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 赛丽® FAST 2000 TD
热敏无溶剂柔性版制版机
一直以来，杜邦包装成像部保持着柔印领域全球科技的领先地位。杜邦的科学家们不断开发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捕捉
柔印包装领域不断涌现的新机遇，以此拓展其业务领域。
杜邦包装成像部的产品包括：杜邦™ 赛丽® 品牌柔性版材系列产品（包括传统版和数码版),赛丽® 制版设备、赛丽® 无缝套筒版及
制版设备，赛丽® 装版机和革命性的赛丽® FAST 热敏制版系统。
杜邦™赛丽®产品：更快的速度，更高的品质。
杜邦™赛丽® FAST 2000 TD是根据客户的需要而设计的，这台设备易于安装和维护，操作简便，性能稳定，性价比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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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制版尺寸1,067 x 1,524 mm(42” x 60”)
极短的印刷待机时间，1小时内即可制成3张全尺寸成品版材
（厚度为0.045”和0.067”的版材）
无溶剂
利用触媒催化方式处理制版过程中产生的废气
性能稳定、维护简易
可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服务和技术支持
彩色触控屏幕
可根据需要使用宽窄两种幅面的无纺布，降低使用成本
PET膜保护加热辊
方便更换版材滚筒外层（采用套筒设计取代原本的鼓皮设
计）

产品特点
杜邦™赛丽® FAST 2000 TD制版机采用干式热敏技术生产高质
量的柔性印版，从而彻底摒弃了制版车间中所有的液态溶剂。制
版过程中产生的蒸汽经由Catox装置燃烧。
赛丽® FAST 2000 TD制版机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制成幅面大小为
1,067 x 1,524 mm(42” x 60”)的成品版，包括成像和曝光步
骤，是能够满足包装市场需求的真正意义上的实时制版系统。
使用赛丽® FAST 2000 TD能生产出高质量、稳定的印版。新一
代的热敏制版技术确保了极佳的产品稳定性，而且在整个处理过
程中彻底消除了化学溶剂。赛丽® 2000 ECLF或者赛丽®
DF2000 ECLF 曝光和后处理设备可以和赛丽® FAST 2000 TD
配合成为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赛丽® FAST 制版系统真正做到
了环保，在整个制版中无需使用、储存、回收和处理溶剂，无需烘
干设备。
赛丽® FAST干式热敏技术的使用，可以快速获得高质量的印版。
如果同时配合数码热敏版，则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并对环境有
益。
杜邦热敏版是为满足高质量的精细网点，线条稿和实地的柔版印
刷而设计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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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基本信息
设备名称

备注
热敏干洗

SAP 编号

详细信息
杜邦™赛丽® FAST 2000 TD
TBD

印版厚度
最大标称印版宽度
最小标称印版宽度

1.14 mm - 2.84 mm
1,067 mm
635 mm

0.045” - 0.112”
42”
25”

最大标称印版长

1524 mm

60”

最小标称印版长度

762 mm

30”

电气（现场配置）

400 VAC; 50 Hz

3W + N + PE**

功率（标称）–制版机

16.6 kW

电气（现场配置）–冷却系统

220-240V/50Hz

功率（标称）–冷却系统

1,3 Amp

电流（额定负载）

30 Amp每相

电流（额定负载）–冷却系统

1 x 10 Amp

连接线 – 制版机

最小 5 x 6 mm², 1 x 10 Amp

接地电阻

< 0.1 Ω

网络连接

Rj45 网络连接

排气

Ø 160 mm (6.3“)

360 m³/h (最小)

环境参数

温度范围:
18°C-27°C (65°F-80°F)
7 – 8 bar, 300 l/min
ISO 8573-1 class 4-5
设备尺寸:
1752 mm (68.9“)
2188 mm (86.1“)
1223 mm (48.1“)
最大. 2000 mm (78.7”)
净重：
2,100 kg (4630 lbs)
杜邦灰 & 杜邦红

相对湿度:
20% -80%非冷凝
101,5–116 PSI,
10.6 cfm?
外包装箱尺寸:
2000 mm (78.7”)
2350 mm (92.5”)
1550 mm (61”)

压缩空气供应

欲了解更多杜邦™赛丽® 或杜邦包装成像其它产品，
请联系当地代表。个别联系信息有可能变更，了解最
新联系信息，请点击这里
杜邦™ Cyrel®客户技术中心
中国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蔡伦路600号 201203
电话: (8621) 2892 1000
传真: (8621) 2892 1069

尺寸
长
宽
高
高 (上盖打开)
重量
颜色

1W + N + PE

线缆直径15-21mm
接地桩至设备外壳和接地线

含包装箱:
2,400 kg (5291 lbs)

www.cyre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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