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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 ALPHA-4L  携带型 热感式 条形码打印机

·    TSC设计与制造

·    防尘防水之 IP54 国际认证(须含携带保护袋；客户选配)

·    支持 EPL、ZPL 或 CPCL 指令集、TSC Droid APP 与 SDK、

      TSC WinCE APP 与SDK、iOS SDK

·    有线与无线传输接口 : USB 2.0、串行埠、蓝牙、与 802.11 b/g/n

·    高效电力 5800 mAh 充电式锂电池

·    高速处理器搭配内建大容量内存支持每秒102毫米(4”)打印速度

EPSON TM-C7520G/TM-C3520 彩色标签打印机

·    微压电喷墨技术—带来高质量彩色输出

·    多介质适用性—满足不同行业需求

·    分体墨盒+标配自动切刀-实现节约成本，提升效率

·    结合多种行业方案—打造多方位的用户体验

DATALOGIC QUICKSCAN™ LITE QW2400 二维影像式条码阅读器

·    宽扫描角度和视野角度

·    对移动设备中的条码具有出色的读取性能

·    可提供USB认证套件

·    一体成型的橡胶外壳，更好的保护设备跌落

·    Datalogic得利捷独有的专利“绿点”技术，能直观回馈条形读取的正确性，

     从而提高用户的操作感受及效率

·    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结构紧凑且坚固耐用

嘉尔泰科  值得信赖

•   丰富的产品系列，满足客户各种需求

•   我们承诺绝不销售给终端客户，不会成为您的竞争对手！

•   行动迅速，您询价后几分钟内即可收到我们为您量身定制的报价方案

•   我们拥有 20 多年的行业经验，是专业的 AIDC & POS 硬件设备代理商

                       订购电话：400-78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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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嘉尔泰科合作伙伴：

       嘉尔泰科（深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是德国 SMB 集团在中国的全资子
公司。公司集团总部位于德国乌辛根，全球拥有 24 个分部，产品销往 28 个
国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具有 20 多年行业经验、拥有 10 多种品牌产品代理
权的 AIDC & POS 硬件产品一站式供应商。

      嘉尔泰科中国于 2012 年成立于深圳。业务及服务覆盖整个中国， 超过 
800 平米的集中式仓库设立在深圳。

我们的优势：

•      自主研发的 ERP 系统、显示最新产品资讯及实时库存并支持在线下单

       的网上商城、礼品精彩纷呈的积分商城

•      个性化的硬件解决方案及服务：产品延保、中性发货单、代发客户

•      全面充足的产品库存

•      样机免费展示和测试

•      多样化的市场支持

我们的承诺：

我们不销售给终端客户！我们是您最好的合作伙伴，永远不会成为您的竞争对手。

Ulrich Spranger   
嘉尔泰科集团 CEO

Jesse Wang   
嘉尔泰科中国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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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惠

1.迅速

可立即发货，嘉尔泰科有大量的可用库存
做后盾；

只要在17：30前下单，我们就能在当天发货；
我们的产品独特多样，颜色各异，可立即从
存货中获取；

我们永远准备着充足的产品，随时恭候您光临；

与可靠的物流公司合作，确保快速发货。

我们的规模确保您始终享有经营的最佳条件；

付款条件宽松，您只需在账期内付款即可；

我们有着多个知名品牌的代理权，能让您获
利更多；

我们会不定期举行各种市场活动，让您对我
们的产品有更深入的了解。

让您称心如意

让您获利更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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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BIGGEST ADVANTAGES AT JARL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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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服务

                       订购电话：400-788-0906

4.齐全

3.便捷

若有需求，我们可为您免费提供样机测试
及展示！

若需要，您可使用自己的发货单，直接发
货给您的顾客；

我们有着资深的售前售后服务团队，可为
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嘉尔泰科绝不将产品销售给终端客户！我
们永远是您的合作伙伴；

