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設定指南

SL4M  和 T4M
RFID 智慧型標籤和熱感式印表機

™ ™





目錄
簡介....................................................................................... 5

印表機設定............................................................................ 6

裝入色帶和捲紙..................................................................... 8

裝入色帶......................................................................... 9

裝入捲紙....................................................................... 12

定位紙材感應器組件..................................................... 15

按制按鈕與指示燈............................................................... 18

電源開關....................................................................... 18

控制面板....................................................................... 18

執行條碼示範測試............................................................... 19

執行 「印表機設定精靈」.................................................... 19

聯絡資訊 ............................................................................. 20

普印力客戶支援中心..................................................... 20

普印力耗材部門 ............................................................ 20

公司辦事處 ................................................................... 21
3



目錄
4



簡介

感謝您選購 SL4M RFID 智慧型標籤印表機或 T4M 熱感式印表機。

本《快速設定指南》為您說明如何設定印表機、裝入色帶和紙材，以
及列印測試頁。

註： 本 《快速設定指南》的內容適用於 SL4M 和 T4M 印表機。

SL4M 是一款智慧型標籤印表機。 它配備 RFID 編碼器，而    
且在靠近控制面板的位置有一個 「RFID SMART」標誌。

T4M 印表機不具備 RFID 編碼器，但可以在同級中進行升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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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設定
印表機設定

1. 將印表機放置在可以輕易接近印表機任何一側的水平位置。

注意 請勿在側放或顛倒放置時操作此印表機。

2. 在印表機的正面，將電源開關設為 O （關閉）位置。

電源開關

正面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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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印表機後方，將所需的介面電纜連接到適當的連接器和主機電
腦。

警告 若未將印表機正確接地可能會導致操作人員觸電。

為了符合國際安全標準，本印表機配備三個插腳的電源線。 請勿使 
用配接器插頭，或拆下電源線插頭的接地插腳。 如果需要延長線，確 
定使用有正確接地插頭的三芯式電線。

4. 將 AC 電源線插入 AC 電源插座。

5. 將 AC 電源線插入正確電壓的接地 ( 三插腳 ) 電氣插座。 （現在    
還不能開啟印表機電源。）

AC 電源 
插座

IEEE1284 並列介面

RS-232 序列介面

乙太網介面
（可選）

USB 連線

背面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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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入色帶和捲紙
裝入色帶和捲紙

重要事項 若要獲得最佳效果，請僅使用原廠普印力耗材。 看清 “普印力耗材  
部門”  在頁上  20.

注意 「請勿碰觸」列印頭組件下方的列印頭或電子元件。

注意 請勿在列印頭與壓板之間未安裝標籤貼紙時關閉軸板，因為壓板上
的碎屑可能會損壞列印頭。

注意 在設定印表機時請勿碰觸電氣接頭，以防止靜電釋放導致損壞。 釋 

放累積的靜電能量可能會損壞或毀壞本印表機中使用的列印頭或電
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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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入色帶
裝入色帶

若使用直接熱感應紙材 （不需要色帶），請執行ðƒ ¦¹ 12。

重要事項 每次更換色帶時，清潔列印頭、壓板滾筒和紙材感應器。 請參閱《使 

用手冊》。

1. 抬起紙材護蓋。

2. 將色帶捲芯裝在色帶捲軸上。

註： 印表機會附送第一個色帶捲芯。 隨後，在色帶用完時，將空 
的色帶捲芯從色帶供應軸移動到色帶捲軸。

3. 將色帶捲滑到色帶供應軸上，直到它與捲軸凸緣齊平為止。

4. 將軸板鎖桿朝逆時針方向轉到完，直到軸板往上升起以打開軸
板。

色帶捲

色帶 
供應軸

軸板鎖桿軸板

色帶 
捲芯

色帶 
捲軸

紙材護蓋 凸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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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入色帶和捲紙
5. 將色帶末端穿過色帶導軌滾筒下方，穿過壓板 （塑料驅動滾筒）
與列印頭之間，然後穿過色帶捲軸和供應軸之間。

註： 確定將色帶穿過色帶捲軸的後方。

註： 備用色帶路徑供墨水在內面的色帶使用。

列印頭

色帶導軌滾筒 (2)

色帶

色帶 
供應軸

色帶 
捲軸色帶捲芯

備用 
色帶路徑

壓板
（未顯示）
10



裝入色帶
重要事項 請勿在沒有安裝色帶捲芯時將色帶裝在色帶捲軸上。

6. 使用膠帶將色帶裝在色帶捲軸的色帶捲芯上。

7. 手動將色帶捲軸朝逆時針方向旋轉，直到色帶導引通過列印頭為
止。

色帶 
捲軸

色帶  
捲芯

色帶導引

列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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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入色帶和捲紙
裝入捲紙

