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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信息

面向欧盟客户

本设备贴有 CE 标志，表明符合以下法规的规定：

面向美国客户

本设备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的规定。其使用受以下两个条件的约束：

1. 本设备不得造成有害干扰，

2. 本设备必须能够接受任何受到的干扰，包括可能造成意外操作的干扰。 

本设备经过测试证实，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对 A 类数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旨在提供合
理的保护，防止设备在商业环境下使用时产生有害干扰。本设备会产生、使用和放射无线电射
频，如果未遵照本手册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则可能会对无线通信产生有害干扰。在居民区使
用本设备也可能会造成有害干扰，用户需自费消除干扰。

此设备必须使用屏蔽电缆，以确保符合 FCC 的 A 类限制。

本设备经过测试证实，符合美国有关安全和电气辐射的规定。

本设备已按照以下安全标准进行了调查： 
UL 60950-1：信息技术设备安全标准。

面向加拿大客户

本数字设备不超过加拿大通信部在无线电干扰规定中对数字设备发出的无线电噪声辐射的 A 类
限制。

本设备经过测试证实，符合加拿大有关安全和电气辐射的规定。

本设备已按照以下安全标准进行了调查： 
CAN/CSA C22.2 No.60950-1-03。信息技术设备安全标准。

EU EMC 指令 2014/30/EU：

与电磁兼容性相关的重要健康和安全要求。

EN 61000-6-4 重工环境的通用辐射标准

EN 61000-3-2 谐波电流波动

EN 61000-3-3 电压波动和闪变

EN 61000-6-2 工业环境的通用抗扰性标准

EC 低压指令 2014/35/EU
与特定电压限制内所使用电气设备相关的重要健康与安全要求。

EN 60950-1 信息技术设备 （包括电气事务设备）的安全要求。

EN 60529 外壳提供的保护程度 （IP 代码）。

警告
人身伤害。

未经责任部门明确批准对本设备进行改装有可能使用户丧失使用设备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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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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quipement est certifié CSA.

本设备已按照以下安全标准进行了调查： 
CAN/CSA C22.2 No.60950-1-03。信息技术设备安全标准。

 

警告
人身伤害。

本产品不能用于显示工作场所的直接视觉区。为了避免在显示工作场所造成干扰性反射，不应
将本产品安放在直接视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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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培训

联系信息

对于美国境内的客户，如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帮助，请致电 1-800-843-3610。对于美国境外的客
户，请联系其分销商或附属机构。

伟迪捷 （上海）标识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IBP 二期 2 号楼 6 楼，邮编 200335
电话：021-32796888
传真：021-32796889
国际传真：630-616-3629
网站：www.videojet.com.cn

服务计划

伟迪捷服务和支持计划旨在保护您在伟迪捷喷码机方面的投资，并 大限度减少运营的总拥有
成本。

伟迪捷提供综合服务计划、备件和培训 —— 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您保持生产线正常运行。

• 量身定制的客户服务和产品完整阵列可满足您的运营需求

• 该计划可 大限度提高设备的正常运行时间，让您专注于提高公司生产率

• 该产品和服务计划支持并交付终极购买：在成品上喷印高质量的可靠编码

客户培训

如果希望自行维修和维护喷码机，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 建议您完成喷码机的客户培训
课程。

注：本手册是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 客户培训的补充，不能取代客户培训。

有关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 客户培训课程的详细信息，请致电 1-800-843-3610 （仅限美
国境内）。美国境外的客户应与 Videojet 附属机构或 Videojet 在您当地的分销商联系，了解详
细信息。

Web: www.videojet.com
www.videoj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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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简介

本章包含以下信息：

• Videojet 1860 喷码机

• 关于本手册

• 相关出版物

• 内容提示

• 用户界面术语

•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写词

• 本手册中的各章节

1.1 Videojet 1860 喷码机

如图 1-1 所示的 Videojet 1860 喷码机是一款小字符喷码机，可在消费品和工业品上以很高的线速
度喷印固定编码和可变编码。该喷码机为操作员提供了超长的正常运行时间、卓越的喷印质量和无
与伦比的易用性。

8

2

5

6

431

79

图 1-1: Videojet 1860 喷码机

1. 触摸屏

2. 电气隔舱

3. 主电源开关

4. 扩展 IO

5. 标准 IO
6. 电源线

7. 喉管

8. 墨水隔舱

9. 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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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2 关于本手册

本 《操作手册》专为这款喷码机的日常使用者编写。它可以帮助用户了解这款喷码机的各个部件
和各种喷印操作。

1.3 相关出版物

下列手册供参考之用：

Videojet 1860 维修手册，备件号：462652。

Videojet 1860 图解部件故障手册，备件号：462653。

1.3.1 语言代码

使用表 1-1 中所示的语言代码来确定手册的翻译版本。例如，本手册的西班牙语版即为备件号 
462651-04。

注：本手册的可用性用星号 (*) 来表示。本手册的可用性用加号 (+) 来表示。请与 Videojet 分销商
或附属机构联系，了解详细信息。

代码 语言 可用性 （参见备注：）

01 英语 （美国） * +

02 法语 * +

03 德语 * +

04 西班牙语 * +

05 葡萄牙语 （巴西） *

06 日语 *

07 俄语 *

08 意大利语 *

09 荷兰语 *

10 中文 （简体） *

11 阿拉伯语 *

12 韩语 *

13 泰语 *

15 挪威语 *

16 芬兰语 *

17 瑞典语 *

18 丹麦语 *

19 希腊语 *

20 希伯来语 *

21 英语 （英国） * +

表 1-1: 语言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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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4 内容提示

本手册包含各种类型的信息，例如安全准则、附加注释、用户界面 (UI) 术语等。为了帮助您识别
不同类型的信息，我们采用了不同的书写样式。本节专门介绍这些书写样式。

1.4.1 “ 喷码机 ” 一词

“ 喷码机 ” 一词指的是 Videojet 1860 喷码机，本手册后续内容中使用此略语。

1.4.2 参考方位

除非另行约定，诸如左、右、前、后、向左和向右等位置和方向均规定为喷码机正面视图上的 
方位。

1.4.3 度量单位

本手册使用公制度量单位。与之相当的英制度量值包含在圆括号内。例如， 240 毫米
（9.44 英寸）。

1.4.4 安全信息

安全信息包含警告和小心事项。

1.4.4.1 警告

警告事项用于说明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或死亡的危险或不安全行为。

例如：

23 波兰语 *

24 土耳其语 * +

25 捷克语 *

26 匈牙利语 *

33 越南语 *

34 保加利亚语 *

55 罗马尼亚语 *

警告
人身伤害。

摄入清洁剂会中毒。请勿饮用。如果摄入，应立即就医治疗。

代码 语言 可用性 （参见备注：）

表 1-1: 语言代码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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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4.4.2 小心

小心事项用于说明可能造成设备损坏的危险或不安全行为。

例如：

1.4.4.3 注

“ 注 ” 用于提供某个特定主题的附加信息。

例如：

注：用户可点击相应的警报查看详细信息。

1.5 用户界面术语

操作系统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1 页上的第 6 章 “ 用户界面 ”。

小心
设备损坏。

电源打开时，请不要在喷码机上安装或卸下任何连接器。不遵循本小心声明可能会损坏喷码机。

图 1-2: 菜单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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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6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写词

表 1-2 描述了本手册中包含的缩写词和首字母缩写词。 

1.7 本手册中的各章节

表 1-3 提供了本操作手册中的章节列表。

 

缩写词 / 首字母缩写词 说明

AC 交流电流

EHT 特高张力

GUI 图形用户界面

HV 高压

IMB 墨水管理板

LCD 液晶显示屏

LED 发光二极管

MCB 主控板

MSDS 材料安全数据表

PCB 集成电路板

PSU 电源装置

UI 用户界面

表 1-2: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写词

章节号 章节名称 说明

1. 简介 包含关于本手册的信息、相关出版物以及本手册中使用的书
写样式。

2. 安全信息 包含安全和危险信息。

3. 主要部件 包含对喷码机主要部件的介绍。

4. 操作 包含如何利用 UI 来设置和操作喷码机的信息。

5. 作业编辑器 包含如何创建、编辑和保存作业的信息。

6. 用户界面 解释如何利用 UI 来创建和保存作业。

7. 维护 介绍喷码机的维护和清洁步骤。

8. 故障排除 包含诊断和故障排除等过程。

附录 A 规格 包含喷码机的规格。

表 1-3: 本手册中的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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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安全信息

本章包含以下信息：

• 简介

• 一般安全准则

• 电气安全准则

• 墨水和溶剂安全准则

• 压缩空气安全准则

• UI 相关的安全准则

• 其他重要准则

2.1 简介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 的原则是生产符合高性能标准和可靠性标准的非接触式喷印 / 编码系统

和墨水耗材。我们采取严格的质量控制手段，避免我们的产品存在潜在的缺陷和危险。

喷码机的用途是直接在产品上喷印信息。将本设备用作它途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本章介绍的安全准则旨在向操作人员讲解所有安全方面的问题，以便他们安全地维修和操作本喷 
码机。

2.2 一般安全准则

• 务必要根据特定的 Videojet 喷码机型号参考正确的维修手册。

• 只有经过 Videojet 培训的人员才能进行安装和维护工作。未授权人员进行任何此类工
作都可能损坏喷码机，并且这种损坏不在保修之列。

• 为避免损坏喷码机组件，请只使用软刷和无绒布进行清洁。请勿使用高压空气、废棉
或粗糙的工具。

• 尝试启动喷码机之前，喷头务必完全干燥，否则可能损坏喷头。

• 当电源打开时，请勿插拔喷码机上的任何接头，否则可能损坏喷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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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电气安全准则

本节阐述与电源装置、电缆、熔丝、搭接和接地相关的安全准则。

2.3.1 电源装置

 

 

2.3.2 电缆

 

 

警告
人身伤害。

当设备连接至供电电源时，其内部存在致命电压。只有经过培训的授权人员才能进行维护工作。

警告
人身伤害。

请遵守所有的电气安全法规和习惯。卸下盖板或试图进行任何维修工作之前，如果无需运行喷
码机，应断开喷码机和主电源之间的连接。忽视此警告信息可能导致死亡或人身伤害。

警告
人身伤害。

背面板和背景灯处存在 AC 高压。在这些区域执行故障诊断时需要格外小心。

警告
人身伤害。

只能使用随喷码机提供的主电源线。这条电源线的末端必须带有一个经认可的三极主电源插头，
这种插头应带有保护性的接地导体。

电源线、插座和插头必须保持干净和干燥。

对于可插拔式设备，必须在该设备的附件安装一个插座，并且确保方便使用。

警告
人身伤害。

务必要检查电缆是否损坏、磨损、腐蚀与退化。确保所有接地 / 搭接连接无油漆、积墨和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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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搭接和接地

警告
人身伤害。

喷码机必须使用符合 IEC 要求或当地适用法规的 AC 电源，并带有保护性的接地导体。

警告
人身伤害。

如果保护性接地导体中断或者保护性接地导体断开，请不要使用喷码机。不遵循本警告声明可
能会造成触电。

警告
人身伤害。

务必要根据 NEC 标准使用经核准的电缆将导电设备接地到接地电极或建筑接地系统上，以便排
放所有潜在静电放电。例如，金属托盘到接地。

警告
人身伤害。

接地维修盘至设备底盘或装配架的电阻读数应在 0 - 1 欧姆之间。应使用安全可靠的欧姆计进行
定期电阻检测。

警告
人身伤害。

PCB 包含静电敏感设备。在 PCB 上工作或处理 PCB 时，务必正确接地并戴上防静电腕带。

警告
人身伤害。

务必要防止发生静电放电。使用正确的接地和搭接方法。仅使用 Videojet 核准的金属维修盘和
接地电缆。

警告
人身伤害。

务必要使用经核准的电缆来搭接导电设备，以使其保持相同电位并使静电放电 小化。例如，
喷头到金属维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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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熔丝

 

2.4 墨水和溶剂安全准则

本章描述了可能在处理墨水、溶剂和清洁剂时发生的危险，以及用户为防止危险所必须采取的安全
防护措施。

2.4.1 阅读材料安全数据表

在使用墨水、溶剂或清洁剂之前，请仔细阅读并理解材料安全数据表 (MSDS)。各种类型的墨水、
溶剂和清洁剂都有对应的 MSDS。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videojet.com.cn 并导航至资源 > 
安全数据表。

警告
人身伤害。

可选冲洗站完全设计为用于清洗喷头。

• 请勿用它进行清洗或喷印操作或用于其他任何用途。

• 开始冲洗喷头前，应始终确保停止喷墨并切断任何危险电压。

小心
设备损坏。

务必要经常清空维修盘。某些墨水和清洁剂具有易燃性。确保废液都按照 HAZMAT 进行处理。

警告
人身伤害。

为了确保不间断提供火灾险情的防护，只能使用规定类型和额定值的熔丝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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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墨水 / 溶剂 / 清洁剂

 

 

警告
人身伤害。

墨水、溶剂和清洁剂会刺激眼睛和呼吸系统。要在处理这些物质时防止人身伤害，请采取以下
措施：

• 务必穿上防护服，并戴上橡胶手套。

• 务必戴上侧面带有防护罩的护目镜或面罩。此外，建议您在维护时戴上安全眼镜。

• 在处理墨水之前抹上护手霜。

• 如果皮肤上沾染了溶剂或清洁剂，请立即用肥皂水清洗。不要用洗涤剂或溶剂来清洗
皮肤上的墨迹。如果皮肤上沾染了清洁剂，请用流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警告
人身伤害。

墨水、溶剂和清洁剂会挥发，而且易燃。它们必须按照当地的法规进行存放和处理。

• 请勿在这些物质附近吸烟或使用明火。

• 使用之后，应立即脱下渗入了大量此类物质的任何薄纱或衣物。任何此类物品均应按
照当地的法规进行处理。

• 如果墨水或溶剂或清洁剂容器没有完全用空，应重新密封。在补充墨水或溶剂或清洁
剂时，建议使用满瓶；对于没有装满的瓶子，应按照当地的法规进行处理。

警告
人身伤害。

在设置喷嘴时，直接让墨水流入烧杯或适当的容器。为避免污染墨水，请勿重复使用以这种方
式收集的任何墨水。任何废墨均应按照当地的法规进行处理。

警告
人身伤害。

长时间吸入溶剂或清洁剂会导致睡意和 / 或类似醉酒的感觉。请只在宽敞且通风良好的区域 
使用。

警告
人身伤害。

摄入清洁剂会中毒。请勿饮用。如果摄入，应立即就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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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压缩空气安全准则

 

2.6 UI 相关的安全准则

 

 

小心
设备损坏。

清洁喷头之前，请确保清洁剂与所用墨水相容，否则可能损坏喷头。

小心
设备损坏。

任何清洁剂均包含氯化物 （包括次氯酸盐漂白剂）或盐酸，会导致用其清洁的物体表面出现蚀
损斑和锈蚀。这类清洁剂不应用于不锈钢清洁。如果使用钢丝刷或钢丝擦洗垫，则它们应用不
锈钢制作而成。确保所使用的任何研磨介质均不会成为污染源，尤其是铁和氯化物。

警告
人身伤害。

通过空气传播的微粒和物质会危害健康。请勿使用高压压缩空气进行清洁。

小心
数据丢失风险。

确保每次都在进入喷印模式之前加载所需作业，尤其是在喷码机断电之后。

小心
数据安全。

为了防止未经授权访问软件，当您退出当前用户级别时，请确保选择注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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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其他重要准则

 

 

警告
人身伤害。

如果更换的电池类型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爆炸。请务必依照说明和当地的法规来处置用过的 
电池。

警告
人身伤害。

在故障状态下，加热器温度可达 70 oC。请不要触摸加热器的安装板。否则，可能造成人身 
伤害。

警告
人身伤害。

墨水系统在压力下运行。只有经过培训的授权人员才能进行维护工作。

小心
设备损坏。

快速停止后，应立即改变喷码机状态，这是因为干墨水会使重新启动变得困难。执行喷嘴反冲。

小心
设备损坏。

尝试启动喷码机之前，喷头务必完全干燥，否则 EHT 会跳闸。

小心
设备损坏。

喷码机应该直接放置在平整或固体表面，或固定到伟迪捷支架上。无论使用哪种安装方式，喷
码机倾斜时都不能进行操作。始终保持喷码机直立在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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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主要部件

本章包含以下信息：

• 喷码机概览

• Videojet 1860 喷码机的主要部件

3.1 喷码机概览

图 3-1 所示的喷码机是一款小字符喷码机，可在消费品和工业品上以很高的线速度喷印固定编码和
可变编码。

 

图 3-1: 喷码机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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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Videojet 1860 喷码机的主要部件

喷码机包含图 3-2 所示的以下主要部件。

• 触摸屏

• 电气隔舱

• 主电源开关

• 墨水隔舱

• 标准 IO
• 扩展 IO
• 电源线

• 喉管

• 喷头

8

2

5

6

431

79

图 3-2: 喷码机主要部件

1. 触摸屏

2. 电气隔舱

3. 主电源开关

4. 扩展 IO
5. 标准 IO

6. 电源线

7. 喉管

8. 墨水隔舱

9. 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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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触摸屏

