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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資訊

對於歐盟的客戶
本設備貼有 CE 標誌，表明符合以下法規的規定：

適用於美國客戶
本裝置符合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規則第 15 部分的規定。產品的使用受以下兩個條件的 
約束：

1. 本裝置不得造成有害干擾，

2. 本裝置必須能夠接受任何受到的干擾，包括可能造成意外操作的干擾。 

本設備經測試證實，符合 FCC 規則第 15 部分對 A 類別數位裝置的限制。這些限制旨在提供合
理的保護，防止設備在商業環境下使用時產生有害干擾。本設備會產生、使用與放射無線電射
頻，若未遵照本手冊說明進行安裝與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通訊產生有害的干擾。在居民區使用
本設備也可能會造成有害的干擾，使用者需自費消除干擾。

必須將此裝置與護套纜線一起使用以遵守 FCC 的 A 類別限制。

本設備已經測試證實符合美國安全與電子發射相關的法規並取得認證。

本設備已經根據以下安全標準進行調查： 
UL 60950-1：資訊技術設備的安全 (Safe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歐盟 EMC 指令 2014/30/EU：

與電磁相容性有關的重要健康與安全要求。

EN 61000-6-4 重工業環境的通用放射標準

EN 61000-3-2 諧波電流波動

EN 61000-3-3 電壓波動與擺動

EN 61000-6-2 通用標準 - 工業環境的抗擾性特性

EC 低電壓指令 2014/35/EU：

有關專為在特定電壓限制內使用所設計的電氣設備之重要健康與安全要求。

EN 60950-1 包括電氣業務設備等資訊技術 
設備的安全要求。

警 告
人身傷害。

在沒有得到負責遵守規定方的明示核准就變更或修改此裝置，可能會讓使用者操作此設備的權
限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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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加拿大的客戶
此數位裝置沒有超過加拿大通訊部門無線電幹擾法規中設定的數位裝置無線電噪音的 A 類別 
限制。

本設備已經測試證實符合加拿大安全與電子發射相關的法規並取得認證：

本設備已經根據以下安全標準進行調查： 
CAN/CSA C22.2 No.60950-1-03。資訊技術設備的安全 (Safe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Pour la clientèle du Canada

Le present appareil numerique n’emet pas de bruits radioelectriques depassant les limites 
applicales aux appareils numerique de las class A prescrites dans le Reglement sur le 
brouillage radioelectrique edicte par le ministere des Communications du Canada.

Cet equipement est certifie CSA.

本設備已經根據以下安全標準進行調查： 
CAN/CSA C22.2 No.60950-1-03。資訊技術設備的安全 (Safe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警 告
人身傷害。

本產品非供使用於展示工作場所的立即 / 直接視域。為避免對展示工作場所造成反射干擾，本
產品不應放置在立即 / 直接的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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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與訓練

聯絡資訊
若您有任何問題或需要協助，請致電：1-800-843-3610 ( 適用於美國國內的所有客戶 )。在美國
以外地區的客戶應聯絡經銷商或分公司以取得協助。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
1500 Mittel Boulevard
Wood Dale, IL 60191-1073 U.S.A.
電話：1-800-843-3610
傳真：1-800-582-1343
國際傳真：630-616-3629
網站：www.videojet.com

服務計畫
Videojet 服務與支援計畫旨在保護您所投資的 Videojet 噴印機，並為您的營運提供最低的總體
擁有成本。

Videojet 提供全方面的服務計畫、備用零件與訓練，旨在協助您維持生產線順暢運作。

• 量身打造符合您營運需求的全套客戶服務與產品項目

• 旨為大幅提升設備正成運轉時間的計畫，讓您能專注於最重要的任務，那就是：公司
的生產力

• 可支援並提供您所購買的極致產品與服務計畫：為製成品提供高品質、可靠的噴印 
條碼。

客戶訓練
若您想要自己執行噴印機維修與維護，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 建議您完成關於噴印機的
「客戶訓練課程」。

附註：手冊是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 的補充資料，不能取代客戶訓練。客戶訓練。

有關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 客戶訓練課程的相關資訊，請電洽 1-800-843-3610( 僅適用於
美國境內 )。美國地區之外的客戶應聯絡 Videojet 分公司辦公室或其本地的 Videojet 經銷商以
取得更多資訊。

Web: www.videoj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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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節 簡介

本節包含下列資訊：

• Videojet 1580 噴印機

• 關於本手冊

• 相關出版物

• 內容呈現

• 使用者介面術語

• 縮寫詞與首字母縮寫詞

• 本手冊中的章節

1.1 Videojet 1580 噴印機
Videojet 1580 中所示圖 1-1 的噴印機是一種連續式噴墨噴印機，可在消費品和工業產品上以高噴印
速度噴印固定代碼和變數代碼。此噴印機正常運轉時間長，噴印品質優，方便操作員使用。

 

21 3 4 5

678

圖 1-1: Videojet 1580 噴印機

1. 電氣隔間
2. 觸控螢幕顯示器
3. 主電源開關
4. 主電源線

5. 標準 IO
6. 噴頭
7. 導管
8. 墨水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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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2 關於本手冊
本操作手冊專為本噴碼機的日常使用者編寫而成。操作手冊可幫助您瞭解噴印機的各個部件與各種
噴印操作。

1.3 相關出版物
下列手冊可供參考之用：

Videojet 1580 維修手冊，文件編號：463171。

Videojet 1580 零件分解圖解手冊，文件編號：463172。

1.3.1 語言代碼
您可使用表 1-1 所示的語言代碼清單找到翻譯版手冊。例如，西班牙文版的操作手冊文件編號為 
463170-04。

附註：操作手冊的供應情況會以星號 (*) 表示。維修手冊的供應情況則以加號 (+) 表示。如需詳細
資訊，請與 Videojet 經銷商或分公司聯絡。

 

代碼 語言 可用性 ( 請參閱附註：)
01 英文 ( 美國 ) * +

02 法文 * +

03 德文 * +

04 西班牙文 * +

05 葡萄牙文 ( 巴西 ) *

06 日文 * +

07 俄文 *

08 義大利文 *

09 荷蘭文 *

10 簡體中文 * +

11 阿拉伯語 *

12 韓文 * +

13 泰文 *

15 挪威文 *

16 芬蘭文 *

17 瑞典文 *

18 丹麥文 *

19 希臘文 *

20 希伯來文 *

21 英文 ( 英國 ) * +

表 1-1: 語言代碼 



Videojet 1580 操作手冊 - 修訂版編號 AA 1-3

簡介

1.4 內容呈現
本手冊包含各類資訊，例如：安全準則、附註、使用者介面 (UI) 術語等。為協助您識別不同類型
的資訊，我們採用多種書寫樣式。本節專門介紹這些書寫樣式。

1.4.1 詞彙 「噴印機」
本手冊後續如出現詞彙 「噴印機」均表示為 Videojet 1580 噴印機。

1.4.2 位置參考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位置與方向 ( 例如左、右、前、後、右側與左側 ) 均指從噴印機正面觀看時
的位置與方向。

1.4.3 度量單位
本手冊使用公制度量單位。與之相當的英制度量值包含在圓括號內。例如， 240 公釐 
(9.44 英吋 )。

1.4.4 安全資訊
安全資訊包含警告與注意事項。

1.4.4.1 警告

警告事項用於說明可能會導致人身傷害、死亡的危險或不安全行為。

例如：

 

23 波蘭文 *

24 土耳其文 * +

25 捷克文 *

26 匈牙利語 *

33 越南文 *

34 保加利亞文 *

36 繁體中文 *

55 羅馬尼亞文 *

警 告
人身傷害。

清潔劑攝入體內會中毒。請勿吞咽。若攝入，應立即就醫治療。

代碼 語言 可用性 ( 請參閱附註：)

表 1-1: 語言代碼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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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4.4.2 注意

注意事項用於說明可能導致設備損壞的危險或不安全行為。

例如：

1.4.4.3 附註

「附註」用於提供有關特定主題的附加資訊。

例如：

附註：使用者可按一下個別警報，以檢視警報詳細資料。

1.5 使用者介面術語
有關作業系統的更多資訊，請參閱第 6 -1 頁的第 6 節，「使用者介面」。

 

注 意
設備損壞。

電源開啟時請勿安裝或拆卸噴碼機上的任何接頭。未遵循本注意聲明可能會損壞噴印機。

圖 1-2: 功能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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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6 縮寫詞與首字母縮寫詞
表 1-2 說明包含於本手冊的縮寫詞與首字母縮寫詞。 

1.7 本手冊中的章節
表 1-3 提供本操作手冊的章節清單。

 

縮寫詞 / 首字母縮寫詞 說明

AC 交流電流

EHT 高壓模組

GUI 圖片使用者介面

IMB 墨水管理機板

LCD 液晶顯示器

MCB 主要控制機板

MSDS 物質安全資料表

PCB 印刷電路板

PSU 電源供應器

UI 使用者介面

表 1-2: 縮寫詞與首字母縮寫詞

章節編號 章節名稱 說明

1. 簡介 包含關於本手冊的資訊、相關出版物以及本手冊中使用的書
寫樣式。

2. 安全 包含安全與危險資訊。

3. 主要部件 包含噴印機主要零件說明。

4. 操作 包含有關如何運用使用者介面設定和操作噴印機的資訊。

5. 工作編輯器 包含如何建立、編輯和儲存工作的資訊。

6. 使用者介面 說明如何運用使用者介面建立和儲存工作。

7. 維護 提供噴印機的維護與清潔程序。

8. 疑難排解 包含診斷和疑難排解程序。

附錄 A 規格 包含噴印機規格。

表 1-3: 本手冊中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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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節 安全

本節包含下列資訊：

• 簡介

• 一般安全指導方針

• 電氣安全指導方針

• 溶劑安全指導方針

• 壓縮空氣安全指導方針

• UI 相關安全指導方針

• 其他重要指導方針

2.1 簡介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 的原則是生產符合高性能與可靠性標準的非接觸式噴印 / 編碼系統與墨
水耗材。我們採取了嚴格的品質控制技術，避免產品存在潛在的缺陷與危險。

噴碼機的設計用途是將資訊直接噴印至產品上。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設備可能會導致嚴重的人身
傷害。

本節中介紹的安全準則旨在向操作員講解所有安全方面的問題，以便他們安全地維修與操作本噴 
字機。

2.2 一般安全指導方針
• 務必依據特定的 Videojet 噴印機型號參考正確的維修手冊。

• 只有經 Videojet 訓練合格的人員才能夠執行安裝及維護作業。未經授權人員執行該等
作業將可能導致噴碼機損壞且造成保固失效。

• 為避免損壞噴印機元件，請只使用軟刷與無絨布進行清潔。請勿使用高壓空氣、廢棉
或粗糙的工具。

• 嘗試啟動噴碼機之前，確保噴頭完全乾燥，否則噴頭將可能損壞。

• 在通電情況下，請勿在噴印機上插拔任何接頭，否則會損壞噴碼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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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電氣安全指導方針
本節說明有關電源供應、電線、保險絲、搭接和接地的安全指導方針。

2.3.1 電源

 

 

2.3.2 電線
 

 

警 告
人身傷害。

當本設備連接主電源時，其內部存在危險電壓。只有經過訓練的授權人員才能執行維護工作。

警 告
人身傷害。

請遵守任何電氣安全法規與習慣。在拆卸蓋板或者嘗試進行任何維修或修理工作之前，除非有
必要執行噴碼機，否則應將噴碼機與主電源中斷連接。未遵守此項警告將可能導致人員傷亡。

警 告
人身傷害。

逆變器和背光光源中存在高 AC 電壓。在這些區域診斷故障時，要格外小心謹慎。

警 告
人身傷害。

只能使用噴印機隨附的主電源線纜。此電源線纜的末端必須帶有一個經認可的三極電源插頭，
該插頭帶有保護性的接地導體。

電源線纜、插座與插頭必須保持乾淨與乾燥。

對於可插拔式設備，必須在該設備的附件安裝一個插座，而且能夠方便地使用此插座。

警 告
人身傷害。

始終要檢查線纜是否有損壞、磨損、腐蝕與退化。確保所有接地 / 搭接連接無油漆、墨水堆積
和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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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搭接和接地
 

 

 

 

 

 

警 告
人身傷害。

本噴印機必須使用符合 IEC 要求或當地適用法規的 AC 電源，並帶有保護性的接地導體。

警 告
人身傷害。

若保護性接地導體中斷或者保護性接地導體斷開，請勿使用噴碼機。不遵循本警告聲明可能會
造成觸電。

警 告
人身傷害。

始終要依據 NEC 標準使用經核准的線纜將導電設備接地到接地電極或建築物接地裝置上以便排
放所有潛在靜電放電。例如，接地的金屬托盤。

警 告
人身傷害。

接地托盤至設備底盤或裝配架的電阻讀數應在 0 至 1 歐姆之間。應使用安全可靠的歐姆計進行定
期電阻檢測。

警 告
人身傷害。

PCB 包含靜電敏感之裝置。操作或處理 PCB 時，務必妥善接地並戴上防靜電腕帶。

警 告
人身傷害。

請務必防止發生靜電放電。請使用正確的接地與搭接方法。請僅使用 Videojet 核准的金屬托盤
和接地線纜。

警 告
人身傷害。

始終要使用經核准的線纜來搭接導電設備，以使其保持相同電位並使靜電放電最小化。例如，
噴頭接至金屬托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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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保險絲
 

2.4 溶劑安全指導方針
本節說明處理墨水、溶劑及清潔劑時可能發生的危險，以及使用者為防範危險所必須採取的預防 
措施。

2.4.1 請閱讀物質安全資料表
在使用任何墨水、溶劑或清潔劑之前，請閱讀並瞭解物質安全資料表 (MSDS)。每種類型的墨水、
溶劑與清潔劑都有對應的物質安全資料表 (MSDS)。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videojet.com 並
瀏覽 「資源」 > 「安全資料表」。

警 告
人身傷害。

已提供專門設計用於清潔噴頭的選配沖洗站。

• 請勿用來進行清洗或噴印作業，或使用於任何其他用途。

• 請在進行噴頭沖洗作業之前，務必確定噴墨動作已停止且已關閉任何危險電壓。

注 意
設備損壞。

始終要經常清空托盤。某些墨水和清潔劑具易燃性。請務必依照處理危險材料的方式進行廢液
的廢棄處理。

警 告
人身傷害。

為確保對於火災危害的持續性防護，請務必更換指定類型及額定值的保險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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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墨水 / 溶劑 / 清潔劑

 

 

警 告
人身傷害。

墨水、溶劑和清潔劑會刺激眼睛與呼吸系統。處理這類物質應注意下列事項，以免造成人身 
傷害：

• 一律穿著防護服，並戴上橡膠手套。

• 應一律佩戴有側遮的護目鏡或面罩。進行維護時，建議您還須佩戴防護眼鏡。

• 在處理墨水之前抹上護手霜。

• 若皮膚上沾染了墨水、溶劑或清潔劑，請立即用肥皂水清洗。請勿用洗滌劑或溶劑來
清洗皮膚上的墨漬。若皮膚上沾染了清潔劑，請用流水沖洗至少 15 分鐘。

警 告
人身傷害。

墨水、溶劑和清潔劑會揮發且極易燃燒。這些物質必須按照當地的法規進行保存與處理。

• 在這些物質的周圍，請勿吸煙或使用明火。

• 使用之後，應立即脫下滲入了大量此類物質的任何薄布或衣物。根據當地規定處理此
類物品。

• 萬一任何容器在使用後仍遺留有墨水、溶劑或清潔劑，應重新密封。在補充墨水、 
溶劑或清潔劑時，建議只使用滿瓶的；對於沒有裝滿的瓶，應按照當地的法規進行 
處理。

警 告
人身傷害。

在設定噴嘴時，讓墨水流入燒杯或適當的容器。為避免污染墨水，請勿重複使用以此方式收集
的墨水。根據當地規定處理所有廢棄的墨水。

警 告
人身傷害。

長時間吸入溶劑或清潔劑會導致睡意與 / 或類似於醉酒的感覺。請只在寬敞且通風良好的區域
使用。

警 告
人身傷害。

清潔劑攝入體內會中毒。請勿吞咽。若攝入，應立即就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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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壓縮空氣安全指導方針
 

2.6 UI 相關安全指導方針
 

 

注 意
設備損壞。

清潔噴頭之前，請確保清潔劑與所用墨水相容，否則可能損壞噴頭。

注 意
設備損壞。

凡是含有氯化物 ( 包括次氯酸鹽漂白水或鹽酸 ) 的清潔劑，可能會造成無法接受的表面蝕孔和染
斑。這類清潔劑不得與不銹鋼接觸。如果使用鋼絲刷或鋼絲刷毛墊，應選用不銹鋼製品。確定
所使用的任何研磨材的表面無污染，尤其應避免鐵和氯化物。

警 告
人身傷害。

透過空氣傳播的微粒與物質會危害健康。請勿使用高壓空氣進行清潔。

注 意
資料遺失風險。

每次進入噴印模式前 ( 尤其是噴印機電源關閉後 )，請務必載入所需的工作。

注 意
資料安全性。

為防止軟體未經授權遭到存取，請務必在結束目前使用者層級後，選取 「登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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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其他重要指導方針

 

 

警 告
人身傷害。

若更換的電池類型不正確，可能會導致爆炸。請務必依照說明與當地的法規來處置用過的電池。

警 告
人身傷害。

在故障情況下，加熱器溫度可能會達到 70 oC。請勿碰觸安裝加熱器所使用的固定板。否則可能
會造成人身傷害。

警 告
人身傷害。

墨水系統憑藉壓力運作。只有經過訓練的授權人員才能執行維護工作。

注 意
設備損壞。

快速停止後，應立即改變此噴碼機狀態，這是因為乾墨水會使重新啟動變得困難。請執行噴嘴
反沖。

注 意
設備損壞。

嘗試啟動噴碼機之前，噴頭務必完全乾燥，否則 EHT 會跳閘。

注 意
設備損壞。

噴印機應直接放置於平坦或堅固的表面上，或以 Videojet 所提供的支架加以固定。在任何傾斜
情況下，皆不得操作噴印機。務必保持噴印機筆直置於平坦表面。



Videojet 1580 操作手冊 - 修訂版編號 AA 3-1

第 3 節 主要部件

本節包含下列資訊：

• 噴印機概要

• Videojet 1580 噴印機主要零件

3.1 噴印機概要
圖 3-1 中所示的噴印機是一種連續式噴墨噴印機，可在消費品和工業產品上以高噴印速度噴印固定
代碼和變數代碼。

 

