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Vol.26 No.4

MB91F662

NEW PRODUCTS

热敏印表机凭藉其飞快的印表速

度、便捷的维护特性以及较好的热敏

纸保存性能等特点，广泛用于 POS 终端

或金融终端设备中。现在，热敏印表机

更多地用于低端 POS/ECR 等流通终端或

CAT、EFT、借记卡等支付终端中。为了

满足用户对印表机形体大小及操作便捷

性的需求，在 FTP-607 系列中，富士通

开发出了独有的超薄切纸刀。配有切纸

刀的印表机总高度仅 22mm，实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超薄。在使用过程中若碰到卡

纸问题，即便在切纸刀锁定状态下，也

可以很容易地解决。

此次，为了提高用户的商品价值，

满足顾客对高速印表的需求，富士通将

印表速度提高到 150mm/ 秒的产品纳入

产品系列。同时，在该热敏印表机系列

中还追加了将带超薄切纸刀的高速印表

机与控制板、纸轴架部位合为一体的小

型印表单元。

该产品面向各种零售市场设备，最

适合于印表收银纸及各种票据，自助式

输出 Kiosk 多媒体服务亭的售货收费清

单，以及停车场自助收费清单或等号机

编号资讯等广泛用途。

高速印表

印表速度可高达 150mm/ 秒（1,200

点线 /秒）。

简易装纸

采用独有的带锁刀易装纸结构，提

高进纸性能及速度；拉杆操作，可以轻

易地从主机上卸下压纸轴。

切纸刀无卡纸概念与安全设计

　　透过在压纸轴一侧配置可调式切纸 

刀刀刃，即使在锁刀时也可以装卸纸张，

可有效解决卡纸问题。此外，进行换纸

或维护时，只需打开压纸轴，马达挡板

就会遮挡住切纸刀槽，并透过弹簧将切

纸刀拉进主机内部，操作安全。（图 1）

切纸刀寿命长

使用高可靠性的滑切方式，保证切

纸刀的超长寿命，实现切纸超过100万

支援高速印表带超薄切纸刀的热敏印表机
FTP-607 系列

在装纸更方便、维护更便捷的带超薄切纸刀高速印表机系列中，

新增印表速度高达 150mm/ 秒的高速产品。

这款产品面向各种零售业市场设备，适用于印表收银纸或各种票据，以及输出 Kiosk 自助终端资讯等。

概   要

特   点

照片 1 印表机设备外观应用实例

可调式切纸刀刀刃 固定式切纸刀刀刃

进纸马达

印表机主机自修复功能

※可调式切纸刀刀刃可自动朝箭头方向牵拉。

切纸刀驱动马达

（１）无卡纸概念新构想

　①印表机主机中配置固定式切纸刀刀刃，压纸轴处配置可滑动切纸刀刀刃，两种刀

刃分离。但是，切纸刀驱动马达需设置在印表机主机中。

　②发生卡纸时，只需打开压纸轴锁，可调式切纸刀刀刃即可自动归位至初始位置。

（自修复功能）

 

（２）操作不规则时也可确保安全

　①在印表机主机内配置切纸刀驱动马达，在需要换纸或维护印表机而打开压纸轴

时，马达挡板就会挡住可调式切纸刀刀刃的驱动传动，这样，即使切纸刀驱动马

达突然工作，可调式切纸刀刀刃也不会运行，从而确保了操作者的安全。

　②打开机盖时，可调式切纸刀刀刃会被弹簧拉进主机内部，不会露出刀刃部分。

　③可调式切纸刀刀刃以及固定式切纸刀刀刃部分进行了符合UL-1439（设备边缘锐

利度判定）标准的边缘处理。

图 1 印表机设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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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此外，切纸刀还配置专用马达，可