喷码机配有 10 英寸液晶触摸屏 （见图 3-3）。安装在机箱的电气隔舱开口处。喷码机控制通过图
形用户界面 (GUI) 执行。

 

图 3-3: 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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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电气隔舱

如图 3-4 所示的电气隔舱安装在触摸屏的后面，它包含以下部件：

• 主控板

• 电源装置

• EHT 模块

• 扩展板 （可选）

注：正确的 PSU 操作的输入范围是 80-270 VAC， 50-60 Hz。

USB 架安装在电气隔舱的后面。用户可通过墨水隔舱访问 USB 架。

1

4

2

3

图 3-4: 电气隔舱

1. 电源装置

2. 主控板

3.EHT 模块

4. 电气隔舱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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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主电源开关

主电源开关按钮用于打开或关闭喷码机电源 （见图 3-5），位于喷码机的右侧。

图 3-5: 主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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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墨水隔舱

墨水隔舱如图 3-6 所示，包括以下主要部件：

• 墨盒 / 溶剂盒

• 空气过滤器

• 服务模块 2

• 服务模块 1

• 墨水系统

• 正压气泵

 

2

3

1

4

5

6

1. 正压气泵部件

2. 服务模块 2
3. 墨盒架 / 溶剂盒架

4. 空气过滤器组件

5. 墨水系统

6. 服务模块 1

图 3-6: 墨水隔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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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 墨盒 / 溶剂盒

墨盒 / 溶剂盒位于墨水隔舱内部。包括墨盒和溶剂盒 （见图 3-7）。

它采用智能芯片技术，使喷码机能够监视：

• 墨水 / 溶剂液位

• 墨水 / 溶剂类型

• 墨水 / 溶剂保质期。

 

图 3-7: 墨盒 / 溶剂盒

1. 墨盒 / 溶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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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 空气过滤器

如图 3-8 所示的空气过滤器安装在墨水隔舱门处，它用于过滤进入墨水隔舱的灰尘。它的使用
寿命不超过 3,000 个小时，具体时间视环境条件而定。空气过滤器的可用防护等级包括 IP55 和 
IP66。

注：IP66 是密封过滤装置。

3.2.4.3 服务模块 2

如图 3-9 所示的服务模块 2 安装在墨盒 / 溶剂盒的后面。

它的使用寿命为 12,000 个小时。它在快要达到使用寿命时会发出警告。为确保喷码机正常运行，
应及时更换服务模块 2。

图 3-8: 空气过滤器

 2

图 3-9: 服务模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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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4 服务模块 1

图 3-10 所示的服务模块 1 的使用寿命为 5,000 个小时。它在快要达到使用寿命时会发出警告。如
果过滤器超出使用寿命运行，则无法喷墨，并且在每次开始喷墨时都会显示警告消息。

图 3-10: 服务模块 1 已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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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5 墨水系统

墨水系统有各种子系统，如图 3-11 所示，它的主要部件包括：

• 溶剂罐

• 混合罐

• 墨水泵

• 粘度计

• 墨水管理板 (IMB)

• 阀门组件

• 压力传感器

• 文丘里管预过滤

• 带风扇组件的墨水系统盖板

4

2

35

6

7

8

1

图 3-11: 墨水系统

1. 带风扇的墨水系统盖板

2. 墨水泵

3. 混合罐

4. 阀门组件

5. 溶剂罐

6. 文丘里管预过滤

7. 粘度计

8. 墨水管理板

9. 压力传感器 *

* 图中未显示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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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提供到墨水系统的各种连接。

表 3-1 提供到墨水系统的各种连接详细信息。

项目
编号

连接 软管 说明

1 回墨 透明大口径管 墨水从喷头流入混合罐

2 墨水添加 黑色条纹管 墨水从墨盒流入混合罐

3 供墨 红色管 墨水 / 溶剂从混合罐流入喷头

4 未使用 - -

5 墨水和溶剂供给 / 返回 绿色条纹管 溶剂在溶剂罐和溶剂盒之间流动

6 吸墨槽再循环 透明管 流入喉管

7 机箱通风 蓝色条纹管 机箱通风管

表 3-1: 墨水系统连接

1

23456

7

图 3-12: 墨水系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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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标准 IO

配有标准 IO 的喷码机提供如图 3-13 所示的几种外部连接。各种可用的标准 IO 连接在表 3-3 中 
提供。

 

连接器类型

以太网

光电眼

轴编码器

状态输出 （信号灯）

继电器开关

表 3-2: 标准 IO 连接

图 3-13: 标准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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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扩展 IO

通过添加额外的扩展板和 RS232 连接器，可为喷码机和外部设备之间提供额外的连接，如图 3-14 
所示。

• RS232 连接到 MCB

• 扩展版连接到额外的 IO。

附带扩展 IO 的各种连接在表 3-3 中提供。

* 光电眼 / 轴编码器输出的信号在 UI 中配置。 

连接器类型

数字 IO

以太网

消息选择 A

消息选择 B

RS485

喷印触发器 2

环路输出 *

RS232

表 3-3: 扩展 IO 连接

613353  AA

2I/O A B RS485 RS2322

 I/O  A

 B

RS485

 2 RS232

图 3-14: 扩展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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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喉管

喷头喉管包含从喷码机到喷头的电缆连接和墨水系统管线连接。喉管的标准长度是 3 米 
（9.84 英尺）。

3.2.8 喷头

喷头由喷印模块、阀门模块和 PCB 组成，如图 3-15 所示。喷头使用混合罐提供的墨水在产品上
喷印。控制信号和墨水通过喷头喉管被传送到喷头。

喷头系统在更换时将自动检测新的喷印模块。

喷头包含下列部件：

• 喷头盖

• 阀门模块

• 喷印模块

• 喷头 PCB

 

1

3

4

2

1. 阀门模块

2. 喷头 PCB
3. 喷印模块

4. 喷头盖

图 3-15: 喷头概览



Videojet 1860 操作手册 - 修订版 AA 4-1

第 4 章 操作

简介

本章为操作员提供喷码机的基本操作信息，包含以下主题：

• 如何打开喷码机

• 用户界面使用入门

• 登录和访问级别

• 如何启动喷码机

• 如何选择作业以喷印

• 故障和警告

• 如何喷印作业

• 调整作业

• 如何停止喷印 

• 如何停止喷墨

• 如何关闭喷码机

4.1 如何打开喷码机

按照以下操作打开喷码机：

1. 执行外观检查。确保所有连接都安全，以及电缆连接正确。

2. 确保主电源电缆已连接。

3. 按下喷码机侧面的主电源开关。

4. 喷码机成功启动后，系统将随之显示主页屏幕。喷码机的状态栏显示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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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用户界面使用入门

用户界面是一套基于按钮的控制系统。它有一个易于使用的触摸屏，并且显示器的大部分区域都是
活跃的。所有技术方面的喷码机设置和控制均通过工具按钮完成。

图 4-1 显示喷码机的主页屏幕。

 

图 4-1: 主页屏幕

1. 喷码机状态栏

2. 消息预览

3. 耗材信息

4. 绩效信息

5. 控制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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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屏幕允许用户访问以下选项： 

按钮 说明

启动或停止喷墨。

启动或停止喷印。

注：此按钮只在启动喷墨时才会显示在状态 
栏中。

返回主页屏幕。

显示可用作业列表，包括当前作业以及高亮显
示的作业的预览。一旦选择一个作业，可加载
该作业进行喷印。如果用户启用了字段，可在
喷印前确认。用户还可以创建新作业。

打开工具屏幕。

登录或注销用户的访问级别。

调整喷印位置和喷印缩放。

表 4-1: 主页屏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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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屏幕显示以下信息： 

按钮 说明

显示喷码机的状态。

• 运行中： 喷码机已开启，并做好准备在收到正确的
喷印触发后开始喷印。

• 脱机：喷码机已开启但未做好喷印准备。

• 关机：喷头电源已关闭，喷码机未做好喷印准备。

• 警告：操作员应在喷码机未停止喷印前意识到 
警告。

• 故障：操作员应在喷码机开始喷印前消除故障。

• 可让用户访问当前警告和故障 （如果有警告或 
故障）。

此外，还显示当前加载到喷码机的作业以及当前警报 /
警告 / 故障的数量。

向下箭头按钮可打开警报 / 警告 / 故障列表。

注意：用户查看警报 / 警告 / 故障列表后，需要触摸向
上箭头按钮回到当前屏幕。

显示已加载作业的预览。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定义此部分内容 
（工具 > 配置主页屏幕）。

触摸此区域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显示批次产品计数、批次喷印计数、喷码机可用性及件
数 / 分钟。

显示墨水 / 溶剂液位 ( %) 和计算得出的剩余的运行 

时间。

触摸此区域打开耗材菜单。

表 4-2: 主页屏幕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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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登录和访问级别

用户界面包含以下默认访问级别：

• 管理员

• 维护

• 操作员

• 注销

所有的用户级别都采用密码保护，注销除外。客户可以使用多个级别来访问用户界面中的各个菜
单。用户通过用户界面可以配置角色和用户，以及设置密码。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第 6-30 页上
的第 6.2.9 节用户访问 。

4.3.1 如何登录

1. 触摸 按钮打开图 4-2 中所示的登录系统屏幕。

 

2. 触摸角色下拉菜单，选择所需角色。触摸 按钮。

3. 在密码文本框中使用键盘输入密码。触摸 按钮。

图 4-2: 登录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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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户登录用户访问级别，用户级别显示在屏幕顶部 （见图 4-3）。

注：如果此功能不可见，用户需要退出并重新登录正确的级别。

注：系统 会显示按钮，用户可以通过触摸注销按钮退出访问级别。

4.4 如何启动喷码机

1. 确保喷码机处于关闭状态。

2. 触摸 按钮。喷码机状态更改为启动。

3. 喷墨一旦启动，喷码机状态就更改为脱机。

4.5 如何选择作业以喷印

1. 触摸 按钮从可用列表中选择作业。

2. 从列表中选择所需作业，并触摸 按钮，如图 4-3 所示。系统将显示作业预览。

注：如果作业不可用于喷码机，创建新作业。请参阅第 5.2 节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图 4-3: 作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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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触摸 按钮加载作业以喷印，如图 4-4 中所示。

现在作业已加载，可进行喷印。

图 4-4: 作业选择和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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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故障和警告

出现故障或警告时，喷码机会在屏幕顶部的状态栏中显示故障消息。

注：故障、警告和状态按优先级显示。

故障消息

发生故障 （警报）将导致喷码机停止喷印和喷墨。

警告消息

发出警告将导致喷码机停止喷印。警告变成故障 （警报）时，喷印将停止。状态栏将会变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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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阅读故障消息或警告

如果存在故障或警告，状态栏会变色并显示当前未清理警报的数量。

1. 触摸 按钮查看当前未清理警报。

2. 触摸 按钮清理警告 / 故障。

注：用户可超模相应的警报查看详细信息。

3. 如果需要清理的警告 / 故障不止一个，触摸 按钮。

触摸 按钮返回到主页屏幕。

图 4-5: 警告状态

图 4-6: 警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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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如何喷印作业

先决条件：

• 故障 （警报）清理完毕。

• 确保启动喷墨，并且喷码机处于脱机状态。

• 确保作业加载完毕。

1. 触摸 启动喷印操作，按钮会变成 .

注：状态栏显示运行中。

现在可以喷印作业。

图 4-7: 喷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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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调整作业

用户可以通过更改位置和缩放调整作业。

注：这些调整只是位置 / 缩放的一些微小改变，使喷码机能够正确喷印产品。

1. 触摸 主页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喷码如图 4-8 所示。

2. 选择所需选项调整作业中文本的位置。

 

图 4-8: 调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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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调整产品上的喷印位置

1. 触摸  按钮，当前位置分区如图 4-9 所示。

2. 为了调整水平方向的喷印位置， 触摸 或 按钮。

注：喷印位置应慢慢改变。

3. 在通过增加或减少值来改变喷印位置，直到移动到所需喷印位置的过程中监视喷印位置。

注：调整范围不超过基准的 +/- 13 毫米 （0.05 英寸）。

注：改变超过 +/- 13 毫米 （0.05 英寸），编辑作业参数 （请参阅第 5-31 页上的第 5.3 节如何
编辑作业 ）或配置生产线设置 （请参阅第 6-44 页上的第 6.3 节配置生产线设置 )。

图 4-9: 调整 _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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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调整在产品上的喷印缩放

1. 触摸 按钮，当前缩放分离器值如图 4-10 中所示。

 

2. 要调整喷印缩放， 触摸 或 按钮。

注：喷印位置应慢慢改变。

3. 在通过增加或减少值来改变喷印位置，直到移动到所需喷印位置的过程中监视喷印位置。

注：调整范围不超过原始尺寸的 +/- 10%。

注：改变超过原始尺寸的 +/- 10%，编辑作业参数（请参阅第 5-31 页上的第 5.3 节如何编辑作
业 ）或配置生产线设置 （请参阅第 6-44 页上的第 6.3 节配置生产线设置 )。

图 4-10: 调整 _ 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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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如何停止喷印

1. 触摸 停止喷印操作，按钮会变成 。

注：状态栏显示脱机。

作业已停止喷印。

4.10 如何停止喷墨

1. 触摸 按钮。喷码机状态更改为关闭。

2. 喷墨一旦停止，喷码机状态就更改为关闭。

图 4-11: 停止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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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如何关闭喷码机

 

 

如果喷码机状态为关闭，可通过按下喷码机侧面的电源开关关闭喷码机。

注：电源仍然连接到喷码机。如要完全关断电源，从电源断开电源线。

4.12 如何将 USB 连接到喷码机

1. 顺时针方向旋转垂直位置旋钮到水平位置，然后打开墨水隔舱门。打开墨水隔舱门。

小心
设备损坏。

在喷头停止环节完成后再关闭喷码机。不遵循本小心声明可能会造成额外的维护。

小心
设备损坏。

请勿多次启动和停止喷码机。

当您停止喷码机时，喷码机会使用溶剂对系统进行清洗。如果多次启动和停止喷码机，喷码机
会用掉大量溶剂。溶剂大量耗用会造成混合罐液位高的错误，同时降低墨水粘度。

图 4-12: 打开墨水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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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墨水隔舱旁边的锁，完全打开隔舱门。

3. 将 USB 架安装在电气隔舱下方 （见图 4-14），然后插入 USB。

USB 现在已连接，在线状态显示在 UI 上，如图 4-15 所示。

图 4-13: 打开墨水舱门

USB 

图 4-14: USB 位置

图 4-15: USB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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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作业编辑器

简介

本章介绍了作业编辑器的基本操作信息，包含以下主题：

• 访问作业编辑器

• 如何创建新作业

• 如何编辑作业

• 如何快速编辑作业

• 示例 —— 创建新作业

5.1 访问作业编辑器

作业编辑器这一主要工具允许用户创建作业、编辑作业、更改作业参数和保存作业。第 4-2 页上的
图 4-1 显示喷码机的主页屏幕。可从作业预览栏或按下作业按钮来访问作业编辑器。

• 作业预览 > 更新

• 作业 > 新建

• 作业 > 编辑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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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如何创建新作业

本章介绍了如何在喷码机上创建新作业、添加不同字段、更改作业设置、参数和指令。

1. 触摸 按钮，打开后的作业列表屏幕如图 5-1 所示。

 

图 5-1: 作业列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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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触摸 按钮来创建新作业。打开后的作业设置屏幕如图 5-2 所示。

 

3. 触摸作业名称文本框来输入新作业的作业名称。作业名称屏幕会打开。

注：用户可以输入对新作业的作业描述。

4. 使用应用程序键盘输入所需的作业名称，然后触摸  按钮。

5. 触摸  作业设置屏幕上的按钮。

注：用户还可以更改设置、参数和指令详情。

图 5-2: 信息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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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开后的作业编辑器屏幕如图 5-3 所示。

 

7. 触摸  按钮并选择所需的选项来添加字段，如图 5-4 所示。触摸  按钮。请

参阅第 5.2.2 节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图 5-3: 作业编辑器屏幕

图 5-4: 添加字段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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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据需要在设置屏幕上更改所选字段的参数，如图 5-5 所示。触摸  按钮保存字段所需

的格式。

图 5-5: 字段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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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显示了作业编辑器屏幕可用的选项：

菜单 按钮 功能

作业设置 显示作业名称和作业描述。作业设置可用于设置和
编辑。

选择完成按钮来保存任何更改并显示作业编辑器
屏幕。

添加字段 添加新字段，用户选择该按钮后可从字段列表中进
行选择：

文本、日期、时间、计数器、线性条码和二维码。
请参阅表 5-6 了解更多 详细信息。

编辑 打开所选字段编辑器和设置屏幕。允许用户更改字
体类型、字体大小、反转或镜像字段、输入提示信
息和字段名称。

微移 使用出现在作业设计区域内的箭头键沿箭头方向
移动所选字段。

删除 删除所选字段，系统删除字段前会提示用户。

撤销 撤销上一个操作。

重做 重做上一个操作。

缩放 缩放要编辑的作业。

可放大三次 （200%、 300%、 600%）。

一旦达到 大缩放，重复触摸缩放按钮来回到默认
大小。

大化 大化作业预览。

表 5-1: 作业编辑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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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需更改插入字段后，触摸  按钮。