我们在全国有着 11 个办事处，覆盖面广。

您可拨打电话  400-788-0906  向我们寻
求帮助；

您可全天候登陆 www.jarltech.cn 查询产品
信息；

每期产品目录将为您展示所有产品最新数
据及规格等信息；

售后服务齐全，可为您提供最优质的售前、
售后及软件上的技术支持；

各种紧急问题可随时拨打电话或发送邮件
至 info@jarltech.cn

完善的服务

一站购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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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商城
——最新资讯，购物放心

网上商城：

• webshop实时库存数据显示

• 登录后可显示个人购买价格

• 在线下单，方便快捷

www.jarltech.cn 

嘉尔泰科网站包括网上商城，积分商城模块。
产品资讯实时更新，您可在线下载各项数据资料、产品目
录、驱动程序。
网上商城支持 AICD & POS 硬件产品在线购物，在嘉尔泰

科网站上，登陆后即可看到您的购买价格，每个产品的库存
水平以及详细的技术参数，让您足不出户，尽享贴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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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ERP系统
                  ——让操作和工作衔接更灵活

我们的ERP系统由公司自己的编程团队完成，确保集团全
部使用ERP系统进行交易处理。各项操作都可在系统里
做出及时的数据反馈，高效的服务器和高速数据传输为迅
速、安全的数据处理提供了可靠保证。

2015年，专业IT审查部门对集团进行了年度审查，再次对
我们ERP系统的强大功能做出了全面肯定。

                       订购电话：400-788-0906

便捷的ERP系统：
• 产品采购

• 订单下达
• 物流发货

• 库存查询

• 财务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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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有好礼
——回馈于企业或个人

嘉尔泰科网站的所有注册用户，您的每一笔消费都会自动转换成相应积分，凭积分可兑换精美礼品。您可以登陆网站
www.jarltech.cn注册，用时不过1分钟。稍后您便可以在积分账户中查询您的积分，积分有效期限为订单后12个月内。

操作方面，嘉尔泰科网上积分商城与其他网上商城无异，唯一区别在于， 您花费的是积分，而不是金钱。我们可以免费为
您把礼品递送到销售范围内的任一指定地址。礼品内容也将日新月异 ——还等什么呢，赶紧加入吧！我们也致力于向您提
供任何您感兴趣的礼品，如果您有什么想要的，请告诉我们。为了更好地传达您的心意，我们特地开通以下邮箱处理您的
要求：info@jarltech.cn。

积分有好礼：

每一笔消费都可兑换相应积分

适用于所有嘉尔泰科的分销商

积分商城规模宏大，奖品内容精彩纷呈

从CD到机票，超过1200种不同积分奖励任您选择

不论您是公司经营者，采购员，还是其他职员：

嘉尔泰科将预先为所有奖励品项支付收入所得税

www.jarlte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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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保服务，一键取得
                                       ——更多保障，更加快捷

只需小额费用，便可为您的产品提供更多保障！您可以在
网上购买嘉尔泰科产品的同时点击购买该服务即可，或通
过电话轻松获得。此服务适用于任何产品，无需填写任何
表格或申请。

此项服务包含：
产品保修期延长：仅5% 的费用，几乎所有产品均可享受
三年保修期，而10%的费用，几乎所有产品均可享受五年
保修期，均不受厂商保修期限制。

产品预更换服务：若该产品在保修期内出现故障，我们会
给您或您的客户递送全新产品替换。我们在确认收到故障
产品非人为损坏后，10日内即会递送全新产品。

延保服务：

为您和您的客户提供更多保障
每项产品享受3年或5年保修期

订购流程简约有效无需填表——只需额外支付5%或10%的费用适用于任何厂商的任何产品不受厂商保修期限制

产品预更换服务保修期内产品出现任何故障，可立即用新产品更换

                       订购电话：400-78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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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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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尔泰科展厅全面对外开放
嘉尔泰科中国展厅位于深圳办公室一楼，独立的空
间，大气的装修，齐全的产品，将带您进行愉悦高
效的用户体验，我们热情期待您光临参观 !

