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转印打印

Videojet® 6230

使用编码质量保证技术 
实现简单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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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作为 VideojetConnect™ 
Productivity Suite 的一部分， 
免费提供在云端的模板创建工具。

 
使用伟迪捷热转印打印 (TTO)  
技术提高软包装材料的打码质量、 
显著减少打码错误

*以您所在国家/地区的供应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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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jet 6230 热转印打码机上市

6230 是伟迪捷 TTO 产品系列中的一员，设计用于提高生产效率。 
Videojet 6230 利用创新技术减少软包装打码错误，通过已经验证
的、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改进总体拥有成本 (TCO)。 

6230 打码机采用直观的彩色触摸屏控制器，
具有一触所见即所得的作业选择功能，操作 
简便。 

简易的色带盒设计，可容纳 700 米长色带，实
现更长的正常运行时间，色带更换更安全、更
容易，尽量避免对您的生产造成影响。 

在使用 CLARiSOFT™ 或 VideojetConnect 
Design 软件创建的模板时，编码质量保证功能
是 6230 打码机的标准配置。这些简单的编码
创建工具可减少操作员干预，从而减少操作失
误，以及不必要的产品浪费和返工。

使用热烫印或其他不太复杂的 TTO 技术时 
编码常被错印，预定义选项可避免这类错误并
减少操作员干预。

Videojet 6230 也可使用 Bluetooth® 连接*通
过 Android 手机**进行控制，从而简化操作员
对打码机和生产线的干预。

当前的 Videojet 6230 解决方案可以满足未来
的需求。

®  Bluetooth® 文字商标和徽标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注册商标，伟迪捷经授权可任意使用这些商标。  
其他商标和商业名称均为其各自持有者所有。

* 使用 Videojet 6230 App 时需要一个蓝牙 USB 适配器。 Videojet 
6230 打码机只可使用通过 FCC 或 CE 认证的伟迪捷蓝牙 USB 适配
器。请与当地相关机构联系，以确定您所在国家/地区是否要求其他的
特定国家/地区认证。
** Videojet 6230 App 支持 Android 4.4.4 (KitKat) 或更高版本的 
Android 操作系统。使用 Videojet 6230 App 时，Android 手机应打
开蓝牙共享网络。



简单易用 
• 色带盒更换简单，采用按钮锁机制，允许快

速而简单地更换色带

• 直观的 5" 平板触摸屏控制器，使用伟迪捷
专利的 CLARiTY™ 界面

满足您独特的生产需求 
• 无气源操作无需工厂气源

• 提供高质量打码，打印速度高达 150 包/分钟

• 一体式打印头设计适用于间歇或连续打印

• 紧凑设计易于集成到大多数生产线

专为提高生产效率而
设计 
• 使用双向步进电机实现精确色带控制，尽可

能缩小编码之间的间隙并减少色带浪费

• 700 米长色带，相比于热烫印或其他同类 
TTO 系统，色带更换次数更少

• 简单的色带路径，可确保快速更换和高效 
操作

• Bluetooth® 连接允许操作员通过 Android 
手机控制打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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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jet 6230
使用编码质量保证技术 
实现简单易用

编码质量保证
• 所见即所得的打印预览功能，允许操作员确

认选择正确的编码

• 内置编码质量保证软件，可减少操作失误，
以及不必要的产品浪费和返工

• 实时时钟戳，可避免日期错误

• 使用 VideojetConnect Design 或 
CLARiSOFT 软件，编码创建更加简单



创新设计

•无需压缩空气

•去除空气软管和连接器，易损件更少

•更精确的打印头控制，打印质量始终如一 

•避免操作员过度调节常规的气压阀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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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jet 6230 可轻松集成到大多数 
生产线，设计用于典型的生产线环境。 

消除错误操作

维护简单
• 易损件更少，更换快速、简单，确保生产线可

快速恢复正常运行

• 打印头更换简单，无需操作员额外干预即可
恢复打印功能。

无气源打码机设计提供以下优势：

易于使用的 
色带盒

简单的色带 
路径

双向步进电机

坚固耐用和久经
考验的金属轴 

设计

简单的打印头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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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在使用 Videojet CLARiSOFT、 
CLARiSUITE™ 或 VideojetConnect 
Design 模板管理软件创建的模板时， 
6230 打码机将启用编码质量保证功能。

1 所选编码的完整视图（所见即 
所得）

2 控制操作员输入以避免错误 3 实时时钟戳

编码质量保证

编码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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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特性

先进控制

6230 打码机可使用 Bluetooth®  功能，允许通过 Android 
手机上的 Videojet 6230 App 而不是人机界面 (HMI) 来控
制打码机。

移动设备可用作图形用
户界面 (GUI)，代替专用

控制器

手机可用作“记忆棒”向 
VideojetConnect Design 

软件和 6230 打码机传输作
业文件

手机可经扫描条码选择作业
文件，进一步减少操作失误

风险



www.videojet.com.cn

以安心为标准
Videojet Technologies 是全球产品标识市场的领导者，提供在线喷
印、打印等产品标识方案、不同应用的墨水/溶剂以及产品 LifeCycle 
AdvantageTM 运行维护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与消费品包装、制药和工业产品等行业的
客户合作，提高生产率、保护并促进客户品牌发展，让客户
始终站在行业趋势和法规的最前沿。伟迪捷在小字符喷码 
(CIJ)、热发泡喷码 (TIJ)、激光标识、热转印打印 (TTO)、货
箱打印贴标以及宽阵列打印等领域，拥有众多客户应用专
家和多项领先技术。截止目前，伟迪捷在全球的装机量已
超过 40 万台。

每天我们的客户通过伟迪捷设备进行标识的产品超过 
100 亿件。我们在全球 26 个国家/地区拥有超过 4000 位
团队成员，为客户直接提供销售、应用、服务和培训支持。 
此外，伟迪捷的分销网络包括 400 多家分销商和 OEM， 
遍及 135 个国家/地区。

© 2023 美国伟迪捷科技有限公司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保留所有权利。
持续改进产品是伟迪捷永恒不变的方针。  
我们保留更改设计和/或规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文件号SL000666
br-6230-zh-cn-0523

全球总部

伟迪捷销售和服务办事处

制造和产品开发部 

设有伟迪捷销售和服务办事
处的国家/地区

设有伟迪捷合作伙伴销售和
服务办事处的国家/地区

伟迪捷（上海）标识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10 座 5 楼    邮政编码: 200335    免费咨询电话: 400 920 2377

www.videoje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