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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須知

符合 CE 標準

本產品根據適用於本產品和電氣附件的歐洲指令的規定貼上CE標誌。

由東芝泰格德國圖像系統有限公司對CE標誌負責,位址：Carl-Schurz-Str.7, 41460 Neuss, 
Germany, 電話：+49-(0)-2131-1245-0。
關於相關符合CE的宣告的副本，請聯繫您的經銷商，東芝泰格德國圖像系統有限公司或東芝泰

格。
（僅限歐盟）

通過 UKCA 認證

本產品根據適用於本產品和電氣附件的歐洲指令的規定貼上CE標誌。

由東芝泰格德國圖像系統有限公司對CE標誌負責,位址：Carl-Schurz-Str.7, 41460 Neuss, 
Germany, 電話：+49-(0)-2131-1245-0。
關於相關符合CE的宣告的副本，請聯繫您的經銷商，東芝泰格德國圖像系統有限公司或東芝泰

格。
（僅限英國）

此為A級產品。在生活環境中，該產品可能會造成無線電干擾。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需要用戶對其

干擾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

FCC A類通知

該設備符合FCC規則第15部分。操作應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1. 該設備可能不會造成有害干擾。

2. 該設備必須接受接收到的任何干擾，包括可能導致意外操作的干擾。

注意：此設備已通過測試，根據 FCC Rules (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規則）第 15 部分的規定，符合 
A 類數位設備的限制。若設備在商業環境中運行時產生不良干擾，這些限制的設定可提供合理的保

護。

該設備可產生、利用和輻射射頻能量，如果未按照該使用說明書進行安裝和使用，會對無線電通訊
產生不良干擾。該設備在居民區使用可能產生不良干擾，在此情況下，使用者應自費解決干擾問
題。

警告！
未經合規責任方明確批准的更改或修改會導致使用者操作該設備的許可權無效。

(僅限美國)

ICES-003 A類通知 - Avis NMB-003, A類

該A類數位設備符合加拿大ICES-003。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A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僅限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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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提案65：僅限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這個產品可能讓你接觸化學物質，包括 1,3-二氯丙醇，這是加利福尼亞州公認的致癌物質。

更多資訊，請登錄：
www.P65Warnings.ca.gov.

本設備不適用於直觀顯示工作場所的直接視野。
為避免直觀顯示工作場所的不適反射，本設備不得置於直接視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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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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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的廢物回收資訊：

該產品按照"廢棄電子和電氣設備-WEEE"的要求標記。

使用該標誌說明該產品不會作為未分類的城市垃圾處理，且應單獨進行收集。以不
適當的方式處理該數碼影印機的廢料將對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潛在的不良後果，應
確保該產品的正確處理，説明防止上述不良後果。
更多關於該數碼影印機的回收和迴圈使用，請聯繫您購買此產品的供應商。

通知 （土耳其）
AEEE Yönetmeliğine Uygundur

以下資訊僅適用於印度：

使用該標誌說明該產品不可作為生活垃圾處理。以不適當的方式處理該數碼影印機
的廢料將對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潛在的不良後果，應確保該產品的正確處理，説明
防止上述不良後果。
更多關於該數碼影印機的回收和迴圈使用，請聯繫您購買此產品的供應商。
本產品包括的部件、消耗品、零件和備件符合“印度電子廢物規則”，禁止使用鉛、

汞、六價鉻、濃度超過0.1% （按重量計）的多溴聯苯或多溴二苯醚，和濃度超過

0.01% （按重量計）的鎘，但該規則中規定的豁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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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設計用於商業用途，不是消費品。

La siguiente información es solo para Argentina:
El uso de este símbolo indica que  este producto  no puede ser tratado como 
residuos domésticos.
Asegúrese que este producto se deseche correctamente, Usted ayudara a evitar 
posibles consecuencias negativas para el medio ambiente y la salud humana, que 
podrían derivarse de la incorrecta manipulación  de este producto.
Para mas información sobre el reciclaje de este producto, consulte con nuestro su 
distribuidor donde adquirió el producto.

以下資訊僅適用于越南：
符合性聲明。
在越南市場銷售的東芝泰格產品符合工業和貿易部2014年4月25日發佈的關於電子、電氣產品中某

些有毒化學品的允許含量限制的第16/VBHN-BCT號通告。

注意：

 未經東芝泰格公司事先書面許可，不得全部或部分複製本手冊。

 本手冊中的內容若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請聯繫您授權的東芝泰格公司代表，瞭解最新版的手冊。

 如對本手冊有任何疑問，請聯繫您當地的授權服務代表。

 Windows是微軟公司的注冊商標。

設備名稱：條碼印表機，型號 （型式）：BV410D-GS02-QM-S, BV410D-TS02-QM-S
Equipment name   Type designation (Type)

單元
Unit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Restricted substances and its chemical symbols

鉛
Lead
(Pb)

汞
Mercury

(Hg)

鎘
Cadmium

(Cd)

六價鉻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多溴聯苯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PBB)

多溴二苯醚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

電線 ○ ○ ○ ○ ○ ○

印刷電路板 － ○ ○ ○ ○ ○

塑膠 ○ ○ ○ ○ ○ ○

液晶背光燈 － ○ ○ ○ ○ ○

軸·金屬軸 － ○ ○ ○ ○ ○

金屬零件 ○ ○ ○ ○ ○ ○

備考1. “超出0.1 wt %”及 “超出0.01 wt %” 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Note 1： “Exceeding 0.1 wt %” and “exceeding 0.01 wt %” indicate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exceeds the reference percentage value of presence condition.
備考2. “○”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Note 2： “○” indicates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does not exceed the 
percentage of reference value of presence.
備考3.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Note 3：The “−” indicates that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corresponds to the ex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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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使用者：

此為甲類資訊技術設備,於居住環境中使用時,可能會造成射頻擾動,在此種状況下,使用者會被要求

採取某些適當的對策。

設備名稱：條碼印表機，型號 （型式）：BV420D-GS02-QM-S, BV420D-TS02-QM-S
Equipment name   Type designation (Type)

單元
Unit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Restricted substances and its chemical symbols

鉛
Lead
(Pb)

汞
Mercury

(Hg)

鎘
Cadmium

(Cd)

六價鉻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多溴聯苯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PBB)

多溴二苯醚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

電線 ○ ○ ○ ○ ○ ○

印刷電路板 － ○ ○ ○ ○ ○

塑膠 ○ ○ ○ ○ ○ ○

軸·金屬軸 － ○ ○ ○ ○ ○

金屬零件 ○ ○ ○ ○ ○ ○

備考1. “超出0.1 wt %”及 “超出0.01 wt %” 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Note 1： “Exceeding 0.1 wt %” and “exceeding 0.01 wt %” indicate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exceeds the reference percentage value of presence condition.
備考2. “○”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Note 2： “○” indicates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does not exceed the 
percentage of reference value of presence.
備考3.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Note 3：The “−” indicates that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corresponds to the exemption.

