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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桌上型 熱感／熱轉式 條碼列印機

適用範圍

特殊標籤 (病歷、藥品、姓名貼)、郵遞標籤（郵局、快遞、貨運）、票務收據（餐廳、銀行、證券、停車場）、商品標籤（零售、

物流）、文件管理、庫存管理．．．各種中英文字、數字、條碼、圖形、框線等列印需求。

為感謝客戶對 條碼列印機系列產品多年來的肯定與支持， 不斷挑戰自我，追求卓越，隆重推出商用

等級、旗艦機種之全新升級版 系列，讓您以最低廉的成本輕鬆擁有更高效能的條碼列印設備。

全新的 系列，將標準記憶體容量升級至 2MB Flash ROM、8MB SDRAM，可內建一組字型（繁體中

文、簡體中文、日文漢字、韓文字型四者擇一）和一組 SD 卡插槽，記憶體最高可擴充至 4GB，方便您儲存大量的

資料及因應各式列印需求。  配備更高階的 32 位元中央微處理器，大幅提昇資料處理及輸出的速度，

讓您以最高效率輕易完成條碼標籤印製工作。

全系列機種延續採用貝殼式上掀機構設計，提供使用者最友善的操作環境；工業級標準之耗材容量，

內部可容納 300 公尺長碳帶以及 5 英吋外徑紙卷，搭配外部紙卷架可使用高達 8.4 英吋外徑紙卷；獨特的「雙馬

達」設計，讓  裝載外掛紙卷高速列印時，依然遊刃有餘；雙層式外殼設計，紮實穩固，有效提昇了

機器的耐用年限。

除了操作簡便、堅固耐用，  系列機種亦提供完整的傳輸介面，標準配備串列埠 (RS-232C)、並列埠

 (Parallel Port) 及 USB 三種通訊介面；全新主機板設計，大幅降低您選配內建式乙太網路列印伺服器之成本，同時

備有外接式乙太網路列印伺服器，或外接式無線網路模組，讓需求網路印表機功能之使用者有更多的選擇。採用移

動式標籤感測器，方便偵測標籤位置，滿足多元化耗材列印需求；印字頭以及橡膠滾輪皆採模組化設計，不僅方便

使用者自行拆裝維護及保養，同時也延長機器的使用壽命及維持良好的列印品質。

 搭配人性化的高階印表機語言 ，除了讓您輕鬆撰寫程式，更可模擬知名品牌（Eltron  ／ 

Zebra  ）條碼機之程式語言，提供最佳的軟體相容環境。隨機附贈功能強大的世界級條碼標籤設計軟體

BarTender UltraLite Plus，可支援資料庫列印，資料直接存取，不需重複輸入。Windows 驅動程式可支援 Win 2000,

XP 及Vista 等作業系統。

除了優越的軟硬體配備外，我們還為您規劃了最齊全的選購配件：自動切刀 (全切式、半切式)／時間日期計數器

（RTC）／標籤剝離裝置／外部紙卷架／三吋紙卷軸心／單機操作鍵盤／掃瞄器等。

 以其價格、規格、性能、穩定度、耐用性，絕對是商用等級條碼列印機之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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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機種規格以實機為主，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恕不另行通知。

桌上型‧熱轉印 條碼列印機

系列

規   格

列印模式 熱轉式 / 熱感式

機   型 TTP-245 Plus TTP-343 Plus

解析度 203  DPI (8 dots / mm) 300  DPI (11.8 dots / mm)

列印速度
2,3,4 和 5 ips 可選用 ;

2,3 ips 可選用脫紙功能
2,3 ips 可選用

108 mm (4.25")最大列印寬度

2286 mm (90")

104 mm (4.09")

1016 mm (40")最大列印長度

2MB Flash Memory

8MB DRAM

SD卡擴充槽

記憶體

雙層 ABS 塑膠設計機   殼

32-bit  RISC CPU中央處理器

314 mm (L)  x 213 mm (W) x 188 mm (H)

12.36" (L)  x 8.39" (W) x 7.40" (H)
體積尺寸

127 mm (5")外徑127 mm (5")外徑內部紙卷最大尺寸

電源規格

操作面板 一組三色 (紅色/橘色/綠色) LED 指示燈 , 一組按鍵

感測器 穿透式(紙張間距) , 反射式(黑線標記) , 印字頭抬起 , 碳帶結束

內建字型
八種點陣英數字型 [8x12, 12x20, 16x24, 24x32, 32x48, 14x19(OCR-B), 

21x27(OCR-B), 14x25(OCR-A)] 及一種向量字型; 並可透過軟體下載Windows字型使用

條   碼

一維條碼 : Code 39, Code 39C, Code 93, Code 128UCC,Code 128 subset A.B.C, 
              Codabar, Interleave 2 of 5, EAN-8, EAN-13, EAN-128, UPC-A, UPC-E, 
              EAN and UPC 2(5) digits add-on, MSI, PLESSEY, POSTNET, China Post      
二維條碼 : PDF-417, Maxicode, DataMatrix, QR Code

通訊介面

紙張厚度 0.06~0.19 mm (2.36~7.48 mil)

紙張長度 10~2286 mm (0.39"~90") 10~1016 mm (0.39"~40")

紙卷軸心尺寸 25.4~76.2 mm (1"~3")

環境條件

安規認證 FCC Class B, CE Class B, C-Tick, CCC, UL, CUL, TUV/GS

出廠選配
即時時鐘(RTC)

主機板內建乙太網路列印伺服器

經銷商選配

脫紙感應模組

閘刀式裁刀

內建乙太網路模組

客戶選配

KP-200 單機操作鍵盤

KU-007 Plus 可程式化單機操作鍵盤

外接式乙太網路模組 

外接式無線網路模組

外部紙卷架(外徑 214 mm 可搭配 1" 或 3" 紙卷軸)

接觸式條碼掃瞄器

長距離條碼掃瞄器

雷射條碼掃瞄器

配   件

BarTender UltraLite 標籤編輯軟體, Windows 驅動程式及操作手冊光碟

快速安裝手冊

電壓自動切換式電源供應器

USB 傳輸線, 電源線

紙卷軸 , 紙卷固定板, 1.5" 軸心

碳帶卷軸

碳帶回收紙筒

碳帶捲繞類型

紙張寬度

外捲式碳帶

字型及條碼旋轉

指令集

紙張類型 連續紙, 間距紙, 摺疊紙, 黑標紙, 吊牌, 票券⋯.等

20~112 mm (0.79"~4.41")

串列埠(RS-232, 最快速度115200 bps)

並列埠(Parallel Port , SPP Mode) 

USB 2.0

交流輸入: 100-240V 直流輸出: 24V DC 3.75A 電壓自動切換電源供應器(外接式)

TSC是鼎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註冊商標

鼎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ISO 9001及ISO 14001認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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