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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捷 AJAJAJAJ－3D3D3D3D，依仕捷 E480E480E480E480，德国 EBSEBSEBSEBS－250,250,250,250, 小霸王 U2U2U2U2手持喷码机参数对比

只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比较，才能找到最适合您的手持喷码机

参

数

型

号

澳捷 AJ—3D 依仕捷 E480
德国 EBS－250

小霸王 U2

喷头技术 压电式喷头 压电式喷头 电磁阀式喷头 热泡式喷头

喷印像数 200点/平方英寸 200点/平方英寸

16 点阵，喷嘴孔有 150μ和 100μ
两种规格，现在市面上销售的大

多数 EBS－250 手持喷码机的喷

嘴孔大小为 150μ，100μ的机器价

格比较高

600点/平方英寸

操作系统 嵌入式 嵌入式 单片机 嵌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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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印字体

印刷体（可仿点阵字） 印刷体（可仿点阵字） 点阵字体 印刷体

字体高度 1mm—17.4mm 1mm—17.4mm 10mm—27mm
2.7mm、6.3mm、5.5mm、8mm、

10mm、12.7mm

喷印效果 可喷印图像，商标，LOGO 可喷印图像，商标，LOGO
只能喷印简单的图像，不能喷印

商标，LOGO
可喷印图像，商标，LOGO

弧形喷码

在直径 10cm内可弧形喷码 可以实现弧形喷码，但要在面积

比较大的物体上喷印

可弧形喷码,但是至少要在直径

为 30cm以上的物体上喷印

实现弧形喷码的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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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印方向

可朝上喷印

可朝下喷印

可朝侧面喷印

可朝下喷印

可朝侧面喷印

可朝上喷印

可朝下喷印

可朝侧面喷印

可朝下喷印

可朝侧面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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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

机器内置多种中英文字体，给用

户配备下载字体软件，用户可以

用该软件在电脑上下载字体，再

通过 U盘导入喷码机。

机器内置 10 多种常用中英文字

体，如需要喷印字库中没有的字

体则需要厂家制作升级包，修改

机器系统软件，用户通过 U盘下

载。

机器本身没有内置的字库，需要

通过电脑编辑喷印信息所需要喷

印的字体，然后用电脑通过无线

或者有线传输到喷码机中进行喷

印。

喷印中文信息时需要在电脑上完

成喷印信息的编辑后，用 SD 卡

将喷印信息下载喷码机上再进行

喷印，数字和英文信息可以通过

遥控器输入。

喷印行数
在1mm至18mm有效高度内可喷

印任意行数

在1mm至18mm有效高度内可喷

印任意行数
中文一行，英文和数字两行

一行，二行，三行，四行，全部

字高不得超过 12.7mm

是否需要电

脑编辑信息

不需要电脑，可以直接在喷码机

上编辑需喷印的信息

不需要电脑，可以直接在喷码机

上编辑需喷印的信息

必须在电脑上完成喷印信息的编

辑才能使喷码机把电脑上编辑好

的信息喷印到喷印物上

喷印中文信息的时候需要在电脑

上完成喷印信息的编辑再用 SD
卡转到喷码机上再进行喷印，喷

印数字和英文信息时通过遥控器

输入

重量

不含电池及墨水 742 g 不含电池及墨水 1000g

不含墨水 1030g 不含墨水重量 1200g 不含墨盒 788g 不含墨水 1166g
含墨水及电池 1100g 含电池及墨水 980±10g

无线

有无线功能，可接收 200多米以

外的无线信息，如读码器读码无

线输入，称重器称重数据可无线

输入

没有无线功能

有无线功能，由于机器必须依赖

电脑编辑喷印信息，所以没有无

线功能机器无法使用

没有无线传输功能，用无线遥控

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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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参数

