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T-D600

LABELS THAT STICK.

• 大型彩色圖像背光顯示幕
• 寬闊的電腦式鍵盤
• 附自動裁刀
• 內建可編輯的標籤設計，方便一般應用
• 可列印 3.5 / 6 / 9 / 12 / 18 / 24mm (公釐) 的標籤

PT-D600 專業型-
單機/電腦連線兩用彩色背光螢幕
標籤機

可與電腦連線的桌上型標籤機，

並配有標籤設計軟體與彩色螢幕



技術規格

PT-D600

附自動裁刀 可透過電腦或Mac列印標籤 高解析度彩色顯示幕 含1412種符號、99種外框

P-touch D600標籤機配有使用方便的整合功能，可製作出耐用、防褪色的中、英日文標籤。另配有全功能的
P-touch Editor標籤設計軟體，讓您也可以直接透過電腦或Mac製作標籤。
附有標籤預覽功能的大型彩色液晶顯示幕，以及寬闊的電腦式鍵盤，讓您得以輕鬆製作出各種不同色彩、尺寸

的標籤。

總覽
硬體類型 桌上型 
鍵盤 Qwerty、數字、注音
顯示器類型 背光LCD液晶顯示幕 
LCD顯示幕 3行，每行20個字元
內建語言 英文

 中文 (注音、倉頡、簡易等三種輸入法) 
 日文 (符號區選擇輸入) 
進料捲盤 有

纜線標籤功能 3種 (纜線包覆、纜線旗幟、面板標示) 
標籤設計範本 25種
標籤機
列印引擎 熱感式

列印速度 每秒30 mm (公釐)
列印解析度 180dpi / 180 x 360dpi (高解析度模式)
模擬技術 光柵模式

最大列印高度 18mm (公釐)
最大列印長度 300mm (公釐)
標籤帶裁刀 自動

標籤帶長度設定 自動 / 30mm-300mm (公釐)
標籤帶長度 標準款：8公尺＊

標籤帶色彩檢測功能 有＊＊

內附標籤帶型號 TZe-251 (24mm白底黑字護貝標籤帶，4公尺)
字型 英文：Helsinki / Tennessee
 繁中/ 平假名 / 片假名 : Gothic
字級 7種
 Auto / 6 / 10 / 13 / 19 / 26 / 38 / 51pt
字體 6種 (一般、粗體、中空、陰影、實體、斜體)
字寬 5種 (x2, x3/2, 一般, x 2/3, x1/2)
外框背景 99種
字元與符號 9958個字元 / 1412種符號
日期時間功能 有

記憶體  文本緩衝 280 個字元 / 標籤緩衝 2,800 個字元
條碼 9 種 (CODE39, ITF 2/5, EAN13, EAN8, UPC-A,
  UPC-E, CODABAR, GS1-128(UCC/EAN128),   
 CODE128)
自動編號 / 套用格式  有
加底線功能 有

多行列印 7 行
多張列印 有 (1-9 張)
鏡像列印 有

縱向列印 有 (可在樣式設定裡選取)
列印預覽 有 (標籤 / 列印預覽)

軟體
供應軟體 Windows: P-touch Editor 5.0, Printer Driver 
 Mac: P-touch Editor 5.0, Printer Driver

連線
介面  USB
作業系統  Windows 7® / 8® (32&64bit), Vista® 
 (32&64bit)  Mac OS X 10.6 或更高版本

耗材
標籤帶類型  TZe 護貝、無護貝標籤帶、燙印布質標籤帶
標籤帶寬度 3.5, 6, 9, 12, 18, 24mm (公釐)

重量與尺寸
尺寸  201x86x192 (WxHxD) mm (公釐)
重量 940 克 (不含標籤帶及電池)
含紙箱尺寸 265x125x323 (WxHxD) mm (公釐)
含紙箱重量 1.65 公斤

可選用配件 
可選用電源 (未含)  3 號鹼性電池 x 6 顆

電源
電池 (未含)  3 號鹼性電池 x 6 顆 (LR06 / Ni-MH HR06 x 6 顆) 
AC 電源變壓器  (AD-E001) (含)
自動關機功能 使用電池餘 5 分鐘、使用 USB 餘 60 分鐘
  使用 AC 電源變壓器餘 8 小時

其他
符合能源之星標準 有

保固 1 年
包裝內容物 PT-D600 標籤機、使用說明書、USB 連接線
 AC 電源變壓器 (AD-E001)
 TZe-251 標籤帶 (24mm 白底黑字標準黏性護
 貝標籤帶，4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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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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