展厅主要展示了 DATALOGIC, EPSON，TSC, 

PRINTRONIX, POSLAB, METAPACE 等多个品牌
的产品，所有产品均可现场测评。
墙面精美海报详细得向您呈现部分品牌介绍及产
品实例方案 , 玻璃展示柜和杂志架陈列了多元化的
的宣传物料。

业务承接，欢迎来电洽谈 !
区域合作伙伴：我们可以有偿承接对其内部人员（包
含销售、和技术）的产品及方案培训。
厂商：我们可以有偿承接其所安排的所有产品或者技术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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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大使

黑与白： 
Laura 精彩演绎
我们在上一期的封面拍摄中认识了 Laura Franziska。
那时候我们就发现与她一起共事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情。果不其然，这次拍摄也非常棒。Laura Franziska

曾参加“德国明日超模”，获得前十的名次，并且拥
有非常丰富的拍摄经验。因此，她无需时尚顾问和发
型师就能在聚光灯下展示最好一面。她唯一需要的就
是一位化妆师，确保全面展示她的魅力。

我们 
在嘉尔泰科展厅
同样引人注目。

Laura 将在今后的 365 天里，向您致以微
笑，只要您使用我司的产品目录查找我司
的众多品牌产品或我司广泛的服务组合，
即可看到 Laura 的微笑。我们在 2017 / 

2018 年度，再次让 Laura 成为嘉尔泰科
的代言人 –  不会有错 !

我们谈谈生意 ! 
今天的销售看起

来很不错。

干杯！
敬您

请留意着装！
Laura 是不是一位

时尚达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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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尔泰科中国 2017 合作伙伴
交流会
2017 年嘉尔泰科中国分别在美丽的南端旅游城市三
亚和啤酒飘香的海滨城市青岛隆重举办了合作伙伴
交流会。受邀参加活动的有嘉尔泰科所代理品牌的
厂商贵宾，包括 Datalogic, Epson, TSC, Printronix 

和 Poslab，以及各区域部分重要的合作伙伴。

嘉尔泰科全球总裁 Ulrich Spranger 先生专程从德国
远道而来莅临会场，以示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以及对
于嘉尔泰科区域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合作的感谢。

交流会现场，我们展出的产品囊括了 Datalogic 扫描
设备，Epson 票据打印机和彩色标签打印机，TSC

条形码标签打印机，Printronix 高性能条码打印机以
及 Poslab POS 一体机。每款产品均可现场操作测
评，不同品类产品的硬件方案整合，可以满足客户
多样需求。详细的嘉尔泰科优势介绍、丰富的行业
应用案例展示、直观的样机功能演示、专业的现场
产品讲解，嘉尔泰科和与会嘉宾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分享了价值理念，产品应用，探讨了未来合作的
方向。

会议期间，嘉尔泰科准备了高端国际商务欢迎酒
会和答谢晚宴。一如既往，嘉尔泰科用自己的专
业与专注表达了对于每一位合作伙伴的尊敬和感
谢。

高端会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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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family, 工作为了更好的生活
——嘉尔泰科团队拓展训练

2017 年 7 月 1 日，深圳骄阳似火，但嘉尔泰科团队无所畏惧，顶
着烈日，在中国总裁王钧的带领下于深圳卓越大鹏农科生态园拓展
基地开展为期一天的拓展训练活动。

 此次拓展培训主题为“We are Family, 工作为了更好的生活”。旨
在熔炼团队，增进信任，促进团队沟通，增强团队协作；促使大家
敢于担当责任，勇于挑战自我，挖掘潜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团队的
战斗力和凝聚力，打造一支团结协作、勇于进取、富有激情的优秀
团队。

We are family, 工作为了更好的生活！兄弟姐妹们，加油！
我们满心盼望下一次的团聚！

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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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更多地了解嘉尔泰科、公司发展历程，以及名字背
后的真实面孔，那么我们建议您阅读我司形象画册。它所包
含的不仅仅是平凡的数据：它更详细地描述了我司所有的
服务和营销策略，并回顾了我们在过去数年中取得的最
骄人的成绩。也许您也曾参与其中。

成就嘉尔泰科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人，一群热爱公
司、孜孜不倦将其聪明才智贡献给公司的人。这
也正是为何在我们的形象画册中从最高管理层到
我们的国际办公室的经理和各部门负责人都分
享了他们有关为何嘉尔泰科是独一无二的想
法。