现在作业已保存，可进行喷印。

5.2.1 作业设置

5.2.1.1 信息

信息屏幕 （第 5-3 页上的图 5-2）允许用户执行以下操作：

后退 回到作业设置屏幕。

另存为 使用新的作业名称保存现有作业。

保存 保存新作业和现有作业的更改。

字段 说明

作业名称 显示作业名称。

在选择完成按钮之前，创建的每个新作业都需要输入作业名称。

作业描述 用户可输入对作业名称的作业描述。

表 5-2: 信息

菜单 按钮 功能

表 5-1: 作业编辑菜单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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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设置

设置屏幕允许用户执行以下操作：

字段 说明

生产线设置 用户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生产线设置来创建作业。所有创建的生
产线设置都在下拉列表中。加载作业时，选择此生产线设置。 
如果此生产线设置仍未指定 （默认），则选择当前激活的生产线设置。

覆盖开始日 如果启用，则用户可以从默认值 (00:00) 更改开始日。

开始日 用户可以规定何时更改作业内部的日期 （而不是午夜）。 此选项只在启

用覆盖开始日时可用。

禁止延期 如果启用，延期将被禁止。

表 5-3: 设置

图 5-6: 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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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参数

参数屏幕允许用户执行以下操作：

字段 说明

喷印模式 用户可以选择固定长度模式或固定分辨率模式。

输入喷印长度 （毫米或英寸）或喷印分辨率 （点 / 毫米或点 /
英寸），具体取决于选中的喷印模式。

度量单位基于喷码机设置中选择的单位。

注：作业内容固定到已定义窗口中。增加或减少喷印长度会拉伸或挤压
作业。

喷印边距 喷印边距在正向，更改喷印位置与产品前缘的距离。

要增加喷印位置的距离，使用 + 按钮增加值。

要减少喷印位置的距离，使用 - 按钮减少值。

用户可以输入值或使用 +/- 微调。

横向运动返回边距 横向运动返回边距在正向，更改喷印位置与产品后缘的距离。

请参阅喷印边距调整喷印位置的距离。

粗体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粗体类型。

字符间距 用户必须输入值来设置字符间距。

光栅

表 5-4: 参数 

图 5-7: 参数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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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选择 如果启用，喷码机将自动选择合适的光栅组。

注：默认选择自动选择。

按组选择 如果启用，用户可以自动选择所需的光栅组。

光栅 为作业选择所需的光栅组。

显示的光栅组选择将取决于所需的行高。

光栅组只在禁用自动选择时才可选择。

注：喷印二维码时，建议选择所需的特定光栅。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与
伟迪捷客户服务部门或伟迪捷在您当地的经销商联系。

字段 说明

表 5-4: 参数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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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 指令

指令屏幕允许用户执行以下操作：

字段 说明

打开键盘以允许为作业添加作业指令。

向下移动高亮显示的指令。

向上移动高亮显示的指令。

删除高亮显示的指令。

打开键盘允许编辑高亮显示的指令。

表 5-5: 指令 

图 5-8: 指令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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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添加字段

添加字段下拉列表中包含可由用户输入的选项。表 5-6 显示了可用的选项：

 

5.2.2.1 要添加文本字段

执行以下步骤以在作业中添加文本字段：

1. 触摸  下拉列表并选择文本，如第 5-4 页上的图 5-4 所示。触摸  按钮。

2. 文本设置屏幕打开，并允许根据需要选择和设置所需的文本。文本字段预览可在屏幕底部 
查看。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请参阅表 5-7 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注：  按钮用于不保存任何字段更改而返回。

3. 文本字段被插入到作业设计区域中。

注：插入的文本字段可以移动到作业设计区域中的所需的位置。

选项 说明

文本 插入文本字段作为固定文本、用户提示文本或参考文本。

日期 将当前日期、偏移日期或用户提示日期插入到喷印的作业。用户可以自
定义日期类型来获得多种格式的日期。

时间 插入当前时间到喷印的作业。喷码机的实时功能可用于执行此项操作。

计数器 插入用于指示选中的喷码机管理和喷印增量数字和字母数字数据的计数
器字段。

线性条码 插入一个一维条码。用户可以选择条码类型、数据类型和文本以插入所
需条码。

注：如果条码需要包含日期等额外数据，则必须提供自定义参考。请参
阅第 6-13 页上的自定义参考生成器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二维码 插入一个二维码。用户可以选择条码类型、数据类型和文本以插入所需
条码。

表 5-6: 添加字段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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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描述了可用于输入所需文本的选项：

显示 说明

文本类型 提供更改以下参数的机会：

• 文本类型 —— 触摸下拉列表来选择文
本类型。请参阅文本类型了解更多详
细信息。

• 固定文本 —— 触摸文本框来输入所需
的文本。

注：本选项只在选中固定文本类型时
可用。

• 自定义字段参考 —— 触摸下拉列表来
选择所需的已创建自定义字段。

注：本选项只在选中自定义参考文本
类型时可用。

文本类型

固定文本 固定文本字段中定义的作业的文本是固
定的。

用户提示 当选择作业并运行时，由用户输入文本。
用户提示选项在选择后启用。
注：只有用户提示文本字段可用于作业
编辑。

自定义参考 为每个作业插入自定义参考。请参阅第
6-13 页上的自定义参考生成器了解更多详

细信息。

设备参考 为每个作业插入机器 ID。请参阅第 6-20
页上的全局作业设置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生产线参考 为每个作业插入生产线 ID。请参阅第

6-20 页上的全局作业设置了解更多详细 

信息。

工厂参考 为每个作业插入当前登录用户。请参阅第
6-20 页上的全局作业设置了解更多详细 

信息。

用户参考 为每个作业插入当前登录用户。

表 5-7: 文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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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提示 提供以下机会：

• 提示消息 —— 当选择作业并运行时，
触摸文本框来输入用户指令或提示。

• 提示值 —— 触摸下拉列表来选择作业
中已输入的所需的值：

默认值 —— 作业将包含默认文本。

空白 —— 作业将不包含文本。

上一个值 —— 作业将包含上一次喷印
的数据。

• 允许使用的字符 —— 触摸下拉列表
来指定输入消息时允许使用的字符类
型 （字母、数字、字母数字、所有
字符）。

• 默认文本 —— 触摸文本框来输入默认
输入的文本。

• 固定长度 —— 触摸复选框来限制用户
输入的字段的固定长度。

注：长度和填充字符选项只在启用固
定长度复选框时可用。

• 长度 —— 触摸文本框来设定用户可编
辑字段的长度。

• 填充字符 —— 触摸文本框来定义需要
在文本字段之后出现的字符。

字体 提供更改以下参数的机会：

• 字体 —— 触摸下拉列表来指定字体
大小。

注：默认字体大小是 7 号大字体。

注： 后选定的字体大小被存储在内
存中并将显示出来。

显示 说明

表 5-7: 文本设置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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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 提供以下机会：

• 粗体 —— 触摸下拉列表来选择粗体类
型 （常规、粗体 1、粗体 2）。
常规 ——
粗体 1——
粗体 2——

• 反转 —— 触摸复选框来反转字体 
颜色。

• 镜像 —— 触摸复选框来垂直翻转 
字段。

• 翻转 —— 触摸复选框来水平翻转 
字段。

选项 提供以下机会：

• 字段名称 —— 触摸文本框来设置字段
名称。

显示 说明

表 5-7: 文本设置 （续）

常规 反转

常规 镜像

常规 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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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 要添加日期字段

执行以下步骤以在作业中添加日期字段：

1. 触摸  下拉列表并选择日期，如  所示第 5-4 页上的图 5-4。触摸  按钮。

2. 日期设置屏幕打开，并允许根据需要选择和设置所需的日期。日期字段预览可在屏幕底部 
查看。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请参阅表 5-8 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注：按钮  用于不保存任何字段更改而返回。

3. 系统日期被插入到作业设计区域中。

注：插入的系统日期可以移动到作业设计区域中的所需的位置。

表 5-8 描述了可用于编辑日期格式的选项：

 

显示 说明

日期设置： 提供更改以下参数的机会：

• 日期类型 —— 触摸下拉列表来选择所
需的日期格式。例如：自定义、 
日 (01)/ 月 (01)/ 年 (2010)。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第 5-18 页上的要创建自
定义日期。

注：用户可以从日期类型类型下拉列表
中选择自定义来定义几种所需的日期 
格式。

• 插入日期 —— 选择作业需要插入的 
日期。

今天 —— 插入当前日期。

偏移 —— 根据偏移设置插入当前日期
的偏移日期。

用户提示 —— 当选择作业并运行时，
由用户输入日期。

注：用户提示和偏移选项在选择后 
启用。

• 语言 —— 触摸下拉列表来选择所需的
日期语言。例如：英语、阿拉伯语， 
等等。

表 5-8: 日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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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提示： 提供更改以下参数的机会：

• 提示消息 —— 当选择作业并运行时，
触摸文本框来输入用户指令或提示。

• 提示值 —— 触摸下拉列表来选择作业
中已输入的所需的值：

默认值 —— 作业将包含默认文本。

空白 —— 作业将不包含文本。

上一个值 —— 作业将包含上一次喷印
的数据。

• 单位 —— 触摸下拉列表来选择单位类
型 （禁用、日、月、年）。

• 小范围 —— 设置 小范围来防止用
户选择小于这个 小偏移量的日期值。

• 大范围 —— 设置 大范围来防止用
户选择小于这个 小偏移量的日期值。

注： 小范围和 大范围只在单位选项
未被禁用时出现。

偏移： 提供更改以下参数的机会：

• 偏移单位 —— 触摸下拉列表来偏移日
期到所需的偏移值 （日、月、年）。

• 偏移量 —— 触摸文本框来输入所需的
偏移值。

• 季度的 后一天 —— 触摸真 / 假按钮
来启用 / 禁用季度选项的 后一天。

• 自动轮转周 —— 触摸下拉列表，根据
自动轮转从中选择日期 （无、上一个
自动轮转、下一个自动轮转）。

• 自动轮转日 —— 触摸下拉列表来选择
一周的自动轮转日 （周日到周一）。

注：自动轮转日只在自动轮转周不为无
时出现。

字体

请参阅表 5-7 了解详细信息。布局

选项

显示 说明

表 5-8: 日期设置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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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自定义日期

执行以下步骤以创建自定义日期：

1. 在日期设置屏幕，从日期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自定义选项，如图 5-9 所示。触摸

按钮。

 

图 5-9: 日期格式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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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格式 （年、月、日、星期、其他和分隔符），如图 5-10 所示。每个
选项都有几种布局，可从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示例如图 5-11 所示。

3. 选择所需格式后，触摸  按钮移动到该日期格式。屏幕将显示创建的日期格式，

如图 5-10 所示。

4. 触摸  按钮保存更改的日期格式。

注：创建的日期格式将被保存，并出现在日期类型下拉列表中。

图 5-10: 日期设置屏幕

图 5-11: 日期分隔符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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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要添加时间字段

执行以下步骤以在作业中添加时间字段：

1. 触摸  下拉列表并选择时间，如第 5-4 页上的图 5-4 所示。触摸  按钮。

2. 时间设置屏幕打开，并允许根据需要选择和设置所需的时间。时间字段预览可在屏幕底部 
查看。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请参阅表 5-9 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注：按钮  用于不保存任何字段更改而返回。

3. 系统时间被插入到作业设计区域中。

注：插入的系统时间可以移动到作业设计区域中的所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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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描述了可用于编辑时间格式的选项： 

显示 说明

时间设置 提供更改以下参数的机会：

• 时间类型 —— 触摸下拉列表来选择：

自定义 ——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所需时
间格式 （小时、分钟、秒、期间、分
隔符）。例如：HH:mm:ss、 HH:mm 
AM/PM，等等。

班次 —— 作业将包含基于班次时间的
班次代码。

注：班次代码和时间在全局作业设置
中定义。请参阅第 6-20 页上的全局作
业设置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定时器 —— 作业将包含定时器值。

注：间隔、编码数字 1 和 2 只在从时
间类型中选择计数器选项时显示。

• 间隔 —— 触摸下拉列表来选择定时器
间隔 （15、 30、 45、 60 分钟）。

• 编码数字 1—— 触摸复选框来将定时
器的单位值替换为字母字符 （代表该
数字）。

• 编码数字 2—— 触摸复选框来将定时
器的第 10 个值替换为字母字符 （代
表该数字）。

字体

请参阅表 5-7 了解详细信息。布局

选项

表 5-9: 时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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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4 要添加计数器字段

执行以下步骤以在作业中添加计数器：

1. 触摸  下拉列表并选择计数器，如第 5-4 页上的图 5-4 所示。触摸  按钮。

2. 计数器设置屏幕打开，并允许根据需要选择和设置所需的计数器。计数器字段预览可在屏幕
底部查看。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请参阅表 5-10 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注：按钮  用于不保存任何字段更改而返回。

3. 计数器字段被插入到作业设计区域中。

注：插入的计数器字段可以移动到作业设计区域中的所需的位置。

表 5-10 描述了可用于输入所需的计数器格式的选项：

 

显示 说明

计数器设置 提供更改以下参数的机会：

• 计数器类型 —— 触摸下拉列表来选择 
计数器类型 （数字、大写字母和小写 
字母）。

• 开始值类型 —— 触摸下拉列表来选择开
始、 后和用户提示选项。

• 开始值 —— 触摸文本框来设置计数器的
开始值。

• 结束值 —— 触摸文本框来设置计数器的
结束值。

• 步长 —— 触摸文本框来设置数字计数器
增加或减少的单位数量。步长必须小于
结束值，可以是计数器范围的系数。

例如：如果开始值是 0，结束值是 6，那
么步长可以是 1、 2、 3 或 6。

用户提示 提供机会输入：

• 提示消息 —— 当选择作业并运行时，触
摸文本框来输入用户指令或提示。

• 提示值 —— 触摸下拉列表来选择作业中
已输入的所需的值：

空白 —— 作业将不包含文本。

当前 —— 作业将包含当前计数器值。

开始 —— 作业将包含开始计数器值。

表 5-10: 计数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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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
请参阅表 5-7 了解详细信息。

布局

选项 提供更改以下参数的机会：

• 字段名称 —— 触摸文本框来设置字段 
名称。

• 每计数值喷印数量 —— 触摸文本框来设
置每次计数所需喷印的数量。

• 重启自动轮转 —— 触摸复选框已在计数
器达到结束值时重启计数。

• 填充 —— 如果主要填充字符在开始值之
前需要，触摸复选框来启用填充。

• 填充字符 —— 触摸文本框来定义需要在
计数器字段之前出现的字符。

• 数字位数 —— 触摸文本框来指定可显示
的数字计数器的位数。

注：填充字符和数字位数选项只在选中
填充复选框时出现。

• 增量计数器 —— 选择所需的输入来增加
计数器。当喷印包含计数器的作业时，
计数器会增加或减少。选择数字 IO 从
外部增加计数器。

• 重置计数器 —— 选择外部输入来重置计
数器。

显示 说明

表 5-10: 计数器设置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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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5 要添加线性条码字段

执行以下步骤以在作业中添加线性条码字段：

1. 触摸  下拉列表并选择线性条码，如第 5-4 页上的图 5-4 所示。触摸 按钮。

2. 线性条码设置屏幕打开，并允许根据需要选择和设置所需的线性条码。线性条码字段预览可
在屏幕底部查看。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请参阅表 5-11 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注：按钮  用于不保存任何字段更改而返回。

3. 条码被插入到作业设计区域中。

注：插入的条码可以移动到作业设计区域中的所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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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描述了可用于线性条码字段的选项：

 

显示 说明

线性条码设置 提供更改以下参数的机会：

• 条码类型 —— 触摸下拉列表以选择所
需的条码 （Code 128、 Code 39、
EAN-128、 EAN-13、 EAN-8、 ITF、
UPC-A、 UPC-E）。

• 条码数据 —— 触摸下拉列表以选择 
所需的文本 （固定文本、自定义 
参考）。

注：自定义参考只在已创建时可用。
默认文本和自定义参考选项可选择 
启用。

• 默认文本 —— 触摸文本框以输入所需
的文本。

• 自定义参考 —— 触摸下拉列表以选择
所需的已创建自定义字段。

注：如果条码需要包含日期等额外数
据，则必须提供自定义参考。请参阅
第 6-13 页上的自定义参考生成器了解
更多详细信息。

• 计算校验和 —— 触摸复选框验证条码
信息。

注：此选项只可用于 Code 39 和 ITF 条
码类型。

• 观察空白区 —— 触摸复选框以在条码
两侧分别创建一个空白边缘。

注：此选项不可用于 UPC-A 和 
UPC-E 条码类型。

用户提示 不适用

表 5-11: 线性条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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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 提供更改以下参数的机会：

