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签打印机

ELP-188ES

用户手册



更 改 记 录
版本 日期 更改内容 更改 审核 承认

1.0 2015.09.25 初版 罗茜 杨开趣 任小薇



目 录
手册信息......................................................................................................................................... 1

安全须知......................................................................................................................................... 2

第 1章 产品简介........................................................................................................................... 5

1.1 开箱清单.......................................................................................................................... 5

1.2 外观及组件...................................................................................................................... 6

1.3 产品尺寸.......................................................................................................................... 7

第 2章 产品规格........................................................................................................................... 8

第 3章 安装和使用..................................................................................................................... 10

3.1 电源连接........................................................................................................................ 10

3.2 接口电缆连接.................................................................................................................11

3.3 安装介质........................................................................................................................ 12

3.3.1 安装折叠纸......................................................................................................... 12

3.3.2 外置纸卷安装..................................................................................................... 13

3.3.3 处理卡纸............................................................................................................. 14

3.4 控制面板........................................................................................................................ 17

3.4.1 按键操作方法..................................................................................................... 18

3.4.2 打印机各种状态的 LED指示............................................................................19

3.5 基本参数设置................................................................................................................ 19

3.5.1 通过打印机实用工具更改打印机基本参数..................................................... 19

3.5.2 手动更改打印机基本参数................................................................................. 20

3.5.2.1 菜单说明.......................................................................................................... 20

3.5.2.2 参数设置.......................................................................................................... 21

3.5.2.3 显示屏.............................................................................................................. 24

3.6 打印测试........................................................................................................................ 26



3.6.1 打印自检页......................................................................................................... 26

3.6.2 使用Windows驱动程序打印............................................................................ 26

3.7 蜂鸣器功能.................................................................................................................... 27

3.8标签学习......................................................................................................................... 27

第 4章 接口................................................................................................................................. 28

4.1 USB 接口........................................................................................................................28

4.2 串口接口........................................................................................................................ 28

第 5章 清洁打印机..................................................................................................................... 29

5.1 清洁打印头.................................................................................................................... 29

5.2 清洁传感器、胶辊和纸张路径.................................................................................... 29

第 6章 故障排除......................................................................................................................... 30

6.1 指示灯含义.................................................................................................................... 30

6.2 打印问题........................................................................................................................ 31

6.3 通信故障........................................................................................................................ 33

6.4 其它故障........................................................................................................................ 34



ELP-188ES 用户手册

Rev 1.0

 声明
本手册内容未经同意不得随意更改，广东天元印刷有限公司保留在技术、零部件、

软件和硬件上变更产品的权利。用户如果需要与产品有关的进一步信息，可与广东天元印

刷有限公司联系。未经公司的书面许可，本手册的任何章节不得以任何形式、通过任何手

段进行复制或传送。

 版权
本手册于 2015 年印制，版权属于广东天元印刷有限公司。

中国印制。

1.0 版本。

 警告、注意

警告：打印头为发热部件，打印过程中和打印刚结束，不要触摸打印头以及周

边部件。

警告：不要触摸打印头和连接插件，以免因静电损坏打印头。

 特别提醒
尊敬的用户，感谢您选择并购买我司产品，为了保障您的售后服务权益，请认真填写

后附的产品保修卡，未填写保修卡的，本司将不提供售后保修服务。

因产品的持续改进，故手册中所述的机种规格、配件及程序以实机为主，如有变更，恕不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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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信息

本用户手册包含产品使用、安装等基本信息。

 以下手册对各种技术问题和领域有更为详细的介绍。

1.Windows 驱动程序手册

此手册提供了 Windows 驱动程序安装说明和主要功能方面的信息。

2.打印机设置工具

此工具在随机光盘内，提供了打印机浓度、速度设置，热敏、热转印切换、标签定位学

习、固件更新等操作打印机设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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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在操作使用打印机之前，请仔细阅读下面的注意事项，以免发生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

1.安全警告标志

警告：打印头为发热部件，打印过程中和打印刚结束，不要触摸打印头以及周边部件。

警告：不要触摸打印头和连接插件，以免因静电损坏打印头。

2.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违反以下事项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伤亡事故。