邂逅嘉尔泰科！

我们是否引起您的兴趣

呢？我们非常乐意免费为

您发送一份嘉尔泰科形象画

册 – 您只需联系您的客户

服务代表索要即可！

形象画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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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ltech_china”（微信）

                 —— 最新行业咨讯，最新促销信息

嘉尔泰科现已推出微信公众订阅号——“jarltech_china”，
该公众订阅号会在每个工作日推送最新的 AIDC & POS 行业
新闻、产品应用案例以及幽默有趣的哲理小故事。并且，公
司最新的促销及折让信息也会第一时间奉上，让您不会错过
任何一个生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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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立即关注嘉尔泰科

“jarltech_china" 微信公众订阅号！

Jarltech China App
官方 App 2017 年 3 月份全新上线！

信息全面 操作简单

扫一扫，

安卓版本免费下载

嘉尔泰科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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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LOGIC 得利捷 MEMOR X3 移动数
据终端高效助力西门子优化业务流程、提
高工作效率！

客户：西门子
行业：制造业
应用领域：仓储管理
国家：德国
Datalogic 得利捷设备：Memor X3 移动数据终端 
Datalogic 得利捷合作伙伴：SA.SS Datentechnik AG

简介
西门子是全球最大的高效能源和资源节约型技术供应商之一，
在电子电气工程领域中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全球拥有
约 343,000 名员工，其业务足迹遍布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对于西门子这样的大型企业而言，仓储管理面临着高标
准、严要求精细化管理的种种考验。堆放在仓库中的货物品
种繁多，各类商品需要在众多仓储区域频繁进出，因此仓库
流动顺畅与否，商品进出库是否有序都取决于是否具备精准、
高效的仓库管理控制。仓库内的货物流转次数越多，物品追
踪就会越加困难，日常管理维护效率也将日趋低下，因此建
立高效的仓储管理流程体系至关重要。

挑战
西门子位于德国纽伦堡的仓库就面临着仓储管理的难题，他
们迫切需要一套更高效直观、更具灵活度的专业解决方案来
帮忙其优化仓储流程，提升营运效率，并避免不必要的成本
支出。在此之前西门子的仓储管理仍依赖于传统的手工作业
模式，工作人员以人工手动的方式在 SAP 系统中进行仓库订
单分配，但这种模式下的数据录入速度缓慢，准确率低下，
并会造成大量的人力资源浪费。如今，西门子希望利用条形
码技术来进行精准、高效的数据采集，从而大幅度简化工作
人员的操作流程。

解决方案
面对这些亟需解决的难题，西门子的订单处理主管 Michael 

Powell 向 Systemhaus SA.SS. Datentechnik 公 司 寻 求 帮
助，希望通过有效的仓储管理解决方案来实现精准、高效、
可靠的数据采集，从而帮助西门子简化业务流程，提高工作
效率。SA.SS Datentechnik 是全球专业的打印和自动识别技
术解决方案供应商，SA.SS Datentechnik 向西门子推荐了
Datalogic 得利捷 Memor™ X3 移动数据终端，一款性能优异
的移动数据终端产品，完美满足西门子的对仓储管理的所有
应用需求。Datalogic 得利捷 Memor™ X3 移动数据终端配备
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其先进的二维影像式成像器可高
效读取各类一维码 / 线性码（包括 GS1 DataBar 线性码）、
堆栈码以及二维码。Datalogic 得利捷 Memor™ X3 移动数据
终端拥有出色的人体工学设计，机身纤巧轻便并易于携带。
其配备清晰明亮的触摸屏便于数据录入，内置的大容量闪存
可用于数据备份和管理大容量数据。此外，Datalogic 得利捷
Memor™ X3 的无线网局域模块（Wi-Fi）支持快速访问无线
网进行实时数据处理。

