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水和耗材

选择适合产品生命周期 
的喷码墨水

应用说明

面临的挑战

成功的可追溯性取决于有效的应用和高质量可读
编码的持久性。随着时间的延续，编码可能需承
受各种艰苦条件和环境的考验。

按照传统方法，包装专家会根据要标识编码的基底来选择喷码解决方案和墨水。

当然，基底选择对墨水选择影响重大，但所需考虑的不止于此。在几乎所有案 
例中，只有喷印编码存在于该产品的预期生命周期内，它才具有价值。

伟迪捷的优势

伟迪捷四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客户的生命周
期内面临的应用挑战。我们如何解决这些挑战？ 

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开发并制定了完善的测试方法和可模拟一系列最苛刻的客户

使用环境的流程。我们通过复制客户最困难的应用及其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所

处的境况来进行测试。此外，我们进行了严格的现场试验，鼓励客户参与以确保

墨水和喷码机在目标应用中具有出色的性能。

对产品可追溯性的高度关注使 
制造商亟须识别和跟踪产品及 
组件，不仅仅局限于从制造商 
到最初客户的范围，而是贯穿 
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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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求的编码寿命可以是几年、几天，甚至几小时。例如，电缆制造

商根据 HDPE 套管材料的附着性来选择墨水，但同时还必须考虑电缆

在其电力传输环境中的使用方式。电缆必须经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

搬运方法，可能会接触化学品和使用化学品的环境，也可能需要使用

许多年。另一方面，在一个肉类包装工厂中，临时的内部跟踪和质量

编码需要喷印到在几个小时内会重新使用的单个肉盘上。

用腐蚀性洗涤剂将临时编码清除，盘子经过消毒后，重新喷印新的可

追溯性编码，然后重新开始此流程。此应用包含一系列的编码要求，

但生命周期相对很短。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如何在“Brite Stocking”
应用中使用“临时”编码，由于大型生产和存储的效率，制造商需要

推迟贴标。字母数字或条码应用可推迟贴标，以便制造商最大程度地

提高生产效率。

这些应用的编码生命周期不长，一般以数天或数周计，但也具有苛刻

的编码易读性和持久性要求，如罐上可能出现的渗水和渗油，耐高温

或高压杀菌处理。

因此，除了材料选择外，客户还需要考虑编码本身的预计生命周期，

无论该生命周期为几小时、几天还是几年。

 “通过考虑生命周期环境，制造商
可以与墨水供应商正确协作，确保
他们的编码最符合自己及客户对编
码质量和持久性的期望。”

约翰·加勒特 

理学学士

高级化学师 
基底分析

生命周期环境
墨水选择中最常见的错误之一是未评估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要经历的全 

部境况。尽管制造商可能会在生产流程的每一步对墨水编码性能进行整体 

评估，但同样重要的是在产品离开生产车间后跟踪其性能变化情况。



编码使用及其重要性

随着编码在更广泛的流程中使用及其用途的多样化， 

喷印持久、耐用的编码显得日益重要。

编码可用于汽车部件标识过程，通过颜色编码识别或说

明性信息来辅助可视化装配。

食品制造商使用编码在供应链中跟踪产品，向客户传递

新鲜度信息，向分销商指示库存量，而且限制了制造商

的产品责任和/或召回风险。

喷码也可用于传递安全和法规信息，确认产品经专业 
制造和测试，并按照特定建筑安全标准对其进行选择、

安装和后期检查。

随着供应链的增长和全 
球化，以及整个供应链 
中所接触环境的多样化，
喷印编码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易读性和持久性

选择适合生命周期的墨水可确保易读性和持久性。易读
性一般取决于特定基底的视觉对比度，以及适合消费者
或自动读取和验证的喷印质量。

后者在供应链控制点中尤其重要，可确保高条码读取率

和高效库存入库及拣货操作。持久性取决于基底属性与

墨水编码附着性的一致性（即墨水粘附力与产品材料的

表面情况及特性相匹配），并考虑在生产及后续流程中

的客户使用模式和生命周期。即墨水编码/产品在生产流

程中是否会碰触、碰撞、滚动或挤压相邻产品。

例如，罐底部的编码可能在自动搬运和烹调过程中产生

压力和磨损效果。与如何使用产品或在供应链中经历了

何种环境相比，这些挑战与之迥然不同。

这些环境因素包括可能发生在搬运、再包装或运输过程

中的冷藏、高温或者加工后产品间的碰触。



恶劣的环境严重影响喷码机
的运行
虽然伟迪捷墨水始终能够满足宝胜的期望和高产量需求，

但喷码机的工作环境不容乐观。由于中国江苏省在整个春

季和夏季都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故湿度过高、温差变化

大都是普遍问题。

宝胜集团设备和技术经理 Wan JiaQin 表示， 

“工厂受到外部天气状况影响。随着季节变迁，天气也

随之大幅变动，甚至一天之内的天气也变幻莫测。环境

变化剧烈，上午还是阴冷潮湿的天气，到下午可能就变得

炎热干燥。”

