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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欢迎阅读第 2 份 drupa 全球趋势重点报告的执行摘要。四月发布的第 6 份“全球趋势报

告”已成为全球所有市场印刷业状况的独特年度调查报告。但是，它显然无法按照我们的期望

深入分析所有问题。因此，“重点”报告每年提出一个重要主题，并要求我们的专家小组更为

详细地研究这一主题。

印刷业的每一个人都深知系统集成的重要性 - 需将所有的运营和后勤系统整合到一个集成的

工作流程中，以便最大限度降低对人为干预的需求。员工必须处理越来越多的订单，而这些订

单往往价值较低，生产前置时间也较短。另一种选择是增加员工，但这不仅会导致利润率降

低，而且还会导致错误率升高。但系统集成并非易事。有将近 700 位参与者（528 家印刷商

和 164 家制造商）完成了调查，他们坦率地表示，系统集成非常具有挑战性，但在这方面取

得进展亦至关重要。

Printfuture（英国）和 Wissler & Partner（瑞士）为指导和编写该系列报告付出了诸多努

力，身为 drupa 的主办机构，Messe Düsseldorf 在此向这两家公司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期

待收到您的反馈，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drupa-expert-panel@drup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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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印刷商规模越大，拥有的系统越多。

因此，小型公司平均只有 3.5 个系统，而最大型

公司平均拥有 7.7 个1。行业之间差异非常小，但

地区之间差异较大 —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使用

的系统越多。更少的系统通常意味着在全部流程

中需要更多的人工干预，因此需要聘用更多的员

工，并且可能导致更多的错误和更慢的生产前置

时间。

PrePress 工作流程是全球范围内使用最为普遍

的系统，比率高达 66%，其中小型公司使用较少 

(45%)，大型公司使用较多 (82%)。这在行业或地

区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异。另一个最常用的是色彩

管理软件，全球使用率为 56%，这可能是因为，

现在的胶印和数字印刷机上都能够使用自动化色

彩控制了。色彩管理在大型公司更为常用，但行

图表 1 贵公司拥有下列哪种系统？

业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异，而且尽管欠发达地区的

使用率低于平均水平，该系统在全球范围内的应

用也相当普遍。

第三个使用最广泛的 IT 系统是作业调度，使用

率为 52%。按照定义来看，它与下一个平均使用

率为 50%（小型印刷商使用率为 25%，大型印刷

商使用率最高为 70%）的常用系统 MIS/ERP 是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

1.为缩短报告篇幅，我们将用以下措辞描述员工数量：
“小型”为 1-19 名员工，“中型”为 20-99 名员工，“大型”为 
100-999 名员工，“最大型”为 1000 名以上员工。

全球使用的 IT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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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来看，MIS 的使用率差异极大，跨度从 

18%（中东）到 66%（北美和澳大利亚/大洋洲）

不等。但是，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 MIS/ERP 是任

何系统集成的必要前提，因为这是所有数据流通

的渠道。

如果贵公司当前的 IT 操作实务较差，那么尝试

集成 IT 系统并没有什么意义。下一个图表表

明，在实施良好实务方面进展不一。一项引人注

目的结果显示，71% 的印刷商仍然更喜欢软件许

可，而不是在线的“软件及服务 (SAAS)”，除

了最大型的公司外，所有行业和地区的其他公司

都是如此。就目前而言，供应商似乎接受这一观

点，因为那些提供/支持 IT 系统的供应商中，有 

76% 是通过许可来实现的。

图表 2 贵公司是否实施了以下流程？（具体措辞会有所不

同，以便更全面地解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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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询问了印刷商，他们在集成方面取得了什么

进展。正如所料，公司规模越大，取得的进展就

越大。商业印刷商在整体上比出版印刷商和包装

印刷商取得的进展更大。从地区来看，澳大利亚/

大洋洲和北美洲取得的进展最大，亚洲和非洲最

小。

对于那些回答“没有进展”的印刷商，我们也询

问了原因。其中 50% 表示资金/资源不足，40% 

表示缺乏技能/专业知识。这些原因都是非常合理

我们询问了那些取得了进展的印刷商，他们遇到

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最突出的问题是项目的复杂

性和规模（占 62%）。供应商的看法则有所不

同。46% 的供应商表示，他们的挑战在于客户普

遍缺乏对该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其次有 37% 的供

应商表示这项任务非常复杂，还有 37% 认为客户

的团队缺乏专业知识。

对于所有取得进展的印刷商，我们还询问了他们

所观察到的主要优势。到目前为止，最常见的优

势就是减少了错误/浪费，降低了质量成本 

的，尤其是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而言。但在某一

天，这可能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对于那些取得

了进展的公司，其中 69% 表示他们正在使用现有

的系统，而 31% 的公司正在从头开始使用新的核

心软件包。

间。我们也问了供应商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答案

几乎和印刷商的答案一样。

图表 3 贵公司在系统集成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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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56%），其次有 38% 认为缩短了生产前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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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获得了哪些主要优势？

最后，所有印刷商都被问及在 2019 年，“系统

集成”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有 71% 表示，这对他们来说要么是重中之

重，要么是重要的优先事项。供应商的回答则较

为保守，有 45% 表示，系统集成要么是客户提出

的最常见的问题，要么是较为常见的问题。

对于那些正在进行集成的公司，以下来自印刷商

的评论可能会有所帮助：

“成功的关键在于为将来规划结构，而不是为现
在”

包装印刷商，英国，20-99 名员工

“主要的挑战在于获得所有员工的认同。为了
完成这个项目，我们不得不对内部人员进行调
整。”

包装印刷商，爱尔兰，100-999 名员工

集成的主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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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员工有更多的时间执行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管理多个工作流程

将目前的自动化孤岛串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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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 7 年里，我们的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
终。这两次至少都是部分失败。我们从尝试所得
的经验中总结出了全面的方法，并计划在 2019 
年底完成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

商业印刷商，美国，20-99 名员工

6

“第一个难点在于找到一家行业知识丰富且值得
信赖的供应商。我们曾有过一段艰难的经历，有 
3 家供应商在中途结束了与我们的合作，因为他
们很难理解这些流程的复杂性和自动化需求。其
次，精通 IT 的年轻人与资深的印刷/包装行业技
术专家之间存在沟通隔阂，这就让事情变得更加
复杂，也让开发商感到很困惑。”

出版印刷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99 名员工

“我们的业务增长归功于我们所能实现的高水平
集成。这是一项持久的挑战，它还将继续推动我
们在运营和财务方面获得改善。”

商业印刷商，英国，100-999 名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