• 条码高度 —— 触摸下拉列表以选择所
需的条码高度 （5、 7、 9、 12、 16、
24、 34）。

• 字体 —— 触摸下拉列表来指定字体 
大小。

注：此选项只在选中添加人工可读复
选框时可用。

• 添加人工可读文本 —— 触摸复选框来
选择条码文本的字体高度。

布局 提供以下机会：

• 反转 —— 触摸复选框来反转字体 
颜色。

• 镜像 —— 触摸复选框来垂直翻转 
字段。

• 翻转 —— 触摸复选框来水平翻转 
字段。

选项 提供以下机会：

• 字段名称 —— 触摸文本框来设置字段
名称。

显示 说明

表 5-11: 线性条码设置 （续）

常规 反转

常规 镜像

常规 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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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6 要添加二维码字段

执行以下步骤以在作业中添加二维码字段：

1. 触摸  下拉列表并选择二维码，如第 5-4 页上的图 5-4 所示。触摸  按钮。

2. 二维码设置屏幕打开，并允许根据需要选择和设置所需的二维码。二维码字段预览可在屏幕
底部查看。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请参阅表 5-9 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注：按钮  用于不保存任何字段更改而返回。

3. 条码被插入到作业设计区域中。

注：插入的条码可以移动到作业设计区域中的所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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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描述了可用于二维码字段的选项：

 

显示 说明

二维码设置 提供更改以下参数的机会：

• 条码类型 —— 触摸下拉列表以选择所
需的条码 （Data Matrix、 QR）。

• 条码数据 —— 触摸下拉列表以选择所
需的文本 （固定文本、自定义参考）。

• 自定义参考 —— 触摸下拉列表以选择
所需的已创建自定义字段。

• 默认文本 —— 触摸文本框以输入所需
的文本。

注：本选项只在选中固定文本条码数据
时可用。

• 符号大小 / 版本 —— 触摸下拉列表以
选择所需的条码大小。

注：符号大小采用 Data Matrix 条码来
表示，版本采用 QR 码来表示。

注：喷印二维码时，建议选择特定光
栅。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与伟迪捷客户
服务部门或伟迪捷在您当地的经销商 
联系。

• 纠错 —— 触摸下拉列表以根据操作环
境选择纠错数量。

注：ECC200 采用 Data Matrix 条码来
表示， L、 M、 Q、 H 采用 QR 码来 
表示。

布局
请参阅表 5-11 了解详细信息。

选项

表 5-12: 二维码字段 



Videojet 1860 操作手册 - 修订版 AA 5-29

作业编辑器

条码允许的字符数以及所选的符号大小 / 版本是不同的。如果超出字符数限制，系统会显示以下
消息。

下表显示了每种条码类型允许的字符数及其相应的符号大小 / 版本：

QR 码 符号大小

错误 字符 21x21 25x25 29x29 33x33

L 数字 17 32 53 78

字母数字： 17 32 53 78

M 数字 32 26 42 62

字母数字： 32 26 42 62

Q 数字 11 20 32 46

字母数字： 11 20 32 46

H 数字 7 14 24 34

字母数字： 7 14 24 34

表 5-13: QR 码 —— 字符限制

图 5-12: 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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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atrix

错误编码 ECC200

符号大小 数字 字母 / 字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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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matrix—— 字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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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如何编辑作业

1. 触摸 主页屏幕上的按钮，如第 7-3 页上的图 7-1 所示。

2. 打开作业列表屏幕会显示作业的列表，从中选择所需的作业，如第 5-2 页上的图 5-1 所示。触

摸  按钮。

3. 触摸  作业设置屏幕上的按钮。

4. 触摸需要编辑的字段，然后触摸  按钮，如图 5-13 所示。

5. 在作业字段设置屏幕上修改所选的字段的参数，然后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欲了

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12 页上的添加字段。

注：按钮  用于不保存任何字段更改而返回。

6. 触摸  按钮保存更改的作业。

7. 触摸  按钮，使用新的作业名称保存更改的作业。

注：多当前正在喷印的作业所做的更改不会自动更新。要喷印更新的作业，触摸

和 按钮。

图 5-13: 字段编辑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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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如何快速编辑作业

注：更新按钮只在存在用户可编辑字段时启用。

1. 触摸主页屏幕上的作业预览栏。

2. 触摸  按钮。作业编辑屏幕会打开。

3. 要编辑用户提示字段，触摸  按钮，如图 5-14 所示。

注：只有用户提示字段可用于编辑。

4. 应用程序键盘打开，需要用户输入文本。触摸  按钮。

注：应用程序键盘基于所选的提示值显示 近保存的用户值 / 数据、默认文本或空白值。

注：对用户可编辑字段所做的更改会立即显示在作业预览窗口中。

5. 要移动字段位置，触摸该字段，然后触摸  按钮，如图 5-14 所示。

图 5-14: 作业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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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

7. 触摸  按钮覆盖当前作业。系统将立即对当前正在喷印的作业执行这些更改。

注：快速编辑更改只可在当前喷印的作业中执行。作业列表中保存的作业不会更改。

5.5 示例 —— 创建新作业

下面部分引导用户创建包含以下字段的新作业，如图 5-15 所示：

• 文本字段。

• 日期字段。

• 计数器字段。

图 5-15: 示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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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触摸 按钮。

2. 触摸  按钮来创建新作业，如第 5-2 页上的图 5-1 所示。

3. 作业设置屏幕打开，在作业名称文本框中为新作业输入作业名称 “Videojet 1860”，然后触摸

 按钮。触摸  按钮。

5.5.1 要插入文本

4. 触摸  下拉列表并选择文本选项，如第 5-4 页上的图 5-4 所示。触摸  

按钮。

5. 文本设置屏幕打开。检查固定文本是否被选中。

6. 触摸默认文本框，应用程序键盘会打开以输入所需的文本。

7. 输入文本 “Videojet 1860”，然后触摸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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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1 要更改文本的字体大小

8. 触摸字体按钮，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12 High International”，如图 5-16 所示。触摸

 按钮。

 

9.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文本字段被插入到作业中。

10. 选择字段并拖动或使用  按钮移动字段到第 5-33 页上的图 5-15 中所示的位置。

5.5.2 要插入日期

11. 触摸  下拉列表并选择日期选项，如第 5-4 页上的图 5-4 所示。触摸  

按钮。

图 5-16: 字体大小输入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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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 要更改日期格式

12. 日期设置屏幕打开。

13. 在日期设置屏幕，从日期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自定义选项，如图 5-17 所示。触摸

 按钮。

 

14. 从日下拉列表中选择日 (01) 选项，然后触摸  按钮。从分隔符下拉列表中选择斜

杠 (/) 选项，然后触摸  按钮。

15. 从月份下拉列表中选择月份 (01) 选项，然后触摸  按钮。从分隔符下拉列表中选

择斜杠 (/) 选项，然后触摸  按钮。

图 5-17: 日期格式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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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从年下拉列表中选择年 (2010) 选项，然后触摸  按钮。

日期字段预览将显示所选格式的当前日期，如图 5-18 所示。

17. 触摸  按钮保存自定义日期格式。

18. 从插入日期下拉列表中选择偏移。

19. 从偏移菜单中选择日偏移单位，偏移量为 7。

图 5-18: 日期分隔符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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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 要更改日期的字体大小

20. 触摸字体按钮，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12 High International”，如图 5-16 所示。触摸

按钮。

 

图 5-19: 字体大小输入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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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日期字段内插入到作业中，如图 5-20 所示。

22. 选择字段并拖动或使用  按钮移动字段到第 5-33 页上的图 5-15 中所示的位置。

图 5-20: 日期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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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要插入计数器

23. 触摸  下拉列表并选择计数器选项，如第 5-4 页上的图 5-4 所示。  按钮。

5.5.3.1 要更改开始值

24. 设置屏幕打开。检查计数器类型是否为数字以及是否选择了开始。

25. 触摸开始值文本框，应用程序键盘会打开以输入开始值。

26. 输入开始值为 1，然后触摸  按钮。

27. 同样地，输入结束值为 100，步长为 3。

5.5.3.2 要更改计数器的字体大小

28. 触摸字体按钮，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12 High International”，如图 5-16 所示。触摸

 按钮。

 

图 5-21: 字体大小输入屏幕



Videojet 1860 操作手册 - 修订版 AA 5-41

作业编辑器

29.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计数器字段被插入到作业中。

30. 选择字段并拖动或使用  按钮移动字段到第 5-33 页上的图 5-15 中所示的位置。

注：如果一个字段与另一个字段重叠，字段周围会显示红色边框。

注：要将一个字段临近另一个字段放置，拖动字段直到出现绿色线条。该字段将尽可能被放
置到临近另一个字段的位置处以进行喷印。

5.5.4 保存作业

31. 触摸  按钮保存作业进行喷印。

32. 作业 “Videojet 1860” 被添加到作业列表中，如图 5-22 所示。

 

图 5-22: 作业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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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用户界面

简介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用户界面 (UI)，包含以下主题：

• 主页屏幕描述

• 使用工具屏幕

• 配置生产线设置

• 设备综合效率可用性

6.1 主页屏幕描述

用户界面 (UI) 上的按钮允许用户导航到不同的界面屏幕。 UI 的主页屏幕如图 6-1 所示。要导航快
速触摸以选择一个项目，触摸并拖动以滚动菜单或页面，以及使用箭头滚动以增加 / 减少值。使
用应用程序键盘和按键输入所需的文本、数字或特殊字符。

 

1. 喷码机状态栏

2. 启动 / 停止喷墨按钮

3. 消息预览

4. 耗材信息

5. 性能信息

6. 登录 / 注销按钮

7. 工具按钮

8. 调整按钮

9. 作业按钮

10. 主页按钮

图 6-1: 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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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中列出了 UI 中提供的各种导航、选择或输入值选项：

选项 （示例） 说明

编辑 —— 触摸以修改所选选项。

下拉列表 —— 选择以显示下拉选项。

下拉列表箭头 —— 向上或向下滚动以查看选项列表。

文本框 —— 选择此框以打开键盘。

增加或减少文本框 —— 选择 + 或 - 在定义范围内增加或减

少值，或选择所需文本框以打开键盘并输入所需值。

侧箭头 —— 导航到子菜单。

工具栏 —— 触摸以导航回子菜单或菜单。

选项卡 —— 选择选项卡以显示所需菜单。

选项选择 —— 所选选项颜色将被更改并显示勾选。

复选框 —— 触摸复选框添加或删除勾选以启用或禁用所

需选项。

选项选择 —— 所选选项颜色将被更改并显示实心圆。

向上 / 向下箭头 —— 选择以显示或隐藏警报。

信息条 —— 触摸值 / 参数以查看相应的数据。

移动箭头 —— 沿所需方向移动选中的字段。

表 6-1: UI 导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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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使用工具屏幕

工具屏幕显示可供喷码机使用的工具。

触摸主页屏幕上的  按钮以访问工具屏幕 （请参见图 6-2）。

 

工具屏幕提供对以下参数的访问：

* 工作流模块可作为附加功能选项添加。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与伟迪捷客户服务部门或伟迪捷在您
当地的经销商联系。

图 6-2: 工具屏幕

• 性能

• 耗材 
• 生产线设置

• 文件管理器

• 自定义参考生成器

• 全局作业设置

• 通信

• 喷码机设置

• 用户访问

• 配置主页屏幕

• 软件下载

• 维护

• 诊断

• 安装

• 积墨传感器

• 工作流模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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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性能

性能屏幕提供有关喷码机参数的统计信息。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性能屏幕如图 6-3 所示。

 

图 6-3: 性能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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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屏幕提供对表 6-2 中所示的以下选项的访问。

按钮 说明

生产统计资料 显示有关喷码机生产数据的详细信息。

• 喷印总数 —— 显示喷印的单个作业的总数量。

• 产品总数 —— 显示喷码机检测到的产品数量。

• 批次喷印计数 —— 显示批次喷印数量。

• 批次产品计数 —— 显示喷码机检测到的批次产品数量。

• 件数 / 分钟 —— 显示作业的喷印速度。

• 喷码机可用性。

• 操作可用性 （喷码机总时间）。

• 操作可用性 （喷码机就绪总时间）。

喷码机日志 显示导致喷码机停机的事件的日志。

触摸筛选器按钮以筛选可用的文件类型。要选择所需的文件类型，请

选择复选框以添加复选标记。选择文件类型支持用户筛选显示的文件

以导出：

• 选择所有 —— 选择所有日志数据。

• 事件数据 —— 选择与喷码机停机相关的所有事件日志。

• 维修数据 —— 选择与喷码机停机相关的所有维修日志。

• 生产数据 —— 选择与喷码机相关的所有生产日志。

• 警报 —— 选择所有的警报、警告或状态事件。

用户可以导出日志文件到 U 盘。

要导出文件，请选择导出到 USB 按钮。

触摸后退按钮返回到性能页面。

表 6-2: 性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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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E 可用性 显示以下相关数据：

• 时间框架 —— 显示不同的可用的时间框架内的喷码机和操作可 

用性值。可用性数据的历史记录可让用户关联影响可用性的季节

变化。

• 喷码机可用性 —— 追踪与内部错误 （故障）直接相关的停机，

如：

• 泵故障

• 充电电源故障

• 吸墨槽故障

欲了解其他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58 页上的 “ 喷码机可用性 ”。

• 操作可用性 —— 追踪与 “ 程序类” 故障相关的停机，如：

• 墨水系统已空

• 调制驱动器过热

影响可能源于喷码机问题、操作员相关问题、班次转换，等等。

欲了解其他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58 页上的 “ 操作可用性 ”。

触摸导入到 USB按钮导入事件日志到 U 盘。UI 将引导用户按必要的步    

骤下载到 USB。

触摸后退按钮返回到性能屏幕。

按钮 说明

表 6-2: 性能选项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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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耗材

耗材屏幕显示有关溶剂和墨水耗材的信息。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

注：通过触摸溶剂和区域，可从主页屏幕访问耗材屏幕。

2. 选择所需的耗材以查看图 6-4 中显示的耗材详细信息。

图 6-4: 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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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屏幕提供对表 6-3 中所示的以下选项的访问。

选项 说明

备件号 显示插入墨盒的备件号。

剩余墨量 （毫升） 显示墨盒中的剩余墨量。

批号 显示墨水 / 溶剂的批号。

首次安装日期 显示墨盒的首次安装日期。

保质期 显示墨水 / 溶剂的保质期。

剩余时间 （估计） 显示当前作业的预计剩余时间。这是一个计算值，因当前喷印的作
业而异。

更换时间 （估计） 显示保质期和剩余时间。此选项预计何时需要更换墨盒。

推荐溶剂 显示建议与墨水类型配合使用的溶剂类型。

表 6-3: 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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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生产线设置

生产线设置屏幕提供选项以创建、编辑、保存、激活和删除不同的生产线
配置。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生产线设置屏幕如图 6-5 所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44 页上的“ 配置生产线设置 ”。

图 6-5: 生产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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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文件管理器

文件管理器允许用户管理数据、导入 / 导出文件、备份喷码机、归档和恢复备份。

1. 触摸  工具 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文件管理器如图 6-6 所示。

2. 选择所需的选项以组织和管理数据。

注：确保 USB 连接到喷码机以执行文件管理器操作。要插入 USB，请参阅第 4-15 页上的“ 如
何将 USB 连接到喷码机 ”。

图 6-6: 文件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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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管理器屏幕提供对以下选项的访问 （请参见表 6-4）：

 

按钮 说明

查看存储 显示可用的驱动器上的存储信息：内部驱动器和 USB。

导入文件 触摸导入文件按钮以选择需要从中导入文件的驱动器。
触摸继续按钮以选择要导入的文件，然后触摸导入按钮以导入所需
文件。

导出文件 触摸导出文件按钮以将喷码机数据导出到外部驱动器。
触摸筛选器按钮以筛选可用的文件类型。要选择所需的文件类型，请
选择复选框以添加复选标记。选择文件类型支持用户筛选显示的文件
以导出：
• 选择所有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可导出文件，并将所需文

件导出到外部驱动器。

• 自定义参考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自定义参考格式，并将
所需文件导出到外部驱动器。

• 字体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字体格式，并将所需文件导出
到外部驱动器。

• 图形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图形文件，并将所需文件导出
到外部驱动器。

• 作业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作业，并将所需文件导出到外
部驱动器。

• 生产线设置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生产线设置配置，并将
所需文件导出到外部驱动器。

• 日志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事件日志和传感器数据，并将
所需文件导出到外部驱动器。 
选择屏幕左侧的选项可导出事件日志或传感器数据。

• 光栅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光栅文件，并将所需文件导出
到外部驱动器。

触摸继续按钮前先选择所需文件。
选择所需的外部驱动器，然后触摸导出按钮导出文件。

编辑文件 触摸编辑文件按钮打开文件列表。
触摸筛选器按钮以筛选可用的文件类型。要选择所需的文件类型，请
选择复选框以添加复选标记。选择文件类型支持用户筛选显示的文件
以进行编辑：
• 选择所有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可编辑文件。