透过程式指令切换全切及半切（中心处

有残留）模式。                      

压铸外壳

印表机采用压铸外壳，大大降低

了马达与印表头的蓄热，可进行长时间

印表。此外，由于印表机接地简单、可

靠，因此具有良好的防静电能力。印表

机材质的硬度也决定了主机的耐震与抗

冲击特性，证明这是一款可信赖的印表

设备。

独立印表单元

为了提高印表速度，这款印表机

配置超薄切纸刀，且控制板与可印表

Φ83mm 纸宽的纸轴架合为一体。该产品

采用易装纸设计，只需将纸放到纸轴架

上就可以实现轻松送纸、快速换纸卷。

此外，即使发生卡纸情况，只需重复进

行换纸操作就可以解除卡纸问题。

该产品可连接USB与 RS-232C接口，

印表方式包括页式与行式，还支援二维

条码印表。此外，该系列印表机还配备

驱动软体，可用于各种 OS 系统中。

用户可进行自定义操作，如进纸或

重置。印表机还具备各种状态侦测功能，

如纸尽侦测功能、压纸轴分离侦测功能

及切纸刀错误侦测功能等。

照片 2 收银纸印表机设备外观 表 1 印表机设备主要规格

表 2 收银纸印表机的主要规格

表 3 收银纸印表机系列产品

项目   规格

印表模式 页式、行式

印表规格

自带字库

文字种类 英文数字、汉字、特殊文字

字符点阵
（横×纵点）

8×16， 12×24， 16×16， 24×24

条码
UPC-A， UPC-E， JAN（EAN）13， JAN（EAN）8， CODE39， 
ITF， CODABAR， CODE128， QR， Maxi， pdf417

其他 概念印表、注册字符印表

功能

自定义操作功能 印表自测、进纸、重置

状态侦测功能
缺纸侦测、纸尽侦测、压纸轴分离侦测、
痕迹侦测

保护、异常侦测功能 印表头电机保护、切纸刀异常侦测、电源电压侦测

尺寸（W×D×H） 101.0×113.4×138.6mm

重量 约600g

工作电压
印表头、切纸刀、进纸 24VDC

逻辑电压 5VDC

介面

USB　V1.1
・数据传输接收速度：全速模式 12Mbps
・数据输出输入形式：差动输入输出

・数据接收速度：19,200，9,600bps（透过开关设定）
・同步方式：非同步方式、全双工传输
・握手信号：透过DTR/DSR讯号或Xon/Xoff
・输入输出标准：按照RS-232C标准

RS-232C 

驱动软体 支援Windows 2000/XP， Windows Vista， OPOS， Linux

型号规格 

印表模式

分辨率

纸宽

点数/印表宽度

印表速度

尺寸（W×D×H）

FTP-627MCL601 FTP-637MCL601

热感模式

8点／mm

最高150mm/秒

24VDC

58mm 80mm

432点/54mm 576点/72mm

81.2×42.2×21.8mm 104.5×42.2×21.8mm

重量

印表头

24VDC进纸/切纸刀驱动马达

5VDC逻辑电压

抗脉波强度：1×108脉波/点
 耐磨损性：送纸距离 100km（印表率小于12.5％）

印表头

100万次切纸刀

工作
电压

寿命

约98g 约122g

印表机型号

FTP-627USL631 USB、纸尽侦测进纸轴式

FTP-627USL632 USB、纸尽侦测顶注式

FTP-627USL635 遵循RS-232C、纸尽侦测进纸轴型

FTP-627USL636 遵循RS-232C、纸尽侦测顶注式

纸宽 特点

58mm



13Vol.26 No.4

印表设备的主要规格如表1所示，收

银纸印表机的主要规格如表2所示。此外

收银纸印表机的产品系列如表3所示，印

表机设备的外形尺寸如图2、图3所示，

收银纸印表机的外形尺寸如图4所示。                      

今后，富士通拟开发出更快的印表

机，或纸宽80mm的热敏印表单元设备。

 

＊ 本文以及附图、附表中所述公司名称以及产

品名称均为各公司的商标或者注册商标。

＊OPOS是Open POS for OLE的简称。

 FTP-607 系列

图 2 印表机设备外形尺寸图（可印表宽度为 58mm 的纸张）

 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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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调式切纸刀刀刃单元装入
 印表机主机时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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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调式切纸刀刀刃单元装入
 印表机主机时的尺寸。

图 3 印表机设备外形尺寸图（可印表宽度为 80mm 的纸张）

 今后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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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收银纸印表机外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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