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告：
在使用Mk系列印字機之前，請詳讀操作手冊。使用印字機時，請務必遵守手冊中所有指示。

請務必以使用當地所述之電源及電壓額定值來操作印字機。

■ Mk2500 ■ Mk1500

列印方式 熱轉寫

解析度 300dpi

列印速度
套管：高速 40 mm/ 秒，標準 25 mm/ 秒，低速 18.5 mm/ 秒
標籤：高速 40 mm/ 秒，標準/ 低速 25 mm/ 秒

套管：高速 25 mm/ 秒，標準 18.5 mm/ 秒，低速 12.5 mm/ 秒
標籤：高速 25 mm/ 秒，標準/ 低速 18.5 mm/ 秒

輸出速度
高速：42個/ 分，標準：35個/ 分
低速：30個/ 分
(於20 mm套管列印5個全形字母，連續列印模式，半切）

高速：35個/ 分，標準：30個/ 分
低速：21個/ 分

於20 mm套管列印5個全形字母，連續列印模式，半切）

碳帶 專用碳帶盒。黑色：100 m；白色：85 m 專用碳帶盒。黑色：100 m；白色：85 m

字型大小
1.3 mm (100%)、

2 mm，3 mm，6mm (50%~100%)等6種
2 mm，3 mm，6mm (50%~100%)等7種

輸入模式 英文、數字、符號輸入 英文、數字、符號輸入

顯示器 背光LCD圖形顯示器 (160 x 64點)

顯示容量

每行10個字母 x 2行 (100%)
每行10個字母 x 2行 (100%)

或每行20個字母 x 2行 (50%)
或每行20個字母 x 2行 (50%)

(可編輯3行)

內建記憶體

列印資料：大約2,500個字( 約400組字) 列印資料：大約2,500個字( 約400組字)

檔案：大約15,000個字母 檔案：大約7,500個字母

儲存資料的內部鋰電池使用壽命：大約5年 儲存資料的內部鋰電池使用壽命：大約5年

裁切方式 自動全切、自動半切

電源供應器 專用交流電變壓器 (輸入電壓：交流 100V - 240V 50/60 Hz)

電腦介面 專用USB 2.0高速PC連接套件 (已含) ----

操作環境 15°C - 32.5°C (59°F - 90.5°F)，相對濕度10% - 85%，安裝暖管器時可低至5°C (41°F) 。

儲存環境 5°C-35°C (41°F-95° F)，相對濕度10% - 90%

尺寸  (W x D x H) 250 x 300 x 85 mm ( 9.8 x 11.8 x 3.4 in. )

重量 2 kg (4.4 lb.) (機體)

PVC管

PVC管，直徑2.5-6.5 mm，管壁0.5 mm厚 PVC管，直徑2.5-5.2 mm，管壁0.5 mm厚

需要選購套管配件 需要選購套管配件

(列印其他類型套管前需先測試) (列印其他類型套管前需先測試)

標籤貼紙

專用帶盒 (白，黃，銀色) 專用帶盒 (白，黃，銀色)

寬度：6 mm，9 mm，12 mm，長度30 m (銀色：27 m) 寬度：6 mm，9 mm，12 mm，長度30 m (銀色：27 m)

段落長度可設定為2 - 150 mm* 段落長度可設定為8 - 150 mm

三折式貼紙

專用帶盒 專用帶盒

列印區域：僅限白色，其他區域：透明 列印區域：僅限白色，其他區域：透明

捲取長度：8 m 長度：33 mm 捲取長度：8 m 長度：33 mm

寬度：6 - 150 mm (取決於裁切的設定) 寬度：8 - 150 mm (取決於裁切的設定)

銘板

指定厚度：0.5 mm

不能使用

列印其他厚度銘板前需先測試

寬度：6 mm，7 mm，9 mm，10 mm

需要選購銘板配件

需要專帶盒

僅限手動裁切

熱縮套管 直徑3.0-6.4 mm熱縮套管

需要選購套管配件

(列印其他類型套管前應該先測試)

4mm 銘板條 4 mm銘板條專用帶盒 (白，黃色)

寬度4 mm，長度 5 m，段落長度可設定為8 - 150mm

產品代碼 產品名稱 相容的印字機

3471A026 暖管器套件 Mk2500/Mk1500

3471A027 送管器套件 Mk2500

3471A032 三折式貼紙導槽 Mk2500/Mk1500

4013B0C1 硬殼箱 Mk2500/Mk1500

3476A044 軟殼箱 Mk2500/Mk1500

3471A033 銘板配件 Mk2500

3476AC46 套管配件 Mk2500/Mk1500

選購配件

耗材

規格

產品規格可能因改善產品而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卡式碳帶 標籤貼紙 三折式貼紙

* 若在長度小於3 mm的段落中指定字形為1.3 mm全寬字或2 mm半寬字，則文字可能會列印至超出裁切線的區域。

線號印字機
Mk2500 /Mk1500

Canon線號印字機符合作業現場各種標記需求

列
印
材
料

熱轉寫
300dpi

背光LCD圖形顯示器 (160 x 64點)

自動全切、自動半切

專用交流電變壓器 (輸入電壓：交流 100V - 240V 50/60 Hz)

5°C-35°C (41°F-95° F)，相對濕度10% - 90%

250 x 300 x 85 mm ( 9.8 x 11.8 x 3.4 in. )

2 kg (4.4 lb.) (機體)

直徑3.0-6.4 mm熱縮套管

需要選購套管配件

(列印其他類型套管前應該先測試)
4 mm銘板條專用帶盒 (白，黃色)