重要事項 如果您使用直接熱感應模式，每次更換紙材時，請清潔列印頭、壓板
滾筒和上側與下側紙材感應器。 請參閱 《使用手冊》。

1. 將紙材掛架導板向外滑到紙材掛架的終端位置 （如圖所示）。

紙材掛架

紙材掛架導板

紙材護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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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入捲紙
2. 將捲紙放到紙材掛架上然後滑動捲紙，直到它與印表機的側壁齊
平為止。 紙材將從滾筒的上方並朝著印表機的前方送入。

註： 如需關於智慧型標籤的資訊，請參閱《RFID 標示參考手 

冊》。

3. 將紙材掛架導板沿著捲紙滑動以防止水平滑動。

捲紙

紙材掛架導板

紙材掛架

側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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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入色帶和捲紙
4. 將紙材穿過紙材減震器的下方，穿過紙材感應器組件，然後穿過
壓板和列印頭之間。

註： 如果您擁有標準撕紙、標籤或內襯捲紙器，請參閱《使用手

冊》以獲得有關正確穿繞紙材的指示。

註： 備用紙材路徑供向內捲入的標籤紙使用。

注意 如果紙材寬度導軌鎖定圓鈕太鬆或已取下，紙材寬度導軌將會從印
表機脫落。

5. 將紙材寬度導軌鎖定圓鈕朝逆時針方向轉動，轉到剛好可以滑動
紙材寬度導軌即可。

6. 將紙材寬度導軌定位在稍微靠著所安裝紙材的外緣，然後將鎖定
圓鈕朝順時針方向轉動將它鎖緊。

紙材

列印頭

壓板
（未顯示）

紙材減震器

紙材寬度導板
紙材感應器組

件

鎖定圓鈕
備用紙材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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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紙材感應器組件
定位紙材感應器組件

您的印表機配備一個紙材感應器，可偵測有標籤長度指示（間隙、凹
槽、孔或黑色記號）的紙材上之最上方位置。 請參閱 ðƒ ¦¹ 16。

請勿將紙材感應器該放在紙材功能的路徑中，否則可能會導致錯誤
的間隙偵測或出紙故障。 這些功能包括暗色預先列印、圓形裁切標 
籤角、與並排標籤相關的垂直間隙，以及外部切割，如圖所示。

垂直間隙和圓形
裁切

標籤角

外部切割 暗色預先列印

將間隙感應器指示
器放入任何一個灰

色區域中。
15



裝入色帶和捲紙
1. 將紙材的左 ( 內側 ) 邊緣對齊內部紙材邊緣導板。

2. 如果標籤沒有特別的標籤長度指示，則可將紙材感應器組件保留
在出廠位置。

否則，使用紙材感應器把手來水平放置紙材感應器組件，使感應
器指示器浮印的兩邊與紙材上的標籤長度指示對齊。

將記號感應器指示器用於具有黑色記號的紙材，以及將間隙感應
器指示器用於具有間隙、凹槽或孔的紙材。

紙材感應器
把手

紙材感應器組件

紙材

記號感應器指
示器 （兩邊） 間隙感應器指

示器 （兩邊）

內部紙材邊緣導板
紙材

( 左邊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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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紙材感應器組件
3. 將軸板鎖桿朝順時針方向轉到完以關閉軸板。

4. 如果您使用的是 RFID 編碼器，您可能需要調整偶合器。 （請參   
閱《RFID 標示參考手冊》。）

5. 降低紙材護蓋。

軸板鎖桿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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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制按鈕與指示燈
按制按鈕與指示燈

電源開關

電源開關位於印表機底部的正面板上。 若要使用電源，可將開關轉 
到 | （開啟）位置。 第一次開啟印表機電源時，控制面板上的 LCD   
（液晶顯示器）會顯示一連串的起始化訊息。

若要中斷電源，則將電源開煥轉到 O （關閉）位置。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位於印表機的正面，包含一個液晶顯示器、指示燈與按制按
鍵（按鈕）。

連線指示燈 故障指示燈

LCD （液晶
顯示器）

「向左」鍵

「向上」鍵

「向下」鍵

Enter 鍵

「暫停」鍵

功能表鍵

「向右」鍵

「送入」鍵

註：同時按下 「Down」
（向下）和 ↵ (Enter) 鍵 
可鎖定或解除鎖定 ↵ 
鍵。

「取消」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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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
執行條碼示範測試

