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明亚克力

在双面打印时达到亮丽的色彩，并无需再经过翻转或重新调整复位点，能

够大大提高双面图像的精准度也省掉繁琐的列印程序，可广泛运用在亚克

力或任何透明表面。

黑色亚克力

运用在有色耗材上，采用具卓越阻隔特性的白色墨水做为基底，再喷印于

白色墨水的上方，如同于白色纸张般能够如实呈现完美艳丽鲜明的色彩。

铝板 

喷印在不易附着墨水的铝板上，依然能够细腻呈现细节，丝毫不受影响。

广泛应用天花吊顶、标识标牌等行业。

木板

直接在木板上做喷印，高精度的色彩搭配木头纹路，生动自然的画面如实

浮现，能让画面表现的不僵硬而耐看自然。广泛应用于橱柜、移门等行业。

玻璃板

能够让玻璃色彩不管在有无灯光下色彩依然能够表现饱足亮眼，再经由

层层堆叠，建立出玻璃花窗区隔色彩的立体效果。还可以在各类玻璃面

板打印各种装饰图案。

瓷砖

运用白墨加上色彩的方式做喷印在居家环境常见的材质瓷砖上，自然花样

搭配于空间里让人心情格外放松并能提高生活的品味。

中空板

喷印在中空板上可运用在许多广告大型看板上，不管是阳光或灯箱下 ,色彩

都依然饱和鲜明，提升其注目性及记忆性成为目光中的焦点。

纸板

使用局部白墨喷印于瓦楞纸板上，忠实的表现亮丽饱和的色彩，未使用白墨

的背景区域则是表现有色基材与喷印色彩间的叠色，广泛应用于包装行业。

部分材料应用广泛应用于

瓷砖、玻璃、地板、装潢、礼品、包装、印刷、广告 等行业。

任意选择您所需要的个性化UV打印方案，满足您个性化需求！

UV打印设备



UV 平板打印机 高速环保 稳定

型号

打印技术

最大打印宽幅

打印
速度

打印
材料

RIP软件

数据接口

电源
功率

FY-1325G系列 

压电式喷头，1024孔，4级灰度

长2440mm x 宽1220mm

4PASS 26.7m²/h                              

6PASS 18.1m²/h                        

联合幻彩

USB 3.0

机器 AC220V   50HZ      1000W 

AC220V   50HZ      3000W

长4840mm×宽2180mm×高1470mm      

参数表

8PASS

类型

承重&高度

墨水类型

机器尺寸

台面吸附

14.6m²/h 

UV 固化墨水

*

注：1、以上所列速度数据为本设备中羽化速度值，因不同计算机处理速度会有10%左右的偏差。
       2、产品外观、颜色以实物为准，此型号标准配置不带电脑和显示器，图片仅供参考。
      

