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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箱和安装
1-1. 开箱

打开打印机的机箱，确认包含了以下所有的附件。

备注：随附在打印机上的铁磁芯和固定扣因打
印机配置而异。

图1-1开箱

如果缺少某些部件，请与提供打印机的销售商联系并索取丢失部分。要保留原包装箱
和包装物件，以备以后万一需要重新包装、运输时使用。

备注

打印机

用户手册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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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放置打印机

开箱之前，请选择打印机安装位置并注意以下各项：
P 选择稳固、平坦的工作面，使打印机平稳不至于震动。
P 要连接的电源插座应在附近且不受遮挡。
P 确保打印机尽量靠近主机，方便两者连接。
P 确保打印机不受阳光直射。
P 确保打印机远离加热器及其它发热源。
P 确保周边环境清洁、干燥、无灰尘。
P 确保打印机连接到可靠的电源插座。不要与其它电器，如复印机、冰箱等共

享一个电源插座。
P 确保使用打印机的房间湿度不要过大。
P 本设备采用直流电机和具有电气触点的开关。 
 请避免在硅气体会变得不稳定的环境中使用本设备。
P 在环境要求指示的范围内使用打印机。即使环境温度和湿度在规格范围内，

也要避免环境条件的剧烈变化。合适的操作温度范围如下： 
  操作温度：5°C 至 45°C
P 废弃打印机时，请遵守当地法规。

警告
P 如果产生烟雾、异常气味或异常噪音，请立即关机。立即拔出电源插头并与

销售商联系。
P 切勿尝试自行维修本产品。维修不当会产生危险。
P 切勿拆卸或修改本产品。随意更改此产品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火灾或触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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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件与术语

接口插头

用于连接到主计
算机。

外设驱动接口

外设连接，如钱箱等。
注意不要把外设接到电话
机。

电源接口

用 于 连 接 电 源 适 配 器 。 
打印机电源打开时，切勿
拔下电源适配器。

打印机机盖

打开此盖可装纸或换
纸。

机盖杆

朝箭头方向推此杆可打开打印机机盖。

电源开关

用 于 打 开 / 关 闭
打印机电源。

控制面板

具有用于指示打印机状态的LED
显示灯和用于操作打印机的开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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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装

3-1. 连接打印电缆到计算机
3-1-1. 并行接口电缆
将并行接口电缆连接到计算机的并行端口。

3-1-2. RS-232C接口电缆
将RS-232C接口电缆连接到计算机的RS-232C端口。

3-1-3. USB接口电缆
将USB接口电缆连接到计算机的USB端口。

3-1-4. 以太网接口电缆
将以太网接口电缆连接到计算机的以太网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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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接口电缆

3-2. 连接打印机电缆
注意，Star不提供接口电缆。请使用符合规格的电缆。

注意
连接/拔出接口电缆前，确认连接到打印机的电源以及连接到打印机的所有设备已关
闭，而且电源线已从AC插座拔出。

3-2-1. 并行接口电缆
(1) 确保打印机已关闭。
(2) 如图所示，将铁磁芯扣紧在电缆上。
(3) 将固定扣穿入铁磁芯。
(4) 将固定扣环绕电缆，并拉紧固定扣，用剪刀

剪下多余部分。

(5) 将接口电缆与打印机后面的接口连接。
(6) 扣紧接口两边的扣杆。

铁磁芯

接口电缆

5 cm（最大）

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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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RS-232C接口电缆
(1) 确保打印机已关闭。

注意
连接/拔出接口电缆前，确认连接到打印机的电源以及连接到打印机的所有设备已关
闭。而且电源线已从AC插座拔出。

(2) 将接口电缆与打印机后面的接口连接。
(3) 拧紧接口螺丝。

RS-232C 
接口电缆

4 cm (最大)

3-2-3. USB接口电缆
如右图所示，将铁磁芯扣紧在USB电缆上，并确
保电缆穿过图中所示的电缆固定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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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连接以太网电缆
如果包括铁磁芯，请根据下列步骤将铁磁芯安装
到以太网电缆上，以防止产生电气噪声。如果不
包括铁磁芯，仅执行步骤(1)和(5)。
使用不超过10 m的以太网电缆时，建议使用带铜
网外层的电缆。

