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简易标签打印
一切尽在掌控   

BradyPrinter S3100  
标识标签打印机



触手可及的创建与打印

BradyPrinter S3100让标识标签打印变得更加容易。这种易于使用的独立打印机旨在满足您对各种设施的

识别需求，从而节省您标签打印的时间以便完成更多任务。

易于完成的设施范围识别：

• 自己动手打印标签。随时随地打印你所需要的标签——无需任何等待

• 触手可及的方便打印。适合在您设施中的多用户区域使用，任何人都可以走过来，现场创建标签并且直

接打印。

• 智能打印技术。快速设置和高速打印让标签打印更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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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打印可以节省时间及成本

正确识别能极大程度减少您设施中的事故发生率。但是，获得预先打印的

标识和标签可能既耗时又昂贵。摆脱预打印标识产品的限制——个性化制

定规格，并且在您需要的时候获得它们。 

贝迪从一开始就能满足您快速便捷的打印需求。为了更好地满足您的需要，全新升级的BradyPrinter S3100，

功能包括：

• 更新的用户界面

• 打印队列

• 更坚固的标签切割机

• 更灵敏的触摸屏

有什么不同?

简单独立打印

BradyPrinter S3100是您在设施现场打印标签的理想选择。易于使用的触摸

显示屏为您的快捷标签打印提供了所需的信息。此外，直观的显示界面提

供了各类标签打印的预定义模板，省去了猜测的烦恼。通过完整的视觉显

示界面，您可以在打印之前清楚看到标签外观——即刻正确打印标签，省

去时间及材料成本。

快速智能打印技术

智能打印技术允许打印机、标签和色带一起工作，提升标签设置效率。一

切秘密都在于嵌入材料的智能芯片——它能存储材料的大小、类型、颜

色、数量和兼容性，并能设定适当的刻录设置和打印速度。安装后，芯片

将信息发送到打印机并在屏幕上显示，从而节约各种时间和成本：

• 缩短安装时间

• 减少标签错误 

• 精确标签打印

• 减少材料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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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合适公司的正确标签材料

贝迪的产品能满足极高的质量标准。凭借100多年的识别经验以及严格的研发测试标准，贝迪能够制造出让您信赖的

材料。

我们的材料被设计用于承受各类工业环境影响——有的甚至可以在户外使用10年之久。您可以从数百种类型不同、大

小各异的标签中选出符合您特定应用的标签产品。

访问BradyID.com/B30-B33Labels，查找材料或者下载标签及色带指南。

管道标志

标签牌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GHS）标签

设备标签

凸起面板标签

电弧保护标签 安全和设施 ID

库存标识

地板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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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胶带，从0.5英寸到4英寸长，
12种颜色选项

室内/室外乙烯基(B-595)
• 用于一般设施和安全标识：我们的高质量工业乙烯基！

• 耐用、低收缩乙烯基，使用我们的超强力粘合剂

• 适用于不规则、弯曲、粗糙和高度质感的表面(油漆煤渣块、不平整

木材、有织纹的塑料、纸套管、粉状表面)
• 适用于“难以粘贴”的低表面能物体(PVC管道、吹塑设备外

壳、ABS塑料、再生塑料)
工作温度：-40°C到82°C 
应用温度：-18°C到82°C 
平均室外使用时间：8-10年 
认证机构：  

低卤聚酯(B-569)
• 低卤材料用于在不锈钢管道表面粘贴标签

• 适用于非常光滑的表面以及刚性面板。
工作温度：-40°C到100°C  
应用温度：-18°C到100°C 
平均室外使用寿命：3-5年

长度从0.5英寸到4英寸连续胶带
16种颜色选项

复古反光胶带(B-584)
• 高反光材料，被光线照射会高亮反射。

• 适用于户外公用设施底座、安全帽、工地设备和屋顶设备的标签。

• 建议在弱光环境或恶劣天气环境中使用
工作温度：-40°C到 70°C  
应用温度：-18°C到70°C(黄色和橙色)，10°C到70°C(银色) 
平均室外使用寿命：4-6年

长度从1.125英寸到4英寸的连续胶带
3种颜色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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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打印预剪切空白标识头(B-595)
• 允许打印机快速打印多色标识——只需一次打印传递

