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
Statement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FCC Rules and Industry Canada's licence-exempt RSS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of this
device.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la partie 15 des règles de la FCC et CNR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
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
(1)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2) l'utilisateur de l'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subi, même si l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n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FCC CAUTION: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the party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For compliance with the Federal Noise Interference Standard, this equipment requires a shielded cable.
NOTE: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A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when
the equipment is operated in a commercial environment.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 manual,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Operation of this equipment in a residential area is likely to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which case the user will be required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at his own expense.
CAN ICES-3 (A) / NMB-3 (A)
This equipment complies with FCC/IC radiation exposure limits set forth for an un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meets the FCC radio frequency (RF) Exposure Guidelines in Supplement C to OET65 and RSS-102 of the IC radio
frequency (RF) Exposure rules. This equipment has very low levels of RF energy that it deemed to comply without
maximum permissive exposure evaluation(MPE). But it is desirable that it should be installed and operated keeping
the radiator at least 20cm or more away from person's body (excluding extremities: hands, wrists, feet and ankles).
Cet équipement est conforme aux limites d’ exposition aux rayonnements énoncées pour un environnement non
contrôlé et respecte les règles les radioélectriques (RF) de la FCC lignes directrices d'exposition dans le Supplément
C à OET65 et d’ exposition aux fréquences radioélectriques (RF) CNR-102 de l’ IC. Cet équipement émet une
énergie RF très faible qui est considérée conforme sans évaluation de l’ exposition maximale autorisée. Cependant,
cet équipement doit être installé et utilisé en gardant une distance de 20 cm ou plus entre le dispositif rayonnant et
le corps (à l’ exception des extrémités : mains, poignets, pieds et chevilles).

English:

Warning: Operation of this equipment in a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could cause radio
interference.

Deutsch:
[German]

Warnung: Der Betrieb dieses Geräts in einer
Wohngegend kann zu Funkstörungen führen.

Svenska:
[Swedish]

Varning: Om utrustningen används i
bostadsmiljöer kan den orsaka radiostörningar.

Español:
[Spanish]

Advertencia: El uso de este equipo en zonas
residenciales podría causar interferencias de
radio.

Português:
[Portuguese]

Aviso: a utilização deste equipamento num
ambiente residencial poderá provocar
interferências de rádio.

Français:
[French]

Avertissement: l’utilisation de cet équipement
dans un environnement résidentiel peut causer
des interférences radio.

Suomi:
[Finnish]

Varoitus: tämän laitteen käyttäminen asuinalueella
voi aiheuttaa radiohäiriöitä.

Italiano:
[Italian]

Attenzione: l'uso di questa apparecchiatura
in ambienti residenziali potrebbe causare
interferenze radio.

Dansk:
[Danish]

Advarsel: Brug af dette udstyr i boliger kan
medføre radiointerferens.

Nederlands:
[Dutch]

Waarschuwing: het gebruik van deze apparatuur
in een woonomgeving kan radiostoringen
veroorzaken.

Eesti:
[Estonian]

Hoiatus! Selle seadme kasutamine
elamupiirkondades võib põhjustada
raadiosageduslikku segamist.

Ελληνική:
[Greek]
Slovensky:
[Slovak]
Slovensko:
[Slovenian]

Προειδοποίηση: Η λειτουργία αυτού του
εξοπλισμού σε οικιακά περιβάλλοντα μπορεί να
προκαλέσει ραδιοφωνικές παρεμβολές.
Varovanie: prevádzka tohto zariadenia v obytných
oblastiach môže spôsobiť rušenie rádiového
signálu.
Opozorilo: uporaba te opreme v stanovanjskem
okolju lahko povzroči radijske motnje.

Česky:
[Czech]

Varování: Provoz tohoto zařízení v obytném
prostředí může způsobit rádiové rušení.

Magyar:
[Hungarian]

Figyelmeztetés! A berendezés lakókörnyezetben
történő működtetése rádióinterferenciát okozhat.

Български:
[Bulgarian]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Работа с това оборудване в
жилище може да предизвика радиосмущения.

Polski:
[Polish]

Ostrzeżenie: obsługa tego urządzenia w
środowisku mieszkalnym może powodować
zakłócenia radiowe.

Malti:
[Maltese]

Twissija: L-użu ta’ dan it-tagħmir f’ambjent
residenzjali jista’ jikkawża interferenza tar-radju.

Latviski:
[Latvian]

Brīdinājums: šīs ierīces darbība dzīvojamā vidē var
izraisīt radiofrekvenču traucējumus.

Lietuvių :
[Lithuanian]

Perspėjimas: šios įrangos veikimas gyvenamojoje
aplinkoje gali sukelti radijo trikdžius.

Român:
[Romanian]

Avertisment: utilizarea acestui echipament într-o
zonă rezidenţială poate cauza interferenţe radio.