通过 Raptool 应用软件，工作人员无需任何专业的编程知识
和经验，便可在短时间内轻松部署 Datalogic 得利捷 Mem-
or™ X3 移动数据终端，工作效率即刻得到显著提升，确保
仓储管理高效顺利运转。如今，西门子的工作人员只需点击
Datalogic 得利捷 Memor™ X3 移动数据终端触摸屏，选取用
户信息、仓库位置、货架等详细信息，然后点击‘获取’功
能键即可轻松查看元部件库存情况和相关的成品生产订单，
并可轻松进行功切换。

成果
Datalogic 得利捷的 Memor X3 移动数据终端与 Raptool 应用
软件的完美结合，大幅提升了西门子的仓储管理效率，整体
仓储作业流程得到极大改善，帮助其实现了更高效，更灵活
仓储管理体系。Datalogic 得利捷的 Memor X3 移动数据终端
解决方案操作简便，只需简单几步操作就可以快速、精准查
询生产订单和元部件库存情况。此外，工作人员无需具备专
业的编程知识也可进行新应用功能的创建，以满足西门子不
断变化的仓储管理需求。同时 Datalogic 得利捷的 Memor X3
移动数据终端也为未来软件应用扩容需求预留了足够大的扩
展存储空间。事实证明，Datalogic 得利捷的 Memor X3 移动
数据终端解决方案是西门子极其成功的理想选择，仓库管理
流程得以全面优化及平稳运行，并将会逐步推广至更多区域
的仓储管理应用中。

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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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LOGIC 得 利 捷 LYNX PDA 在
BOCHANE 轮胎酒店完美应用，实时数据
尽在掌握！

客户：Bochane 轮胎酒店
行业：运输与物流
应用领域：仓储管理
国家：荷兰
Datalogic得利捷设备：Lynx PDA
Datalogic 得利捷合作伙伴：JNC Service 

简介
Bochane 集团是荷兰一家知名的家族式汽车企业，拥有长达
80 年的辉煌历史，凭借其高质量的产品及专业化的服务取得
巨大成功，并在汽车行业内享有盛誉，近几年随着业务量的
快速增长，其业务经营模式也逐渐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现
如今，Bochane 集团在荷兰拥有 19 家汽车销售分公司，代
理出售各品牌的汽车。此外，Bochane 集团旗下还设有两家
Athlon 服务中心、一个融资和保险部门、一家租赁公司、一
个汽车租赁部门和一个汽车维修中心。

2010 年，Bochane 在荷兰中部城市埃德设立了第一家轮胎
酒店，主营汽车轮胎寄存等业务，其占地面积达 1,600 平方
米，可存储最多 4,000 套的轮胎。2011 年，位于荷兰蒂尔的
第二家轮胎酒店正式投入运营，经营轮胎寄存业务，同时也
是 Bochane 在线网店 winterbandeninactie.nl 的线下实体销
售店。2013 年，Bochane 位于荷兰比尔特霍芬的第三家轮
胎酒店也隆重开业。在业务旺季，Bochane 的这三家轮胎酒
店所存储的轮胎量可达到 12,000 套。

挑战
“我们希望帮助旗下所有的营运机构都能很好地及时掌握每一只
轮胎的详细信息，包括其存储位置、存储数量、磨损状况等，并
做到随时了解并关注我们的市场覆盖率及客户结构。我们同样希
望能够获得更多的透明数据，帮助我们进行市场等分析。”比尔
特霍芬轮胎酒店协调专员Marcel van Ommeren说道，“为了把
我们的设想变为现实，建立一个精准、实用数据库就至关重要，
这样我们下设的所有分支机构都能随时随地地查询他们所需要的
数据。”

