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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P 是一種強大的機載智慧，可以自訂條碼機的操作，大大簡化貼印標籤的過程，降低經營成本。

綜合效益

從 PLC 直接連接到條碼機上列印

簡化列印，提高效率和準確性

將電子秤和其他設備直接連接到條碼機上進行重量輸入等。

根據第三方物流公司的要求準確列印條碼標籤

輕鬆快速地創建和修改標籤範本

無需 PC 即可進行列印

零售業

自動計算庫存的降價價格

為消費者提供準確的資訊

通過條碼掃描器輕鬆輸入資料至條碼機

免 PC 節約成本 將條碼機
直接連接到系統

使用簡單

食品業

印製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標籤

自動計算最佳食用日期與過期日期，操作方便

占地小節省空間，一機解決方案

佔用空間小 操作容易

標籤條碼機與 AEP 

4/6 英吋工業級熱感條碼機，其設
計可在最苛刻的客戶環境下提供卓
越的列印能力

配備 7 英吋全彩色觸控式
螢幕的靈活型標籤條碼機，
廣泛適用於各類產業

4 英吋小巧型條碼機具有強大
的性能和先進的條碼、字元集
和 RFID 編碼支援能力

高 效 和 耐 用 的 2 英 吋
可 攜 式 條 碼 機 ， 具 有
強 大 的 連 接 功 能

製造業

物流業

更多資訊請瀏覽
AEP 影像資料庫！

控制多個資料串流 管理其他
條碼機

直接從周邊
設備輸入資料

業務價值



Application Enabled Printing

CL4NX

AEP 解決方案
的好處

我們為該客戶推薦了與 CL4NX 標籤條碼機配合使用的 AEP 解決方案。

其中條碼機連接著一台可從現有的包裹追蹤標籤上取得數據的條碼掃描器。

採用 AEP 解決方案，條碼機可以分析取得數據，為第三方物流營運商

列印相容格式的條碼標籤。

第三方物流的識別標籤印刷
物流業

客戶面臨的挑戰

由於相容性問題，第三方物流營運商無法從現有的包裹追蹤標籤中讀取條碼資料，但是物流供應商更換標籤需要花費
大量的時間和成本。

- 前置時間長且成本高

- 低準確度
第三方物流營運商手動記錄包裹追蹤資訊以供發貨，可能導致錯誤和延誤。

倉庫裡沒有足夠的空間安裝 PC 和條碼機。
- 空間限制

與 CL4NX 條碼機配合使用的
AEP 解決方案可以列印相容標籤

在 23 個國家開展業務的全方位物流
供應商，聘請第三方物流 (3PL) 營運
商在其服務區域之外進行配送

運輸與物流業高度依賴識別標籤來準確追蹤包裹。資訊
正確的高品質標籤對於確保供應鏈的順利運作及避免失
誤和貨件遺失而言至關重要。

使用簡單 操作容易免 PC 節約成本 直接從周邊
設備輸入資料 

AEP 個案研究  





Application Enabled Printing

CL4NX

免 PC 節約成本 將條碼機直接
連接到系統 操作容易

採用與 CL4NX 配合使用的
AEP 解決方案簡化標籤列印

通過 PLC實現的萬用型標籤列印
製造業（汽車組裝）

客戶面臨的挑戰

學習條碼機程式語言以便將標籤列印與 PLC 結合在一起需要花費時間。
- 前置時間長

- 低生產率
需要為不同的標籤格式進行單獨條碼機程式碼維護。

每當需要修改或添加標籤範本時，工程師必須重新編寫 PLC 程式與新的條碼機指令。
- 靈活性受到限制

在 全 球 設 有 製 造 工 廠 的 汽 車 及
商 用 車 跨 國 製 造 商

在工業自動化領域中，包括可程式控制器 (PLC) 在內
的各種控制系統都是很常見的。然而，許多 PLC 工程
師在理解條碼機程式語言上卻有問題，而這種程式語言
正是編寫標籤列印專用 PLC 程式所需的。