(1) 确保打印机已关闭。
(2) 如右图所示，将铁磁芯扣紧在以太网电缆

上。
(3) 将固定扣穿入铁磁芯。
(4) 将固定扣环绕电缆，并拉紧固定扣，用剪刀

剪下多余部分。

(5) 将接口电缆与打印机后面的接口连接。

以太网接口板
IFBD-HE05

以太网接口板
IFBD-HE07

链路断开探测功能
以太网接口模式配备了链路断开探测功能。如果在未连接以太网电缆时开启打印机，
则电源灯和故障灯会以2秒间隔同时亮起和熄灭，以指示链路断开。
请确保在计算机或集线器与打印机之间连接好以太网电缆，然后再开启打印机。

3-2-4-1. 初始化
处理产品时，请从信息保护的角度对其进行初始化。有关初始化步骤，请参阅《IFBD-
HE07/08-BE07用户手册》或《IFBD-HI01X/02X设置手册》。

铁磁芯

以太网电缆

10 cm（最大）

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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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连接选购的电源适配器
备注： 连接/拔出电源适配器前，确认打印机电源以及连接到打印机的所有设备已

关闭。而且电源线插头已从电源插座拔出。

(1) 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电源线。
备注：只能使用标准的电源适配器和电源线。

(2) 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打印机接口。
(3) 将电源线插头插入电源插座。

注意
拔下电源线时，应抓住电源线的插头向外拉。松开
锁，以便于拔下插头。
过度用力拉电源线会导致插头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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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打开电源
确认电源线己如第3-3节所述连接好。

将打印机前侧的电源开关拨至ON的位置。
控制面板上的POWER灯将亮起。

注意
建议在长期不使用打印机时，将本机的插头从电源插座中拔出。因此，必须将打印机
放在电源插座附近，方便插拔。
在打印机的电源开关上安装开关保护片，电源开关的ON/OFF标记可能会被隐藏。如
果此情况发生，将电源线从插座拔出，关闭打印机。

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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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连接外设
您可以用模压插头连接一台外设到打印机。模压插头的具体型号请参阅第58页上的
“模压插头”一节。备注：此打印机未提供模压插头线或连接电缆，需要选择一种合
适您应用的电缆。

注意
在进行连接时，请关闭打印机电源，将插头从电源插座上拔出，并且关闭计算机。

(1) 在打印机后面连上外设驱动电缆。

注意
勿在外设驱动接口连接电话线。否则将损坏打印机。
并且，为了安全起见，勿将能导入外电压的导线连到外设驱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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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装纸
必须使用符合打印机规格的纸卷。

机盖杆

纸卷

张力杆

1 推机盖杆打开打印机机盖。
     关于带锁机型：
       把附带的钥匙插入机盖杆下方的锁眼内并拧
       至开。然后，按下机盖杆打开打印机盖。
       打印机盖开着时，钥匙不能拔出。 在拔出钥匙

前须先盖好打印机盖并把钥匙拧至关。
2 按图中所示方向安装纸卷，并拉出一部分的

纸。

备注： 确保纸张没有穿过张力杆的下方。 
在下列情况下，请按照第3-6-1节的
步骤拆下张力杆装置：

• 纸张厚度在100 μm至150 μm之间

备注： 当使用宽度为79.5 mm纸卷时，请按
第3-6-2节的步骤安装纸卷托架。

3 如图所示向下压打印机机盖的两边，关闭机
盖。

备注： 关闭打印机机盖时，确保不仅是一
边、而是两边都关紧。

开锁 上锁

カバーオープンレバ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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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拆卸张力杆
使用热敏纸卷时，根据纸张厚度和安装方式的不同，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张力杆
装置。 如果不需要张力杆装置，请按照下述步骤拆卸张力杆。 使用正面热敏标签纸卷
或热敏标签纸卷（不干胶标签纸）时，不需要张力杆装置。

纸张厚度  
在65 μm至100 μm之间

需要

纸张厚度  
在100 μm至150 μm之间

不需要

如图所示，使用平口螺丝刀拆下张力杆两端的夹
子。 然后拆下张力杆装置。

需垂直摆放的器具 需墙壁固定用器具水平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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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拆卸纸卷托架
使用宽度为79.5 mm的纸卷时，将附带的纸卷导板装到打印机上。 更改有效打印宽度
（纸卷宽度）时，更改打印机实用程序的内存开关设置。

