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印模組列印模組列印模組

PT-E800T (電腦連線機型) / PT-E850TKW (附大型液晶螢幕及中文鍵盤) 

套管/標籤 双列印模組 線號印字機 

PT-E800T  
簡介短片 

PT-E850TKW  
簡介短片 

套管列印

標籤列印

直徑 Ø  2.5 ~ Ø  6.5 mm

PVC套管、熱縮套管

寬度 3.5 ~ 36 mm

護貝標籤帶

(可列印中、英、日文)



● 適用套管直徑 (內徑) Ø 2.5 mm ~ Ø 6.5 mm
     

套管內徑套管內徑

套管列印

速度 解析度 印字高度

360 dpi
6 mm

(使用 Ø 6.5 mm 套管時)

● 套管自動連續半切 (三段切換調整半切深度)

(適用於 Cat.5、Cat.5e、Cat.6、Cat.6a、Cat.7 網路線)

電線裁面積

台灣規格

套管直徑

日本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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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1)  PVC 套管、熱縮套管列印

TR-100BK 套管用碳帶

長度 100 米 (黑色)

市售 PVC 套管

(內緣有爪、無爪皆適用)

市售熱縮套管

(建議使用黑色以外的顏色)

主機特色

●

    

●  透過 USB 與電腦連線，隨機附贈套管及標籤編輯軟體 (繁體中文介面，可列印中、英、日文) 2 套：

  (1) P-touch Editor (功能完整，適合各種進階應用) 及 (2) Cable Label Tool (畫面簡潔，基本操作輕鬆

  上手 )，方便套管及標籤的編排與列印。
    

      

高達40 mm / 秒

進階應用，首選推薦。 基本操作，立即上手。

繁體中文版 繁體中文版

P-touch Editor
教學影片

Cable Label Tool
教學影片

PT-E850TKW 配備大型背光液晶顯示幕及中文

鍵盤(注音、倉頡、簡易倉頡、內碼等輸入模式)，

即使不連接電腦，也能單機輕鬆編輯內容，直接

列印套管及標籤。PT-E850TKW 同時內建 Wi-Fi 

功能，可搭配多款 brother APP 使用。

●  採用一前一後 2 組傳輸滾輪固定並帶動套管前進，

    確保套管列印面的平整，同時可減少滾輪的磨損。

●  內建滾輪自動倒轉功能，可縮短套管前端留白

    長度，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 套管列印適用耗材



● 適用                                       護貝標籤帶
     3.5 mm ~ 36 mm 共 7 種寬度
     

● 內建自動裁刀，可設定全切、半切、連續半切

標籤列印

高達 60 mm / 秒

速度 解析度 印字高度

360 X 720 dpi
32 mm

(使用 36 mm 標籤帶時)

面板標籤、警示

標籤

● 

●  双列印模組，可同時安裝套管及標籤，

          免除繁複的更換手續，使用更順暢便捷。

●  另備有可充電鋰電池及電池基座可供選購，

     即使在無法取得電源的環境，也能順利操作

     機器，列印套管及標籤。

模組(1)
套管列印

模組(2)
標籤列印

可充電鋰電池 電池基座

主機特色

模組(2)  標籤列印

36mm

機器上實用的手柄設計，方便機器的移動，

另備有專為PT-E800T及PT-E850TKW

量身訂做的印字機收納袋可供選購，可收納

機器、變壓器、各種尺寸的套管及標籤帶、

其他工具配件等，造型時尚、堅固耐用。



台灣兄弟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51號17樓之1

電話：(02)2737-0211

技術支援網站：support.brother.com

產品諮詢專線 : (02)2341-2431

授權經銷商

耗材及選購配備一覽表

TR-100BK BAG-001

套管用碳帶
(長度 100 米) 印字機收納袋

$600$500

PA-TC-001 PA-CL-001

套管裁刀組
(耐用 50,000 次 ) 套管清潔器

$500$500

HEAD-001 HEAD-002

套管用感熱頭
(印字高度 6 mm)

標籤帶感熱頭
(印字高度 32 mm)

