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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转印喷印技术简介

热转印喷印解决方案是否可满足您的 
编码需求？

随着喷码技术的创新，先进设备和新产品设计为

各公司提供了更多选项来选择合适的喷码和标识

解决方案。逐个了解每种技术的全部功能和优势

来确定最适合您应用需求的技术是困难的。本白

皮书将针对热转印喷印 (TTO) 技术及其优势和应

考虑的某些选择标准进行详细说明。



适合使用 TTO 解决方案的包装机器 
示例：

DataFlex® 与立式成型填充和密封包装机集成的示例

用于包装的立式成型填充和密封机

• 薯片

• 坚果/谷物

• 糖果

• 调味粉

• 硬件

用于包装的卧式成型填充和密封机

（也称为“流动包装机”）

• 烘焙产品（面包、饼干、曲奇）

• 糕点

用于包装的热成型和托盘密封机

• 奶酪

• 加工肉类

用于包装的装袋机

• 咖啡

• 饮料

• 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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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转印喷印 (TTO) 专用于在柔韧性薄膜包
装和标签上进行直接标识。

与其他通用喷码技术不同，热转印喷印专为软包装材料

和标签等柔韧性材质而设计。TTO 数字喷印技术克服

了烫印/热箔和滚印等模拟喷印解决方案的诸多缺陷。



热转印元件 色带衬底

柔韧性薄膜 热墨水 热转印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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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热转印喷印？

对于大多数柔韧性薄膜包装应用而言，热转印喷印 (TTO) 
是一款理想的喷码产品。该喷码工艺可在包装上创建分
辨率极高的易读编码，还可确保包装薄膜样式和设计的
感官质量不受影响。

TTO 是比传统模拟喷码技术（如烫印机和滚

印机）更先进的技术。TTO 将数字喷印技术

引入很多食品行业中常见的柔韧性薄膜包装

应用中。随着喷码需求由于供应链、客户或

监管要求而改变，模拟技术缺乏一定的灵活

性。它受到字母托架中字符数量或可添加到

模轮圆周上文本量的制约。TTO 技术则不受

此限制。它可以轻松添加更多编码内容（包

括更多行的编码和最新的日期、时间或可追

溯性数据），无需对喷码机自身进行任何机

械变更。而且，随着产品 SKU（库存单位）

数量的增加，TTO 提供了一种在不同 SKU 
之间变更喷印内容的简便方法。

喷印作业可以存储在喷码机控制器中，几秒

钟即可轻松调出。TTO 喷码机独有的打印头

技术是超越烫印技术的另一个关键优势。烫

印技术需要一段预热期将字母托架加热到适

当温度，而 TTO 技术在启动后一分钟内即可

开始喷印。TTO 技术的先进性为柔韧性薄膜

包装生产线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更高的 
生产率。

热转印喷印是一种使用热转印打印
头和热转印色带将编码喷印到柔韧
性薄膜或标签上的喷印工艺。

TTO 使用热转印打印头和热转印色带。打印

头含有一种陶瓷涂层，热转印像素分辨率为 
300 dpi（每毫米喷印 12 个点），从而保证

高分辨率编码。

喷印信息传输到热转印打印头，各喷印点按

照需求加热。色带中的彩色墨水转印到指定

目标区域的喷印材料上，从而产生编码。

T T O  是一种接触式喷码技

术，必须接触到软包装薄膜或

标签才能产生编码。鉴于此需

求，通常使用支架和一些零配

件将 TTO 喷码机直接安装在

包装机器或贴标系统上，与包

装密切接触。



热转印喷印流程的基本概述

所有伟迪捷色带均采用先进的底面涂层技术。这是一种非磨蚀性硅树脂基涂层，用于

保护打印头并延长打印头寿命。该技术还有助于屏蔽静电荷（静电荷会损坏打印头并

降低编码质量），同时为墨水转印提供最佳热传导性。

底面涂层

墨水层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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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您各种 
需求的色带