Bochane采用了位于荷兰豪滕的 JNC Service公司所提供的硬件
设备及配套应用程序，并委托位于阿姆斯福特的Efficiency Online
公司为其开发一套数据库软件。“我们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需求设
想就是能够全面实现流程自动化，让每一只轮胎都可以准确无误
地进行注册登记，并能高效地进行实时数据更新。”Bochane集
团配件经理Bas Voorn这样说道。但可惜的是，扫描器最初的开
发配置只支持批量注册，没有足够多的功能选项及配置可以为
自动化提供进一步的技术支持。“我们希望能够获得准确、有效
的实时信息，从而对轮胎进行实时跟踪及追踪能力分析。”Van 
Ommeren补充道。因此，为了满足Bochane的应用需求，JNC 
Service转而为其推荐了Datalogic得利捷 Lynx™ PDA，一款优秀
的移动数据终端产品。Datalogic得利捷 Lynx™ PDA，拥有完美
紧凑的设计，配备顶尖的数据采集技术，其无缝无线通讯技术包
含了通过内置天线所支持的 4种无线连接方式：4G技术用于实
时的广域范围通讯；无线网局域模块（Wi-Fi）支持快速访问无线
网络；GPS系统用于定位应用；蓝牙通讯支持近距离数据传输。
Lynx™ PDA还配有内置自动对焦带闪光灯功能的相机摄像头。
除此之外，其配备的高容量电池足以确保长时间的轮班作业顺利
进行不中断。

解决方案

“Datalogic得利捷Lynx™ PDA结合了当今业界最先进的技术，
转而使用这一全新应用平台的衔接过程也十分顺利。”Voorn
说道。Lynx™ PDA 集成了最先进的专为移动设备开发的微软
Windows Embedded Handheld 6.5操作系统，如今在轮胎酒店
中，搭配该操作系统的 Lynx PDA 通过 Wi-Fi 无线网络即可进
行实时数据处理，同时其它一些实用功能也逐步得以实现，例
如用数显轮胎花纹深度检测仪所测量到的轮胎花纹深度数据将
会被自动记录，并通过蓝牙技术同步传送至 Lynx PDA。随后，
Datalogic得利捷 Lynx PDA会将所采集到的轮胎信息同步传输
至数据库，实现信息数据同步化。“以前我们使用模拟测量方
法来测量记录轮胎的花纹深度，随后将这些测量数据会手动输
入系统。”Van Ommeren这样说道。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我
们现在使用可靠性更佳的三点测量方法来测量轮胎花纹深度。
此外，Datalogic得利捷 Lynx PDA还可以快速、有效地监测每
一套轮胎的完整性。每一只轮胎都会有其独一无二的代码，它
是由数字和字母组成的一组混合数字代码。通过Datalogic得利
捷 Lynx PDA的GPS定位功能，可以获取并登记轮胎的交付信
息，简化工作的同时也降低了失误率。

成果
Datalogic 得利捷的 Lynx PDA 的成功实施让 Bochane 受益
匪浅，给其带来了诸多举重轻重的优势。如今，Bochane 的
轮胎数据能更有效、更精准地进行记录登记。整个流程实现
了全面自动化，整体运营成本也得以大幅降低。Voorn 预计
随着效率地高效提升，可节省约 25% 的成本支出。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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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chane 的所有轮胎酒店可以更加轻松对整个流程进行实时
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现在，所有的系统用户都可以
快速获取可靠性更强的数据，从而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服
务。

在 Voorn 看来，Bochane 轮胎酒店仍然存在许多改进空间。
“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们才能继续用最合
理的价格把最优质、最全面的服务传递给我们的客户。”Voorn
说道。“为了能记录轮胎轮辋损伤情况以及其它一些应用上
的数据，我们希望短期内将每一只轮胎的图片链接更新至数
据库中，以此帮助我们更加精细、全面地进行管理。Data-
logic 得利捷的 Lynx PDA 内置带闪光灯的自动对焦相机就能
以照片的形式为这个需求提供高效合适的解决方案。”

在 KÖLLN-HAFERLAND 打印个人麦片标签

制作个人麦片并贴上专属标签——Kölln-Haferland 能帮你
实现这些。这家传统产业公司在其位于汉堡市中心的旗舰店
为男女老少提供流行燕麦的特色美食体验。

家喻户晓的 Kölln 燕麦，其传统市场是 Haferland 汉堡市中心
的石街，这里能够提供超过 30 多种丰富的产品。该旗舰店
为客人准备了惊喜：全天餐饮业、制造业和商业的混合体。
Kölln 产品的天然成分和高质量标准，反映出纯天然原料占据
市场的趋势。

