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S-7510

热敏打印机标签检验系统
确保100％的标签在标签生产时符合法规和质量要求，避免了昂
贵的下游错误。
LVS-7510提供打印质量检测和条形码验证，集成到热门工业热转
印打印机中。 在线检查是标签合规性和质量方法的组成部分，包
括标签设计软件，离线条形码验证和100％标签质量检查，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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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验证和趋势图
数据矩阵验证
参数和结果

数据库存档和连接
作业数据归档并以.csv文件格式存储，方便导出。 所有记录均为日
期，时间戳和自动归档。 远程审查错误并记录接受或拒绝行为。
运行质量控制和数据有效性检查汇总报告。 导入匹配文件日期.csv
格式用于支持的检查作业。 通过TCP / IP命令支持数据交换。

错误通知
错误通知的多个输出选项，包括打印机的停止继电器接口，外部灯
光堆栈和屏幕上的警告设置为用户定义的阈值。
符合ISO / IEC 15415和ISO / IEC 15416标准的一级和二级符号，
具有用于建立“通过”等级的用户可配置阈值。 支持ECC-200数据
矩阵，QR码，PDF417，MicroPDF417，GS1-128，代码39，UPCA，UPC-E，EAN，Aztec等符号。

瑕疵检测

创建并存储数百个参考“黄金图像”，具有检测打印故障的能
力，区分固定信息和变量信息，以检测模切错误和标签未对准，
并识别缺失的信息。 瑕疵，条形码和OCR / OCV错误图像可以在
操作员HMI上查看。

验证系统应用程序

兼容21 CFR第11部分，具有多种安全级别和全面的数据管理和报
告选项。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操作员操作的审核跟踪以及
每个标签的检查存档。

准确性和数据完整性

• 降低检验成本
• 识别缺陷
• 保持质量
• 减少返工
• 控制废物
• 降低不合规风险

OCR 和 OCV
验证光学字符识别（OCR）和光学字符验证（OCV）数据，如批
号或有效期，将信息与期望值进行比较，并在发生不匹配时触发
错误。 可以将预期数字序列（例如序列号）的验证与包含预期
数字的导入文件进行比较。 可以对该系统进行培训，以学习其
他基于拉丁语的字符字体。

LVS-7510 功能概览
• 用于医疗器械制造，药品制造，消费品包装，化妆品包
装，食品和饮料包装以及特种化学品制造的产品标签验
证。
• 100％标签检测，包括1D / 2D条形码质量验证，OCR /
OCV验证，序列化和瑕疵检测。
• 集成到受欢迎的Zebra和Printronix工业热转印打印机。
• 提供操作员通知打印质量下降，从而进行主动维护。
• 可与离线验证器一起使用，创建无缝标签设计和生产质量
体系。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visit www.microscan.com/LVS-7510.

LVS-7510 典型应用
•
•
•
•

医疗器械制造
药品制造
消费品包装
特种化学制造

LVS-7510 Thermal Printer Label Inspection System
System Overview
LVS-7510软件可以通过直观编辑
器中的设置进行配置。 有两种操
作模式：设计模式和生产模式。

这两种模式为标签生产和验证提供了一
个安全的环境。 可以使用一个LVS-7510
系统在设计模式和生产模式之间切换。

作业模板仅在设计模式中创建。 然
后导入作业模板，并在生产模式下
成为可执行作业。 各项功能如下。

设计模式

生产模式

•创建新的作业模板（仅限设计模式）。

•可重复使用的作业模板被导入并成为可执行作业。

•加载现有或未完成的作业模板。

•加载现有或未完成的作业。

•从归档中检索作业模板。

•登录凭据创建操作员操作的审计跟踪。

•关闭并清除生产就绪的模板。

•操作员管理和权限可选择通过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控制。

•将作业模板推广到生产。

•将来自多个运行的数据与汇总数据报告相结合。

生产模式

设计模式

工作

工作

打印作业模板设计

JOBS

工作

Print Job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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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从迈思肯LVS-7500外部系统中获得

型号
打印机型号

描述

7510P-5-110Xi4-300DPI

LVS-7510 5" System w/LT, Zebra 110Xi4 Kit, 300 dpi
with Printer

7510P-5-110XI4-600DPI

LVS-7510 5" System w/LT, Zebra 110Xi4 Kit, 600 dpi
with Printer

7510P-5- 170XI-300DPI

LVS-7510-5-170XI4-300DPI, Integrated with Printer

7510P-8- 170XI-300DPI

LVS-7510-8-170XI4-300DPI, Integrated with Printer

7510P-8- 2200XI-300DPI

LVS-7510-8-220XI4-300DPI, Integrated with Printer

7510P-5-T8304

LVS-7510 5" System w/LT, Printronix T8304, Integrated
with Printer

7510P-8-T8308

LVS-7510 8" System w/LT, Printronix T8308, Integrated
with Printer

请联系迈思肯了解此处未列出的其他型号.

规格
最快打印速度

最高 25 毫米/秒 (10 inches/sec.)

支持打印宽度

最高标签宽度 216 毫米 (8.5”) ，最大网页宽
度 220 毫米 (8.7”)

条码验证

根据ISO 15415和ISO 15416对1D和2D代码进
行分级。

最小条形码尺寸

读取: 1D = 0.160 毫米 (0.0063”)
2D = 0.254 毫米 (0.0100”)
验证: 1D = 0.223 毫米 (0.0088”)
2D = 0.317 毫米 (0.0125”)

OCR字体支持

最小6点字体，拉丁字体，单字体字体，
大写和小写OCR-B，最多39个字符。

标签尺寸

长达300毫米（12英寸）长的标签，能够检查标
签卷的216毫米宽度上的多个标签。.

系统性能和要求
• 检查打印速度高达25毫米/秒（10英寸/秒）
• 需要每台连接打印机的PC，配备英特尔四核2.6GHz处理
器，4GB内存，500GB存储空间
• Windows 7或Windows 8.1 Pro
服务和配件
• IQ / OQ验证程序指南。
• 现场安装和培训服务。

适用于具有I / O接口功能的各种热敏标签打印机。 可调节的不
锈钢安装支架允许读取头安装并与打印机的高度相匹配。 用户
的打印机放置在钢底座上，打印机排放与LVS-7500读取头对
齐。
LVS-95XX 系列条码验证器

离线解决方案包括LVS-95XX系列条形码验证器，可以根据
ISO，ANSI和GS1标准评估一维和二维符号的质量和数据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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