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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积极和灵活的员工是 Grünig-Interscreen 公司的成功基础

Grünig 于 1978 年在一个小修理厂中

制造出了世界首台丝网涂胶机 

自 2002 年起，Marcel Grünig 和 

Andreas Ferndriger 便开始在动荡的经

济环境中共同管理 Grünig-Interscreen 

公司和 Sign-Tronic 公司

自 1967 年 Hans-Ulrich Grünig 创建

设计和制造专业丝网制备设备的小公司

以来，使用该技术的丝网印刷工艺和行

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过去 50 年里，

这种工艺一直受到各种趋势、变化和挑

战的影响，而 Grünig-Interscreen 从

纯单人手工机械操作的公司发展成高科

技企业，致力于满足世界各地客户的专

业需求。

该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 1967 年，当时 

Hans-Ulrich Grünig 先生在瑞士创办

了一家小型汽修厂。1978 年，世界首

台丝网涂胶机在此诞生。一年后，他开

发并制造了业内首台自动涂胶机（型号 

H-41）。在此之后，首款自动清洗和涂

胶系统于 1983 年开发成功，并在世界

各地安装。

1984 年，Grünig 现在的 G-WASH 系列

产品初见雏形。1992 年，Grünig 决定

在国际市场建立自己的品牌和产品，与 

Harlacher 合作（开发和制造设备）的

时期至此结束。

家族式管理延续至今

2002 年，Grünig 家族的第二代领导人 

Marcel Grünig 接管公司并开始打理业

务。公司建设了现代化生产车间，修改

了品牌，并任命 Andreas Ferndriger 

为执行管理团队成员，这些都标志着公

司管理权的转移。三年后，公司对企业

专注丝网制备五十年
为国际丝网印刷行业提供丝网制备技术的专业供应商 
Grünig-Interscreen 股份公司于 2017 年喜迎五十周
年诞辰。以下贡献凸显了公司曾经和现有的辉煌成绩

设计和身份做出改进，致力于“拉伸/涂

胶/清洗”等领域的发展。

作为一家瑞士家族企业，Grünig 完全支

持自我发展和制造的原则。

公司的核心能力（“拉伸/涂胶/清洗”）

基于瑞士制造业的专业精神和优秀品

质。“瑞士制造”并非一句空洞口号，

而是企业及其全体员工全力以赴恪守的

承诺。今天，清晰透明且充满活力的市

场造就了 Grünig 的整体实力。

拉伸

Grünig 设计和制造各种型号拉伸设备

的历史已有 50 年之久。在此期间，

公司利用各种技术制造出了数千台拉伸

机器，从纯机械版本，到气动和电动版

本，再到全自动拉伸系统。

公司的最新设计涉及自动胶合领域。胶

合系统与拉伸设备之间的完美结合大大

节约了成本，同时保证高水平品质。

G-STRETCH 275 是一款全自动拉伸机，

具有自动上 UV 胶和 LED 固化功能。

该设计一个特点是，除了所有常用网格

外，还能处理预先涂胶的 PCF 网格。

涂胶

自 Grünig 于 1979 年开发出首台涂

胶机以来，数千台这种机器在全球各地

得到应用。在需要对丝网进行增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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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TEX-Pro-10 无膜 CtS 连续丝网制造