警告使用者：

此為甲類資訊技術設備,於居住環境中使用時,可能會造成射頻擾動,在此種状況下,使用者會被要求

採取某些適當的對策。

進口商(適用于歐盟、 EFTA)
東芝泰格德國圖像系統有限公司
Carl-Schurz-Str.7, 41460 Neuss, Germany

進口商 （適用于英國）
東芝泰格英國圖像系統有限公司
地址：Abbey Cloisters, Abbey Green, Chertsey, Surrey, KT16 BRB, United Kingdom

進口商 （適用于土耳其）
BOER BILISIM SANAYI VE TICARET ANONIM SIRKETI BCP
Yukari Dudullu, Tavukcuyolu Cad.Demirturk Sok No: 8A 34775,
Umraniye-Istanbul, Turkey

製造商：
東芝泰格有限公司
1-11-1, Osaki, Shinagawa-ku, Tokyo, 141-8562,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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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用

製造商：P.T. TEC INDONESIA
產地：印度尼西亞
代理商：天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192號3樓之1
代理聯絡號碼：+886-2-8647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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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通訊設備操作注意事項

根據 《無線電報法》，本產品被歸類為 “ 低功率資料傳輸系統網站的無線設備 ”，不需要無線電傳輸

許可證。法律禁止修改本產品的內部。

監管資訊
必須嚴格按照產品附帶的使用者文檔中所述的製造商說明安裝和使用本產品。本產品符合下列射頻和
安全標準。
根據所提供天線的操作通過以下標準認證。請勿將本產品與其它天線一起使用。

歐洲 - 歐盟符合性聲明

東芝泰格公司特此聲明， BV410D/BV420D 系列符合指令 2014/53/EU 的基本要求和其它相關規定。

美國 - 聯邦通信委員會 (FCC)
注意：
此設備已通過測試，根據 FCC Rules ( 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規則）第 15 部分的規定，符合 A 類數字

設備的限制。若設備在商業環境中運行時產生不良干擾，這些限制的設定可提供合理的保護。該設備
可產生、利用和輻射射頻能量，如果未按照該使用說明書進行安裝和使用，會對無線電通訊產生不良
干擾。該設備在居民區使用可能產生不良干擾，在此情況下，使用者應自費解決干擾問題。

注意：
該設備符合 FCC 規則第 15 部分。

操作應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1) 該設備可能不會造成有害干擾，以及

(2) 該設備必須接受接收到的任何干擾，包括可能導致意外操作的干擾。

未經設備受讓人明確批准的更改或修改會導致使用者操作該設備的許可權無效。

射頻暴露警告：
本設備必須按照提供的說明進行安裝和操作，且用於本發射器的天線必須與所有人保持至少 20 釐米

的距離，且不得與任何其它天線或發射器一起安裝或操作。終端使用者和安裝人員必須提供天線安裝
說明和發射器操作條件，以滿足射頻暴露要求。

加拿大 - 加拿大工業部 (IC)
此設備符合加拿大免許可 RSS 標準。

操作應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1) 該設備可能不會造成干擾，以及

(2) 該設備必須接受任何干擾，包括可能導致設備意外操作的干擾。

Ce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vec Industrie Canada exemptes de licence RSS standard(s).
Son fonctionnement est soumis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1) cet appareil ne doit pas causer d’interférence et
(2) cet 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e interférence, notamment les interférences qui peuvent affecter 
son fonctionnement.



無線通訊設備操作注意事項    7

射頻曝露信息
無線設備的輻射輸出功率低於加拿大工業部（IC）的射頻暴露極限。無線設備的使用方式應使在正常

操作過程中人體接觸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該設備也已通過評估並顯示符合移動暴露條件下的 IC 射頻暴露極限 （天線與人體距離大於 20 厘
米）。

Informations concernant l’exposition aux fréquences radio (RF)
La puissance de sortie émise par l’appareil de sans fil est inférieure à la limite d’exposition aux 
fréquences radio d’Industry Canada (IC).Utilisez l’appareil de sans fil de façon à minimiser les 
contacts humains lors du fonctionnement normal.
Ce périphérique a également été évalué et démontré conforme aux limites d’exposition aux RF d’IC 
dans des conditions d’exposition à des appareils mobiles (antennes sont supérieures à 20 cm à 
partir du corps d’une personne).

批准使用設備的國家 / 地區
該設備已通過特定國家 / 地區的無線電標準認可。請諮詢東芝泰格授權經銷商或服務技術人員。

使用的預防措施
本產品通過無線電與其它設備通信。根據安裝位置、方向、環境等不同，其通信性能可能會降低或影
響附近安裝的設備。
Bluetooth® 和無線局域網設備在相同的射頻範圍內工作，並且可以相互干擾。如果您同時使用

Bluetooth® 和無線局域網設備，您可能偶爾會遇到網路性能不太理想的情況，甚至網路連接斷開的情

況。
如果您遇到此類問題，立即關閉您的 Bluetooth® 或無線局域網設備。

遠離微波爐。
由於微波設備發出的無線電干擾，通信性能可能會降低或出現通信錯誤。
請勿在金屬桌面上或金屬物體附近使用本產品。通信性能可能會降低。
* Bluetooth® 是 Bluetooth SIG 公司所擁有的注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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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安全概要
操作或維護設備時的人身安全非常重要。本手冊包含安全操作相關的警告和注意事項。在操作或維護
設備之前，應閱讀並理解本手冊中的所有警告和注意事項。
不要試圖對該設備進行維修或修改。如果出現故障且無法使用本手冊所述程式進行糾正，請關閉電
源，拔下機器插頭，然後聯繫東芝泰格授權代表以獲取幫助。