有关详情，请参阅打印机实用程序帮助。

备注： 使用宽度为79.5 mm的纸卷后，请勿更换宽度为115.5 mm的纸卷，否则
会

              因打印头部分与滚筒直接接触而使打印机头磨损。

纸卷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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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R

RST

PAIR

RST

PAIR按钮

PAIRRST

PAIR按钮RST按钮

LED

3-7. 蓝牙设置（仅适用于蓝牙接口型号）

(3)  从 LED 开始闪烁绿色开始，配对可能需要 60 秒。 
在此期间，在主设备上执行“搜索设备”，然后从显示列表上轻击相应的设备。

设备 name:  Star Micronics （默认）
(4)  在 iOS 设备上，配对后，LED 将自动开始闪烁蓝色，打印机将自动连接。 

在 Android 设备上，LED 仅在发送数据时变为蓝色。

(5)  从主设备应用程序连接到打印机，并执行打印。 如果打印成功，则配对过程完成。

注意 : 在连接到主设备或断开与它的连接后，打印机立即执行不同的程序。 
请在连接后等候约 0.1 秒，断开连接后等候约 0.5 秒，然后再开始与打印机的通讯。

按照以下步骤，将打印机与主设备配对。

3-7-1. 使用 SSP（简单安全配对）进行配对[默认]

(1)  在主设备上，轻击[Settings]，将[Bluetooth]设为打开。

<LED> 表示蓝牙接口的状态。
 绿色（亮）：未连接。
 绿色（闪烁）：准备开始配对。
 蓝色（亮）：已连接。
 紫色（闪烁）：自动连接打开。

(2)  打开打印机电源开关后，按住打印机后面接口上的配对按钮 5 秒或更长时间，然后松开它。 
LED 将闪烁绿色。

LED(闪烁绿色)

< iOS > < Andr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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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配对使用 PIN 码

如果不支持 SSP 或在必要时，在主设备中输入以下信息。
PIN:   1234（默认）
设备 name:  Star Micronics （默认）

建议您更改 PIN 码以获得更高的安全性。
有关更改 PIN 码的详情，请参阅“蓝牙实用程序软件手册”。

3-7-3. 自动连接功能（仅适用于iOS）
每当通过蓝牙与包括 iPad 在内的上级 iOS 设备通讯时，若断开无线连接，都需要在上级 iOS 设备返
回至蓝牙设置屏幕并再次轻击所需打印机以建立连接。这是 iOS 的一项规定。
为了节省这项人工，本打印机配备自动连接功能，能从上次连接至打印机的上级 iOS 设备自动请求
连接。
该功能的默认设置可能会根据您所使用的打印机型号而不同。

确认您打印机的默认设置，以及打开 / 关闭设置的使用示例，然后进行适合您用途的设置。
您还可通过自我打印检查当前的打开 / 关闭设置。

< 通过自我打印进行的确认步骤 >

(1) 在打印机机盖关闭时，按住操作面板上的 FEED 按钮，
然后打开电源开关。

(2) 开 始 自 我 打 印， 并 打 印 F/W Version、DIP 
Switch、memory switch 等 装 置 的 设 置。 
随后，接口信息被打印，最后打印当前的打开 / 关闭
设置。

注意 ： 如果使用非 iOS 设备时“自动连接功能”设为打开，则与打印机进行的蓝牙通讯可能会失败。
若使用非 iOS 设备，如 Android/Windows 设备，请确保在使用打印机前关闭“自动连接”
功能。 
有关如何设置此功能的信息，请参阅“3-7-4. 设置自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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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自动连接设置的详情，请参阅下表。

自动连接打开 自动连接关闭

重新连接无需更改父设备 打印机打开后，自动连接至
上次连接的父设备。

打开打印机后，在父设备的
蓝牙设置屏幕上轻击本打印
机的名称。

更改已连接的父设备 关闭自动连接的上级设备的
电源以断开蓝牙连接。
然后，与所需上级设备建立
配对。

打开打印机后，与所需上级
设备建立配对。

示例（推荐） 从一个父设备直接连接至打
印机时。

通过多个父设备使用打印机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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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Setting >
Auto Connection : OFF

To enable this setting, turn
Printer Power OFF and turn ON.

