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细节也能带来大变化
多米诺D系列激光打码机

多米诺的紧凑型光纤激光打码系统备受好评，
该款最新产品系列可用于狭小的空间。



多米诺D系列 – 全新紧凑型激光打码机，
使用方式灵活多样。

全新i-Tech扫描头更为小巧并可多方位调节， 
便于D系列激光打码机在极度局促的空间内安装。 

全新IP65防护等级的设计极大地提升了设备对严苛 
环境的适应能力。 

现在，灵活的连接方式与熟悉的界面让用户可随时随地对 
D系列激光打码机进行控制。 

通过可选的i-Tech速扫（RapidScan）专利技术， 
高生产线速度下的性能得到进一步提高。 

应用广泛 
D系列激光打码机能以各种方向、多种字体和尺寸输
出行数不受限制的文本，并同样适合图形和二维数
据矩阵码。其可在广泛的材质上提供永久性高质量
标识，满足从低速至高速生产线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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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具环保效益
多米诺恪守承诺以“绿色环保”为已任，致力于开发环保的标识
产品，因此我们的产品常常超出政府、行业、公司所要求的法规
及标准。同时，多米诺承诺更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资源及能源的
消耗，并将废料减至更低。在切实可行之处，多米诺产品均符合
RoHS和WEEE标准且具有可回收性。

D系列
全新D系列激光打码机无需任何墨水和溶剂 – 减少浪费，并且
重量减轻20%（与以前型号相比） – 帮助减少碳排放。自动温控
的风扇冷却设计，让打码机可在应用允许之时节约能源。 

高质量标识 – 二维
数据矩阵标刻的理
想之选 

特殊激光可在PET和
PP材料上实现清晰标
识，并且特殊扫描头选
项可用于更大型的卷
筒标刻应用 

高生产线速度之下的
高质量标识



紧凑设计
为了节省安装空间，多米诺采用了紧凑和小巧的设计。多米诺
的模块化独立部件设计，使得D系列激光打码机可以容易地安
装，并能够轻松适应用户的生产线设置。

灵活
D系列具备高度灵活性的关键在于尺寸更为小巧的i-Tech扫描头，其
可在激光管上实现多位置安装连接。激光头可以旋转90度，使其能够
有更多的安装方位。同时由于非常小巧，其可以轻松安装在较大激光
头无法安装之处。

可利用性
操作员可通过我们的直观式远程触摸面板

（TouchPanel）或任何工业电脑上基于网络的用户
界面管理打码机。如需高度灵活性，用户还可以通过
自己的生产线界面控制D系列打码机。 
 

更加灵活 – 方便集成 

更加方便 – 节省时间

易于安装
激光头双侧的全长度集成式安装导轨及其更
小的总体空间，让D系列激光打码机可以轻松
和安全地安装。

快构（QuickDesign）Lite  –  
简化信息设计
如果用户希望从远程电脑创建激光标刻信
息，D系列激光打码机可选择单一易用的
Windows®应用程序：快构（QuickDesign）。 
其还为用户针对标刻需求的更高自动化奠
定了基础。

易于操作
D系列i-Tech使用多米诺独特和简化的
操作员用户界面快得（QuickStep），控制
轻松并能提供状态报告。没有复杂的菜单
或参数，只需输入任务即可。

•  大幅用户友好图标和可定制主屏幕实
现快速访问 

•  直观式三层菜单结构让 
快得（QuickStep）WYSIWYG信息创建
和编辑快捷和易学



DPX烟雾吸收净化器
作为简单易用的解决方案，多米
诺DPX烟雾吸收净化器系列可
与D系列激光打码系统集成。

应用广泛的性能
全新D系列激光打码系统提供10W、30W和60W的功率范围，从低速
到高速应用、从基础到复杂标识并直至所有的生产环境，可满足用
户的所有标刻需求。扫描头可根据不同的应用要求而提供两个选
项，其中i-Tech15扫描头在诸如卷筒标刻等较大标记范围的应用中
提供极为出色的标识质量。

持久耐用
可选IP65防护等级为激光管添加了更多保护，并且不影响设备的总
体尺寸。同时，铝合金和不锈钢构造让用户可在严劣的环境中获得
持久性能。 

高枕无忧
结构牢固的控制器是可靠性能高的设备。其存储消息数据，无需使
用硬盘，从而减少在整个系统中移动部件的次数。控制器还可以隐
藏在远离激光器的生产线下方，或是安装在支架上，从而节省空间
并减少意外损坏的可能性。

安全
多米诺的医药选项提供了独特的用户密码和更改报告，以符合21-
CFR part 11和GAMP的规定。这可以通过验证组件提供和安装，从
而确保系统得到检测并证实符合最高标准。 
 

D系列同时还确保法律合规解决方案，以符合欧洲防伪药品指令 
（欧盟指令2011/62/EU）有关人类可读和数据矩阵标刻的序列化

要求。

更优性能 – 提高效率
速度更高且无阻运行
i-Tech扫描头经过优化的镜像和软件控制，以及多米诺革命性的
i-Tech速扫（RapidScan）专利技术，使其在同类产品中速度最快。 

