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为优异性能和更长的
正常运行时间而配制

小字符喷码机

Videojet® 墨水和溶剂



Videojet iQMarkTM 墨水 
将性能与安全相结合， 
具有可持续性
伟迪捷 iQMark 墨水经过可靠设计和生产，其性能可满足您的应用和可持续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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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食品 化妆品 药品

肉类和家禽 烘焙食品和谷物 烟草 饮料

iQMark 墨水非常适用于以下领域的标识和喷码应用：

食品和饮料包装合规性 低毒

低气味 低 VOC 排放

不含丁酮

我们的小字符喷码机墨水系列包含具有（或兼具）
以下关键特性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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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可帮助您实现
生产和可持续性目标
我们的 CIJ 墨水可附着在各种可回收和可重复使用的基材上，包括较新的
单材料层压膜、回收塑料和可回收包装等。 

伟迪捷墨盒可回收利用。它们还可以清空以符合监管标准，无需考虑危险
废物处理，帮助您实现零垃圾填埋目标。

我们的墨水/溶剂产品使用由可持续砍伐林木制成的纸板箱包装，可轻松
回收利用。

在丹纳赫业务系统 (DBS) 的推动下，我们在三大可持续发展支柱
领域持续取得显著进展

员工 — 帮助员工发挥潜能
我们努力吸引、培养、聘用和留住最优秀的人才，使伟迪捷成为更优质的工作场所，同时
确保所有人都有安全的工作环境。 

产品创新 — 帮助解决产品标识难题
一切以客户为中心。我们通过创新提高产品的正常运行时间和可靠性，使客户能够满足
生产和可持续性目标。

环境 — 帮助减少环境影响
我们致力于精简全球运营，以降低排放、浪费和能源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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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蒸馏）
材质：金属罐、玻璃瓶和复合塑料袋

伟迪捷专门研发高对比度热变色墨水，可耐受灭菌过程中产生的湿气和高
温。这些墨水如同一个变色质量保证指示器，提醒制造商灭菌过程已经成
功完成。

墨水：V4237, V4271, V4275, V4278

各种应用的 
解决方案
伟迪捷已投入巨资研制适用于各种材质和应用的先进的墨水解决方案。

饮料（不可回收）
材质：塑料瓶、玻璃瓶、金属罐和纸箱

为了满足饮料行业的严格要求，伟迪捷提供快干、高对比度、食品级安全
和冷凝渗透墨水，应对饮料行业的高速生产线。

墨水：V4201, V4226, V4240, V4250 , V4269

饮料（可回收）
材质：玻璃瓶、塑料瓶和金属桶

伟迪捷抗冷凝、可腐蚀去除墨水耐冷藏，可溶于再循环/再填充过程中
使用的普通碱洗溶剂。

墨水：V4220, V4251, V4283

 = iQMark 墨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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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PE 塑料、电线和电缆
材质：塑料容器、电线和电缆

伟迪捷为几乎所有类型的塑料、电线绝缘材料或电缆套管提供合适的
墨水。伟迪捷提供的墨水包括快干、紫外线、耐磨损和耐转移墨水，在
包括 HDPE 在内的各种塑料上都具有良好的附着力。

墨水：V4202, V4225, V4230 , V4264 , V4289

汽车和航空
材质：塑料、金属和玻璃零部件标识

伟迪捷墨水可以满足您独特的生产需求，其中包括耐热、耐油和耐溶剂
的特殊配方的墨水。

墨水：V4215, V4221, V4248

烘焙食品和烟草
材质：面包袋、曲奇和饼干盒、香烟和雪茄包装以及纸箱

面向需要使用溶剂基墨水实现高对比度，非接触式喷码的客户，伟迪捷
特别研发了低气味墨水，使用溶剂和相容性树脂/染料，避免产生不想要
的气味。

墨水：V4222, V4260        , V4262

食品（软包装）
材质：糖果和格兰诺拉燕麦棒塑料包装

软包装因固有的“光滑”表面特性以及使用各种增塑剂，对墨水的附着力
提出了挑战。伟迪捷的柔韧性薄膜/塑料墨水配方符合严格的食品包装
法规，可提供优异的附着力和编码持久性。

墨水：V4230 , V4262 , V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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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件
材质：塑料和金属零部件标识

快干墨水可以适应各种生产速度和电子元件应用要求。 出于生产工艺要
求，这类解决方案需使用具有持久性、耐乙醇性能的墨水或无卤墨水。

墨水：V4236

化妆品、个人及家庭护理用品
材质：尿片、成人失禁护理用品和纸包装

伟迪捷墨水可帮助实现在几乎所有包装类型和材质上喷码，保护并提升您
的品牌。伟迪捷墨水系列包括可防伪的隐蔽型紫外线墨水、低气味墨水，以
及用于尿不湿和尿失禁产品湿度指示的化妆品级墨水。