PAIR

RST

PAIR

RST

RST按钮

3-7-4. 设置自动连接
u 从 TSP800II 的主机进行设置（设置从打开变为关闭时）

(1) 当打印机装有纸张并且打开时，打印机正面的 [POWER] LED（绿色）会点亮。

(2) 如果您将打印机背面的 [RST] 按钮按住五秒钟以上，则会如同电源刚打开一样进行初始操作，
且打印机正面的 LED 会闪烁。如果您在打印机竖直放置时按下 [RST] 按钮，则在 LED 闪烁的时
候重新将其水平放置。

(3)  打印以下信息。之后，关闭打印机并重新打开以将“自动连接”设为关闭。

(4)  为确保将“自动连接”正确设为关闭，请进行“3-7-3. 通过自我打印进行的确认步骤”中所述
的自我打印。

备注1： 使用相同步骤将“自动连接”从关闭改为打开。

u 通过软件进行设置

将您的设备和 TSP800II 配对后，通过我公司提供的以下应用程序可更改“自动连接”设置。

从以下网站下载。

l iOS ：https://www.star-m.jp/prjump/000003.html
l Android ：https://www.star-m.jp/prjump/000004.html
l Windows ：https://www.starmicronics.com/support/

https://www.star-m.jp/prjump/000003.html
https://www.star-m.jp/prjump/000004.html
https://www.starmicronics.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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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重设蓝牙设置
下面的过程介绍了如何初始化已更改的设置，例如 PIN 码、设备名称等。

(1)  插入尖细物体，例如笔尖，按住打印机背面的 RST 按钮，同时打开打印机的电源开关。 打印机
正面的电源 LED（绿色）和错误 LED（红色）开始闪烁。

(2)  按住 RST 按钮 4 秒或更长时间（注 1），然后松开。

(3) 松开 RST 按钮后，如果 LED 停止闪烁，电源 LED 保持绿色 12 秒，说明初始化完成。 如果松开 
RST 按钮后 LED 继续闪烁超过 12 秒，说明初始化不成功。 关闭打印机电源，然后从步骤 1 开
始重试。

(4) 关闭打印机电源开关，删除排位在上方的配对设置。
注意 1:  在步骤 2，如果没有按住 RST 按钮足够长的时间，初始化将无法正确完成。
     对于 F/W Ver2.0、Ver3.0a 和 Ver3.0b 接口

  在步骤 2 中，需要按住 RST 按钮 8 秒或更长时间。
  此外，完成步骤 1 到 3 后，要检查初始化是否正确完成，执行自我打印。 如果没有打印出第二张纸（***

蓝牙信息 ***）说明初始化尚未正确完成。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关闭打印机电源，然后从步骤 1 开始重试。

  （您可以通过自我打印的结果检查固件版本。 关于自我打印的步骤，请参阅第 18 页。）
 2: 在初始化过程中不要关闭打印机 ；否则初始化将无法正确完成。
 3: 如果初始化没有正确完成，关闭打印机电源，然后从步骤 1 开始重试。

PAIR

RST

PAIR

RST

RST 按钮

4 秒或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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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符号

 这些标识贴在热敏打印头附近。热敏打印头在刚刚打印结束时温度很高，切
勿触摸。静电会损坏热敏打印头。为了防止静电对热敏打印头造成损坏，切
勿触摸。

  
此符号贴于切纸刀旁。切勿触摸切纸刀，否则你的手指有可能受伤。

 该符号位于外设驱动连接器附近。
 切勿把它与电话相连。

3-8. 设置注意事项

警告

 如果发现本产品冒烟或有异味，请立即关闭电源开关，并从电源插座拔出电源线。若需维护，请
与提供产品的经销商联系。

 切勿尝试自行维护本产品。否则可能存在危险。

 切勿拆卸或修改本产品。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火灾或触电。

 在有切刀或磨损杆的型号上，请勿触摸切刀片刀刃或磨损杆。

- 出纸口里面装有切刀或磨损杆。不论打印机是否在操作中，都千万不要把手放到出纸口中。

- 更换纸张时，必须打开打印机机盖。由于切刀片刀刃或磨损杆位于机盖内，所以在机盖打开时，
小心不要让面部和双手离刀刃或磨损杆太近。

 在打印过程中和刚打印完后，打印头周围的区域非常烫。不要触摸打印头，否则可能被烫伤。

 务必先关闭打印机，再执行切刀的维护。否则会有危险。

注意

 建议在长期不使用打印机时，将本机的插头从电源插座中拔出。 
因此，必须将打印机放在电源插座附近，方便插拔。

 如果产品附带交流电源线组，表示包含的电源线是为本产品专门设计的。

 连接之前，请先确定打印机和计算机已关闭且插头已从电源插座拔出。

 请勿将电话线连接到收款机等设备使用的外围驱动接口。否则可能导致打印机故障。同时，为了
安全起见，请勿将可能承载过高电压的电线连接到外围驱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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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机打印或切纸期间，请勿打开打印机机盖。