圖 3-1: 噴印機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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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Videojet 1580 噴印機主要零件
本噴印機包括下列主要零件，如圖 3-2 所示。

• 觸控螢幕顯示器

• 電氣隔間

• 主電源開關

• 墨水隔間

• 標準 IO

• 主電源線

• 導管

• 噴頭 

21 3 4 5

678

圖 3-2: Videojet 1580 噴印機

1. 電氣隔間
2. 觸控螢幕顯示器
3. 主電源開關
4. 主電源線

5. 標準 IO
6. 噴頭
7. 導管
8. 墨水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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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觸控螢幕顯示器
本噴印機配備 10 英吋 LCD 觸控螢幕顯示器 ( 請參閱圖 3-3)。此裝置安裝於機身的電器隔間開口
處。噴印機透過圖形使用者介面 (GUI) 進行控制。

 

圖 3-3: 顯示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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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電氣隔間
如圖 3-4 所示，電氣隔間位於觸控螢幕顯示器後方，由下列零件所組成：

• 主要控制機板

• 電源供應器

• EHT 模組

 

1

4

2 3

圖 3-4: 電氣隔間

1. EHT 模組
2. 主要控制機板

3. 電氣隔間風扇
4. 電源供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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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主電源開關

主要電源開關為按壓式按鈕，可開啟或關閉噴印機的電源 ( 請參閱圖 3-5)。電源開關位於噴印機
背面。

圖 3-5: 主電源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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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墨水隔間
墨水隔間外觀如圖 3-6 所示。墨水隔間中的主要零件包含：

• 溶劑匣

• 空氣過濾器

• 服務模組 1
• 墨水系統

• 溶劑控制模組

• 正氣壓幫浦 (IP65 選項 )
 

1. 溶劑控制模組
2. 溶劑匣
3. 空氣過濾器組件

4. 墨水系統
5. 服務模組 1
6. 正氣壓幫浦組件 ( 僅適用 IP65)*

圖 3-6: 墨水隔間

* 項目未顯示於圖中

1

2

3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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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件

3.2.4.1 溶劑匣

溶劑匣位於墨水隔間內。可用的溶劑匣為墨水匣和溶劑匣 ( 請參閱圖 3-7)。

溶劑匣搭載智慧晶片技術，使噴印機可監控下列項目：

• 溶劑存量

• 溶劑類型

• 溶劑有效期限。

 

1

圖 3-7: 溶劑匣

1. 溶劑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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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件

3.2.4.2 空氣過濾器

空氣過濾器位於墨水隔間門上，如圖 3-8 所示。空氣過濾器可清除進入墨水隔間的灰塵。空氣過
濾器必須每 3,000 小時或視環境情況更換。

 

3.2.4.3 服務模組 1

如圖 3-9 所示，服務模組 1 的使用壽命為 5000 小時或 12 個月 ( 以先到期限者為準 )。服務模組 
1 會在使用壽命結束時發出適時警告。如果過濾器的使用超過使用壽命，噴墨噴印機會遭到隱
藏，且每次啟動噴墨時皆會顯示警告訊息。

圖 3-8: 空氣過濾器

圖 3-9: 服務模組 1 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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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4 墨水系統

如圖 3-10 所示，墨水系統配備各種子系統。墨水系統的主要零件包含：

• 溶劑缸

• 混合缸

• 墨水幫浦

• 墨水管理機板 (IMB)
• 墨水系統蓋 ( 配備風扇組件 )

1

2

4

6
5

3

圖 3-10: 墨水系統

1. 墨水系統蓋 ( 配備風扇 )
2. 墨水管理機板
3. 服務模組 1

4. 墨水幫浦
5. 混合缸
6. 溶劑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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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標準 IO

本噴印機隨附標準 IO 提供多類型裝置外部連接，如圖 3-11 所示。標準 IO 可用的各種連接方式皆
列於表 3-1 中。

 

3.2.6 導管
導管中包含電線和噴印機至噴頭間的墨水系統管線。導管的標準長度為 3 公尺 (9.84 英呎 )。

連接埠類型

USB

乙太網路

光電眼

軸編碼器

狀態輸出 ( 信號燈 )

繼電器開關

表 3-1: 標準 IO 連接

USB

圖 3-11: 標準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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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噴頭
噴頭由噴印模組和閥門模組組成，如圖 3-12 所示。噴頭會使用混合缸所供應的墨水噴印於產品
上。控制信號與墨水會透過導管被傳送到噴頭。

更換新的列印模組後，系統將會自動進行偵測。

噴頭由下列零件組成：

• 噴頭蓋

• 閥門模組

• 噴印模組

 

1

2

3

1. 噴頭蓋
2. 噴印模組

3. 閥門模組

圖 3-12: 噴頭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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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節 操作

簡介
本節提供操作員使用公用程式的基本資訊，並包含下列主題：

• 如何開啟噴印機

• 開始使用 「使用者介面」

• 登入與存取層級

• 如何啟動噴印機

• 如何選取要噴印的工作

• 故障與警告

• 如何進行噴印工作

• 調整工作

• 如何停止噴印 

• 如何停止噴墨

• 如何關閉噴印機

4.1 如何開啟噴印機
請遵循以下操作開啟噴印機：

1. 執行目視檢查裝置。確保所有纜線均已穩妥且正確連接。

2. 確保主要電源線纜已連接。

3. 按下噴印機後面的主電源開關。

4. 噴印機將會啟動，完成後將會顯示主畫面。噴印機的狀態列會顯示 「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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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開始使用 「使用者介面」
使用者介面為按鈕式控制系統。此系統採用便於使用的觸控螢幕，且顯示器的大部分區域均有作
用。可透過 「工具」按鈕，存取噴印機設定和控制的所有技術層面。

圖 4-1 顯示公用程式的主畫面。

 

圖 4-1: 主畫面

1. 噴印機狀態列
2. 訊息預覽
3. 耗材資訊

4. 效能資訊
5. 控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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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畫面可讓使用者存取以下選項： 

按鈕 說明

開始或停止噴墨。

開始或停止噴印。

附註：只有在開始噴墨時，狀態列上才會顯示
此按鈕。

返回主畫面。

顯示可用的工作清單，包括目前的工作與具醒
目提示的工作預覽。選取工作後，即可載入進
行噴印。如果欄位須透過使用者啟用，則使用
者可在噴印前先行確認。使用者也可建立新的
工作。

開啟 「工具」畫面。

從存取層級登入或登出使用者。

調整噴印位置和噴印縮放。

表 4-1: 主畫面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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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畫面會顯示下列資訊： 

按鈕 說明

顯示噴印機的狀態。

• 執行： 噴印機已開啟，且準備在收到適當的噴印觸
發時進行噴印。

• 離線：噴印機已開啟，但未準備進行噴印。

• 關機：噴頭電源已切斷，且噴印機也未準備進行 
噴印。

• 警告：操作員應注意所顯示的警告，以免噴印機無
法運作。

• 故障：操作員應修復發生的故障後，再啟動噴 
字機。

• 讓使用者存取目前的警告與故障 ( 如果有 )。
亦會顯示噴印機上目前載入的工作，以及目前的警報 /
警告 / 故障數量。

向下箭頭按鈕會開啟警報 / 警告 / 故障清單。

附註：檢視警報 / 警告 / 故障清單後，使用者必須輕觸
向上箭頭按鈕，才能返回目前畫面。

顯示載入工作的預覽。

使用者可以根據需求自訂此區段 ( 「工具」 >
「設定」 > 「主畫面」 )。
輕觸此區域以進一步檢視詳細資料。

顯示批次產品計數、批次噴印計數、噴印機可用性以及系
統、溶劑和墨水最佳化狀態。

顯示溶劑存量 ( 以 % 表示 ) 及計算的剩餘執行時間。

輕觸此區域以開啟耗材功能表。

表 4-2: 主畫面顯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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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登入與存取層級
使用者介面提供下列預設存取層級：

• 管理員

• 維護

• 操作員

• 已登出

除非登出，否則所有使用者層級均受密碼保護。客戶可以使用各種層級來存取該使用者介面中的各
個功能表。使用者可透過使用者介面設定角色、使用者和密碼。請參閱第 6-30 頁的 6.2.9 「使用者
存取權限」以取得其他資訊。

4.3.1 如何登入

1. 輕觸 按鈕以開啟 「登入至系統」畫面，如圖 4-2 所示。

 

2. 輕觸 「角色」下拉式清單，並選取所需的角色。輕觸 按鈕。

3. 在 「密碼」文字方塊中，使用鍵盤輸入密碼。輕觸 按鈕。

圖 4-2: 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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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者登入使用者存取層級，且該使用者層級會顯示於畫面頂端 ( 請參閱圖 4-3）。

附註：如果該功能未顯示，則使用者必須登出，然後以正確的層級重新登入。

附註：此 按鈕會顯示，而使用者可輕觸 「登出」按鈕結束存取層級。

4.4 如何啟動噴印機
1. 確認噴印機是否處於 「關機」模式。

2. 輕觸 按鈕。噴印機狀態會變更為 「正在啟動」。

3. 啟動噴墨後，噴印機狀態會變更為 「離線」。

4.5 如何選取要噴印的工作

1. 輕觸 按鈕，從可用清單選取工作。

2. 從清單選取所需的工作，並輕觸 按鈕，如圖 4-3 所示。系統將會顯示工作預覽。

附註：如果公用程式中的工作無法使用，請建立新的工作。請參閱小節 5.2 以取得更多詳細 
資料。

圖 4-3: 工作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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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輕觸  按鈕以載入供噴印的工作，如圖 4-4 所示。

現在，工作已經載入且可供噴印。

圖 4-4: 工作選擇與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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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故障與警告
發生故障或警告時，噴印機會在畫面頂端的狀態列中顯示故障訊息。

附註：故障、警告和狀態會依優先順序顯示。

故障訊息

發生故障狀態 ( 警報 ) 時，可能會造成噴印機停止噴印及噴墨。

警告訊息

發生警告狀態時，可能會造成噴印機停止噴印。當警告變成故障狀態 ( 警報 ) 時，噴印作業將會停
止。狀態列將會呈現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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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閱讀故障訊息或警告
如果系統出現故障或警告，並顯示目前未清除的警報數目時，狀態列將會變更顏色。

1. 輕觸 按鈕以檢查目前未清除的警報。

2. 輕觸 按鈕以清除警告 / 故障。

附註：使用者可輕觸個別警報，以檢視警報的詳細資料。

3. 如果有多個警告 / 故障需要清除，請輕觸 按鈕。

輕觸 按鈕以返回主畫面。

圖 4-5: 警告狀態

圖 4-6: 警告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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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如何進行噴印工作
先決條件：

• 故障狀態 ( 警報 ) 已清除。

• 確認噴印機已啟動，且噴印機處於 「離線」模式。

• 確認工作已載入。

1. 輕觸 以開始噴印作業，且按鈕會變更為 .

附註：「執行中」會顯示於狀態列。

工作現在已可噴印。

圖 4-7: 列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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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調整工作
使用者可透過變更位置和縮放的方式來調整工作。

附註：這些調整為小幅變更，可適當調整產品上的噴印位置 / 比例。

附註：這些調整不會加以儲存，並將在工作重新載入或載入其他工作時遺失。如要進行永久調整，
請使用噴印邊界 ( 請參閱第 5-9 頁的 「噴印邊界」 )

1. 輕觸 主畫面上的按鈕。畫面會以圖 4-8 中顯示的方式開啟。

2. 選取所需的選項，以調整工作中的文字位置。

 

圖 4-8: 調整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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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調整產品上的噴印位置

1. 輕觸 按鈕，將會出現目前的位置分隔線，如圖 4-9 所示。

2. 若要將噴印位置調整為水平方向，請輕觸 或 按鈕。

附註：噴印位置應依照遞增步驟變更。

3. 當您透過增加或減少數值移動位置時，請監控噴印位置，直到噴印處於產品上的所需位置。

附註：根據資料顯示，調整範圍可介於 +/- 13 公釐 (0.05 英吋 )。

附註：若要變更為 +/- 13 公釐 (0.05 英吋 ) 以上，請編輯工作參數 ( 請參閱第 5-31 頁的 
5.3 「如何編輯工作」 ) 或設定產線設定 ( 請參閱第 6-45 頁的 6.3 「設定產線設定」 )。

圖 4-9: 調整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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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調整產品上的噴印比例

1. 輕觸 按鈕，將會出現目前的比例分隔線值，如圖 4-10 所示。

 

2. 若要調整噴印比例，請輕觸 或 按鈕。

附註：噴印位置應依照遞增步驟變更。

3. 當您透過增加或減少數值移動位置時，請監控噴印位置，直到噴印處於產品上的所需位置。

附註：調整範圍可介於原始大小的 +/- 10%。

附註：若要變更為原始大小的 +/- 10% 以上，請編輯工作參數 ( 請參閱第 5-31 頁的 
5.3 「如何編輯工作」 ) 或設定產線設定 ( 請參閱第 6-45 頁的 6.3 「設定產線設定」 )。

圖 4-10: 調整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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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如何停止噴印

1. 輕觸 以停止噴印作業，且按鈕會變更為 .

附註：狀態列會顯示 「離線」。

工作已停止噴印。

4.10 如何停止噴墨

1. 輕觸 按鈕。噴印機狀態會變更為 「正在關機」。

2. 停止噴墨後，噴印機狀態會變更為 「關機」。

圖 4-11: 停止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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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如何關閉噴印機
 

 

如果噴印機狀態為 「關機」，則可按下噴印機側邊的電源開關加以關閉。

附註：主要電源仍連接至噴印機。若要完全中斷電源，請從主電源拔下電源線。

4.12 如何將 USB 連接至噴印機
1. 找出噴印機背面的 USB 連接埠 ( 請參閱圖 4-12) 並插入 USB。

USB 目前已經連接，且使用者介面上會顯示 USB 的連線狀態，如圖 4-13 所示。

注 意
設備損壞。

在噴墨停止環節完成後再關閉噴碼機。不遵循本注意聲明可能會造成額外的維護。

注 意
設備損壞。

請勿多次啟動與停止噴碼機。

當您停止噴碼機時，噴碼機會使用溶劑對系統進行清洗。若多次啟動與停止噴碼機，噴碼機會
用掉大量溶劑。溶劑大量耗用會造成 「混合缸存量高」錯誤，同時降低墨水粘度。

USB 

圖 4-12: USB 位置

圖 4-13: USB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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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節 工作編輯器

簡介
本節提供如何使用工作編輯器的資訊，且包含下列主題：

• 使用工作編輯器

• 如何建立新工作

• 如何編輯工作

• 如何快速編輯工作

• 範例 - 建立新工作

5.1 使用工作編輯器
工作編輯器是讓使用者建立工作、編輯工作、變更工作參數和儲存工作的主要工具。第 4-2 頁的 
圖 4-1 顯示公用程式的主畫面。可以從工作預覽列和 「工作」按鈕使用工作編輯器。

• 「工作預覽」 > 「更新」

• 「工作」 > 「+ 新增」

• 「工作」 > 「編輯工作」



5-2 Videojet 1580 操作手冊 - 修訂版編號 AA

工作編輯器

5.2 如何建立新工作
本節提供如何建立新工作、新增不同欄位、變更噴印機的工作設定、參數和指示之相關資訊。

1. 輕觸 按鈕，「工作清單」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5-1 所示。

 

圖 5-1: 工作清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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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輕觸 按鈕以建立新工作。「工作清單」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5-2 所示。

 

3. 輕觸 「工作名稱」文字方塊，為新工作輸入工作名稱。「工作名稱」畫面隨即開啟。

附註：使用者也可以為新工作提供工作說明。

4. 使用公用程式鍵盤輸入所需的工作名稱，並輕觸 按鈕。

5. 輕觸 「工作設定」畫面上的按鈕。

附註：使用者也可以變更設定、參數和指示詳細資料。

圖 5-2: 資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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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作編輯器」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5-3 所示。

 

7. 輕觸 按鈕，並選取必要選項新增欄位，如圖 5-4 所示。

輕觸 按鈕。請參閱小節 5.2.2 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

圖 5-3: 工作編輯器畫面

圖 5-4: 新增欄位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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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照設定畫面的要求，為圖 5-5 中所示的選取欄位變更參數。輕觸 按鈕以儲存欄位所需

的格式。

圖 5-5: 欄位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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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顯示 「工作編輯器」畫面可用的選項：

功能表 按鈕 功能

工作設定 顯示工作名稱與工作說明。工作設定可用於設定與
編輯。

選取「完成」按鈕，儲存任何所做的變更，並顯示
「工作編輯器」畫面。

新增欄位 在選取的情況下，新增使用者可以從欄位清單中選
擇的欄位：

文字、日期、時間、計數器、線性條碼和二維條碼。
請參閱表 5-6 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

編輯 開啟選取的欄位編輯器和「設定」畫面。允許使用
者變更字型類型、字型大小、反轉或鏡像欄位、輸
入提示訊息和欄位名稱。

微調 使用工作設計區域中出現的箭頭鍵，按照箭頭方向
移動所選欄位。

刪除 刪除所選欄位，欄位刪除前系統會提示使用者。

復原 復原上次動作。

重做 重做上次動作。

縮放 縮放即將編輯的工作。

最多放大三次 （200%、 300%、 600%）。

一旦達到最高倍數，重複輕觸「縮放」按鈕將回復
至預設大小。

最大化 最大化工作預覽。

表 5-1: 工作編輯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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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您為插入的欄位進行所需的變更後，請輕觸 按鈕。

現在，工作已儲存且可供噴印。

5.2.1 工作設定

5.2.1.1 資訊

「資訊」畫面 ( 第 5-3 頁的圖 5-2) 可讓使用者執行以下操作：

上一步 回到 「工作設定」畫面。

另存新檔 使用新的工作名稱儲存既有工作。

儲存 儲存新的工作，以及在既有工作中所做的變更。

欄位 說明

工作名稱 顯示工作名稱建立新工作時，必須先輸入工作名稱才能選取 「完成」
按鈕。

工作說明 使用者可以為工作名稱輸入工作說明。

表 5-2: 資訊

功能表 按鈕 功能

表 5-1: 工作編輯功能表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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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設定

「設定」畫面可讓使用者執行以下操作：

欄位 說明

生產線設定 使用者可以從下拉式清單選取所需的產線設定以建立工作。所以建立的
產線設定皆可在下拉式清單中取得。工作載入時，便會選取此產線 
設定。 
如果產線設定仍維持 「未指定 ( 預設 )」，將會選取目前啟用的產線 