墨水：V4262         , V4299

药品和医疗器械
材质：金属药瓶盖、玻璃药瓶、塑料瓶和纸箱

药品和医疗器械产品喷码必须确保易读性和对比度。伟迪捷可靠的墨水
产品组合包括耐高压灭菌墨水、可见墨水和紫外线墨水。

墨水：V4257, V4258 , V4262

建筑材料
材质：袋子、地毯、木材、木制品和塑料容器

伟迪捷研发的墨水适用于具有挑战性的生产环境。伟迪捷墨水产品系列
包括低气味、快干以及适用于浅色材质的彩色墨水，可以耐受酸、碱、矿
物酒精和油。

墨水：V4214, V4216, V4262 , V4289



伟迪捷小字符喷码机 
墨水图表

垂直 材质 墨水 墨水颜色 溶剂消耗 iQMark

饮料（不可回收） 塑料瓶、玻璃瓶、 金属罐和纸箱

V4201 黑色

V4226 黄色

V4240 黑色

V4250 黑色

V4269 黑色

饮料（可回收） 玻璃瓶、塑料瓶和金属桶

V4220 黑色

V4251 黑色

V4283 黄色

食品（蒸馏） 金属罐、玻璃瓶和复合塑料袋

V4237 黑色

V4271 深红色 –> 浅红色

V4275 黑色 –> 蓝色

V4278 深红色 –> 浅红色

食品（软包装） 糖果和格兰诺拉燕麦棒塑料包装

V4230 黑色

V4262 黑色

V4264 黑色

烘焙食品和烟草 面包袋、曲奇和饼干盒、 
香烟和雪茄包装以及纸箱

V4222 红色

V4260 黑色

V4262 黑色

汽车和航空 塑料、金属和玻璃零部件标识

V4215 紫色

V4221 黑色

V4248 黑色

塑料、电线和电缆 塑料容器、电线和电缆

V4202 深灰色

V4225 黄色

V4230 黑色

V4264 黑色

V4289 黑色

建筑材料 袋子、地毯、木材、木制品和 
塑料容器

V4214 红色

V4216 绿色

V4262 黑色

V4289 黑色

电子产品 塑料和金属零部件标识 V4236 黑色

药品和医疗器械 金属药瓶盖、玻璃药瓶、 
塑料瓶和纸箱 

V4257 透明/荧光

V4258 粉色/荧光

V4262 黑色

化妆品、个人及 
家庭护理用品 尿片、成人失禁护理用品和纸包装

V4262 黑色

V4299 青蓝色



质量 
伟迪捷墨水具有高纯度和高质量。每个批次都经过数百小时的测试，蕴含着专家多年的研发经验——
确保符合客户一贯要求的金标准。

设计
伟迪捷优秀的化学家团队配制适用于不同喷码要求的墨水，并不断研发新配方以应对新的喷码应用
挑战。

性能
伟迪捷墨水提供延长的正常运行时间、无故障运行、长保质期（达 24 个月）以及一贯的干净、清晰
的编码。无脏乱、无浪费、无错误！Smart Cartridge™ 智能墨盒设计，使墨水补给过程清洁、简单，
与 Videojet 1280、1580 和 1880 相兼容。墨盒选项可帮助您选择合适的尺寸，以满足您的生产需
求：750 毫升用于低用量操作，1 升用于高用量操作。

兼容性
正版伟迪捷墨水对环境友好，可保证与伟迪捷喷码机兼容。伟迪捷特殊配方墨水针对伟迪捷喷码机进
行了优化。相比之下，其他品牌耗材会堵塞墨水系统，造成内部腐蚀，从而导致计划外维护和停机。

合规性
iQMark™ 喷码
iQMark™ 耗材经过可靠设计和生产，可显著提高对比度、附着力和正常运行时间，同时满足安全、环境
和监管要求。iQMark™ 系列产品包括墨水、溶剂和清洁剂，单个配方可满足多个应用要求，配方中包含
的墨水不含丁酮、符合食品级包装标准、无气味。

客户服务
我们希望您在任何时候购买伟迪捷墨水或耗材时都深具信心。正因如此，我们的服务质量在我们的“
金标准”承诺支持下，确保您的墨水符合规格。从监管问题到包装上的喷码位置，伟迪捷经验丰富的客
户服务团队随时为您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墨水纯度、性能、可靠性和客户
服务方面设定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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