• 作业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作业以进行编辑。

• 字体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字体格式以进行编辑。

• 图形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图形文件以进行编辑。

• 生产线设置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生产线设置配置以进行
编辑。

• 自定义参考 —— 选择喷码机中所有可用的自定义参考格式以进行
编辑。

选择单个文件以删除、复制或重命名。
注：可用选项可能因所选文件而异。

表 6-4: 文件管理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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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码机备份 触摸喷码机备份按钮，按步骤执行喷码机备份。
• 存储 —— 从可用选项中为要存储的备份选择所需的位置。

• 名称 —— 备份名称将自动填充，但如果需要，可以通过选择文本
输入新名字。

• 选项 —— 如果喷码机设置和参数 （如粘度）正确并正常运行，可
将文件标记为 “ 正确” 以备日后参考。

触摸备份按钮启动备份。

恢复喷码机备份 触摸恢复备份按钮，按步骤执行恢复喷码机备份。
• 位置 —— 从可用选项中为要恢复的备份选择所需的位置。

• 文件 —— 显示在所选硬盘上的所有可用的文件以进行恢复。

为 “ 仅限正确 ...” 添加复选标记将只显示备份中标记为正确的那
些文件。

为 “ 恢复系统设置 ” 添加复选标记将恢复备份文件中可用的喷码
机系统。

为 “ 恢复安全设置 ” 添加复选标记将恢复备份文件中可用的安全 
设置。

触摸恢复按钮启动恢复过程。
注：恢复备份过程需要关闭喷码机。

全系统备份 触摸全系统备份按钮，按步骤执行全系统备份。
• 存储 —— 从可用选项中为要存储的备份选择所需的位置。

• 名称 —— 备份名称将自动填充，但如果需要，可以通过选择文本
输入新名字。

触摸备份按钮启动全系统备份过程。

按钮 说明

表 6-4: 文件管理器选项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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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自定义参考生成器

自定义参考生成器提供选项以创建和编辑自定义参考字段。这些字段可能包含
一个或多个数据字段以创建唯一参考供作业使用。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自定义参考生成器屏幕如图 6-7 所示。

2. 触摸  按钮以创建新的自定义参考。参考名称屏幕会打开。

3. 使用应用程序键盘输入所需的参考名称，然后触摸  按钮。

图 6-7: 自定义参考生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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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后的自定义参考编辑器屏幕如图 6-8 所示。

5. 自定义参数编辑器提供选项以添加和编辑在作业编辑器中可用的以下参数：

注：自定义参考数据预览可在屏幕底部查看。

6. 要从自定义参考中删除字段，选择所需字段并触摸 按钮。

7. 触摸 按钮保存所需的自定义参考格式。触摸 按钮以用不同名称

保存。

注：用户不可删除在作业列表中列出的任何作业中使用的自定义参考。

图 6-8: 自定义参考编辑器

• 文本

• 用户提示文本

• 日期

• 偏移日期

• 时间

• 班次

• 定时器

• 计数器

• 工厂 ID
• 机器 ID
• 生产线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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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1 示例 —— 创建新的自定义字段并将其插入到作业编辑器中

以下部分会指导用户。

1. 创建自定义字段。

2. 将自定义字段导入到二维码作业中。

 

创建自定义字段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

2. 触摸第 6-13 页上的图 6-7 中所示的  按钮来创建新的自定义字段。参考名称屏幕会

打开。

3. 使用应用程序键盘输入所需的参考名称 “ 到期日 ”，然后触摸  按钮。

4. 打开后的自定义参考编辑器屏幕如图 6-8 所示。

5. 选择偏移日期选项并触摸 。偏移日期被添加到自定义参考生成器列表中。

6. 从自定义参考生成器中选择偏移日期选项并触摸  。偏移日期屏幕打开。

图 6-9: 打样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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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偏移单位列表中选择年。触摸  按钮。

8. 在偏移量屏幕中，使用数字键盘将值更改为 2。触摸  按钮。

9.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

10. 触摸  按钮保存自定义作业。

导入自定义字段

1. 触摸 用户界面上的按钮。

2. 从作业列表中选择 “Videojet 1860”，然后触摸  按钮。

3. 在作业编辑器屏幕上，触摸  按钮并选择二维码选项。触摸  按钮。

4. 打开后的二维码设置屏幕如图 6-10 所示。

5. 从条码类型列表中选择 DataMatrix。

6. 从条码数据列表中选择自定义参考。

图 6-10: 二维码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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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维码设置屏幕允许用户选择自定义参考，如图 6-11 所示。

8. 从自定义参考列表中选择到期日，如图 6-12 所示。

9. 从符号大小列表中选择尺寸 16x16 。

注：用户应基于条码类型选择适当的符号大小 / 版本、纠错。如果用户选择较小的符号大小 /
版本，用户界面会显示第 5-29 页上的图 5-12 中所示的错误。请参阅第 5-29 页上的表
5-13 了解针对条码类型适当的符号大小 / 版本。

图 6-11: 二维码设置屏幕

图 6-12: 自定义参考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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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打开后的作业屏幕如图 6-13 所示。 

11. 选择字段并拖动或使用  按钮移动字段到第 6-15 页上的图 6-9 中所示的位置。

12. 触摸  按钮。选择文本选项并触摸  按钮。

13. 从文本类型列表中选择自定义参考。请参阅第 5-13 页上的表 5-7 了解文本选项。

14. 从自定义字段参考列表中选择到期日，如图 6-12 所示。

15. 触摸字体按钮并从字体列表中选择 “12 High International”。

图 6-13: 作业编辑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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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打开后的作业屏幕如图 6-14 所示。

17. 选择字段并拖动或使用  按钮移动字段到第 6-15 页上的图 6-9 中所示的位置。

18. 触摸  按钮保存作业。

图 6-14: 作业编辑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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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全局作业设置

全局作业设置工具提供选项以设置所有作业使用的参数。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全局作业设置屏幕如图 6-15 所示。

全局作业设置屏幕提供对表 6-5 中所示的以下选项的访问。 

按钮 说明

班次代码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和添加班次。班次代码、开始时间和日期
都可配置。每个班次都必须是唯一的。
默认设置是 1 周 7 天，每天 3 班， 1 班 8 小时。

要以班级现有班次代码，通过选择合适的文本框或下拉列表可编
辑所有参数。选择删除删除班次、选择接受接受更改、选择取消
返回。

设备参考 添加 / 编辑机器、工厂、生产线 ID。

一小时中的分钟代码 每分钟 (00-59) 都可被分配给一个唯一的字母数字代码，如要更改

默认设置，选择合适的文本框。

一天中的小时代码 每小时 (00-23) 都可被分配给一个唯一的字母数字代码，如要更改

默认设置，选择合适的文本框。

周日期代码 每个周日期 （周日到周一）都可被分配给一个唯一的字母数字代
码，如要更改默认设置，选择合适的文本框。可以从下拉列表中
选择设置表示一周开始的周日期。

月日期代码 每个月日期 (01-31) 都可被分配给一个唯一的字母数字代码，如要

更改默认设置，选择合适的文本框。

表 6-5: 全局作业设置 

图 6-15: 全局作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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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的月份代码 每个年月份 （一月到十二月）都可被分配给一个唯一的字母数字
代码，如要更改默认设置，选择合适的文本框。

一年中的周代码 一年中的每个周 (01-54) 都可被分配给一个唯一的字母数字代码，

如要更改默认设置，选择合适的文本框。

年代纪年代码 每个年代纪年 (0-9) 都可被分配给一个唯一的字母数字代码，如要

更改默认设置，选择合适的文本框。

季度的 后一天 设置每季的 后一天。要修改设置，选择文本日期并从日历中选
择新日期。

条宽调整 条宽和空间宽度可以单独调整。

按钮 说明

表 6-5: 全局作业设置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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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通信

通信屏幕提供选项以配置喷码机连接。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通信屏幕如图 6-16 所示。

 

图 6-16: 通信屏幕



用户界面

Videojet 1860 操作手册 - 修订版 AA 6-23

通信屏幕提供对 表 6-7 中描述的以下选项的访问：

选项 说明

语言 用户可以选择所需的通信协议。

喷印确认 当启用喷印确认时，用户可以设置输出所需
的参数。

传输字段 从下拉列表中为传输字段选择所需的触发
器。当启用时，用户可以设置输出所需的 
参数。

表 6-6: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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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jLan1 显示以太网连接的默认设置。
• DHCP—— 如果启用 DHCP，局域网网

络自动建立。

• IP 地址 —— 输入控制器的 IP 地址。默
认 IP 地址是 127.0.0.1。

• 子网 —— 输入子网掩码编号。默认子网
掩码是 255.255.255.0。

• 网关 —— 输入网关地址。

• MAC 地址 —— 显示控制器的 MAC 
地址。

• 添加端口和协议 —— 输入所需的端口号
和协议。

注：创建的端口和协议将被添加到添加
端口和协议选项列表中。

选项 说明

表 6-6: 通信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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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喷码机设置

喷码机设置屏幕提供选项以查看并修改喷码机参数。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喷码机设置屏幕如图 6-17 所示。

2. 选择所需的选项以更改喷码机的设置。

 

图 6-17: 喷码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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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码机设置屏幕提供对表 6-7 中描述的以下选项的访问：

按钮 说明

本地化 触摸以下选项以设置：
• 语言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语言。

• 国家 / 地区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
需国家 / 地区。

• 键盘配置 —— 触摸键盘配置按钮后从选
项中选择所需键盘和默认键盘。 
选择本地化按钮返回菜单。

• 当前日期 —— 显示当前日期。选择此文
本框以更改日期。

• 当前时间 —— 显示当前时间。选择此文
本框以更改时间。

• 日历 —— 选择所需的日历 （格里高利
历或伊斯兰教日历）。

• 一年中的第几周 —— 设置所需的一年中
的第一周是 1 月 1 日、 1 周中的第 4 天
或第一个完整周。

• 备选的零 —— 从下拉列表中设置备选的
零符号 （零、零与点、零与斜线、零与
破折号）。备选的零符号可以被设置为
几种可用零中的一种。

• 计量单位 —— 选择公制或英制计量 
单位。

省电 为节省电力，启用睡眠模式，显示器在超出
自上一次干预后的超时时间 （分钟）时将
关闭。超时时间默认是 30 分钟，可根据需

要使用 +/- 按钮或选择文本字段增加或减少

超时时间。

表 6-7: 喷码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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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码机控制 设置喷码机的各种参数：
• 喷墨启动和停止模式 —— 从下拉列表中

选择所需的启动 / 停止模式。

自动 —— 喷码机将根据用途选择 佳的
启动和停止模式。

清洁 —— 执行清洁启动和停止序列以在
喷墨停止之前去除歧管和喷嘴中的墨
水。这样做可防止墨水在喷头上积墨。

注：一旦清洁或快速序列完成，喷墨启
动和停止模式即返回到自动模式。

快速 —— 执行快速启动和停止序列。 
如果喷码机关闭时间不到半小时，使用
快速启动。 
快速停止无需冲洗序列而启动，使用供
墨系统将空气排出喷嘴。

注：一旦快速序列完成，喷墨启动和停
止模式即返回到自动模式。

• 喷印确认模式 —— 从关、高电平有效开
或低电平有效开中选择所需的喷印确认
模式。

• 喷印完整宽度 (ms)—— 输入所需的喷印
完整宽度值 （单位：ms）。

• 警告抑制 —— 要忽略喷印操作时的系统
警告，启用此选项。

注：仅喷印错误和喷印触发警告可忽
略。所有系统警告都将显示出来，并需
要操作员进行处理。

• 在喷墨启动时自动喷印 —— 要允许在喷
墨启动时启动自动喷印，启用此选项。

• 在作业选择时自动喷印 —— 要允许在作
业加载时启动自动喷印，启用此选项。

• 无喷码，不运行 —— 设置此选项为关
闭、累积或连续。

• 无喷码，不运行容差 —— 触摸 +/- 按钮
增加或减少容差值。

连续 —— 只有在容差值连续出现时，喷
码机才会显示故障。

累积 —— 只有在达到总容差值时，喷码
机才会显示故障。

按钮 说明

表 6-7: 喷码机设置（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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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头控制 喷头控制参数在喷码机安装过程中设置，一
般情况下不应进行调整。以下参数可用于喷
头控制：
• 启用吸墨槽故障 —— 喷码机在检测到吸

墨槽故障时将提出故障。

• 自动调制

• 手动调制电压 (V)—— 显示手动调制电
压值。

• 手动调制频率 —— 显示手动调制频 
率值。

• 上一次正确调制 (V)—— 显示上一次 
“ 正确配置 ” 的电压。

• 追踪 —— 用户只在启用自动调制选项时
才可启用 / 禁用追踪。

• 喷印高度调节 (V)—— 更改可实现的
大喷印高度。

• 电压大小

• 相位电压 (V)—— 设置电压以优化喷印
质量。

数字 IO 设置各种输入或输出设备。
输入 —— 触摸单个输入按钮选择所需

输入。
• 信号 —— 为单个输入选择无、增量计数

器、重置计数器、停止喷墨、启用喷印
和禁用喷印。

• 激活极性 —— 触摸高或低按钮启用所需
极性。

触摸确定保存所做的更改。
输出 —— 触摸单个输出按钮选择所需 

输出。
• 信号 —— 为单个输出选择无、启用喷

印、无喷码，不运行、喷印完成、故障
激活和警告激活。

• 激活极性 —— 触摸高或低按钮启用所需
极性。

触摸确定保存所做的更改。

按钮 说明

表 6-7: 喷码机设置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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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信息 显示系统信息，如产品名称、产品版本、应
用程序、公共图书馆、 QT 构建、 QT 运行

时间，等等。

注：应用程序提供了当前软件的版本号。

作业选择 作业选择选项在安装可选扩展板安装后可
用。启用外部作业选择时，可完成所需的额
外数据。请参阅扩展板设置了解更多信息。

客户服务联系人 提供客户服务联系人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
可通过选择文本框进行更新。

按钮 说明

表 6-7: 喷码机设置（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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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用户访问

用户访问屏幕提供选项以查看和修改安全模式，以及配置角色和用户。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用户访问屏幕如图 6-18 所示。

2. 选择所需的选项以更改角色和用户的安全设置并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

图 6-18: 用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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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访问屏幕提供对表 6-8 中所示的以下选项的访问。

按钮 说明

安全模式 触摸以下选项以设置：
• 访问模式 —— 通过触摸所需的模式选

择角色或用户访问模式。

角色 —— 此模式允许在默认设置之外
设置个人角色。每次滚动指定用户可以
访问的工具和菜单。

用户 —— 此模式允许基于可用角色设
置唯一用户和唯一密码。用户可根据需
要激活或禁用。

• 自动注销 —— 自动注销默认开启，在
超过 15 分钟不进行 UI 交互将自动注销
用户。取消勾选对应复选框将取消自动
注销。

• 注销时间 （分钟） —— 输入自动注销
的时间。

注：注销时间只在启用自动注销选项时
可用。

触摸保存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

配置角色 显示在用户访问屏幕中可用的配置角色。
可用默认角色包括管理者、注销、维护和
操作员。
触摸以下选项以设置：
• 触摸新建按钮创建新角色并提供对所需

工具的访问。

• 触摸编辑按钮修改所选角色的访问 
权限。

• 触摸删除按钮删除所选角色。管理员和
注销角色无法删除。

• 触摸保存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

配置用户 显示在用户访问屏幕中可用的配置用户。
触摸以下选项以设置：
• 触摸新建按钮通过分配角色创建新 

用户。

• 选择所需的用户并触摸配置按钮根据所
选角色定义创建新用户。也可以配置创
建的新用户。

• 触摸编辑按钮修改所选用户的角色。

• 触摸删除按钮删除所选用户。

• 触摸保存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

表 6-8: 用户访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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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 配置主页屏幕

配置主页屏幕显示主页屏幕中所需的性能信息。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配置主页屏幕如图 6-19 所示。

 

2. 触摸所需的位置以更改主页屏幕上的选项，如图 6-20 所示。

图 6-19: 配置主页屏幕

图 6-20: 修改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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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配置主页屏幕中的各个位置的选项包括：

• 未显示

• 喷印总数

• 产品总数

• 批次喷印计数

• 批次产品计数

• 件数 / 分钟

• 喷码机可用性

• 操作可用性 （喷码机总时间）

• 操作可用性 （喷码机就绪总时间）

3. 触摸  按钮保存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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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软件下载

软件下载屏幕提供选项以管理系统软件和工作流模块。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软件下载屏幕如图 6-21 所示。

 

图 6-21: 软件下载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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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下载屏幕提供对表 6-9 中描述的以下选项的访问：

按钮 说明

喷码机信息 显示与喷码机相关的软件信息。
软件版本可以导出到 USB 文件或通过网络

导出，这是由于文件对每个喷码机而言具有
唯一性。

安装工作流模块 如果工作流模块可用，可根据需要通过所选
驱动器安装。

卸载工作流模块 如果不再需要工作流模块，可选择该模块并
卸载。

表 6-9: 软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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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系统软件 要升级系统软件，选择升级可用的驱动器，
然后选择所需的软件包并选择升级。

降级系统软件 要降级系统软件，选择降级可用的驱动器，
然后选择所需的软件包并选择降级。

连接至 Videojet Worflow Portal 允许喷码机直接连接到工作流门户并允许下
载系统软件包和工作流。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与伟迪捷客户服务部门或伟迪捷在您当地
的经销商联系。