供墨系统 负压供墨

固化方式

使用环境 温度： 20℃-28℃    湿度：40%-60% 

玻璃、瓷砖、亚克力、木板、铝塑板、PVC、金属板、纸板等

高精度打印, 墨点细

腻, 过度平滑

支持高度10CM以内

的各类板材

工业级打印机,24X7

高负荷工作

立体打印, 让效果做

得真实

光油增效, 凸显与众

不同

UV 固化墨水，杜绝

VOC排放

标准板材尺寸（1220X2440mm），满足大多数常规介质打印。标准板材尺寸（1220X2440mm），满足大多数常规介质打印。

简约而不简单，速度、精度、白墨、光油通通都配齐。简约而不简单，速度、精度、白墨、光油通通都配齐。

标准板材尺寸（1220X2440mm），满足大多数常规介质打印。

简约而不简单，速度、精度、白墨、光油通通都配齐。

FY-1325T系列 

彩色排列 直排 错排 三排

48.2m²/h                              92m²/h                              

32.4m²/h                              

23.8m²/h                              

62m²/h                              

46m²/h                              

75KG/㎡  ，最高100mm

直排 错排

18.8m²/h        

14.1m²/h                              

11.3m²/h                              21.1m²/h                              

27.8m²/h                              

37.2m²/h                              

压电式喷头，636孔

KCMYLcLm+W+V

3xKCMY+3W

2xKCMY

2xKCMYLcLm+2W

KCMYLcLm+2W

KCMY+2W+2V

2xKCMYCMYKLcLm+2W

KCMY+2W+2V

打印工艺

LED水冷固化，使用方便，固化突出。
寿命更长，能耗低，环保安全。

分区式吸风平台，按需作业。

磁悬浮直排电机，X轴运行更加平稳
（选配）

液晶显示屏，直观了解剩余墨量。 新一代防撞系统有效应对打印过程中
突发事件而对喷头造成物理损伤。

金属光栅，耐油污，方便保养，更稳
定，数据读取更精确。

配置简介
机架采用全钢结构，�精�机��面统一加工，经过回火应力处理，结构稳��形变。

�配各类品�配件，��急�，静电消除�，自动测�，�路监�，细节�处面面俱�。

白   彩   光油的打印顺序，进行同步输出，采用白墨堆叠，彩墨上色，光油盖面实现
8D水晶效果，一次打印即可成型。可打印光油浮雕背景墙，浮雕手机壳等产品。

彩   光油的打印顺序，进行同步输出，彩色铺底，光油盖面，可打印局部光油效
果，起到点缀效果，输出画面更显光泽。

采用白   彩同步打印方式，可在亚克力标牌，玻璃移门，水晶相框等透明材质表面或者
反面进行打印，一次性完成打印，无需重复套印。

单彩模式理论上可以在任何材料上直接输出彩色，是所有打印方式中最普遍的一
种。即打即干，立等可取。

白墨模式可以在任何材料上直接输出白色，多用与深色或透明材料上打印白色。

FY-1325系列FY-1325系列FY-1325系列

LED UV 水冷固化

包装尺寸 长5000mm×宽2250mm×高1680mm      

传承经典  全新力作

4xKCMY

四排

134.6m²/h                              

105.8m²/h                              

74.5m²/h                              



高速环保 稳定UV 平板打印机

高精度打印, 墨点细

腻, 过度平滑

支持高度10CM以内

的各类板材

工业级打印机,24X7

高负荷工作

立体打印, 让效果做

得真实

光油增效, 凸显与众

不同

UV 固化墨水，杜绝

VOC排放

UV平板“大”时代，产能之王

平台尺寸扩大至2000X3000mm，更好的适应玻璃、移门等特殊行业，平台尺寸扩大至2000X3000mm，更好的适应玻璃、移门等特殊行业，

大尺寸，大作为，突破局限，开拓全新的应用领域。大尺寸，大作为，突破局限，开拓全新的应用领域。

平台尺寸扩大至2000X3000mm，更好的适应玻璃、移门等特殊行业，

大尺寸，大作为，突破局限，开拓全新的应用领域。

型号

打印技术

最大打印宽幅

打印
速度

打印
材料

RIP软件

数据接口

电源
功率

FY-2030G系列 

压电式喷头，1024孔，4级灰度

长2000mm x 宽3000mm

4PASS 24.6m²/h                              

6PASS 16.5m²/h                        

联合幻彩

USB 3.0

机器 AC220V   50HZ     1000W 

AC220V   50HZ     4400W

长3965mm×宽4250mm×高1460mm      1710kg

参数表

8PASS

类型

承重&高度

墨水类型

机器尺寸

台面吸附

12.4m²/h 

UV 固化墨水

*

注：1、以上所列速度数据为本设备中羽化速度值，因不同计算机处理速度会有10%左右的偏差。
       2、产品外观、颜色以实物为准，此型号标准配置不带电脑和显示器，图片仅供参考。
      

