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字符喷码机

Videojet® 1860
Videojet 1860 可在喷头堵塞和高压跳闸发生之前发出警
告。新型 SIMPLICiTYTM 界面可极大减少操作员的干预，
可选 VideojetConnectTM Remote Service 可最大限度
地减少致电请求现场服务的需求。

面对喷码标准持续提高的现实，生产线设备需要更加智能以提
供更高的生产线绩效。Videojet 1860 小字符喷码机可帮助您
的团队重新设置绩效标准。在正常操作条件下，预测能力可提前
8 个小时发出导致停机的最常见故障的通知。SIMPLICiTY™
界面使 1860 操作起来更简单。使用可选 VideojetConnect™
Remote Service，伟迪捷专家以创新的方式帮助提高生产率并
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避免计划外停机

自然适应您的生产线

• 在正常操作条件下，预测能力可提前 8 个小时发出导致停机
的最常见故障的通知

• 溶剂使用率提高达 20%，降低运营成本*

• 业内首台积墨传感器可在堵塞和高压跳闸发生之前发出警告

• 创新喷头设计，在某些应用中可将喷印速度提高达 20%

• 可选配 VideojetConnect™ Remote Service——尽可能地减
少致电请求现场服务的需求

尽可能地减少人工操作
• 通过高级编码质量保证功能显著减少操作员错误

• 卫生设计遵循行业规范
• 使用附带可选工作流模块的行业标准协议与工厂系统集成
• 90 度（可选）喷头可 350 度旋转，实现与生产线最优集成

革命性创新

• 访问嵌入式视频指导说明，了解日常喷码机任务

• 未来可通过可选附加软件模块升级喷码机，增强喷码机的
功能

• 使用 3 种易于更换的 SmartCellTM 组件完成预防性维护

• 通过访问预测能力的更新，减少计划外停机时间

• 可选的 VideojetConnect™ Remote Service，触摸按钮即可
访问 CIJ 专家

• 通过详细的运行时间分析和报告提高运行效率，通过与
伟迪捷服务团队合作实现提升

* 与现有 1000 系列型号之间的比较

Videojet® 1860
小字符喷码机
生产线速度能力

喷头

可以在 293 米/分钟（960 英尺/分钟）的速度下喷印 1 到 5 行
（每英寸 10 个字符，单行喷印）

加热，45 度倾斜喷头
Clean FlowTM 清洁流动技术
直径：41.3 毫米（1.6 英寸）
长度：240.6 毫米（9.5 英寸）

字体矩阵配置
单行：5x5、4x7、5x7、7x9、9x12、10x16、16x24、25x34
双行：5x5、4x7、5x7、7x9、9x12、10x16
三行：5x5、4x7、5x7、7x9
四行：5x5、4x7、5x7
五行：5x5

一维条码

喷头喉管
超级灵活
长度：3 米（9.84 英尺），可选 6 米（19.69 英尺）
直径：17 毫米（0.67 英寸）
弯曲半径：101.6 毫米（4.0 英寸）

UPC A&E；EAN 8 & 13；Code 128 A、B & C；UCC/EAN 128；
Code 39；交插二五条码；GS1

墨水/溶剂消耗量

DataMatrix 编码

墨盒/溶剂盒

10x10、12x12、14x14、16x16、8x18、18x18、20x20、22x22、24x24、
26x26、8x32、32x32、12x36、16x36、16x48

Smart Cartridge™ 智能墨盒/溶剂盒 1000 毫升（1.06 夸脱）

QR 码

0 °C 至 50 °C（32 °F 至 122 °F）
10% 至 90% RH 无冷凝

21x21、25x25、29x29、33x33
纠错等级 L、M、Q 或 H

4.5 毫升/小时（20 °C 甲乙酮）

温度/湿度范围
使用选定的墨水；根据生产环境条件，实际安装可能需要其他硬件

电气要求

标称字符高度
选择范围：从 2 毫米（0.079 英寸）到 10 毫米（0.40 英寸），具体高度取决于
字体

额定电源 100-240 VAC，50/60 Hz，70 W

喷印距离

无包装干重：22 千克（48.5 磅）

最佳距离：12 毫米（0.472 英寸）
范围：2 毫米（0.079 英寸）到 20 毫米（0.787 英寸）

用户界面
10.4 英寸高灵敏 TFT 液晶触摸屏
所见即所得触摸屏可编辑消息

定制的徽标/图形
可通过可选的 CLARiSOFTTM 软件创建*

约重
选项
60 或 70 微米喷嘴
用于高湿度环境的干燥空气套件（需要工厂气源）
高级输入/输出
SIMPLICiTYTM 工作流程模块：Ethernet/IP™ 或 PROFINET、Scan2Run™、
High Speed Imaging
多种配件
90 度喷头

字符集
中文、俄语/保加利亚语、土耳其语/斯堪的纳维亚语、希腊语、阿拉伯语、
日语/日文汉字、希伯来语、韩语、泰语、东欧和欧洲语言/美式英语

373 毫米（14.7 英寸）

375 毫米（14.8 英寸）

语言和界面选项
英语、阿拉伯语、保加利亚语、捷克语、丹麦语、荷兰语、芬兰语、法语、德
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挪威语、波兰语、
巴西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俄语、塞尔维亚语、简体中文、西班牙语、
瑞典语、泰语、繁体中文、土耳其语和越南语

240.6 毫米（9.5 英寸）

输入/输出
产品检测输入、轴编码器输入、信号灯（警报指示灯）输出、需要 RS232 接口套
件、继电器输出（2 倍）、USB 2.0（2 倍）、以太网、局域网

340.7 毫米（13.4 英寸）
9.8 毫米
（0.39 英寸）

637 毫米（25.1 英寸）

209.7 毫米（8.3 英寸）

11.1 毫米（0.4 英寸）

250 条以上的复杂信息

防护等级
IP55，无需工厂气源，不锈钢机箱或
IP66，无需工厂气源，316 不锈钢机箱

41.3 毫米
（1.6 英寸）

370 毫米（14.6 英寸）

363 毫米（14.3 英寸）

* 条码以及其他高级功能所需的 CLARiSOFT T M 包装喷码设计软件。

4.7 毫米
（0.19 英寸）

36 毫米
（1.42 英寸）

信息存储

所示尺寸均适用于 IP66 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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