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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全警告 

 

在使用喷码机之前必须阅读以下注意事项： 

 

火灾危险 

 

墨水、溶剂、清洗剂是易挥发易燃物品，必须遵照当地的规定存储和处理 

 

眼睛防护 

 

在进行任何如墨水、溶剂和清洗剂有关的操作时，必须佩戴已核准的眼睛防护装置 

 

手部防护 

 

在进行任何如墨水、溶剂和清洗剂有关的操作时，必须佩戴已核准的手部防护装置 

 

致命电压 

 

接通电源后，喷码机存在致命电压，只有经过培训和授权的人员才能进行维护操作 

 

二． E350 喷码机简易操作说明 

 

按键说明： 

 : 回车确认键                 : 退出键                   ：删除键 

 :空格键              ：中英文切换键               ：进入监察喷射菜单 

    ：方向键 

 

电源要求: 

插头左零线右火线，上面为地线，220V 交流电！必须接地线，消除静电干扰，保护电器元件，保证喷

印效果！ 

   

一、 开机 

注意：每次开机关机，喷码机会自动清洗，清洗过的溶剂会被抽进墨芯，为了防止墨水变稀，不能频

繁开关机！ 

 

1、 插上电源后，按下机器右侧的绿色按钮，打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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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主目录。按键盘上的【 】选择【密码】输入 654321.再进行其他操作。隔一段时间机器会

自动清除密码，操作时需再次输入！离开时可以选择清除密码，防止别人无意的修改。 

4、按【 】键启动喷墨，此时屏幕上图标 变成 并开始闪动，屏幕左下方提示“正在启动喷头

10%”，大约 3-4 分钟后闪动的 图标会变为静止的  图标,屏幕左下方提示“喷头就绪”，并且屏幕

右上侧的红灯灭掉，绿灯点亮，喷码机启动完成。 

   

二、关机 

   

1、按【 】键停止喷墨，此时屏幕左下方会出现“喷头关闭中”的字符，图标 会变为 并闪动，

大约 3 分钟后图标 变为静止，屏幕左下方提示“喷头关闭”，此时墨线停止。这个过程中可以取下

喷头盖观察喷嘴上白色细管有没清洗干净。 

 

2、 按下机器右侧绿色按钮，关闭电源，喷码机关机完成。 

 

 

 

2、 屏幕显示	开机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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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建喷印信息与编辑喷印信息 

 

建立喷印信息与编辑喷印信息的区别是：“新建喷印信息”是原先没有的信息，我们要新建一条，而

“编辑喷印信息”是对已有的信息进行修改。 

1.新建喷印信息 

（1）按【 】键至【信息】选项，按【 】键，再按【 】键至【新建信息】选项，按

【 】 键，此时屏幕上出现输入新喷印信息名称对话框，从键盘上输入名称，可以是数字、英

文或汉字，如输入汉字则按键盘左下角【 】键实现中英文切换（输入中文时不能输入字母，必须

按【 】进行切换），输入完毕后，按【 】进入信息编辑器。 

 

（2）在信息编辑器中， 

【 】键是用来为需要输入的信息选择字高（字符从上到下由几个点组成，来表示字体大小），重复

按【 】键点阵会从 5 点，7 点，9 点，12 点，16 点，24 点，34 点循环。 

【 】键的作用是可以调用用户区中的已编好的时钟信息、计数器、图案、条形码、二维码等； 

【 】键的作用是对个别字符实行颠置，逆向，双点，三点或反视频、自定义字体等操作； 

【 】键的作用是设定本条喷印信息的参数，此喷码机可对每一条喷印信息设定其自身特有的信息

参数。 

 

（3）例如要建立如下喷印信息内容：生产日期 2014 年 9 月 7 日 Ab 

操作方法如下： 

按【 】键将点阵选择为 16 点，按【 】键变为中文，使用拼音输入法输入“生产日期 2014 年 9

月 7 日”，按【 】变为英文，按 锁定大写字母，按键盘上的 A 输入“A”，再按 锁定小写字母，

按键盘上的 B 输入“b”，按【 】可以设定此条信息的字宽、字高、延时等喷印参数，完成后按

【 】+【 】储存退出。 

 

