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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规格书 

一. 目的及适用范围 

设备主要功能是在偏光片上喷 Mark，便于客户端区分及追溯相关制程信息。此设备

安装在 RTS 设备上，是 RTS 的辅助设备。RTS 设备预计 2021 年 5 月底到厂，为配合 RTS

设备需安装喷印系统。 

 

二. 设备需求 

2.1 设备名称： RTS-喷码设备 

2.2 设备概述 

名称 需求数量 喷印速度 适用膜材幅宽 备注 

RTS-喷码设备 6 台 
满足 80M/min 机

速下稳定喷印 
400-1700mm 

红色 3 台，蓝色

3 台 

 

三. 动力与制程规格 

3.1 动力规格 : 

    A.电源 : 三项 220V，50-60 HZ。（详细规格需等设备完成后再确认） 

3.2 制程规格 :  

A. 喷印材料 : 偏光片(PET 保护膜或离型膜面)； 

B. Z 轴距离磨面距离 : 30mm 以下。(需可微调高度)； 

C. 喷印位置误差：±2mm 以下； 

D. 喷印式样：可自定义造字系统、矢印图样不可大于 20mm*20mm。 

 (需可喷印图形、英文单字、阿拉伯数字、箭头方向、流水码等。) 

3.3 控制系统： 

  A. 喷码机控制装置独立安装，方便进行更换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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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控制方式：工业电脑控制（研华工业电脑 I5、16G RAM、SSD、250G）； 

  C. 操作系统：Windows 7 或 Windows 10 及 PLC 人机介面； 

  D. 喷印系统：含有流水码编辑功能和普通造字喷码功能； 

3.4 供墨系统： 

A . 喷头数量：6 支 (红色、蓝色各 3 台) ；       

B. 作业中不中断供墨系统(墨水不足添加时)； 

C. 油墨不足时自动警示(显示 15+蜂鸣器)； 

D. 油墨喷印后图样需可清楚辨识、且不可有转印(掉章)的问题。 

3.5 喷印架台: 

   A. 材质须为采用 SUS-304 不锈钢或铝型材 ；  

   B. 数量 2 个。 

 

3.6 其他规格说明:   

 A. 作业环境 : 温度 23°C ± 5°C 

              湿度 65% ± 15%； 

 B. 整组设备皆须为不发尘材质制作。 

  

四. 其他要求 

(一) 设备需张贴警示标签； 

(二) 电缆线在线槽内严禁交叉； 

(三) 设备包装应为新制、坚固的木箱，包装材料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的相关规定； 

(四) 卖方需按照买方关务要求，制作设备铭牌等相关事项，不能发生推诿等事项； 

(五) 设备出厂前，需安排买方人员到卖方工厂进行设备出厂检查。验证材料由买方提

供。除买方前往卖方所在地的交通费、住宿费、人身保险等买方人员的相关费用

外，其他涉及检查相关的费用由卖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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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售后服务  

A. 保修期至少【12】个月，自买方签发最终验收证明之日起算。在保修期内无法确

定是买方操作责任，则免费提供备件及服务，服务应及时有效。 

B. 设备发生故障后，在接到用户故障信息后要求 24 小时内回应。 

C. 保修期满后，在设备寿命期内，应保证提供广泛而优惠的技术支持及备件供应。 

六. 最终验收 

A. 在买方工厂安装调试完毕，按照最终验收标准进行最终验收测试；最终验收测试

合格后由买方签发最终验收证明以表示其对设备的接受。 

B. 设备需符合盛波公司环安标准。 

C. 最终验收测试应以相关的国际标准和规定及卖方文件中提供的技术参数为依据。

最终验收测试标准需经买卖双方同意。 

D. 卖方应对设备按期完成最终验收（即安装调试、检验结束，最终交付）负责。 

七. 技术文档提供 

A. 提供必要的技术文档。 

B. 清单如下： 

内容 数量 提交日期 语言 备注 

（01）操作使用说明书 2 

交机时提交（净房

用纸和非净房用

纸各一份） 

中文 

包括所使用主要外购

件说明，机械、电气原

理图，常见故障说明及

对策 

（02）备件清单 1 采购前提交 中文 

备品清单内容：常耗

件、易损件的名称、品

牌、型号、数量、对应

位置 

（03）配置清单 1 采购前提交 中文  

（04）软件程序 1 交机时提交 中文 软件 U 盘备份，包含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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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05）电路原理图 1 交机时提交 中文 含电气配 

（06）气路原理图 1 交机时提交 中文 含电气配 

（07）机械图纸 1 交机时提交 中文  

（08）维修手册 1 交机时提交 中文 
附在操作手册中一并

提供 

（09）零组件使用说明

书 
1 交机时提交 中文 

提供有关电气部件的

产品说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