設定。

覆寫每日開始時間 若啟用，使用者便能變更每日開始時間日期，而不必使用預設值 
(00:00)。

每日開始時間 使用者可以定義變更工作中日期的時間 （而非午夜）。此功能只有在
「覆寫每日開始時間」啟用時可以使用。

禁止日期轉換 若啟用，便可防止使用者進行日期轉換。

表 5-3: 設定

圖 5-6: 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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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參數

「參數」畫面可讓使用者執行以下操作：

欄位 說明

噴印模式 使用者可以選取 「固定長度」模式或 「固定解析度」模式。

輸入「噴印長度」( 公釐或英吋 ) 或固定「噴印解析度」((dots/mm 或 
dots/in)，這兩個選項與所選噴印模式有關。

測量單位以噴印機設定中選取的單位為準。

附註：工作內容固定於所定義的視窗中。增加或減少噴印長度將會延伸
或擠壓工作。

噴印邊界 噴印邊界向前運作，並且會變更自產品起始邊緣開始的噴印位置距離。

若要增加噴印位置距離，請使用 「+」按鈕增加數值。

若要縮短噴印位置距離，請使用 「-」按鈕減少數值。

使用者可以輸入數值，或使用 「+」 / 「-」進行小幅增減。

粗體 從下拉式清單選取粗體類型。

字元間隔 使用者必須輸入數值才能設定字元間的距離。

光柵

自動選取 若啟用，噴印機將自動選取適合的光柵群組。

附註：預設選取 「自動選取」。

依群組選取 若啟用，使用者便能手動選取其所需的光柵群組。

表 5-4: 參數 

圖 5-7: 參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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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柵 為工作選取所需的光柵群組。

顯示的群組選取範圍將依據所需行高而有所不同。

光柵群組僅可於停用 「自動選取」時選取。

附註：噴印二維條碼時，建議視情況選取特定的光柵。如需更多資訊，
請聯繫 Videojet 客戶服務或您當地的經銷商。

欄位 說明

表 5-4: 參數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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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 指示

「指示」畫面可讓使用者執行以下操作：

欄位 說明

開啟鍵盤，允許為工作新增工作指示。

下移醒目提示的指示。

上移醒目提示的指示。

刪除醒目提示的指示。

開啟鍵盤，允許編輯醒目提示的指示。

表 5-5: 指示 

圖 5-8: 指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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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新增欄位
新增欄位下拉式清單包含使用者可以輸入的選項。表 5-6 顯示可用選項：

 

5.2.2.1 新增文字欄位

請遵循下列步驟，在工作中新增文字欄位：

1. 輕觸 下拉式清單並選取 「文字」，如第 5-4 頁的圖 5-4 所示。

輕觸 按鈕。

2.「文字設定」畫面隨即開啟，並可讓使用者視情況選取及設定所需文字的格式。文字欄位預覽
可在畫面底部檢閱。

輕觸 按鈕，儲存所做變更。請參閱表 5-7 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

附註：此 按鈕用於返回且不儲存任何欄位變更。

3. 文字欄位已插入工作設計區域。

附註：所插入的文字欄位可以移動到工作設計區域中任何需要的位置。

選項 說明

文字 以固定文字、已提示的使用者或參考文字插入文字欄位。

日期 在已噴印的工作中插入目前日期、位移日期或已提示的使用者日期。使
用者可以自訂日期類型，以數種格式顯示日期。

時間 將目前時間插入至已噴印工作。噴印機的即時功能便用於此處。

計數器 插入計數器欄位，用於指示所選編碼機如何管理與噴印增量的數值和字
母資料。

線性條碼 插入單一維度條碼。使用者可以選取條碼類型、資料類型，以及用於插
入所需條碼的文字。

附註：如果條碼需要包含日期等額外資訊，必須使用自訂參照。請參閱
第 6-13 頁的 「自訂參照產生器」 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

二維條碼 插入二維條碼。使用者可以選取條碼類型、資料類型，以及用於插入所
需條碼的文字。

表 5-6: 新增欄位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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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說明輸入所需文字時可用的選項：

顯示內容 說明

文字類型 提供變更

下列參數的選項：

• 文字類型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文字類
型。請參閱文字類型 以取得更多詳細
資料。

• 固定文字 - 輕觸文字方塊輸入必要 
文字。

附註：此選項僅在選取 「固定文字類
型」時可用。

• 自訂欄位參照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
所建立的必要自訂欄位。

附註：此選項僅在選取 「自訂參照文
字類型」時可用。

文字類型

固定文字 工作中的文字固定為 「固定文字」欄位中
的內容。

已提的使用者 選取執行工作時，由使用者輸入文字。選
取時啟用 「使用者提示」選項。
附註：工作編輯僅能使用 「已提示的使用
者文字」。

自訂參照 為每個工作插入自訂參照。請參閱第 
6-13 頁的 「自訂參照產生器」以取得其他

詳細資料。

設備參照 為每個工作插入機器 ID。請參閱第 
6-20 頁的 「全域工作設定」以取得其他詳

細資料。

產線參照 為每個工作插入產線 ID。請參閱第 
6-20 頁的 「全域工作設定」以取得其他詳

細資料。

工廠參照 為每個工作插入目前登入的使用者。請參
閱第 6-20 頁的 「全域工作設定」以取得

其他詳細資料。

使用者參照 為每個工作插入目前登入的使用者。

表 5-7: 文字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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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提示 提供下列選項：

• 提示訊息 - 輕觸文字方塊，輸入選取執
行工作時提供給使用者的指示或提示。

• 提示值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工作中
輸入的必要值。

預設 - 工作將包含預設文字。

空白 - 工作將不含文字。

上次 - 工作將包含上次噴印的資料。

• 允許的字元：輕觸下拉式清單，指定
輸入訊息時允許的字元類型 ( 英文字
母、數字、英數字元、所有字元 )。

• 預設文字 - 輕觸文字方塊，輸入將成為
預設文字的文字內容。

• 固定長度 - 輕觸核取方塊，限制使用者
輸入欄位的內容長度。

附註：「長度」及 「填充字元」選項
僅在啟用 「固定長度」核取方塊時 
可用。

• 長度 - 輕觸文字方塊，設定使用者可編
輯欄位的內容長度。

• 填充字元 - 輕觸文字方塊，定義需要在
文字欄位後出現的字元。

字型 提供變更下列參數的選項：

• 字型 - 輕觸下拉式清單，指定字型 
大小。

附註：預設字型大小為 7。

附註：最後選取的字型大小將儲存在
記憶體中並顯示。

顯示內容 說明

表 5-7: 文字設定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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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 提供下列選項：

• 粗體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粗體類型 
( 關閉、粗體 1、粗體 2)。
關閉 -
粗體 1 -
粗體 2 -

• 反轉 - 輕觸核取方塊，翻轉字型顏色。

• 鏡像 - 輕觸核取方塊，垂直翻轉欄位。

• 翻轉 - 輕觸核取方塊，水平翻轉欄位。

選項 提供選項：

• 欄位名稱 - 輕觸文字方塊以設定欄位 
名稱。

顯示內容 說明

表 5-7: 文字設定 ( 續 )

一般 反轉

一般 鏡像

一般 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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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 新增日期欄位

請遵循下列步驟，在工作中新增日期欄位：

1. 輕觸 下拉式清單並選取 「日期」，如第 5-4 頁的圖 5-4 所示。

輕觸 按鈕。

2.「日期設定」畫面隨即開啟，並可讓使用者視情況選取及設定所需日期的格式。日期欄位預覽
可在畫面底部檢閱。

輕觸 按鈕，儲存所做變更。請參閱表 5-8 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

附註：此 按鈕用於返回且不儲存任何欄位變更。

3. 系統日期已插入工作設計區域。

附註：所插入的系統日期可以移動到工作設計區域中任何需要的位置。

表 5-8 說明編輯日期格式可用的選項：

 

顯示內容 說明

日期設定： 提供變更 
下列參數的選項：

• 日期類型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必要的
日期格式。 
例如：自訂，日 (01)/ 月 (01)/ 年 
(2010)。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第 
5-18 頁的 「建立自訂日期」。

附註：使用者可以在日期類型下拉式清
單中選取 「自訂」，以設定一系列所需
的日期格式。

• 插入日期 - 選取工作中要插入的所需 
日期。

今天 - 插入目前日期。

位移 - 根據位移設定，插入從目前日期
開始的日期位移。

使用者提示 - 選取執行工作時，由使用
者輸入日期。

附註：選取時啟用 「使用者提示」及
「位移」選項。

• 語言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所需的日期
語言。 
例如：英文、阿拉伯文等。

表 5-8: 日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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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提示： 提供變更下列參數的選項：

• 提示訊息 - 輕觸文字方塊，輸入選取執
行工作時提供給使用者的指示或提示。

• 提示值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工作中
輸入的必要值。

預設 - 工作將包含預設文字。

空白 - 工作將不含文字。

上次 - 工作將包含上次噴印的資料。

• 單位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單位類型 
( 停用、日、月、年 )。

• 最小範圍 - 設定最小範圍以避免使用者
選取小於此最小位移的日期值。

• 最大範圍 - 設定最大範圍以避免使用者
選取大於此最大位移的日期值。

附註：「最小範圍」與 「最大範圍」只
會在 「單位」選項並非停用時顯示。

位移： 提供變更下列參數的選項：

• 位移單位 - 輕觸下拉式清單，將日期位
移至所需的位移值 ( 日、月、年 )。

• 位移量 - 輕觸文字方塊，輸入所需的位
移量。

• 當季最後一日 - 輕觸「真」 / 「偽」按
鈕，啟用 / 停用當季最後一日選項。

• 轉換週 - 輕觸下拉式清單，依據轉換選
取日期 ( 無、上次轉換、下次轉換 )。

• 轉換日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每週轉
換的日期 ( 星期日至星期一 )。
附註：「轉換日」僅會在 「轉換週」並
非 「無」的時候顯示。

字型

請參閱表 5-7 以取得詳細資料。版面

選項

顯示內容 說明

表 5-8: 日期設定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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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建立自訂日期

請遵循下列步驟，建立自訂日期：

1. 在 「日期設定」畫面，選取 「日期類型」下拉式清單中的 「自訂」選項，如圖 5-9 所示。輕

觸 按鈕。

 

圖 5-9: 日期格式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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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選項清單中所需的格式 ( 年、月、日、星期、其他與分隔字元 )，如圖 5-10 所示。這些選
項中，每個選項都有可在下拉式清單中選取的布局數量，例如圖 5-11 所示。

3. 選取所需格式後，請輕觸 按鈕以移動日期格式。顯示器將會顯示所建立的日期格

式，如圖 5-10 所示。

4. 輕觸 按鈕，儲存所做日期格式變更。

附註：所建立的 「日期」格式將儲存並顯示於 「日期類型」下拉式清單中。

圖 5-10: 日期設定畫面

圖 5-11: 日期分隔字元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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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4 新增時間欄位

請遵循下列步驟，在工作中新增時間欄位：

1. 輕觸 下拉式清單並選取 「時間」，如第 5-4 頁的圖 5-4 所示。

輕觸 按鈕。

2.「時間設定」畫面隨即開啟，並可讓使用者視情況選取及設定所需時間的格式。時間欄位預覽
可在畫面底部檢閱。

輕觸 按鈕，儲存所做變更。請參閱表 5-9 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

附註：此 按鈕用於返回且不儲存任何欄位變更。

3. 系統時間已插入工作設計區域。

附註：所插入的系統時間可以移動到工作設計區域中任何需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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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說明編輯時間格式可用的選項： 

顯示內容 說明

時間設定 提供變更下列參數的選項：

• 時間類型 - 輕觸下拉式清單以選取：

自訂 - 從選項清單中選取所需的時間
格式 ( 時、鐘、秒、期間、分隔字 
元 )。例如：HH:mm:ss、 HH:mm 
上午 / 下午，等等。

班次 - 工作將根據班次時間包含班次
代碼。

附註：班次代碼和時間由 「全域工作
設定」定義。請參閱第 6-20 頁的 「全
域工作設定」以取得其他詳細資料。

計時器 - 工作將包含計時器值。

附註：「時間間隔」、「編碼數字 1」
和 「編碼數字 2」只會選取在 「時間
類型」的 「計時器」選項時顯示。

• 時間間隔 - 輕觸下拉式清單，以分鐘
為單位 (15、 30、 45、 60) 選取計時器
的時間間隔。

• 編碼數字 1 - 輕觸核取方塊，將計時器
的單位值改為字母字元 ( 代表該 
位數 )。

• 編碼數字 2 - 輕觸核取方塊，將計時器
的十位數值改為字母字元 ( 代表該 
位數 )。

字型

請參閱表 5-7 以取得詳細資料。版面

選項

表 5-9: 時間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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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5 新增計數器欄位

請遵循下列步驟，在工作中新增計數器欄位：

1. 輕觸 下拉式清單並選取 「計數器」，如第 5-4 頁的圖 5-4 所示。

輕觸 按鈕。

2.「計數器設定」畫面隨即開啟，並可讓使用者視情況選取及設定所需計數器的格式。計數器欄
位預覽可在畫面底部檢閱。

輕觸 按鈕，儲存所做變更。請參閱表 5-10 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

附註：此 按鈕用於返回且不儲存任何欄位變更。

3. 計數器欄位已插入工作設計區域。

附註：所插入的計數器欄位可以移動到工作設計區域中任何需要的位置。

表 5-10 說明輸入所需計數器格式時可用的選項：

 

顯示內容 說明

計數器設定 提供變更下列參數的選項：

• 計數器類型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 
計數器類型 ( 數字、大寫字母和小寫 
字母 )。

• 起始值類型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
「開始」、「上次」和 「已提示的使用
者」選項。

• 起始值 - 輕觸文字方塊，設定計數器的
起始值。

• 結束值 - 輕觸文字方塊，設定計數器的
結束值。

• 步進大小 - 輕觸文字方塊，設定數值 
計數器增加或減少時的單位數。步進大
小必須小於結束值，且為數值範圍的 
因數。

例如：如果起始值為 0 且結束值為 6，
則步進大小可以是 1、 2、 3 或 6。

表 5-10: 計數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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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提示 提供可輸入選項：

• 提示訊息 - 輕觸文字方塊，輸入選取執
行工作時提供給使用者的指示或提示。

• 提示值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工作中
輸入的必要值。

空白 - 工作將不含文字。

目前 - 工作將包含計數器的目前值。

起始 - 工作將包含計數器的起始值。

字型
請參閱表 5-7 以取得詳細資料。

版面

選項 提供變更下列參數的選項：

• 欄位名稱 - 輕觸文字方塊以設定欄位 
名稱。

• 每計數值的噴印數 - 輕觸文字方塊， 
設定每次計數所需的噴印數量。

• 轉換時重新啟動 - 輕觸文字方塊 ，在計
數器抵達結束值時重新啟動計數器。

• 填充 - 輕觸核取方塊，如果起始填充字
元必須位於起始值前，則啟用填充。

• 填充字元 - 輕觸文字方塊，定義需要在
計數器欄位前出現的字元。

• 位數 - 輕觸文字方塊，指定可以顯示的
計數器位數。

附註：「填充字元」和 「位數」選項僅
在 「填充」核取方塊選取時顯示。

• 累加計數器 - 選取所需的輸入以遞增計
數器。噴印包含計數器的工作時，計數
器將會增加或減少。選取 「數位 IO」
輸入，以便從外部遞增計數器。

• 重設計數器 - 選取外部輸入選項以重設
計數器。

顯示內容 說明

表 5-10: 計數器設定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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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6 新增線性條碼欄位

請遵循下列步驟，在工作中新增線性條碼欄位：

1. 輕觸 下拉式清單並選取 「線性條碼」，如第 5-4 頁的圖 5-4 所示。

輕觸 按鈕。

2.「線性條碼設定」畫面隨即開啟，並可讓使用者視情況選取及設定所需線性條碼的格式。線性
條碼欄位預覽可在畫面底部檢閱。

輕觸 按鈕，儲存所做變更。請參閱表 5-11 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

附註：此 按鈕用於返回且不儲存任何欄位變更。

3. 條碼欄位已插入工作設計區域。

附註：所插入的條碼欄位可以移動到工作設計區域中任何需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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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描述 「線性條碼」欄位可用的選項：

 

顯示內容 說明

線性條碼設定 提供變更下列參數的選項：

• 條碼類型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所
需的條碼 (Code 128、 Code 39、
EAN-128、 EAN-13、 EAN-8、 ITF、
UPC-A、 UPC-E)。

• 條碼資料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所
需文字 ( 固定文字、自訂參照 )。
附註：只有在已建立自訂參照時，才
能使用 「自訂參照」。選取時啟用
「預設文字」和 「自訂參照」選項。

• 預設文字 - 輕觸文字方塊輸入所需的
文字。

• 自訂參照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所
建立的必要自訂欄位。

附註：如果條碼需要包含日期等額外
資訊，必須使用自訂參照。請參閱 
第 6-13 頁的 「自訂參照產生器」 以取
得更多詳細資料。

• 計算總和檢查碼 - 輕觸核取方塊以驗
證條碼上的資訊。

附註：此選項僅供 Code 39 和 ITF 條碼
類型使用。

• 遵守空白區域 - 輕觸核取方塊，在條
碼兩側建立空白邊緣。

附註：此選項並未提供 UPC-A 和 
UPC-E 條碼類型使用。

使用者提示 N/A

表 5-11: 線性條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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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提供變更下列參數的選項：

• 條碼高度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條
碼高度 (5、7、9、12、16、24、34)。

• 字型 - 輕觸下拉式清單，指定字型 
大小。

附註：此選項僅在選取 「新增可人工
讀取的內容」核取方塊時可用。

• 新增可人工讀取的文字 - 輕觸選取方
塊，選取條碼文字的字型高度。

版面 提供下列選項：

• 反轉 - 輕觸核取方塊，翻轉字型顏色。

• 鏡像 - 輕觸核取方塊，垂直翻轉欄位。

• 翻轉 - 輕觸核取方塊，水平翻轉欄位。

選項 提供選項：

• 欄位名稱 - 輕觸文字方塊以設定欄位
名稱。

顯示內容 說明

表 5-11: 線性條碼設定 ( 續 )

一般 反轉

一般 鏡像

一般 翻轉



Videojet 1580 操作手冊 - 修訂版編號 AA 5-27

工作編輯器

5.2.2.7 新增二維條碼欄位

請遵循下列步驟，在工作中新增二維條碼欄位：

1. 輕觸 下拉式清單並選取 「二維條碼」，如第 5-4 頁的圖 5-4 所示。

輕觸 按鈕。

2.「二維條碼設定」畫面隨即開啟，並可讓使用者視情況選取及設定所需二維條碼欄位的格式。
二維條碼欄位預覽可在畫面底部檢閱。

輕觸 按鈕，儲存所做變更。請參閱表 5-9 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

附註：此 按鈕用於返回且不儲存任何欄位變更。

3. 條碼欄位已插入工作設計區域。

附註：所插入的條碼欄位可以移動到工作設計區域中任何需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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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描述 「二維條碼」欄位可用的選項：

