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特性
 打印方式： 热敏及热转印（可选）
 分辨率： 203 dpi

更多标准特性



Element Energy Equalizer® (E3®) 实现顶级打印质量



USB 2.0 和 RS-232 串行端口



双重介质传感器 — 传输式及反射式感应技术，可通过软件或前面板选择



介质具有吊架，适用于 1 英寸（25 毫米）至 3 英寸（76 毫米）卷芯直径的介质



配备打印头开启锁的侧边加载金属打印机制

打印机规格
分辨率： 203 dpi（8 点/毫米）
300 dpi（12 点/毫米）
内存： 128MB 闪存，128MB RAM
打印宽度： 4.09 英寸/104 毫米
打印长度： 203 dpi： 157 英寸/3988 毫米和 300 dpi： 73 英寸/1854 毫米（可选）
打印速度： 203 dpi：
6 英寸（152 毫米）/秒
300 dpi：
6 英寸（152 毫米）/秒
介质传感器：反射式，传输式

介质特性
最大标签和底纸宽度： 0.75 英寸/19.4 毫米至 4.50 英寸/114 毫米
最小标签和底纸宽度： 0.75 英寸（19.4 毫米）
最大标签和底纸长度：最大非连续纸： 39 英寸/991 毫米
卷芯直径： 8.0 英寸（203 毫米）外径，3 英寸（76 毫米）内径卷芯
6.0 英寸（152 毫米）外径，1 英寸（25 毫米）内径卷芯
介质厚度： 0.003 英寸/0.076 毫米到 0.010 英寸/0.25 毫米
介质类型：连续纸、模切纸、凹口纸、黑标纸

碳带特性

外径： 300 米 = 2.7 英寸/68.6 毫米；450 米 = 3.2 英寸/81.3 毫米
标准长度： 984 英尺/300 米或 1476 英尺/450 米
碳带宽度： 1.57 英寸/40 毫米至 4.33 英寸/110 毫米
碳带设置： 碳带墨面向外卷绕
卷芯内径： 1.0 英寸（25.4 毫米）

工作特性
工作温度 TT： 工作温度： 40°F （5°C） 至 104°F （40°C）
热转印 DT： 工作温度 32°F （0°C） 至 104°F （40°C） 热敏存储温度： -40°F （-40°C） 至 140°F （60°C）
工作湿度： 20% 至 85%（无冷凝）
存储湿度： 5% 至 85%（无冷凝）
能源之星认证的通用自适应（符合 PFC 标准）电源 100-240V 交流电；47-63 HZ。 非 90 - 265V 交流电；48 - 62Hz
机构认证



IEC 60950



EN 55022 Class B



EN55024



EN 61000-3-2



EN 61000-3-3

物理特性
宽度： 9.5 英寸/242 毫米
高度： 10.9 英寸（277 毫米）
深度： 17 英寸（432 毫米）
重量： 20 磅（9.1 千克）
装箱重量： 25 磅（11.4 千克）

相关产品
选项

工厂安装打印机选项



热转印卷芯对卷芯碳带处理系统



打印头 300 dpi（12 点/毫米）



前置式被动剥离器选件，不带回卷轴



前置式切纸器



底纸回卷仅限 ZT230，回卷整卷 8 英寸底纸卷（包含剥离器选件）

现场安装打印机选件



可提供更多可缩放平滑点阵字体



打印头 300 dpi（12 点/毫米）



前置式被动剥离器



前置式切纸器



内部并行端口选项



ZebraNet 10/100 Print Server® 支持 10/100 以太网网络内部集成选项，可启用 ZebraLink Webview（网页
视图）和 Alert（警报）功能。



ZebraNet n Printer Server® 通过内部集成选项支持 802.11 a/b/g/n 网络



独立应用程序的实时时钟 (RTC) 日期/时间



键盘显示器 (KDU) 选项 输入可变数据并检索存储的独立应用程序表格（需要配 DB9 串行电缆的零调制解
调器）。

通讯和接口功能



内部并行端口选项



ZebraNet® 10/100 Print Server® 支持 10/100 以太网网络内部集成选项，可启用 ZebraLink Webview（网
页视图）和 Alert（警报）功能。



ZebraNet® n Printer Server® 通过内部集成选项支持 802.11 a/b/g/n 网络

编程语言
核心编程语言： EPL-Page Mode、ZPL I/ZPL II

条码/识别码制
条码维数 "X" 维：
— 栅栏（非旋转）方向：
203 dpi = 4.9 密尔至 49 密尔
300 dpi = 3.3 密尔至 33 密尔
— 阶梯（旋转）方向：
203 dpi = 4.9 密尔至 49 密尔
300 dpi = 3.9 密尔至 39 密尔
条码比率？ 2:1、7:3、5:2、3:1
一维码： Code 11、Code 39、Code 93、带有子集 A/B/C 的 Code 128 和 UCC Case Codes、ISBT-128、UPC-A、
UPC-E、EAN-8、EAN-13、UPC 和 EAN 2 位或 5 位数字扩展、Plessey、Postnet、Standard 2-of-5、Industrial 2-of-5、
Interleaved 2-of-5、Logmars、MSI、Codabar 和 Planet Code
二维码： Codablock、PDF417、Code 49、DataMatrix、MaxiCode、QR Code、TLC 39、MicroPDF、RSS-14（和复
合材料）、Aztec

字体和图形



字体 A、B、C、D、E、F、G、H 和 GS 可最大扩展 10 倍，高度和宽度不受约束。 但是，字体 E 和 H
（OCR-B 和 OCR-A）在扩展时视为“不合规格”。



平滑可缩放字体 0（CG Triumvirate™ 粗体压缩体）在保持边缘平滑的同时，可逐点扩展，高度和宽度独立。
最大字符尺寸取决于可用内存。



通过软件控制可获得的 IBM Code Page 850 内部字符集有 A、B、C、D、E、F、G 和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