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介绍

PF8

紧凑型桌面打印机

• 适用于空间有限的应用环境中
• 设置简便的“连接即可打印”功能 - 无
需购买任何其他设备
• 便于加载耗材的独特设计
• 生产能力强，打印速度高达每秒4英寸
• 可选203或300 dpi的打印分辨率

EasyCoder® PF8打印机有直热式(PF8d)和
热转印式(PF8t)两个型号，皆结构紧凑、
坚固耐用、运行安静，是零售、办公、
服务行业和医疗保健业等各种应用场合
的理想之选。
PF8d和PF8t具备Intermec标准的“Connect & Print(连接即可打印)”功能，设置
与打印轻松快捷，可完美迎合经验不足
或工作繁忙的用户心意。“连接即可打
印”意即PF8包含所需软件、驱动程序、
电缆和样本标签，同时价格低廉。
而且，打印机还安装有LabelShop®
START-Intermec的标签设计软件-以及
InterDriver™ Windows™ Driver。这使得用
户可以在Windows应用程序(包括 Microsoft® Office™ 和其他常用程序)中轻松打
印条形码标签。
PF8d和PF8t采用独特的双蛤壳式设计，
通过简单的嵌入方法即可轻松实现加
载。标签和色带的更换可瞬间完成。
作为一款尺寸最小的Intermec固定式打印
机，PF8d非常适合于空间有限且每日标
签打印数量少于1000张的应用场合。打
印机可以在标签和票据上打印出清晰的
条形码。实时时钟是这一型号打印机的
标准功能。打印时，使用这一功能可在
介质上打印时间戳。

PF8t热转印打印机比PF8d体积稍大一
些，能够容纳与同类打印机相比多得多
的色带卷轴，约274米(10,800英寸)。从
而省去了频繁更换色带和停机的时间。
PF8t 也支持标准闪存卡，内存容量可扩
展至1GB。
PF8d和PF8t支持数十种1D和许多常用的
2D符号表示法规范，包括DataMatrix和
QR Code。
标准32位处理器结合以RS-232串行接
口、USB v2.0和并行接口，可成就最快的
打印机连接和列印速度。固件可以很容
易地通过接口连接或闪存盒进行升级。
EasyCoderPF8打印机还具有下列标准功
能或组件：203dpi、亚洲字体和黑标探
测器等。可选功能或组件包括：
PF8t
实时时钟
300dpi

PF8d和PF8t
以太网
切刀
带有标签剥离传感器的
自动卷带

EasyCoder PF8 打印机与支持 Esim或EPL
编程语言(91, 7422 和 C4/PC4)的打印机兼
容，是直接替代这些传统打印机的理想
之选。

物理描述

最大直径：127 mm (5 in)

内存

PF8d和PF8t是高度紧凑型的直热式或热转印打印机，

纸芯直径：最小25.4 mm (1 in) 最大 38.1 mm (1.5 in)

标准：4 MB闪存，8 MB DRAM

可用于生产不干胶标签、非粘贴标签或连续纸张。

纸张宽度：最大118 mm (4.65 in) 最小 25.4 mm (1 in)

选件：1GB闪存卡(PF8t)

标签长度：最小12 mm (0.5 in)
PF8d
长：

PF8t

218 mm(8.58 in)

高：

116 mm(4.56 in)

285 mm(11.2 in)
172 mm(6.77 in)

宽：

168 mm(6.61 in)

226 mm(8.9 in)

重量：

2.0 kg(4.41 lbs)

2.5 kg(5.07 lbs)

打印

203 dpi

203 dpi标准；

分辨率：
实时

有

时钟：

标签：可使用范围宽广的普通标签和自定义尺寸

接口

的标签。

标准：RS-232C、USB v.2.0和并口

色带滚筒 -

协议

最大宽度：274.32 m (10,800 in)

XON/XOFF、RTS/CTS

色带：使用Intermec热转印色带(蜡、蜡与树脂混
合物、树脂)，纸芯内径26 mm (1 in)，带有槽口

Connect & Print™

蜡和蜡/树脂：

Intermec程序可提供“打印所需套件”。

300 dpi可选

宽59.6、78.7和104mm (2.35、3.1和4.1 in)

打印机随附有：软件、驱动程序、电缆、标签、实

非标配；现场

树脂：宽53.3和10.4 mm (2.1 和 4.1 in)

用的快速入门指南、打印机配套CD(内含标签设计程

可安装选件

标准

无

序)、Windows™ 驱动程序和文档。

有

字符/字体

闪存卡插槽:

5种常驻字母数字字体，可水平放大8倍，垂直放

软件

大9倍。4种双字节字体，包括韩语、日语、中文

• ESim 配置工具 – 字体和固件下载工具

不同型号的产品规格

GB2312和中文BIG-5。可打印图形、符号并下载更

• Intermec’s LabelShop® START标签设计软件

打印规格

多字体。

• 用于Microsoft™

Windows™的InterDriver™支持Win-

dows 2000、XP和NT 4.0

最大标签宽度：118 mm (4.65 in)
条形码符号表示法规范

最大标签长度：
标准： 203 dpi – 1727 mm (68 in)
300 dpi – 900 mm (35 in)

所有主要的一维条形码符号表示规范均可用，外

操作员控制

加5种二维条形码符号表示法规范：MaxiCode、

一个多颜色LED指示灯和一个打印/进纸键

PDF417、DataMatrix、QR-Code 和 Composite Code

打印方向：可在4个方向上打印文本、条形码和

EAN/ECC for EAN/UCC 128 w/ CC-C。

图形。

法规许可
CE、FCC Class A、cULus、UL、GS、TUVGS、CCC、

打印分辨率：8 dots/mm (203 dpi) 或

环境

12 dots/mm (300 dpi)

C-TICK、BSMI

+5°至 +40°C (+40° 至 +104°F)

打印宽度：203 dpi - 最大 104 mm (4.1 in)

选件

300 dpi - 最大 106 mm (4.2 in)
打印速度：最高可以4 ips (101.6 mm)的速度进行203

湿度

串行通信电缆、RS232扫描器通讯电缆、

10–90%相对湿度，无冷凝

实时时钟、自动剥离器、切刀组件、EasyLAN 100e

dpi的打印，以2 ips (50.8 mm)的速度进行300 dpi的

外部以太网适配器，300 dpi。
电源

打印

独立电源 介质规格

输入： 100–240 V AC/50–60 Hz, 1.9 A

标签卷轴 -

输出： 24 V DC, 3.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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