Norsk
[Norwegian]

Advarsel: Bruk av dette utstyret i et boligmiljø kan
føre til radioforstyrrelser.

Русский
[Russian]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Эксплуатация данн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в жилых районах может стать
причиной радиопомех.

TÜRKÇE
[Turkish]

Dikkat: Bu ekipmanın yerleşim yerlerinde
kullanılması radyo paraziti oluşmasına sebep
olabilir.

Hrvatski
[Croatian]

Upozorenje: rad ove opreme u stambenom
okruženju može prouzročiti radijsku interferenciju.

Gaelic
[Gaelic]

Rabhadh: D’fhéadfadh sé gur chúis trasnaíochta
raidió a bheadh in oibriú an trealaimh seo i
dtimpeallacht chónaithe.

简体中文

警告 ：在居住环境下操作此设备可能会导致无线电干扰。

[Simplified
characters]
繁體中文

警告：在居住環境中操作此設備可能會造成無線電干
擾。

한국어

경고 : 주거 환경에서 이 장비를 작동하면 주파수 간섭이
일어날 수 있습니다 .

[Traditional
Chinese]
[Korean]

Italia:
Noorwegen:

l'uso pubblico è soggetto ad autorizzazione generale da parte del rispettivo provider di servizi.
dit sublid geldt niet voor het geografische gebied binnen een straal van 20 km vanaf het centrum van Ny-Alesund

This statement will be applied only for the printers marketed in Europe.

LA OPERACIÓN DE ESTE DISPOSITIVO ESTA SUJETA A LAS SIGUIENTES CONDICIONES:
a) Es posible que este equipo o dispositivo no cause interferencia perjudicial.
b) Este equipo o dispositivo debe aceptar cualquier tipo de interferencia, incluyendo la que pueda causar su operación no deseada.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Konformitätserklärung
Déclaration de conformité
Declaración de conformidad
Dichiarazione di conformità
Verklaring van conformiteit
Izjava o sukladnosti
Izjava o skladnosti
Prohlášení o shodě
Uyumluluk Beyanı
Megfelelőségi nyilatkozat
Overensstemmelseserklæring
Försäkran om överensstämmelse
Vaatimuksenmukaisuusvakuutus
Konformitetserklæring
Declaração de Conformidade
Δήλωση συμμόρφωσης
Deklaracja zgodności
Vyhlásenie o zhode
Vastavusdeklaratsioon
Atbilstības deklarācija
Atitikties deklaracija
Dikjarazzjoni ta' Konformità
Declaraţie de conformitate
Декларация за съответствие
Dearbhú Comhréireachta

http://www.starmicronics.com/support/mannualfolder/A006_CE_DoC_Newest.pdf

1. 标明附件中所规定的技术指标和使用范围，说明所有控制、调整及开关等使用方法；
■ 使用频率：2.4 - 2.4835 GHz
■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天线增益＜10dBi时：≤100 mW 或≤20 dBm
■ 最大功率谱密度：天线增益＜10dBi时：≤20 dBm / MHz(EIRP)
■ 载频容限：20 ppm
■ 帯外发射功率(在2.4-2.4835GHz頻段以外)：≤-80 dBm / Hz (EIRP)
■ 杂散发射(辐射)功率(对应载波±2.5倍信道带宽以外)：
•≤-36 dBm / 100 kHz (30 - 1000 MHz)
•≤-33 dBm / 100 kHz (2.4 - 2.4835 GHz)
•≤-40 dBm / 1 MHz (3.4 - 3.53 GHz)
•≤-40 dBm / 1 MHz (5.725 - 5.85 GHz)
•≤-30 dBm / 1 MHz (其它1 - 12.75 GHz)
2. 不得擅自更改发射频率、加大发射功率(包括额外加装射频功率放大器)，不得擅自外接天线或改用其它
发射天线；
3. 使用时不得对各种合法的无线电通信业务产生有害干扰；一旦发现有干扰现象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
采取措施消除干扰后方可继续使用；
4. 使用微功率无线电设备，必须忍受各种无线电业务的干扰或工业、科学及医疗应用设备的辐射干扰；
5. 不得在飞机和机场附近使用。
6. 本设备包含型号核准代码(分别)为: CMIIT ID:2015DJ1181,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mPOP NCC警語及使用安全注意事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警告
根據「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第十條：
製造、輸入或販賣低功率射頻電機者，應於低功率射頻電機使用說明書內加印
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之規定內容。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
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
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
干擾。

使用安全資訊
本章節包含預防本產品使用者、其他人員受傷，或財產損失的安全資訊。
使用本機前務請詳閱本手冊，並依正確方法使用。
對於未遵守安全資訊或本產品手冊中詳細說明的不當使用所造成的任何損害，或因非本公司或由本
公司指定的第三方進行維修/更改而造成的損害，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1.
•