 

顯示內容 說明

二維條碼設定 提供變更下列參數的選項：

• 條碼類型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所需
的條碼 ( 資料矩陣、 QR)。

• 條碼資料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所需
文字 ( 固定文字、自訂參照 )。

• 自訂參照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取所建
立的必要自訂欄位。

• 預設文字 - 輕觸文字方塊輸入所需的 
文字。

附註：此選項僅在選取 「固定文字」
條碼資料時可用。

• 符號大小 / 版本 - 輕觸下拉式清單，選
取所需條碼大小。

附註：使用 「二維條碼」時將顯示
「符號大小」；使用 「QR」條碼時顯
示 「版本」。

附註：噴印二維條碼時，建議選取特定
的光柵。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繫 
Videojet 客戶服務或您當地的經銷商。

• 錯誤修正 - 輕觸下拉式清單，依據操作
環境選取錯誤修正的數量。

附註：使用 「二維條碼」時將顯示
「ECC200」；使用 「QR」條碼時顯示
「L」、「M」、「Q」、「H」。

版面
請參閱表 5-11 以取得詳細資料。

選項

表 5-12: 二維條碼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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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允許的字元數，以及所選符號大小 / 版本各有不同。如果超過字元數限制，就會顯示下列 
訊息。

下表顯示每種條碼類型允許的字元數，以及其所對應的符號大小 / 版本：

QR 代碼 符號大小

錯誤 字元 21x21 25x25 29x29 33x33

L 數字 17 32 53 78

英數字元： 17 32 53 78

M 數字 32 26 42 62

英數字元： 32 26 42 62

Q 數字 11 20 32 46

英數字元： 11 20 32 46

H 數字 7 14 24 34

英數字元： 7 14 24 34

表 5-13: QR 代碼 - 字元限制 

圖 5-12: 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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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8 新增標誌

標誌可以新增至 CLARiSOFT 中的工作。

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繫 Videojet 客戶服務或您當地的經銷商。

資料矩陣

錯誤代碼 ECC200

符號大小 數字 字母 /
英數字元

8x18 10 6

8x32 20 13

10x10 6 3

12x12 10 6

12x26 32 22

12x36 44 31

14x14 16 10

16x16 24 16

16x36 64 46

16x48 98 72

18x18 36 25

20x20 45 31

22x22 60 43

24x24 72 52

26x26 88 64

32x32 125 91

表 5-14: 資料矩陣：字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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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如何編輯工作

1. 輕觸 主畫面的按鈕，如第 4-2 頁的圖 4-1 所示。

2. 「工作清單」畫面開啟時會顯示工作清單，請選取所需的工作，如第 5-2 頁的圖 5-1 所示。 

輕觸 按鈕。

3. 輕觸 「工作設定」畫面上的按鈕。

4. 輕觸並編輯所需的欄位，接著輕觸 按鈕，如圖 5-13 所示。

5. 編輯 「工作欄位設定」畫面的參數，以便開啟所選欄位，並輕觸 按鈕，儲存所做變更。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5-12 頁的 「新增欄位」。

附註：此 按鈕用於返回且不儲存任何欄位變更。

6. 輕觸 按鈕，儲存對工作所做的變更。

7. 輕觸 按鈕，使用新的工作名稱儲存變更。

附註：對噴印中的工作所做的變更不會自動更新。若要噴印更新的工作，請輕觸

和 按鈕。

圖 5-13: 欄位編輯畫面



5-32 Videojet 1580 操作手冊 - 修訂版編號 AA

工作編輯器

5.4 如何快速編輯工作
附註：「更新」按鈕僅在使用者可編輯欄位顯示時啟用。

1. 輕觸主畫面的工作預覽列。

2. 輕觸 按鈕。「工作編輯」畫面隨即開啟。

3. 若要編輯已提示的使用者欄位，請輕觸 按鈕，如圖 5-14 所示。

附註：只有 「已提示的使用者」欄位可供編輯。

4. 公用程式鍵盤開啟並需要使用者輸入文字。輕觸 按鈕。

附註：公用程式鍵盤根據所選 「提示值」，會顯示最後儲存的使用者值 / 資料、預設文字或 

空白。

附註：對使用者可編輯欄位所做變更會立即顯示於工作預覽視窗。

5. 若要移動欄位位置，請輕觸欄位，然後輕觸 按鈕，如圖 5-14 所示。

6. 輕觸 按鈕，儲存變更。

7. 輕觸 按鈕，覆寫目前工作。這些對目前正在噴印的工作所做的變更將立即生效。

附註：快速編輯變更僅適用於目前正在噴印的工作。工作清單中儲存的工作則不會變更。

圖 5-14: 工作編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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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範例 - 建立新工作
我們將在以下各節引導使用者建立包含下列欄位的新工作，如圖 5-15 所示：

• 一個 「文字」欄位。

• 一個 「日期」欄位。

• 一個 「計數器」欄位。

圖 5-15: 範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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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輕觸 按鈕。

2. 輕觸 按鈕建立新工作，如第 5-2 頁的圖 5-1 所示。

3. 「工作設定」畫面隨即開啟，在 「工作名稱」文字方塊中為新工作輸入工作名稱 

「Videojet 1580」，並輕觸 按鈕。輕觸 按鈕。

5.5.1 插入文字

4. 輕觸 下拉式清單並選取 「文字」選項，如第 5-4 頁的圖 5-4 所示。

輕觸 按鈕。

5. 「文字設定」畫面隨即開啟。確認已選取 「固定文字」。

6. 輕觸 「預設文字」方塊，並使用開啟的公用程式鍵盤輸入所需的文字。

7. 輸入文字 「Videojet 1580」並輕觸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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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1 變更文字的字型大小

8. 輕觸 「字型」按鈕，並從下拉式清單選取 「12 High International」，如圖 5-16 所示。輕觸

按鈕。

 

9. 輕觸 按鈕，儲存所做變更。文字欄位已插入至工作。

10. 選取欄位並拖曳或使用 按鈕將欄位移至所需位置，如第 5-33 頁的圖 5-15 所示。

5.5.2 插入日期

11. 輕觸 下拉式清單並選取 「日期」選項，如第 5-4 頁的圖 5-4 所示。

輕觸 按鈕。

圖 5-16: 字型大小輸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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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 變更日期格式

12.「日期設定」畫面隨即開啟。

13. 在 「日期設定」畫面，選取 「日期類型」下拉式清單中的 「自訂」選項，如圖 5-17 所示。

輕觸 按鈕。

 

14. 從 「月中日」下拉式清單選取 「月中日 (01)」選項，並輕觸 按鈕。從 「分隔符

號」下拉式清單選取 「正斜線 (/)」選項，並輕觸 按鈕。

15. 從 「月」下拉式清單選取 「月 (01)」選項，並輕觸 按鈕。從 「分隔符號」下拉

式清單選取 「正斜線 (/)」選項，並輕觸 按鈕。

圖 5-17: 日期格式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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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從 「年」下拉式清單選取 「年 (2010)」選項，並輕觸 按鈕。

日期欄位預覽會以所選格式顯示目前日期，如圖 5-18 所示。

17. 輕觸 按鈕，儲存自訂日期格式。

18. 從 「插入日期」下拉式清單選取 「位移」。

19. 在 「位移」功能表，將 「位移單位」設為 「日」，「位移量」設為 「7」。

圖 5-18: 日期分隔字元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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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 變更日期的字型大小

20. 輕觸 「字型」按鈕，並從下拉式清單選取 「12 High International」，如圖 5-16 所示。輕觸

按鈕。

 

圖 5-19: 字型大小輸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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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輕觸 按鈕，儲存所做變更。日期欄位已插入至工作，如圖 5-20 所示。

22. 選取欄位並拖曳或使用 按鈕將欄位移至所需位置，如第 5-33 頁的圖 5-15 所示。

圖 5-20: 日期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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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插入計數器

23. 輕觸 下拉式清單並選取 「計數器」選項，如第 5-4 頁的圖 5-4 所示。輕觸

按鈕。

5.5.3.1 變更起始值

24.「設定」畫面隨即開啟。確認計數器類型 「數字」和 「開始」已選取。

25. 輕觸起始值文字方塊，並使用開啟的公用程式鍵盤輸入起始值。

26. 將 「起始值」設為 1，並輕觸 按鈕。

27. 同樣地，將 「結束值」設為 100，並將 「步進大小」設為 3。

5.5.3.2 變更計數器的字型大小

28. 輕觸 「字型」按鈕，並從下拉式清單選取 「12 High International」，如圖 5-16 所示。輕觸

按鈕。

 

圖 5-21: 字型大小輸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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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輕觸 按鈕，儲存所做變更。計數器欄位已插入至工作。

30. 選取欄位並拖曳或使用 按鈕將欄位移至所需位置，如第 5-33 頁的圖 5-15 所示。

附註：如果欄位彼此重疊，欄位四周將顯示紅色邊界。

附註：若要讓欄位靠近另一欄位，將欄位拖曳至另一欄位附近，直到出現綠色線段。欄位將
會置放在可供噴印的最近位置。

5.5.4 儲存工作

31. 輕觸 按鈕，儲存工作以供噴印。

32. 工作 「Videojet 1580」已新增至工作清單，如圖 5-22 所示。

 

圖 5-22: 工作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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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節 使用者介面

簡介
本節說明如何運用使用者介面 (UI) 並包含下列主題：

• 主畫面說明

• 使用工具畫面

• 設定產線設定

• 整體設備效率可用性

6.1 主畫面說明
使用者介面 (UI) 的按鈕可讓使用者瀏覽到介面的不同畫面。使用者介面的主畫面如圖 6-1 所示。若
要瀏覽快速輕觸以選取項目，請輕觸並拖曳以捲動功能表或頁面，並使用箭頭以捲動或增加 / 減
少值。使用公用程式鍵盤和按鍵以輸入要求的文字、數字或特殊字元。

 

1. 噴印機狀態列
2. 開始 / 停止噴墨按鈕
3. 訊息預覽
4. 耗材資訊
5. 效能資訊

6. 登入 / 登出按鈕
7. 工具按鈕
8. 調整按鈕
9. 工作按鈕
10. 首頁按鈕

圖 6-1: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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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中列出了瀏覽、選取或輸入使用者介面中可用值的各種選項：

選項 ( 範例 ) 說明

編輯 - 輕觸以修改選取的選項。

下拉式清單 - 選取以顯示下拉式選項。

下拉式清單箭頭 - 上下捲動以檢視選項清單。

文字方塊 - 選取方塊以開啟鍵盤。

使用文字方塊遞增或遞減 - 選取 + 或 - 以根據定義的範圍來

遞增或遞減值，或選取方塊以開啟鍵盤並輸入所需的值。

橫向箭號 - 瀏覽到子功能表。

工具列 - 輕觸以返回瀏覽子功能表或功能表。

索引標籤 - 選取索引標籤以顯示所需的功能表。

選項選取 - 選取的選項會改變顏色，並顯示勾選記號。

核取方塊 - 輕觸方塊可加入或消除勾選記號，以啟用或停

用所需的選項。

選項選取 - 選取的選項會改變顏色，並顯示為實心圓形。

向上 / 向下箭頭 - 選取以顯示或隱藏警報。

資訊列 - 輕觸值 / 參數以檢視對應的資料。

移動箭頭 - 將選取的欄位往所需的方向移動。

表 6-1: 使用者介面瀏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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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使用工具畫面
工具畫面顯示噴印機的可用工具。

輕觸 主畫面上的按鈕以存取 「工具」畫面 ( 請參閱圖 6-2)。

 

「工具」畫面提供下列工具的存取權：

* 可以新增 「工作流程模組」做為附加功能的選項。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繫 Videojet 客戶服務或您
當地的經銷商。

** 請參閱其他手冊以取得其他資訊。

圖 6-2: 工具畫面

• 效能

• 耗材 
• 產線設定

• 檔案管理員

• 自訂參照產生器

• 全域工作設定

• 通訊

• 噴印機設定

• 使用者存取權限

• 設定主畫面

• 軟體下載

• 維護

• 診斷

• 安裝

• 工作流程模組 *
• 最佳化 **
• VideojetConnect 遠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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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效能

「效能」畫面提供噴印機參數上的統計資訊。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效能」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3 所示。

 

圖 6-3: 效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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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畫面提供下列選項的存取權，如表 6-2 所述。

按鈕 說明

生產統計資料 顯示有關噴印機生產資料的詳細資訊。
• 總列印計數 - 顯示個別列印工作的總數。

• 總產品計數 - 顯示噴印機偵測到的產品數。

• 批次噴印計數 - 顯示批次的噴印次數。

• 批次產品計數 - 顯示該批次中噴印機偵測到的產品數量。

• 件 / 分鐘 - 顯示噴印工作進行的速度。

• 噴印機可用性。

• 操作可用性 ( 噴印機時間總計 )。
• 操作可用性 ( 噴印機就緒時間總計 )。
• 噴印計數器 - 顯示從計數器重設後的個別噴印工作總數。

• 產品計數器 - 顯示從計數器重設後噴印機偵測到的產品總數。

• 噴印計數器重設 - 重設噴印計數器。

• 產品計數器重設 - 重設產品計數器。

噴印機記錄 顯示造成噴印機停機時間的事件記錄。
輕觸 「篩選」按鈕以篩選可用的檔案類型。若要選取需要的檔案類
型，請選取要加入核取記號的方塊。選取檔案類型可讓使用者篩選顯
示的檔案以進行匯出：
• 全選 - 選取所有記錄資料。

• 事件資料 - 選取與噴印機停機時間相關之事件的所有記錄。

• 服務資料 - 選取噴印機停機時間之服務相關事件的所有記錄。

• 生產資料 - 選取噴印機之生產相關事件的所有記錄。

• 警報 - 選取所有警報、警告或狀態事件。

使用者可將記錄檔匯出至 USB 隨身碟。

若要匯出，請選取 「匯出」按鈕。
輕觸 「上一步」以返回 「效能」頁面。

表 6-2: 效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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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E 可用性 顯示與以下項目相關的資料：
• 時間範圍 - 顯示在不同的可用時間範圍內，噴印機和操作可用性的

數值。可用性資料的歷史記錄有助使用者建立影響可用性的季節
變更的關聯。

• 噴印機可用性 - 追蹤和內部錯誤 ( 故障 ) 直接相關的停機時間， 
例如：

• 泵失靈

• 充電供給故障

• 吸墨槽故障

如需其他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6-59 頁的 「噴印機可用性」一節。

• 操作可用性 - 追蹤與可能分類為 「程序性」錯誤相關的停機時間，
例如：

• 墨水系統排空

• 調製驅動器過熱

影響可能和噴印機問題、操作員相關問題、調班等相關。

如需其他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6-59 頁的 「操作可用性」一節。

輕觸「匯出」按鈕，以便將事件記錄匯出至 USB 隨身碟。使用者介面  

會引導使用者逐步完成必要步驟，將資料下載至 USB。
輕觸 「上一步」以返回 「效能」畫面。

按鈕 說明

表 6-2: 效能選項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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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耗材
「耗材」畫面顯示溶劑與墨水耗材的資訊。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

附註：「耗材」畫面可藉由輕觸 「溶劑」與 「墨水」區域，從主畫面存取。

2. 選取所需的耗材以檢視詳細資料，如圖 6-4 所示。

圖 6-4: 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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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畫面提供下列參數的存取權，如表 6-3 所述。

選項 說明

零件編號 顯示裝入卡匣的零件編號。

剩餘量 (ml) 顯示計算出的卡匣剩餘量。

批號 顯示溶劑的批號。

首次安裝日期 顯示首次裝入卡匣的日期。

到期日 顯示溶劑的到期日。

剩餘時間 (est) 根據目前工作顯示預計的剩餘時間。此為計算值，並且視目前列印
的工作而有所不同。

更換時間 (est) 顯示到期日和剩餘時間。這是預計何時需要更換卡匣的時間。

建議溶劑 顯示建議與墨水類型搭配使用的溶劑類型。

表 6-3: 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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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產線設定
 「產線設定」畫面提供選項以建立、編輯、儲存、啟動及刪除不同的產線 
組態。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產線設定」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5 所示。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第 6-45 頁的 「設定產線設定」。

圖 6-5: 生產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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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檔案管理員
 「檔案管理員」可讓使用者管理資料、匯入 / 匯出檔案、進行噴印機備份，以及 
封存和還原備份。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檔案管理員」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6 所示。

2. 選取所需的選項以組織或管理資料。

附註：確認 USB 連接至噴印機，以執行 「檔案管理員」作業。若要插入 USB，請參閱 
第 4-15 頁的 4.12 「如何將 USB 連接至噴印機」。

圖 6-6: 檔案管理員



Videojet 1580 操作手冊 - 修訂版編號 AA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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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員」畫面提供下列參數的存取權 ( 請參閱表 6-4)：

 

按鈕 說明

檢視儲存空間 顯示可用磁碟機的儲存空間資訊：內部磁碟機與 USB。

匯入檔案 輕觸 「匯入檔案」按鈕以選取需要從中匯入檔案的來源磁碟機。
輕觸 「繼續」按鈕以選取要匯入的檔案，並輕觸 「匯入」按鈕以匯入所
需的檔案。

匯出檔案 輕觸 「匯出檔案」按鈕以將噴印機資料匯出至外部磁碟機。
輕觸 「篩選」按鈕以篩選可用的檔案類型。若要選取需要的檔案類型，請
選取要加入核取記號的方塊。選取檔案類型可讓使用者篩選顯示的檔案以
進行匯出：
• 全選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匯出的檔案，並將所需的檔案匯出至外部

磁碟機。

• 自訂參照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用的自訂參照格式，並將所需的檔案
匯出至外部磁碟機。

• 字型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用的字型格式，並將所需的檔案匯出至外
部磁碟機。

• 圖形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用的圖形檔，並將所需的檔案匯出至外部
磁碟機。

• 工作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用的工作，並將所需的檔案匯出至外部磁
碟機。

• 產線設定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用的產線設定組態，並將所需的檔案
匯出至外部磁碟機。

• 記錄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用的事件記錄和感測器資料，並將所需的
檔案匯出至外部磁碟機。藉由選取畫面左側的選項，可以匯出事件記
錄或感測器資料。