各個符號的含義

表示您在操作設備時應注意的資訊。

警告！

警告！ 該符號表示一個潛在的危險狀態，如果不能避免，將引起死亡、
嚴重傷害、或嚴重損壞、或設備及周圍物資火災。

小心！ 該符號表示一個潛在的危險狀態，如果不能避免，有可能引起中
小程式的傷害、設備或周圍物資部分損壞或資料丟失。

禁止！ 該符號表示禁止行為 （禁止專案）。

在符號 內部或附近繪製具體的禁止內容。
（左邊的符號表示“禁止拆卸”。）

必須執行 該符號表示必須執行的操作。

在符號 內部或附近繪製具體的說明。
（左邊的符號表示“從插座上斷開電源線插頭”。）

警告！
這表明如果機器操作不當或與違反指示操作，則存在死亡或重傷的風險。

禁止使用規定交
流電壓以外的任
何電壓。

請勿使用銘牌上規定的交流電壓以外的電壓，否則可能導致火災
或觸電。

禁止！ 請勿用濕手插入或拔下電源線，否則可能導致觸電。

禁止！ 如果機器與其它耗電量大的電器共用同一個電源插座，這些電器
每次工作時，電壓都會大幅度波動。務必為機器提供專用電源插
座，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禁止！ 不要在機器頂部放置金屬物品或裝滿水的容器，如花瓶、花盆或
杯子等。如果金屬物體或溢出的液體進入機器，這可能導致火災
或觸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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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 不要通過通風狹縫將金屬、易燃物或其它異物插入或掉落到機器
中，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禁止！ 請勿刮傷、損壞或修改電源線。此外，不要將重物放在電源線
上、拉伸電源線或過度彎曲電源線，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斷開插頭。 如果機器掉落或機櫃損壞，請先關閉電源開關並斷開電源線插頭
與插座的連接，然後聯繫東芝泰格公司授權代表尋求幫助。
在這種情況下連續使用機器可能會引起火災 或 觸電。

斷開插頭。 在機器產生煙霧或異味等異常情況下繼續使用機器可能導致火災
或觸電。
在這種情況下，請立即關閉電源開關並從插座上斷開電源線插
頭。
然後聯繫您的東芝泰格公司授權代表尋求幫助。

斷開插頭。 如果異物 （金屬碎片、水、液體）進入機器，請先關閉電源開關
並斷開電源線插頭與插座的連接，然後聯繫東芝泰格公司授權代
表尋求幫助。
在這種情況下連續使用機器可能會引起火災或觸電。

斷開插頭。 拔下電源線時，請務必握住插頭並拔下。
拉動電纜可能會切斷或露出內部電線並引起火災或觸電。

連接接地線。 確保設備正確接地。
延長電纜也應接地。
火災或觸電可能發生在接地不當的設備上。

禁止拆卸。 不要自行拆下蓋子，修理或改裝機器。
聯繫您的東芝泰格公司授權代表尋求幫助。
您可能會被機器內的高壓、高溫部件或銳邊所傷 。

禁止！ 不要使用含有可燃氣體的噴霧清洗器來清潔此產品，因為這可能
引起火災。

禁止！ 必須小心，避免印表機切紙機割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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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小心！
這表明如果機器操作不當或與違反指示操作，則存在人身傷害或物品損壞的風險。

注意事項
以下預防措施有助於確保該機器繼續正常工作。

  儘量避免具有以下不利條件的位置：

-溫度不符合規範
-陽光直射
-高濕度
-共用電源
-振動過大
-粉塵/氣體

 應使用幹布或用溫和清潔劑溶液稍微濕潤的布擦拭蓋子。

切勿在塑膠蓋上使用稀釋劑或任何其它揮發性溶劑。

 僅使用東芝泰格有限公司格指定的打印紙。

 不要將打印紙存放在可能接觸陽光直射、高溫、高濕度、灰塵或氣體的地方。

 確保將印表機放在水準表面上操作。

 當外部電源 （比如交流適配器）連接到印表機時，不要使用除FSP060-RAAK3 AC適配器以外的

任何設備。

 印表機發生故障時，存儲在印表機記憶體中的任何資料都可能丟失。

 儘量避免將本設備與高壓設備或可能引起電源干擾的設備使用同一電源。

 在機器內部工作或清潔時，請拔下機器插頭。

 保持您的工作環境無靜電。

 不要將重物放在機器頂部，因為這些物品可能會變得不平衡並掉落，造成傷害。

 不要堵住機器的通風縫隙，因為這會導致機器內部積聚熱量並導致火災。

 不要靠在機器上。機器可能會倒在你身上並導致伤害。

 長時間不使用機器時，拔掉機器插頭。

 將機器放在穩定的水準表面上。

關於維修的請求

 利用我們的維修服務。

購買機器後，請每年聯繫您的東芝泰格公司授權代表以獲得幫助，以清潔機器內部。
灰塵會在機器內部堆積並導致火災或故障。

在潮濕的雨季之前，清潔尤其重要。

 我們的預防性維護服務將執行定期檢查和維護機器品質和性能所需的其它工作，預防事故的發生。

有關詳細資訊，請諮詢您的東芝泰格公司授權代表。

 使用殺蟲劑和其它化學品

不要讓機器接觸殺蟲劑或其它揮發性溶劑。這將導致機櫃或其它部件劣化，並可能導致油漆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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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概述 
介紹

感謝您購買我們的條碼印表機。本使用者手冊包含有用資訊，如一般設置和使用測試列印以確認列印 
機操作的方法。仔細閱讀，説明您獲得印表機最大性能和壽命。請務必將本手冊放在手邊，以備日常
參考。
有關本手冊的更多資訊，請聯繫東芝泰格公司代表。

