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打印

Videojet 6230
Videojet 6230 简单易用，内置编码质量保证功能，
可显著减少代价高昂的软包装打码错误。

使用 Videojet 6230 热转印打码机 (TTO) 提高打码可靠性和
打码质量 6230 无气源打码机适用于大多数生产线，内置编码
质量保证功能，简单易用，可减少软包装打码错误。
在使用 CLARiSOFT™ 或 VideojetConnect Design 软件创
建的模板时，编码质量保证是 Video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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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0 打码机可使用
Bluetooth® 连接通过** Android 手机***进行控制，从而简化
操作员对生产线的干预。

简单易用

满足您独特的生产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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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气源操作无需工厂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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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体式打印头设计适用于间歇或连续打印

专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设计
• 使用双向步进电机实现精准色带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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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确保快速转换和高效操作
• Bluetooth® 连接允许操作员通过 Android 手机控制打码机

• 提供高质量打码，打印速度高达 150 包/分钟
• 紧凑设计易于集成到大多数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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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您所在国家/地区的供应情况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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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eojet® 6230
热转印打印
打印头

网络管理软件

32 毫米，200 dpi（8 点/毫米）

CLARiNETTM

打印区域

远程编码器配置软件

连续模式：最大32 毫米 x 100 毫米（1.26 英寸 x 3.93 英寸）
间歇模式：最大32 毫米 x 47 毫米（1.26 英寸 x 1.85 英寸）

CLARiTYTM 配置管理器（包括）

打印模式

USB 记忆棒、以太网、RS232、ASCII 和二进制通信

同一台机器上的连续和间歇模式

外部通信
外部输入

打印速度
间歇：50—300 毫米/秒(2.0—11.8 英寸/秒）
连续：40—500 毫米/秒(1.6—19.7 英寸/秒）

进行打印
禁止打印
编码器（单相或正交）

外部输出

操作员界面
5.0” 彩色 QVGA CSTN 液晶触摸屏（800 x 480 像素）
所见即所得的打印预览功能
在线诊断
3 级密码保护
多种语言支持

故障
警告
忙碌
打印

标准安装选项主/从配置

色带驱动

1 个 CLARiTYTM 控制器控制 4 台 Videojet 6230 打码机

固态无分离双向色带驱动，包括
• 色带断裂检测
• 色带卷轴到头检测
• 色带消耗量指示
• 色带节省模式径向

电源
100—240 VAC，50/60 Hz，24V (120 W) 5A

工作温度
0—40°C (32—104°F)

打印功能

条码

打码机机身

158.35
毫米
158.35
毫米
英寸)
(6.23(6.23
英寸)

EAN8、EAN13、UPCA、UPCE 和 QR 码

色带长度
最大 700 米（766 码），可用于各种等级和颜色

色带宽度
最小 20 毫米（0.8 英寸），最大 110 毫米（1.3 英寸）

图片管理
设计
Videojet CLARiSOFTTM CLARiSUITETM 或
VideojetConnectTM Design 模板管理软件
存储
内存 30 MB，可扩展至 4 GB
信息上传方式
USB 记忆棒
以太网
RS232
通过蓝牙**连接的 Videojet 6230 App*

159.00 毫米 (6.26 英寸)
159.00 毫米 (6.26 英寸)

164.70 毫米 (6.48 英寸)
164.70 毫米 (6.48 英寸)

控制面板

150.00 毫米 (5.91 英寸)
150.00 毫米 (5.91 英寸)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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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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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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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6.54 毫米
26.54英寸)
毫米
(1.04
(1.04 英寸)

105.00
毫米
105.00
毫米
英寸)
(4.13(4.13
英寸)

打印字体可方便下载，并完全支持 Windows® TrueType® 字体
固定和可变文本及数字数据
用户输入的文本和数字数据（包括中文）
灵活的日期/时间格式（基于内部实时时钟）
自动计算保质期
灵活的班次编码格式

32.00 毫米 (1.26 英寸)
32.00
毫米 (1.26 英寸)
可打印区域
33.20 毫米
33.20
毫米
(1.31 英寸)
(1.31 英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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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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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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