• 6个标头和2个空白标签选项，符合NFPA 70E、 
OSHA 1910.145 和ASME/ANSI Z535标准

• 室内/室外级材料，适用于粗糙、高质地和“难以附着”的表面
工作温度：-40°C到82°C  
应用温度：-18°C到82°C 
平均室外使用寿命：8-10年 
认证机构：  

模切尺寸包括2.25英寸x3英寸和4英寸x6英寸，
以及额外的空白模切尺寸
6个标头和2个空白颜色选项

预打印GHS/CLP化学标签(B-7569)
• 带有预先打印红色菱形的空白标签，允许打印机在单次打印中生成

双色GHS / CLP标签

• 4种尺寸标签，7种菱形布局，匹配打印机应用或贝迪工作站GHS
应用中的模板

• 室内/室外乙烯基和聚酯材料，经久耐用的油墨，能够承受潮湿、

化学品和操作接触影响
工作温度：-20°C到82°C 
应用温度：10°C到82°C 
平均室外使用寿命：3-5年

4种模切尺寸，最大为4.13英寸x 6.1英寸

7种菱形布局选项

预打印化学标签(B-595)
• 单次打印生成5色化学标签

• 室内/室外级材料，能够承受湿气、化学品和操作接触影响
工作温度：-40°C到82°C   
应用温度：-18°C到82°C    
平均室外使用寿命：8-10年 
认证机构：

NFPA菱形以及不同尺寸的彩色条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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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应用材料(B-549)
• 特殊粘合剂，可永久附着在极冷的表面上

• 适用于-23°C环境，并能在-40°C环境下持续使用

• 适用于冷库、冷藏室和冬季短期室外使用
工作温度：-40°C到100°C 
应用温度：-23°C到100°C   
平均室外使用寿命：最高达1年

连续胶带，从1.125英寸到4英寸长
2种颜色选项

凸起型材标签/刻花模板替代标签（B-593）
• 高光泽度，宽凸起型材聚酯标签，超强效粘合剂(0.70毫米宽)
• 高性能、低成本的刻花模板替代品

• 10年室外耐久品质

• 大约4秒完成打印
工作温度：-20°C到100°C  
应用温度：10°C to 100°C  
平均室外使用寿命：最多10年 
认证机构： ® ®c

比雕刻图例版最多节约80%成本！

按钮样式：  
5种按钮大小(包括键控和非键控， 
22.5毫米和30.5毫米孔径。)5种颜色选项

长方形样式：  
7种尺寸，从0.5英寸x1英寸到2.5英寸x3英寸。 
6种颜色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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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整乙烯基(B-581)
• 强力粘合剂，既能保持原状，也能轻松去除，不留下任何粘

着残留物

• 适用于临时、可移动以及可调整的标签，例如5S和精益库存

标签
工作温度：-40°C到82°C   
应用温度：10°C到82°C 
平均室外使用寿命：5年

可打印磁性材料(B-109)
• 适用快速去除和调整需求的材料

• 可直接打印的非粘合性材料

• 适用于重复使用、可调整以及精益/5S标识应用。
工作温度：-18°C到70°C   
平均室外使用寿命：3-5年

连续介质，从2.5英寸到4.25英寸长
2种颜色选项

长度从0.5英寸到4英寸的连续胶带
2种颜色选项

3个尺寸为4英寸x6英寸的标头。 
2种连续空白颜色，从1.125英寸到4英寸长。

ToughWash®耐洗标签(B-854，B-855)
• 能够经受高压、高温、刺激性化学品环境以及多次洗涤循环

• B-854提供金属探测层，能够检测食物流中的异物碎片

• 即便在最复杂的洗涤循环中也能保持清晰并且持久耐用

• 适用于食品饮料行业
工作温度：-40°C到110°C  
认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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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ghStripe®可打印地板标记胶带 
(带有覆膜的B-483)
• 革命性的B-483材料具有超强的黏性