特點
該列印機具有以下特點：

開箱

1 打開印表機的包裝。

2 檢查印表機是否有劃痕或其它損壞。

東芝泰格公司對運輸過程中遭受的任何損壞或類似情況不承擔任何責任。

3 保存紙箱和內包裝材料，以備印表機日後運輸之用。

介面 作為標準配置，該印表機中嵌入了USB埠和乙太網支援介面。無

線局域網、藍牙和序列介面 （RS-232C）也可以作為選項嵌

入。

使用方便 印表機的設計確保操作簡單，易於維護。

靈活的硬體 可以通過8點/毫米 （203 dpi）打印頭 （在BV410D-GS02-QM-
S 和BV420D-GS02-QM-S中）以高達177.8毫米/秒 （7"/秒）的

速度或11.8點/毫米 （300 dpi）打印頭 （在BV410D-TS02-QM-
S和BV420D-TS02-QM-S中）以高達127毫米/秒(5"/sec.)的速度

實 現清晰的列印。

全面選項 此印表機中還可以安裝以下可選設備。

 切刀模組

 剝離模組

 外部紙張架

 無線局域網介面

 藍牙介面

 串列(RS-232C)介面

 交流適配器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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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電源線時
在有些國家，印表機不提供電源線。如果是這種情況，請購買符合以下標準的認可電源線或聯繫您的
東芝泰格公司授權代表。

國家/地
區

代理 認證標識
國家/地

區
代理 認證標識

國家/地
區

代理 認證標識

澳大利
亞

SAA 德國 VDE 瑞典
SEMKK

O

奧地利 OVE 愛爾蘭 NSAI 瑞士 SEV

比利時 CEBEC 義大利 IMQ 英國 ASTA

加拿大 CSA 日本 METI 英國 BSI

丹麥 DEMKO 荷蘭 KEMA 美國 UL

芬蘭 FEI 挪威 NEMKO 歐洲 HAR

法國 UTE 西班牙 AEE 臺灣 CNS

南非 S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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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少是產品額定電流的 125%。

電源線說明

1.使用100–125伏交流電源時，請選擇額定值最小為125伏、 10安的電源線。

2.使用200–240伏交流電源時，請選擇額定值最小為250伏、 10安的電源線。

3.請選擇長度不超過2米的電源線。

4.連接到交流適配器的電源線插頭必須能夠插入ICE-320-C14插孔。形狀見下圖。

國家/地區 北美 歐洲 英國 澳大利亞 南非

電源線

額定(最小值)
類型

125V, 10A 
SVT

250V
H05VV-F

250V
H05VV-F

250V
AS3191認證，

輕型或普通型

250 B, 6A
H05VV

導體尺寸 （最

小值）

No. 3/18AWG 3 x 0.75 mm2 3 x 0.75 mm2 3 x 0.75 mm2 3 x 0.75 mm2

插頭配置(當地 
批准的類型)

額定(最小值) 125V, 10A 250V, 10A 250V *1 250V *1 250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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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件說明

以下章節將使用本節中的部件名稱。

前後視圖

有關後側的介面部分，請參閱第24頁“6. 連接電纜”。

機械危險

為避免受傷，打開或關閉頂蓋時，請小心不要將手指卡在紙槽中。

編號 零部件名稱 編號 零部件名稱

1 [電源]按鈕 3 紙張視圖窗口

2 紙張出口 4 紙槽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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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

熱表面

可能會導致灼傷。

列印後不要立即觸摸打印頭或打印頭周圍。

列印時打印頭會變得很燙。

編號 零部件名稱 編號 零部件名稱

1 頂部蓋板 7 壓印滾筒

2 鎖釋放部分 （左、右） 8 紙張導板 （左、右）

3 紙捲筒支架 9 磁芯支架 （左、右）

4 支架鎖把 10 紙張阻尼器 （上部）

5 紙張阻尼器 （下部） 11 打印頭

6 紙張感測器

[3]

[2]

[4]

[5]

[7]

[6]

[8]

[8]

[3]

[10]

[9]

[1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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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件

編號 零部件名稱 編號 零部件名稱

1 用戶手冊 3 USB電纜

2 CD-ROM （使用者檔和使用者軟

體）

4 交流適配器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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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面板功能 
操作面板上的按鈕用於操作和設置印表機。

BV410D

當印表機發生錯誤時，錯誤指示燈亮起並在LCD上顯示一條消息。詳情參閱 第40頁“14. 故障排除”。

編號 名稱 功能 / 用途

1 LCD (液晶顯示幕)  顯示印表機狀態圖示，比如無線電強度等。

 印表機狀態以字母數位字元或符號表示。

2 連線指示燈  當印表機處於連線模式時亮起。

 當與主機通信時閃爍。

3 錯誤指示燈 當發生通信錯誤、缺紙或列印機工作不正常時亮起。

4 [送紙]按鈕 當印表機處於連線模式時，按此按鈕可送一張紙。可用於在説明螢幕或 
選擇螢幕的操作中向上移動游標。

5 [重啟]按鈕  刪除錯誤後按此按鈕可使印表機返回連線模式。

 在印表機暫停時按此按鈕將重新開始列印。

 這用於退出説明螢幕重新開機印表機，或在選擇螢幕中向下移動游標。

6 [暫停]按鈕  暫停列印。

 暫停或發生錯誤時重置印表機。

 可用於在説明螢幕或選擇螢幕的操作中固定選擇的項。

ONLINE ERROR

FEED

RESTART

PAUSE

[3]

[4]

[5]

[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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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上顯示的圖示 >

編號 名稱 圖示 功能 / 用途

1 無線局域網 當安裝可選的無線局域網時顯示。無線局域網的強度由4個級別表

示。

2 連結 漫遊 當安裝可選的無線局域網時顯示。當指定 
接入點的無線電波丟失時，將搜索另一個 
無線電波並自動連接。無線局域網連接

3 藍牙連接 藍牙連接中 指示當安裝可選購的藍牙時的藍牙連接狀
態。

可連接藍牙

4 藍牙模式 藍牙連接中 在藍牙自動重新連接模式期間顯示。

5 資料接收 資料發送/接收 指示資料傳輸狀態。

BV400D-T

PRINTED
IP : 192. XXX. XXX. XXX

000000
ONLINE

V1.0

[1]