包装尺寸

供墨系统 负压供墨

固化方式

使用环境 温度： 20℃-28℃    湿度：40%-60% 

玻璃、瓷砖、亚克力、木板、铝塑板、PVC、金属板、纸板等

FY-2030T系列 

彩色排列 直排 错排 三排

46.4m²/h                              79m²/h                              

30.2m²/h                              

20.5m²/h                              

53.3m²/h                              

39.5m²/h                              

75KG/㎡  ，最高100mm

直排 错排

16.2m²/h        

12.1m²/h                              

9.7m²/h                              18.1m²/h                              

23.9m²/h                              

31.9m²/h                              

压电式喷头，636孔

KCMYLcLm+W+V

3xKCMY+3W

2xKCMY

2xKCMYLcLm+2W

KCMYLcLm+2W

KCMY+2W+2V

2xKCMYCMYKLcLm+2W

KCMY+2W+2V

FY-2030系列FY-2030系列FY-2030系列

施耐德品牌电气，国际知名品牌电
气配件更安全可靠，使用寿命更长。

工业级压电喷头，拥有超长的使用
寿命以及高速打印能力；

打印工艺

LED水冷固化，使用方便，固化突出。
寿命更长，能耗低，环保安全。

配备静电消除装置，能有效避免因
静电而导致的飘墨，确保打印品质。

新一代防撞系统有效应对打印过程中
突发事件而对喷头造成物理损伤。

THK静音双导轨，具备优的高速性，
喷车运行更平稳，打印精度更高。

配置简介
机架采用全钢结构，�精�机��面统一加工，经过回火应力处理，结构稳��形变。

�配各类品�配件，��急�，静电消除�，自动测�，�路监�，细节�处面面俱�。

白   彩   光油的打印顺序，进行同步输出，采用白墨堆叠，彩墨上色，光油盖面实现
8D水晶效果，一次打印即可成型。可打印光油浮雕背景墙，浮雕手机壳等产品。

彩   光油的打印顺序，进行同步输出，彩色铺底，光油盖面，可打印局部光油效
果，起到点缀效果，输出画面更显光泽。

采用白   彩同步打印方式，可在亚克力标牌，玻璃移门，水晶相框等透明材质表面或者
反面进行打印，一次性完成打印，无需重复套印。

单彩模式理论上可以在任何材料上直接输出彩色，是所有打印方式中最普遍的一
种。即打即干，立等可取。

白墨模式可以在任何材料上直接输出白色，多用与深色或透明材料上打印白色。

LED UV 水冷固化

机架：长4100mm×宽2255mm×高1350mm      

车头：长4100mm×宽760mm×高1020mm      
2220kg



高速环保 稳定UV 平板打印机

高精度打印, 墨点细

腻, 过度平滑

支持高度10CM以内

的各类板材

工业级打印机,24X7

高负荷工作

立体打印, 让效果做

得真实

光油增效, 凸显与众

不同

UV 固化墨水，杜绝

VOC排放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平台尺寸扩大至3200X2000mm，宽幅更大、打印速度提升30%；平台尺寸扩大至3200X2000mm，宽幅更大、打印速度提升30%；平台尺寸扩大至3200X2000mm，宽幅更大、打印速度提升30%；

型号

打印技术

最大打印宽幅

打印
速度

打印
材料

RIP软件

数据接口

电源
功率

FY-3220G

压电式喷头，1024孔，4级灰度

长3200mm x 宽2000mm

4PASS 51.28m²/h                              

6PASS 34.96m²/h                        

联合幻彩

USB 3.0

机器 AC220V   50HZ      1000W 

AC220V   50HZ      4400W

长5553mm×宽3050mm×高1428mm

参数表

8PASS

类型

承重&高度

墨水类型

机器尺寸

台面吸附

26.68m²/h 

UV 固化墨水

*

注：*1、以上所列速度数据为本设备中羽化速度值，因不同计算机处理速度会有10%左右的偏差。
       *2、产品外观、颜色以实物为准，此型号标准配置不带电脑和显示器，图片仅供参考。
       *3、速度提升30%是基于同等配置的FY-2030机型。
      