比如，游客可以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厂商的活动。除了花样
繁多的麦片，在熟食店或在商店柜台上还能找到各式各样的
食品和饮料，例如甜糕点和咸味蛋饼，而且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以燕麦为原料。

最新的趋势是人们可以在谷物生产站点制作混合燕麦，并且
贴上自制的专属标签。

Haferland 为各式各样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基础。因此 HSV 加
入了“早餐伴侣”计划，通过与其合作，在美食“Chocoversum”
的一角放置特殊混合食品“高等巧克力燕麦”。 它还与汉堡

学校进行合作。学校班级可以在生产工厂学习有关燕麦的一
切知识，并且可参与烘烤和烹饪。

旗舰店 2014

Kölln-Haferland 在 2014 年 6 月隆重开业。但是有关在 Kölln
开办这样一家旗舰店的计划早在 2009 年就已形成。在这样
的营业模式下才会会凸显核心产品燕麦的多样性，现今 300
名员工团结一致，坚守着在 1820 年 Peter Kölln 成立公司之
初创立的传统经营理念。

汉堡是公司在德国北部的首选位置——这个城市拥有丰富的
集市区和有针对性的目标群体。

在 2013 年底，发现了这个具有代表性商店，该店面积为 340
平方英尺，并在城市中心拥有诸多橱窗。高度紧张的 Hafer-
land 在 Kölln 投资了大约一百万欧元。

众多合作伙伴、顾问和供应商陆续参与到这个项目中。在
Kölln 市场总监 Jörg Büttner 的领导下，正式接手了汉堡代理
店。软件、硬件的选择，以及控制标签打印机的多媒体内容
和触摸屏模板的创建，都是由阿尔伯特 • 鲍尔公司的专家们
一手完成的。

广泛的要求

“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选择适合 Haferland 的软件和硬件是
一个相当大的挑战，”阿尔伯特 • 鲍尔公司 Soenke Ledtje
解释道。比如，窗口的媒体面板和显示器这两个屏幕必须全
天候运行。他们需要满足 Haferland 顾客的各种选择习惯，
并为 Kölln 的产品提供有效信息。

“所有的设备都需要大量的文件，标签打印机也不例
外，”Ledtje 先生继续说。更重要的是，该打印机不仅要可
以彩色打印、而且打印品质要卓越、使用方便、结构紧凑、
易于安装。设备的日常运作在一个保护盖后即可进行。此外，
打印机还需要可以处理各种类型的介质，易于维护，有超高
的性价比。

“压力之下，我在汉诺威标签展览会上询问了标签专家有关
标签的事宜——他给我看了爱普生 ColorWorks C3500 的数
据表。该打印机拥有高达每秒 103 毫米的打印速度，即使在
客流量大时也依然可以迅速打印出足够的标签。质量有保证，
油墨持久、防污，所以我们迅速做出了选择。”Ledtje先生说道，
“而且爱普生 ColorWorks C3500 在安装和调试的时候也没
有出现任何问题——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依然发挥了自身
优势。”                

18



19                       订购电话：400-788-0906

吸引力：混合麦片的个人标签

根据消费者的意愿自由组合制作混合麦片和个人标签，是这
家店的魅力所在。在旗舰店中心的燕麦磨上，你可以为 Haf-
erland 的建设出一份力，人们可以在三种基础混合物中进行
选择。生产工厂还有 15 种配料可供使用，人们可以从中挑选
出最喜欢的三种添加剂——口味从添加了蜂蜜和盐的无皮杏
仁核到斑马陀螺，应有尽有。

麦片制作完毕，就可以打印专属的标签了。客户可以在触摸
屏上轻松选择三个基本模板，目前有英语和德语两种版本。

爱普生 ColorWorks C3500 在保护盖后悄悄进行着专门的封
面设计。顾客可将成品标签贴在混合麦片的外包装上。

因此，我们的混合麦片成了一个贴有个人标签的、富有吸引
力的礼物。“几乎每位客人，在制作个人混合麦片后，都有
机会打印专属个性标签”Haferland 分店店长 Jessica Poek
说，“两者都深受客户的好评和喜欢，稍微指导后，顾客就
可选择颜色并填充标签，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Jessica 
Poek 称赞道。