[2]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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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420D

當錯誤指示燈亮起時，表示印表機發生錯誤。 
詳情參閱第40頁“14. 故障排除”。
 

編號 名稱 功能 / 用途

1 電源指示燈 開啟電源時亮起。

2 連線指示燈  當印表機處於連線模式時亮起。

 當與主機通信時閃爍。

3 錯誤指示燈 當發生通信錯誤、缺紙或列印機工作不正常時亮起。

4 [送紙]按鈕 當印表機處於連線模式時，按此按鈕可送一張紙。

5 [暫停]按鈕  暫停列印。

 暫停或發生錯誤時重置印表機。

ONLINEPOWER ERROR

FEED

PAUSE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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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印表機設置

本章介紹了在印表機運行之前設置印表機所需的步驟。

避免在受強光照射的地方使用印表機   （例如：陽光直射或檯燈）。

這種光線可能會影響印表機的感測器，導致故障。

注意事項
為確保最佳操作環境，以及確保操作員和印表機的安全，請務必遵守以下注意事項。

 印表機應放置在乾燥、無高溫、無灰塵、無振動和陽光直射的穩定水準表面上進行操作。

 保持工作環境無靜電。靜電放電會損壞內部精密部件。

 確保印表機已連接到乾淨的交流電源，並且沒有其它可能導致線路雜訊干擾的高壓設備連接到同一 
電源。

 確保印表機僅連接到具有正確接地連接的交流電源。

 蓋子打開時不要操作印表機。小心手指或任何衣物被印表機的任何活動部件夾住。

 在操作印表機內部或清潔印表機之前，請確保關閉印表機電源並從中卸下交流適配器。

 為獲得最佳效果和延長印表機使用壽命，請僅使用東芝泰格公司推薦的紙張。 ( 參閱供應手冊。 )
 紙張存儲應按照本手冊中的 “ 如何存儲和處理紙張 ”。
 該印表機包含高壓組件。因此，切勿取下印表機的任何蓋子，否則可能會觸電。 

此外，印表機還包含許多精密元件。未經授權的人員觸碰可能致其損壞。
 用潔淨的幹布或沾有溫和清潔劑溶液的潔淨抹布清潔印表機外部。

 列印時打印頭及其周圍會變得很燙。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您觸摸它，可能會被燙傷。因此，請等到打 
印機充分冷卻後再進行清洗。
僅使用東芝泰格公司推薦的打印頭清潔劑清潔打印頭。

 請勿在列印過程中或任何指示燈閃爍時關閉印表機或拔下電源插頭。

 印表機應安裝在插座附近，其位置應確保方便從插座上拔下電源插頭。

 電源插頭應至少每年從插座上拔下一次，並清潔插腳周圍。灰塵積聚會造成漏電，發熱，進而起

火。

 當印表機長時間不使用時，向您的方向拉動鎖釋放杆以解鎖頂蓋，這樣標籤就不會受到任何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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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的設置步驟
本章節介紹了正確設置印表機所需的步驟。

 若要與主機通信，需要RS-232C、乙太網或USB電纜。

- RS-232C電纜：9引腳(不要使用無效的數據機電纜。 )
- 乙太網電纜：10/100基
- USB電纜：V2.0 (高速)

 使用Windows驅動程式將啟動從Windows應用程式列印。

印表機也可以通過自己的程式設計命令進行控制。詳情請聯繫您的東芝泰格代表。

1 從紙箱中拆出印表機及其附件。

2 將印表機放在使用位置。
 若要正確使用和安裝印表機，請參閱隨付的“安全注意事項”。

3 確認印表機已經關閉。
參考第26頁“8. 打開和關閉印表機”.

4 使用RS-232C、乙太網或USB電纜將印表機連接到主機或網路。
參考第24頁“6. 連接電纜”.

5 將交流適配器連接到印表機，並將電源線插入正確接地的插座。
參考 第25頁“7. 連接交流適配器和電源線”.

6 裝紙
參考第28頁“10. 裝紙”.

7 調整紙張感測器的位置以匹配要使用的紙張。
參考第32頁“11. 調整紙張感測器”.

8 在主機上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請參閱CD-ROM中的“印表機驅動程式”。

9 打開電源。
參考 第26頁“8. 打開和關閉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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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連接電纜

本章介紹如何將通信電纜從主機或其它設備連接到印表機。這台印表機可使用三種電纜。

 請確保在印表機和主機關閉時連接串列電纜。

 如果在印表機和主機打開時嘗試連接電纜，可能會導致損壞、觸電或短路。

編號 零部件名稱 使用

1 電源插孔 用於連接交流適配器。

2 用於連接主機的USB介面 用USB電纜連線主機的USB埠。

使用USB電纜，且該電纜的一側連接有B型插

頭。

3 用於連接USB記憶體的USB介面 用於連接另一個設備與USB電纜。

例如：固件下載，通過USB記憶體等實現快閃

記憶體ROM擴展，而不適用於用戶。

4 乙太網介面 用乙太網電纜連線網路。此外，可以直接連接 
到主機的乙太網埠。

確保使用符合標準的乙太網電纜。

10BASE-T: 3類或以上

100BASE-TX: 5類或以上

電纜長度：段長最高100m
如果由於電纜上的無線電波干擾而導致通信錯 
誤，請使用遮罩電纜 （STP）。

5 序列介面(RS-232C)
（選購件）

用串列電纜連線主機的COM埠。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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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連接交流適配器和電源線

1 將電源線[1]插入交流適配器[2]。

如果印表機未提供電源線，請購買正確的電源線，參考第14頁“購買電源線時”.

