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mec PM43 和 PM43c 打印机
Intermec PM43 和 PM43c 打印机为坚固的标签打印机，集成了 USB、RS-232
和以太网接口。 您可以将打印机连接到单个桌面 PC、有线网络或无线网络。
两种打印机的特点包括：
• 打印速度高达 10 ips（406 dpi 打印头）和 12 ips （203 和300 dpi 打印头）。
• 连接存储设备、扫描仪或键盘的 USB 主机端口。
• 连接至桌面 PC 的 USB 设备端口。
• 支持包括 Intermec Fringerprint、Intermec 打印机语言
(IPL)、Direct Protocol、DSim 和 ZSim 的打印机编程语言。
• 种类繁多的打印机配件。
• CCXv4 认证。
• ENERGY STAR ® 合格产品。
装有 IEEE 802.11b/g/n 无线模块的 PM43 和 PM43c 打印机经过
Wi-Fi ® 认证，能够与 802.11b/g/n 无线局域网设备互操作。

Intermec PM43 PM43C打印机规格
物理规格
PM43 尺寸： 294.6 x 284.2 x 483.5 mm
PM43c 尺寸：（标准介质盖）181 x 252.5 x 431.8 mm
PM43c 尺寸：（拱形介质盖）244.9 x 252.5 x 500.2 mm
PM43 重量： 15.8 kg
PM43c 重量： 12.7 kg

电源规格
电源要求： 100 – 240 V, 4 A, 50/60 Hz

温度和湿度规格
工作温度： 5°C 至 40°C
存储温度： -20°C 至 70°C
相对湿度： 20 至 80% 非冷凝
PM43 打印速度、分辨率及一般介质规格
打印模式： 直接热敏，热敏转印
打印速度（可变）： 203 dpi： 4 至 12 ips
300 dpi： 4 至 12 ips
406 dpi： 4 至 10 ips
打印分辨率： 203 dpi： 8 点/mm
300 dpi： 11.8 点/mm
406 dpi： 16 点/mm
打印宽度： 203 dpi： 最大 108 mm
300 dpi： 最大 106 mm
406 dpi： 最大 104 mm
介质宽度： 19.05 to 114.3 mm
介质卷轴直径： 最大 212.7 mm
介质卷轴芯的直径： 38.1 mm 和 76.2 mm
最小标签长度: 6.35 mm
标签之间间隔长度: 1.2 至 26 mm
黑色标记长度: 3 至 25 mm，在票据之间居中，最大
反射率 15%
介质厚度: 61 至 264 μ m （2.4 至 10.4 mil)
介质密度: 57.6 至 250 g/m2
衬纸不透明度（最大）: 76% (TAPPI T425)
间隔和黑色标记传感器: 从介质左边缘到101.6 mm 之间可调
色带宽度： 21.59 至 110 mm
色带卷轴芯直径： 80 mm (3.2 in)
色带芯（内径）: 25.4 mm
色带芯长度: 21.59 至 110 mm
PM43c 打印速度、分辨率及一般介质规格
打印模式： 直接热敏，热敏转印
打印速度（可变）： 203 dpi： 4 至 12 ips
300 dpi： 4 至 12 ips
406 dpi： 4 至 10 ips
打印分辨率： 203 dpi： 8 点/mm
300 dpi： 11.8 点/mm
406 dpi： 16 点/mm
打印宽度： 203 dpi： 最大 108 mm
300 dpi： 最大 106 mm
406 dpi： 最大 104 mm
介质宽度： 19.05 to 114.3 m
介质卷轴直径： （标准介质盖）最大 152.4 mm

介质卷轴直径： （拱形介质盖）
最大 213.4 mm
介质卷轴芯的直径： 38.1 mm 和 76.2 mm
最小标签长度: 6.35 mm
标签之间间隔长度: 1.2 至 26 mm
黑色标记长度: 3 至 25 mm，在票据之间居中，最大反射率 15%
介质厚度: 61 至 264 μ m （2.4 至 10.4 mil)
介质密度: 57.6 至 250 g/m2
衬纸不透明度（最大）: 76% (TAPPI T425)
间隔和黑色标记传感器: 从介质左边缘到101.6 mm 之间可调
色带宽度： 21.59 至 110 mm
色带卷轴芯直径： 62 mm (2.4 in)
色带芯（内径）: 25.4 mm
色带芯长度: 21.59 至 110 mm

内存
• 128 MB 闪存
• 128 MB SDRAM
• USB 存储设备（可选）

触摸屏规格
• 3.5 英寸，纵向定位
• 262,000 种颜色
• 支持使用手指、带手套的手或触笔的触摸输入的电阻式显示屏。
• 每英寸 72 像素
(以上由北京希创条码（http://www.systron.comn.cn）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