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合规性、性能、灵活性、安全性、数据处理能力和可用性

Videojet 3340 药品生产线 CO2  
激光打码系统

适用于药品和医疗器械应用
追踪与追溯解决方案的持久
性编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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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0 药品生产线激光打码系统 
从多方面提升药品和医疗器械 
行业的打码水平

提升质量
当前立法规定，不能仅抽样测试产品，而应在产 
品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包括打码和标识阶段，对
产品进行测试。3340 药品生产线激光打码系统的
配套产品文档帮助确保您能满足 GAMP® 5 合规
要求。

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软硬件均经过创新优化，可延长激光打码机的使
用寿命，为您提供理想的正常运行时间。

出色性能以及延长至 45,000 小时的激光源使用
寿命，使您能够专注于真正重要的方面。

具备高速可变打码和数据缓存能力，并提供多种
打印区域选项，可确保提供出色的产量和性能。

提升灵活性
多种波长选项可满足各种材质要求。

集成功能使您能够快速安装和设置。

即使是在空间狭小的生产环境中，也可实现简单
的机械集成。

编码质量保证可大幅减少潜在的打码错误。

提升性能
优化的打印头控制系统可提升标识速度：

•  以每分钟 400 多件产品的速度打印 4 行文本
和二维码 

•  打印简单编码的速度高达每小时 15 万件产品

具有可变编码内容的高速通信和缓存能力。

优化功率设置，以减少热量并延长激光打码机的
使用寿命。

业内较大的打印区域可提高打印速度和生产
效率。

多种波长可在不同材质上打印理想质量的编码。

提升安全性
激光打码机是减少假冒药品和医疗器械威胁的
理想方法。

3340 药品生产线 CO2 激光打码机在速度、清晰
度和材质灵活性方面具有优势，是药品和医疗器
械行业的理想标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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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药品和医疗器械 
而设计

其 DNA 符合 GS1 和 GAMP 标准的打码机
产品文档是 GAMP 5 合规性的一个重要部分。

GS1 是一家制定条码标准的、非盈利性国际组织。 
世界各地的卫生系统越来越多地使用 GS1 标准。

优秀自动化制造规范 (GAMP)  
规定了一套确保产品达到质量
标准要求的原则和流程。

安装验证 (IQ)
执行系统性验证，以保证器械能够根据规范以及随附
的完整、正确文档正确安装。

操作验证 (OQ)
执行系统性验证，以保证器械能够满足技术规范以及
更多技术要求说明文档中规定的以下要求：

•  正确记录常规和特殊产品参数

•  提供验证必须的测试材料/参考组件，如有必要， 
根据相应的说明进行校准

•  器械可按预期在各种操作模式下工作

•  操作和显示单元的功能正常

•  器械按照预期对流程中的操作故障和错误进行响应

•  器械在实际安装条件下，在安装位置保质保量地达
到所需结果

伟迪捷为药品和医疗器械制造商提供以下文档以帮助他们使用验证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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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正伟迪捷产品与固有 
制药 DNA 的结合体

正常运行时间优势

采用寿命更长的空气冷却激光源，几乎无需维护， 
因而可大幅提高激光机可用性。

编码质量保证

激光打码机可以大幅减少打码错误，并确保 
在相应的包装上打印正确的编码。

简单易用

更多关注生产领域而不是对打码机的设置维护。

专为提高生产率而设计

高速可变打码和数据缓冲，加上业内超大的 
打印区域，可提高产量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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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每天都处于危险之中，药品和医疗器械制造商除
了面临影响品牌声誉的社会责任外，还面临与假冒药
品相关的高昂的诉讼费用挑战。

据估计，全球 10%* 的药品存在假冒问题；但在不同区
域有不同表现。 

多个国家/地区制定新法以打击造假者，每个法案都必
须受到尊重，让时间和准确性成为药品和医疗器械行业
宝贵的商品。

*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105729/

假冒是始终困扰药品和医疗器
械制造商的重大问题之一。

长久可追溯性解决方案
3340 药品生产线激光打码系统是打击假冒的盾牌

内置保护

在所有现有的标识技术中，激光打码机已被证明是打击 
假冒的理想技术。

激光打码技术的控制能力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标识技术， 
使操作员能够持久地物理改变材质：

1   颜色改变是激光与产品之间 
发生化学反应的结果

2   熔化表面，例如，使 PET  
起泡或蚀刻玻璃以确保编码 
持久性

3   烧蚀或去除表面涂层，以露 
出底层颜色，从而增强可读性

4   雕刻塑料材质以实现离散标识， 
获得更好的标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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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标识和数据处理速度

可变编码内容的高速通信和缓存能力

•  以每分钟 400 多件产品的速度打印可变编码和 
序列化编码

•  所有编码都符合 ISO 和 GS1 标准
•  支持 ECC200 编码和 GS1 应用标识符 (AI)

打码速度比前几代伟迪捷激光打码
机提高 60%
Videojet 3340 药品生产线激光打码系统的标识速度进一
步提升，可以每分钟超过 400 件产品的速度标识 4 行变量
数据和二维码。该系统可以 30 瓦的功率实现 60 瓦激光打
码机的速度和能力。

具有高速通信和缓存能力，可根据 ISO 和 GS1 标准处理可变编码
内容。

Videojet 3340 药品生产线激光打码系统不仅提高了打码速度， 还
提供可变编码内容和复杂序列化数据的高速通信和缓存能力。该
系统的性能令人印象深刻，可提供更多产品处理时间，并提供清晰
易读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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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灵活性为标准
提供 20,000 多种标准配置，使标识技术与应用精确匹配

创新数字： 32个打印头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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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6



市场上颇
具创新性
的激光打
码系统。

21 种打印区域...

3 种波长...

3 种可拆卸喉管长度...

2 种打码单元 IP 防护等级
（IP54、IP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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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快速而简便
以集成灵活性为标准，使用可拆卸喉管以顺利集成和更快转换

新型“快速插拔”喉管电缆
• 现有 3 种长度选择（3、5 和 10 米）
• 在安装过程中轻松集成
• 加速转换流程

采用标准行业连接器，
更便于集成
• 提供标准和 IP65 防护等级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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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种波长优化打码
烧蚀打码通常会过多或过少地 
去除包装的外表面。

市场领先的 30 瓦 
CO2 激光打码机，
可提供高性能和
超高灵活性

新型 3340 药品生产线激光打码系统不再有此困扰。
提供多种波长（9.3、10.2 和 10.6 微米）的精确烧蚀，
可始终提供出色质量的编码。

此外，伟迪捷针对客户使用的材质和 3340 药品生产
线波长，提供名为 Code2Carton 的测试和验证服
务，帮助确定色彩在光照下的存续时间（耐光性）以
及理想标识厚度*。

3340 药品生产线激光打码系统与 
Code2Carton 结合使用，可实现高
质量的激光编码。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videojet.com/code2

*  这项服务只针对指定国家/地区。Code2Carton 仅用于纸盒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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