2、编辑喷印信息 

（1）按【 】键至【信息】项，按【 】再按【 】至【编辑信息】项。按【 】键，

此时屏幕右侧会列出已有的喷印信息名称列表，用【 】，【 】键寻找要编辑的信息再按

【 】进入信息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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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如将 2014 年 9 月 8 日变为 2014 年 9 月 9 日，操作如下：光标移至“8” 后（2014 年 9 月 8

日），按【 】键删除“8”，从键盘上输入“9”，按【 】+【 】即可。 

   

四、 选择喷印信息 

 

在屏幕显示主界面状态，按【 】键，此时屏幕右侧出现已保存好的信息名称，用【 】，【 】

键选择要喷印的信息名称按【 】，主界面的下方将显示选中的信息内容。 

 

五、 编辑用户区 

1.添加时间代码（编辑的时间日期随着机器内部设定的时间日期自动变换） 

   

按【 】至【用户】，按【 】找到【新建用户字段】，【  】确认后输入字段名称。按【 】

选择【文本】/【计数器】。（在新建/编辑喷印信息时，按【 】键调用用户区！） 

   

（1） “普通文本”：按回车确认键后先按【 】进入【属性】，再按【 】选择【时钟代码】，再按

【 】按回到【文本】按照需要的格式输入日期时间代替字母，【 】确认即可。 

代码 定义 

A 天数（1 至 7 天） 

BC 年 

DE 月 

FG 日期 

HI 小时 

JK 分（钟） 

LM 秒 

NOP 字母月份 

QRS 年日期 

TU 北美洲周数 

 

这样编辑的时间日期会随着喷码机设定的时间日期自己跳转，不要每天都重新输入。 

 

任何不匹配代码的字符或字符组合将被直接输出。如 AB 的结果可能为 1B、2B、3B、4B、5B、

6B、7B 中的一种，即虽然 BC 是合法的时钟代码，但单独的 B 无任何意义，因此 B 将被 直接输

出，而A 则会被相应的时钟值替换。注意：ISO 周数参考 ISO 8601，每星期开始于周一，一年周

的第一个周四总是被算作为一年中的第一个周内。大部分年份只有 52 个周，个别年份有 53 个周。

QRS 表示的年份并不总是 与 BC 表示的年份相同。例如，2000 年 1 月 1 日在 1999 年的第 52 周中，

BC 将表示为 2000， QRS 将表示为 1999;2002 年 12 月 31 日是 2003 年的在第一个周中，即 BC 

将表示为 2002， 而 QRS 将表示为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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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数器】 ：能够喷到产品上的连续喷印的次数，可以用来记数。输入开始值、当前值、结 束

值，选择步进大小、步进方向，【 】确认。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计数器清零，进入【用户】，按

【 】键，找到【复位计数器】，选中需要复位的计数器名称，【 】确认即可。此时计数器会

从开始值重新喷印。 

 

2.【随机字符】可以由机器程序随机插入字符用于喷印 

* 数字或小写字母或大写字母，即字符可能被替换为0～9，a～z，A～Z中任一字符 

# 数字，即字符可能被替换为0～9中任一字符 

@ 小写字母，即字符可能被替换为a～z中任一字符 

$ 大写字母，即字符可能被替换为A～Z中任一字符 

& 数字或小写字母，即字符可能被替换为0～9，a～z中任一字符 

% 数字或大写字母，即字符可能被替换为0～9，A～Z中任一字符 

^ 小写字母或大写字母，即字符可能被替换为a～z，A～Z中任一字符 

任何不匹配代码的字符或字符组合将被直接输出。如#B 的结果可能为 0B、1B、2B、3B、4B、5B、

6B、7B、8B、9B 中的一个，即 B 将被直接输出，而#则会被相应的数字随机数替换。 

添加随机字符 

按照以下操作把时钟信息添加给用户字段： 

1 遵循 “如何创建自定义用户字段”节中的步骤 1  到步骤 3。 

2 把【说明】选定为 【文本】（利用左和右方向键）。 

3 按【Enter】键打开文本用户字段的配置对话框。 

4 在【文本】字段中输入正确代码。 输入代码时，谨记下列事项：  

a.仅@,#,$,%,^,&,*有效，其他字符将被直接显示。 

b.您可以添加其它的字符（例如数字、空格、字母、其他标点）来设置代码的格式。例如，

@&#^-@%@-@$#。 

5 把【属性】选定为【随机字符】。 

6 当您输入代码之后，按下【Enter】键保存设置并退出对话框。 新的时钟插入对象被添加到已定

义的用户字段列表中。在【信息编辑器】屏 幕中按下 F2  键。您可以在当前信息中插入这个新字

段。 

  