我們為該客戶推薦了與 CL4NX標籤條碼機配合使用的 AEP解決方案。

採用 AEP解決方案，可以將標籤範本保存在條碼機中，這樣只需要從

PLC 發送可變資料（以逗號分隔的文字檔）即可列印標籤。

AEP 個案研究

AEP 解決方案
的好處





Application Enabled Printing

to print, cut and sort

CL4NX

我們為該客戶推薦了與 CL4NX 標籤條碼機配合使用 AEP

解決方案。採用 AEP 解決方案，條碼機可以在無人力介

入的情況下，高精度地處理從 PC 接收到的資料，從而對

ID 標籤進行列印、切割和排序。

高效的 ID標籤列印
製造業（汽車零配件）

客戶面臨的挑戰

多個 ID 標籤會被印在同一張表上，並由人工裁剪成單個標籤。
這不僅費時，工人更有受傷的風險。

- 時間和安全問題

- 營運成本高昂
除了人工成本外，更換錯誤的 ID 標籤也會產生重工費。

ID 標籤在裁剪後會進行人工排序，人為的錯誤可能會導致零件被錯誤標記。
- 低準確度

與 CL4NX 配合使用的 AEP 解決
方案使 ID 標籤列印任務自動化

汽車系統、零件、軸承、工具機
等製造商和供應商。

一輛普通汽車大約有 30,000 個獨立零件是由汽車供
應商提供給組裝廠。在零件的識別上，許多供應商會
使用人工來對 ID 標籤進行列印、切割和排序，因此任
何失誤都將影響標記、交付和後續的汽車組裝。

AEP 解決方案
的好處

節約成本使用簡單 操作容易 佔用空間小

AEP 個案研究





Application Enabled Printing

WS4

CL4NX

AEP 解決方案
的好處

使用簡單 操作容易

我們為該客戶推薦了與 CL4NX（RFID 條碼機）和 WS4（非 RFID 條碼機）

配合使用的 AEP 解決方案。客戶現在可以在排除已經貼上 RFID 標籤的商

品的情況下，使用 CL4NX 列印產品的 RFID 價格標籤。採用 AEP 解決方案，

CL4NX 可以控制並發送列印資料到 WS4，列印這些商品的普通價格標籤。

高效的 RFID標籤列印
零售業

客戶面臨的挑戰

這家體育用品零售商既銷售全球品牌的產品，也銷售自有品牌的產品，一些全球品牌的產品在生產時就會貼上 RFID 標籤。
識別這些帶有 RFID 標籤的商品費時又費力。

- 低效率

- 成本高昂
由於零售商無法準確識別哪些商品已經貼上了 RFID 標籤，最終將自己的 RFID 價格標籤添加到所有的產品標籤上，
從而提高了成本。

開發用於優化標籤列印和 RFID 編碼的軟體需要很長的前置時間。
- 靈活性受到限制，前置時間長

採用與 CL4NX 條碼機及 WS4 條碼機配
合使用的 AEP 解決方案，
改善商店的運作

控制多個
資料串流

管理其他
條碼機

來自北歐的多品牌體育用品零售商，
在該地區擁有 200 多家門市

零售企業通常需要在一家商店內管理多達數萬件商品。
因此，越來越多的零售商轉向使用 RFID 標籤來提
高他們的生產率。

節約成本

AEP 個案研究





Application Enabled Printing

FX3-LX

免 PC 佔用空間小 使用簡單 操作容易

我們為該客戶推薦了與 FX3-LX 標籤條碼機配合使用的 AEP 解決方案，並結合

雲端服務 SATO App Storage，以集中管理標籤資料和設計範本。客戶的總部

現在能夠實現即時更新其連鎖店的資料，而商店可以用最少的設備卻更便捷地

列印標籤。 

方便高效的食品標籤
食品零售業

客戶面臨的挑戰

使用不同品牌的硬體和系統，使產品貼標籤和商店運作時變得複雜。
- 設備和操作過於複雜，難以管理

- 空間不足
商店沒有足夠空間容納所有的設備。

總部經常通過人工處理更新所有連鎖店的標籤資料，這很容易發生人為錯誤。
- 費時又低效

採用與 FX3-LX 條碼機及
SATO App Storage 配合使用的
AEP 解決方案，改善商店的運作

食品零售商通常在火車站、購物中心等策略性位
置展開經營。他們的商店空間有限，但需要各種
設備來經營業務。

歐 洲 地 區 的 領 軍 連 鎖 麵 包 店 ，
生產各式各樣麵包

AEP 個案研究

AEP 解決方案
的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