 打印机机盖关闭时，请勿拉出纸张。

 如果液体或异物（如硬币和纸）进入打印机内部，关闭电源开关，从电源插座断开电源线，并咨
询提供产品的经销商。  
继续使用打印机可能引起短路，导致触电或火灾。

 热敏打印头的加热元件和驱动集成电路容易损坏。请勿用金属物体、砂纸等触摸这些元件。

 请勿触摸热敏打印头加热元件。否则可能将其弄脏，从而降低打印质量。

 静电可能损坏热敏打印头的驱动集成电路和其它元件。请避免直接触摸。

 如果打印头的前表面有湿气（由冷凝或其它因素导致），请勿操作打印机。

 如果使用推荐纸张以外的纸张，则无法保证打印质量和热敏打印头的使用寿命。 
特别是含 Na+、K+ 或 C1- 的热敏纸张可能会大大降低热敏打印头的使用寿命。 
我们建议使用具有以下最大离子浓度的纸张 ： 500 ppm 的 Na+、150 ppm 的 K+ 以及 300 ppm 
的 Cl-。 
有关推荐的热敏纸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的网页。 
 https://www.star-m.jp/prjump/000089.html

注意

无线通讯

 不要在禁止使用无线设备的地方使用该设备，以免造成干扰或危险。

 设备产生的无线电波可能会干扰到电子医疗设备的使用。 如果您正在使用任何电子医疗设备，请
联系制造商了解有关设备使用的限制。

 本产品上安装了蓝牙安全功能。 请按照手册（可参阅 Star Micronics 网站获得）配置安全设置以
降低安全风险。

 此设备支持蓝牙。 
由于此功能可能受到当地规定的限制，因此，请先了解一下当地的无线电法律。

 下面是已批准设备使用的法律清单。 Star Micronics 承诺不断创新，因此，可能会在未经通知的
情况下进行修订。 访问 Star Micronics 网站了解最新批准名录。

 请参阅 Star Micronics 网站获得最新信息和手册。

https://www.star-m.jp/prjump/0000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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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耗材料和电源适配器
消耗材料用完时，请使用下表指定的材料。 

备注： 访问以下URL可获得推荐纸张的信息。 
  https://www.star-m.jp/prjump/000089.html

务必使用表中指定的电源适配器。
如果使用非表中指定的消耗材料或电源适配器，会导致打印机损坏、火灾或触电。

4-1. 热敏纸卷
(1) 纸卷规格  
  宽度：115.5±0.5 mm 或 79.5±0.5 mm
  纸卷外径：ø100 mm 或以下
  卷起后的纸卷宽度： 112+0.5

-1  mm 或 80+0.5
-1  mm

  厚度：65~150 µm（当使用115.5 mm宽度的纸时）
               　　　65~85 µm（当使用79.5 mm宽度的纸时）
  纸卷芯外径/内径
   纸张厚度 纸卷芯外径 纸卷芯内径
   65~75 µm ø18±1 mm ø12±1 mm
   65~75 µm ø32±1 mm ø25.4 mm
   75~150 µm ø32±1 mm ø25.4 mm
  打印面： 纸卷外表面
  尾部处理： 不要用浆糊或胶固定纸卷或纸卷芯。

 不要折叠纸张的尾部。

https://www.star-m.jp/prjump/0000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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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打印宽度
纸张宽度
（mm）

右边距/左边距（mm） 有效打印宽度（mm） 打印列数 
（12 × 24字体）

115.5 ± 0.5 4 104 69

79.5 ± 0.5 4 72 48

 

左边距 右边距有效打印宽度

纸张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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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热敏标签纸卷（不干胶标签纸）
(1) 标签纸规格
 衬纸宽度： 110±0.5 mm 
 纸卷外径： ø100 mm 或以下
 卷起后的纸卷宽度：  112+0.3