SIEGEN 社区医院使用爱普生
COLORWORKS C3500 彩色标签打印机

质量标准的不断提高是 Siegen 社区医院的要求之一。配
有 PraxiKett®Designer 软 件 的 爱 普 生 COLORWORKS 
C3500，可根据DIVI建议针对所有相关药品打印彩色标签，
这无疑给 Siegen 社区医院创造了一个里程碑。

目前，Siegen 社区医院可根据商业要求打印单色白皮标签。
但不能做出满足 DIVI 建议标准的标签，它的颜色是其中一部
分原因。因为标签内容不完整，有时需手写补充——大多是
厂商或药品品牌的名称。此外，本该放置于病人房间或站点
的标签卷出于卫生原因被挪走，也会因采购费用的增加而未
能及时到位。

“在重症监护室的新建过程中，我们就药物标签的统一性和
安全性对自己发问，很快，我们就达成了一致。将来我们要
使用新的 DIVI 标签管理规范，”Peter Wissenbach 解释说
（Siegen 社区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护理部主任）。于是，一
个快速、简便的标签生产方法应运而生，在这种新标签中不

存在混淆的风险，且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性。Siegen 社区
医院内部项目组决定在 ICU 使用配有 PraxiKett®Designer 软
件的爱普生 COLORWORKS C3500 打印机，并对其进行了
调试。就这样，通过彩色药品标签的日常实践，医生和医护
人员对这种药品标签都深深信服。 “特别是，药品标签软件
和爱普生打印机迅速、简便的打印过程让我们信服了，”Peter 
Wissenbach 如是说。 “只需点击鼠标，所需的标签就会根
据个性化需求打印出来。此外，COLORWORKS C3500 使
用的墨水在确保高质量打印的同时，还能保持标签的粘性和
防水性，因此非常可靠。这大大降低了药品混淆的风险，并
提高了员工在处理药品时的操作安全性 —— 这是患者的福
音。”

符合 DIVI 规范的个性药品标签
自 2014 年 7 月，爱普生 COLORWORKS C3500 打印机和
PraxiKett®Designer 软件的结合经常在重症监护病房、中级
护理（IMC）区以及 Kreisklinikums Siegen 麻醉区使用。该
软件含有一个符合最新 DIVI 建议要求、超过 500 枚规范彩色
针头的标签和注射式标签。此外，它会给所有普通标签提供
DIVI 针头标签代码（即 DSEC），并用 10 位阿拉伯数字 2D
数据矩阵码对所有基本信息进行编码。所有药品标签可通过
软件根据所需要数量和组合直接打印，或者根据个人需要定
制打印。另外还可提供自动缩进格式和新建等附加功能。“这
不仅显著减少了工作量，同时还确保整个医院标签印刷的标
准化，”Wissenbach 如是说。由于新的解决方案非常人性
化且操作直观，因此没有必要向管理员和用户提供广泛的培
训。所有可用的功能在调试前均由顾问负责解释，并通过实
际应用演示详细阐述。爱普生 COLORWORKS C3500 打印
机除了生产注射式标签以外，也可打印特殊的行标签。除了
爱普生 COLORWORKS C3500 打印机，爱普生 WorkForce 
Pro 商用喷墨打印机也可在医院使用。麻醉区内部可使用爱
普生 WP-4015 DN 打印机。使用预定义在该过程中可用德标
A4 或 A5 纸张打印。由于采用的是集成矩阵码，因而未来在
泵或在手术室中使用标签将不再是问题。 “爱普生 PraxiKett
解决方案极大简化了我们的工作流程，并优化了操作流程。我
们的经验是跨部门的通力协作，”Peter Wissenbach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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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讯息  一手掌握
• 嘉尔泰科产品目录定期发行，收录旗下代理

产品最新信息

• 每期目录为您邮寄上门，方便您取阅

我们免费为您提供样机测试！

通过产品特征和现场演示征服客户！如果您仓库的样机型号不
全，我们非常乐意为您提供。

您只需联系嘉尔泰科当地销售预订您所需要的样机，即可获得

免费样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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