六、从外部导入信息到喷码机与从喷码机导出信息 

1、导出信息到 U盘 

按【alt】+【M】键打开【信息】菜单，选择【导出信息到 U 盘】，按【enter】键,将出现选择

信息列表，按【enter】键，提示为导出信息文件输入名称，按【enter】键，成功导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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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 U盘导入信息 

可以通过 U 盘导入信息，但是必须确保文件格式是单色 png 格式的图片。注：png为小写 

按以下步骤可从 U盘导入信息 

（1）按【alt】+【M】键打开【信息】菜单，选择【从 U 盘导入信息】，按【enter】键，出现

“正在刷新 u盘文件列表”，如下图 

-->  

（2）等待屏幕出现“u 盘文件列表”，选择需要导入的 png 格式文件，按【enter】键，出现

提示：是否将图案导入为用户字段。如果选择【是】，将需要为图案输入名称。选择【否】

即取消将图案导入为用户字段。 

--> -->  

（3）继续【按 enter】键，出现提示：是否立即为该图案创建一个新信息，选择【否】即取消

为该图案创建一个新信息。如果选择【是】，将需要为图案输入名称。图片信息导入成功。 

-->  

 

注意：图案高度如果大于 34 点，其顶部或底部将被裁减。 

 

3、在喷码机编辑图案或 LOGO 等图形 

（1）选择【用户】菜单--【新建用户字段】--按【Enter】键—在【名称】栏输入名称（如：

eee）--在【类别】栏选择【图案】--按【Enter】键，在【新建点阵大小】会话框中调整点阵

大小宽度和高度--再按【Enter】键，将会出现提示：将新建图案，请确认已保存正在编辑的

图案，按【Enter】键继续，如果按【Esc】将会取消【新建用户字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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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画图界面里按【F1】键选择【描点】进行描图案，按【Enter】或【空格】键可描点

也可以取消当前描点，将画好的图案按【F4 键】保存【保存到用户字段】按【Enter】键即可

保存成功。 

------> ------>  

（3）【F1】键可以【退出/撤销/重做/描点/线段/矩形】功能，下面介绍两点： 

线段：按【Enter】或【空格】键绘制第一点，按【左 】【右 】方向键确定线段的长度，

按【上 】【下 】方向键确定线段的斜度，按【Enter】或【空格】键完成线段绘

制。如图：  

矩形：按【Enter】或【空格】键绘制第一点，按【左 】【右 】方向键确定矩形的长度，

按【上 】【下 】方向键确定矩形的宽度，按【Enter】或【空格】键完成矩形绘

制。如图：  

（4）【F2】键选择【清除】可以清除画布的所有图案。 

（5）【F3】键可以【新建点阵】调整点阵大小宽度和高度，也可以查看【点阵大小】。 

   -------------->        

       （6）【F4】键可以将描好的图案【保存到用户字段/保存到自定义字体/保存到 USB】如（2）。 

       （7）将保存的图案调出进行喷印： 

        选择【信息】--【新建信息】--【输入名称】（如：9）--按【Enter】键--将会弹出一个会

话框--按【Esc】键选择【编辑器】菜单--【插入用户字段】--继续按【Enter】键—在【选

择用户字段】会话框选择第一步已建好的用户字段（如：eee）--按【Enter】键，将会出现

刚才编辑的图案，按【Shift+F1】键保存并退出，按【信息】菜单--【选择喷印信息】--选

择刚保存的信息名称【如：9】--继续按【Enter】键喷印即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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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如何在 Microsoft Paint（画图） 应用程序中创建图案 

（1）在电脑中点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画图】，打开 Microsoft Paint 

