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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產品都需要貼標

在自動化部門，標識確保一般零組件至最小的螺絲的可追溯性。在物流業，標識擔保交貨的    
行程。在電子儀器方面使用銘板說明性能數據和應用。在製藥業，標識用以避免與健康相關的
疏失。在化工業，標識告知產品在操作上的風險 - 以彩色並且無任何語言障礙的形式。標識在
食品方面用於說明成分，而在紡織品方面用於告知最佳的處理方式。

CAB // 技術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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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 針對各種需求進行產品貼標以及全面性的配件設計的研發及製造已有四十五年以上的     
歷史。

產品範圍包括條碼打印機、貼標系統、標籤剝離機以及激光打標機。同時 cab 為這些無懈        
可擊的打印機提供了合適的標籤及碳帶。此外 cab 也銷售分板機及其他電子零件產品。

CAB // 產品總覽

德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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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打標機標籤剝離機

標籤編輯軟件

貼標系統 快速貼標機

耗材

打印模塊

分板機及其他電子零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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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營運規模

  成立於 1975 年

   2021 財政年度的集團營業額高達一億 
歐元

   歐洲最大的標識產品製造商

創新  
由我們共同達成

作為業主自營家族企業，cab 呈現出對客戶  
焦點的掌握及經濟方面的可持續性。 

有遠見和想法，加上好奇心以及樂趣，這些  
存在於 cab 的產品及後續研發的念頭一直   
都是推動企業成長的動力。

CAB // 企業使命

 
更多資訊參見 
www.cab.d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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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法國、北美/中美洲、亞洲及南非皆設有 cab 的據點。此外 cab 擁有超過 800 家   
遍佈全球的經銷商夥伴。

 CAB // 企業架構



66 CAB  // 生產製造

始終如一的技術專業， 
高完成度的垂直整合

所有設備內的機械和塑料零件是在鄰近艾爾福特 ( Erfurt ) 的瑟梅爾達   
( Sömmerda ) 的工廠生產製造。機器及生產線皆採用最新技術。  
藉由考慮周詳的生產流程，cab 建立出製造複雜標識系統且符合經濟  
效益的先決條件。



7CAB //  研發

 
cab 設備的導覽影片請參見 
www.youtube.com/cabprodukttechnik

「為科技而生。」

結構優良、操作靈活及高度的適應能力

使用 cab 的設備時，使用壽命長及達到最大使用效益為客戶普遍預期的理想
情況。打印及貼標的運作必須精準且穩定可靠。直覺操作對於非專業的操作  
人員是一項特別重要的設計規範。 

cab 依照上述的先決條件持續提出構想並將嶄新技術運用在實際應用上。cab 
不僅銷售針對個別需求的產品，同時也提供完整的諮詢服務及具有彈性的系統
解決方案。cab 一手掌握包括電子零件、機械裝置及軟件研發在內的完整處理
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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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萬台的 cab 產品在全世界持續地使用著。cab 設備的     
使用者包括了跨國公司和中小企業。 

數字會說話：有 88% 的 cab 客戶持續地仰賴這家卡爾斯    
魯爾的家族企業所提供的解決方案 – 這之中有許多長達     
二十年甚至更久。

應用於各種產業

「cab 的條碼打印機能滿足我們的
任何需求並都能如願以償地達到目

標。」 
Walter Dinzenhofer, 夢娜義乳

「在 cab，銷售人員能獨自將一台
條碼打印機拆解後又重新組裝。 
這點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評。」

Jörg Unfried, 華達德國電池

「我們與 cab 的合作關係已有十年以
上的歷史。他們的激光打標機具有高

端的技術成熟度及光束品質。」 
Thomas Reisbeck, 采埃孚

「我們很快就見識到 cab 對專業的熱
誠。這樣的態度相當符合我們從事

的領域。」

Daniel Mazur, 德國大學生方程式賽車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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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材標示

•  倉庫儲位標識

•  食品標示

•  棧板標籤

•  病人辨識手環

•  價格標籤

•  商品標示

•  文件記錄

•  檢驗標識

•  貨架標籤

•  地址標籤

•  安瓿標籤

•  操作指示

•  血袋標籤

•  編碼

•  貨櫃標籤

•  圓桶標籤

•  懸浮粒子標誌

•  危險品指示

•  倉儲/倉管用標籤

應用

•  管線標示

•  零件標籤

•  檢測/測試用標籤

•   門票

•  冷凍食品標籤

•  銘板

•  裝運標籤 ( 嘜頭 )

•  貨物收據

 •  警告指示

... 以及更多其他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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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工業 4.0 及物聯網以前，cab 的設備所做的已不只是印製標籤。   
cab 的產品構造一直致力於直覺操作、與自動化生產線的整合以及        
穩定可靠。 

cab 條碼打印機最新的型號在接口和協定上能夠與網絡主機作雙向       
互動或是與可編程序控制器整合。



11CAB //  願景

產品標識需要新的技術和工法以協助生產作業流程的進行，特別是工業化生產。 

零件標識、產品標識及包裝標識對於終端用戶來說早已不只是一種辨識物品的可能性。  
標識這門領域目前的首要之務在於建立生產數據或用戶特定數據的分配模式。  

目前 cab 正在著手研發數種甚有潛力的產品中。

前瞻性的技術

「就成品來判斷：  
  我們對於市場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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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 // 820 經銷商夥伴遍佈全球超過 80 個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