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路型超高速

專業無線行動標籤機系列

• 可列印 3.5 / 6 / 9 / 12 / 18 / 24 / 36mm寬度的護貝標籤帶

• 高速、高解析度列印

• 可使用有線網路* 或是Wi-Fi，透過電腦或是各種手持裝置進行快速連線與列印

• 內建自動裁刀，提供標籤背紙易剝功能

• 標籤可列印影像、各種條碼、符號與邊框

• 可連結資料庫以同時進行標籤大量列印

• 可提供Windows, iOS, 以及Android系統軟體開發工具

• 有多種行動配件，可針對您的需求搭配選購

*僅限於PT-P950W 

P900W / P950NW

使用您的個人電腦、Mac、智慧型手機、或是平板電腦，

透過無線或是有線連結標籤機，輕鬆快速的製作耐久標籤。



提供同級中最高速與最高解析度的標籤列印， 
PT-P900 系列專業標籤機可列印最寬達36mm的

標籤帶。將需要標示的文字、影像、條碼、標誌

等等，列印到Brother護貝標籤帶上。不論是黏

貼於戶外或是室內，都可以長時間耐用持久。可

選擇使用有線或是無線網路進行連接，還有眾多

可選配件，可依照您的特殊需求搭配使用。

重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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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列印 3.5 / 6 / 9 / 12 /18 / 24 / 36mm寬度的護貝標籤帶

最大列印高度 32mm，邊界更縮小，可列印更多內容

高達 360dpi 解析度，文字、影像與條碼清晰銳利 

超高速列印達每秒 60mm

USB and Wi-Fi 連接性

有線網路連接性 (10/100 Base-TX)

內建自動裁刀提供全切/ 半切/ 連續半切功能

提供免費專業標籤編輯軟體 (P-touch Editor for PC/Mac)

提供軟體開發工具，製作客製化列印軟體與apps

可合併在Excel, .csv以及MSDE/SQL 資料庫中的文字，提供同時標籤大量列印

可列印一維、二維條碼

免費iOS/ Android 標籤列印App，手持裝置也可輕鬆製作標籤

可選配電池座與可充電式鋰電池

可選配RJ25 to DB9M 序列阜

可選配藍牙接收器

可選配安裝具有LCD背光螢幕的觸控面板，提供標籤機單機操作便利性



提供各式寬度(3.5~36mm)、標籤底色與文字色彩

的組合，只需保留極小邊界的列印高度，加上超高

速與超高解析度的列印功能，這兩台專業標籤機能

夠讓您的設備管理、文件歸檔與資產標示更簡單便

利，隨時隨地都能製作出您需要的標籤。

P9系列兩款產品都可使用免費的 Brother P-touch 
Editor標籤編輯軟體，在Windows 或是Mac 介面

輕鬆製作標籤。此款軟體功能非常強大，可以製作

業界標準的一維或2維條碼，匯入公司標誌或是其

他圖檔，也可讓你使用電腦中安裝的字型。您可連

結到Microsoft Excel 工作表 或是.csv 檔案來快速

有效率的大量列印標籤。

專業標籤列印機，可完成各式

標籤列印

免費專業標籤編輯設計軟體，

適用於PC 與 Mac

這款簡潔俐落的桌上型標籤印製機可以USB, Wi-Fi
來與您的個人電腦或是Mac 做連結。PT-P950NW 
還可使用10/100 Base-TX 網路連結阜來與有線網