• 能够经受叉车和液压车的操作接触，不会撕开或松脱

• 简单三步骤：打印标签，粘贴在地板上，贴上覆膜

• 每一卷都配有一卷清晰覆膜，覆膜必须粘贴在打印标签上，并用于

适当表面上以发挥最佳性能
工作温度：-40°C到120°C 
认证机构： ®

长度从1.125英寸到4英寸的连续胶带
7种颜色选项

BradyGlo™高强度荧光胶带(B-526)
• 用于在黑暗中发光的标识，最高可工作10小时

• 设计用于定向疏散的设备标识

• 适用于紧急公用设施截止阀、灭火器、警铃和重要控制设备的标识

• 符合纽约地方法律RS 6-1条和6-1A条规定的室内使用要求
工作温度：-40°C到60°C 
应用温度：4°C到60°C  

长度从1.125英寸到4英寸的连续胶带
荧光绿

模切标签牌 3.25英寸 x 5.75英寸长度从2.5英寸到
4.25英寸的连续媒介
3个标头和1个空白颜色选项

非粘性标签牌(B-551)
• 非粘性半刚性塑料，配有预切式样和连续式样

• 配有孔角和倒角的预切 
• 标签牌之间配有微孔，能够明确分离
工作温度：-40°C到89°C  
平均室外使用寿命：最高可达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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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聚酯标签(B-428，B-434，B-486，B-565)
• 用于产品标签、资产跟踪和工业通用ID
• 适用于具有铭牌质感和金属外观的序列号牌和定额牌

• 3种粘合强度/光泽配置和尺寸，满足您的需求
B-428: 工作温度：-40°C至145°C 认证机构： 
B-434: 工作温度：-40°C至90°C 认证机构： 
B-486: 工作温度：-40°C至120°C 认证机构： 
B-565: 工作温度：-40°C至115°C 认证机构： 

®

®

®

B-424: 纸 哑光亮白色 工作温度：-40°C到51°C
B-423: 标准粘合剂聚酯 光泽白 工作温度：-70°C到120°C ®

B-428:  配备标准粘合剂的金属化聚酯，用于光滑表面 哑银 工作温度：-40°C到145°C ®

B-432: 强粘合剂聚酯 浅色 工作温度：-40°C到100°C ®

B-434:  配备标准高强力粘合剂的金属化聚酯，用于织纹表面 光泽银 工作温度：40°C到90°C ®

B-437:  用于高温标签和线缆包装的Tedlar® 工作温度：-70°C到135°C
B-480:  使用橡胶基粘合剂的非金属聚酯，适用于油性/油污表面 缎淡灰色 工作温度：-70°C到120°C ®

B-483:  具有超强粘合剂的聚酯，适用于粗糙表面 光泽白 工作温度：-70°C到120°C ®

B-484:  具有超强粘合剂的柔性聚酯，适用于斜面 光泽白 工作温度：-40°C到115°C ®

B-489:  具有超粘合剂的聚酯，适用于粗糙表面 哑光白 工作温度：-70°C到120°C ®

B-488:  使用标准粘合剂的聚酯，具备耐化学腐蚀性的特点 哑光白 工作温度：-40°C到160°C
B-486:  使用超粘合剂的金属聚酯，适用于粗糙表面 哑银 工作温度：-40°C到120°C ®

B-498:  乙烯基布 半光泽白 工作温度：-40°C到80°C ®

B-565:  使用标准粘合剂的金属聚酯 哑银 工作温度：-40°C到115°C
B-595:  室内/室外乙烯基 半光泽白 工作温度：-40°C到82°C
B-724:  适用于极高温度的聚酰亚胺标签 亚光琥珀 工作温度：-70°C到270°C
B-727:  适用于标准温度的聚酰亚胺标签 光泽白 工作温度：-70°C到100°C ®

B-787:  聚氟乙烯胶带 光泽白 工作温度：-70°C到100°C

产品ID材料
• 各种聚酯和特种材料，使用4.0英寸长度规格卷带

• 适用于小型容量定制产品ID和通用工业标签

• 材料经过机构认证，可用于产品ID和资产跟踪应用

长度4英寸的连续胶带
6种颜色选项

长度4英寸的连续胶带
模切标签最大为3英寸x2英寸

Tedlar® 是杜邦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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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