2 將交流適配器連接器[3]插入印表機背面的電源插座[4]。

3 將電源線的另一端插入接地插座。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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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打開和關閉印表機

 按印表機的[電源]按鈕可將其打開或關閉。

打開或關閉印表機時，請勿插入或拔下電源線，否則可能導致火災、觸電或印表機損壞。
 列印過程中請勿關閉電源，否則可能導致卡紙或印表機損壞。

 連線指示燈閃爍時請勿關閉電源，否則可能導致正在下載的資料丟失或損壞。

如何打開電源

如果印表機連接到主機，建議先打開印表機，然後再打開主機。

<BV410D>

1 關閉印表機時，按住[電源]按鈕幾秒鐘。 

2 控制台上的LCD亮起。
如果印表機連接到主機，則連線指示燈亮起。

<BV420D>

1 關閉印表機時，按住[電源]按鈕幾秒鐘。

2 控制台上的電源指示燈亮起。
如果印表機連接到主機，則連線指示燈亮起。

 打開電源後，大約需要30秒才能完成Open Type字體的載入。通電10秒後，連線指示燈開始閃爍

（間隔：0.5秒）。 Open Type字體載入完成後，連線指示燈狀態變為點亮。當連線指示燈閃爍時，

可以接收列印資料；但無法列印包含Open Type字體的檔。

 當錯誤指示燈亮起時，表示印表機發生錯誤。

參閱第40頁“14. 故障排除”。

如何關閉電源

如果印表機連接到主機，建議先關閉主機，然後再關閉印表機。

<BV410D>

1 如果印表機連接到主機，請檢查控制台上的連線指示燈是否亮起 （不是閃爍）。

2 按住[電源]按鈕幾秒鐘。 LCD將熄滅，印表機將關閉。
如果印表機連接到主機，請檢查控制台上的連線指示燈是否熄滅。

<BV420D>

1 請檢查控制台上的連線指示燈是否亮起 （不是閃爍）。

2 按住[電源]按鈕幾秒鐘。所有指示燈將熄滅，印表機將關閉。
如果印表機連接到主機，請檢查控制台上的連線指示燈是否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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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打開和合上頂部蓋板

打開頂部蓋板
拉動鎖釋放部件 [1] 的同時，打開頂部蓋板 [2]。

合上頂部蓋板
合上頂部蓋板。

確保完全合上頂部蓋板。否則，可能會影響列印品質。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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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裝紙

本章將介紹如何在印表機中裝紙。此印表機用於打印紙捲筒（標籤卷）和連續折疊紙。使用東芝泰格 
公司認可的紙張。

列印後不要立即觸摸打印頭或打印頭周圍。 
列印時打印頭會變得很燙。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您觸摸它，可能會被燙傷。

 為避免受傷，打開或關閉頂蓋時，請小心不要將手指卡在紙槽中。

 不得接觸打印頭。

否則，由於靜電或其它印刷品質問題，可能會損壞一些圓點。

裝入紙捲筒 （標籤卷）

1 開啟頂部蓋板。
詳情參閱第27頁“9. 打開和合上頂部蓋板”.

2 握住支架鎖把[1]的同時，將紙張支架[2]向外滑動。

 更改紙張類型時，請務必執行張紙感測器的校準。 
詳情請參閱CD-ROM中的“BV400系列關鍵操作規範”。

 印表機中設置的可用紙張大小如下所示

- 捲筒直徑：最大127 mm (5")
- 內芯直徑：25.4 mm (1"), 38.1 mm (1.5")或42 mm (1.65")

 如果捲筒直徑超過127 mm （5”），且內芯直徑為76.2 mm （3”），則需要外部紙張支架 （可 
選）。
詳情參閱 第35頁“外部紙張架 （可選） ”.

 在工廠裝運時，線捲筒支架[1]中的磁芯支架尺寸設置為38.1 mm （1.5”）和42 mm （1.65”）。

當紙捲筒的內芯直徑為25.4mm （1”）時，如下圖所示，取下磁芯支架[2]，將其翻轉並放入印

表機框架中。

[2]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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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可以用外卷[1]和內卷[2]兩種方式進行。（參考下圖。）放置紙捲筒，使其列印表面向上。

3 放置紙捲筒。
當列印表面向上時，將紙捲筒[1]置於紙捲筒支架[2]之間。

放置紙捲筒時，注意不要使其與頂部蓋板和印表機相連的紙張阻尼器 （上部） [3]和紙張阻尼器

（下部） [4]接觸而導致折疊。

4 將紙張導板[1]調整到紙捲筒寬度。
握住支架鎖把[2]的同時，滑動紙張支架[3]以牢牢固定紙捲筒。

 檢查印表機列印表面是否向上。

[1] [2]

[1]

[2]

[2]
[4]

[3]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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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剪刀剪掉紙張的邊緣。

[1] 間隙感測器

[2] 壓印滾筒

[3] 黑標感測器

5 裝紙
將紙張穿過紙張導板[1]並將其拉到印表機前面。

紙張導板不要壓紙太重。否則，紙張將彎曲，這可能會導致卡紙或誤送。

6 調整紙張感測器
詳情參閱第32頁“11. 調整紙張感測器”.

7 合上頂部蓋板。
詳情參閱第27頁“9. 打開和合上頂部蓋板”.

確保完全合上頂部蓋板。否則，可能會影響列印品質。

8 按下[送紙]按鈕。
檢查送紙是否正確。

[1]

[2] [3]

[1]

[2]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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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入連續折疊紙

 放置連續折疊紙，使其列印表面向上。

 將一摞連續折疊紙平行於紙槽放置。

 檢查介面電纜和電源線是否干擾連續折疊紙的送紙。

1 將一摞連續折疊紙[1]放在印表機背面，並將其前沿插入紙槽[2]。

2 開啟頂部蓋板。
詳情參閱第27頁“9. 打開和合上頂部蓋板”。

3 將紙張穿過紙張導板[1]並將其拉到印表機前面。

紙張導板不要壓紙太重。否則，紙張將彎曲，這可能會導致卡紙或誤送。

4 合上頂部蓋板。
詳情參閱 第27頁“9. 打開和合上頂部蓋板”。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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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調整紙張感測器