在傳送實際的列印工作之前，請執行條碼示範測試：

1. 將印表機電源開關設為 | （開啟）。

2. 當「ONLINE」（連線）或「OFFLINE」（離線）在印表機的 LCD 
上顯示時，按下  即可進入 「Menu」（功能表）模式。

3. 同時按下 「Down」（向下）和 ¿鍵直到顯示 「THE ¿ KEY IS    
UNLOCKED」（ ¿鍵已鎖定）。

4. 按下 「Right」（向右）鍵，直到顯示 「DIAGNOSTICS」（診
斷）。

5. 按下 ¿以進入 「DIAGNOSTICS」（診斷）功能表。 「Printer  
Tests」（印表機測試）子功能表將會選取。

6. 按下 「Right」（向右）鍵，直到顯示 「Barcode Demo」（條碼 
示範）。

7. 按下 ¿ . 印表機將會連線，而條碼示範測試圖案將會啟動並列印  
兩種條碼。

8. 您可以依需要執行其他的印表機測試，例如灰色、格線或棋盤
式。 請參閱上述 ® B ý J 2 開始其他測試。

註： 根據預設，這些測試將會連續執行。 按下 ¿ 可終止測試。

9. 若您遇到列印品質問題，請參閱《使用手冊》（位於本手冊隨附
的光碟片）中的 「列印頭調整」。

執行「印表機設定精靈」

執行「印表機設定精靈」（位於光碟片上）可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和
設定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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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聯絡資訊

普印力客戶支援中心

重要事項 致電普印力客戶支援中心之前，請準備好以下資訊：

• 型號

• 序號（位於印表機背面）

• 安裝的選項（例如，與問題有關的介面和主機類型）

• 設定列印輸出（請參閱《使用手冊》）

• 問題出在新安裝或現用的印表機？

• 描述問題（仔細）

• 清楚顯示問題之好和壞的樣品（可能需要傳真這些樣品）

美洲 (714) 368-2686

歐洲、中東與非洲 (31) 24 6489 410

亞太地區 (65) 6548 4114

中國 (86) 800-999-6836

http://www.printronix.com/support.aspx

普印力耗材部門

若要獲得最佳列印品質和列印頭使用壽命，請始終使用原廠普印力
色帶和標籤。 請透過下列資訊聯絡您當地的普印力耗材零售商：

美洲 (800) 733-1900

歐洲、中東與非洲 (33) 1 46 25 19 07

亞太地區 (65) 6548 4116 
或 (65) 6548 4182

中國 (86) 400-886-5598

印度 (800) 102-7869

http://www.printronix.com/supplies-parts.aspx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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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辦事處
公司辦事處

Printronix, Inc. 
15345 Barranca Parkway 
Irvine, CA 92618 
U.S.A. 
電話： (714) 368-2300 
傳真： (714) 368-2600

Printronix Inc. 
c/o Printronix Nederland BV 
Bijsterhuizen 11-38 
6546 AS Nijmegen 
The Netherlands 
電話： (31) 24 6489489 
傳真： (31) 24 6489499

Printronix Schweiz GmbH 
42 Changi South Street 1 
Changi South Industrial Estate 
Singapore 486763 
電話： (65) 6542 0110 
傳真： (65) 6546 1588

Printronix Commercial (Shanghai) Co. Ltd 
22F, Eton Building East 
No.555, Pudong Av. 
Shanghai City, 200120, P R China 
電話： (86) 400 886 5598 
傳真： (86-21) 5138 0564

請瀏覽普印力網站 www.printronix.com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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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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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通告
本設備經測試符合 FCC 法規，第 15 部份中關於 B 級數位裝置的限制規定。 這些限制規定的宗旨，是為了對在       
住宅區安裝時所造成的有害干擾，採取合理的保護措施。 本設備會產生、使用並輻射射頻能量，若不按照指示 
進行安裝和使用，對無線電通訊可能會導致有害干擾。 但是，並不保證在個別安裝中，不會產生上述干擾。 若  
透過關閉和開啟設備，確定本設備對無線電或電視接收造成有害干擾，我們建議使用者採取以下一種或多種措
施來排除干擾：

• 重新調整接收天線的方向或位置。

• 將設備與接收裝置之間的距離拉遠。

• 將設備連接到與接收裝置電路相異的插座上。

• 需要援助時，請向代理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 / 電視技術人員諮詢。

未經授權的任何變更或修改，可能會導致使用者無權操作本設備。

本設備符合 FCC 法規的第 15 部份。 操作時必須符合以下兩項條件： (1) 本裝置不會導致有害干擾，以及 (2) 本         
裝置必須能承受所接收到的任何干擾，包括可能導致不正常作業的干擾。