（画图）应用程序。按默认设置打开一个新页面。 

（2）切换到【查看】--【缩放】-- 【自定义】。出现【自定义缩放】对话框。如下图： 

 

（3）选择 800%。点击 【确定】按钮。 

（4）切换到【视图】-- 【缩放】--【显示网格】激活页面的网格。 

（5）在页面上创建所需的图案 

 

（6）把已创建的图案另存为单色 png 格式文件并且保存在 USB 中。 

（7）把 USB 驱动器插入喷码机上的 USB 端口。 

（8）.按照【从 U盘导入信息】的方法导入绘制好的图片 

（9）按下 Enter 键，菜单屏幕上出现图案 

   

5.从 U 盘中导入自定义字体 

注意：自定义字体只支持单色 png格式，高度必须与 E350 系统预设的字体高度相同， 

例如:要把 E350系统自带的 16点高的字母 设置成想要的字母样式 ，可按照以下操作： 

（1） 按照“如何在 Microsoft Paint（画图） 应用程序中创建图案”方法，新建一个 16

（高）*10（宽）的空白文件，绘制字母 ，保存为 16t.png 文件，存入 U盘。 

（2） 将 U 盘插入机器 usb 接口，按【 】选择【用户】，按【 】键选择【从 U 盘导入

字体】，出现 U 盘文件列表，选择刚刚存入的文件 16t.png，按【 】键，将出现一

个对话框，输入字母 t，再选择字高为 16，按确认键。字体导入成功。 

（3） 按【 】转到【信息】项按【 】键，按【 】至【新建信息】，按【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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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文件名称，确认进入编辑信息界面，按【 】选择字高 16，输入字母 ，按【 】，

选择 ，按【 】弹出属性对话框。选择【自定义字体】，即修改成了想要的字母样式  

 

七、喷印信息参数设定 

 

1、按【 】转到【信息】项按【 】键，按【 】至【喷印信息参数】，按【 】键  

2、调整字宽、字高、字符间距、点阵重复次数、喷印延时等 

①【字符宽度】 ：在生产线速度固定的情况下调整字符的左右宽度，如打字的宽度过大则减小数值，

过小则增大  

②【字符高度】 ：调整字符的上下高度，范围从 0-9，一般设定为 4 以上，如字过高则减小，过矮则

增大，也可以通过调节喷头距离产品的远近调节字高，喷头离着产品远，字体会变大，离着近，字体

会变小。喷头距离产品的最佳距离为 10-12mm。 

③【字符间隔】 ：为每个字符的间隔，一般设为“1”，如想增大字符间的距离，则增大。该数值最大

为“9” 

④【产品延时】 ：调整喷印信息的位置，如喷印位置靠前则增大，如靠后则减小 

⑤【左右翻转】 ：字符左右方向调整 

⑥【上下倒置】 ：字符上下方向调整 

⑦【选择光栅】 ：资料中最大的字符的点阵数，假如喷印 2 排 7 点字符，光栅可以选择 16。如果选

择更大的光栅数，会影响喷码机的喷印速度。 

⑧【光栅自动转换】 ：启用 

⑨【光栅重复】 ：是指信息是否加粗，一般不加粗设为“1”，如感觉字符较浅可增大 

 

七、保养 

 

1、每天开机前应先检查喷头是否脏乱，如脏乱应先用清洗壶清洗喷头。 

2、如果开机的情况下喷头盖被取下，装好喷头盖后，触发喷印会报警【喷印被禁用】，可以进入【喷

印】，选择【喷印开启】为启用。 

 

3、清洗喷头时要注意，应让系统压力为 0 时再清洗，即屏幕上的图标为且不闪动方可清洗，不 一定

关闭电源。将喷头插到清洗装置内，从上到下先清洗喷嘴后清洗充电槽，相位检测、偏转板、回收槽、

清洗后用清洗吹球将喷头吹干燥。也可以使用抹布或卷筒纸把喷头的偏转板和相位检测器擦干净。 

   

4、每天开关机最好不要超过三次，否则反复的开关机自动清洗会造成墨水变稀和墨芯液位高，造成

不能正常开关机。如频繁开关机可以到【系统】菜单中执行【快速开墨线】和【快速关墨线】命令，

但最后一次关机一定要使用按【 】键停机。如长时间不用，在最后一次关机时最好到【系统】中

执行【喷嘴清洗】命令，启动时墨线不能射进回收槽，也要执行此命令。操作如下： 

 