1）不要同时将几个插头插入一个多孔电源插座中。

• 这会导致过热和火灾。

• 如果插头潮湿或者肮脏，请在使用前烘干或者擦拭干净。

• 如果插头与电源插座不配套，请不要插上电源。

• 只能使用标准化的多孔电源插座，并确保电源插座有良好的接地保护。

2）不要通过拉扯连接线的方式拔插头。

• 这可能损坏连接线，造成火灾或者打印机故障。

3）不要在手潮湿的时候，插或者拔电源插头。

• 这可能导致触电。

4）不要用力弯曲连接线，或者将其置于重物之下。

• 连接线损坏后，可能造成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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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违反以下事项可能造成轻伤或损坏设备。

1）如果发现打印机不明原因地冒烟、发出气味或者噪音，请拔下插头，再采取急救措施。

• 关闭打印机，拔下设备的插头。

• 在烟消失后，电话联系经销商进行维修。

2）将打印机安装在稳定的平面上。

• 如果打印机跌落，可能会摔坏，且造成人员受伤。

3）只使用批准的附件，自己不要尝试拆卸、修理或者改装。

• 如果需要这些服务，请电话联系经销商。

4）不要将水或者其他物品倒进打印机中。

• 如果发生此类事件，请关机并拔下打印机的插头。然后，电话联系经销商。

5）操作失灵时，不要使用打印机，这会导致火灾或者触电。

• 请关机并拔下打印机的插头，然后，电话联系经销商。

6）其它注意事项。

 在打印机的周围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操作和维护。

 打印机应远离水源并避免阳光、强光和热源的直射。

 不要在高温，湿度大以及污染严重的地方使用和保存打印机。

 避免将打印机放在有振动和冲击的地方。

 如果较长时间不使用打印机，请断开打印机的电源。

 为了保证打印质量和产品的寿命，建议采用推荐的或同等质量的纸张。

 插接或断开各个接口时，必须关掉电源，否则可能会引起打印机控制电路的损坏。

 妥善保管本手册，以备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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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它注意事项

尽管我们在编写本手册时十分谨慎仔细，但出现一些错误或疏忽仍是难免的。如有人

因使用本手册的信息而遭受损失，广东天元印刷有限公司不负任何责任。对于用户或第三

方因不遵循或者忽视广东天元印刷有限公司提供的操作、维护信息及说明，而造成产品损

坏、故障或误用，以及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产品进行改动、维修或修改引起的损害、损

失、费用或支出，广东天元印刷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不负有法律责任。对于因使用假冒

的广东天元印刷有限公司选配件、部件或者未经授权的产品而造成的损害或问题，广东天

元印刷有限公司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4.WEEE (废弃电子电气设备)

本产品上所示的该标志及文字表明：相应物品在使用完后不应与其它家庭垃圾

一起丢弃。如果不对废物处理进行控制可能会对环境或人类健康造成伤害，为

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请将带有该标志的物品与其它种类的废物分开，认真负

责地将其回收，从而促进物质资源的持续再利用。关于在何地以及如何才能以环保方式回

收这些物品的详细步骤，家庭用户应当联系出售该产品的零售商或者当地政府。商业用户

应当联系供应商，并核对采购合同中的条款和条件。本产品不应与其它商业垃圾一起处理。



ELP-188ES 用户手册

Rev 1.0 5

第 1章 产品简介
1.1 开箱清单

注意：

1）打开打印机包装，保留包装材料，方便以后包装运输。

2）如果有任何物品损坏或者缺失，请联系出售本产品的经销商。

 标配件

 选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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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外观及组件

 前视  后视

 内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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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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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产品规格
表 2-1 产品规格

项目 参数

打印参数

打印方式 行式热敏打印

分辨率 203dpi(8dots/mm)

打印宽度 Max.108mm

打印速度 Max.200mm/s

通讯接口 USB、串口、以太网口(可选)

存储器
RAM 2MB

Flash 2MB

字符
中文 GB18030 16×16 24×24 点

文字数字 ASCⅡ8×16点, 12×24 点

条形码
1D

UPC-A、UPC-E、EAN8、EAN13、CODE39、CODE128、
CODE128M、CODE93

2D QR Code

检测功能 传感器 缝标侦测、缺纸侦测、开盖侦测

电源 内置电源

输入：

输出：

纸张

类型 标签纸，打孔纸

宽度 57毫米( 最小); 118毫米(最大)

厚度 0.06毫米( 最小); 0.25毫米(最大)

指令集 TSPL

物理特性

操作条件 5℃～45℃，20%～85%RH

存储条件 -40℃～65℃，5%～95%RH

外观尺寸（长×宽×高） 230.5×208.5×99.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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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产品参数（续）