$2,500$1,000

                           列印套管時                          列印標籤時

鍵盤及顯示幕

列印文字

適用寬度  套管直徑  Ø 2.5 ~ Ø 6.5 mm TZe 護貝標籤帶 (3.5 ~ 36 mm)

秒 / mm06秒 / mm04度速印列

ipd 027 x 063ipd 063度析解印列

電腦連線

內建裁刀 自動裁切 (耐用 5 萬次)
(可設定連續半切或不裁切)

自動裁切 (耐用 3 萬次)
(全切、半切、連續半切)

列印高度 6 mm (使用 Ø 6.5 mm 的套管) 32 mm (使用 36 mm 的標籤帶)

條碼列印

資料庫轉檔

隨機配件

尺寸/ 重量

21 種國際條碼

可讀取 Excel 及 Access 等 Database資料，直接轉檔

電源變壓器 x 1

              36mm 護貝標籤帶  x 1

                 TR-100BK 碳帶 (套管用)

  中文編輯軟體 / 驅動程式 光碟  x 1

品名

供電來源 AC Adapter (AD-9100ESA)
或 可充電鋰電池 ( PA-BT-4000Li, 需另行選購 )

產品規格對照表

PT-E800T / PT-E850TKW 套管/標籤 双列印模組 線號印字機

繁體中文 / 英文 / 日文 / 數字
或 任何電腦可列印之文字

  標準黏性護貝標籤帶  Standard Laminated Tape  長度 8 米 (8 m)
寬    度 36mm 24mm 18mm 12mm 9mm 6mm

價    格 $1,100 $700 $550 $500 $450 $400

TZe-161 TZe-151 TZe-141 TZe-131 TZe-121 TZe-111

TZe-261 TZe-251 TZe-241 TZe-231 TZe-221 TZe-211

TZe-461 TZe-451 TZe-441 TZe-431 TZe-421

TZe-561 TZe-551 TZe-541 TZe-531 TZe-521

TZe-661 TZe-651 TZe-641 TZe-631 TZe-621 TZe-611

TZe-751 TZe-741 TZe-731 TZe-721

TZe-242 TZe-232 TZe-222

TZe-243 TZe-233 TZe-223

  特殊規格標籤帶  Standard Laminated Tape  長度 8 米 (8 m)
價    格 $1,200 $800 $700 $600 $550

TZe-555

TZe-355 TZe-345 TZe-335 TZe-325

TZe-M961 TZe-M951 TZe-M941 TZe-M931

  超黏性護貝標籤帶  Extra Strength Adhesive Tape  長度 8 米 (8 m)
價    格 $1,200 $800 $700 $600 $550

TZe-S261 TZe-S251 TZe-S241 TZe-S231 TZe-S221

TZe-S641 TZe-S631

  纜線標籤帶(可彎曲)  Flexible ID Tape  長度 8 米 (8 m)
價    格 $1,200 $800 $700 $600

TZe-FX261 TZe-FX251 TZe-FX241 TZe-FX231

TZe-FX661 TZe-FX651 TZe-FX641 TZe-FX631

  

  

  
 

 

一般標籤帶(無保護膜) Non-Lami Tape 長度 8 米 (8 m)
價    格 $450 $400 $350

TZe-N241 TZe-N231 TZe-N221

     TZe-N201 (寬度 3.5 mm)

TZe-761

TZe 護貝標籤帶 價格 & 規格一覽表

清 潔 保 養
教 學 影 片

PT-E800T :        無 (需電腦連線)
PT-E850TKW : 配備大型液晶顯示幕及中文鍵盤

PT-E800T :        USB 2.0 
PT-E850TKW : USB 2.0 或 Wi-Fi

PT-E800T :        338 x 188 x 151mm / 3.8 kg
PT-E850TKW : 338 x 188 x 173mm / 4.6 kg 

PA-BT-4000Li PA-BB-003

可充電鋰電池 電池基座

$2,500$5,000

 PT-E800T  PT-E850TKW 

$24,800$18,000

藍底白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