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水

有关“如何为您的应用选择 
合适的墨水”的指南。

应用说明

在使用喷墨喷码设备时， 
要确保选择符合您的特 
定应用需求的合适墨水， 
需要考虑多种不同因素。

面临的挑战：

喷印设备供应商非常重视新产品设计，希望为包装行

业提供可满足严格的生产需求的创新型一流喷码解决

方案。但是，不应忽略对喷码设备的研发投资。对于

适用于越来越多的创新型包装的新型专用墨水的需求

不仅是实际客户面临挑战的表现，也是硬件供应商应

加强投资和专业知识积累的信号。

伟迪捷的优势：

凭借 40 多年的墨水开发经验，伟迪捷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创建适用于各种基底和

应用的一流墨水解决方案。我们的团队正在持续不断地关注包装趋势和相关法

规，以确保我们的墨水解决方案可满足客户的新需求。 

伟迪捷遵循严格的墨水开发流程，其中包括：

• 广泛的分析仪器，可协助基底评估和测试

• 综合考虑客户的意见，以完善墨水编码应用和耐久性需求

• 严格的开发流程，包含完整应用模拟（包括环境测试）

• 内部专家，可确保符合环境和安全法规（包括 REACH、EuPIA、VOC 和 
FDA/GMP）

• 通过统计流程控制确保全球所有产地可重复、可再生产的墨水成分和性能

我们的开发流程不只局限于墨水实验室。我们的墨水开发活动包括客户现场试

验。事实上，我们鼓励客户参与我们的测试阶段以在目标应用中验证所需的墨水

性能。通常，使用伟迪捷完善的方案，能够应对最艰难的喷印和喷码挑战。

凭借具有 197 年喷墨经验的墨水化学师专家团队
以及 340 种不同墨水的组合，伟迪捷可以成为您
的理想合作伙伴，支持您找到适合您的应用的理
想墨水。

约翰·加勒特 
理学学士

高级化学师 
基底分析



我们帮您确定您的需求

通常，制造商都了解进行喷码的材料会影响墨水性能。

虽然纸制品通常适合于绝大多数的墨水类型，但是随着

对采用专门的增塑剂的新型高性能塑制品的持续研发，

对于墨水编码附着性能提出了复杂的挑战。 

在墨水附着方式方面，生产环境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水分、温度和湿度等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墨水编码的

初始附着性能和耐用性。必须考虑生产流程和制造环境

（例如烹饪/杀菌、清洗）提供的干燥和固化时间。了解

这些固定“限制”对于选择适合制造流程环境的墨水至

关重要。

从喷印编码到它首次接触物料搬运部件（例如皮带或机

械引导装置）或另一个产品的时间间隔可能会影响编码

的附着性能和易读性。这些制造流程条件会导致墨水转

移或编码模糊等问题，因此在选择所需墨水时应考虑这

些条件。

了解上述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将墨水选择范围缩小至少

数几个合适的选项。

1. 我究竟要在何种材料（例如  HDPE、PP、 
PE、PEX）上进行喷码？

2. 在喷码之前或之后，此产品上是否存在来自制

造流程的任何表面涂层或污染物？

3. 存在何种产品表面颜色差异？您或您的客户对

于可见的或机器可读的编码对比度有何要求？

4. 喷码机的工作环境如何？产品自身和编码需要

耐受的极端温度是多少？ 

5. 喷印之后，何时以及哪些组件与墨水编码接触

后可能会影响墨水干燥时间？

除上述注意事项外，制造商自身还可能会忽略一些其他

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都会对编码的完整性带来持久性

影响。

在准备与专家一起讨论墨水选择
时，应询问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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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选择墨水时要考虑多个选项和注意事项，但是您

可以通过与硬件应用专家和墨水化学师的互动，更好地

满足您的确切需求。

墨水专家可快速将选择范围从 100 多种墨水缩小为 1 种
或 2 种可能的墨水，然后在最终墨水选择流程中更密切

地审核可能的墨水。墨水供应商也可帮助排除在初次实

施数年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由于制造流程的微小变更

或供应商对基底的秘密变更，过去可以正常使用的墨水

现在可能无法使用。墨水专家及其独特的一套工具可帮

助诊断这些问题并提供建议解决方案以使编码性能恢复

到最佳状态。

“在上市之前， 
我们对墨水和溶剂
进行了严格的开发
测试，已证实其稳
定性”。

弗兰克·萧 
博士

助理化学师 
瓶装、二次包装、“绿色”墨水、 
有色电线和电缆

雪莉·沃什伯恩 
理学硕士

首席化学师 
食品加工与邮资机墨盒

请务必咨询 
我们的专家
制造商应充分利用其标识和喷码墨
水及设备合作伙伴提供的墨水专业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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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菌和热致变色 
黑变红/黑变蓝