项目 参数

重量 2.95kg

选配件 USB 数据线，串口数据线，外置纸卷支架

可靠性参数 TPH寿命 30Km

软件功能 驱动程序 Win 7/Win 8/Windows XP/V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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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安装和使用
3.1 电源连接

1.将交流电源线的插座一端插入打印机背后的交流电源连接器。

2.将交流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头端插入适合的电源插座。

3.打开打印机电源 (I)。

打印机启动，打印机通过控制面板上的指示灯报告它的状态（有关指示灯颜色组合的含义，

请参见“6.1 指示灯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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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接口电缆连接

按下图所示连接接口电缆。

本打印机支持下列通信接口标准：

--USB B-Type 电缆

--RS-232C（串行）电缆

1）打印机关机（O）。

2) 请将要使用的通信电缆插入相应的打印机的通信连接插头。

-- 请在 RS232接口上接入 RS-232C(Serial)电缆。

-- 请在 USB接口上接入 USB B-Type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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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装介质

3.3.1 安装折叠纸

1.面对机器背面，双手同时按住进纸导轨依据纸张大小，左右调节导轨间距。

2.将标签纸插入进纸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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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将纸张慢慢送入进纸通道。

注意：要送到位（标签纸自动从出纸口送出一小段）。

3.3.2 外置纸卷安装

取决于您的打印机是如何订购的，您的打印机不一定附带外置纸卷支架。

请参照外置纸卷支架安装指南组装外置纸卷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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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处理卡纸

1.面对机器背面，向上按压上盖开启键。

2.打开打印机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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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对机器正面，先将打印头组开启键向前拉。

4.向上打开打印头组。



ELP-188ES 用户手册

Rev 1.0 16

5.将卡住的纸张从进纸通道抽出后，请更换新纸将褶皱的纸丢弃。

6.将卡住的纸抽出后即可进行正常的介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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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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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按键操作方法

菜单键 待机状态下进入菜单界面

进纸键 ①定长标签纸模式下按下此按键一次打印机送出固定长度的标签；

②开机时长按此按键不放，蜂鸣器发出一声长鸣，松开按键后打印机打印出配

置信息。

暂停键 ①打印机执行打印任务时，按下暂停键，打印机当前的打印任务暂停，此时待

机灯闪烁；再次按下此按键打印机执行未完成的打印任务。

②打印机执行打印任务的时候，长按暂停键 5S，打印机取消当前的打印任务。

退纸键 退出当前纸卷

向上箭头 ①待机模式下长按此按键进入背光亮度的调节；通过向上或向下按键可调整显

示屏的背光亮度，亮度在最亮和最暗之间变化，按一下变化一次。

②菜单模式，用于菜单选择。-

③参数设置模式，用于向上调整参数。

向下箭头 ①待机模式下长按此按键，可进入浓度设置菜单，进入设置浓度设置菜单后，

向下可以调低当前打印浓度，到最小浓度继续按此按键，打印机发出长鸣，表

示无法继续下调；此时需要按向上箭头才能调高打印浓度（避免误操作，设置

过高浓度造成热写头烧毁。）

②参数设置模式，用于向下调整参数。

确认键 ①待机模式下长按此按键，可进入标签学习快捷菜单；

②确认当前的设置或选择；

③在参数设置模式下，可移动光标；

返回键 回到上一级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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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打印机各种状态的 LED指示

待机指示灯 常亮表示打印机处于待机状态，随时可以执行打印任务

缺纸指示灯 闪烁表示打印机处于缺纸状态

错误指示灯 闪烁表示打印机处在错误状态，闪烁的快慢和次数表示不同的错误状态

电源指示灯 常亮表示打印机电源正常；闪烁表示电源异常；熄灭时打印机为供电异常

或电源电路有问题

3.5 基本参数设置

用户可根据需要通过以下 2种方法，灵活设置打印机基本参数（串口波特率、纸张类

型、打印浓度、打印宽度、打印指令）。

3.5.1 通过打印机实用工具更改打印机基本参数

本打印机有一个运行在 PC机上的实用工具软件，用户可通过该软件完成以上打印机参

数设置及其它设置，如代码页设置、打印测试等，详见《打印机实用工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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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手动更改打印机基本参数