這台印表機配備了兩種類型的紙張感測器，如下所示。 
間隙感測器  （透射式）：檢測標籤之間的長度。 
黑標感測器  （反射式）：檢測列印在紙張背面的黑標。

 當紙張更換為另一種紙張類型時，需要調整這兩個感測器的靈敏度。

 否則將無法檢測到列印的黑標，並因此發生錯誤。

間隙感測器

 間隙感測器的位置 [1] 是固定的。將黑標感測器 [2] 的突出部分對準下圖所示的位置。

 更改紙張類型時，請務必執行張紙感測器的校準。 
詳情請參閱CD-ROM中的“BV400系列關鍵操作規範”。

間隙感測器位於距離紙張中心右側6.27毫米處。

黑標感測器

1 向右或向左滑動黑標感測器[2]，使其與紙張黑標中心對齊。

黑標感測器可在紙張寬度[3]範圍內移動。

2 調整黑標感測器的靈敏度。
詳情請參閱CD-ROM中的“BV400系列關鍵操作規範”。

6.27mm

[1]

[2]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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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列印模式 
該印表機有四種列印模式。

批次處理模式
在批次處理模式下，紙張將連續列印和送入，直到完成發佈命令中指定的列印次數。

若要在批次處理模式下分離列印的紙張與印表機，請用手在紙張出口處撕下紙張。（安裝可選配的剝
離 模組時，將紙張從剝離板外側撕下。）如果您錯誤地在打印頭上撕下紙張，請務必在下次列印之前

按[ 送紙]按鈕以送入一個標籤紙   （10毫米或更多）。否則可能導致卡紙。

剝離模式 （可選）
若安裝了可選的剝離模組並以剝離模式進行列印，則列印每個標籤時標籤會自動從襯紙上移除。

如果列印標籤時不從襯紙上取下標籤，則無需將紙張穿過紙張插槽。

1 放置紙張
詳情參閱第28頁“10. 裝紙”.

2 打開剝離模組[1]。

3 移除紙張前沿足夠的標籤[2]，以便只能創建襯紙部分。

4 將襯紙[3]穿過送紙輥[4]和剝離杆[5]之間。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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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上剝離模組[2]，同時輕輕向您的方向拉動紙張，使其襯紙[1]不會鬆動。

6 合上頂部蓋板。
詳情參閱第27頁“9. 打開和合上頂部蓋板”。

切割模式 （可選）
安裝可選的切割模組後，可自動切割紙張。

手指和其它身體部位必須遠離危險的運動部件。
刀具鋒利，因此在操作刀具時必須小心不要傷到自己。

 務必只切割標籤的襯紙。

切割標籤會使膠水粘在刀片上，影響刀片品質，縮短刀片壽命。
 使用厚度超過規定值的標籤紙可能會影響刀具壽命。

1 放置紙張
詳情參閱第28頁“10. 裝紙”。

2 裝紙
將張紙設置於紙張導板[1]之間，然後將其通過切割模組的紙張出口[2]。

紙張導板不要壓紙太重。否則，紙張將彎曲，這可能會導致卡紙或誤送。

3 合上頂部蓋板。
詳情參閱第27頁“9. 打開和合上頂部蓋板”。

[2]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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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紙張架 （可選）
如果捲筒直徑超過 127 mm （5”），且內芯直徑為 76.2 mm （3”），則需要外部紙張支架 （可選）。

1 將外部紙張支架[1]安裝到印表機底部的腳上。

2 將紙張軸[2]插入紙捲筒[3]的芯部。

3 將紙張軸[3]插入外部紙張支架上的插槽[4]。

4 將紙張前沿插入印表機的紙槽[5]中。

5 開啟頂部蓋板。
詳情參閱第27頁“9. 打開和合上頂部蓋板”.

[1]

[2]

[3]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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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紙張穿過紙張導板[1]並將其拉到印表機前面。

紙張導板不要壓紙太重。否則，紙張將彎曲，這可能會導致卡紙或誤送。

7 合上頂部蓋板。
詳情參閱第27頁“9. 打開和合上頂部蓋板”。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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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維護

本章將介紹日常維護程式。 
為確保印表機持續高品質運行，請定期執行維護程式或每次更換紙張時執行維護程式。
當印表機被密集使用時 （高強度使用），應每天進行維護。當印表機未被密集使用時，可每週進行維
護。

 清潔印表機及其內部之前，請確保關閉印表機電源並從插座上拔下電源插頭以確保安全。

 為避免受傷，打開或關閉頂蓋時，請小心不要將手指卡在紙槽中。您可能會傷到自己。

 列印時打印頭會變得很燙。列印後不要立即觸摸打印頭或打印頭周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您觸摸

它，可能會被燙傷。
 不要將水直接倒在印表機上。這可能導致損壞、觸電或火災。

 不要讓任何硬物接觸打印頭或壓印滾筒。這可能會對其造成損壞。

 切勿使用任何揮發性溶劑，包括稀釋劑和苯。這可能會導致蓋子變色、列印失敗或印表機損壞。

 請勿赤手直接觸摸打印頭。這可能會產生靜電，從而損壞打印頭。

打印頭

1 關閉電源，開啟頂部蓋板。

2 用打印頭清潔劑、棉簽或沾有酒精的軟布清潔打印頭。

紙張感測器

1 關閉電源，開啟頂部蓋板。

2 用軟布或沾有無水（純）乙醇的棉簽擦拭紙張感測器。
若要清除灰塵或紙屑，請用幹軟布擦拭紙張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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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印滾筒

1 關閉電源，開啟頂部蓋板。

2 用沾有無水（純）乙醇的軟布擦拭壓印滾筒。

剝離模組 （選購件）

1 切斷電源並打開剝離模組。

2 用幹軟布清潔滾筒[1]的表面、剝離模組蓋板的邊緣[2]和襯紙輸送導板的肋材[3]。

[1]
[3]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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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外罩

1 關閉電源，開啟頂部蓋板。

2 用幹軟布擦拭紙張外罩。
如果污垢仍然粘著，用軟布蘸上溫和的洗滌劑溶液擦拭乾淨。

如何存儲和處理紙捲筒

務必仔細閱讀並理解供應手冊。僅使用符合指定要求的紙捲筒。使用非指定紙捲筒可能會縮短打印頭 
的使用壽命，並導致條碼可讀性或列印品質出現問題。應小心處理所有紙捲筒，以免損壞紙捲筒或 印
表機。請仔細閱讀本節中的指南。