路連線，此款型號另外可選購安裝藍牙模組來與藍

牙相關裝置（如條碼掃描器等）做連接列印。

有線、無線與藍牙連結性



無須開啟電腦，隨時隨地都可使用智慧性手機或是

平板來製作標籤。 Brother iPrint & Label app 可將

您的iOS 或是Android 裝置無線連接至標籤機，輕

鬆設計與列印各式標籤。或如果您需要做工業纜線

或通訊設備等的標示，可利用另一款Brother Cable 
Label Tool app來製作相關線材、面板或是電箱設備

等的專業標籤。

軟體與app 開發商可以使用多種適用於Windows, 
iOS以及Android設備的開發工具來讓標籤列印功

能結合進您自身的軟體或是apps中。這使得各種

需要耐用標籤的客製化解決方案，變得易於實現。

用智慧型手機或是平板電腦，

列印標籤超Easy

將標籤列印作為完整解決方案

的一環

可依據需求，半切或是全切長串的不同標籤，智

慧型自動裁刀，張張好撕易貼。

自動裁刀，列印出的標籤易撕

好貼



總是會有一些場合，無法穩定供應AC電源，如建

築工地或是行動工具推車等等。這個時候可供選

配的鋰電池，就能大大支援標籤機的行動力。

可隨時隨地，列印所需標籤

PT-P950NW 具備可選配的外接式觸控螢幕，無須

連結電腦，只要輕觸按鍵，便可直接選擇預存的標

籤檔案進行列印。便利的單機操作，相當適用於食

品業、醫療照護與實驗室相關產業。

只要先將標籤預先設計好，上傳到指定按鍵位置，

之後便可隨時印出。更棒的是，此系列標籤機也有

內建時鐘，適用於需要時間標示需求的標籤，如 
“保存期限＂ 或是 “列印時間＂ 等。

不需連接電腦也可列印標籤

可選配件

PA-BB-002

外接鋰電池底座

PA-BT-4000LI

充電式鋰電池

PA-SCA-001

RJ25 to DB9M 連接阜

PA-BI-002

藍牙介面

PA-TDU-003 

觸控面板及螢幕 (可供
標籤機單機操作，僅
限於PT-P950NW使用)



Brother P-touch TZe 護貝標籤帶

與其他標籤帶不同，Brother P-touch 護貝標籤帶由六層材料組成出輕薄又相當耐用持久的標籤。透過熱轉

印碳帶成像的字體，會被上下兩層PET 護貝膠膜緊緊包覆住。經過各種極端測試，包含溫度、摩擦、化學

藥品與陽光照射，結果顯示Brother P-touch 較其他品牌標籤帶更為持久耐用，專業級的可靠品質，讓您使

用起來更為安心。

抗高低溫

護貝標籤帶被放置於溫度 -80C至 +150C的環境中，超過

240個小時，標籤字體依舊清晰未受影響。

抗紫外線褪色

在實驗室中模擬一年的陽光照射，標籤字體依舊清晰未

被影響。

防水與化學藥劑侵蝕

將黏貼標籤的玻璃板浸入水與數種化學藥劑中，兩小時

後，標籤字體依舊清晰未受影響。

耐摩擦測試

護貝標籤帶經歷一公斤重的磨砂機，來回摩擦50次後，

標籤字體依舊清晰未受影響。

通過實驗室各種嚴格測試

Brother P-touch 護貝標籤帶通過實驗室的各種嚴格測試，您可從以下知道實驗成果。

護貝經得起考
驗

抗化學物質 耐高／低溫 耐陽光侵蝕褪色 耐磨 防水 強黏附力 易撕剝



TZe 標籤帶

寬    度 36mm 24mm 18mm 12mm 9mm 6mm

標準黏性護貝標籤帶  Standard Laminated Tape  長度 8 米 (8m)

價    格 $1,100 $700 $550 $500 $450 $400
透明底黑字 TZe-161 TZe-151 TZe-141 TZe-131 TZe-121 TZe-111
白底黑字 TZe-261 TZe-251 TZe-241 TZe-231 TZe-221 TZe-211
紅底黑字 TZe-461 TZe-451 TZe-441 TZe-431 TZe-421
藍底黑字 TZe-561 TZe-551 TZe-541 TZe-531 TZe-521
黃底黑字 TZe-661 TZe-651 TZe-641 TZe-631 TZe-621 TZe-611
綠底黑字 TZe-751 TZe-741 TZe-731 TZe-721
白底紅字 TZe-242 TZe-232 TZe-222
白底藍字 TZe-243 TZe-233 TZe-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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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底金字 TZe-354

黑底白字 TZe-355 TZe-345 TZe-335 TZe-325

銀底黑字 TZe-M961 TZe-M951 TZe-M941 TZe-M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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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底黑字 TZe-S261 TZe-S251 TZe-S241 TZe-S231 TZe-S221

黃底黑字 TZe-S641 TZe-S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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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底黑字 TZe-FX261 TZe-FX251 TZe-FX241 TZe-FX231