按钮 说明

表 6-9: 软件下载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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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维护

维护工具允许用户访问维护说明以及关键维护数据。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维护屏幕如图 6-22 所示。

2. 选择所需的选项以执行喷码机维护活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 章第 7-1 页上的 “ 维护 ” 。

图 6-22: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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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诊断

诊断屏幕显示喷码机设置的关键参数的当前值，这些值支持喷码机操作并能够帮助
解决问题。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诊断屏幕如图 6-23 所示。

 

图 6-23: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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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屏幕提供对表 6-8 中所示的以下选项的访问。
 

按钮 说明

喷头 选择以下选项以查看各种参数的值：

墨水系统 选择以下选项以查看墨水系统参数的值：

温度和湿度 显示喷头、墨水等各种参数的温度值和湿度值。

阀门 显示所有阀门的状态 （打开或关闭）。

电子设备 选择以下选项以查看各种参数的值：

I/O 显示输入 / 输出连接设备的状态。

诊断数据 选择以下选项以查看各种参数的值：
• 喷头和喷嘴 —— 显示喷嘴诊断、吸墨槽状态和喷头 

诊断。

• 墨水系统 —— 显示各种墨水状态和硬件状态。

自检 触摸运行测试按钮运行自检。自检验证喷码机操作所需的所
有参数并生成检测报告。
触摸导出日志按钮导出检测日志以查看和分析。

序列 为程序分配序列以支持喷码机设置和维护。选择所需的操作
并遵循机上提示：
• 灌注混合罐 —— 执行灌注混合操作以增加墨水流粘性以

提升喷印质量。

• 灌注溶剂罐 —— 执行溶剂灌注操作以获得合适的混 
合物。

• 喉管清洗 —— 如果喷码机长时间不使用，执行喉管清洗
操作以防止杂质堵塞喷嘴。

• 快速喉管清洗 —— 执行快速喉管清洗操作 （建议清洗约 
15 分钟）。

• 系统冲洗清洗 —— 启动机器和冲洗泵操作。在调试期间
或者故障期间空气被吸入冲洗系统等情况下，可以通过该
功能将空气排出冲洗系统。

数据记录 触摸开 / 关按钮启用 / 禁用数据记录选项。如果启用，设置

数据记录的时间间隔。

表 6-10: 诊断选项 

• 喷嘴

• 相位 / 速度

• EHT

• 吸墨槽

• 加速计

• 墨水泵

• 溶剂泵

• 粘度

• 墨水

• 溶剂

• MCB 电压

• IMB 电压

• 喷头 PCB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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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存器 用户可以加载自定义诊断序列以查找故障并进行测试。

请参阅维修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按钮 说明

表 6-10: 诊断选项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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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 安装

安装屏幕将引导用户执行三个阶段的喷码机安装。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安装屏幕如图 6-24 所示。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维修手册。

图 6-24: 安装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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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5 积墨传感器

积墨传感器屏幕显示与积墨趋势和阈值相关的数据。这些信息用来帮助预测喷头 
何时需要清洁。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积墨传感器屏幕如图 6-25 所示。

 

积墨传感器屏幕提供对表 6-11 中所示的以下选项的访问。 

按钮 说明

积墨趋势 显示自喷头上次清洁日当天开始起的积墨 （微米）。

电流传感器数据 显示传感器感测到的实际光数据 （像素）。黑色条指示传感器感
测到的吸墨槽剖面 （安装时设置并重新校准）。每个红色条指示
吸墨槽上已检测到的积墨并将显示积墨 （微米）值。

积墨 （微米） 显示实际积墨 （单位：微米）。

积墨 (%) 显示阈值积墨的 %。

阈值 （微米） 显示积墨触发器 （单位：微米）。一旦此值超出范围，系统将显
示警告，指示应清洗喷头以维持喷印质量。

视频指南 显示清洁喷头说明。

表 6-11: 传感器配置 

图 6-25: 积墨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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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监控统计数据
显示以下参数：
• 预计清洁日期

• 积墨 （微米）

• 喷印墨滴 （数百万）

• 上次清洁日期

触发器
允许为各个参数设置触发器，以提出警告指示喷头需要清洁以防
止喷印质量降低。可用的参数包括：
• 积墨 （微米）

• 喷印墨滴 （数百万） —— 偏转墨滴的数量

注：重置为零只有在吸墨槽剖面似乎不正确是可以选择，如果喷
头是清洁的，则无积墨。

按钮 说明

表 6-11: 传感器配置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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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配置生产线设置

生产线设置提供选项以创建、编辑、保存、激活和删除生产线配置。

6.3.1 创建新的生产线设置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

2. 触摸  生产线设置屏幕上的按钮以创建新的生产线设置，如图 6-26 所示。使用应用

程序键盘打开生产线设置名称屏幕。

 

3. 为生产线设置输入名称并触摸  按钮保存名称。

图 6-26: 生产线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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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配置生产线设置，按以下步骤执行每个设置并选择所需的选项，如图 6-27 所示。

 

6.3.2 产品方向

产品方向用来设置所需的喷印方向。

1. 触摸生产线设置屏幕上的产品方向选项，如图 6-27 所示。

2. 选择所需的喷印方向，然后触摸  按钮确认并进入下一个设置。

图 6-27: 生产线设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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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喷头方向

喷头方向用于更改产品上的喷印方向。

1. 选择喷头方向，如图 6-28 所示。

要以常规方向喷印作业

2. 触摸常规按钮以常规方向喷印。

要反向喷印作业

3. 触摸反向按钮反向喷印。

4. 触摸  按钮设置方向。

图 6-28: 生产线设置 —— 喷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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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喷印模式

喷印模式用于设置不同的喷印模式。喷印模式包括

• 单次喷印 / 触发

• 多次喷印 / 触发

• 连续

1. 触摸生产线设置屏幕上的喷印模式选项，如图 6-29 所示。

 

DIN 喷印

DIN 喷印会自动反向喷印。此方法适用于电缆喷印。

1. 启用 DIN 喷印模式，选择所需的喷印模式以及 DIN 模式。

单次喷印 / 触发

单次喷印 / 触发在产品上执行一次作业喷印。

1. 为单喷印模式选择单次喷印 / 触发选项，然后触摸  按钮设置模式。

多次喷印 / 触发

多次喷印模式支持喷码机在产品上执行一次喷印触发，多次喷印。

1. 选择多次选项，如图 6-29 所示。触摸  按钮。

图 6-29: 生产线设置 —— 喷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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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改设置屏幕上的参数，然后触摸  按钮设置模式，如图 6-30 所示。

选项 说明

喷印间隔 定义产品上两次或多次连续喷印的时间间隔。

从列表中选择喷印间隔类型并触摸确定按钮。喷印间隔选项包括时间、
编码器脉冲和距离。

间隔值 定义产品上两次或多次连续喷印的时间间隔值。

触摸 +/- 按钮设置间隔值 （单位：毫秒）。

喷印 定义产品上作业需要的喷印次数。

触摸 +/- 按钮设置喷印次数。

产品检测器已触发 触摸是或否按钮以启用或禁用该选项。

产品检测器有网关 触摸是或否按钮以启用或禁用该选项。

表 6-12: 多个模式参数 

图 6-30: 喷印模式 —— 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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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连续喷印模式用于在产品上重复执行喷印作业。

1. 选择连续选项，如图 6-29 所示。触摸  按钮。

2. 更改设置屏幕上的参数。触摸  按钮设置模式，如图 6-31 所示。

 

请参阅第 6-48 页上的表 6-12 了解有关参数的详细信息。

图 6-31: 喷印模式 —— 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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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喷印触发

喷印触发用于为开始喷印方向选择触发沿。

1. 触摸生产线设置屏幕上的喷印触发选项，如图 6-32 所示。

2. 选择所需的参数并触摸 按钮设置值。

喷印触发屏幕提供选项以设置以下参数 （请参见表 6-13）：

选项 说明

PD 触发沿 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定义要接受的产品检测器触发沿。

PD 的 小宽度 (μs) 定义检测区域的长度 （检测器的感测量）。

PD 到 PH 的距离（毫米） 定义喷头和产品检测器之间的距离 （单位：毫米）。在喷码机开始
喷印之前，产品检测器可以感测到产品的前后边缘。

介质宽度筛选器 启用 / 禁用介质宽度筛选器 （毫米）。

介质宽度筛选器 （毫米） 设置喷码机上的产品长度 （单位：毫米）。它可让喷码机在产品通
过光电眼时忽略产品检测触发器。

喷头的喷墨距离 定义喷头和产品之间的距离 （单位：毫米）。

注：推荐的喷墨距离是 12 毫米。

表 6-13: 喷印触发 —— 选项

图 6-32: 生产线设置 —— 喷印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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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生产线速度

生产线速度用于定义产品到喷头的移动。在喷码机上可定义三种类型的生产线速度，包括：

• 手动设置 —— 以米 / 分钟或英尺 / 分钟定义生产线速度。

• 按轴编码器测量 —— 生产线速度按可感测产品速度变化并支持喷码机调整喷印宽度
的轴编码器进行测量。

• 按产品大小 / 时间测量 —— 生产线速度按产品大小以及产品向喷码机移动所需的时间
进行测量。

注：在连续喷印模式下，禁用按产品大小 / 时间测量选项。

1. 触摸生产线设置屏幕上的生产线速度，然后选择所需的生产线速度，如图 6-33 所示。触摸

 按钮设置生产线速度。

 

图 6-33: 生产线设置 —— 生产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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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手动设置选项：

1. 选择手动设置，如图 6-33 所示。触摸  按钮输入所需的设置。

2. 触摸 +/- 按钮或输入值已设置所需的生产线速度 （单位：米 / 分钟）。

3. 触摸  设置屏幕上的按钮以确认值，然后保存并退出设置。

注：选择  按钮表示不设置参数的值，用户会移动到下一个屏幕。除非 

选择  按钮，否则不保存参数。

图 6-34: 生产线速度 —— 手动设置



用户界面

Videojet 1860 操作手册 - 修订版 AA 6-53

要设置按轴编码器测量选项：

1. 选择按轴编码器测量，如图 6-33 所示。触摸  按钮输入所需的设置。

2. 更改设置屏幕上的所需的参数，如图 6-35 所示。

 

图 6-35: 生产线速度 —— 按轴编码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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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 描述了按轴编码器测量屏幕上可用的选项。

3. 触摸  设置屏幕上的按钮以确认值，然后保存并退出设置。

注：选择  按钮表示不设置参数的值，用户会移动到下一个屏幕。除非 

选择  按钮，否则不保存参数。

选项 说明

编码器 (PPR) 为固定生产线速度设置编码器选项 （脉冲 / 分辨率）。

输入所需的编码器值并触摸接受按钮设置该值。

轮周长 ... 设置轮周长 （单位：毫米或英寸）。

输入所需的轮周长值并触摸接受按钮。

编码器类型 从以下列表中选择轴编码器类型：

• 非正交 —— 单个方向喷印，不定向监控产品，可以使用单或双
通道编码器。

注：方向和回滚补偿选项不可用于非正交编码器类型。

• 正交 —— 选择喷印方向，监控产品方向，必须使用双通道编 
码器。 

方向 选择正交方向：

• 未使用 
• A 导致 B 
• B 导致 A 

回滚补偿 回滚补偿确保喷码机只在产品上喷印一次，如果产品被放置在移动
或静止的生产线上 （如：传送带），喷码机在喷印时会对编码器计
数器的冲程数进行计数。如果生产线停止并向后移动，则在计数器
冲程数返回到上次已知的 佳位置之前，喷码机不会重新开始喷
印。

触摸确定按钮启用回滚补偿选项。

注：此选项不可用于非正交编码器类型。

表 6-14: 按轴编码器测量 ——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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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按产品大小 / 时间测量选项：

1. 触摸按产品大小 / 时间测量，如图 6-33 所示。触摸  按钮输入所需的设置。

2. 更改设置屏幕上的所需的参数，如图 6-36 所示。

表 6-15 描述了可用的参数：

3. 触摸  设置屏幕上的按钮以确认值，然后保存并退出设置。

注：选择  按钮表示不设置参数的值，用户会移动到下一个屏幕。除非 

选择  按钮，否则不保存参数。

选项 说明

产品宽度 
（毫米）

输入所需的产品宽度值。

触摸接受按钮设置产品宽度值。

自动编码器超时
(µs)

自动编码器选项使用非常准确的检测器来感测每个产品的前后边缘，并调
节每个产品编码的宽度。如果在时间差内没有检测到产品，则指定自动编
码器超时会禁用自动编码器。

输入所需的自动编码器超时值。

触摸接受按钮设置该值。

表 6-15: 按产品尺寸 / 时间测量 —— 参数

图 6-36: 生产线速度 —— 按产品尺寸 / 时间设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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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激活生产线设置

按照以下步骤激活喷码机的生产线。另外，可以参阅第 5-8 页上的 5.2.1.2 设置为每个作业选择生
产线设置。要激活生产线设置为喷码机默认，执行以下操作：

1. 从第 6-44 页上的图 6-26 所示的下拉列表中所需的生产线设置。

2. 触摸  按钮设置所需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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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设备综合效率可用性

6.4.1 简介

可用性用于衡量设备的正常运行时间，它是指在生产需要时设备可以持续运行的时间长度。这是 
OEE 的三个关键指标之一，可用于 Videojet 1860。

“ 可用性 ” 工具帮助隔离操作与喷码机问题，支持用户追踪喷码机停机时间和查看停机时间统
计数据。用于分析运行时间测量数据的故障排列图，可帮助用户了解和消除喷码机和操作停机的
常见原因。

可用性同时显示两项基本的可用性指标：

• 喷码机可用性

• 操作可用性

注：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在两个不同的生产时间代理之间更改操作可用性：“ 喷码机总时间 ” 和
“ 喷码机就绪总时间 ” 模式。有关跟多信息，请参阅第 6-58 页上的“ 操作可用性”。

其中

• 操作时间是喷码机正常运行总时间。

• 计划内生产时间是预期的实际生产线运行时间 *。

* 基于代理所选的 “ 喷码机总时间 ” 或 “ 喷码机就绪总时间 ”。

可用性 % =
运行时间

计划内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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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喷码机可用性

喷码机可用性跟踪与内部错误 （故障）直接相关的停机，例如

• 泵故障

• 充电电源故障

• 吸墨槽故障

喷码机可用性定义为

 

“ 喷码机总时间” 是喷码机开启 （接通电源）的总时间长度。如果喷码机因故障而关闭，则喷
码机关闭的时间也包含在喷码机总时间内。

“ 喷码机停机时间” 是喷码机在 “ 喷码机故障状态 ” 下花费的 “ 喷码机总时间” 的时间长
度。“ 喷码机故障状态 ” 被定义为喷码机因被确定为喷码机故障的故障而不可用的时间长度。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维修手册。

6.4.3 操作可用性

这是更广泛的衡量标准，可以反映停机对生产线的整个影响。操作可用性 —— 追踪与“ 程序 
类 ” 故障相关的停机，如：

• 混合罐已空

• 调制驱动器过热

影响可能源于喷码机问题、操作员相关问题、班次转换，等等。

操作可用性被定义为

 

生产时间代理支持可用性计算以在客户所选的 “ 喷码机总时间 ” 或 “ 喷码机就绪总时间 ” 两
种操作模式中进行转换。生产时间根据选择的生产时间代理定义：

• 喷码机总时间

• 喷码机就绪总时间

如果喷码机因故障而关闭，则喷码机关闭的时间也包含在生产时间内。

“ 操作停机时间” 是喷码机在“ 操作故障状态 ” 下花费的 “ 生产时间 ” 的时间长度。“ 操
作故障状态 ” 被定义为喷码机因被确定为操作故障的故障而不可用的时间长度。

注：有关喷码机和操作故障状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维修手册。

喷码机可用性 = 1 -
喷码机停机时间

喷码机总时间

操作可用性 = 1 -
操作停机时间

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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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可用性屏幕

1. 触摸  工具屏幕上的按钮。打开后的性能屏幕如第 6-4 页上的图 6-3 所示，触摸 OEE 

可用性按钮。

2. 喷码机可用性和操作可用性数据使用喷码机总时间的时间框架进行，如图 6-37 所示。

 

注：触摸单元格可查看所选可用性数据的故障类型屏幕。该屏幕显示故障类型、持续时间和 
频率。

选项 说明

时间框架 显示不同的可用的时间框架内的喷码机和操作可用性值。可用性数
据的历史记录可让用户关联影响可用性的季节变化。

喷码机可用性 显示喷码机可用性数据。

操作可用性 显示基于代理的计算操作可用性数据，即喷码机总时间或喷码机就
绪总时间。

导出到 USB 导出事件记录到 U 盘。 UI 将引导用户按必要的步骤下载到 USB。

表 6-16: OEE 可用性屏幕选项 

图 6-37: 性能 ——OEE 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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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故障类型 错误代码和故障的说明。触摸故障类型可查看故障的详细说明及可能
的解决方案。

