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识和打码

十多年来，马肯依玛士已经成为热转印打码技术的

先驱者。我们的 SmartDate® 系列打码机能够在柔

性包装、包装袋、浅盘封装、小包、小袋、真空包

装或者标签上打印出最可靠的高质量编码。

性能

打码机和色带盒—构造坚固。适应性强，能够与间歇式包

装机或者连续式包装机配线。可实现左手机或者右手机操

作。能满足极高的生产线速度。多种色带节省功能。业界领

先的 0.5 毫米行距。能够打印系列化的二维码。

控制器—多用户界面选项，包含彩色触摸屏和网页。设有

常用功能的专用按钮。用于图像和文件数据传输的 USB 端

口。配置“省电”模式。

打印区域—
SmartDate® X60：
间歇模式：53 毫米 x 75 毫米（2.1 英寸 x 3.0 英寸）

连续模式：53 毫米 x 150 毫米 [（2.1 英寸 x 5.9 英寸）组合式]

SmartDate® X40：
间歇模式：32 或者 53 毫米 x 75 毫米（1.3 英寸 或者 

2.1 英寸 x 3.0 英寸）

连续模式：32 或者 53 毫米 x 100 毫米（1.3 英寸 或者 
2.1 英寸 x 3.9 英寸）

SmartDate® X60s（滑梭式）：

连续模式：53 毫米 x 100 毫米（2.1 英寸 x 3.9 英寸）

SmartDate® X60/128：
间歇模式：128 毫米 x 75 毫米（5.0 英寸 x  3.0 英寸）

连续模式：128 毫米 x 150 毫米（5.0 英寸 x 5.9 英寸）

热转印打码机的性能 
热转印打码机

SmartDate® 系列



选择最适合的热转印打码机

产品对比

SmartDate® X40 SmartDate® X60 SmartDate® X60s SmartDate® X60/128

打印区域                             宽度 32 毫米或者 53 毫米 53 毫米 53 毫米 128 毫米

长度
100 毫米（连续模式）
75 毫米（间歇模式）

150 毫米（连续模式）
75 毫米（间歇模式）

100 毫米
150 毫米（连续模式）
75 毫米（间歇模式）

打印速度（毫米/秒）*     正常 600 毫米/秒
1000 毫米/秒

（300 dpi 全分辨率）
1000 毫米/秒

（300 dpi 全分辨率）
700 毫米/秒

高速模式 不适用 1000 毫米/秒 1200 毫米/秒 不适用

DRS（数字化色带节省） 不适用 1200 毫米/秒 1800 毫米/秒 不适用

色带长度 1100 米 1100 米 1100 米 900 米

色带宽度（最小） 20 毫米 20 毫米 20 毫米 80 毫米

色带宽度（最大） 55 毫米 55 毫米 55 毫米  130 毫米 

色带节省选项             交错打印 是 是 是 是

径向色带节省 是 是 是 是

多打印信号 是 是 是 是

数字色带节省打印模式 不适用 是 是 不适用

负的色带张力 是 是 是 是

间歇式/连续式 间歇或连续模式 组合式 仅连续式 组合式

左/右手 易于转换，无需零件 易于转换，无需零件 易于转换，无需零件 易于转换，无需零件

最小打印速度 20 毫米/秒 10 毫米/秒 10 毫米/秒 20 毫米/秒

背面涂层

PET 膜

油墨层

热转印技术

热转印技术将热敏打印头和一面涂了油墨的聚酯色带结合在一起。包装薄膜在通

过热敏打印头时被打上码，即热度将油墨从色带转移到包装薄膜上。热敏打印头

由一排安装在陶瓷支架上的独立的微小电阻器组成。然后根据需要打印的字符，

激活这些电阻器，将色带上的油墨融化，将选择的字符“转移”到包装薄膜上。 

根据应用，热转印打码有两种模式：

• 间歇模式：包装薄膜前进，然后停止。打印头降低，沿包装薄膜和色带移动。打印头进

行打印。打印头抬起，回到原位置，色带前进并重复这一过程。

• 连续模式：包装薄膜不断地移动。当触发时，色带加速到薄膜的速度，打印头降低，开始打印。在打印结束时，打

印头抬起到原位置，色带停止移动。

色带连续喷印

*最大、最小打印速度以及色带的适用性和色带节省技术，取决于单独的应用—如果有疑问，请联系当地的预售团队，以便获得进一步的通知。



交错打印模式

最大限度地利用色带：

•第一次打印使用所有其他的像素；第二次打印利用第一次打印留下的未用油墨

色带选择/色带节省

色带—第一次打印 色带—第二次打印

打印 1

打印 2

打印 3

径向色带节省

最大限度地利用色带：

• 移动图像横布色带径向，色带整个宽度被使用

使用色带节省打印过的色带

未使用色带节省打印过的色带

打印 1

打印 2

打印 3

交错打印

扩大的

没有交错打印 有交错打印

废弃的
色带 

5 Oct 2015 5 Oct 2015

13 May 15
13 May 1513 May 1513 May 15
13 May 1513 May 1513 May 15
13 May 1513 May 1513 May 15

13 May 1513 May 1513 May 15

13 May 15

13 May 15

分类 TTR 等级 配方 颜色
典型速度 

(mm/s) 
备注

基础版

Xceed 3610 蜡/树脂 黑色 700 经济型，长达 900 m

Xceed 3410 蜡/树脂
白色、红色、绿色、蓝色  
可应要求提供更多颜色 