-1  mm 
 厚度： 最大150 μm
 纸卷芯外径/内径： 纸卷芯内径ø25.4±1 mm/纸卷芯外径ø32±1 mm
 打印面： 纸卷外表面
 尾部处理： 不要用浆糊或胶固定纸卷或纸卷芯。
  不要折叠纸张的尾部。

(2) 有效打印宽度
纸张宽度
（mm）

右边距/左边距（mm） 有效打印宽度（mm） 打印列数 
（12 × 24字体）

105 ± 0.5 5 9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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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有效打印范围

• 切纸位置/打印线/黑标传感器的位置关系

切纸位置

打印线

黑标传感器

2.
5

2.
5

5

约
14

约
14

• 标签最小间距/切纸位置/打印线/黑标传感器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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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线

黑标传感器

有效打印范围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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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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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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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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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控制面板和其它功能
5-1. 控制面板

1 电源灯（绿色指示灯）
 打印机联机时，电源灯发光，故障
        灯熄灭。
2 故障灯（红色/橙色指示灯）
 与电源灯一起指示各种故障。
3 进纸开关
 按下后进纸。

5-2. 故障
1) 可恢复性故障

故障描述 电源灯 故障灯 恢复条件

打印头高温保护 每隔0.5秒闪烁一次 OFF 打印头冷却后自动恢复。

机盖打开故障 ON ON（红色） 关闭机盖后自动恢复。

出纸故障 ON ON（橙色） 装入新纸卷并关闭机盖后自
动恢复。

纸将尽 ON 橙色灯每隔1秒
闪烁一次

显示灯显示纸张快用尽，但
打印机仍能继续打印。

黑标纸张尺寸故障 ON ON（橙色） 装入新纸卷并关闭机盖后恢
复。

切纸故障 OFF 红色灯每隔
0.125秒闪烁一
次

如果关闭再打开电源后切刀
回到起始位置，此故障可恢
复。 (请参见备注1和备注
2。)

链路断开探测*1 每隔2秒闪烁 
一次

每隔2秒闪烁 
一次

连接以太网电缆。详情请参
阅第3-2-4节“以太网接口电
缆”。

*1 仅限以太网接口模式

备注：
1) 如果切刀不能回到起始位置或不能初始化，此故障不能恢复。
2) 如果卡纸，关掉电源，清除卡纸，再重新打开电源。

3 进纸开关

2 故障灯（红色/橙色指示灯）

1 电源灯（绿色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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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可恢复性故障
故障描述 电源灯 故障灯 恢复条件

闪存访问故障 OFF 橙色灯每隔0.5
秒闪烁一次

不属于可恢复性故障。

EEPROM故障 OFF 红色灯每隔0.75
秒闪烁一次

不属于可恢复性故障。

SRAM故障 OFF 橙色灯每隔1秒
闪烁一次

不属于可恢复性故障。

打印头电热调节器故障 OFF 红色灯每隔1.5
秒闪烁一次

不属于可恢复性故障。

电源电压故障 OFF 橙色灯每隔2秒
闪烁一次

不属于可恢复性故障。

备注：
1) 如果发生不可恢复性故障，请立即关掉电源。
2) 发生电源故障时，可能是电源装置本身有故障。
 有关其它不可恢复性故障，请联系经销商进行维修。

如果您遇到与上述错误不同的错误，请尝试关闭电源，然后再打开电源。如果重
新打开电源后仍出现相同的错误，请联系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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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调整传感器
TSP800II装有以下两种传感器：
       * 纸尽传感器和黑标传感器
          纸尽传感器用来检测卷纸是否装上。
          而黑标传感器则是为了检测事前印在
          打印纸正面的黑标。
       * 纸将尽传感器
          用来检测卷纸是否将用完。

6-1. 调整纸将尽传感器的位置

按照以下顺序调节纸将尽传感器以便与正在使用的卷纸尺寸相匹配。
针对用于垂直或固定在墙壁上使用的，需固定在第三档，切勿更改位置。

1 打开打印机机盖。
2 确定所用纸卷的直径，在下表中查找所需设置。
3 将圆珠笔尖之类的物体插入调节器的孔中，然后将调节器调到所需设置。
 要改变设置时，必须使孔的位置与箭头指示的对齐标记对齐。