• 光柵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用的光柵檔案，並將所需的檔案匯出至外
部磁碟機。

選取所需的檔案之後，輕觸 「繼續」按鈕。
選取所需的外部磁碟機，並輕觸 「匯出」按鈕以匯出檔案。

表 6-4: 檔案管理員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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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檔案 輕觸 「編輯檔案」按鈕以開啟檔案清單。
輕觸 「篩選」按鈕以篩選可用的檔案類型。若要選取需要的檔案類型，請
選取要加入核取記號的方塊。選取檔案類型可讓使用者篩選可供編輯的顯
示檔案：
• 全選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用的可編輯檔案。

• 工作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用的工作以進行編輯。

• 字型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用的字型格式以進行編輯。

• 圖形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用的圖形檔以進行編輯。

• 產線設定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用的產線設定組態以進行編輯。

• 自訂參照 - 選取噴印機中所有可用的自訂參照格式以進行編輯。

選取要刪除、複製或重新命名的個別檔案。
附註：可用選項可能視選取的檔案而有所不同。

噴印機備份 輕觸 「噴印機備份」按鈕，並遵循各項步驟執行噴印機備份。
• 儲存空間 - 從可用選項中選取要儲存備份所需的位置。

• 名稱 - 備份名稱將會自動填入，但如有需要，可藉由選取文字以輸入
新名稱。

• 選項 - 如果噴印機和參數 ( 例如黏度 ) 皆正確無誤並正常運作，則檔案
可標記為 「已知良好」，以便日後參考使用。

輕觸 「備份」按鈕以啟動備份。

還原備份 輕觸 「還原備份」按鈕，並依照各項步驟還原噴印機備份。
• 位置 - 從可用選項中選取要還原備份所需的位置。

• 選項 - 顯示所選取磁碟機上可供還原的所有可用檔案。

將核取記號新增至 「還原系統設定」，會將噴印機系統還原成備份檔
案中的可用狀態。 
將核取記號新增至 「還原安全性設定」，會將安全性設定還原成備份
檔案中的可用狀態。

• 檔案 - 顯示所選取磁碟上可供還原的所有可用檔案。

為 「僅限已知良好 ...」加上核取記號，將僅顯示在備份上標記為 「已
知良好」的檔案。

輕觸 「還原」按鈕以還原程序。
附註：還原備份程序務必 「關閉」噴印機。

按鈕 說明

表 6-4: 檔案管理員選項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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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自訂參照產生器
「自訂參照產生器」畫面提供選項以建立及編輯自訂參照欄位。這些欄位可 
包含一或多個資料欄位，以建立用於工作的唯一參照。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自訂參照產生器」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7 所示。

2. 輕觸 按鈕以建立新的自訂參照。「參照名稱」畫面隨即開啟。

3. 使用公用程式鍵盤輸入參照名稱，並輕觸 按鈕。

圖 6-7: 自訂參照產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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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訂參照編輯器」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8 所示。

5. 自訂參照編輯器提供選項，以新增及編輯工作編輯器中可用的下列參數：

附註：自訂參照資料預覽可在畫面底部檢閱。

6. 若要從自訂參照中刪除欄位，請選取所需欄位並輕觸 按鈕。

7. 輕觸 按鈕以儲存所需的自訂參照格式。輕觸 按鈕以不同名稱加以 

儲存。

附註：如果自訂參照用於工作清單中現有的任何工作，則使用者不可刪除該自訂參照。

圖 6-8: 自訂參照編輯器

• 文字

• 使用者提示文字

• 日期

• 位移日期

• 時間

• 班次

• 計時器

• 計數器

• 工廠參照

• 設備參照

• 產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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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1 範例 - 建立新的自訂欄位並將其插入工作編輯器

我們將在以下各節引導使用者

1. 建立自訂欄位

2. 將自訂欄位匯入二維條碼工作

 

建立自訂欄位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

2. 輕觸 按鈕 ( 如第 6-7 頁的圖 6 -13 所示 ) 以建立新的自訂欄位。「參照名稱」畫面隨

即開啟。

3. 使用公用程式鍵盤輸入參照名稱 「到期日」，並輕觸 按鈕。

4. 「自訂參照編輯器」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8 所示。

5. 選取選項 「位移日期」並輕觸。 「位移日期」會新增至自訂參照產生器清單。

6. 從自訂參照產生器清單選取選項 「位移日期」並輕觸。 「位移日期」畫面隨即開啟。

圖 6-9: 範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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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從 「位移單位」清單選取年份。輕觸 按鈕。

8. 從 「位移量」畫面，使用數字鍵盤將值變更為 2。輕觸 按鈕。

9. 輕觸 按鈕以儲存變更。

10. 輕觸 按鈕以儲存自訂工作。

匯入自訂欄位

1. 輕觸 使用者介面中的按鈕。

2. 從工作清單選取工作 「Videojet 1580」，並輕觸 按鈕。

3. 從 「工作編輯器」畫面，輕觸 按鈕，並選取 「二維條碼」選項。輕觸  

按鈕。

4. 「二維條碼設定」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10 所示。 

5. 從 「條碼類型」清單選取 「二維條碼」。

6. 從 「條碼資料」清單選取 「自訂參照」。

圖 6-10: 二維條碼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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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維條碼設定」畫面可讓使用者選取自訂參照，如圖 6-11 所示。 

8. 從 「自訂參照」清單選取 「到期日」，如圖 6-12 所示。 

9. 從 「符號大小」清單選取 16x16 的大小。

附註：使用者應該根據條碼類型選取合適的 「符號大小 / 版本」、「錯誤修正」。如果使用者
選取小型的 「符號大小 / 版本」，則使用者介面會顯示錯誤，如第 5-12 頁的圖 5 -29 所
示。如需適合條碼類型的 「符號大小 / 版本」，請參閱第 5-13 頁的表 5-29。

圖 6-11: 二維條碼設定畫面

圖 6-12: 自訂參照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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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輕觸 按鈕以儲存變更。「工作編輯器」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13 所示。 

11. 選取欄位並拖曳或使用 按鈕將欄位移至所需位置，如第 6-9 頁的圖 6 -15 所示。

12. 輕觸 按鈕。選取選項 「文字」，並輕觸 按鈕。

13. 從 「文字類型」清單選取 「自訂參照」。如需文字選項，請參閱第 5-7 頁的表 5-13。

14. 從 「自訂欄位參照」清單選取 「到期日」，如圖 6-12 所示。

15. 輕觸 「字型」按鈕，並從 「字型」清單選取 「12 High International」。

圖 6-13: 工作編輯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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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輕觸 按鈕以儲存變更。「工作編輯器」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14 所示。

17. 選取欄位並拖曳或使用 按鈕將欄位移至所需位置，如第 6-9 頁的圖 6 -15 所示。

18. 輕觸 按鈕以儲存工作。

圖 6-14: 工作編輯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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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全域工作設定
 「全域工作設定」工具提供選項以設定所有工作使用的參數。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全域工作設定」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15 所示。 

「全域工作設定」畫面提供下列選項的存取權，如表 6-5 所述。 

按鈕 說明

班次代碼 使用者可視需要修正及新增班次。班次代碼、開始時間和啟用天
數皆可設定。每個班次皆不得重複。
預設設定是每週 7 天，每天 3 個班次，每班次 8 小時。

若要編輯現有的班次代碼，可藉由由選取適當的文字方塊或下拉
式清單的方式來編輯所有參數。選取 「刪除」可移除班次，或選
取 「接受」可接受變更，選取 「取消」可返回上一步。

機器參照 新增 / 編輯設備、工廠、產線參照。

時中分代碼 每分鐘 (00-59) 可配置一個唯一的英數代碼，藉由選取適當的文字

方塊，以變更預設值。

日中時代碼 每小時 (00-23) 可配置一個唯一的英數代碼，藉由選取適當的文字

方塊，以變更預設值。

週間日代碼 週間每日 ( 星期日到星期一 ) 可配置一個唯一的英數代碼，藉由選

取適當的文字方塊，以變更預設值。表示 「每週起始」的日期可
藉由從下拉式清單選取來設定。

月中日代碼 月中每日 (01-31) 可配置一個唯一的英數代碼，藉由選取適當的文

字方塊，以變更預設值。

表 6-5: 全域工作設定 

圖 6-15: 全域工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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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月代碼 年中每月 ( 一月到十二月 ) 可配置一個唯一的英數代碼，藉由選取

適當的文字方塊，以變更預設值。

年中週代碼 年中每週 (01-54) 可配置一個唯一的英數代碼，藉由選取適當的文

字方塊，以變更預設值。

十年中的年代碼 十年中每年 (0-9) 可配置一個唯一的英數代碼，藉由選取適當的文

字方塊，以變更預設值。

季終日 設定每一季的最後一日若要修正，請選取文字日期並從行事曆選
取新日期。

列寬調整 可個別調整列和空格寬度。

按鈕 說明

表 6-5: 全域工作設定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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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通訊
「通訊」畫面提供選項以設定噴印機的連線。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通訊」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16 所示。

 

圖 6-16: 通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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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畫面提供下列選項的存取權，如表 6-7 所述：

選項 說明

語言 使用者可選取所需的通訊協定。

噴印確認 若已啟用 「噴印確認」，使用者便可設定所
需的參數以進行輸出。

傳輸欄位 從下拉式清單為傳輸欄位選取所需的觸發器。
啟用後，使用者可設定所需的參數以進行 
輸出。

表 6-6: 通訊 



6-24 Videojet 1580 操作手冊 - 修訂版編號 AA

使用者介面

CijLan1 顯示乙太網路連線的預設設定。
• IP 位址 - 輸入控制器的 IP 位址。預設 IP 

位址為 127.0.0.1。
• 子網路 - 輸入子網路遮罩號碼。預設子

網路為 255.255.255.0。
• 閘道 - 輸入閘道位址。

• MAC 位址 - 顯示控制器的 MAC 位址。

• 新增連接埠和通訊協定 - 輸入所需的連
接埠號碼與通訊協定。

附註：建立的連接埠和通訊協定將會新
增至 「新增連接埠和通訊協定」選項下
的清單。

選項 說明

表 6-6: 通訊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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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噴印機設定
「噴印機設定」畫面提供選項以檢視及修改噴印機參數。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噴印機設定」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17 

所示。

2. 選取所需選項以變更噴印機設定。

 

「噴印機設定」畫面提供下列選項的存取權，如表 6-7 所述：

按鈕 說明

本地化 輕觸下列選項以設定：
• 語言 -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所需的語言。

• 國家 / 地區 -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所需
的國家 / 地區。

• 鍵盤設定 - 輕觸 「鍵盤設定」按鈕之
後，從可用選項中選取所需的鍵盤以及
預設鍵盤。 
「本地化」按鈕以返回功能表。

• 目前日期 - 顯示目前的日期。選取文字
方塊以變更日期。

• 目前時間 - 顯示目前的時間。選取文字
方塊以變更時間。

表 6-7: 噴印機設定 

圖 6-17: 噴印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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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曆法 - 選取所需的曆法 ( 格里曆或回曆 )。
• 年中週 - 將所需之一年中的第一週設為 

1 月 1 日、第一個 4 天的週，或第一個
完整的週。

• 備選的零 - 從下拉式清單中設定 「備選
的零」符號 （零、零及點、零及斜線，
和零及虛線）。備選的零符號可以被設
置為幾種可用零中的一種。

• 度量單位 - 選取 「公制」或 「英制」以
設定度量單位。

節能 為了節省電力，可啟用 「睡眠模式」，而且
在上次互動逾時 ( 分鐘 ) 過期後將關閉顯示

器。預設為 30 分鐘，可視需要使用 +/- 按
鈕或選取文字欄位以增加或減少時間。

現在有額外功能可供選擇，可關閉或在開啟
睡眠模式時進入低電力模式。

自動關閉噴印 為了節省電力，可啟用 「自動關閉噴印」，

而且在上次噴印逾時 ( 分鐘 ) 過期後將關閉

噴印。預設為 30 分鐘，可視需要使用 +/- 
按鈕或選取文字欄位以增加或減少時間。 

按鈕 說明

表 6-7: 噴印機設定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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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印機控制 設定噴印機的各種參數：
• 噴墨噴印機啟動與停止模式 - 從下拉式

清單選取所需的 「啟動」 / 「停止」 
模式。

自動 - 噴印機將根據使用情況選取最佳
的啟動和停止模式。

清潔 - 執行清潔啟動和停止序列，在噴
墨噴印機停止之前，從歧管和噴嘴中取
出墨水。此措施能夠防止墨水在噴頭上
沈積。

附註：一旦完成清潔或快速序列，「噴
字噴墨機啟動與停止模式」將恢復為
「自動」。

快速 - 執行快速啟動與停止序列。 
如果機器關閉不到一小時，請使用快速
啟動。 
快速停止不經過沖洗序列而直接啟動，
並採用供給墨水的方式排放噴嘴中的 
空氣。

附註：一旦完成快速序列，「噴字噴墨
機啟動與停止模式」將恢復為 「自
動」。

• 噴印確認模式 - 從 「關閉」、「開啟 - 高
電平」或 「開啟 - 低電平」選取所需的
噴印確認模式。

• 列印完成寬度 (ms) - 以毫秒為單位輸入
所需的列印完成寬度值。

• 隱藏警告 - 若要在噴印作業時忽略警告，
請啟用此選項。

附註：只會忽略 「噴印錯誤」和 「噴印
觸發器」警告。將顯示所有系統警告，
並且需要操作員進行操作。

• 噴墨噴印機啟動時自動噴印 - 若要允許
在噴墨噴印機啟動時自動開始噴印，請
啟用此選項。

• 工作選取時自動噴印 - 若要允許在工作
載入時自動開始噴印，請啟用此選項。

按鈕 說明

表 6-7: 噴印機設定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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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產品標識列印，不執行 - 將此選項設
為 「關閉」、「累計」或 「連續」。

• 無產品標識列印，不執行容錯 - 輕觸 +/- 
按鈕以增加或減少容錯值。

連續 - 只有在連續出現容錯值時，噴印
機才會顯示故障。

累計 - 達到容錯值總計時，噴印機會顯
示錯誤。

噴頭控制 「噴頭控制」參數是在噴印機安裝期間設
定，通常不應該調整。以下是 「噴頭控制」
可用的參數：
• 啟用吸墨槽故障 - 偵測到吸墨槽故障時，

噴印機會發出故障通知。

• 吸墨槽幫浦速度 (rpm) - 顯示吸墨槽幫浦
速度。

• 自動調製。

• 手動調製電壓 (V) - 顯示手動調製電 
壓值。

• 手動調製頻率 (Hz) - 顯示手動調製頻 
率值。

• 最後已知良好調製 (V) - 顯示最後 「已
知良好組態」的電壓。

• 追蹤 - 只有在啟用 「自動調製」選項
時，使用者才可啟用 / 停用追蹤。

• 噴印高度調整。 (V) - 變更可達成的噴印
高度上限。

• 充電比率。

• 相位充電 (V) - 設定電壓以最佳化噴印 
品質。

按鈕 說明

表 6-7: 噴印機設定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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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訊 顯示系統資訊，例如 「產品名稱」、「產品
版本」、「應用程式」、「通用程式庫」、
「QT 組建」、「QT 執行階段」等。

附註：應用程式提供目前的軟體版本編號。

工作選擇 當 「外部工作選擇」已啟用時，所需的其
他資料可用於完成作業。

按鈕 說明

表 6-7: 噴印機設定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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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使用者存取權限
「使用者存取權限」畫面提供選項以檢視並修改安全性模式、設定角色，及設定 
使用者。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使用者存取權限」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18 所示。

2. 選取所需的選項以變更角色和使用者的安全性設定，並輕觸 按鈕以儲存變更。

圖 6-18: 使用者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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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存取權限」畫面提供下列選項的存取權，如表 6-8 所述。

按鈕 說明

安全性模式 輕觸下列選項以設定：
• 存取模式 - 藉由輕觸所需的模式，以選

取 「角色」或 「使用者」存取模式。

角色 - 除了預設設定以外，此模式也可
設定個別角色。每個角色皆可指定使用
者可存取的工具和功能表。

使用者 - 此模式允許根據可用的角色，
設定具有唯一密碼的唯一使用者。可視
需要啟用或停用使用者。

• 自動登出 - 「自動登出」依預設為開啟
狀態，並且會在 15 分鐘後登出使用者，
無須進行任何使用者介面互動。從方塊
中取消勾選即可取消自動登出。

• 登出時間 ( 分鐘 ) - 輸入自動登出的時間。

附註：只有在已啟用 「自動登出」選項
時，才可使用 「登出時間」。

輕觸 「儲存」按鈕，以儲存變更。

設定角色 顯示 「使用者存取權限」畫面中可用的設
定角色。可用的預設角色為 「管理員」、
「已登出」、「維護 」和 「操作員」。

輕觸下列選項以設定：
• 輕觸 「+ 新增」按鈕，以建立新角色，

並提供所需工具的存取權。

• 輕觸 「編輯」按鈕，以修改選定角色的
可存取性。

• 輕觸 「刪除」按鈕，以刪除選定角色。
您無法刪除 「管理員」和 「已登出」
角色。

• 輕觸 「儲存」按鈕，以儲存變更。

表 6-8: 使用者存取權限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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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使用者 顯示 「使用者存取權限」畫面中可用的設
定使用者。
輕觸下列選項以設定：
• 輕觸 「+ 新增」按鈕，以藉由指派角色

建立新使用者。

• 選取所需的使用者並輕觸 「設定」按
鈕，以建立透過選定角色定義建立新使
用者。也可以設定建立的新使用者。

• 輕觸 「編輯」按鈕，以修改選定使用者
的角色。

• 輕觸「刪除」按鈕，以刪除選定使 
用者。

• 輕觸 「儲存」按鈕，以儲存變更。

按鈕 說明

表 6-8: 使用者存取權限選項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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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 設定主畫面
「設定主畫面」會在主畫面中顯示效能資訊。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設定主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19 所示。

 

2. 輕觸所需的位置以變更主畫面中的選項，如圖 6-20 所示。

圖 6-19: 設定主畫面

圖 6-20: 修改位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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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主畫面」每個位置的可用選項為：

• 未顯示

• 總列印計數

• 總產品計數

• 批次噴印計數

• 批次產品計數

• 件 / 分鐘

• 噴印機可用性

• 操作可用性 ( 噴印機時間總計 )

• 操作可用性 ( 噴印機就緒時間總計 )