500
通用型彩打， 
非透明的白色带，650 m 长

顶级

Xtra
增强型蜡/

树脂
黑色 900

通用型 
出色的性价比 
多功能，抗磨刮度高，速度更高，浪费更少，能耗更
低，长达 1100 m

Xtra 7810
增强型蜡/

树脂
金属白  600 比传统白色带的能耗更小，长达 800 m

高端

Xpert 3910 树脂
黑色、白色、红色、 

绿色、蓝色
300 卓越的抗磨刮度，长达 800 m

Xpert 4910 树脂 黑色 250 出色的抗磨刮度和耐热性，长达 800 m

Xpert 6910 树脂 黑色 200 出色的耐热性和耐溶剂性，长达 800 m

series Ribbons

打码质量

打码速度

附着力

灵敏度

防溶剂

抗高温

Xpert 
Xtra
Xceed



多打印信号

最大限度地利用色带：

•无需额外调整，在相同材质上打印不同的图像

废弃的
色带 

无多打印信号打印过的
色带

打印 1

打印 2

打印 1

打印 1

包装 A

包装 C

包装 B

有多打印信号打印过的
色带

包装 A
打印 1

打印 2

包装 B
打印 1

打印 2

包装 C
打印 1

打印 2

打印 2

Extra Bold
Roast Coffee

Best Before  
26 Jun 2015

Extra Bold
Roast Coffee

Best Before  
26 Jun 2015

Extra Bold
Roast Coffee

Best Before  
26 Jun 2015

Extra Bold
Roast Coffee

Best Before  
26 Jun 2015

Extra Bold
Roast Coffee

Best Before  
26 Jun 2015

Extra Bold
Roast Coffee

Best Before 
26 Jun 2015

Extra Bold
Roast Coffee

Best Before  
26 Jun 2015

Extra Bold
Roast Coffee

Best Before  
26 Jun 2015

色带节省

数字色带节省打印模式 

最大限度地利用色带：

• 通过在高级设置中指定“数字色带节省打印模式”，节省使用色带

正常打印 数字色带节省打印模式

所用色带 印刷图像

17 Nov 2014
12:45 0245

17 Nov 2014
12:45 0245

所用色带 印刷图像

17 Nov 2014
12:45 0245

17 Nov 2014
12:45 0245

正常打印模式

17 Nov 2014
12:45 0245

在数字色带节省打印模式下，质量和

正常模式相同，但能节省多达 20% 的

色带。

数字色带节省打印模式的优势：

- 节省超过 20% 的色带

- 材料打印速度更快

17 Nov 2014
12:45 0245

打印 2



打印性能

用 CoLOS® Professional 生成的打印实例

         
能够混合不同高度的字符
（包括粗体、斜体或下划线）

日期 & 时间格式
（自动的、计算的、补偿的和

关联日期）

True Type 字体

徽标

条形码
（128 码、39 码、EAN 128、

EAN 8 & 13、 ITF、 UPC A、

UPCE）

二维条形码
（数据矩阵、GS1 数据矩阵、

GS1 DataBarTM（原先为 RSS）、

QR、PDF 417）

无限的文本栏

UPCA EAN 128 EAN 13

数据矩阵或 GS1 数据矩阵 GS1 DataBar 展开的叠层的 QR

5



应用

马肯依玛士 SmartDate® 系列提供了您希望以较低成本即可拥有的多功能性，用于在包装薄膜、金属箔和标签上

打码。结合了独特的色带节省选项的可靠性，确保实现节省耗材和维护成本。使用马肯依玛士 CoLOS® Enterprise 
软件，可以远程连网和管理您的打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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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提供食品包装各种材料上清晰而清洁的 
打码—更可用于全天候运行的包装 

生产线上。

医药

在医药包装材料上，例如：标签、泡罩和薄膜上，提供高质量的、持久 
的打码。

其他

无论您是生产试用装还是家庭装产品，SmartDate® 热转印打码机是直接
在标签或柔性薄膜上打印的理想选择。

OEM
马肯依玛士与包装行业领先的 OEM 制造商密切合作，确保我们设计的产品易于安装，包括通过网络

浏览器界面能够实现打码机控制器与配套包装机的控制装置集成。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markem-imaje.com

马肯依玛士(上海)标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吴塘路 298 号
邮编：201401
电话：+ 86 21 6163 5888
传真：+ 86 21 5743 2002

或用您的智能手机扫描关注马肯依玛士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