选择合适的热转印色带是
喷码流程的一个重要环
节，因为不同的色带适用
于不同的应用。

TTO 色带在聚酯薄膜一侧有一层极薄的干墨

水，在另一侧有保护打印头的硅基润滑剂。

墨水层是蜡和树脂材料的混合物或纯树脂材

料。蜡/树脂混合物色带通常用于大多数柔韧

性薄膜包装环境中的通用应用。对于操作环

境比较恶劣，如温度极高的严苛应用，或附

着力受到化学物质影响的应用，通常使用纯

树脂色带。

大多数热转印供应商根据各应用和具体喷码

需求来推荐色带类型。

加长款色带

有助于减少色带更换次数，延长运行时间

应用：包装糕点、袋装小吃、糖果巧克力和

套封包装的瓶。

温度耐受型色带

热填充应用 180 - 195 °F 的最佳选择

应用：新鲜汤类和装高温产品的包装。

标准色带

适用于中等速度的通用解决方案

应用：咸味 /可口袋装小吃、诸如蔬菜、 

肉类和家禽等新鲜和冷冻食品、干果和 

糖果。

优质色带

提供更强的附着力和超强耐久性，如果薄

膜类型和速度经常发生变化，则推荐使用

此色带

应用：光滑的标签、制药和营养品标签、 

化妆品、营养和成分声明。

高级色带

超强附着力，极为适用于需要耐极端温度

或化学品的应用

应用：光滑的包装、医疗设备、制药、汽车

和高端化妆品标签。

热转印色带选择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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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TO 应固定在包装机器上，以便柔韧性薄膜从 
TTO 喷码机下方通过；更具体点，薄膜应从 
TTO 打印头正下方和柔韧橡胶面的顶部（称为

压印垫板或压印滚轮）通过。

即将喷印时，包装机器或光电眼会向 TTO 喷
码机发送信号，传递需要喷印预先选择的编码

的信息。

TTO 启动喷印流程。

3.1   打印头向包装薄膜下降。

3.2   打印头下降时，会接触到 TTO 色带。

3.3   打印头和 TTO 色带与薄膜接触。

3.4   这三者（打印头、色带、薄膜）与硬橡胶

面接触，这样在打印头与橡胶面之间产生

压力。

3.5   一旦打印头与橡胶接触，微型打印头元件

就会启动关闭，从而使打印头产生热量。

3.6   加热的元件产生足够的热量将色带上的固

态墨水薄膜融化为液体墨水。

3.7   打印头的压力、元件的加热以及墨水的浸

透共同作用，将墨水转印到柔韧性薄膜

上，从而形成所需图像。

3.8   图像喷印完成后，打印头返回 TTO 喷码

机中的“静止”位置，等待下一次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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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转印技术超越模拟技术的优势有哪些？

提高喷印质量

TTO 使用 300dpi（每英寸 300 个点/每毫米 
12 个点）的打印头，可产生一致、可重复的

高分辨率编码。打印头是一个坚硬的陶瓷

块，无锋利的棱边，不会造成包装薄膜 
穿孔。此外，当打印头使用数字技术产生编

码时，会自动更新所有信息，因此需要喷印

新编码时无需停止生产线。

• 烫印和滚印等模拟喷码技术使用加热模块

中的金属印模。每次进行一项新工作时需

要更换印模，以便变更编码数据。而且经

常会出现破损印模，导致劣质喷印和包装

薄膜穿孔，从而造成严重浪费和返工。

• 此外，数字 TTO 技术几乎完全消除了人为

错误及其导致的停机现象，如操作员插入

错误印模、拼写错误和丢失印模。

实时喷印可变数据

TTO 是一种数字喷码技术，它具备实时时钟

电子芯片，能够喷印日期、批号编码和时间

等可变信息。利用该电子芯片，您还可以进

行基本计算，从而根据生产日期自动计算 
“保质期”日期等信息。

• 模拟喷码技术使用固定印模，因此不可能

喷印有利于提高生产可追溯性的实时数据

编码。

更长的正常运行时间

TTO 喷码机可快速、轻松更换色带，且所用

色带可长达 1,200 米。色带张力和移动由软

件控制（该功能是基于色带的喷码技术中的

重要参数），确保最大限度减少未使用的 
色带量。

此外，TTO 数字喷码技术还可以创建自动更

新的数据。这表示，只有更换色带时才需要

停止生产线。

• 模拟喷码技术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来更换 
色带，因为没有色带盒，操作员需要打开

包装机器进行色带更换。

• 为不同的作业更新数据也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因为喷码机需要冷却，然后更换印模