• 噴印機計數器

• 產品計數器

• 系統

• 溶劑

• 墨水

3. 輕觸 按鈕以儲存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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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軟體下載
「軟體下載」畫面提供選項以管理系統軟體和工作流程模組。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軟體下載」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21 所示。

 

圖 6-21: 軟體下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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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下載」畫面提供下列選項的存取權，如表 6-9 所述：

按鈕 說明

安裝工作流程模組 如果 「工作流程模組」可使用，則可視需
要透過選定磁碟安裝該模組。

解除安裝工作流程模組 如果不再需要 「工作流程模組」，可以選取
該模組並解除安裝。

升級系統軟體 若要升級系統軟體，請選取可升級的磁碟
機，然後選取所需的軟體套件，最後再選取
「升級」。

表 6-9: 軟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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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級系統軟體 若要降級系統軟體，請選取可降級的磁碟，
然後選取所需的軟體套件，最後再選取
「降級」。

連接至 Videojet 工作流程入口網站 允許噴印機直接連接至 「工作流程入口網
站」，以下載系統軟體套件和工作流程。如
需更多資訊，請聯繫 Videojet 客戶服務或您

當地的經銷商。

噴印機資訊 顯示與噴印機相關的軟體資訊。
軟體版本可匯出至 USB 檔案，或透過網路

匯出，因為該檔案是每台噴印機皆有的唯一
檔案。

按鈕 說明

表 6-9: 軟體下載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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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維護
「維護」工具可讓使用者存取維護指示以及重要維護資料。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維護」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22 所示。

2. 選取所需選項以執行噴印機的維護活動。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第 7 節，第 7-1 頁的 「維護」  。

圖 6-22: 維護



Videojet 1580 操作手冊 - 修訂版編號 AA 6-39

使用者介面

6.2.13 診斷
「診斷」畫面顯示噴印機設定之金鑰參數的目前值，該設定支援噴印機作業， 
並且可協助疑難排解問題。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診斷」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23 所示。

 

圖 6-23: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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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畫面提供下列選項的存取權，如表 6-8 所述。
 

按鈕 說明

噴頭 選取下列選項以檢視各種參數的值：

墨水系統 選取下列選項以檢視墨水系統參數的值：

溫度 顯示各種參數 ( 例如噴嘴、墨水等 ) 的溫度值。

值 顯示所有閥的狀態 ( 已開啟或已關閉 )。

電子產品 選取下列選項以檢視各種參數的值：

I/O 顯示已連接裝置的輸入 / 輸出狀態。

診斷資料 選取下列選項以檢視各種參數的值：
• 噴頭和噴嘴 - 顯示 「噴嘴診斷」、「吸墨槽狀態」和 「噴

頭診斷」。

• 墨水系統 - 顯示「其他」、「墨水狀態」、「硬體狀態」和
「信號燈狀態」。

自檢 輕觸 「執行檢測」按鈕，以執行自檢。「自檢」可驗證噴印
機作業所需要的所有參數，並產生檢測報告。
輕觸 「匯出」按鈕，以匯出檢測記錄供檢閱及分析使用。

表 6-10: 診斷選項 

• 噴嘴

• 定相 / 速度

• EHT

• 吸墨槽

• 墨水幫浦

• 溶劑幫浦

• 黏度

• 墨水

• 溶劑

• 吸墨槽幫浦

• MCB 電壓

• IMB 電壓

• 噴頭 PCB 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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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序列是配置的程式以支援噴印機設定和維護。選取所需的操
作並按照內建提示進行操作：
• 注滿混合缸 - 為了獲得高品質噴印，可執行注滿混合作業

以提高墨水水流的黏度。

• 注滿溶劑缸 - 執行溶劑注滿作業以獲得適當混合。

• 導管清洗 - 如果噴印機長時間未使用，請執行導管清洗作
業以防止異物堵塞噴嘴。

• 快速導管清洗 - 執行快速導管清洗 ( 建議進行約 
15 分鐘 )。

• 系統沖洗清洗 - 啟動機器，且沖洗幫浦開始運轉。在調試
期間或者故障期間空氣被吸入沖洗系統等情況下，可以利
用此功能把空氣排出沖洗系統。

資料記錄 輕觸 「開啟 / 關閉」按鈕，以啟用 / 停用資料記錄選項。若

已啟用，請設定資料記錄的時間間隔。

暫存器 使用者可載入自訂診斷序列以進行故障搜尋和檢測。

請參閱維修手冊以取得其他資訊。

按鈕 說明

表 6-10: 診斷選項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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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 安裝
「安裝」畫面會分三個階段引導使用者完成噴印機安裝。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安裝」畫面隨即開啟，如圖 6-24 所示。

如需其他資訊，請參閱維修手冊。

圖 6-24: 安裝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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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5 VideojetConnect 遠端服務
VideojetConnect 遠端服務工具可從雲端存取噴印機資料，以啟用噴印機的遠端診斷和維護服務。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VideojetConnect 遠端服務」畫面隨即開啟，如 

圖 6-25 所示。

圖 6-25: VideojetConnect 遠端服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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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jetConnect 遠端服務」畫面提供下列選項的存取權，如表 6-11 所述：

按鈕 說明

遠端存取 輕觸 「已啟用」按鈕以允許遠端存取噴 
印機。

遠端服務 以下是可用於遠端服務的選項：
• 輕觸 「已啟用」按鈕以啟用噴印機的遠

端服務功能。

• 輕觸 「遠端邊緣伺服器」按鈕以輸入邊
緣伺服器的 IP 位址。

• 輕觸 「噴印機名稱」按鈕以輸入噴印機
名稱。

關於 顯示軟體版本資訊和 VideojetConnect 遠端

服務模組相關說明。

表 6-11: VideojetConnect 遠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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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設定產線設定
「產線設定」提供選項以建立、編輯、儲存、啟動及刪除產線組態。

6.3.1 建立新的產線設定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

2. 輕觸 「產線設定」畫面上的按鈕以建立新的產線設定，如圖 6-26 所示。「產線設定

名稱」畫面可使用公用程式鍵盤開啟。

 

3. 輸入產線設定的名稱，並輕觸 按鈕以儲存名稱。

圖 6-26: 產線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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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設定 「產線設定」，請選取如圖 6-27 所示的必要選項，並尋步驟逐步完成每個設定。

 

6.3.2 產品方向
「產品方向」可設定需要噴印的方向。

1. 輕觸產線設定設定值畫面上的選項 「產品方向」，如圖 6-27 所示。

2. 選取需要的噴印方向，輕觸 按鈕以確認並移至下一個設定。

圖 6-27: 產線設定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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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噴頭方向
「噴頭方向」可變更產品上的噴印方向。

1. 選取噴頭方向，如圖 6-28 所示。

若要以一般方向進行噴印工作
2. 輕觸 「一般」按鈕，以啟用一般方向的噴印。

若要以反轉方向進行噴印工作
3. 輕觸 「反轉」按鈕，以啟用反轉方向的噴印。

4. 輕觸 按鈕以設定方向。

圖 6-28: 產線設定 - 噴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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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噴印模式
「噴印模式」 可設定不同的噴印模式。噴印模式為

• 單次噴印 / 觸發器

• 多次噴印 / 觸發器

• 連續式

1. 輕觸 「產線設定設定值」畫面上的 「噴印模式」，如圖 6-29 所示。

 

DIN 噴印
DIN 噴印會自動反轉噴印的方向。這種方法專門噴印纜線。

1. 啟用 DIN 噴印模式，選取需要的噴印模式以及 DIN 模式。

單次噴印 / 觸發器
單次噴印 / 觸發器會在產品上進行噴印工作一次。

1. 選取 「單次噴印 / 觸發器」選項以進行單次噴印模式的噴印，輕觸 按鈕以設
定模式。

多次噴印 / 觸發器
「多次」模式可讓噴印機在噴印觸發後在產品上多次噴印。

1. 選取 「多次」選項，如圖 6-29 所示。輕觸 按鈕。

圖 6-29: 產線設定 - 噴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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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更 「設定」畫面中的參數，輕觸 按鈕以設定模式，如圖 6-30 所示。

選項 說明

列印間隔 定義在產品上兩次或多次連續噴印之間的時間間隔。

從清單中選取噴印間隔類型，並輕觸 「確定」按鈕。可用的 「噴印間
隔」選項為 「時間」和 「距離」。

間隔值 定義在產品上兩次或多次連續噴印之間的時間間隔值。

輕觸 +/- 按鈕以設定 「間隔值」 ( 單位：毫秒 )。

噴印 定義工作需要在產品上噴印的次數。

輕觸 +/- 按鈕以設定噴印次數。

已觸發產品偵測器 輕觸 「是」或 「否」按鈕，以啟用或停用選項。

產品偵測器閘道 輕觸 「是」或 「否」按鈕，以啟用或停用選項。

表 6-12: 多種模式參數 

圖 6-30: 噴印模式 - 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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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式
「連續式」噴印模式可在產品上重複噴印工作。

1. 選取 「連續式」選項，如圖 6-29 所示。輕觸 按鈕。

2. 變更 「設定」畫面中的參數。輕觸 按鈕以設定模式，如圖 6-31 所示。

 

請參閱第 6-12 頁的表 6-49 以取得有關參數的詳細資料。

圖 6-31: 噴印模式 - 連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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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噴印觸發器
「噴印觸發器」可選取開始噴印方向的觸發邊緣。

1. 輕觸 「產線設定設定值」畫面上的選項 「噴印觸發器」，如圖 6-32 所示。

2. 視需要選取參數，並輕觸 按鈕以設定值。

 

「噴印觸發器」畫面提供選項以設定下列參數 ( 請參閱表 6-13)：

選項 說明

PD 訊號反轉 將產品偵測器觸發邊緣定義為從低到高或從高到低接收。

最小 PD 寬度 (μs) 定義偵測區域的長度 ( 偵測器感應到的長度 )。

PD 到 PH 的距離 ( 公釐 ) 以公釐為單位，定義噴頭和產品偵測器之間的距離。 
在噴印機開始噴印之前，產品偵測器會感應產品的起始邊緣和尾部
邊緣。

材質寬度過濾器 啟用 / 停用 「材質寬度過濾器」 ( 公釐 )。

材質寬度過濾器 ( 公釐 ) 以公釐為單位，設定噴印機中的產品長度。此選項能讓噴印機在產
品通過光電眼時忽略產品偵測觸發器。

噴頭噴印距離 以公釐為單位，定義噴頭和產品之間的距離。

附註：建議的噴印距離為 12 公釐。

表 6-13: 噴印觸發器選項 

圖 6-32: 產線設定 - 噴印觸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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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產線速度
「產線速度」定義產品到噴印機噴頭的移動。噴印機中定義了三種產線速度，分別是：

• 手動設定 - 以 m/min 或 ft/min 定義產線。

• 依軸編碼器測量 - 依軸編碼器測量產線速度，該軸編碼器可感應產品速度的變化，並
可讓噴印機調整噴印寬度。

• 依產品大小 / 時間測量 - 依產品大小以及產品往噴印機移動所需的和時間來測量產線
速度。

附註：「連續式」模式的 「依產品大小 / 時間測量」選項處於停用狀態。

1. 輕觸 「產線設定設定值」畫面中的 「產線速度」，選取需要的產線速度，如圖 6-33 所示。輕

觸 按鈕以設定產線速度。

 

圖 6-33: 產線設定 - 產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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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設定 「手動設定」選項：

1. 選取 「手動設定」選項，如圖 6-33 所示。輕觸 按鈕以輸入需要的設定值。

2. 輕觸 +/- 按鈕或輸入值，以設定需要的 「產線速度」 (m/min)。

3. 輕觸 「設定」畫面中的按鈕以確認值、儲存及退出設定。

附註：選取 此按鈕不會針對參數設定值，而是會將使用者移至下一個畫面。

在選取此按鈕之前， 不會儲存參數。

圖 6-34: 產線速度 - 手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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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設定 「依軸編碼器測量」選項：

1. 選取 「依軸編碼器測量」，如圖 6-33 所示。輕觸 按鈕以輸入需要的設定值。

2. 在 「設定」畫面上變更需要的參數，如圖 6-35 所示。

 

圖 6-35: 產線速度 - 依軸編碼器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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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 說明 「依軸編碼器測量」畫面上的可用選項。

3. 輕觸 「設定」畫面中的按鈕以確認值、儲存及退出設定。

附註：選取 此按鈕不會針對參數設定值，而是會將使用者移至下一個畫面。

在選取此按鈕之前， 不會儲存參數。

選項 說明

編碼器 (PPR) 使用脈衝數 / 轉數針對固定的產線速度設定編碼器選項。

輸入所需的 「編碼器」值，並輕觸 「接受」按鈕以設定值。

輪週長 ( 公釐 ) 以公釐或英吋為單位設定輪週長。

輸入所需的 「輪週長」值，並輕觸 「接受」按鈕。

編碼器類型 從清單中選取編碼器類型：

• 非正交 - 「單向」噴印，沒有產品的定向監控，可以使用單一
通道或雙通道編碼器。

附註：「方向」和 「復原補償」 選項不適用於 「非正交」編碼器 
類型。

• 正交 - 選取噴印方向，監控產品方向，而且必須使用雙通道編
碼器。

方向 選取正交方向：

• 未使用

• A 領先 B
• B 領先 A

復原補償 復原補償可確保噴印機僅在產品上噴印一次，如果產品放置在可移
動或安置的產線上 ( 例如：輸送帶 )，則噴印機會在噴印時計算編碼 

器計數器筆劃的數量。如果產線停止並向後移動，則在計數器筆劃
數返回到最後一個已知位置前，噴印機不會重新啟動噴印。

輕觸 「開啟」按鈕，以啟用復原補償選項。

表 6-14: 依軸編碼器測量 - 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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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設定 「依產品大小 / 時間測量」選項：

1. 輕觸 「依產品大小 / 時間測量」，如圖 6-33 所示。輕觸 按鈕以輸入需要的設
定值。

2. 在 「設定」畫面上變更需要的參數，如圖 6-36 所示。

表 6-15 說明可用的參數：

3. 輕觸 「設定」畫面中的按鈕以確認值、儲存及退出設定。

附註：選取 此按鈕不會針對參數設定值，而是會將使用者移至下一個畫面。

在選取此按鈕之前， 不會儲存參數。

選項 說明

產品寬度 ( 公釐 ) 輸入所需的 「產品寬度」值。

輕觸 「接受」按鈕，以設定產品寬度值。

自動編碼器 
逾時 (μs)

自動編碼器選項使用非常精確的偵測器以感應每個產品的起始邊緣和尾部
邊緣，並調整每個產品的產品標識列印寬度。如果在時間間隔內未偵測到
產品，指定自動編碼器逾時會停用自動編碼器。

輸入所需的 「自動編碼器逾時」值。

輕觸 「接受」按鈕，以設定值。

表 6-15: 依產品大小 / 時間測量 - 參數

圖 6-36: 產線速度 - 依產品大小 / 時間設定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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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啟動產線設定
依照下列步驟啟動噴印機的產線。或者，可以針對每個工作選取 「產線設定」，請參閱第 5-8 頁
的 5.2.1.2 「設定」一節。若要啟動 「產線設定」做為噴印機預設設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清單中選取所需的產線設定，如第 6-26 頁的圖 6 -45 所示。

2. 輕觸 按鈕以設定需要的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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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整體設備效率可用性

6.4.1 簡介
「可用性」測量設備的運轉時間。是指要求設備進行生產時並在準備好作業後的可操作時間長短
這是三個 OEE 主要指標的其中一個，且可適用於 Videojet 1580。

「可用性」工具協助區隔操作和噴印機問題，可讓使用者追蹤噴印機的停機時間，並檢視停機時
間的統計資料。錯誤畫面可分析執行時間的測量資料，協助使用者瞭解並排除噴印機和操作停機
時間的常見原因。

可用性同時顯示兩種基本的可用性指標：

• 噴印機可用性

• 操作可用性

附註：可按使用者的要求，將操作可用性變更為兩種不同的生產時間代理：「噴印機時間總計」
和 「噴印機就緒時間總計」模式。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第 6-59 頁的 「操作可用
性」」。

其中

• 操作時間是噴印機的總運轉時間。

• 已計劃的生產時間是預期的行執行時間 *。

* 根據已選取 「噴印機時間總計」或 「噴印機就緒時間總計」的代理。

可用性 % =
操作時間

已計劃的生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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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噴印機可用性
噴印機可用性追蹤和內部錯誤 ( 故障 ) 直接相關的停機時間，例如：

• 泵失靈

• 充電供給故障

• 吸墨槽故障

噴印機可用性的定義是

 

「噴印機時間總計」指的是噴印機開啟的時間總量 ( 已使用電源 )。若發生故障時噴印機的電源是
關閉，則噴印機時間總計也包括噴印機關閉的時間長短。

「噴印機停機時間」是指噴印機在 「噴印機錯誤狀態」中花費之 「噴印機時間總計」的時間長
短。「噴印機錯誤狀態」定義為由於發現噴印機錯誤而造成無法使用噴印機的期間。如需更多資
訊，請參閱維修手冊。

6.4.3 操作可用性
這是更廣泛的測量方法，反映停機時間對產線的全面影響。「操作可用性」 會追蹤與可能分類為
「程序性」錯誤相關的停機時間，例如：

• 混合缸用盡

• 調製驅動器過熱

影響可能和噴印機問題、操作員相關問題、調班等相關。

「操作可用性」的定義是

 

「生產時間代理」允許可用性計算在客戶選取的操作模式 「噴印機時間總計」或 「噴印機就緒時
間總計」之間進行變更。生產時間的定義按所選生產時間代理而定：

• 噴印機時間總計

• 噴印機就緒時間總計

若發生故障時噴印機的電源是關閉的，則生產時間也包括噴印機關閉的時間長短。

「操作停機時間」是噴印機在 「操作錯誤狀態」中花費之 「生產時間」的時間長短。「操作錯誤
狀態」定義為由於發現操作錯誤而造成無法使用噴印機的期間。

附註：請參閱維修手冊，取得噴印機和操作錯誤狀態的更多資訊。

噴印機可用性 = 1 -
噴印機的停機時間

噴印機時間總計

操作可用性 = 1 -
操作停機時間

生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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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可用性畫面

1. 輕觸 「工具」畫面上的按鈕。「效能」畫面隨即開啟，如第 6-3 頁的圖 6 -4 所示，並輕

觸 「OEE 可用性」按鈕。

2. 「噴印機可用性」和 「操作可用性」資料與噴印機時間總計的時間範圍一併顯示，如圖 6-37 
所示。

 