3.5.2.1 菜单说明

主菜单 子菜单 描述

1.打印设置

1.1速度设置 设置打印速度

1.2浓度设置 设置打印浓度

1.3定位侦测 设置穿透侦测的位置

1.4水平起始坐标 调整打印的水平起始位置

1.5垂直起始坐标 调整打印开始位置的垂直坐标

1.6打印停止定位 定位常规、撕纸和切刀位置

2.用户设置

2.1语言 改变菜单的语言显示

2.2背光亮度 改变背光亮度

2.3蜂鸣器声音 改变蜂鸣器声音

2.4恢复出厂设置 恢复打印机的出厂默认设置

2.5密码设置 设置进入设置菜单的密码

2.6固件升级 升级固件级别

3.标签校准 3.1标签学习 标签定位学习

4.测试

4.1打印设置信息 打印打印机的当前设置信息

4.2打印测试样张 打印测试样张

4.3除错模式 打印机打印发送的原始数据，方便我们查找错误；

5.通讯设置 5.1串口设置 设置串口参数

6.打印机信息

6.1打印机序列号 最大 12位打印机序列号

6.2打印机名称 打印机型名称

6.3韧件版本 韧件程序的版本号

6.4已打印长度 记录打印机已打印的长度

6.5出厂日期 出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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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 参数设置

1.打印设置

参数 说明 默认

1.1 速度设置

调整打印速度

更改打印速度设置

选项：（2-8）ips

5ips

1.2 浓度设置

调整打印浓度

通过更改打印热量更改打印质量

选项：（1-7）级

2级

1.3定位侦测
调整侦测光电对的位置

选项：边穿透侦测；居中穿透侦测
无

1.4 水平起始坐标
调整水平起始坐标

选项：（+00~+89）点
00

1.5 垂直起始坐标
调整垂直起始坐标

选项：+00~+89点
00

1.6 打印停止定位
设置标签停止的位置

选项：-89~+89点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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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户设置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2.1 语言设置
更改菜单语言

语言：英语，中文；
中文

2.2 背光亮度
调整背光亮度

亮度级别：0~ 3，0为关闭
1

2.3 蜂鸣器声音
调整蜂鸣器声音大小值

0~ 3，0为关闭
1

2.4 恢复出厂设置 客户可以将打印机恢复到出厂设置 无

2.5 密码设置

设置参数保护密码

该功能允许用户设置密码锁住设定好的参数，以防止其他

使用者无意中改掉这些参数。

密码参数范围：0000~9999

1001

2.6 固件升级 升级固件版本 无

3.标签校准

参数 说明

3.1 标签学习 标签定位

4.测试

参数 说明

4.1 打印设置信息 打印出打印机当前的配置信息

4.2 打印测试样张 打印预先下载的测试页，看打印机是否能正常工作

4.3 除错模式 打印机打印发送的原始数据，方便我们查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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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讯设置

参数 说明 默认

5.1 串口设置

波特率：9600~115200 9600

奇偶校验：无，奇，偶 无

数据位数：8,9位 8位

停止位：1,2 1

6.打印机信息

参数 说明

6.1 打印机序列号 最大 14位序列号

6.2 打印机名称 ELP-188ES

6.3 韧件版本 V1.0.9（版本号取决于您购买的打印机）

6.4已打印长度 打印机从出厂后开始记录的已打印长度

6.5出厂日期 打印机的出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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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3 显示屏

本打印机的控制面板带有一个显示屏，您可以在显示屏上查看打印机的状态或更改它的工

作参数。在随后内容中，您将学习如何在打印机的菜单系统中浏览，以及如何更改菜单项

的值。

在显示屏的各屏幕之间浏览

待机显示 在打印机完成加电过程后，将移动到待机显示（图 3.7.1）。

1 打印机信息

2 打印机软件版本（版本号取决于您购买的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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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通过打印机主菜单进行打印机各项操作及设置

在待机显示模式下，按菜单键进入打印机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按向上/向下箭头按

键切换菜单项

选中菜单后，按输入键进入该菜

单或确认当前参数。

按一次返回键返回上一级菜单，

按 2次返回键返回到待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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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打印测试

