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持久便捷打印解决方案
BradyPrinter M611移动标签打印机， 

附Brady Workstation移动应用或桌面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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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BradyPrinter M611解决方案

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在传统办公环境之外完成，拥有合适的工具变得日益重要。而且，移动技术的进步使移动设
备在日常个人和职业生活中占据更大的比重。利用基于Brady Workstation软件支持的BradyPrinter M611便携式
打印机，您可以将移动设备的便利性与贝迪打印机可靠的打印功能相结合。这个完整的解决方案为您提供了多种
省时省力的优点，包括：

 l 随处打印的性能：无论您是在办公室还是在现场，均可轻松获取数据并继续打印
 l  快速生成标签软件：现场利用Brady Workstation Express Labels移动应用创建和编辑标签，让您在第一时间完成
工作

 l 作业持久性：耐用电池和坚固设计实现全天候打印 
 l 工业测试材料：利用持久材料完成标识作业

该打印机适用于多种用途，包括：

 l 信息通讯技术（ICT）或数据通信
 l 实验室
 l 制造业

BradyPrinter M611便携式打印机
需搭配Brady Workstation移动应
用或桌面软件使用

BradyPrinter M611便携式
打印机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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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持久便捷打印解决方案

 l 资产跟踪
 l 通用标签
 l 以及更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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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打印
还记得每次遇到标识类项目，就要在办公室和现场之间来回奔波，浪费时间来拿取新标签的痛苦吗？忘掉这一切
吧！完善的BradyPrinter M611便携式打印机和Brady Workstation软件解决方案将为您抹去办公室和现场之间的
距离。有了这款移动软件和便携打印机的结合，您就可以自由地将数据从办公室发送到现场，为现场工程师提供
他们完成工作所需的一切。工作完成后，得益于贝迪采用的高性能材质，标识能够保存较长时间。

您的一站式便携打印站

Brady Workstation Express Labels移动应用让打印变得便捷而简单。这款设计简明易懂
的软件采用了触屏技术，包括触控式标签尺寸调节，以及可流畅输入的原生键盘，让标
签制作变得更加快速和轻松。让标签制作更趋便捷的是，这款应用具有自动保存功能、
帮助您轻松输入标签数据的工具，以及易用的编辑工具，让您的标签类项目一帆风顺。

在办公室创建的标签文件 标签被上传到云端 标签在现场打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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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设计
BradyPrinter M611便携式打印机让您无论在现场还是办公室，都能实现轻松打印。这款中批量工业打印机能够耐受
户外现场的严苛条件，小巧紧凑的设计则意味着即便在拥挤和狭窄的地方也能轻松打印。此外，内置的锂离子电池
能保障您的全天作业。即使电量耗尽，您也无需为此而放慢工作的脚步，举手之间，您就能轻松充电。通过蓝牙和
无线网连接功能，以及众多网络连接选项，这款打印机能以您需要的方式来获取数据。

300dpi的打印分
辨率，确保清晰打
印效果

3.5英寸（88.9毫米）
彩色触屏

加固橡胶防护垫

自动切刀

可充电锂离子内置电池
及交流电源（自带）

USB线和USB2.0
接口(A类和B类)

无线网和蓝牙

轻松装料设计，
搭配大包装卷纸

模切、连续和自定义
标签，最长可达2英寸
（50.8毫米）

自动标签格式调整功能， 
采用智能芯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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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您提供理想的标签产品
贝迪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凭借超过100年的标识经验以及严格的研发测试，贝迪制造您可以信赖的材料。

BradyPrinter M611便携式打印机的材料采用智能芯片打印技术，让您快速推进工作进度。这一技术能实现打印机、
标签和软件间的协同工作，实现更高效的标签设置。这一切都包括在材料嵌入的智能芯片中，它可存储材料的大
小、类型、颜色、数量和兼容性，并设置适当的打印设置和打印速度安装后，芯片将信息发送到打印机和桌面软
件，并将其显示在屏幕上，从而带来节约时间和成本的多项效益，包括：
 l 减少设置耗时
 l 减少标签错误
 l 精准标签打印
 l 减少材料浪费

光纤标签

接线盘标签

电路板标识

自覆膜标签

控制面板标签

实验室容器标签

电缆标签

终端接线盒标签

安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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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及配件
产品目录 # 描述