黃底黑字 TZe-FX661 TZe-FX651 TZe-FX641 TZe-FX631

熱縮套管  Heat Shrink  Tube  長度 1.5 米 (1.5m)
價    格 $1200 $1150 $1100 $1050 $1000

白底黑字 HSe-251 HSe-241 HSe-231 HSe-221 HSe-211

高速列印標籤帶  High Grade Tape  長度 8 米 (8m)
價    格 $800 $700 $600 僅適用於 PT-9700PC , 9800PCN , 

P900W , P950NW白底黑字 TZe-S251 TZe-S241 TZe-S231

電印專用帶  Stencil Tape 長度 3 米 (3m)
價    格 $800 $700

電印專用帶 STe-251 STe-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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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底黑字 TZe-N241 TZe-N231 TZe-N221

白底黑字 TZe-N201（寬度 3.5mm）

選購配備 Options
價    格 $600 $600 $800
隨行

收納袋

AD-24
變壓器

TZe 標籤帶，HG 標籤帶 價格 & 規格一覽表



標籤列印

有線連結

USB: Windows® (USB1.1, 2.0, 3.0 protocol) | Mac (USB 1.0, 2.0 protocol)
Network: 10 Base-T/100 Base-TX (PT-P950NW 適用)
Serial: RS-232C (for printing with ESC/P commands only. Requires optional serial adapter)

Wireless Direct: IEEE802.11n | Ad-Hoc mode: IEEE802.11b | Infrastructure mode: IEEE802.11b/g/n | WPS 2.0

無線連結

藍牙連結 (選購配件，PT-P950NW適用)

Bluetooth 2.1+EDR | Profiles: SPP, OPP

標籤機編輯專業設計軟體

可連結存取在Microsoft, Excel (Windows) 和 .csv(Mac)的文件
可選擇任何PC / Mac內建的字型製作客製化標籤
支援圖像格式 (.bmp, .dib, .jpg, .tif, .ico, .wmf)
特殊電纜標籤-可輕鬆製作標籤在電纜、配線盤、面板和開關

可自動化調整現在或未來的日期/時間

條碼支援

1D: CODE39, CODE128, ITF 2/5, EAN13, EAN8, UPC-A, UPC-E, CODABAR, GS1-128 (UCC/EAN128)
2D: QR Code, PDF417, Data Matrix, Aztec Code, RSS-14 (Standard, Truncated, Stacked, StackedOmni), RSS-Limited, RSS 
Expanded (Standard, Stacked)

尺寸及重量

118mm (w) x 192mm (d) x 146mm (h) | 1.48kg (PT-P900W) / 1.51kg (PT-P950NW)

包裝內附

36mm白底黑字標籤帶
AC整流器
USB連接線
使用手冊

可列印 3.5 / 6 / 9 / 12 / 18 / 24 / 36mm寬度的護貝標籤帶
最大字體列印高度可達32mm
列印解析度達 360dpi 可列印清晰文字、圖片以及條碼  
列印速度達每秒 60mm
內建自動裁切功能

標籤長度最短 4mm / 最長1m
最多可列印17行文字

多張列印：1~999張

列印模式

P-touch Raster | ESC / P | P-touch Template

適用標籤帶類別

TZe標籤帶3.5mm至36mm
HSe 熱縮管套5.8mm至23.6mm

產品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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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籤帶長度依種類有所不同。
＊＊特殊標籤帶，色彩可能無法檢出。

台灣兄弟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51號17樓之1
免付費客服專線：0800-600-211
www.brother.tw

Brother International Taiwan Ltd.
與您共創美好環境

Brother印表機及原廠耗材，均由日本科技團隊精心研發而成，無論印表
機的機械結構、碳粉或墨水的配方、碳粉匣或墨水匣的設計，一律經過
精確調製、專業改良，互相配合成為優質結晶，為廣大用戶帶來極致完
美的列印效果。因此，唯有選用Brother原廠耗材，才可確保列印品質，
免除不必要的煩惱及支出！
Brother提醒您，若因使用非原廠耗材而帶來的損害不在保固範圍之內。

微軟，Windows作業系統包括Windows Vista作業系統及其他微軟相關產品及標示皆為美商微軟
公司註冊商標，適用於美國及其他地區。Mac之產品名稱及標示為蘋果電腦註冊商標，適用於
美國及其他地區。Brother及其標示為日本Brother Industries Ltd.之註冊商標。規格依公司公布為
主，如有變更，不另行通知。所有註冊商標皆為各廠商註冊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