借助速扫（RapidScan）， D系列激光打码机可以通过使用标记范围
的更高配置而更长时间地追踪产品，因此多米诺激光器在高速应用
中比其他光纤激光器的速度快20%。

全新i-Tech速扫（RapidScan）还提升了D系列激光打码系统在难
以标记的材料上进行标刻的能力，并可在需要更多能源或时间标刻
标识时进行更长或更复杂的打码操作。 

D系列激光打码系统已突破了其他光纤激光器所能达到的极限。

更具保护性 – 提升可靠性



D系列一览

紧凑的i-Tech扫描头 
可90度旋转，安装灵活 

双侧的全长度集成式安装导轨 
便于定位 

控制器可隐藏在生产线下 
或是支架安装，从而节省空间

可选直观式远程 
触摸面板（TouchPanel）

高效能的温控风扇冷却

工业接口和可拆卸导管， 
更容易安装和维护 

紧凑的设计和 
小巧的扫描头， 

满足狭小空间安装需求

全新i-Tech 速扫（RapidScan） 
标刻技术实现超高速性能

我们下一代的初级打码机部署了多米诺独特
的智能技术系统：i-Tech。我们力图让生产线
实现更低维护、更低成本、更高效率，i-Tech已
帮助我们达成这个目标。

智能技术
i-Tech组合套件为用户创造更灵活、更可
靠的系统。

IP65选项可提供更多防护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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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20i D320i D620i 
激光类型	 CO2 CO2 CO20	
激光波长	 10.6µm 10.6µm 10.6µm
	 9.3µm（蓝光管） 9.3µm（蓝光管） 9.3µm（蓝光管）
	 	 10.2µm（红光管）
激光功率	 10W 30W 60W
标刻特点		
标刻速度	 支持高速应用*				
字体和文本	 适合高速打标的激光优化字体，包括标准字体、多语言和万国码。				
图形和logo	 *.bmp（单色）、*.plt、*.dxf	 	
机器可读标识	 超过60种类型的一维和二维条形码。支持GSI。	
标识内容	 支持采用序列化数据的可追溯性标识。可配置的日期、计数器和时间格式。	
焦距/标刻范围	 80mm/58x58mm，100mm/68x68mm，120mm/84x84mm，150mm/102x102mm，	 	
i-Tech10	 200mm/136x136mm，250mm/180x180mm				
焦距/标刻范围	 250mm/200x254mm，325mm/262x334mm，450mm/356x452mm	
i-Tech15

尺寸和重量、集成		
激光头冷却	 空冷（IP20） 空冷（IP20） 空冷（IP20）
	 压缩空冷（IP65） 压缩空冷（IP65） 水冷（IP65）
激光头尺寸（长x宽x高）	 （IP20）681x140x180mm （IP20）776x140x180mm （IP20）846x173x180mm
			 （IP65）776x140x180mm （IP65）870x140x180mm （IP65）946x140x180mm
激光头重量	 (IP20)16.7公斤 (IP20)22公斤 (IP20)27.3公斤
		 （IP65）17.7公斤 （IP65）23公斤 （IP65）30公斤
控制器IP	 IP43 IP55 IP43 IP55 IP43 IP55
控制器尺寸（长x宽x高）	 371x430x154mm 400x541x229mm 371x430x154mm 400x541x229mm 371x430x154mm 400x541x229mm
控制器重量	 14.5公斤 17.5公斤 14.5公斤 17.5公斤 16.8公斤 20公斤
集成式	 i-Tech扫描头。通过调整扫描头方向进行可定制集成。

环境要求
运行温度	 	 5 °C - 40 °C / 可根据要求提供更高运行温度				
运行湿度	 	 最高90%RH，无凝结				
电源要求	 	 90-264V，47-63Hz	 	
功率消耗	 最高1050VA  最高1050VA 最高1440VA

用户界面和软件
用户界面	 图形用户界面（GUI），WYSIWYG输入，触摸面板（TouchPanel ）（可选）				
	 可支持超过25种控制语言。				
标记软件	 快得2（QuickStep2）（包括Dynamark4）

输入和输出、用户界面
产品检测输入	 NPN/PNP/24 V – 感应器				
生产线速度检测	 同步信号器（差分）或稳定信号（单端信号）				
信号输入/输出	 控制器可提供多路输入和输出，例如烟雾吸收装置、压缩空气套件、水冷却器、编码器、	 	
	 产品检测、报警灯和联锁。为打码机就绪、打码机忙碌、编制正常和标刻完成提供的输出信号。		
	 可用于激光打码机启动、标识控制和可编程逻辑的附加输入。				
接口	 RS232、EtherNet (10/100 Mbit)、USB、EtherNet/IP™（可选）

选项		
选项	 瞄准光束，用户端口输入/输出，烟雾吸收净化器护罩，USB图像备份/存储套件，菊链， 
 i-Tech 速扫（RapidScan）技术（仅限i-Tech10扫描头），OPC DA，EtherNet/IP™，医药选项，四色报警灯	
配件	 支架安装套件，激光打码机安装架，烟雾吸收净化器系统
应用认证	 标记：CE，cTÜVus / 符合以下要求：ROHS、FDA认证、EMC、FCC

 *取决于打印表材、间距和标识。请咨询您当地的销售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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