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概况

1、购买BMP91时，您会收到哪些产品？

  您会同时收到以下在标准配置包中的物品：

■ BMP91-C打印机

■ 交流电源

■ USB连接线

■ Tubing Mark软件光盘和打印驱动

■ 一卷色带

■ 手提箱

■ 快速操作指南和用户手册

2、包括锂离子电池吗？

电池为选配项，可单独购买。仅BMP91 ES-BATT标

配电池。

3、只能用200m的色带打印吗？

200米的打印色带有助于减少更换色带的频率，使

您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其他工作。

4、BMP91有内存储存打印模板和之前的打印文件吗？

BMP91最多可储存50个套管文件、50个标签文件和

20个套管打印模板、20个标签打印模板。

5、BMP91打印机是否支持外部存储设备，如USB？

是的。BMP91支持外部USB存储设备。

6、BMP91打印机支持什么类型的文件？

BMP91支持贝迪特有的BDF和通用的CSV格式。

二、使用BMP91打印

7、BMP91套管和标签打印机支持什么类型的打印介质？

BMP91支持四种主要的打印介质：PVC套管、热缩

套管、贝迪原装盒装热缩套管和工业标签。

8、除了已经列出的打印介质，我能否用BMP91打印客

户定制的和自选的材质吗？

目前，BMP91仅支持上述列出的打印介质。

9、我该如何往BMP91中加载不同的打印介质？

PVC套管和热缩套管可直接从外部送入打印机，贝

迪原装标签和热缩套管盒可从打印机内部装载。详

细操作可见用户手册。

10、BMP91的打印速度是多少？

套管打印速度是35段/分钟（20mm/段)，标签打印

速度是25mm/秒。

11、由于色带或打印介质用完（不干胶标签/热缩套管/ 

PVC管）造成打印中断，会发生什么？

一旦新色带或打印介质安装好，打印机将恢复到作

业中断点继续打印。

12、什么是后台打印模式？

BMP91允许您无需等

待当前任务完成就可

以编辑新的任务，减

少等待时间。

13、长时间使用打印机后需要停机以避免打印头过热吗？

不需要，工业级的专业设计保证BMP91长时间无故

障，表现出色。

三、配合Tubing Mark软件使用

14、我可以连接BMP91到自己的电脑上使用Tubing 

Mark软件吗？

可以。Tubing Mark软件可轻松实现打印文件的快速

建立、编辑及打印。

15、BMP91打印机支持哪些操作系统？

BMP91打印机支持Windows® XP, Windows® 2003, 

Windows® Vista和 Windows® 7操作系统。

四、配合电池打印

16、电池的电量可以使用多长时间？

一旦充满电，电池可持续打印达2小时。

17、我可以边使用打印机边为电池充电吗？

可以。两者可以同时进行。

18、我可以给电池单独充电吗？

可以。即使电池没有安装在打印机上，也可以充电。

19、打印机与电脑连接时可以充电吗？

不能通过电脑进行充电。

五、保养和维修

20、我该每隔多少时间清理打印机？

清洁频率取决于不同因素，如使用频率、打印量、

使用场地和存放环境等，这些都应被纳入考虑范围。

为了确保您正确和有效地维护打印机，请参阅

BMP91打印机用户手册中的清洁与保养内容。

21、如果需要维修和更换，我该联

系谁？

您可以联系当地的授权经销商

或贝迪的技术部门以了解更多

的维修和更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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