附註：輕觸儲存格以檢視所選可用性資料的錯誤類型畫面。畫面會顯示錯誤類型、持續時間和頻
率。

選項 說明

時間範圍 顯示在不同的可用時間範圍內，噴印機和操作可用性的數值。可用
性資料的歷史記錄有助使用者建立影響可用性的季節變更的關聯。

噴印機可用性 顯示噴印機的可用性資料。

操作可用性 根據用於計算的代理來顯示操作可用性資料，即 「噴印機時間總
計」或 「噴印機就緒時間總計」。

匯出 將事件記錄匯出至 USB 隨身碟。使用者介面會引導使用者逐步完

成必要步驟，將資料下載至 USB。

表 6-16: OEE 可用性畫面選項 

圖 6-37: 效能 - OEE 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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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故障類型 說明故障代碼和故障。輕觸故障類型，檢視故障的詳細說明和可行解
決方案。

持續時間 (mmm:ss) 噴印機處於此故障狀態的時限總計。

頻率 噴印機在此時間範圍內處於此故障狀態的次數。

匯出 將事件記錄匯出至 USB 隨身碟。使用者介面會引導使用者逐步完成  

必要步驟，將資料下載至 USB。

上一步 提供選項以返回至 「OEE 可用性」頁面。

表 6-17: 故障類型

圖 6-38: 噴印機可用性 - 錯誤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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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觸 「頻率」或 「持續時間」值，以檢視 「噴印機記錄」畫面 ( 請參閱圖 6-39)。噴印機記錄會
顯示該特定錯誤每次發生的日期、時間和持續時間。此頁可用於在生產場所建立某錯誤的發生與
其他事件的關聯。

請參閱第 6-5 頁的 「噴印機記錄」以取得其他資訊。

圖 6-39:OEE 可用性 - 噴印機記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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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節 維護

簡介
噴印機的維護包含操作員或者維修技術員能夠執行的各種步驟。本節說明允許噴印機操作員執行的
各種維護工作。必須由經過訓練的維修技術員與維護人員執行的其他維護工作，請參閱 《維修手
冊》中的說明。

本節提供有關操作員可執行之維護工作的資訊，且包含下列主題：

• 維護排程

• 使用維護工具

• 更換溶劑匣

• 檢查噴頭

• 清潔噴頭

• 清潔噴印機機身

• 清潔觸控螢幕

• 更換空氣過濾器

• 準備長期關機 ( 存放 ) 或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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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維護排程
表 7-1 提供需要定期執行的維護活動清單。

 

間隔 工作

墨水及 / 或溶劑匣用盡時 更換溶劑匣

( 視需要而定 ) 系統將會提示使

用者根據噴印機設定清潔 
吸墨槽 / 噴頭

清潔噴頭
清潔噴頭的下列零件：

• 轉向板

• 吸墨槽

附註：在執行維護之前，請先檢查噴印的品質。

視需要而定 清潔噴印機機身

視需要而定 清潔觸控螢幕

3,000 小時 更換空氣過濾器

5,000 小時或 12 個月 更換服務模組 1

表 7-1: 維護檢查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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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使用維護工具
「維護」工具可讓使用者存取維護指示以及重要維護資料。

Figure 7-1: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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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畫面提供下列選項 ( 如表 7-2 中所述 )。

按鈕 說明

噴嘴清潔 提供執行噴嘴清潔作業的步驟與影片。
請參閱 7.5 於頁面 10 以取得其他資訊。

噴嘴反沖 提供執行噴嘴反沖作業的步驟與影片。
當系統指示開始進行程序時，遵循步驟並輕觸 「開始」按
鈕。完成後，系統會顯示 「確定」訊息。

噴印模組 下列顯示適用於噴印模組的參數：

• 序號

• 噴嘴大小 (µm)

• 目標速度 (m/s)

• 安裝日期

• 噴印執行時數

• 噴印墨滴數量 ( 百萬 )

服務模組 1 下列顯示適用於服務模組 1 的參數：

• 序號

• 安裝日期

• 執行時間

• 預計變更日期

輕觸「變更服務模組 1」按鈕，檢視相關步驟或影片，以瞭解 

如何執行更換服務模組 1 之準備工作的程序。

溶劑控制模組 以下顯示溶劑控制模組的參數：

• 序號 

• 安裝日期 

• 時數 

• 預計變更日期 

輕觸 「變更溶劑控制模組」按鈕，檢視相關步驟或影片，以
瞭解如何執行更換溶劑控制模組之準備工作的程序。

表 7-2: 維護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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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使用維護指示影片
影片會提供完成維護程序的逐步指示。

空氣過濾器 以下顯示適用於空氣過濾器的參數：

• 時數

• 預計變更日期

輕觸「更換空氣過濾器」按鈕，檢視並遵循相關步驟或影片，
以瞭解如何執行該程序。

如需其他資訊，請參閱 7.8 更換空氣過濾器於頁面 16。

服務記錄項目 顯示客戶服務記錄項目。 
可透過選取所需的文字方塊以更新資訊。

服務指示 提供各項可用服務指示的清單。

選取其中一個選項將會顯示該程序的步驟和影片：

• 空氣過濾器

• 服務模組 1

排空及清潔系統 輕觸 「排空墨水」按鈕，並遵循步驟以排空墨水系統中的墨
水。另提供影片做為指引。

輕觸 「清潔系統並排空溶劑」按鈕，並遵循步驟以沖洗墨水
系統。另提供影片做為指引。在排空墨水步驟未完成之前，此
步驟無法開始。

按鈕 說明

表 7-2: 維護選項 ( 續 )

圖 7-2: 維護指示影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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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提供下列選項：

按鈕 說明

開始或停止播放影片。

影片和時間進度已完成。

附註：使用者無法編輯此項目。

循環播放影片或僅播放影片一次。

展開為全螢幕或調整為預覽畫面。

表 7-3: 維護指示影片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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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更換溶劑匣
以下提供兩種類型的液體卡匣：

• 墨水匣

• 溶劑匣

使用者必須在調試噴印機的時候或者卡匣已空的時候進行安裝。液體的類型 ( 墨水或者溶劑 ) 寫在
卡匣的標籤上。

附註：使用者介面中提供下列影片指示。

必要的零件與工具：

7.3.1 如何更換溶劑匣

零件 / 工具 數量

溶劑匣 1

墨水匣 1

安全護目鏡 -

手套 -

無絨布 -

表 7-4: 零件與工具

1. 以逆時針方向將垂直位置旋鈕轉至水
平位置，並解鎖隔間門。開啟墨水隔
間門。

2. 將墨水隔間門維持於定位 ( 如圖所示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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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拉出舊的 ( 視需求為墨水及 / 或溶劑 ) 
卡匣，從匣架卸下卡匣。

4. 將卡匣按鍵對齊正確的匣架插槽，然後
將墨水匣 / 溶劑匣插入匣架。

附註：將墨水匣插入噴印機前請先搖動墨水匣。
• 確保墨水匣完全嵌入墨水匣架中。

• 確保卡匣存量指示器會顯示 100% 滿。

附註：推動卡匣，直到其卡入匣架 ( 意即您聽到卡嗒聲 )。
附註：噴印機須花費數分鐘讀取，才會顯示卡匣存量。

5. 關閉墨水隔間門。以順時針方向將水
平旋鈕轉至垂直位置，以鎖定墨水隔
間門。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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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檢查噴頭
執行下列工作以檢查和清潔噴頭：

1. 如果使用者處於噴印模式，請結束該模式。噴印機狀態會變更為 「離線」。

2. 鬆開噴頭螺絲，然後卸下噴頭蓋。

3. 檢查噴頭與噴頭蓋板內側是否附有任何墨水沈積物。如果需要進行清潔作業，請參閱第 7-10 頁
的 「清潔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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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清潔噴頭
執行下列步驟以清潔噴頭：

警 告
人身傷害。

如噴印機的墨水或溶劑溢出或洩漏會導致地板滑 / 滑倒危險和 / 或火災危險 ( 尤其是如果設備
位於易燃材料和 / 或其他設備之上時 )。可使用承滴盤選件 ( 部件號 234407)。要安裝，在將放
置的噴印機的表面上放置承滴盤。將噴印機放置在承滴盤的中心。

確定承滴盤已適當接地，以免累積靜電。

警 告
蒸汽危險。

長時間吸入清潔劑蒸汽可導致睡意與 / 或類似於醉酒的感覺。請只在寬敞且通風良好的區域使用。

警 告
人身傷害。

清潔劑攝入體內會中毒。請勿吞咽。若攝入，應立即就醫治療。

警 告
處理清潔劑。

清潔劑會刺激眼睛與呼吸系統。要在處理此物質時防止人身傷害，請採取以下措施：

• 應一律穿戴防護橡膠手套和衣物。

• 應一律佩戴有側遮的護目鏡或面罩。進行維護時，建議您還須佩戴防護眼鏡。

• 在處理墨水之前抹上護手霜。

• 若皮膚上沾染了清潔劑，請用流水沖洗至少 15 分鐘。

警 告
火災與健康危險。

清潔劑會揮發，且易於燃燒。必須根據當地規定進行儲存和搬運。

在清潔劑的周圍，請勿吸煙或使用明火。

使用之後，應立即脫下滲入大量清潔劑的任何薄布或衣物。任何此類物品均應按照當地的法規
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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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確定噴頭已關閉。

附註：瀏覽 「工具」 > 「維護」 > 「噴嘴清潔」畫面，查看步驟與影片以瞭解有關程序的詳細 
資料。

先決條件：

1. 結束噴印模式。噴印機狀態會變更為 「離線」。

2. 停止噴墨，等待噴印機完全關閉。

必要的零件與工具：

注 意
設備損壞。

為了避免損壞噴印機的部件，請只使用軟刷與無絨布來清潔噴印機。請勿使用高壓空氣、廢棉
或粗糙的工具。

注 意
設備損壞。

清潔噴頭之前，請確保清潔劑與所用墨水相容。不遵循本注意聲明可能會損壞噴印機。

零件 / 工具 數量

清洗台 1

清潔劑 -

安全護目鏡 -

手套 -

無絨布 -

表 7-5: 零件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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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如何清潔噴頭

噴嘴清潔

1. 請依照指示方向鬆開噴頭上的螺絲。

2. 將噴頭蓋卸下。

3. 將噴頭放入清洗台 ( 底下的清洗盆需確
實接地 )。

瀏覽至 「工具」 > 「維護」 > 「噴嘴
清潔」畫面。開始噴嘴清潔作業。

4. 完成噴嘴清潔作業後，請使用正確的
清潔溶劑清潔下列噴頭零件：

• 吸墨槽感應管

• 充電電極

• 轉向板

• 噴嘴

附註：清潔劑必須適合噴印機中所用
的墨水類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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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晾乾噴頭，確保已將充電電極插槽裡的
清潔劑清理乾淨。

從清洗台取出噴頭。

6. 將噴頭蓋裝回噴頭組件。

7. 請依照指示方向鎖緊噴頭上的螺絲。

8. 從清洗台謹慎卸下清洗盆，並根據當
地法規棄置溶劑。

噴嘴反沖

瀏覽至 「工具」 > 「維護」 > 「噴嘴反沖」畫面。

檢視步驟與影片，以瞭解程序相關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維修手冊以取得其他資訊。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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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清潔噴印機機身
執行下列步驟以清潔噴印機機身：

先決條件：

• 停止噴印機

• 關閉噴印機電源

必要的零件與工具：

1. 使用真空吸塵器或軟刷除去噴印機中的灰塵。

附註：使用壓縮空氣快速去除灰塵。氣壓不得超過 20 psi。

2. 用無絨濕布擦拭噴印機的表面。利用溫和的去污劑來清除無法用濕布擦乾淨的污染物。

警 告
人身傷害。

透過空氣傳播的微粒與物質會危害健康。請勿使用高壓壓縮空氣來清潔噴印機機身。

注 意
設備損壞。

凡是含有氯化物 ( 包括次氯酸鹽漂白水或鹽酸 ) 的清潔劑，可能會造成無法接受的表面蝕孔和染
斑。這類清潔劑不得與不銹鋼接觸。如果使用鋼絲刷或鋼絲刷毛墊，應選用不銹鋼製品。確定
所使用的任何研磨材的表面無污染，尤其應避免鐵和氯化物。

零件 / 工具 數量

安全護目鏡 -

手套 -

無絨布 -

表 7-6: 零件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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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清潔觸控螢幕
執行下列步驟以清潔觸控螢幕：

先決條件：

• 停止噴印機

• 關閉噴印機電源

必要的零件與工具：

1. 若有必要，可以柔軟乾布或棉片擦拭觸控螢幕。

2. 確認已立即去除任何濕氣，避免觸控螢幕出現污漬或損壞。

附註：若有必要，可用少許酒精沾濕乾布，清除任何污垢。

注 意
設備損壞。

僅可用柔軟乾布或棉片擦拭 LCD 螢幕。水可能會損壞螢幕，或使之褪色。立即清除任何零件表
面的凝結物或濕氣。

零件 / 工具 數量

安全護目鏡 -

手套 -

無絨布 -

表 7-7: 零件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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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更換空氣過濾器
執行下列步驟以卸下及安裝空氣過濾器：

附註：瀏覽「工具」 > 「維護」 > 「服務指示」 >「更換空氣過濾器」畫面，以檢視使用者介面指
示與影片。

先決條件：

• 停止噴印機

必要的零件與工具：

7.8.1 如何卸下空氣過濾器

零件 / 工具 數量

空氣過濾器元件 1

表 7-8: 零件與工具

1. 以逆時針方向將垂直位置旋鈕轉至水 
平位置，並解鎖隔間門。開啟墨水隔 
間門。

2. 將墨水隔間門維持於定位 ( 如圖所示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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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卸下空氣過濾器。

7.8.2 如何安裝空氣過濾器

已完成安裝空氣過濾器。

3. 移除隔間門的空氣過濾器外蓋和空氣過
濾器元件。

1. 插入新的空氣過濾器元件和空氣過濾器
外蓋。

2. 關閉墨水隔間門。以順時針方向將水
平旋鈕轉至垂直位置，以鎖定墨水隔
間門。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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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準備長期關機 ( 存放 ) 或運輸
附註：若噴印機超過三個月不用，就應執行長期關機程序。

必要的零件與工具

零件 / 工具 數量

與要沖洗之混合缸中的現有溶劑相
符的溶劑匣

2

排空溶劑匣 4

安全護目鏡 -

手套 -

無絨布 -

表 7-9: 零件與工具

警 告
人身傷害。

墨水、溶劑和清潔劑會刺激眼睛與呼吸系統。處理這類物質應注意下列事項，以免造成人身 
傷害：

• 一律穿著防護服，並戴上橡膠手套。

• 應一律佩戴有側遮的護目鏡或面罩。進行維護時，建議您還須佩戴防護眼鏡。

• 在處理墨水之前抹上護手霜。

• 若皮膚上沾染了墨水、溶劑或清潔劑，請立即用肥皂水清洗。請勿用洗滌劑或溶劑來
清洗皮膚上的墨漬。若皮膚上沾染了清潔劑，請用流水沖洗至少 15 分鐘。

警 告
人身傷害。

墨水、溶劑和清潔劑會揮發且極易燃燒。這些物質必須按照當地的法規進行保存與處理。

• 在這些物質的周圍，請勿吸煙或使用明火。

• 使用之後，應立即脫下滲入了大量此類物質的任何薄布或衣物。根據當地規定處理此
類物品。

• 萬一任何容器在使用後仍遺留有墨水、溶劑或清潔劑，應重新密封。在補充墨水、 
溶劑或清潔劑時，建議只使用滿瓶的；對於沒有裝滿的瓶，應按照當地的法規進行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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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 如何準備長期關機 ( 存放 ) 或運輸
請執行下列工作來準備噴印機長期關機 / 運輸：

1. 瀏覽至 「工具」 > 「維護」 > 「排空及清潔系統」畫面。

2. 遵循指示 / 影片並輕觸 「下一步」按鈕 ( 如圖 7-3 所示 ) 以繼續。

噴印機現在已經準備就緒，可以存放或運輸。

附註：當混合缸重新裝填先前取下存放的墨水時，由於校準資料已完成儲存，因此切勿於該期間重
新校準墨水粘度。

附註：完成長期關機 / 運輸後，必須更換服務模組 1。

警 告
人身傷害。

長時間吸入溶劑或清潔劑會導致睡意與 / 或類似於醉酒的感覺。請只在寬敞且通風良好的區域
使用。

圖 7-3: 排空及清潔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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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節 疑難排解

簡介
本節包含提供給使用者的疑難排解和故障診斷資訊。本節包含下列資訊：

• 噴印機無法啟動

• 噴印位置不正確

• 噴印尺寸不正確

• 噴印未完成

• 噴印品質不佳

• 警報訊息

維修手冊中為維修技術人員與經過訓練的人員提供了更多的疑難排解資訊。

警 告
危險電壓。

當本設備連接主電源時，其內部存在危險電壓。只有經過訓練的授權人員才能執行維護工作。
請遵守任何電氣安全法規與習慣。在卸下蓋板或者進行任何維修或修理作業之前，除非有必要
運行噴印機，否則應將噴印機與主電源中斷連接。不遵循本警告聲明可能會導致死亡或者人身
傷害。

警 告
人身傷害。

處於故障狀態的加熱器，其溫度可能達到 70°C。請勿碰觸安裝加熱器所使用的固定板。忽略此
警告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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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噴印機無法啟動
1. 請確認噴印機已開啟。若要開啟噴印機，請按下噴印機左側的按鈕。

2. 檢查狀態列 ( 請參閱表 8-1)，以查看系統是否發生任何故障，或使用者是否需要採取行動。

附註：主畫面頂端的狀態列會顯示信號燈輸出的顏色。

3. 查看疑難排解表 ( 請參閱表 8-2)，以瞭解問題、可能原因及使用者需要採取的行動。

Status Bar 
( 狀態列 )

信號燈 信號燈輸出

藍色 綠色 噴墨正在執行，且噴印機可以正常噴印 ( 不在噴印模 

式下 )。

綠色 綠色 噴印機處於噴印模式且可正常噴印。

黃色 琥珀色與綠色 使用者需要介入處理噴印機，以防止發生系統故障。例
如，墨水或溶劑不足。

紅色 紅色 發生任何會阻礙噴印的故障。例如，噴墨未執行、轉向
板鬆動等。

表 8-1: Status Bar ( 狀態列 )

