选购件）和KHS-AI（选购件），可实时读

取外部数据，掌握设备的运转状况等，实现综合印

刷作业管理。

建立如此智能化操作环境，不仅可以提高管理能力，

而且能够减轻操作员承受的负担。

作为选购件，通过安装PDC-SII（分光式色彩控制器）

和K-ColorProfilerII（彩色分布编制软件），可以利

用数值调整印刷品的色彩等，构筑先进的色彩管理

系统，从而实现印刷作业标准化。作为印刷机的指

令中心，新型操作台能够灵活应对即将到来的数字

化时代的多样化需求。

D o N e t是一种数字化作业流程，

KOMORI从印刷设备制造厂商的角度

出发，以能够处理数字信息的高性能

印刷机为主，旨在支援用户实现“印刷

作业的标准化”。KOMORI的DoNet

支持JDF数据格式，通过反复进行连接

测试，与全球赫赫有名的印前设备及

印后加工设备制造厂商、销售商的产品

实现无与伦比的兼容性，以用户的作业

环境为出发点，充分贯彻开放型网络

结构的理念。

●一体式操作台

操作员通过触摸按键可以执行所有的机器操作指令，不仅能够减轻

操作员的负担，而且可以减少资材浪费，降低印刷成本。

System Flow

KHS-AI Advanced Interface

用于保证

印刷质量的

印刷机远程操控

支持印刷作业

实现标准化

打样品与

印刷品之间的调色

使用标准化信息与

印刷机实现互联

利用数据控制

印刷色彩质量

利用印前设备的

数据编辑油墨

特性文件

通过自学习功能

实现快速印刷启动

内部系统与

外部系统的

接口





18-19CUSTOM CONFIGURATIONS AND SPECIFICATIONS
客 户 化 配 置

*受纸张厚度、选购件等印刷条件的影响，最高印刷速度可能会发

生变更。

*最小纸张尺寸∶

包括空气侧规时为200×360mm

包括辅助收纸纸堆时为230×280mm

*性能及数值可能会根据不同设备规格有所差异。设备经过改良后，

规格数值可能会发生变更。

*受用户的选购件或装置的影响，机器的功率消耗数值可能会与规

格表内容有所不同。

*受纸张厚度、选购件等印刷条件的影响，最高印刷速度可能会发

生变更。

*最小纸张尺寸∶

包括空气侧规时为200×360mm [双面印刷时为260×360mm]

包括辅助收纸纸堆时为230×280mm

*双面印刷时纸张反面需要留出供吸引轮用的空白。

*性能及数值可能会根据不同设备规格有所差异。设备经过改良后，

规格数值可能会发生变更。

*受用户的选购件或装置的影响，机器的功率消耗数值可能会与规

格表内容有所不同。

*受纸张厚度、选购件等印刷条件的影响，最高印刷速度可能会发

生变更。

*最小纸张尺寸∶

包括空气侧规时为200×360mm

包括辅助收纸纸堆时为230×280mm

*性能及数值可能会根据不同设备规格有所差异。设备经过改良后，

规格数值可能会发生变更。

*作为选购件，可以提供以下印版尺寸∶

600×730mm,605×745mm,

605×754mm,600×760mm

最大印刷范围与标准规格有所不同。

*若印版尺寸为选购件尺寸时，橡皮布尺寸将发生变更。

*受用户的选购件或装置的影响，机器的功率消耗数值可能会与规

格表内容有所不同。

*受纸张厚度、选购件等印刷条件的影响，最高印刷速度可能会发

生变更。

*最小纸张尺寸∶

包括空气侧规时为200×360mm [双面印刷时为260×360mm]

包括辅助收纸纸堆时为230×280mm

*性能及数值可能会根据不同设备规格有所差异。设备经过改良后，

规格数值可能会发生变更。

*作为选购件，可以提供以下印版尺寸∶

600×730mm,605×745mm,

605×754mm,600×760mm

最大印刷范围与标准规格有所不同。

*若印版尺寸为选购件尺寸时，橡皮布尺寸将发生变更。

*受用户的选购件或装置的影响，机器的功率消耗数值可能会与规

格表内容有所不同。

附带上光机的配置 (LS-629 + C + Extended Delivery) *版台高度 + 200mm
 实施含水上光处理的联机上光机

双面印刷UV上光配置 (LS-629P (2x4) + DU + C + UV extended delivery)
UV 油墨烘干装置      UV 上光机      UV 延长收纸装置

延长收纸装置

UV 延长收纸装置

上光机 烘干装置

上光机

双面印刷构造

双面印刷构造

SpecificationsCustom Configurations

注意事项∶

Copyright © 2009小森公司拥有所有版权。上述规格数据截止到2009年3月。最高印刷速度有可能会发生变更。小森公司有权改变产品规格，恕不另行通知，且不负