3.6.1 打印自检页

最初安装打印机或打印机存在任何问题时可以执行自检程序，确认如下状态。

固件版本、打印机参数设置状态、打印质量及外部设备的相关设定信息等，自检后确认打

印机不存在问题时，请检查其他装置或软件。本功能与其他装置或软件独立运行。

自检测试方法如下：

1) 确认已连接电源，且纸卷安装正确。

2) 确认打印机处于关机状态，且顶盖已闭合到位。

3) 按住走纸按键不放，再按电源按键开机，打印机开始打印自检页时松开按键。

3.6.2 使用Windows驱动程序打印

1) 安装 Windows 驱动程序。

请参考《Windows驱动程序手册》，完成驱动安装。

2) 将Windows驱动程序的“ 端口 ” 设为使用的相应接口。

3) 使用Windows驱动程序的“ 打印测试页面” 功能打印测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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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蜂鸣器功能

次数 状态

1 声 打印自检页

3声 缺纸

3声 打印机顶盖未正常关闭

3声 标签定位异常

3.8标签学习

注意：在以下情况，用户可以进行标签定位学习，以便打印机更好的定位标签：

 第一次安装使用打印机；

 传感器清洁后第一次使用打印机；

 打印机较长时间未使用后重新使用；

 更换新类型的纸卷；

 打印过程中，打印机不能有效的识别标记；

 打印机使用环境有较大改变；

在打印机就绪状态下，长按确认键“ ”2S后，松开确认键，打印机开始学习并走纸 3

张即 2个缝标；显示屏显示标签学习；或者用户可通过菜单操作进行标签学习。

注意：学习完成后，可重新打开顶盖，将刚刚学习走过的空白标签纸重新放好以备打

印，避免造成纸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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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接口
4.1 USB 接口

图 4-1

引脚号 信号名称

1 VBUS
2 D-
3 D+
4 GND

4.2 串口接口

图 4-2

引脚号 信号名称
1 -
2 TXD
3 RXD
4 -
5 GND
6 RTS
7 CTS
8 RTS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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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清洁打印机

灰尘、异物、粘性物质或其他粘连在打印头或打印机内的污染物可能会降低打印质量。脏

污时请按以下方法清洁打印头。

※ 注意事项

1）清洁前务必关闭打印机电源。

2）由于打印时，打印头会变得很热。因此，如果想要清洁打印头，请关闭打印机电源，

并在开始前等待 2~3 分钟。

3）清洁打印头时，注意不要触碰打印头的加热部分，以免打印头因静电等造成损坏。

4）注意不要刮伤或损坏打印头。

5.1 清洁打印头

1）请打开打印机顶盖用清洁笔（或沾有稀释酒精（酒精或异丙醇）的棉棒）沿打印头

中央到四周的方向清洁。

2）清洁打印头后，不要立刻使用打印机，等待所使用的清洁酒精完全挥发（1到 2分

钟），打印头完全干燥后方可使用。

5.2 清洁传感器、胶辊和纸张路径

1）请打开打印机顶盖取出纸卷。

2）使用干燥的棉布或棉棒擦去灰尘或异物。

3）将棉布或棉棒浸上医用酒精，用其擦去粘性异物或其他污染物。

4）清洁零部件后不要立刻使用打印机，等待酒精完全挥发（1到 2分钟），打印机完

全干燥后方可使用。

※ 当打印质量或纸张检测性能下降时，清洁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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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故障排除
6.1 指示灯含义

待机 缺纸 错误 电源 说明

亮 -- -- 亮 待机状态，随时可以执行打印任务

-- 闪烁 -- 亮 缺纸状态

-- -- -- 亮 电源正常

-- -- -- 闪烁 电源异常

-- -- 闪烁 亮 打印头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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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打印问题