依據 FCC 第 15 部份的 A 子部份 15.21 節法規，對本產品進行任何變更或修改將會導致使用者失去操作本產品        
的權力。

本產品包含具備下列參數的專用冷卻器：  
操作頻率： 902 至 928 MHz 
典型 RF 電源： 100 毫瓦特 
最大 RF 電源： 700 毫瓦特

加拿大
本設備符合加拿大 ICES-003 和 RSS 210 規範的 B 級數位裝置。

Cet appareil num é rique de la classe B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操作時必須符合以下兩項條件： (1) 本裝置不會導致有害干擾，以及 (2) 本裝置必須能承受所接收到的任何干    
擾，包括可能導致不正常作業的干擾。

本裝置經特別設計來與下列天線，以及具備 -12 dBi 最大增益的天線操作。 嚴禁將不包含在本清單中的天線或具   
有大於 -12 dBi 增益的天線與本裝置配合使用。 要求的天線阻抗為 50 歐姆。

若要降低對其他使用者造成的可能無線電干擾，所選擇的天線類型及其增益的同等各向同性輻射功率 (e.i.r.p.) 
應該不超過成功通訊的允許值。

測 試 証 明 符 合
FCC 標準

Printronix SL4M ©M T4M

供住家或辦公室使用



CE 聲明 （歐盟）
按 CE 象徵評分指出到 EMC 指示的這個 Printronix 系統的遵從和歐盟的低電壓指示。這樣的記號是指示性的那      
這個 Printronix 系統滿足下列技術標準：

• EN 300 220-1(2000)，電磁的相容性和收音機範圍要緊；短期的詭計；跟 1000 用於 25 MHz 的收音機設       
備具電動水準儀的 MHz 頻率範圍達 500 mW。

• EN 55022 - 「限制和資訊產業設備的收音機干涉特點的測量的方法。」

• EN 55024 - 「對資訊產業設備的電磁的免疫力要求」

• EN 60950 - 「資訊產業設備的安全。」

Printronix 不能承擔任何的責任未能因產品的一處非建議修改而產生使保護要求滿意，包括非 Printronix 選擇卡  
的試穿。

這個產品被測試了和找到遵守課的限制根據歐洲標準 EN 55022 的一台資訊產業設備。課的限制一台設備為商   
業和工業環境被得到提供對干涉的合理保護經授權使用的交流設備。

CE 符號

這是一節課一個產品。在一種國內環境中這個產品使用者可能哪個案例被要求採取充分的措
施中可能導致收音機干涉。

警告



合格聲明
製造商： Printronix, Inc. 

15345 Barranca Parkway 
Irvine, CA 92618 
U.S.A..

聲明該產品：

產品類型： 資訊科技設備，印表機

設備等級： 商業與輕工業

型號： T4M、SL4M 和選擇性後綴

配置： 序列、並列、外部 LAN、乙太網路、無線乙太網路、RFID、USB

符合下列標準：

安全性： EN 60950-1： 2001，第一版

EMC： ETSI EN 301 489-1 
ETSI EN 301 489-3 
ETSI EN300 220-3 V1.1.1 Sec. 8.1, 8.2, 8.6, 8.7, 8.9 
EN 55022： 1998 +A1 
EN 55024： 1998 

EN 61000-4-2 
EN 61000-4-3 
EN 61000-4-4 
EN 61000-4-5 
EN 61000-4-6 
EN 61000-4-8 
EN 61000-4-11 

EN 61000-3-2： 2000 
EN 61000-3-3： 1995 +A1

而且符合： 
低電壓規範 73/23/EEC 和電磁相容性規範 89/336/EEC。 
無線電與電訊終端設備 1999/5/EC。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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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鋰電池警告
如果您使用可選的即時時鐘，則控制板將包含密封在即時時鐘晶片內的鋰電池。 若要更換電池，請勿拆解晶片。 
請勿以焚化的方式廢棄晶片。 若未遵守上述警告會導致電池爆炸。 如需關於正確廢棄程序的資訊，請聯絡您當  
地的廢棄機構。

Printronix 對本手冊不作任何形式的聲明或擔保，包括但不限於對適銷性或適合特殊用途的隱含擔保。 
Printronix 對此處提及之錯誤或本手冊中任何遺漏處或造成損害，無論直接或間接，意外或連帶，相關安裝、散 
佈、執行或使用本手冊所造成之後果，一概不予負責。 本手冊中之資訊將會隨時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本文件內之資訊財產均受著作權保護。 未獲得 Printronix 的事先書面同意，不得或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法重製、   
複製、翻譯或併入任何其他資料的任何部分，或者使用於手冊、圖形、電子、機械等其他項目上。

著作權 © 2006, 2012 PRINTRONIX, INC.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商標確認
Printronix 和 PGL 是 Printronix, Inc. 的註冊商標。

SL4M 和 T4M 是 Printronix, Inc. 的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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