责对原先制造的产品进行改良。因设计、规格或选购件及零部件的变更，所供应的设备在外观和性能方面可能会与本产品目录有所差异。

本产品目录所使用的商标及品牌，小森公司或相关物主拥有其知识产权。未得到小森公司或相关物主的书面许可，不得随意使用本产品目录中记载的任何商标。

LITHRONE S26（26英寸单张纸胶印机）规格

16,500
3,000

480 x 660
200 x 280
470 x 650 

0.04 ～ 0.8 (适用于选购件的规格)
560 x 670

628 x 680 [包括铝杆]
800
900

3,040
1,770 [1,943打开翻盖时]

LS-226

2

5,650

8,500
30.8
33.1

LS-426

4

7,380 

14,300
47.9
50.6

LS-526

5

8,240

17,200
49.2
51.9

LS-626

6

9,100

20,100
50.3
53.0

LS-726

7

9,970

23,000
58.8
61.9

LS-826

8

10,830

25,900
68.3
71.4

机型

色数

最高印刷速度 sph
最低印刷速度 sph 
最大纸张尺寸      mm  
最小纸张尺寸       mm 
最大印刷范围 mm
纸张厚度范围 mm
印版尺寸        mm 
橡皮布尺寸 mm 
给纸纸堆高度 mm 
收纸纸堆高度 mm

长度 (L) mm
设备尺寸 宽度 (W) mm

高度 (H) mm
设备重量        kg  
功率消耗 (50Hz) kW
功率消耗 (60Hz) kW 

机型

色数

最高印刷速度 sph
最低印刷速度 sph 
最大纸张尺寸      mm
最小纸张尺寸       mm 
最大印刷范围 mm
纸张厚度范围 mm
印版尺寸        mm 
橡皮布尺寸 mm 
给纸纸堆高度 mm
收纸纸堆高度 mm 

长度 (L) mm 
设备尺寸 宽度 (W) mm

高度 (H) mm
设备重量        kg 
功率消耗 (50Hz) kW
功率消耗 (60Hz) kW 

机型

色数

最高印刷速度 sph
最低印刷速度 sph 
最大纸张尺寸      mm 
最小纸张尺寸       mm
最大印刷范围 mm 
纸张厚度范围 mm
印版尺寸        mm
橡皮布尺寸 mm
给纸纸堆高度 mm
收纸纸堆高度 mm 

长度 (L) mm 
设备尺寸 宽度 (W) mm

高度 (H) mm
设备重量        kg 
功率消耗 (50Hz) kW
功率消耗 (60Hz) kW 

机型

色数

最高印刷速度 sph
最低印刷速度 sph 
最大纸张尺寸      mm
最小纸张尺寸       mm
最大印刷范围 mm
纸张厚度范围 mm 
印版尺寸        mm 
橡皮布尺寸 mm 
给纸纸堆高度 mm 
收纸纸堆高度 mm 

长度 (L) mm
设备尺寸 宽度 (W) mm 

高度 (H) mm 
设备重量        kg 
功率消耗 (50Hz) kW
功率消耗 (60Hz) kW 

 

 LITHRONE S29（29英寸单张纸胶印机）规格

16,500
3,000

530 x 750
200 x 280
520 x 740

0.04 ～ 0.8 (适用于选购件的规格)
605 x 760

678 x 770 [包括铝杆]
800
900

3,130
1,770 [1,943 打开翻盖时]

LS-229

2

5,650

9,400
30.8
33.1

LS-429

4

7,380

15,800
47.9
50.6

LS-529

5

8,240

19,000
49.2
51.9

LS-629

6

9,100

22,200
50.3
53.0

LS-729

7

9,970

25,400
58.8
61.9

LS-829

8

10,830

28,600
68.3
71.4

LITHRONE S26P（26英寸双面单张纸胶印机）规格

15,000　　　                      13,000     
3,000

480 x 660
200 x 280 [单面]  260 x 280 [双面]
470 x 650 [单面]  460 x 636 [双面]

0.04 ～ 0.45 (适用于选购件的规格)
560 x 670

628 x 680 [包括铝杆]
1,000 
1,100

3,040
1,970 [2,143 打开翻盖时]

LS-426P

4

8,250

17,090
55.6
58.3

LS-526P

5

9,115

20,090
57.5
60.4

LS-626P

6

9,980

23,090
65.4
68.2

LS-826P

8

11,710

29,090
86.5
91.1

LS-1026P

10

13,440

35,090
89.3
94.2

LITHRONE S29P（29英寸双面单张纸胶印机）规格

15,000                                 13,000      
3,000

530 x 750
200 x 280 [单面]  260 x 280 [双面]
520 x 740 [单面]  510 x 736 [双面]

0.04 ～ 0.45 (适用于选购件的规格)
605 x 760

678 x 770 [包括铝杆]
1,000
1,100

3,130
1,970 [2,143 打开翻盖时]

LS-429P

4

8,250

18,800
55.6
58.3

LS-529P

5

9,115

22,100
57.5
60.4

LS-629P

6

9,980

25,400
65.4
68.2

LS-829P

8

11,710

32,000
86.5
91.1

LS-1029P

10

13,440

38,600
89.3
94.2

 

备有各类配置产品，协助用户开辟新业务领域。

标准配置 (LS-429)

双面印刷的标准配置 (LS-829P (4x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