问题 可能原因 推荐解决方案

常见打印质量问题

打印机打印速度设置不正确。

为获得最佳打印质量，应通过控

制面板、驱动程序或软件为您的

应用设置可能的最低的打印速

度。

为您的应用选择了不正确的介

质

可以根据需要，与您的经销商联

系，以获取信息和建议。

打印机的打印浓度设置不正确。
要获得最佳打印质量，应将打印

深度设置为适用于您应用的最

低设置值。

打印头脏。 清洁打印头和胶辊。

标签上的打印对齐标记丢失。表

单顶部对准标记的垂直偏移量

过大。

胶轴太脏。 清洁打印头和打印辊。

介质导板位置不正确。 确保正确定位介质导板。

介质类型设置不正确。
将打印机设置为用于正确的介

质类型。

介质装入不正确。 正确装入介质。

多张标签上出现较长的漏印痕

迹
打印元件损坏。 致电服务工程师。

未对准/跳过标签
打印机未校准。 校准打印机。

标签格式不正确。
检查您的标签格式并根据需要

更正。

一到三张标签未对准或打印出

错

胶辊太脏。 清洁打印头和胶辊。

介质不符合规格。 使用符合规格的介质。

标签顶部位置垂直调偏移

打印机未校准 校准打印机。

胶辊太脏。 清洁打印头和胶辊。

标签或图像垂直偏移

打印机使用不连续的标签，但是

却配置为在连续模式下工作。

将打印机设置为正确的介质类

型

介质传感器校准不正确。 校准打印机。

胶辊太脏。 清洁打印头和胶辊。

介质装入不正确。 确保正确装入了介质。

介质不兼容。
必须使用符合打印机技术规格

的介质。

无法扫描打印在标签上的条形

码。

因为打印太深或太浅，导致条形

码不符合规格。

根据需要调节浓度或打印速度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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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形码周围没有足够的空白区

域。

在标签上的条形码和其他打印

区域之间以及条形码与标签边

缘之间至少留出 3.2 毫米（1/8

英寸）。

自动校准失败。

介质装入不正确。 确保正确装入了介质。

传感器未检测到介质。 校准打印机。

传感器太脏，或定位不正确。 确保清洁并正确定位了传感器。

介质类型设置不正确。

将打印机设置为用于正确的介

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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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通信故障

故障 可能的原因 推荐的解决方案

已将标签格式发送到打印机，但

是未识别。

DATA（数据）指示灯未闪烁。

通信参数不正确。 检查打印机驱动程序或软件通信

设置

如果使用串行通信，应检查串行

通信设置。

如果要使用串行通信，应确保使

用了空调制解调器缆线或空调制

解调器适配器。

检查打印机的握手协议设置。使

用的设置必须能够与计算机主机

使用的设置匹配。

如果使用驱动程序，应检查与连

接相关的驱动程序通信设置。

已将标签格式发送到打印机。打

印多张标签后，打印机在标签上

跳过、错误放置、丢失或图像，

或使图像扭曲。

串行通信设置不正确。 应确保流控制设置匹配。

检查通信缆线长度。

检查打印机驱动程序或软件通信

设置

已将标签格式发送到打印机，但

是未识别。

DATA（数据）灯闪烁，但是不打

印。

打印机中的前缀和分隔字符集与

标签格式中的字符集不匹配。

检查前缀和分隔字符。

正在将不正确的数据发送到打印

机。

检查计算机上的通信设置。确保

这些设置与打印机打印机上的设

置匹配。

如果故障仍然存在，应检查标签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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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其它故障

故障 可能的原因 推荐的解决方案

控制面板的液晶屏显示了我不认

识的语言

通过控制面板或固件命令更改语

言参数。

在控制面板显示屏上，滚动到

LANGUAGE （语言）菜单。

按 OK （确定） 查看此菜单中

的项目。

使用 UP ARROW（上箭头）或

DOWNARROW （下箭头） 在

语言选项中滚动。此参数的选项

以实际语言显示，以让用户能够

更容易地找到自己认识的语言。

选择要显示的语言

液晶屏字符或部分字符丢失 可能需要更换显示屏。 致电服务工程师

更改参数设置后无法生效 某些参数设置不正确。 检查参数，并根据需要更改或重

设。

关闭打印机电源 (O) 然后再打

开 (I) 电源。

固件命令关闭了更改参数

的功能。

参看编程手册或致电维修技师

固件命令已将参数更改回前一设

置值。

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可能是主逻

辑电路板发生故障。

致电服务工程师。

将非连续标签作为连续标签处

理。

没有为要使用的介质校准打印

机。

校准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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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打印机配置为使用连续介质。 将打印机设置为用于正确的介质

类型 （缝隙 / 切痕、连续或标

记） 。

如果打印机带有显示屏，所有指

示灯都点亮，显示屏上不显示内

容，并且打印机锁死。

内部电气部件或固件故障。 致电服务工程师。

在运行加电自检时，打印机锁死。 主逻辑电路板故障。 致电服务工程师。

打印机无法识别 USB 设备或无

法读取插入 USB 主机端口的

USB 设备上的文件。

打印机目前只支持内存最多为 1

TB 的 USB 设备。

请使用内存等于或小于 1 TB 的

USB 设备。

USB 设备可能需要外接电源。 如果 USB 设备需要外接电源，

请确保其连接至一个工作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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