配备内置规则、标准、象形图、常用短语、数据输入指南、帮助

函数等等，您拥有了可以打印各种类型标签的工具。

套件

从多种套件中选择出能够满足您标签打印需求的应用程序组合。 

安全及设施标识套件
确保您的设施安全并且与该套件兼容。该软件可以方
便地打印定制化标识、标签和管道标识，能为您的设
施添加视觉安全指导。

自动化套件
使用本套件实现标签打印的完全自动化。易于设置的
模板和数据导入，助力标签的自动化无误打印过程。

打印伙伴套件

本套件包含了您填充模板和打印所需的所有内容，包

括从各种受支持数据源导入数据或者为您的标签自动

生成序列数据。

用直观的软件打印复杂的标签
当您遇到复杂标识项目时，请将BradyPrinter S3100连接到您

的PC上，使用直观的贝迪Workstation软件打印标签。

该软件集合了应用程序和软件套件，旨在为您的各类生产需求

轻松打印标签。这些应用和套件可以量身定制，能够让您的生

产设施快速便捷地完成各类特定标识任务，从而帮助您快速轻

松完成工作。

欲了解更多有关应用程序和套件的信息，请访问

Workstation.BradyID.com

1.访问workstation.
bradyid.com下载贝

迪Workstation   

2.将独立应用程序或整

个套件导入您的工

作站。

3.通过快速设计打印标

签来节省时间。

您可以免费 
下载试用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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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规格
目录 描述

自动标签设置 是

支持条形码 支持

需要校准 否

彩色打印能力 单色

提供自定义媒介部件 否

尺寸 241毫米高 x 305毫米长 x 260毫米宽

显示尺寸 156毫米长 x 92毫米高

预计媒介转换时间 20秒

字体大小 1.27毫米到88.9毫米文本

最大打印标签长度 1524毫米

最大标签/胶带长度 108毫米

最大打印速度 每秒76.2毫米

最大打印宽度 101毫米

最小标签长度 12.7毫米

符号数量 247

特殊字符数量 95

电源电压 110到240伏

打印多份 是

打印预览功能 是

打印分辨率 300 dpi

重量 9.07千克

应用

电弧闪光标签、箭头带、化学标签、低温标签、
设备标识、设施和安全ID、地板标识、GHS标签
和化学标签、荧光标签、危险物质标签、精益/5
（lean/5），上锁挂牌标签，机床标签、物料搬运
标签、管道和阀门标识、工厂维护标签、安全合规
ID、二次容器化学标签、工作场所视觉标签。

条形码识码 - 线性
Code 128 auto、code 39、EAN/JAN-13、交错式
2of5 UPCA,以及贝迪Workstation提供的更多规格

条形码识码 - 2d PDF 417、QR Code,以及贝迪Workstation提供的
更多规格

标签材料类型

室内/室外级乙烯基、防拆封金属化聚酯、预打印
标头材料、低温胶带、低卤聚酯、磁力、金属化
聚酯胶带、荧光胶带、聚酰亚胺、聚丙烯、预打印
GHS/CLP标签、预打印标识标头标签、按钮和凸
起板标签、反光胶带、可调整乙烯基、即用化学标
签、ToughStripe®地板标记胶带、ToughWash®耐洗
涤标签、ToughWash®耐洗涤胶带

支持的连续模切材料 连续胶带和模切标签

刀具类型 自动切割机

显示类型 彩色触摸屏

字体样式
Arial、Arial 65、 Courier New、Tahoma、Times 
New Roman

内含物件
清洁套件、刀具清洗工具、电源线、打印机、快速
开始指南、手写笔、USB电线

键盘类型 全尺寸QWERTY键盘

提供工具包 是

标签/媒介格式 墨盒

内置标签向导
电弧保护、自定义标签、通用模板、GHS/CLP、管
道标记、预制作标签、即打即用、标签牌、危险材
料知识培训（WHMIS）

支持语言

英文、韩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保加利亚语、
捷克语、丹麦语、德语、西班牙语、芬兰语、法
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荷兰语、挪威语、波兰
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俄文、斯洛伐克语、
斯洛文尼亚语、瑞典语、土耳其语、爱沙尼亚语、
克罗地亚语

每日最高标签数量
50.8毫米×101.6毫米标签600张每天，更大规格标
签300张每天，8小时/5天

媒介传感器类型 V形刻痕

内存 256 MB

贝迪地址
中国-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217号陆家嘴金融服务广场11楼B单元

邮编: 200127
电话: 86-21-6100-6588
传真: 86-21-6100-6580

客服务热线: 400-6151-869
邮箱: contactus_cn@bradycorp.com

更多信息请登录陆贝迪中国网站

http://www.brad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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