这些情况会使运行颜料墨水的早期连续喷墨喷码机出现

问题，因为它们与生产车间内不断从外部环境抽取空气

的空气压缩机连接在一起。伟迪捷推荐使用运行颜料墨

水的 1710 高对比度连续喷墨喷码机。Videojet 1710 喷
码机采用独特设计，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使用粘性最强

的颜料墨水进行喷印，不会堵塞打印头。对于宝胜这样

的客户而言，高对比度颜料墨水特别重要，因为他们需

要在深色基底上喷印高清晰度的法规编码、安装信息和

品牌标识。

Ju ChaoRong 表示，

“我们的生产环境非常恶劣，但 Videojet 1710 成功应对

了这一挑战。另外，伟迪捷高对比度墨水在各种基底上都

清晰可见…墨水干燥速度极快，并且有出色的附着性，完

全支持我们的快速生产速度。”

在黑色的电缆套管上喷印高对比度颜料墨水编

码

宝盛集团成立于 1985 年，是中国规模最大、最具竞争力

的电缆制造商。宝胜位列中国 500 强企业，拥有员工约 

3000 人，销售额达 80 亿元（约合 12.7 亿美元）。 

 

宝胜生产种类多样的通用电力和通信电缆及电线，以及

采矿和航海行业的专用电缆。

宝胜技术管理总监（部门主管）Ju ChaoRong 对公司的

喷码需求进行了说明， 

“字符清晰度、耐污性以及将电缆缠绕到卷轴时防止墨

水转移的性能十分关键，这关系到我们的产品能否满足

法规要求和客户需求，以及我们自己的品牌要求。此

外，编码必须能够承受产品解绕和安装时产生的摩

擦。”

中国宝胜集团与伟迪捷密切协作，
力图找到能够满足其需求的解决
方案，可在深色电缆上喷印高对
比度颜料墨水编码，经得起艰苦
的产品生命周期和恶劣喷码环境
的考验。

宝胜集团案例研究



伟迪捷墨水开发 
测试方法

墨水编码属性 参数 LTWD 标准化墨水编码测试方法

墨水编码易读性

视觉对比度

• 抗紫外线（氙灯 3100HS 3 灯泡褪色计）

• 喷印对比度信号（编码扫描对比度）和点大小

• 紫外线荧光强度

• ASTM 蓝色羊毛标准

条码可读性（线性/二维)、 
GS1、ISO/IEC 16022 标准

• PCS (PCR + PRD) 
• 边缘清晰度（线性）

• 喷印增长、轴向均匀性（二维）

• 错误纠正

墨水编码持久性（生产车间）

基底匹配附着性

• 摩擦和磨损 
• 生产线润滑油渗透

• 冷凝和水分渗透

材料搬运生产流程

• 干燥时间、摩擦和磨损（不剥落）

• 高压杀菌、高温处理

• 耐巴氏杀菌

• 腐蚀性清洗去除

• 溶剂清除

墨水编码持久性 
（产品生命周期）

墨水编码黏附性 
（客户使用和环境条件）

• 耐摩擦、耐磨损和耐手指擦拭

• 耐冷藏/冷冻

• 防水性

• 产品与产品间的转移和磨损

• 压敏胶带清除

• Pink pearl 橡皮擦

• 溶剂浸泡（汽车、刹车油、传动油、燃油）

• IPA 防溅

• 冰桶浸泡

• 军用规格 202F 浸泡和磨损

我们已开发并标准化了二十多种独特的测试方法，
符合客户的易读性和持久性要求。其中包括以下几
种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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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测试有助于确保产品上的 
编码在进行自动处理时清晰易读，
可以暴露在高温及含有溶剂和腐蚀
性化学品的环境中。此外，这些测
试也有助于保证，即使在室内和户
外紫外线照射下，也可保持适当的
编码对比度。”

拉斯·彼得斯 

理学学士

技术经理 
墨水/喷码机 
环境测试和资格审批

编码持久性的标准化测试方法对产品间的编码接触附着能力以

及生产线磨损情况进行测试。我们通过模拟客户生产环境来测

试编码的附着性能，包括发生冷凝和表面污染的情况，如塑料

部件上的脱膜剂和金属加工部件上的润滑油。



请致电 021-64959222
或访问以下网站 www.videojet.com.cn

上海市钦州北路 1089 号
51 号楼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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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选择在线可变喷码机时，挑选合适的喷码机对

于保障生产线正常运行时间和产量会产生深远

影响。选择合适的墨水也同样重要，有助于在

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确保高效生产以及喷印符

合您期望的编码。

让伟迪捷帮助您选择最 
佳的喷码机和墨水组合，
以满足您的生产目标和 
产品性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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