后重新预热。

TTO 适用于几乎所有软包
装 应 用 ， 包 括 低 速 、 
中速、高速应用、简单的
小尺寸编码应用、含大量
可变数据的大尺寸编码 
应用。

对于一切软包装应用， 
热转印喷码机均可提供低
使 用 成 本 的 高 效 解 决 
方案。

低成本喷印可变消息

热转印喷码机可自由编程，并且可为每次喷

印生成可变数据。此高分辨率打印头能够喷

印文本、图形、批号、实时日期和条码。 
此完善的喷印技术最初用于直接在柔韧性薄

膜包装材料上喷印，因此代替了标签，明显

降低了喷印成本。

为您的行业提供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

最新的 TTO 技术通过确保 0.5 毫米的喷印间

距，最大限度减少了色带用量。由此，热转

印喷码机成为软包装行业一款经济实惠的解

决方案。使用 TTO，您还可以计划生产线停

机时间，而无需管理非计划维修。了解每卷

色带的喷码量后，您就可以准确计算色带更

换的间隔期。设计简单的色带盒也使色带更

换快捷、方便，最大限度降低了生产线 
影响。

生产灵活性

使用热转印技术，可以在静止（间歇）产品

或持续移动（连续）的产品上进行标识。

• 间歇喷印

 间歇喷印适用于物料传送以间歇运动（停

止/启动）进行的生产线。在运动周期的停

止时间（驻留）内进行喷印。喷码机根据

包装机器发出的信号，准备就绪实时喷印

信息，然后将打印头下降并沿着喷印面移

动。喷印完成后，松开薄膜，打印头返回

起始位置。

• 连续喷印

 连续喷印用于连续流动的生产线。在薄膜

移动时对包装材料进行喷码。包装机器发

出信号后（例如，电眼），打印头压向集

成在支架框中的压印滚轮并开始喷印。 
一旦喷印完成，打印头将返回起始位置。

可自动调整喷印速度，从而提供清晰一致

的图像。

与生产线无缝集成

TTO 喷码机小巧轻便，可轻

松与所有包装设备相集成。 
利用提供的专用支架和配件，

可使最独特的应用集成变得 
轻松、整洁。

热转印喷码机可为您提供
哪些优势？



10 11

在此介绍了伟迪捷热转印
喷码机的诸多优势，在热
转印喷印技术和模拟技术
的 抉 择 之 间 应 考 虑 的 
因素。

最高的可靠性和超长正常
运行时间
与竞争对手的机型相比，已获专利的成熟非

离合式色带驱动器包含较少易损件，可以提

高机械可靠性、最大限度降低与维护相关的

停机时间。通过软件保持了一致的最佳色带

张力，几乎完全避免了由色带损坏和错误色

带而引起的停机。

• 可使用长达 1,200 米的色带，减少了频繁

的色带更换次数、提高了每卷色带的 
喷码量。

• 设计简单的色带盒和更快速的色带更换有

助于提高生产线效率。

最佳效率 
双向色带驱动器使用电机驱动色带卷轴和回

卷轴，从而在每次喷印后可重新捕获未使用

的色带。这样可以使每卷色带全程保持  
0.5 毫米的喷印间距，从而提高每卷色带的 
喷码量，确保最高的色带效率。

最简单的操作
直观的图形用户界面和彩色触摸屏采用简单

易学、基于图标的控件以及所见即所得图像

显示屏，从而降低下载和输入错误。同时，

也让用户对 Videojet DataFlex® 系列喷码机

的掌握变得轻而易举。

编码质量保证
增强型软件提供编码质量保证功能，可减少

操作员操作、最大限度降低人为错误。

最高质量
Videojet DataFlex® 系列以客户至上为设计理

念。质量和可靠性是喷码机是否成功的衡量

基准。无论是喷印图形、条码还是较传统的

时间/日期和生产可追溯性信息，该系列产品

均可提供 300dpi 的固定和可变图像。

几乎完全消除不合格品
伟迪捷软件、色带驱动器和简单易用的控件

确保了每次喷印都提供最高分辨率的编码，

几乎完全避免了错误喷印和代价昂贵的生产

返工。

选择热转印喷印产品时的
注意事项
热转印喷码机采用其已获专利的设计功能提高了在线利用

率、减少了编码错误，从而提高了包装线性能和效益…

欲了解有关热转印喷码机的
更多信息，请接收免费的喷
印样品或查看视频演示、 
联系喷码专家。

请致电 800-820-2052

最全面的通信包 
Videojet DataFlex® 系列支持诸多标准通信协

议，包括串行、以太网和 USB，为客户提供

了多种连接方式及接口选项。

最大限度提高投资回报
伟迪捷热转印喷码机采用其已获专利的独特

技术，可为客户提供优异的投资回报率。

切勿使用损害利润、无法满
足生产需求、不可靠的过时
技术。

选择 TTO 技术可提高效益、
保持生产线更高效地运行 
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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