M611-AM-BT-W BradyPrinter M611蓝牙/Wi-Fi AC*

BMP-MAGNET-2 BradyPrinter M611磁扣

BMP-HC-2 BradyPrinter M611专用硬壳箱

BMP-PACK-2 BradyPrinter M611专用单肩背包

产品目录 # 描述

BMP-STRAP-1 背带

M-AC-143110 交流适配器和电池充电器

PCK-5 清洁套件5件套

搭配便捷配件

适用于多种工作环境BradyPrinter M611便携式打印机有多种配件可选，能够让您更轻松地完成工作。

*  打印机配有交流适配器/电池充电器，USB 2.0电缆，实用绑带，PTL-97-488标
签材料，M61-R4310色带和USB闪存驱动器（含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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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yPrinter M611打印机技术规格

打印机
打印机名称 BradyPrinter M611

打印分辨率 热转印，300 dpi

最多打印行数 25

打印速度 1.33 英寸/秒（33.8 毫米/秒）

键盘类型 仅外接，无自带键盘

尺寸 10.974 英寸（长）x 4.459 英寸（宽）x 4.553 英寸（高） 
(278.75 毫米 x 113.27 毫米 x 115.66 毫米)

重量 1.6 公斤 
（搭载打印媒介和色带）

保修服务 1年

包胶模/加固 有，底座

工作温度 40 至 120 °F（5至49 °C）

湿度 10% 至 90% (无凝露)

存放温度  -24 至 140 °F （-30至60 °C）

连续或模切标签 连续和模切

便携性能 便携

性能
内存 512 MB内存/256 MB闪存

切刀类型 自动

切割选项 不同标签间切割，或打印完成时切割

切割后保留标签 否

每天标签数（平均） 750

电池寿命指示器 有

标签计量表 
（卷纸剩余量） 媒介和色带

错误信息 LCD触屏显示

可穿戴选项 自带单肩背包

掉落测试 按照MIL-STD-810G标准进行掉落测试：4英尺高掉落

电源

电源供应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交流电源适配器/电池充电器/车
载充电器

自带电池 有，不可移除

电池寿命（平均） 3000个标签

可充电电池 有，内置锂离子电池（3200 mAH）

充电时间（估计） 4.5小时

充电选项 内置

电压 110-240V

自动关机 用户可设置，5至30分钟

显示
LCD类型/尺寸 定制的3.5英寸（88.9毫米）彩色LCD屏 (QVGA)

LCD分辨率 320 x 240像素

LCD字符 取决于字体大小

LCD背光 有，用户可设置

连接与接口
连接选项 蓝牙、无线网、USB 2.0

PC连接选项 USB线、无线网

数据导入 否

软件兼容性 需要Brady Workstation Express Labels移动应用
(IOS/Android)，或Brady Workstation桌面软件

媒介
类型 色带和胶带，以及大包装卷纸

标签装载位置 顶部

标签输出位置 顶部

兼容媒介

BPTL、BPTDS、BPSPT、BPTLTB、PTL、 
PSHT、PTLEP、
PTS、PTLFP、PSPT、PTPSL、PSFR、PTPS、 
PTLSL、BM71、
M61、M61C、BM61C，可定制

墨盒内存 有

最大打印宽度 1.92 英寸 (48.76 毫米)

最大打印长度 40.00 英寸 (1016 毫米)

最大衬纸宽度 2.25 英寸 (57 毫米)，带衬纸

媒介宽度 从0.235到2.00 英寸 (6.4到50.8 毫米)的多种尺寸

最小媒介宽度 0.235 英寸 (5.969 毫米)

最低标签高度 0.236 英寸 (5.99 毫米)

衬纸宽度
0.812 英寸、1.062 英寸、1.312 英寸、 
1.562 英寸、1.812 英寸、 
2.250 英寸 (20.624 毫米、26.974 毫米、 
33.324 毫米、39.674 毫米、46.024 毫米、57.15 毫米)

自带媒介 PTL-97-488、M61-R4310

备件数量  600+

彩色打印能力 同标签单色打印

可用媒介颜色
媒介：白、黄、灰、绿、橙、红、透明、银、蓝、
棕、紫 
色带：黑、白、蓝、红

色带 兼容以M61-Rxxx起始的色带

墨盒宽度检测 有，来自软件

墨盒设置检测 有，来自软件

定制标签 有

字体、图像、符号
字体 有，由软件设置

文本大小 有，由软件设置

字体数量 有，由软件设置

符号数量 有，由软件设置

特殊字符 有，由软件设置

符号 有，由软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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