安裝注意事項
不得將本產品安裝於下列位置，否則可能導致觸電、短路或火災危險。
有漏電或漏水疑慮的地方。
暴露於陽光直射、過熱、煙火等地方。

•
-

•

不得將本產品安裝於下列位置,安裝於下列位置可能導致設備故障。
靜電或電磁場可能產生的地方。
空氣循環不良、環境不潔、潮濕、或灰塵聚積等地方。
本產品採用直流馬達與具有電子接點的開關，因此必須避免在可能有矽氣揮發的環境中使
用本產品。
環境溫度和濕度高或水汽凝結的地方。
選擇穩固、平坦的工作面，使印表機平穩不受震動。安裝於不平或受震動的工作面，產品
可能傾倒或震落，導致人員受傷、產品故障或無法操作。
確保本產品連接到可靠的電源插座。不要與其他電器，如影印機、冰箱等共用一個電源插
座。
電源插座距離過遠或受遮擋：請安裝於靠近電源插座的地方，以便遇到不正常狀況時，可
立即將電源插頭拔下。
空間不足的地方：須安裝於足夠的空間，以便狀況發生時，能迅速將產品拉出或將錢箱打
開。

配件和選配之安裝
安裝配件和選配時，請將產品電源關閉，並將電源線從電源插座斷開。請仔細閱讀安裝步
驟並正確地安裝。
平板支撐架(配件)：請勿置放過於厚重的平板電腦，否則平板支撐架可能無法支撐導致平
板掉落。
固定套件(選配)：以固定套件安裝本產品時，請選擇一個可以承受本產品規格的位置。

2.

操作注意事項

 警告標示及符號
這些標識貼在熱敏打印頭附近。熱敏打印頭在剛剛打印結束時溫度很高，切勿觸
摸。 靜電會損壞熱敏打印頭。爲了防止靜電對熱敏打印頭造成損壞，切勿觸摸。
此符號貼于切紙刀旁。 切勿觸摸切紙刀，否則手指有可能受傷。
此符號貼于外部設備接口處。切勿把它與電話相連。
此符號位於外殼或由由螺釘固定的保護蓋附近，不得由維修人員以外的人員打開。
除了維修人員外，他人不得拆下這個螺絲。內有高壓元件，屬危險區域。

•

若發現本產品過熱、冒煙或發出異味，請立刻關閉電源開關，並從電源插座拔出電源線。如
需維修服務，請聯絡您購買產品的經銷商。如繼續使用，可能發生火災或觸電危險。
•
切勿嘗試自行維修本產品，否則可能發生危險。切勿拆解或改造本產品，否則可能導致受傷、
起火、觸電危險或觸犯當地法規。
•
從電源插座拔除電源線時，務必拉拔插頭，而非電源線。拉拔電源線會造成電線損壞。使用
受損的電源線會造成火災或電擊。
•
不要破壞、改裝、強力折彎、拉扯、扭曲、置放重物或擠壓電源線。
•
切勿使用已受損的電源線、電源插頭或已鬆動的接頭。否則可能造成火災或電擊。
•
切勿以潮濕的手觸摸電源插頭，此動作非常危險，可能會導致觸電。
•
請勿觸摸裁刀刀片，否則可能導致人身傷害。
裁刀位於出紙槽的內部。不論印表機是否處於運作狀態，皆不可將手伸入出紙槽內。
您必須打開印表機護蓋才能更換紙張。由於裁刀或撕紙桿位於護蓋內，當護蓋打開時，請
小心不要讓臉部和手過於靠近裁刀。
•
若液體或異物(如硬幣和紙張)掉進印表機內部，請立即關閉電源開關、從 AC 插座拔出電源線，
然後聯絡您購買產品的經銷商。繼續使用印表機可能造成短路，而導致觸電或起火危險。
•
請勿在本產品上放置超過承重負荷的物品，否則可能導致人身傷害或故障。

•
•
•
•
•
•
•
•

•

如長時間不使用本產品，為避免發生危險，建議您將印表機電源線從電源插座拔出。
在插拔連接線前，請先關閉印表機與電腦電源開關，並從各 AC 插座拔出電源線。
請勿將電話線連接至外置驅動接口（外置驅動接口是用來連接外置設備，如錢箱等等。）
另外，基於安全考量，請勿將可能承載過高電壓的電線連接至週邊設備介面。否則可能導致
本產品故障。
當印表機在列印或裁切時，請勿打開印表機護蓋。
當印表機護蓋闔上時，請勿拉出紙張。
打開或闔上印表機護蓋時，小心不要夾到手。
熱感印字頭的加熱元件及驅動 IC 容易損壞，請勿以金屬物體、砂紙等物品直接碰觸。熱感印
字頭沾染髒汙可能導致列印品質降低。靜電可能損壞熱感印字頭的驅動 IC 及其他元件、請避
免直接碰觸。
如果在印字頭的前緣發現濕氣(因凝結等因素所造成)，請勿操作印表機。

