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设计 一流品质

■ 1830PLUS小字符喷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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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JA高集成电路

■ 电路、墨路系统模块化设计，运行更稳定

■ 编辑、参数设置、LOGO备份更简单

■ 墨水溶剂添加更方便、快捷

■ 无墨芯设计，保养简单节省

■ 开关机自动清洗，即使长时间的停放，也无需人为干预。

■ 断电保护功能，即使突然断电，墨水也不会从喷嘴溢出。

■ 维护保养提醒

■ 5.7英寸液晶显示屏、320X640分辨率

■ CE/ISO9001体系认证

■ 编辑界面所见即所得

■ 100条信息存储

■ 信息、图片可使用USB考进考出。

■ 自定义字库，可实现用户对字体的不同要求

■ 喷印格式多种多样，颠倒翻转加粗塔式

■ 支持中英文等多种语言

■ 支持多种条码格式和二维码的喷印

■ 支持USB数据打印

■ 支持软件升级和复位，RS232通讯接口

产品特点 软件特点

油墨使用

■ 标准油墨

   通用油墨，稳定；适合在大多数产品表面喷印，具有很好的附着力和优异的收缩性。

■ 特殊油墨

   高附墨水，半颜料黄墨，抗酒精墨水，抗迁移墨水，高温墨水，隐形墨水，食用墨

水，红色墨水，蓝色墨水等等多种墨水可选和稳定的使用。



字体点阵

单行: 5X5,5X7,7X9,9X12,10X16,16X24，24X32

双行: 5X5,5X7,7X9,9X12

三行: 5X5,5X7,7X9

四行: 5X5,5X7

五行: 5X5

最大速度：396米/分钟

喷嘴直径  60U

线性条码 39码 128码、EAN8/EAN13

DataMatrix 编码

10X10,12X12,14X14,16X16，21X21,29X29

额定字符高度

选择范围2mm-10mm,具体高度决定于字体点阵

喷印距离

最佳距离12mm

范围：5-15mm

键盘  具有触感反馈的薄膜键盘

显示屏

320X640，明亮的蓝色背光，5.7英寸液晶显示屏

所见即所得的屏幕信息编辑

语言和界面    中英文

通讯    RS232

信息存储

100条，使用USB存储时不受限制

防护等级

IP55不锈钢机箱

喷头

直径：42 毫米 长度：248 毫米

喷头喉管

超灵活，长度：2.5 米

墨水和溶剂

墨水智能墨盒700 毫升/溶剂 700 毫升

温度/湿度范围

32°F 到 122°F（0°C 到 50°C）

0% 至 90% RH 不凝结

电气要求

额定电源在 50/60 Hz.、220V/125W 

重量约值   35KG

选件

主机支架、冷凝器、编码器、正压空气泵、报警器

持续改进产品是公司永恒不变的方针。我们保留更改设计和/或

规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1860微字机，40U喷嘴，专为在有限空间 内喷印

清晰的标识。字符最小高度可到0.8mm。高效、快

速，字符美观，稳定。

专业设计 一流品质

■ 1860微字符喷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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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JA高集成电路