包装尺寸

供墨系统

固化方式 LED UV 水冷固化

使用环境 温度： 20℃-28℃    湿度：40%-60% 

玻璃、瓷砖、亚克力、木板、铝塑板、PVC、金属板、纸板等

彩色排列 双 4H4C 三排 4H4C 四排 4H4C

99.04m²/h                              146.8m²/h                              

72.89m²/h                              

58.14m²/h                              

110.82m²/h                              

89.6m²/h                              

75KG/㎡  ，最高100mm

双排 7H7C

51.28m²/h        

34.96m²/h                              

26.68m²/h                              

4xKCMY3xKCMY2xKCMY 2xCMYKLcLm+W

圆点定位可实现精确边缘打印，杜
绝材料浪费；

自动检测小车与介质距离，自动设
置最佳打印高度。

FY-3220系列
工业级压电喷头，拥有超长的使用
寿命以及高速打印能力；

打印工艺

配置简介
机架采用全钢结构，�精�机��面统一加工，经过回火应力处理，结构稳��形变。

�配各类品�配件，��急�，静电消除�，自动测�，�路监�，细节�处面面俱�。

白   彩   光油的打印顺序，进行同步输出，采用白墨堆叠，彩墨上色，光油盖面实现
8D水晶效果，一次打印即可成型。可打印光油浮雕背景墙，浮雕手机壳等产品。

彩   光油的打印顺序，进行同步输出，彩色铺底，光油盖面，可打印局部光油效
果，起到点缀效果，输出画面更显光泽。

采用白   彩同步打印方式，可在亚克力标牌，玻璃移门，水晶相框等透明材质表面或者
反面进行打印，一次性完成打印，无需重复套印。

单彩模式理论上可以在任何材料上直接输出彩色，是所有打印方式中最普遍的一
种。即打即干，立等可取。

白墨模式可以在任何材料上直接输出白色，多用与深色或透明材料上打印白色。

配备静电消除装置，能有效避免因
静电而导致的飘墨，确保打印品质。

新一代防撞系统有效应对打印过程中
突发事件而对喷头造成物理损伤。

THK静音双导轨，具备优的高速性，
喷车运行更平稳，打印精度更高。

负压供墨

*3

/



高速环保 稳定UV 平板打印机

高精度打印, 墨点细

腻, 过度平滑

支持高度10CM以内

的各类板材

工业级打印机,24X7

高负荷工作

立体打印, 让效果做

得真实

光油增效, 凸显与众

不同

UV 固化墨水，杜绝

VOC排放

FY-1216T

占地面积小，功能齐全

适用于标识标牌、工艺品、产品包装、图文、装饰装潢等领域的个性化定制；适用于标识标牌、工艺品、产品包装、图文、装饰装潢等领域的个性化定制；适用于标识标牌、工艺品、产品包装、图文、装饰装潢等领域的个性化定制；