寬度4 mm，長度 5 m，段落長度可設定為8 - 150mm

產品代碼 產品名稱 產品代碼 產品名稱

3604B0C1 碳帶盒黑色 (100 m) 3476A069 標籤貼紙盒9 mm x 27 m (銀色))
3607B0C1 碳帶盒白色 (85 m) 3476A070 標籤貼紙盒12 mm x 27 m (銀色)

3606B001 銘板用碳帶盒黑色(40 m) 3476A075 三折式貼紙33 mm x 8 m (白色)

3476A023 標籤貼紙盒6 mm x 30 m (白色) 3476A035 4 mm銘板條4 mm x 5 m (白色)

3476A024 標籤貼紙盒9 mm x 30 m (白色) 3476A072 4 mm銘板條4 mm x 5 m (黃色)

3476A042 裁切器套件3476A025 標籤貼紙盒12 mm x 30 m (白色)

3476A026 標籤貼紙盒6 mm x 30 m (黃色) 3476A043 套管配件和送管器清潔組

3476A027 標籤貼紙盒9 mm x 30 m (黃色) 3476A07S 銘板配件清潔組

3476A028 標籤貼紙盒12 mm x 30 m (黃色) 3476A071 暖管器清潔組

3476A068 標籤貼紙盒6 mm x 27 m (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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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快速、操作簡單、清晰高品質!  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多樣功能

列印材料

多樣選購配件

線號印字機Mk2500

每秒40 mm的列印速度

 ……… Mk2500　  ……… Mk1500

於電纜上附加襯套並插入已列印的
4 mm銘板條。

僅需更換 4 mm銘板條即可變更標
記，無須切斷電源。

4mm銘板條

在電纜襯套上插入4 mm銘板條，可變更電纜標記

而無須自終端切斷電纜連接。沒有干擾傳輸而有

損壞電纜的風險。

 * 使用市售的襯套。

列印長度可以0.01%為單位調整，可做精確間距列

印方便，印於須高精確度的列印材料，例如接線板

的銘板條。

同級產品中最快的40 mm/秒列印速度*

高速列印功能可幫助現場工作人員於多種材料上列印文字。

●高出60%的列印速度

Mk2500包含的配件

簡單易用的標準機種

價位適中的25 mm/秒高速列印

另外，Mk2500更額外支援每段落3 行列印*，每

行居中對齊，以及垂直 /水平文字列印。

* 僅限1.3 mm (全形) 文數字

不同的列印模式

你可以使用不同的列印功能，例如框型、選擇文字

方位、底線、以及選擇字形大小及間距。

自動半切/全切

每個段落可於列印時自動切割（半切）。列印後每

個段落可輕易的手動分開。每個列印工作的裁切操

作可以設定為全切、半切、不切但標記，或不切且

不標記。

半切可以輕易地手動分開。

連續 /連號列印

Mk系列印字機可以設定成在每一段落列印同樣的

文字 (連續列印)。只要輸入所需的資料和段落數目，  

然後開始列印。或者，Mk系列印字機可以設定成

列印時自動增加每段落的數字 (連號列印)。無須單

獨地為每段落分別輸入和列印！

 

連續列印

連號列印

線號印字機Mk1500 

印字機可透過USB電腦連接套件
與電腦連接

資料可從電腦送至印字機，
可讓您輕鬆建立大量資料。
除了現有的原始檔案，印字
機可讀取CSV格式檔案。
此功能大大地減少現場工
作所需的時間。

* 僅限Mk2500

三折式貼紙

透明薄板覆蓋列印表面 - 不必擔心文字因摩擦而磨

損。寬度：8-150 mm可依不同用途調整列印文字

的長度。

將已列印的透明薄板環繞包覆電纜。

低溫時可清晰列印 暖管器

暖管器在列印前為套管加溫，確保在極低溫的環

境下或在寒冷的房間中仍有清晰的列印輸出品質。

* 保證在低溫至5°C時正常列印。

可攜式硬盒能讓您無須自箱中
取出即可使用印字機

專屬的硬殼箱方便您攜帶至工作現場。鋁合金製

造，專為在環境不良情況下使用而設計，具備絕佳

的耐撞擊性。此外，毋需從外箱中取出印字機即

可列印文字，確保工作的順暢。

符合您需求的顯示資訊

印字機可以顯示專用碳帶的

類型和剩餘數量。

列印至套管後緣

Mk 系列印字機可以將文字列印

至每支套管的後緣以避免浪費。

對長期的成本控管有所助益。

可直接列印於市售的圓形PVC管 (內徑：2.5到 6.5 

mm*)。高品質清晰的列印確保高管理效率。

*  Mk1500 適用之直徑為2.5到5.2 mm的PVC 套管。

PVC管 標籤貼紙

可列印文字於貼至配線箱設備的標籤上。列印字

體最小可達1.3 mm*，對作業現場的各項應用非

常有幫助。

* 僅限Mk2500 

銘板

使用選購的銘板配件能讓您在市售的銘板上列印文字。列印長度可設定為2至

150 mm，並以0.01%為單位調整。所建立的資料也能用於套

管列印。

* 實際調整值為0.035 mm的倍數近似值。僅限Mk2500支援此功能。

每段落3 行 每行居中對齊，垂直 /水平文字

框型 水平/水平文字

垂直 / 垂直文字

穩定輸送的 送管器

送管器穩定地從捲軸輸送套

管至印字機，避免套管打結。

* 僅限Mk2500 

多樣化的功能為您的工作帶來更多便利性

列印長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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