■ 电路、墨路系统模块化设计，运行更稳定

■ 编辑、参数设置、LOGO备份更简单

■ 墨水溶剂添加更方便、快捷

■ 无墨芯设计，保养简单节省

■ 开关机自动清洗，即使长时间的停放，也无需人为干预。

■ 断电保护功能，即使突然断电，墨水也不会从喷嘴溢出。

■ 维护保养提醒

■ 5.7英寸液晶显示屏、320X640分辨率

■ CE/ISO9001体系认证

■ 编辑界面所见即所得

■ 100条信息存储

■ 信息、图片可使用USB考进考出。

■ 自定义字库，可实现用户对字体的不同要求

■ 喷印格式多种多样，颠倒翻转加粗塔式

■ 支持中英文等多种语言

■ 支持多种条码格式和二维码的喷印

■ 支持USB数据打印

■ 支持软件升级和复位，RS232通讯接口

产品特点 软件特点

油墨使用

■ 标准油墨

   通用油墨，稳定；适合在大多数产品表面喷印，具有很好的附着力和优异的收缩性。

■ 特殊油墨

   高附墨水，抗酒精墨水，抗迁移墨水，隐形墨水，食用墨水，红色墨水，蓝色墨水      

等多种墨水可选和稳定的使用。



字体点阵

单行: 5X5,5X7,7X9,9X12,10X16,16X24

双行: 5X5,5X7,7X9,9X12

三行: 5X5,5X7,7X9

四行: 5X5

最大速度：160米/分钟

喷嘴直径  40U

线性条码 39码 128码 EAN8/EAN13

DataMatrix 编码

10X10,12X12,14X14,16X16，21X21,29X29

额定字符高度

选择范围0.8mm-8mm,具体高度决定于字体点阵

喷印距离

最佳距离8mm

范围：5-8mm

键盘

具有触感反馈的薄膜键盘

显示屏

320X640，明亮的蓝色背光，5.7英寸液晶显示屏

所见即所得的屏幕信息编辑

语言和界面

中英文

通讯    RS232

信息存储

100条，使用USB存储时不受限制

防护等级

IP55不锈钢机箱

喷头

直径：42 毫米 长度：248 毫米

喷头喉管

超灵活，长度：2.5 米

墨水和溶剂容器

墨水智能墨盒700 毫升/溶剂 700 毫升

温度/湿度范围

32°F 到 122°F（0°C 到 50°C）

0% 至 90% RH 不凝结

电气要求

额定电源在 50/60 Hz.、220V/125W 

重量约值   35KG

选件

主机支架、冷凝器、编码器、正压空气泵、报警器

持续改进产品是公司永恒不变的方针。我们保留

更改设计和/或规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5点打印 9点打印7点打印

24点打印

多行打印

徽标打印

条码二维码打印

16点打印

12点打印

双行打印



■ 

    1850颜料机，针对在深色或难以标识的材料表面喷印编码的应用。该

颜料型喷码机采用高对比度的颜料型墨水在染料型墨水不起作用的材料表

面（例如彩色玻璃、橡胶管、塑料电缆和深色纸板）喷印明亮、清晰的编

码。它可以喷印不同字体，也可以喷印一维条码、二维码、定制的徽标和

图形。此外，可以满足不同生产需求，适应生产过程复杂性和材料的多样

性。

专业设计 一流品质



■ FPJA高集成电路

■ 节省耗材，标准环境下溶剂消耗量低至4ml/小时

■ 编辑、参数设置、LOGO备份更简单

■ 独立的搅拌系统

■ 开关机自动清洗，即使长时间的停放，也无需人为干预。

■ 断电保护功能，即使突然断电，墨水也不会从喷嘴溢出。

■ 维护保养提醒

■ 5.7英寸液晶显示屏、320X640分辨率

■ CE/ISO9001体系认证

产品特点

■ 编辑界面所见即所得

■ 100条信息存储

■ 信息、图片可使用USB考进考出。

■ 自定义字库，可实现用户对字体的不同要求

■ 喷印格式多种多样，颠倒翻转加粗塔式

■ 支持中英文等多种语言

■ 支持多种条码格式和二维码的喷印

■ 支持USB数据打印

■ 支持软件升级和复位，RS232通讯接口

■ 标准油墨

   白墨，稳定；适合在大多数深色产品表面喷印，具有很好的附着力和

优异的收缩性。

软件特点

油墨使用



字体点阵

单行: 5X5,5X7,7X9,9X12,10X16,16X24，24X32

双行: 5X5,5X7,7X9,9X12

三行: 5X5,5X7,7X9

四行: 5X5,5X7

五行: 5X5

最大速度：396米/分钟

喷嘴直径  60U

线性条码 39码 128码   EAN8/EAN13

DataMatrix 编码

10X10,12X12,14X14,16X16，21X21,29X29

额定字符高度

选择范围2mm-10mm,具体高度决定于字体点阵

喷印距离

最佳距离12mm

范围：5-15mm

键盘

具有触感反馈的薄膜键盘

显示屏

320X640，明亮的蓝色背光，5.7英寸液晶显示屏

所见即所得的屏幕信息编辑

语言和界面

中英文

通讯    RS232

信息存储

100条，使用USB存储时不受限制

防护等级

IP55不锈钢机箱

喷头

直径：42 毫米 长度：248 毫米

喷头喉管

超灵活，长度：2.5 米

墨水和溶剂

墨水500 毫升/溶剂500毫升

温度/湿度范围

32°F 到 122°F（0°C 到 50°C）

0% 至 90% RH 不凝结

电气要求

额定电源在 50/60 Hz.、220V/125W 

重量约值   35KG

选件

主机支架、编码器、正压空气泵、报警器

持续改进产品是公司永恒不变的方针。我们保留
更改设计和/或规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7点喷印

多行喷印

12点喷印

16点喷印

9点喷印

徽标、二维码喷印

24点喷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