症狀 可能原因 動作

狀態列顯示紅色或 
黃色

多重原因 - 請參閱錯誤代碼 檢查顯示器，查看是否顯示任何相關
故障訊息和警告。請參閱第 8-7 頁的

「警報訊息」。

如果狀態列顯示綠色，
但噴印機無法噴印

產品感測器與軸編碼器未正
確連接

確保產品感測器與軸編碼器已連接並 
正常工作 ( 當產品通過產品感測器時，

產品後方的指示燈必須閃爍 )。

- 如果問題仍然持續發生，請將故障情
況回報至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
聯絡電話：1-800-843-3610 ( 僅限美 

國 )。美國境外的客戶請聯絡 Videojet 
附屬機構或當地的 Videojet 經銷商。

表 8-2: 疑難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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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器或信號燈 
( 若有安裝 ) 未亮起

主電源未供電 檢查主電源，確認其是否供電。

主電源輸入連接器未插入或
未正確插入

檢查主電源，確認輸入連接器是否正
確插入。

主電源按鈕處於 「關閉」 
位置

檢查主電源，確認主電源按鈕位於
「開啟」位置 ( 看起來已壓入 )。

- 如果問題仍然持續發生，請將故障情
況回報至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
聯絡電話：1-800-843-3610 ( 僅限美 

國 )。美國境外的客戶請聯絡 Videojet 
附屬機構或當地的 Videojet 經銷商。

症狀 可能原因 動作

表 8-2: 疑難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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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噴印位置不正確
1. 確認噴印邊界 ( 與邊緣的距離 ) 是否正確。請參閱第 5-9 頁的 5.2.1.3 「參數」。

2. 確認 PD 到 PH 的距離 (產品到噴頭的距離 ) 是否正確。請參閱第 6-51 頁的 6.3.5「噴印觸發器」。

3. 確認工作開頭處並未留有額外的空白。

8.2.1 調整噴印位置
4. 使用者可透過 「調整」 > 「移動」變更數值，以修改噴印位置。

5. 請參閱第 4-12 頁的 「調整產品上的噴印位置」一節，以取得以取得其他詳細資料。

圖 8-1: 噴印位置

圖 8-2: 調整噴印位置 -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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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噴印尺寸不正確
1. 確認字元高度和字型設定是否正確。請參閱第 5-12 頁的 5.2.2 「新增欄位」。

附註：請參閱相關欄位類型，以修改字元高度和字型。

2. 確認噴頭到產品的距離是否正確。當噴頭遠離產品時，字元高度會增加，而解析度會降低。

附註：為獲得最佳品質，噴頭到產品的最佳距離為 12 公釐。範圍介於 5 到 15 公釐。

3. 請參閱第 4-13 頁的 「調整產品上的噴印比例」一節，以取得以取得其他詳細資料。

8.4 噴印未完成
您必須檢查噴頭上是否有任何墨水沉澱，必要時應清潔噴頭。請參閱第 7-10 頁的 
7.5 「清潔噴頭」。

確認欄位高度並未超過選取的工作高度 ( 選取的光柵 )。

圖 8-3: 與產品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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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噴印品質不佳

表 8-3 描述劣質噴印的範例、需要找出的原因以及矯正故障的步驟。

左側的範例說明總體字元構成良好、無游離墨滴
與噴印均勻。

範例與原因 矯正

噴墨並未正確對齊，或噴嘴部分阻塞。可以看
到底部墨滴滴落在吸墨槽的邊緣。可能是

EHT 過低。

清潔噴頭。瀏覽至 「工具」 > 「維護」 >
「噴嘴清潔」並遵循程序，確保吸墨槽已清潔
乾淨。如果問題持續發生，請完成噴嘴反沖
程序。瀏覽至 「工具」 > 「維護」 > 「噴嘴
反沖」並遵循程序。

定相錯誤。墨滴的正確定位情形不佳。在周圍
區域看到正常量的噴濺。

清潔噴頭。瀏覽至「工具」>「維護」>「噴
嘴清潔」並遵循程序。如果問題持續發生，請
完成噴嘴反沖程序。瀏覽至「工具」 > 「維
護」 > 「噴嘴反沖」並遵循程序。

確保噴印到定相之間有足夠的時間。

調製不正確，贅物過多，充電過程不正確。

反沖噴嘴並確保將贅物分離。

壓力過高，墨滴沒有正確轉向，墨滴「串位」
重疊，少噴印。

檢查噴墨是否對齊。更多資訊，請參閱維修
手冊。

壓力過低、墨滴過度轉向或定位不正確。可能
遺漏大部分轉向墨滴。

檢查噴墨是否對齊。更多資訊，請參閱維修
手冊。

表 8-3: 劣質噴印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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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警報訊息
發生故障或警告時，噴印機會在狀態列中顯示警報代碼和說明，並顯示目前存在的警報數量。如有
警告存在時，狀態列將會呈現黃色；而如有故障存在時 ( 如下所示 )，狀態列將會呈現紅色。

附註：如果故障和警告同時存在時，系統會優先顯示故障。

噴頭離基底過遠。墨滴受氣流影響，垂直方向
間距過遠。

減少距基底的距離，或者選擇更正確的字型。

噴頭插槽與基底導軌之間未保持垂直。

噴頭表面必須與基底表面形成 90 度角，而且  

噴頭插槽必須與基底導軌保持垂直。請參閱 
下圖。

範例與原因 矯正

表 8-3: 劣質噴印範例 ( 續 )

圖 8-4: 故障訊息

圖 8-5: 警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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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故障時，噴印將會停止。發生故障時，可使用外部輸出。此輸出可用於與包裝機的止動電路進
行互動，以確保在出現錯誤時停止包裝機。

若要檢視警報詳細資料並檢視解決問題的相關指示，請按一下狀態列上的向下箭頭。

8.6.1 清除警報
本節的指示提供如何清除故障的資訊。清除警告所使用的程序與此類似。

若要檢視故障的詳細資料，請遵循以下步驟進行：

1. 輕觸 狀態列以檢視未清除的故障 ( 圖 8-6) 清單。

2. 輕觸清單中的故障名稱，以閱讀有關此故障的詳細資料。

圖 8-6: 故障選擇

圖 8-7: 故障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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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閱讀畫面上所提供的故障和指示的詳細資料，深入瞭解故障與建議採取的必要行動之相關細
節，以清除故障狀態。

附註：我們提供適用於清除各種警報狀態的影片。

4. 當故障狀態移除後，「清除」按鈕將會啟用。輕觸 按鈕 ，以移除故障訊息。

附註：此步驟僅適用於持續發生的警報，直到您使用 「清除」按鈕清除為止。當警報狀態修
復後，多數警報將會自動清除。

附註：若要清除一或多個警報，請輕觸 按鈕。

圖 8-8: 故障詳細資訊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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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噴印機警報

錯誤
參照

名稱 補救措施

E10621 溶劑槽內的溶劑匣 
錯誤

溶劑槽內的溶劑匣含有墨水。請安裝合適的溶劑匣。

E10622 墨水槽內的墨水匣 
錯誤

墨水槽內的墨水匣含有溶劑。請安裝合適的墨水匣。

E10623 已超過墨水匣插入 
次數

墨水槽內的墨水匣已超過其允許的插入次數。請安裝合
適的墨水匣。

E10624 已超過溶劑匣插入 
次數

溶劑槽內的溶劑匣已超過其允許的插入次數。請安裝合
適的溶劑匣。

E10625 墨水匣已過期 墨水匣已達到其使用壽命。請安裝合適的墨水匣。

E10626 溶劑匣已過期 溶劑匣已達到其使用壽命。請安裝合適的溶劑匣。

E10649 新墨水參數 墨水操作參數已變更並更新至 IMB。

E10719 噴頭 1 工作未準備就

緒，無法噴印

噴頭 1 工作未準備就緒，無法噴印。請執行並載入工作。

E15044 無效的工作寬度 工作超過最大噴印寬度。請編輯工作，以便在繼續前減
少噴印寬度或選擇新工作。

E15048 墨水匣用盡 墨水匣已用盡。請安裝合適的墨水匣。

E15050 溶劑匣用盡 溶劑匣已用盡。請安裝合適的溶劑匣。

E15059 溶劑缸存量高 溶劑缸的溶劑存量高於允許的限制。若可能，請繼續運
轉噴墨噴印機，並避免進行將額外溶劑導入系統的動作，
包括清潔停止 / 啟動與噴嘴沖洗。

E15061 溶劑缸用盡 溶劑缸已用盡。請檢查溶劑匣並視情況安裝合適的更換
溶劑匣。

E15062 溶劑缸用盡 溶劑缸已用盡。安裝合適的溶劑匣，並在重新啟動噴墨
噴印機之前執行 「注滿溶劑缸」。

表 8-4: 噴印機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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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063 混合缸存量高 混合缸的溶劑存量高於允許的限制。若可能，請繼續運
轉噴墨噴印機，並避免進行將額外溶劑導入系統的動作，
包括清潔停止 / 啟動與噴嘴沖洗。

E15065 混合缸用盡 混合缸已用盡。請檢查墨水匣並視情況安裝合適的更換
墨水匣。

E15066 混合缸用盡 混合缸已用盡。安裝合適的墨水匣，並在重新啟動噴墨
噴印機之前執行 「注滿混合缸」。

E15150 墨水粘度過低 墨水過於稀薄。若可能，請繼續運轉噴墨噴印機，並避
免將造成進一步稀釋的動作，包括清潔停止 / 啟動與噴

嘴沖洗。

E15151 墨水粘度過高 墨水過於濃稠。檢查溶劑缸存量並視情況重新注滿溶 
劑缸。

E15154 因操作員選擇而
「快速」停止

噴印機因操作員選擇而執行 「快速」停止。若要避免發
生啟動問題，請盡早重新啟動噴墨噴印機。請在啟動前
檢查噴頭並視情況加以清潔。

E15171 噴頭 1 未及時獲得 

相位

噴印機在逾時發生前無法獲得有效的相位剖面資料。請
降低噴印速率 / 產線速度並檢查產品偵測器是否正確 

操作。

E15201 噴頭 1 速度偵測逾時 噴印機在逾時發生前無法獲得有效的墨滴速度資料。請
降低噴印速率 / 產線速度並檢查產品偵測器是否正確 

操作。

E15262 因混合缸存量高而
「快速」啟動

噴印機因混合缸存量高而執行 「快速」啟動。

E15263 因無溶劑匣而 「快
速」啟動

噴印機因無溶劑匣而執行 「快速」啟動。

E15264 因溶劑匣用盡而
「快速」啟動

噴印機因溶劑匣用盡而執行 「快速」啟動。

E15265 因混合缸存量高而
「快速」停止

噴印機因混合缸存量高而執行 「快速」停止。若要避免
啟動問題，請盡早重新啟動噴墨噴印機。請在啟動前檢
查噴頭並視情況清潔。

錯誤
參照

名稱 補救措施

表 8-4: 噴印機警報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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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266 因錯誤的溶劑類型而
「快速」停止

噴印機因錯誤的溶劑類型而執行 「快速」停止。若要避
免啟動問題，請盡早重新啟動噴墨噴印機。請在啟動前
檢查噴頭並視情況清潔。

E15267 因無溶劑匣而 「快
速」停止

噴印機因無溶劑匣而執行 「快速」停止。若要避免啟動
問題，請盡早重新啟動噴墨噴印機。請在啟動前檢查噴
頭並視情況清潔。

E15268 因溶劑匣用盡而
「快速」停止

噴印機因溶劑匣用盡而執行 「快速」停止。若要避免啟
動問題，請盡早重新啟動噴墨噴印機。請在啟動前檢查
噴頭並視情況清潔。

E15269 噴頭 1 遺漏的噴印：

產品延時過短

遺漏的噴印：噴頭 1 產品延時過短。檢視 PD 到 PH 的距

離並視情況增加。

E15277 噴頭 1 遺漏的噴印：

超出筆劃數

遺漏的噴印：由於未在可用的時間內建立工作，因而遺
漏的噴印。

E15285 錯誤的溶劑類型 溶劑槽內的溶劑匣類型錯誤 (%1)。請安裝 %2 溶劑匣。

E15286 錯誤的墨水類型 墨水槽內的墨水匣類型錯誤 (%1)。請安裝 %2 墨水匣。

E15287 噴頭 1 遺漏的噴印：

重疊

遺漏的噴印：噴印因為與以下噴印重疊而遭到截斷。

E15295 噴頭 1 遺漏的噴印：

重疊

遺漏的噴印：噴印因為與以下噴印重疊而遺漏。

E15303 偵測到噴頭 1 堵塞 可能需要清潔噴頭。請盡早清潔噴頭並使之風乾，以維
持噴印品質。

E15311 工作過長 工作超過最大噴印寬度。請編輯工作，以便在繼續前減
少噴印寬度或選擇新工作。

E15319 噴頭 1 遺漏的噴印：

產品佇列太深

遺漏的噴印：產品偵測器與噴頭之間有 20 多個尚未列印

的產品。請與您當地的 Videojet 服務代表聯絡。

E15344 選取的工作過長 選取的工作過長。請縮短工作長度。

E15356 噴頭 1 遺漏的噴印：

超速

遺漏的噴印：產線速度對於目前的工作而言過快。檢閱
產線速度設定並視需要調整。

E15445 暖機 請稍候，墨水系統正在暖機。

錯誤
參照

名稱 補救措施

表 8-4: 噴印機警報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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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519 服務模組 1 需要更換 服務模組 1 已達到其使用壽命。請更換服務模組 1。

E15556 無墨水匣 噴印機無法在墨水槽中偵測到墨水匣存在。請安裝合適
的墨水匣。

E15557 無溶劑匣 噴印機無法在溶劑槽中偵測到溶劑匣存在。請安裝合適
的溶劑匣。

E15561 無產品標識列印，不
執行

噴印機已停止列印，因為噴印機已遺失許多等同於 「無
產品標識列印，不執行閾值」設定的數次列印。

請檢視顯示的任何 「遺漏的噴印」警告，並依此調整噴
印機設定或 「無產品標識列印，不執行閾值」。

E15562 電氣隔間溫度過熱 在電氣隔間中測量到的溫度高於允許的限制。請檢查噴
頭鄰近的環境狀況，並視情況重新定位噴印機。

E15564 建議清潔噴頭 1 由噴印機計算的噴頭建議清潔日期即將到來。為維持噴
印品質，請在下次機會檢查噴頭並視情況進行清潔。

E15574 溶劑模組未安裝或 
無效

噴印機無法偵測到有效的溶劑模組。請安裝合適的溶劑
模組。

E15622 噴頭 1 無效工作調整 無法以作用中的産線設定噴印所選的工作。請從生産線
設定系統工具或在工作參數內選擇新的生産線設定。

E15646 服務模組 1 在 %L1 
小時後要更換

服務模組 1 已接近其使用壽命。請確認您已備妥更換品。

E15648 已超過服務模組 1 插
入次數

服務模組 1 已超過其允許的插入次數。請安裝新的服務

模組 1。

E15649 服務模組 1 / 墨水匣

不符

墨水匣內含的墨水類型與之前安裝之服務模組 1 所使用

的墨水類型並不相容。請安裝合適的墨水匣，或將服務
模組 1 更換成新的或相容的模組。

E15650 墨水系統與服務模 
組 1 不相容

服務模組 1 與墨水系統溶劑並不相容。請安裝合適的服

務模組 1。

錯誤
參照

名稱 補救措施

表 8-4: 噴印機警報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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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783 噴頭 1 產品延時超出

範圍

噴頭 1 產品延時超出允許的範圍。檢視 PD 到 PH 的距離

並視情況增加或減少。

E15804 建議更換空氣過濾器 空氣過濾器已達到其建議的使用壽命。請更換空氣過 
濾器。

錯誤
參照

名稱 補救措施

表 8-4: 噴印機警報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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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規格

簡介
本節提供噴印機規格並包含下列主題：

• 電氣規格

• 重量

• 尺寸

• 選用配件

• 環境規格

• 墨水與溶劑容量

• 噴印高度

• 字型規格及產線速度

A.1 電氣規格
噴印機電氣規格顯示在表 A-1 中。

A.2 重量
噴印機乾重規格顯示在表 A-2 中。

電壓 100 V AC 至 240 V AC

頻率 50 至 60 Hz

電源功耗 50 瓦

表 A-1: 電氣規格

乾重 22.5 公斤

表 A-2: 重量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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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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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 噴印機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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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選用配件

A.4.1 行動式噴印機架

機身 寬度 375 公釐

高度 637 公釐

深度 373 公釐

噴頭 直徑 41.3 公釐

噴嘴孔徑 60 微米

70 微米

導管 長度 3 公尺 

6 公尺

機身款式 工業保護等級 IP55 
IP65

表 A-3: 噴印機尺寸

 

(3
2.

2 
)

81
9 

(32.9 

837 

圖 A-2: 行動式噴印機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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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噴頭架

A.5 環境規格
噴印機環境規格顯示在表 A-4 中。

工作溫度 0 ºC 至 50 ºC （32 ºF 至 122 ºF）

環境溫度變化率 每小時最大值 10 ºC （18 ºF）

相對濕度 0% 至 90% 無凝結

保存溫度 原始包裝中 0 ºC 至 50 ºC（32 ºF 至       

122 ºF）

工業保護等級 IP55

工業保護等級 ( 電器隔間 ) IP65

表 A-4: 環境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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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3: 噴頭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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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墨水與溶劑容量
噴印機的墨水與溶劑容量顯示在表 A-5 中。

A.7 噴印高度
噴印點陣訊息的最小與最大高度顯示在表 A-6 中。

墨水匣 750 ml

溶劑匣 750 ml

表 A-5: 墨水與溶劑容量

最小值 2 公釐

最大值 10 公釐

表 A-6: 噴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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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字型規格及產線速度
60 與 70 微米噴嘴的字型規格及產線速度顯示在表 A-7 中。

附註：除非另有說明，否則表 A-7 所列的產線速度均僅適用於 60 dpi。

產線模式 高度 寬度 Cal 速度 (60 微米 ) Cal 速度 (70 微米 )

英尺 / 分鐘 公尺 / 分鐘 英尺 / 分鐘 公尺 / 分鐘

1 5 5 914 278 914 278

1 7 5 800 244 800 244

1 9 7 356 109 356 109

1 12 9 256 78 256 78

1 16 10 194 59 194 59

1 24 16 96 29 96 29

1 34 25 53 16 53 16

2 5 5 256 78 256 78

2 7 5 267 82 267 82

2 9 7 125 38 125 38

2 12 9 85 26 85 26

2 16 10 53 16 53 16

3 5 5 119 36 119 36

3 7 5 90 28 90 28

3 9 7 53 16 53 16

4 5 5 85 26 85 26

4 7 5 53 16 53 16

5 5 5 53 16 53 16

表 A-7: 產線速度 (60 和 70 微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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