钛合金蜂窝式台板，平面精度控制在
25丝，每平方米承重25公斤。

大容量按需供墨，白墨多级循环，
剩余墨量实时检测并LED显示。

工业级压电喷头，拥有超长的使用
寿命以及高精度的稳定输出；

打印工艺

配置简介
机架采用全钢结构，�精�机��面统一加工，经过回火应力处理，结构稳��形变。

�配各类品�配件，��急�，静电消除�，自动测�，�路监�，细节�处面面俱�。

白   彩   光油的打印顺序，进行同步输出，采用白墨堆叠，彩墨上色，光油盖面实现
8D水晶效果，一次打印即可成型。可打印光油浮雕背景墙，浮雕手机壳等产品。

彩   光油的打印顺序，进行同步输出，彩色铺底，光油盖面，可打印局部光油效
果，起到点缀效果，输出画面更显光泽。

采用白   彩同步打印方式，可在亚克力标牌，玻璃移门，水晶相框等透明材质表面或者
反面进行打印，一次性完成打印，无需重复套印。

单彩模式理论上可以在任何材料上直接输出彩色，是所有打印方式中最普遍的一
种。即打即干，立等可取。

白墨模式可以在任何材料上直接输出白色，多用与深色或透明材料上打印白色。

新一代防撞系统有效应对打印过程中
突发事件而对喷头造成物理损伤。

静音双导轨，具备优的高速性，喷车
运行更平稳，打印精度更高。

LED水冷固化，使用方便，固化突出。
寿命更长，能耗低，环保安全。

型号

打印技术

最大打印宽幅

打印
速度

打印
材料

数据接口

电源
功率

FY-1216T

长1200mm x 宽1600mm

4PASS 8.2m²/h                              

6PASS 6.5m²/h                        

USB 3.0

机器 AC220V   50HZ   2.3A    500W 

AC220V   50HZ   6.8A   1500W

长3000mm×宽2300mm×高1400mm      500kg

8PASS

类型

承重&高度

机器尺寸

台面吸附

5.3m²/h *

注：1、以上所列速度数据为本设备中羽化速度值，因不同计算机处理速度会有10%左右的偏差。
       2、产品外观、颜色以实物为准，此型号标准配置不带电脑和显示器，图片仅供参考。
      

包装尺寸

使用环境 温度： 16℃-30℃    湿度：40%-60% 

玻璃、瓷砖、亚克力、木板、铝塑板、PVC、金属板、纸板等

80KG & 10CM以内

压电式喷头，636孔，4级灰度

RIP软件 联合幻彩

墨水类型 UV 固化墨水

供墨系统

固化方式 LED UV 水冷固化

负压供墨

Y轴运动方式 伺服电机+双丝杆传动

长3100mm×宽2400mm×高1800mm      650kg

参数表



高速环保 稳定UV 平板打印机

高精度打印, 墨点细

腻, 过度平滑

工业级打印机,24X7

高负荷工作

立体打印, 让效果做

得真实

UV 固化墨水，杜绝

VOC排放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型号

打印技术

最大打印宽幅

打印
速度

打印
材料

RIP软件

数据接口

电源
功率

FY-9060T

压电式喷头，636孔，4级灰度

长900mm x 宽600mm

4PASS 6.8m²/h                              

6PASS 5.9m²/h                        

联合幻彩

USB 3.0

机器 AC220V   50HZ   2.3A   500W 

DC24V     40W

长2232mm×宽1350mm×高1272mm   350kg

参数表

8PASS

类型

高度

墨水类型

机器尺寸

台面吸附

4.6m²/h 

UV 固化墨水

*

注：1、以上所列速度数据为本设备中羽化速度值，因不同计算机处理速度会有10%左右的偏差。
       2、产品外观、颜色以实物为准，此型号标准配置不带电脑和显示器，图片仅供参考。
      

包装尺寸

供墨系统

固化方式 LED UV灯

使用环境 温度： 20℃-28℃    湿度：40%-60% 

平板材料、长方体、圆柱体

彩色排列 CMYKLcLm+W+V

<320mm

UV个性化定制 标识标牌

礼品盒打印 旅行箱打印

光油同步打印酒瓶打印

900X600mm的平台尺寸，灵活多变的应用，开创UV“小”时代。900X600mm的平台尺寸，灵活多变的应用，开创UV“小”时代。900X600mm的平台尺寸，灵活多变的应用，开创UV“小”时代。

平面材料打印

圆柱体打印

长方体打印

FY-9060TFY-9060TFY-9060T

负压供墨

支持高度320mm以内，平面落差5mm以
内物体打印；

支持直径小于150mm，大于35mm的标准
圆柱体打印；

选配件

白+彩+光油，一次输出；可打印各种底色材
料，立体打印，光油增效。光油立体增效

支持各类平面材料，超高精度精度打印。

圆柱体打印支架

长2350mm×宽 1350mm×高1550mm   5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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