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IKIO PRICE TAG DUPLEX
在塑料卡片上双面打印价格标签的高级解决方案

Edikio Price Tag Duplex 是一款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可以在塑料卡片上印制精美的价格标签，它是大批量双面彩色或单色打
印价签的理想选择，专为高端用户设计，满足零售行业快速制作多种尺寸价格标签的需求

使用简单，易于上手

Edikio Price Tag Duplex的多种功能助你轻松设计个性化商品价签

使用以下用户友好界面创建价格标签：

• 多合一视图，一目了然地访问您的名片设计和项目列表

• 满足您多种商品品类图标的需求，预先设计的模板和示例数据库列表

• 独家Edikio 粉笔字体

• 标签架标识位置以可视化的形式在您的卡片设计上展示

• 图形向导，可从Excel文件导入数据并进行双面打印

• 锁定功能可防止意外更改

软件还包含简单有用的功能，例如：

• 自动检测自上次打印以来的价格更新

• 从外部数据库自动刷新

• 选择价格格式和货币的简便工具

• 轻松备份和还原数据

• 搜索工具栏，突出显示结果

DUPLEX是大型零售商的理想选择： 
超市
烘焙店
熟食店
甜品店
精品店
奢侈品店 
自助餐饮 
酒庄、酒窖等

* 更多详情，请登录www.edikio.com/food-contact-compliance

Edikio Duplex 打印机 
配备 LCD 触摸显示屏

Edikio Price Tag 价格标签
软件——高级版

  耗材专为食品零售行业所设计*:

•   200 张信用卡规格的黑色卡片
（85.60 × 53.98 毫米）

•   1白色色带，可打印 1000 张信
用卡规格的卡片



产品参考编号 ED1H0000CD-BS003

打印机
Edikio Duplex
单面，彩色和单色的边到边打印   

（边距 ：彩色为 0.4 毫米 / 在白纸上的单色打印为 0.7 毫米）

包含耗材
- 1 卷白色色带，可打印约 1000 张
- 200 张信用卡规格的黑色卡片（85.60 × 53.98 毫米，厚度 0.76 毫米

包含软件
Edikio Price Tag software -  价格标签软件 - 高级版本 
包括适用于macOS和Windows®的驱动程序（Edikio Printer Suite）

可兼容的卡片
PVC卡片

信用卡规格 ISO CR80 - ISO 7810 ：85.60 × 53.98 毫米

卡片厚度 0.5 mm - 0.76 mm (20mil - 30 mil)

色带管理
自动识别和安装色带  
色带不足 / 用完的图像通知（Windows®）

打印技术
彩色热升华（1600 万色）、单色热转印、300 dpi 打印头、打印分辨率高

达 600 dpi

打印速度
白色打印: 490 张卡 / 小时 (7,3 秒 / 卡)
黑色打印: 600 张卡 / 小时 (6 秒 / 卡)
YMCKO 彩色打印: 185 张卡 / 小时 (19,5 秒 / 卡)

卡片装载器 / 托盘 100 张卡/100 张卡 (卡片厚度 0.76 mm))

尺寸 (H x W x D)/打印机重量 247 mm x 205 mm x 383 mm, 4.02kg

最低/最高工作温度: 15°C / 30 °C

连接方式
USB (1.0, 1.1, 2.0, 3.0)
以太网
无线网络 (选配)

内含产品

1 x Edikio Duplex 打印机

1 x Edikio Price Tag 价格标签软件 – USB
200 张信用卡规格的黑色卡片

1x 白色色带约打印1000次 
1x 启动清理套件 
1x USB 连接线 (1.80 m), 电源和电源线

质保 3 年，可延长质保到 4 年

系统配置要求

Windows® 7 更高系统（ (32 or 64 bits) 
Mac OS 10.12 更高系统（ (64 bits) 
- 
2 GB内存 
2.5 GB 硬盘空间 
1024 x 768 屏幕分辨率 
1 USB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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