持续时间 (mmm:ss) 喷码机处于此故障状态的总时间。

频率 喷码机在时段内发生此故障的次数。

导出到 USB 导出事件记录到 U 盘。 UI 将引导用户按必要的步骤下载到 USB。

后退 提供选择回到 OEE 可用性页面。

表 6-17: 故障类型

图 6-38: 喷码机可用性 —— 故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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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频率或持续时间值以查看喷码机日志屏幕 （请参见图 6-39）。喷码机日志显示特定故障发生
的日期、时间和持续时间。此页面可用于将故障的发生与生产设施中的其他事件关联起来。

请参阅第 6-5 页上的 喷码机日志了解更多信息。

图 6-39: OEE 可用性 —— 喷码机日志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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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维护

简介

喷码机维护包括操作员或者维修技术人员能够执行的各种步骤。本章介绍允许喷码机操作员执行的
各种维护任务。必须由经过培训的维修技术人员和维护人员执行的其他维护任务，请参阅 《维修
手册》。

本章介绍操作员可以执行的维护任务，包含以下主题：

• 维护计划

• 使用维护工具

• 更换墨盒 / 溶剂盒

• 检查喷头

• 清洁喷头

• 清洁喷印机箱

• 清洁触摸屏

• 更换空气过滤器

• 准备长期关机 （存放）或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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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维护计划

表 7-1 提供需要定期执行的维护活动的列表。

间隔 任务

墨盒和 / 或溶剂盒为空时。 更换墨盒 / 溶剂盒

根据需要 —— 系统将提示用户

基于喷码机设置清理吸墨槽 /
喷头。

清洁喷头
清洁喷头的以下部件：

• 偏转板

• 吸墨槽

注：在执行维护之前，请先检查喷印质量。

根据需要 清洁喷印机箱

根据需要 清洁触摸屏

3,000 个小时 更换空气过滤器

5,000 个小时 更换服务模块 1

12,000 个小时 更换服务模块 2

表 7-1: 维护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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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使用维护工具

维护工具允许用户访问维护说明以及关键维护数据。 

图 7-1: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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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屏幕提供对以下选项的访问，如表 7-2 所示。

按钮 说明

喷嘴清洁 提供喷嘴清洁步骤和视频。
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 7.5 节了解更多信息。

喷嘴反冲 提供喷嘴反冲步骤和视频。
按照步骤执行操作，当出现启动流程指示时，触摸启动按
钮。完成操作后，系统会显示确定消息。

喷印模块 显示喷印模块的以下参数：

• 序列号

• 喷嘴尺寸 (µm)

• 目标速度 (m/s)：

• 安装日期

• 喷印运行时间

• 喷印墨滴 （数百万）

服务模块 2 显示服务模块 2 的以下参数：

• 序列号

• 安装日期

• 小时数

• 预计更换日期

触摸更换服务模块 2 按钮查看步骤或视频，了解更换模块的  

准备流程。

服务模块 1 显示服务模块 1 的以下参数：

• 序列号

• 安装日期

• 运行时间

• 预计更换日期

触摸更换服务模块 1 按钮查看步骤或视频，了解更换模块的  

准备流程。

空气过滤器 显示空气过滤器的以下参数：

• 小时数

• 预计更换日期

触摸更换空气过滤器按钮查看并遵循步骤或视频，了解更换
步骤。

请参阅第 16 页上的 7.8 更换空气过滤器了解更多信息。

维修记录条目 显示自定义维修记录条目。此信息可通过选择所需的文本框
进行更新。

表 7-2: 维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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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使用维护说明视频

本视频提供分步指导说明以完成维护流程。

维修说明 提供每个可用服务说明的列表。

选择一个选项，系统将显示该流程的步骤和视频：

• 空气过滤器

• 服务模块 1

• 服务模块 2

清空和清洁系统 触摸清空墨水按钮，按照步骤清空墨水系统中的墨水。提供其
他指导视频。

触摸清洁系统和清空溶剂按钮，按照步骤冲洗墨水系统。提供
其他指导视频。清空墨水步骤未完成前，无法启动此步骤。

按钮 说明

表 7-2: 维护选项 （续）

图 7-2: 维护说明视频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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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的以下选项可用：

按钮 说明

启动或停止视频

视频进程以及结束时间。

注：用户不可编辑。

循环播放视频或只播放一次。

放大到全屏或适合预览屏幕。

表 7-3: 维护说明视频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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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更换墨盒 / 溶剂盒

有两种类型的盒：

• 墨盒

• 溶剂盒

用户必须在调试喷码机的时候或者盒已空的时候安装盒。液体的类型 （墨水或溶剂）写在盒的标
签上。

注：根据 UI 视频，以下说明可用：

所需的部件和工具：

7.3.1 如何更换墨盒 / 溶剂盒

部件 / 工具 数量

溶剂盒 1

墨盒 1

护目镜 -

手套 -

无绒布 -

表 7-4: 部件和工具

1. 顺时针旋转垂直位置旋钮到水平位置，
然后打开墨水隔舱门。打开墨水隔
舱门。

2. 保持墨水隔舱门处于图中所示位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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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拉出旧墨盒 / 溶剂盒 （根据需要），
把它从盒架中取出。

4. 把墨盒 / 溶剂盒按键对准正确的盒架
插槽，然后插入到盒架中。

注：先摇晃墨盒，再插入到喷码机中。
• 确保墨盒完全嵌入盒架中。

• 确保墨盒的液位指示器显示盒液位 100% 满。

注：推入墨盒 / 溶剂盒，直到其锁定到盒架中 （即直到发出咯嗒一声时）。
注：喷码机在几分钟后才会显示墨盒 / 溶剂盒的液位。

5. 关闭墨水隔舱门。逆时针旋转水平旋
钮到垂直位置，然后锁定墨水隔舱门。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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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检查喷头

执行以下任务以检查和清洁喷头：

1. 如果用户在喷印模式下，则退出该模式。喷码机状态更改为离线。

2. 松开喷头螺丝并卸下喷头盖。

3. 检查喷头和喷头盖内侧是否附有任何墨水积淀物。如果需要清洁，请参阅第 7-10 页上的清洁喷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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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清洁喷头

执行以下操作清洁喷头：

警告
人身伤害。

如果墨水或溶剂从喷码机中溢出或泄漏，会造成地面湿滑 / 滑倒危险和 / 或火灾危险 （尤其是
如果喷码设备位于易燃材料和 / 或其他设备之上时）。可使用可选的承滴盘 （备件号 234407）。
若要安装承滴盘，请将其放置在将要安放喷码机的表面上。将喷码机放置在承滴盘的中心。

确保承滴盘正确接地以避免静电积聚。

警告
蒸汽危险。

长时间吸入清洁剂蒸汽可导致嗜睡和 / 或酒精中毒之类的后果。请只在通风良好的开放区域
使用。

警告
人身伤害。

摄入清洁剂会中毒。请勿饮用。如果摄入，应立即就医治疗。

警告
处理清洁剂。

清洁剂会刺激眼睛和呼吸系统。要在处理此物质时防止人身伤害，请采取以下措施：

• 务必穿上防护服，并戴上橡胶手套。

• 务必戴上带有护边的护目镜或面罩。此外，建议您在维护时戴上护目镜。

• 在处理墨水之前抹上隔离护手霜。

• 如果皮肤上沾染了清洁剂，请用流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警告
失火和健康危险。

清洁剂会挥发，而且易燃。必须按照当地的法规进行存放和处理。

请勿在清洁剂附近吸烟或使用明火。

使用之后，应立即脱下渗入了大量清洁剂的任何薄纱或衣物。任何此类物品均应按照当地的法
规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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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确保关闭喷墨。

注：导航到工具 > 维护 > 喷嘴清洁屏幕，查看步骤和视频，了解详细流程。

先决条件：

1. 退出喷印模式。喷码机状态更改为离线。

2. 停止喷墨，等待喷码机完全关闭。

所需的部件和工具：

小心
设备损坏。

为了避免损坏喷码机的部件，请只使用软刷和无绒布来清洁喷码机。请勿使用高压空气、废棉
或粗糙的工具。

小心
设备损坏。

清洁喷头之前，请确保清洁剂与所用墨水相容。不遵循本注意事项可能会损坏喷码机。

部件 / 工具 数量

洗台 1

清洁剂 -

护目镜 -

手套 -

无绒布 -

表 7-5: 部件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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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如何清洁喷头

喷嘴清洁

1. 按照图示方向松开喷头上的螺丝。

2. 从喷头上卸下喷头盖。

3. 将喷头放入底部带有正确接地碗的洗
台里。

导航到工具 > 维护 > 喷嘴清洁屏幕。
开始喷嘴清洁。

4. 在完成喷嘴清洁后，使用正确的清洁
剂清洁喷头的以下部件：

• 吸墨槽传感软管

• 充电电极

• 偏转板

• 喷嘴

注：清洁剂必须与喷码机中使用的墨
水类型相容。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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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晾干喷头，确保充电电极插槽上没有清
洁剂残留。

将喷头从洗台中取出。

6. 将喷头盖重新安装到喷头组件上。

7. 按照图示方向松开喷头盖上的螺丝。

8. 小心地把碗从洗台上卸下，并根据当
地法规处理碗中的墨水 / 溶剂。

喷嘴反冲

导航到工具 > 维护 > 喷嘴反冲屏幕。

查看步骤和视频，了解详细流程。请参阅维修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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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清洁喷印机箱

执行以下操作清洁喷印机箱：

先决条件：

• 停止喷码机

• 关闭喷码机电源

所需的部件和工具：

1. 使用真空吸尘器或软刷清除喷码机上的灰尘。

注：使用压缩空气快速清除灰尘。气压不得超过 20 psi。

2. 用无绒湿布擦拭喷码机的外表面。用温和的洗涤剂来清除无法用湿布清除的污染物。

警告
人身伤害。

通过空气传播的微粒和物质会危害健康。请不要使用高压压缩空气来清洁喷码机机箱。

小心
设备损坏。

任何清洁剂均包含氯化物 （包括次氯酸盐漂白剂）或盐酸，会导致用其清洁的物体表面出现蚀
损斑和锈蚀。这类清洁剂不应用于不锈钢清洁。如果使用钢丝刷或钢丝擦洗垫，则它们应用不
锈钢制作而成。确保所使用的任何研磨介质均不会成为污染源，尤其是铁和氯化物。

部件 / 工具 数量

护目镜 -

手套 -

无绒布 -

表 7-6: 部件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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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清洁触摸屏

执行以下操作清洁触摸屏：

先决条件：

• 停止喷码机

• 关闭喷码机电源

所需的部件和工具：

1. 根据需要用柔软的干布或棉片擦拭清洁触摸屏。

2. 确保即时去除任何湿气，以免污染或损坏触摸屏。

注：如有必要，可以用布蘸一点乙醇来擦除脏物。

小心
设备损坏。

在清洁 LCD 屏幕时，只能使用软布或棉片擦拭。水可能会损坏屏幕或使其变色。应立即清除任
何来源的冷凝或湿气。

部件 / 工具 数量

护目镜 -

手套 -

无绒布 -

表 7-7: 部件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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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更换空气过滤器

执行以下操作来卸下和安装空气过滤器：

注：导航到工具 > 维护 > 维修说明 > 更换空气过滤器屏幕来查看 UI 说明和视频。

先决条件：

• 停止喷码机

所需的部件和工具：

7.8.1 如何卸下空气过滤器

部件 / 工具 数量

空气过滤装置 （仅限 IP66） 1

空气过滤器的滤芯 （仅限 IP55） 1

表 7-8: 部件和工具

1. 顺时针旋转垂直位置旋钮到水平位置，
然后打开墨水隔舱门。打开墨水隔
舱门。

2. 按下墨水隔舱旁边的锁，完全打开隔
舱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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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空气过滤器完成。

仅限 IP55 空气过滤器

3. 从隔舱门上卸下空气过滤装置。 4. 打开空气过滤器盖，将空气过滤器的滤
芯从空气过滤装置上卸下。

卸下 IP66 空气过滤器完成。请参阅 

步骤 4.，了解卸下 IP55 空气过滤器的滤  

芯的步骤。

注：IP66 是密封过滤装置，需要整体
更换。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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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如何安装空气过滤器

安装空气过滤器完成。

仅限 IP55 空气过滤器 仅限 IP55 和 IP66 空气过滤器

1. 插入新的空气过滤器滤芯并关闭空气过
滤器盖。

2. 将空气过滤装置完全插入到墨水隔舱
门，使其与隔舱门紧密咬合。

3. 将锁与墨水隔舱门的两侧对齐。 4. 关闭墨水隔舱门。逆时针旋转水平 
旋钮到垂直位置，然后锁定墨水隔 
舱门。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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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准备长期关机（存放）或运输

注：如果超过 3 个月不使用喷码机，应执行长期关机程序。

所需的部件和工具

部件 / 工具 数量

与将要冲洗的混合罐中现有溶剂匹
配的溶剂盒

2

空盒 4

护目镜 -

手套 -

无绒布 -

表 7-9: 部件和工具

警告
人身伤害。

墨水、溶剂和清洁剂会刺激眼睛和呼吸系统。要在处理这些物质时防止人身伤害，请采取以下
措施：

• 务必穿上防护服，并戴上橡胶手套。

• 务必戴上带有护边的护目镜或面罩。此外，建议您在维护时戴上护目镜。

• 在处理墨水之前抹上隔离护手霜。

• 如果皮肤上沾染了溶剂或清洁剂，请立即用肥皂水清洗。不要用洗涤剂或溶剂来清洗
皮肤上的墨迹。如果皮肤上沾染了清洁剂，请用流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警告
人身伤害。

墨水、溶剂和清洁剂会挥发，而且易燃。它们必须按照当地的法规进行存放和处理。

• 请勿在这些物质附近吸烟或使用明火。

• 使用之后，应立即脱下渗入了大量此类物质的任何薄纱或衣物。任何此类物品均应按
照当地的法规进行处理。

• 如果墨水或溶剂或清洁剂容器没有完全用空，应重新密封。在补充墨水或溶剂或清洁
剂时，建议使用满瓶；对于没有装满的瓶子，应按照当地的法规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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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 如何准备长期关机（存放）或运输

要准备喷码机长期关机 / 运输，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导航到工具 > 维护 > 清空和清洁系统屏幕。

2. 按照说明 / 视频，触摸图 7-3 中所示的下一步按钮来执行操作。

喷码机现在便可存放或运输。

注：如果混合罐已经重新填充为存放而卸下的墨水，在重新安装时切勿重新校准粘度，因为校准数
据已经保存。

注：喷码机长期关机 / 运输完成后，必须更换服务模块 1。

警告
人身伤害。

长时间吸入溶剂或清洁剂会导致睡意和 / 或类似于醉酒的感觉。请只在通风良好的开放区域 
使用。

图 7-3: 清空和清洁系统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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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故障排除

简介

本章为用户提供故障排除和故障诊断信息。本章包含以下信息：

• 喷码机无法启动

• 喷印位置不正确

• 喷印尺寸不正确

• 喷印不完整

• 喷印质量不佳

• 警报消息

• 诊断故障

本维修手册为维修技术人员和经过培训的人员提供了更多的故障排除信息。

警告
致命电压。

当设备连接主电源时，其内部存在致命电压。只有经过培训的授权人员才能执行维护工作。请
遵守所有的电气安全法规和习惯。在卸下盖板或者进行任何维修或者修理工作之前，如果无需
运行喷码机，应断开喷码机和主电源之间的连接。不遵循本警告声明可能会导致死亡或者人身
伤害。

警告
人身伤害。

在故障状况下，加热器的温度可能达到 70°C。请不要触摸加热器的安装板。否则 , 会造成人身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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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喷码机无法启动

1. 确保喷码机已打开。要打开喷码机，按下喷码机左侧的按钮。

2. 检查状态栏 （参见表 8-1），查看是否出现系统故障或者是否需要用户操作。

注：主页顶部的状态栏会显示信号灯输出的颜色。

3. 查看故障排除表 （请参见表 8-2）查看症状、可能的原因以及用户应采取的措施。

状态栏 信号灯 信号灯输出

蓝色 绿色 喷头正在运行 , 且喷码机可以正常喷印 （不在喷印模式

下）。

绿色 绿色 喷码机在喷印模式下且可以正常喷印。

黄色 琥珀色和绿色 喷码机需要用户干预，以防止发生系统故障。例如，墨

水或溶剂不足。

红色 红色 任何妨碍喷印的故障。例如，喷头未运行、偏转板松 

动等。

表 8-1: 状态栏

症状 可能的原因 措施

状态栏为红色或 

黄色

多种原因 —— 请参阅错误

编码

检查显示屏，查看显示的相关故障消

息和警告。请参阅第 8-7 页上的 “ 警

报消息 ”。

如果状态栏为绿色，

但喷码机不喷印

产品传感器和轴编码器连接

错误

确保产品传感器和轴编码器已连接并

正常工作 （产品每次通过产品传感器

时，该传感器背后的灯必须闪烁）。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将故障报告给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联系电话 
1-800-843-3610 （仅限美国）。美国以

外的客户请联系伟迪捷附属机构或伟

迪捷在当地的分销商。

表 8-2: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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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或信号灯 