① 喷嘴用清洗壶洗净；找到【系统】中的【喷嘴清洗】命令按【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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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用清洗壶往喷嘴．上滴清洗液，此时喷嘴会从外部吸清洗液到喷嘴清洗； 

  

③ 观察喷嘴上的白色小管，变成白色即可。等待一段时间自动结束！ 

 

八、故障排除 

   

1，  高压跳闸：清洗干净喷头表面并完全吹干，盖好喷头盖，启动喷码机，观察有无高压报警，

如果还有报警，进入【检验】，按【 】到【高压开启】，按【 】，按【 】选择【启用】。

确认后再按【 】，到【高压校准】，【 】确认，等进度条结束即可！如果报警无法校准高压，

请联系工程师。 

  

2， 回收故障：首先取下喷头盖，快速启动喷码机，观察有无墨线，能否射进回收槽。如果无

墨线或有墨线不能射进回收槽建议先执行喷嘴清洗程序，并观察喷嘴上的右边白色细管能否清洗干净。

如果墨线良好，进入【配置】按【 】找到【启用回收槽检测】改为【禁用】，再快速启动喷码机，

看机器能否启动喷印，能喷印则暂时生产，并和亿迈珂公司联系 

  

3， 墨芯液位高：此时无法正常开关机。将喷头盖取下，把喷头插到清洗装置内。进入【系统】，

找到 【喷头喉管清洗】，按确认键，此时墨线射到回收槽上，但回收槽不回收，排出部分墨水，图标

消失后， 执行【快速关墨线】，停止墨线，清洗喷头表面并完全吹干，快速启动喷码机即可！ 

  

4， 墨芯液位低：保证墨水瓶内有足够墨水，进入【系统】，找到【充满墨芯】，按确认键，等

到图标消失后自动停止。 

 

5， 墨水粘度高：机器会自动添加溶剂到墨芯，稀释墨水。但要保证溶剂瓶内有足够的溶剂！ 

 

6， 墨水粘度低： 

由于开关机次数较多或清洗次数较多造成溶剂添加过多，墨水较稀。取下喷头盖，快速启动喷码机，

让墨线裸露在空气中，挥发部分溶剂即可！由于挥发的较慢，时间会很长，这与环境温度有很大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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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相位阈值错误：清洗喷头表面并完全擦拭干净，看看故障是否清除。拆下喷印模块重新安

装看看故障是否清除。请联系亿迈珂公司！ 

 

其他注意问题： 

   

1，墨芯的使用寿命为 9000 小时，可以连续按【 】，到最后一项，观察使用时间。在还剩余 400 小

时时会出现 “墨芯即将到达服务时间”报警，到了时间喷码机将停止运行。需要提前准备好新的墨芯，

防止停机造成停产。 

  

2，如果喷码机出现问题，可以进入【检验】，找到【硬件自检】，让喷码机自己进行检查，观察报警

记录。联系亿迈珂工程师。 

  

3，喷码机可以进行电磁阀测试，进入【系统】，找到【电磁阀测试】，连续方式选择【开关】，选择不

同的电磁阀测试，听听电磁阀有无咔哒的打开声音。其中供墨阀、清洗阀、排空阀，回收阀在喷头，

其他电磁阀在墨芯。如果无声音或无电流说明电磁阀有问题。 

  

4，屏幕上绿灯亮，喷码机运行正常。屏幕上黄灯亮，喷码机有警告，但不会影响生产，需要观察警

告并及时清除。屏幕上红灯亮，喷码机有故障，会自动停机。可以进入【系统】，查看【警告屏幕】

和【故障屏幕】。 

 

5, 系统清洗排空：排出管路中空气，保持喷码机运行稳定！进入【系统】，找到【系统清洗排空】，回

车确认。此时喷码机从溶剂瓶抽溶剂，从喷嘴喷出，管路洗白后执行【快速关墨线】 

 

6, 喷码机电气部分有相当一部分热量靠机箱外壳散热，所以喷码机上面严禁覆盖任何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