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皮书

从合规性标识到增值喷码

超高速连续喷墨技术为改进包装创造新机遇

过去，喷码和标识行业的创新集中于喷码机的可靠性同

时满足如今包装生产线的速度和产量的需求。尽管这些

目前仍然是核心需求，但连续喷墨技术的进步为喷码和

标识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使包装外观、布局和内容得到

了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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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总结：

超高速连续喷墨技术为改进包装创造新机遇。

过去，喷码和标识行业技术的进步集中于延长正常运行时间和喷码机

的可靠性同时满足应用对速度和产量的要求。尽管改进喷印设备获得

了客户利益，但喷码和标识供应商还未充分发挥编码对产品包装本身

的影响。当然，在过去的 20 年内喷码和标识行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

进步，与传统喷印技术相比，大大提高了喷印质量。但是连续喷墨 

(CIJ) 技术因其无可比拟的用途多样性，仍然是包装行业内采用的顶

尖技术之一。而且直到几年前，供应商们还未对 CIJ 技术进行有意义

的改进，主要将该技术用于合规性标识。



 在最近几年内，连续喷墨 (CIJ) 技术要求包装专家在生产

线速度、编码内容和喷印质量方面取得平衡。这在过去是

一种技术本身的限制。CIJ 的运行方式是喷射单独的墨滴

并修改墨滴的喷射路径来‘绘制’字符，一次一滴（参见 

CIJ 原理图）。尽管该技术对于单行编码效果奇佳，但在

过去，当需要进行多行编码时，生产线速度和喷印质量则

无法保证。鉴于这些性能限制，CIJ 技术最常用于单行和

双行编码的合规性标识 – 通常用于有效日期、批次及其他

相关数据。

促使向增值喷码过渡

包装专家一直都在推动喷码和标识耗材的发展，从而为应

用研发出更快速的喷印技术，同时以最大的生产线速度和

产量运行。高速饮料和罐装作业，以及乳制品行业、医药

行业和工业市场的某些应用，促成了超高速 CIJ 技术的 

四大改进：

1) 更高分辨率、更高频率的喷头使喷码机能够喷射足够

的墨滴与生产环境同步。

2) 高速墨水专为实现最佳的喷墨效果而设计。

3)  复杂的软件算法可提供更好的喷印质量。

4)  高速的可变数据通信可为每个包装喷印独一无二的编码。

总而言之，这些改进意味着如今的领先连续喷墨喷码机

目前可以以更高的速度和更高的喷印质量喷印更多样化

的内容。尽管发展基础技术非常令人关注，但增值喷码

的可能性更吸引人。如今的超高速 CIJ 喷码机目前速度极

快，可以让包装专家在应用中添加第三行内容（过去仅

限于两行），或者用粗体或“双笔画”字体突出显示某

些编码元素。当然，本白皮书的作者并不认为第三行编

码本身会有助于销售更多产品。改进的价值在于：

•	利用更多包装空间来宣传品牌和产品图形而非合规性

标识；

•	 		为产品包装添加促销编码以促进增量增长； 

•	 		添加亮丽、更清晰易读的编码向细心的客户强化品牌

的质量承诺； 

杂货店和商店货架方面的竞争前所未有的激烈。故而，

即使是所占分额的小小改变都会带来可观的收入和盈利

机会。

本白皮书说明超高速 CIJ 技术如何实现这
一目标，即让增值喷码目前成为许多包装
操作的一种可行性选择。

CIJ 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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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趣的是，现在快速 CIJ 技术的连续改进已让增值喷