（已安装）没有亮起

主电源不可用 检查主电源是否正常，并确保电源 

可用。

主输入连接器没有安装或安

装错误

检查主电源是否正常，并确保输入连

接器安装正确。

主电源按钮处于关闭位置 检查主电源是否支持，并确保电源按

钮处于打开位置 （看起来已按下）。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将故障报告给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联系电话 
1-800-843-3610 （仅限美国）。美国以

外的客户请联系伟迪捷附属机构或伟

迪捷在当地的分销商。

症状 可能的原因 措施

表 8-2: 故障排除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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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喷印位置不正确

1. 确保喷印边距 （从边缘的距离）正确。请参阅第 5-9 页上的第 5.2.1.3 节 “ 参数 ”。

2. 确保产品到喷头之间的距离正确。请参阅第 6-50 页上的第 6.3.5 节 “ 喷印触发 ”。

3. 检查作业开头处是否留有额外的空白。

8.2.1 调整喷印位置

4. 用户可以通过执行调整 > 移动来更改值，以修改喷印位置。

5. 请参阅第 4-12 页上的 “ 调整产品上的喷印位置 ” 了解其他详细信息。

图 8-1: 喷印位置

图 8-2: 调整喷印位置 ——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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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喷印尺寸不正确

1. 确认字符高度和字体设置是否正确。请参阅第 5-12 页上的第 5.2.2 节 “ 添加字段 ”。

注：请参阅相关的字段类型来修改字符高度和字体。

2. 确保喷头到产品之间的距离正确。随着喷头远离产品，字符高度会增大，而分辨率会降低。

注：为了获得 佳质量，喷头到产品的 佳距离为 12 毫米。范围为 5 至 15 毫米。

3. 请参阅第 4-13 页上的 “ 调整在产品上的喷印缩放” 了解其他详细信息。

8.4 喷印不完整

必须检测喷头上是否有任何墨水沉淀，必要时应清洁喷头。请参阅第 7-10 页上的第 7.5 节 “ 清洁
喷头”。

确保字段高度没有超出所选作业高度 （所选光栅）。

图 8-3: 距产品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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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喷印质量不佳

表 8-3 介绍了劣质喷印的示例、原因以及校正故障的步骤。

左边的示例说明总体字符信息良好、无游离墨滴
和喷印均 。

示例及原因 解决方法

喷头没对齐，或喷嘴部分阻塞。可以看到底
部墨滴滴落在吸墨槽的边缘。可能是 EHT 
过低。

清洁喷头。导航到工具 > 维护 > 喷嘴清洁，

按照步骤执行操作，确保吸墨槽清洁。如果
问题仍然存在，则执行喷嘴反冲程序。导航
到工具 > 维护 > 喷嘴反冲，按照步骤执行 

操作。

定相错误。墨滴滴落位置不正确。您会看到
在周围区域大量飞溅。

清洁喷头。导航到工具 > 维护 > 喷嘴清洁，

按照步骤执行操作。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
执行喷嘴反冲程序。导航到工具 > 维护 > 喷
嘴反冲，按照步骤执行操作。

确保喷印到定相之间有充足的时间。

调制不正确，赘物过多，充电过程不正确。

反冲喷嘴并确保将赘物冲走。

压力过高，墨滴没有正确偏转，墨滴 
“ 串位” 重叠，少喷印。

检查喷头是否对齐。详情请参阅维修手册。

压力过低、墨滴过度偏转或定位不正确。可
能丢失大部分偏转墨滴。

检查喷头是否对齐。详情请参阅维修手册。

喷头离材质过远。墨滴受空气流通影响，垂
直方向间距过远。

减少距材质的距离，或者选择更正确的字体。

表 8-3: 劣质喷印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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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警报消息

当发生故障或警告时，喷码机会在状态栏中显示警报代码和描述，以及当前活跃的警报的数量。如
果警告是活跃的，状态栏会变黄；如果故障是活跃的，状态栏会变红，如下图所示。

注：如果故障和警告都存在，系统将先显示故障。

喷头插槽与材质导轨不垂直。

喷头表面必须与材质表面形成 90 度角，而且

喷头插槽必须与材质导轨保持垂直。请参见
下图。

示例及原因 解决方法

表 8-3: 劣质喷印示例 （续）

图 8-4: 故障消息

图 8-5: 警告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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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故障时，喷印停止。发生故障时，外部输出可用。这个输出接口可用于连接包装机的停止电
路，以确保在发生故障时停止包装机。

更查看警报的详细信息以及问题的解决说明，请单击状态栏的向下箭头。

8.6.1 清理警报

本节介绍如何清理故障。清理警告的步骤与此类似。

要查看故障的详细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触摸 状态栏上的，以查看未清理的故障 （图 8-6）。

2. 触摸列表中的故障名称，查看有关此故障的详细信息。

图 8-6: 故障选择

图 8-7: 故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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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故障的详细信息以及提供了故障详情和推荐的清理故障状态的必要措施的屏幕上的可用
的说明。

注：视频可用于多种警报状态。

4. 当故障条件已被清理时，激活清理按钮。触摸  按钮以清理故障消息。

注：此步骤仅适用于在使用 “ 清理 ” 按钮之前尚未清理的警报。纠正警报条件时，系统会
自动清理大量警报。

注：要清理一个或多个警报，触摸  按钮。

图 8-8: 故障详细信息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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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喷码机警报

错误
参考

名称 补救措施

E10621 溶剂槽中的溶剂盒
错误

溶剂槽中的溶剂盒里含有墨水。请安装合适的溶剂盒。

E10622 墨槽中的墨盒错误 墨槽中的墨盒里含有溶剂。请安装合适的墨盒。

E10623 已超过墨盒插入 
次数

墨槽中墨盒的插入次数已超过允许次数。请安装合适的 
墨盒。

E10624 已超过溶剂盒插入
次数

溶剂槽中溶剂盒的插入次数已超过允许次数。请安装合适
的溶剂盒。

E10625 墨盒已过期 墨盒已经到了使用寿命。请安装合适的墨盒。

E10626 溶剂盒已过期 溶剂盒已经到了使用寿命。请安装合适的溶剂盒。

E10649 新墨水参数 墨水操作参数已更改并更新到 IMB。

E10719 喷头 1 作业没有做

好喷印准备

喷头 1 作业没有做好喷印准备。请运行并加载作业。

E15044 无效作业宽度 作业超过 大喷印宽度。请在继续操作或选择新作业之前，
编辑作业以减少喷印宽度。

E15048 墨盒已空 墨盒已空。请安装合适的墨盒。

E15050 溶剂盒已空 溶剂盒已空。请安装合适的溶剂盒。

E15059 溶剂罐液位高 溶剂罐液位高于允许限值。在可能的情况下，请继续喷墨，
并避免会导致将额外的溶剂引入到系统中的操作，包括清
洁停止 / 启动和喷嘴冲洗。

E15061 溶剂罐已空 溶剂罐已空。请检查溶剂盒，在必要时安装合适的更换溶
剂盒。

E15062 溶剂罐已空 溶剂罐已空。请安装合适的溶剂盒，并在重启喷墨前执行
“ 灌注溶剂罐 ” 操作。

E15063 混合罐液位高 混合罐液位高于允许限值。在可能的情况下，请继续喷墨，
并避免会导致将额外的溶剂引入到系统中的操作，包括清
洁停止 / 启动和喷嘴冲洗。

E15065 混合罐已空 混合罐已空。请检查墨盒，在必要时安装合适的更换墨盒。

E15066 混合罐已空 混合罐已空。请安装合适的墨盒，并在重启喷墨前执行 
“ 灌注混合罐 ” 操作。

E15150 墨水粘度过低 墨水过淡。在可能的情况下，请继续喷墨，并避免会导致
墨水进一步稀释的操作，包括清洁停止 / 启动和喷嘴冲

洗。

E15151 墨水粘度过高 墨水过浓。检查溶剂罐液位，并在必要时重新灌注溶剂罐。

表 8-4: 喷码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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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154 由于操作员的选择
执行 “ 快速 ” 
停止

喷码机由于操作员的选择执行了 “ 快速 ” 停止。为了避
免启动问题，尽早重启喷墨。启动前检查喷头，并在必要
时清洁喷头。

E15171 喷头 1 无时间定相 喷头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获得有效相位配置文件数据。请降
低喷印速率 / 生产线速度，并检查产品检测器是否正确 

运行。

E15201 喷头 1 速度检测 

超时

喷头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获得有效的滴墨速度数据。请降低
喷印速率 / 生产线速度，并检查产品检测器是否正确 

运行。

E15262 在混合罐液位高时
执行 “ 快速 ” 
启动

喷码机在混合罐液位高时执行 “ 快速 ” 启动。

E15263 在没有溶剂盒时执
行 “ 快速 ” 启动

喷码机在没有溶剂盒时执行 “ 快速 ” 启动。

E15264 在溶剂盒已空时执
行 “ 快速 ” 启动

喷码机在溶剂盒已空时执行 “ 快速 ” 启动。

E15265 在混合罐液位高时
执行 “ 快速 ” 
停止

喷码机在混合罐液位高时执行 “ 快速 ” 停止。为了避免
启动问题，尽早重启喷墨。启动前检查喷头，并在必要时
清洁喷头。

E15266 由于溶剂盒类型不
正确执行“快速”
停止

喷码机在溶剂盒类型不正确时执行 “ 快速 ” 停止。为了
避免启动问题，尽早重启喷墨。启动前检查喷头，并在必
要时清洁喷头。

E15267 在没有溶剂盒时执
行 “ 快速 ” 停止

喷码机在没有溶剂盒时执行 “ 快速 ” 停止。为了避免启
动问题，尽早重启喷墨。启动前检查喷头，并在必要时清
洁喷头。

E15268 在溶剂盒已空时执
行 “ 快速 ” 停止

喷码机在溶剂盒已空时执行 “ 快速 ” 停止。为了避免启
动问题，尽早重启喷墨。启动前检查喷头，并在必要时清
洁喷头。

E15269 喷头 1 漏印：产品

延时过短

漏印：喷头 1 产品延时过短。检查 PD 到 PH 之间的距离，

并在需要时增加距离。

E15277 喷头 1 漏印：超出

冲程

漏印：喷印因作业未在可用时间内创建而漏掉。

E15285 不正确的溶剂类型 溶剂槽中的溶剂盒类型 (%1) 不正确。请安装 %2 溶剂盒。

E15286 不正确的墨水类型 墨槽中的墨盒类型 (%1) 不正确。请安装 %2 墨盒。

E15287 喷头 1 漏印：重叠 漏印：喷印因与后续喷印重叠而截断。

E15295 喷头 1 漏印：重叠 漏印：喷印因与后续喷印重叠而漏掉。

E15303 检测到喷头 1 积墨 喷头可能需要清洁。为了保持喷印质量，尽早清洁并干燥
喷头。

错误
参考

名称 补救措施

表 8-4: 喷码机警报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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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311 作业过长 作业超过 大喷印宽度。请在继续操作或选择新作业之前，
编辑作业以减少喷印宽度。

E15319 喷头 1 漏印：产品

队列过深

漏印：产品检测器和喷头之间有 20 多个尚未喷印的产品。

请联系伟迪捷在您当地的服务代表。

E15344 所选作业过长 所选作业过长。请减少作业长度。

E15356 喷头 1 漏印：超速 漏印：当前作业的生产线速度过快。查看生产线速度设置
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E15445 预热 请等待墨水系统预热。

E15519 服务模块 1 需要 

更换

服务模块 1 已经到了使用寿命。请更换服务模块 1。

E15531 服务模块 2 需要 

更换

服务模块 2 已经到了使用寿命。请更换服务模块 2。

E15540 墨水隔舱湿度超过
阈值

喷码机已检测到墨水隔舱内部存在高湿度异常。请确保墨
水隔舱门正确关闭。

E15542 喷头 1 加速计峰值

冲击水平超过阈值

喷头持续以大于建议限值的速度进行机械冲击或加速。如
果喷头 近在运行喷墨时下降，检查喷头并在必要时清洁
喷头。如果喷码机目前应用于横向运动应用，则降低喷头
加速和减速速率，以便 大限度地延长正常运行时间并保
持喷印质量。

E15556 没有墨盒 喷码机检测不到墨槽中有墨盒。请安装合适的墨盒。

E15557 没有溶剂盒 喷码机检测不到溶剂槽中有溶剂盒。请安装合适的溶剂盒。

E15561 无喷码，不运行 喷码机因存在多个漏印而停止喷印，等同于 “ 无喷码，不
运行阈值 ” 设置。
请检查显示的所有 “ 漏印 ” 警告，并相应地调整喷码机
设置或 “ 无喷码，不运行阈值 ”。

E15562 电气隔舱温度过高 电气隔舱的测量温度高于允许限值。请检查喷码机周边的
环境条件，并在必要时重新安置喷码机。

E15564 建议清洁喷头 1 喷码机计算建议的喷头清洁日期正在接近。为了保持喷印
质量，尽早检查喷头并在必要时清洁喷头。

E15574 服务模块 2 未安装

或无效

喷码机检测不到有效的服务模块 2。请安装合适的服务 

模块 2。

E15622 喷头 1 无效作业调

整

所选作业无法通过激活的生产线设置进行喷印。请从生产
线设置系统工具或作业参数中选择新的生产线设置。

E15646 服务模块 1 应在 
%L1 小时内更换

服务模块 1 接近使用寿命。请确保您有可用于更换的服务

模块 1。

E15648 服务模块 1 超过允

许插入次数

服务模块 1 已超过允许插入次数。请安装新的服务模块 1。

错误
参考

名称 补救措施

表 8-4: 喷码机警报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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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649 服务模块 1/ 墨盒不

匹配

墨盒中的墨水类型与安装的服务模块 1 之前使用的墨水类

型不兼容。请安装合适的墨盒，或者更换新的或兼容的服
务模块 1。

E15650 墨水系统与服务模
块 1 不兼容

服务模块 1 与墨水系统墨水不兼容。请安装合适的服务模

块 1。

E15783 喷头 1 产品延时超

出范围

喷头 1 产品延时超出允许范围。检查 PD 到 PH 之间的距

离，并在需要时增加或减少距离。

E15803 服务模块 2 应在 
%L1 小时内更换

服务模块 2 接近使用寿命。请确保您有可用于更换的服务

模块 2。

E15804 建议更换空气过 
滤器

空气过滤器已达到建议的使用寿命。请更换空气过滤器。

E15805 不可横向移动 没有扩展板的喷码机不支持横向移动。产品方向设置为 
“ 从右到左 ”。

错误
参考

名称 补救措施

表 8-4: 喷码机警报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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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格

简介

本章介绍喷码机规格，包含以下主题：

• 电气规格

• 重量

• 尺寸

• 可选附件

• 环境规格

• 墨水和溶剂容量

• 喷印高度

• 字体规格和生产线速度

A.1 电气规格

喷码机电气规格如表 A-1 所示。

A.2 重量

喷码机干重规格如表 A-2 所示。

电压 100-240 V AC

频率 50-60 Hz

功耗 50 W （ 大值）

表 A-1: 电气规格

干重 22.5 Kg

表 A-2: 重量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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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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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喷码机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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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可选附件

A.4.1 移动式喷码机支座

机箱 宽度 375 mm

高度 637 mm

厚度 373 mm

喷头 直径 41.3 mm

喷嘴孔直径 60 μm

喉管 长度 3 m
6 m

机箱变式 IP66
IP55

表 A-3: 喷码机尺寸

 

图 A-2: 移动式喷码机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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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喷头支座

A.5 环境规格

喷码机环境规格如表 A-4 所示。

* 仅限机箱 （取决于变式）

工作温度 0 ºC 至 50 ºC （32 ºF 至 122 ºF）

环境温度变化率 大 10 ºC (18 ºF)/ 小时

相对湿度 0% 至 90%，无冷凝

存放温度 0 ºC 至 50 ºC （32 ºF 至 122 ºF），        

在原始包装内

工业防护等级 IP66 或 IP55*

表 A-4: 环境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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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喷头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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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墨水和溶剂容量

喷码机的墨水和溶剂容量如表 A-5 所示。

A.7 喷印高度

喷印点阵信息的 小和 大高度如表 A-6 所示。

墨盒 1000 ml

溶剂盒 1000 ml

表 A-5: 墨水和溶剂容量

小值 2 mm

大值 10 mm

表 A-6: 喷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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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字体规格和生产线速度

60 微米喷嘴的字体规格和生产线速度如表 A-7 所示。

注：除非另有说明，否则表 A-7 中所列的生产线速度仅适用于 60 dpi。

生产线模式 高度 宽度 校准速度

ft/min m/min

1 5 5 914 278

1 7 5 800 243

1 9 7 356 108

1 12 9 256 78

1 16 10 194 59

1 24 16 96 29

1 34 25 56 17

2 5 5 256 78

2 7 5 267 81

2 9 7 125 38

2 12 9 85 25

2 16 10 56 17

3 5 5 125 38

3 7 5 90 27

3 9 7 56 17

4 5 5 85 25

4 7 5 56 17

5 5 5 56 17

表 A-7: 生产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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