•

若使用非建議用紙，將無法保證列印品質與熱感應印字頭的使用壽命。特別是含有大量 Na+、
K+或 Cl-的熱感紙，可能大幅縮短熱感印字頭的使用壽命。建議您使用符合下列離子濃度 Na+
<= 500 ppm、K+ <= 150ppm、CI- <= 300 ppm 的熱感紙。
•
請在環境需求指示的範圍內使用本印表機。即使環境溫度及濕度在規定範圍內，仍應避免在
急遽變化的環境條件下使用。 適合的操作 溫度範圍如下：
操作溫度：5°C 至 35°C
•
如需棄置印表機，請遵守當地法律規範。

 錢箱操作
•

關閉錢箱時，請小心勿夾到手，否則可能受傷。

 操作條碼掃描器
•
•

讀取條碼時，請小心不要看著掃描器窗口的光線，或使光線直接面對他人眼睛。否則可能導
致眼睛受損。
請勿使本設備從高處掉落或大力撞擊，否則可能故障。

 無線通訊功能操作注意事項
本產品支援藍牙通訊功能。
由於此功能可能受當地法規的限制，使用前請先查閱產品使用國家的相關無線電波法規。在禁止使
用無線產品或可能造成干擾或危險的地方，請勿使用產品。
•
有關本產品取得無線射頻法規認證之最新資訊，請參閱 Star Micronics 官方網站。
•
本產品已根據無線電法規取得低功率射頻電機的技術標準合格認證。 因此，使用本產品時不
需要無線電臺許可證。但是，拆卸/改裝本產品可能會受到法律的懲罰，所以請不要這樣做。
•
請在距離心律調整器超過 22 釐米的地方使用本產品。
•
產品產生的無線電波可能干擾電子醫療儀器的運作。如果您有使用任何電子醫療儀器，請聯
絡製造商以瞭解產品的使用限制。在醫療院所及飛機使用無線射頻產品可能受限或被禁止，
請遵守醫療院所及班機之指示。
•
如遇到使用本產品導致干擾其他機器時，請立即停止使用本產品。
•
請根據手冊 (可從 Star Micronics 網站下載) 進行安全性設定，以降低發生安全性問題的
風險。http://www.star-m.jp/mpop-app.html
•
mPOP 配備了用於與 TELECOM，FCC，R＆TTE, NCC 相應的藍牙模組。藍芽無線電波符合「藍芽
2.1 規格 + EDR， Class1」規定。
•
以下列出本產品通過核准之法規。 Star Micronics 致力於產品創新，產品如有任何更動，
恕不另行通知。如需最新資訊及手冊，請造訪 Star Micronics 網站。
Radio act
Country

General Name

USA

FCC

Canada

IC

EU

R&TTE

Japan

Technical Criteria

China

SRRC

Indonesia

SDPPI

Taiwan

NCC

3.

•
•
•

•
•

維護作業注意事項

在進行維護作業前，務必關閉印表機電源，並從 AC 插座拔出電源線。電源開啟狀況下進行維
護作業可能發生電擊或受傷危險。
當手濕或不潔時，請勿觸摸印表機及其零件，否則可能發生電擊。
電源線需定期保養及檢視，繼續使用受損的電源線諸如絕緣橡膠龜裂或破皮等，可能導致火
災或觸電。

不要使用乙醇，汽油，稀釋劑，三氯乙烯和酮溶劑。在維護期間，也不要弄濕或損壞本產品
的內部，否則可能導致故障。
請勿觸摸本產品於手冊中未提及的其他內部零件，否則可能導致人身傷害或灼傷。

4. 電源相關注意事項
如果本產品附有AC電源線組，表示所附的電源線是專為本產品而設計。
•
•
•

•
•
•
•
•
•
•

請勿使用規格以外的電源線，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本產品務必連接接地線使用，接地線須與電源插頭呈一體結構，以便能同時插入有接地之電
源插座或同時從電源插座上拔下，否則可能導致觸電危險。
不要將接地電纜連接到瓦斯管，否則可能導致瓦斯爆炸或火災。

本產品僅限於室內使用。
請勿在有液體（如水/油）噴濺或有過多碎屑和灰塵的地方使用本產品。
如果電源插頭發熱、冒煙、異味或聲音異常，請立即從電源插座上拔下電源插頭。 然後聯繫
賣家。
不要拆卸、修理或改裝，這麼做非常危險。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為了安全預防起見，請從電源插座中拔下電源插頭。
請勿在海拔超過 2000 米的地方使用本產品。
請勿在電源插座周圍放置物品，以便在發生異常時可立即拔出電源插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