DC16V，2200mAh,平均功耗低于

15W，可不间断喷印 8 小时，待

机时间 20小时

220V ± 10% 50/60Hz 6W 充满电

可正常使用 6—8小时，待机时间

16小时

据称，可不间断喷印 50小时

AC100V－240V，50/60Hz,1.6A，

最大功率 60W，可不间断喷印 7
小时，待机时间 9小时

电池个数

配有两个可插拔电池，其中一个

为备用电池，两个电池可交替充

电，轮流使用

机器的标准配置只有一个内置的

电池，没有备用电池。不可插拔，

只能停机充电，冲完电才可以继

续使用

机器的标准配置只有一个内置的

电池，没有备用电池。不可插拔，

只能停机充电，冲完电才可以继

续使用

有两个电池，一个为备用电池

喷头滚轮

上下滚轮
上下左右四滚轮

上下滚轮

上下左右四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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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印材质

可以在木材，纸张等渗透性材质

上喷印，也可以在金属，塑料等

非渗透性材质上喷印

在箱上喷印

在木板上喷印

在金属上喷印

可以在木材，纸张等渗透性材质

上喷印，也可以在金属，塑料等

非渗透性材质上喷印

在纸箱上喷印

在木板上喷印

在金属上喷印

可以在木材，纸张等渗透性材质

上喷印，也可以在金属，塑料等

非渗透性材质上喷印

在纸张上喷印

在木材上喷印

在金属上喷印

只能在渗透性材质上喷印

在纸箱上喷印

在木板上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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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方式

电池可插拔充电，其中一个电池

在使用时，另一个电池可插入充

电器中充电，以备使用

电源耗尽时，必须整机充电，停

止使用，必须等到充电完毕才可

继续使用

电源耗尽时，必须整机充电，停

止使用，必须等到充电完毕才可

继续使用

有备用电池，所以充电过程中可

以使用备用电池让机器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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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喷印最小

物体

创新的喷头外观设计，使喷码机

可以在小面积物体表面喷印，可

以在小的卡槽内喷印。可在直径

10cm 的物体上喷印 5cm 长的信

息

由于有上下左右四个滚轮，因此

难以在空间过于狭小的物体上喷

印

由于不能喷小字符故不能喷印小

物体

由于有上下左右四个滚轮，因此

难以在空间过于狭小的物体上喷

印

变化数据的

喷印

可将要喷印的变化数据用 U盘载

入喷码机，喷码机再逐一喷印
无此功能 无此功能 无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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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USB接口，可插 U盘 USB接口，可插 U盘 RS232/RS485

SD卡插口，一定要使用 SD 卡，

所有信息储存在 SD 卡内

显示屏

3.5寸触摸显示屏，可以直接通过

触按显示屏编辑喷印信息内容，

及操作使用

3.5寸触摸显示屏，可以直接通过

触按显示屏编辑喷印信息，及操

作使用

只有指示灯，必须在电脑中编辑

喷印信息，并且操作时必须记住

所储存的喷印信息的顺序

2.8寸显示屏，无触按功能，只能

通过无线遥控器控制来编辑喷印

信息及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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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

快干墨，油性墨，不含丁酮基，

环保型墨水

快干墨，油性墨 快干墨，油性墨 吸水性，半吸水性，非吸水性油

墨

墨盒容量 45ml 70ml 110ml
42ml 卡式墨盒更换墨盒同时更

换喷头

搜索功能 可搜索文件信息 可搜索文件信息 无搜索功能 无搜索功能

复制功能 有复制功能 无复制功能 无复制功能 无复制功能

分段功能 有分段功能 有分段功能 有分段功能 无分段功能

自动喷印
日期、时间、批号、班次和流水

号

日期、时间、批号、班次和流水

号

日期、时间、批号、班次和流水

号

日期、时间、批号、班次和流水

号

流水号 1－8位可变顺序号 1－8位可变顺序号 1－8位可变顺序号 1—8位可变顺序号

运作温度 5℃－40℃ 5℃－40℃ 5℃－40℃ 5℃－40℃

运作湿度
10%－80%（喷码机不在使用状

态下，25分钟内喷头不会干）
10%－90% 90%以下 9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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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软件升级

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升级或者

开发新的与电脑配套的软件

如：可开发一套配套软件使

喷码机的操作者只有喷码的

权力没有编辑喷印信息的权

力，具体可由管理者根据其

需要在电脑的相关软件上编

辑多种变化数据，并通过 U
盘把数据下载到喷码机中来

完成

零售价 1.68万 1.8—2.2万 2.5—2.7万 0.8—1.2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