码成为可能。匹配生产线速度始终都是必备条件 — 喷码

机必须满足应用需求。 

但是现在 CIJ 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让包装专家采用各种各

样的编码，从而改进包装外观、布局及内容。简言之，

这些进步意味着包装专家可以更快地喷印更多内容。 



喷码创新商机

在品牌宣传和促销方面，市场营销需要整个

包装发挥重要作用

图 2：为营销团队腾出空间

超高速 CIJ 喷码机可以准确喷印更密集的编

码。如今的领先 CIJ 喷码机配备更高分辨率的

喷头，可以以更小的字符间距喷印（每英寸

容纳更多字符），同时保证编码清晰易读。

最终结果是，以相同的生产线速度在较小的

空间内喷印同样的内容。这样可以腾出更多

空间来让您的营销团队重新规划，推动品牌

增长。

图 3：添加第三行编码

在大多数行业，不断改进以获得更具追溯性的

数据的追求从未停止过。在过去，那些需求让

包装工程师在编码内容、生产线速度和喷印质

量之间进行妥协。凭借如今领先的 CIJ 喷码机

的改进功能，工程师可以通过在应用中添加三

行编码（过去仅限于两行）来打破速度和内容

的限制。满足可追溯性需求，无需降低生产线

速度。

图 4：为包装添加促销编码

就像添加第三行编码一样，在过去添加促销

数据通常会导致包装线速度降低。该功能有

助于促销活动获得超出预期的效果，从而弥

补滞后的生产线效率。

现在，营销团队和包装团队可以更轻松地在

包装上喷印活动和促销数据，摆脱了过去的

速度限制和违规处罚的麻烦。从探讨喷码限

制转向提升品牌知名度。

图 5：提高编码的易读性

可以以多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利用更快的速度。

包装专家通过在生产线中使用速度更快的  

CIJ 喷码机，可以喷印加粗字体来提高编码的

易读性。另外，可以添加额外的内容来帮助

消费者理解合规性标识 — 所有内容都可以与

目前编码相同的速度在相同空间内喷印。 

这些方式虽然很细微，但有助于传递质量以

及客户关怀的信息。向细心的客户强化品牌

的质量承诺。

4 

在既定喷印技术的操作范围内，可变编码为包装专家的编码内容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度。超高速

喷码技术为使用连续喷墨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右边的图片显示由先进包装操作实现

的增值 CIJ 喷码可能性。这些图片显示了与目前的说明性编码（图 1）相关的一些常见主题。



注意：所有编码喷印 

速度为每分钟 95 米

运行更快意味着包装更小

即使是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也更趋向于小型包装。与大型包装相比，单用途包装满足了大量消

费者的需求，包括便利性、份量控制及改进的保质期。但是单用途包装经常需要与大型包装

相同的合规性和可追溯性 — 因而需保留包装中更多的空间用于喷码。超高速喷码机再次派上

了用场。超高速 CIJ 喷码机可以以相同的生产线速度在更小的空间内喷印相同的内容，从而

为品牌和消费者信息提供更多包装空间。

图 1：目前的编码 图 2：在更少的空间内 

喷印相同内容

图 4：喷印促销材料 

和活动编码

图 5：通过加粗字体或 

增加内容提高易读性

图 3：添加第三行 

可追溯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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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速度和 
喷印质量的限制

但是细心的读者会指出仅一小部分 CIJ 应用从

传统合规性标识过渡到了增值喷码。这个问

题显而易见，原因何在呢？包装专家对于将

其喷码设备推向极限持保守态度，他们不愿

意接受过去速度和喷印质量的限制。用包装

进行品牌宣传长时间来一直是产品差异化的

一种主要方式。过去，CIJ 几乎无法足够清晰

地喷印出前面示例中描述的增值编码。毕竟，

包装已经不再仅仅是美观而已 — 它涉及信息

提供、通信和最终促使消费者在购买产品、

使用产品方面做出明智的决策。

伟迪捷在喷码机设计和研发方面采用了一种

基于系统的方法，从而打破了速度和质量的

限制。我们的超高速喷码机使用创新的 

Videojet Precision Ink Drop™ 系统，超越了目前

采用的技术。Precision Ink Drop™ 系统集独特

的墨水化学过程、先进的喷头技术以及复杂

的软件算法于一身，可修改独立墨滴的喷射

路径以获得最佳的编码质量。

现在超高速 CIJ 技术的先进功能可

以使包装专家进行超越合规性标识的 

更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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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如何？包装专家现

在可以更快速地喷印更多内

容，在作业中实现更多增值

喷码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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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加快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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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致电 021-64959222  
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videojet.com
或访问以下网站 www.videojet.com.cn

伟迪捷（上海）标识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钦州北路 1089 号 51 号楼 5 楼

©2013 Videojet Technologie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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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具备 40 年以上的全球专业技术，可帮助您指定、

安装以及使用最经济实惠、最适合您业务的解决方案。

•	我们可提供各种不同的产品和技术，这些产品和技术

在广泛的应用中可产生巨大的回报。 

•	我们的解决方案极具创新性。我们致力于投资新技术、

研发以及持续改进。我们站在这个行业的最前沿，可帮

助您在您的行业中站在最前沿。

•	我们在产品的长期可靠性以及出色的客户服务方面都

享有盛誉，因此您可以放心选择伟迪捷。

•	我们的国际网络包括 3,000 名以上的员工以及超过 175 家

分销商和 OEM，遍及 135 个国家/地区。因此，无论您

在何时何地开展业务，我们随时准备为您服务。

全球总部

伟迪捷销售和服务办事处

制造和产品开发部门

设有伟迪捷销售和服务办事
处的国家/地区

设有伟迪捷合作伙伴销售和
服务办事处的国家/地区

以安心为标准

伟迪捷是全球工业喷码以及标识解决方案的领导者，在全球安装的喷码机已

超过 325,000 台。理由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