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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产品。 一部智能手机。一次扫描。您的客户沉浸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品牌世
界中，他们接收产品信息后可连接社交网络，亦能鉴定产品真伪；或利用物流
支援服务，全方位追踪产品。
我们的世界已逐渐可以由机器来解读。 由于有了“品牌优化”，不必再仅仅依
靠条码来接通数码世界。我们给您更大的设计弹性及充分利用烫印标识或全息
图像等精致元素打开数码世界的大门，带您进入广阔的品牌世界。
凭借“品牌优化”， 库尔兹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全面的方案，实现终端用户与品
牌的沟通，提升品牌关注度，并保护您的品牌免受假货的侵害。
箔膜烫印与软件的独特组合：库尔兹的“品牌优化”能理想地丰富您的营销策
略。

库尔兹的“品牌优化”是用于移动营
销、装饰和品牌保护的简单且全面的
系统。

您的品牌能与客户保持密切的联系：库尔兹 的“品牌优化”具
有高度吸引、多样化沟通和品牌保护相互结合的功能。
让您的品牌传递信息。

吸引力
您的产品设计可以避免印刷条码对整体外观性的影响，而出落得
精美脱俗、极具吸引力。烫印具金属效果或全息图像之标识及文
字不仅能为您的产品增添魅力和价值，并能作为“品牌优化”方
案的一部份，打开通往数码世界的大门。
沟通
成功扫描后，您的品牌与消费者的对话即刻开始。从此，消费者
可以根据您和您的营销理念体验以下的内容：
·产品信息
·交叉营销
·互动游戏
·对话功能
·产品注册
·产品鉴定
·售后服务
·还可扩展其他功能
安全：
通过使用全息图等防伪特征可使产品免受伪造侵害。结合数码解
读功能可对您的产品进行在线鉴定。

软件解决方案
Adorsys (库尔兹集团成员) - 定制IT解决方案的软件专家与我们合作为您
量身定制软件方案，包括开发应用程序、链接现有资源计划系统，并提
供完整的IT解决方案 ，满足您的需求。
无论任何操作系统、我们都能专门为您针对功能，界面设计及互相连接
的方式进行编程。

下面您将看到各种箔膜烫印、并连接到不同数码内容的方
案。
這里仅示范在众多库尔兹 “品牌优化” 方案中可融合于移动
营销策略的精选代表方案。
通过为您开发的独特而个性化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结合我们
久经验证的烫印箔产品、利用可供选择的各个元素如徽标、
图像、识别号或二维码等助您打入移动营销世界。
您可藉此向客户提供具吸引力之快速参阅使用说明及热线电
话，利甪进行交叉营销的机会，继续在线宣传活动，向客户
提供店铺所在位置的搜寻、产品鉴定等服务，并获得有关客
户的行为模式等等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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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品牌优化”扩大商标的沟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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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
提供移动营销、客户意见反馈、交叉销售、售
后服务和故事叙述等品牌特定支援。

品牌保护
防止一般的伪造。
使用 ALUFIN® Special凹凸烫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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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
通过烫印、金属及特殊表面效果來提升美观
性。

通过“品牌优化”可演示光学效果，
使您的手机成为移动影院。

利用预定义或个性化的元素，如包装上的商标，通過使用
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可建立对数码世界的连接。

沟通
在移动营销、宣传活动推广、社交网络连接、
产品信息、店铺位置搜寻、季节性推广等方面
提供 特定产品支援。

我们的箔膜可以下面的形式应用在不同的领域:

装饰
通过具有各种光学效果的独立图案全息图以提
升装饰效果。

金属化烫印
全息图像
识别号
全息条码

品牌保护
使用高质量之光学防伪特征防止伪造。
库尔兹 SpectraSeal® 定位烫印

具吸引力的“品牌优化”个性化
二维码
沟通
在移动营销、URL 链接 、产品信
息、店铺位置搜寻等方面提供特定
产品支援。
装饰
通过金属效果或全息元素为QR码
增值。
品牌保护
通过全息金属效果、产品注册、产
品鉴定，增强防伪保护。
个性化及局部金属化之库尔兹
TRUSTSEAL® QR 码
利用“品牌优化”使您的产品个性化
沟通
在移动营销、地理定位、个性化、特定客户的数据采
集等各方面提供特定产品支援。
装饰
通过个性化金属效果为装饰增值。
品牌保护
通过在线注册功能、进行鉴定及追踪之高级防伪。
使用库尔兹 LIGHT LINE® 个性化数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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