纸尽传感器（水平摆放）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三档)

（第三档)

（第二档)

（第一档)

纸将尽传感器（用于垂直 / 墙壁用途）

纸尽 / 黑标 传感器

纸将尽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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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B

A

与所用纸张相对应的调整值
纸张厚度(µm) 所用纸卷芯的内径(A)：ø12，外径(B)：ø18

检测直径(C)
(mm近似值)

保留的纸张长度
(m近似值)

第1档 第2档 第3档 第1档 第2档 第3档

65 ø23 ø27 ø31 2.5 4.9 7.7

75 2.1 4.2 6.7

纸张厚度(µm) 所用纸卷芯的内径(A)：ø25.4，外径(B)：ø32

检测直径(C)
(mm近似值)

保留的纸张长度
(m近似值)

第1档 第2档 第3档 第1档 第2档 第3档

65 ø36 ø40 ø44 2.8 6.4 10.4

75 2.4 5.5 9.0

85 2.1 4.9 7.9

95 1.9 4.4 7.1

105 1.7 4.0 6.4

130 1.4 3.2 5.2

150 1.2 2.8 4.5

备注： 
1) 调节器的出厂设置为：水平安装方式设为第1

档，垂直/墙壁安装方式设为第3档。
2) 上表列出的检测直径和保留的纸张长度为计算

值，根据纸张的卷紧状态或实际机构不同可能
会有一些变动。

3) 如果使用厚纸(纸张厚度在100 μm至150 μm
之间)，纸卷会变松，导致检测值发生变动。因
此，对于水平安装方式，要将调节器设为第3
档。

4) 纸尽传感器不适用于热敏标签卷纸（标签
纸）。

纸卷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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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防止和清除卡纸
7-1. 防止卡纸
在出纸期间和切纸之前，不要触摸纸张。
在出纸期间推拉纸张会造成卡纸、不能正常切纸、走纸不正常等错误。

7-2. 清除卡纸
如果卡纸情况出现，请按以下所述清除：
(1) 将打印机电源关闭。
(2) 朝自身方向推机盖杆，打开机盖。
(3) 清除卡纸。

备注1： 为了防止热敏打印头或橡胶辊等零件损坏或变形，不要在打印机机盖关
闭时用力拉纸。

备注2： 如果标签纸卡住，标签上的胶会粘在零件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必须
将这些零件上的胶擦掉。

(4) 放好纸卷并将纸拉直对齐，轻轻关闭机盖。
备注1： 确认纸张拉直对齐。如果纸张没有对齐而关闭机盖，会造成卡纸。
备注2： 将两侧压下，确认机盖锁上。不要压下中央部分去关闭机盖。机盖可能

无法正常锁定。
(5) 将打印机电源打开。确定故障指示灯没有亮着。

备注： 如果故障指示灯亮着，打印机不会接收任何命令，如打印命令等。请确认
机盖已经正确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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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定期清洁
打印字符会因聚积的纸屑和灰尘而造成局部不清晰。为防止这种情况，必须定期清除
夹纸器和纸张输送部分以及热敏打印头表面上聚积的纸屑。
建议每六个月或每打印100万行进行一次这样的清洁。如果打印机使用标签纸，则应
每个月或每打印大约200,000行后清洁一次。

8-1. 清洁热敏打印头
要清除热敏打印头表面上聚积的深色纸屑，应使用蘸有酒精(乙醇、甲醇或异丙醇)的
棉签(或软布)擦拭。如果打印机使用标签纸，请擦掉可能聚积的胶。

备注1： 热敏打印头容易损坏，所以要用软布清洁，小心不要将其划伤。
备注2： 不要在打印后、热敏打印头尚未冷却时立即清洁热敏打印头。
备注3： 需要注意的是，清洁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能损坏热敏打印头的静电。
备注4： 只有当酒精完全干燥后才能打开电源。

8-2. 清洁橡胶辊
请使用软干布擦掉橡胶辊上可能聚积的灰尘。

8-3. 清洁传感器及周边区域
清洁传感器(主要是反射镜式传感器)上可能聚积的碎屑、灰尘、纸张颗粒、胶等。

8-4. 清洁夹纸器及周边区域
清洁夹纸器上可能聚积的碎屑、灰尘、纸张颗粒、胶等。

热敏打印头

传感器 橡胶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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