G-STRETCH 275 是全自动拉伸机， 

具有自动上 UV 胶和 LED 固化功能。

准化和自动化时，自动涂层通常是第一

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在所有客户市场中，公司竭力促进工艺

流程标准化，从而改善印刷质量并减少

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丝网制备变得至

关重要。理想的丝网是实现上述目标的

必要条件。

G-COAT 415 系统可实现印刷丝网自动涂

胶和干燥的连续自动化。该设备可提供

直接乳胶膜或毛细管膜的标准化应用，

且精度非常高。

清洗

丝网处理自动化是另一重要方面，在丝

网清洁领域尤其重要。Grünig 产品类型

广泛，不管客户是需要单一紧凑型插塞

和清洗机，还是需要处理小号 (XS) 或

超大号 (XXL) 丝网，亦或是最需要全球

连续自动化解决方案，Grünig 的产品都

能为所有领域的各种规模客户提供理想

的解决方案。

30 多年以来，模块化概念使 Grünig 能

够提供定制解决方案，精确满足客户需

求。公司生产的 G-WASH 170XM 系列

产品为所有清洗工艺流程提供模块化安

装概念：自动为任何尺寸的印刷丝网除

油、清洗、去除涂层和洗印。

战略伙伴关系

2011 年 9 月，Marcel Grünig 和 

Andreas Ferndriger 收购了位于维德瑙

的 Sign-Tronic 股份公司。2013 年 6 

月，Grünig-Interscreen 股份公司获得 

Sign-Tronic 股份公司 100% 的股权资

本，旨在优化协同效应，提高两家公司

的竞争地位，为各种需求提供系统和定

制化专业解决方案。

这两家公司的总部分别位于施瓦尔岑堡

和维德瑙，尽管这两家公司之间存在着

密切的工作关系，但在法律上仍然是独

立实体。Marcel Grünig 担任 Grünig-

Interscreen 股份公司的首席执行

官，Andreas Ferndriger 则担任 Sign-

Tronic 公司的常务董事兼 Grünig-

Interscreen 股份公司营销主管。

两家公司的员工充满工作热情，全力利

用多种协同效应来共创美好未来。公司

营造一种充满活力的团队合作精神，经

常合作出席各种盛会（例如在汉堡举行

的 FESPA 2017 贸易博览会）。

所有活动都协调有序，围绕自动丝网制

造展开。依据“完美丝网”这一共同口

号，公司为客户制定了具有独创性的整

体解决方案，用以满足所有不同的客户

需求。

Sign-Tronic STM-TEX-PRO-10 无膜连续 

CtS 丝网制造技术不但确保丝网质量，

还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成本。此项技术以 

CtS 直接曝光为特色，结合自动丝网洗

印、排吹/预干燥和给料机技术。

出席 FESPA 2017 贸易博览会

在汉堡举行的 2017 FESPA 贸易博览

会为 Grünig-Interscreen 股份公司和 

Sign-Tronic 股份公司提供了展示丝网

印刷技术的大好机遇，使其能够为客户

提供必要工具，确保他们在这一具有挑

战性的丝网印刷领域中获得成功。

“完美丝网”便是这两家公司在此联合

贸易博览会上传递的主要信息。为此，

两家公司在此博览会上展示了丝网制备

标准化的重要工艺流程，涉及领域包

括拉伸/粘合、涂胶/干燥、CtS 直接曝

光和洗印/清洗/清理（包括水处理）。

参观者发现几乎所有可能的应用、工厂

规模、模式和预算都可以使用模块化概

念。

创新的团队精神

高素质、积极和灵活的员工是所有公司

的成功基础。 Grünig 拥有很多出类拔

萃的长期员工。公司的周年纪念值得庆

祝。例如，在国际经销商会议上，我们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Grünig 及其员工的

灵活、专业、幽默及对生活的热情。

Grünig-Interscreen 期望在全球丝网印

刷业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n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Grünig-Interscreen AG, 

Schwarzenburg, Switzerland

电话：  +41 31 734 26 00

电子邮箱： mail@grunig.ch

网址：  www.gruni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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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版制造是丝网印刷工艺的薄弱环节。

通常情况下，用户似乎忘记该环节对于

印刷质量、印刷输出以及相关成本具有

决定性作用。

SignTronic 与其合作伙伴 Grünig-

Interscreen 一起致力于网版制造和制

备工艺。在“完美丝网”的口号下，这

两家公司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可以用“技

术”和“自动化”两个词来概括。

无与伦比的丝网印刷
Andreas Ferndriger 声称丝网印刷将继续提供无与伦比的潜力。

在 CtS (网印直接制版) 领域，直接

曝光技术对于有远见的公司来说不可或

缺。该技术旨在取消各种网版制备过

程，依据产品数据直接将网版曝光，而

毫不影响质量，也不需要薄膜、拼贴和

真空晒版机等。

这种先进的丝网印刷技术有两个应牢记

的重要方面：

• 通过平滑转换/连续色调、清晰的细

节和线条来提高印刷质量，达到看似

数字印刷的逼真效果，但实际上通过

丝网印刷实现。

• 大大降低网版成本，安装时间短，减

少总处理成本，增加印刷输出。

产品范围广泛 

在超过 13 年以来，SignTronic 始终为

客户提供 CtS 直接曝光技术，现在已推

出第三代 StencilMaster 设备。目前，

还提供体型更小的前装载机版：STM-ONE 

适用于小数量网版（尺寸最大为 1200mm 

x 1200mm），而 STM-XS 则适用于制作

多图像的极小网版，最多可同时生产 16 

个网版。

工业实例

在这个广阔应用领域内，丝网印刷有机

会充分展示其潜力和优势。无论是印刷

玻璃、瓷器还是标签等物品，丝网印刷

总可以提供最理想的解决方案。然而，

对丝网制作程序的控制不可或缺。

作为该领域的市场领导者，SignTronic 

将提供一种独特的高分辨率 (HR) 技

术，分辨率可达 2400 dpi。为达到最高

标准，SignTronic 还提供 STM-1010HRC 

型产品。该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使

用独立或内联概念，分辨率可达 2400 

dpi。就陶瓷应用而言，SignTronic 提

供了逼真印刷和最佳半色调的方法。

最新解决方案

SignTronic 提供最先进的丝网印刷技

术，倡导改善决定性程序的解决方案：

• 用于制造无膜网版的 CtS 直接曝

光。

• 独立于薄膜和薄膜曝光。

• 显著提高印刷质量。

• 大大降低网版成本。

• 明显减少加工步骤。

• 减少劳动力。

• 改善工作流。

• 提高生产力。

数字直接曝光技术是制造现代网版的决

定性工艺。但是，SignTronic 更为先

进：与 Grünig 合作提供自动化网版制

造解决方案。

“ 完 美 丝 网 ” 的 重 要 性 与 日 俱

增，CtS 技术和自动化越来越受重

视。SignTronic 几年前创造的术

语“LAB”现在已成为完美诠释其观点

的基准。该公司还特别高兴地指出， 

这种趋势在所有重要市场领域都很明

显，比如工业和纺织业以及图形丝网印

刷业。n

作者简介：

Andreas 担任 SignTronic 首席执

行官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SignTronic AG,Widnau, 

Switzerland

电话：  +41 71 727 1900

电子邮箱：  a.ferndriger@

signtronic.com

网址：  www.signtronic.com

SignTronic 的所有 StencilMaster 解决方案均可在可再现质量基础上得到最佳直接曝光效果，大大简化了

网版制造过程。

“完美丝网”的重要性与日俱增，CtS 

技术和自动化越来越受重视。

SignTronic 提供广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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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这种决定性因素允许在

不降低质量的情况下直

接在丝网上曝光。

您的优势？免加工，无

胶片解决方案，印刷质

量提升以及丝网制版成

本降低。

自动化
设定丝网制版的新标

准。无论你是需要工业

制造、纺织还是图形应

用领域的解决方案 –  

现代丝网印刷的核心始

终是 «完美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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