适用范围：铝制无锡钢罐中的汤类、蔬菜

和酱汁；聚酯、尼龙、铝制和聚丙烯复合

薄膜袋中的肉末；一次性塑料桶和塑料盘。

抗冷凝/耐腐蚀性

适用范围：瓶、罐和大型水容器。

耐溶剂/耐化学品；热固化

适用范围：会接触到油、润滑液、防冻剂

和柴油燃料等周围溶剂的汽车和航空零件；

电子元器件（会接触到清洁剂和去焊剂的挤

压和模塑连接器与外壳）；含有某些脂肪

酸盐和异丙醇的个人护理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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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我们提供哪些产品？
了解 340 多种适用于伟迪捷连续喷墨喷码机的墨水，

这些墨水既适合普通应用也适合特殊应用。

各种墨水一应俱全，既有可渗透薄冷凝层和承受巴氏

杀菌流程的墨水，也有可在钢、铝、玻璃、金属和蜡

涂层基底上提供优异的附着性能的墨水。

食品级

适用范围：蛋品、药片、胶囊、糖果和糕点；

某些与食品相关的附带产品，例如食品包装

中包含的调味包。

不转移/耐高温

适用范围：PVC、PE、PP、交联 PE、罐。

快速干燥

适用范围：使用薄膜和拉伸/收缩包装的快

速包装消费品（包括食品包装）；适合装

饰和品牌展示。



能为我们提供哪些产品？

耐光/抗褪色

适用范围：挤压窗框、临时存放在室外的 
电缆/电线和建筑材料。

隐形荧光紫外线可读

适用范围：汽车零件、喷雾罐、药品、 
经过杀菌处理的食品容器和化妆品包装。

油渗透

适用范围：汽车零件、成型金属挤压件和 
冲压件以及使用脱模化合物的塑料组件。

高对比度

适用范围：挤压产品，包括电缆、电线、管材、

软管和皮带；玻璃瓶、塑料瓶和其他容器。

柔韧性薄膜/塑料

适用范围：食品包装袋和封袋、杯和桶、 
收缩薄膜、化妆品瓶和化学品瓶。

加热/蒸汽固化

适用范围：汽车散热器软管、传送带、轮胎

和挤压丁基橡胶成型制品。

迈克·库吉 
博士

挤压、安全 
和产品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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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库吉 
博士

挤压、安全 
和产品装饰



正像制造商持续不断地改进他们的流
程一样，墨水专家也在不断地研发新
的配方以应对新的喷码应用挑战。

在升级或扩展其系统时，制造商需要考虑到这一点。如果

制造商计划增加另一条生产线，他们可能会考虑简单地 
采用与其第一条生产线的喷码和标识解决方案相同的解决

方案。

但是，他们需要问自己：

自我安装第一条生产线之后，是否已开发出更好的墨水

解决方案？

更耐用或更具视觉吸引力的墨水可否强化我的品牌？

抵制走捷径的诱惑

喷码机设计工程师和墨水专家密切协作使 
设计出的喷码机和支持墨水可以协同工作。

这包括同时开发墨水和设计喷码机，构成一

个细致和谐的组合。如果去掉此综合体的某

一部分，系统将无法高效运行。一些包装团

队可能会倾向于通过从第三方墨水供应商购

买墨水以节省资金。由于这些墨水在设计时

未考虑喷码机的规格，因此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些墨水会影响喷码机的性能和编码外

观。结果是，由于过度维修、零件过早出现

故障和不可预测的停机时间而导致大量相关

成本，杂牌耗材反而会造成更多的花费。 

掌握最新技术

约翰·加勒特 
理学学士

高级化学师 
基底分析

迈克·库吉 
博士

挤压、安全 
和产品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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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sch+Ströbel 接洽伟迪捷以为他们的喷码
解决方案确定合适的墨水。Bausch+Ströbel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医药产品（例如安瓿、大小
药瓶、一次性注射器和针筒）一级包装系统生
产商。其高度准确的物料搬运解决方案（包括真
空星形轮）提供了喷印优质 DataMatrix 编码所
需的平稳、无振动运输。

通过与 Bausch+Ströbel 密切合作，伟迪捷推荐使用 
配备 70 微米喷嘴和 V459-D 紫外线荧光墨水的 1510 连
续喷墨喷码机。选择 Videojet V459-D 紫外线墨水的原

因在于它满足了多种应用需求，包括高萤光性、可在塑

料和玻璃表面上提供出色的边缘清晰度以及出色的附着

性能，以及可以承受高压杀菌流程。Bausch + Ströbel 
解决方案包括集成的检查站，可进一步提供编码质量 
保证。

出色的物料搬运、1510 高级喷头设计和伟迪捷高性能

墨水的相结合，可以提供该严苛应用所要求的 DataMatrix 
编码质量。

约翰·加勒特 
理学学士

高级化学师 
基底分析

玻璃药瓶底部的 V459-D 紫外线墨水

制药企业应用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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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通过与可引导其选择墨水的喷码和标识供应

商合作，包装专家会获得优质服务。最好的

墨水供应商会研究包装材料的演变，了解制

造环境的范围，并主动应用严格的墨水开发

流程以确保编码性能和完整性。凭借 40 多年

的喷墨经验，伟迪捷是可满足您的喷码和打

码需求的理想之选。

伟迪捷时刻准备着帮助您确
定适合您的应用的最佳喷码
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