 不要將紙捲筒存放超過製造商建議的保質期。

 存放紙捲筒時以平的一端著地。不要將彎曲的一面著地放置，因為這可能會使該面變平，導致紙張 
前進不穩定和列印品質差。

 將紙捲筒存放在塑膠袋中，打開後務必重新密封。無保護的紙捲筒可能會變髒，灰塵和灰塵顆粒的

額外磨損會縮短打印頭的壽命。
 將紙捲筒存放在陰涼乾燥的地方。避免存放在可能接觸陽光直射、高溫、高濕度、灰塵或氣體的地

方。
 用於熱敏列印的熱敏紙的規格不得超過 Na+ 800 ppm， K+250 ppm 和 Cl- 500 ppm。

 預印紙張上使用的某些墨水可能含有縮短打印頭產品壽命的成分。不要使用含有硬物質的油墨預印

標籤，比如碳酸鈣 （CaCO3）和高嶺土 （Al2O3， 2SiO2， 2H2O）。

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繫當地經銷商或您的紙張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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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故障排除

如果採取本章中所述的措施無法解決問題，請不要嘗試修復印表機。關閉並拔下印表機插頭。然後聯 
系東芝泰格公司授權代表尋求幫助。

故障排除

故障現象 原因 解決辦法

按下[電源]按鈕時，印表

機電源指示燈不亮。

電源線未連接到交流適配器。 將電源線從交流電源插座上拔下。將電源
線連接到交流適配器並將其插入交流電源
插座。
第25頁“7. 連接交流適配器和電源線”

電源故障或電源未供至交流電源
插座。

用另一個電器的電源線檢查交流電源插
座。
如果未供電，請諮詢電工或電力供應商。

大樓的保險絲燒斷了或斷路器跳 
閘了。

檢查保險絲或斷路器。

交流適配器接頭已從電源插座上
斷開。

將電源線從交流電源插座上拔下。將交流
適配器連接器連接到電源插座，並將電源
線插入交流電源插座。
第25頁“7. 連接交流適配器和電源線”

未提供紙張。 紙張未正確安裝。 正確重新載入紙張。
第28頁“10. 裝紙”

介面電纜連線不正確。 重新連接介面電纜。
第24頁“6. 連接電纜”

紙張感測器髒汙。 清潔紙張感測器。
第37頁“13. 維護”

不列印。 即使選擇了熱敏模式，也不載入
熱敏介質。

加裝熱敏介質。
第28頁“10. 裝紙”

紙張未正確安裝。 正確重新載入紙張。
第28頁“10. 裝紙”

列印資料不是從主機發送的。 發送列印資料。

列印效果不理想 未使用東芝泰格公司批准的紙
張。

更換經批准的紙張。

打印頭髒汙。 清潔打印頭。
第37頁“13. 維護”

漏點 打印頭髒汙。 清潔打印頭。
第37頁“13. 維護”

有些打印頭零件損壞。 當漏點影響列印輸出時，請關閉印表機並 
請東芝泰格代表更換打印頭。

列印將間歇進行。 使打印頭由於長時間連續列印而
變熱時進行冷卻。

在這種情況下繼續使用印表機。
印表機的使用壽命和安全沒有問題。

在連續列印過程中，操作
將暫停片刻。

使印表機更安全地使用。 在這種情況下，印表機可以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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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指示燈
LED 指示燈將根據印表機狀態點亮 （開）或閃爍。

 BV410D

當嘗試使用長度超過40 
cm （15.7"）的紙張列印

時，電源將被切斷。

當以低速（例如50.8 mm/sec
（2"/秒）， 76.2 mm/秒 （3"/
秒）， 101.6 mm/秒 （4"/秒））

列印黑色區域較大（約30%或

更大）的圖像時，印表機有時會
切斷電源，以確保安全。

從插座上拆下交流適配器的電源插頭，等
待片刻。然後將電源插頭重新連接到插座
上。按印表機的[電源]按鈕可使其返回連線

模式。如果以高速 （例如127 mm/秒（5"/
秒）， 152.4 mm/秒（6"/秒）， 177.8 mm/
秒 （7"/秒））進行列印，則該問題將得到

解決。

列印開始後立即發生卡
紙。

如果印表機長時間放置而不進行
任何列印，則標籤和壓印滾筒之
間可能會發生卡紙。

當印表機長時間不使用時，向您方向拉動
鎖釋放杆以解鎖頂蓋，這樣標籤就不會受
到任何壓力。

條碼或二維碼無法正確讀
取。

根據紙張特性，可能會出現這種
故障現象。

增加模組尺寸。
選擇較低列印速度。
將梯形條碼的條碼列印方向更改為柵欄式
條碼 （旋轉90度）。

檢查掃描設置。

標籤未與襯紙正確分開。
（安裝可選的剝離模組
時）

未使用東芝泰格公司批准的紙
張。

更換經批准的紙張。

紙張未正確安裝。 正確重新載入紙張。
第28頁“10. 裝紙”

剝離模組在剝離模式下列
印過程中打開。（安裝可
選的剝離模組時）

襯紙處於鬆散狀態。 正確裝入襯紙。
第33頁“12. 列印模式”

紙張切割不乾淨。（當安
裝可選的刀具模組時）

刀片已達到其使用壽命。 關閉印表機並請東芝泰格代表更換刀具模
塊。

印表機打開後立即發生無 
線局域網通信錯誤。

當連線指示燈點亮時，啟用無線
局域網通信大約需要10秒鐘。

啟動印表機。連線指示燈點亮後至少等待
10秒以開始通信。

LCD 消息
指示燈

印表機狀態
連線 錯誤

連線 開 關 正常 - 連線模式

閃爍 關 正常 - 連線模式 （通信）

暫停 關 關 列印暫時停止 （暫停）。

頭部打開 關 關 連線模式下頂蓋打開。

關 開 頂蓋時打開嘗試列印或送紙。

通信錯誤 關 開 發生通信錯誤。 (僅當使用RS-232C時)

故障現象 原因 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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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V420D

卡紙 關 開 1.發生卡紙。

2.紙張未正確安裝。

3.選擇了與待用紙張不同的紙張感測器。

4.黑標感測器與紙張上的黑標未正確對齊。

5.載入紙張的大小與指定紙張的大小不同。

6.紙張感測器電平不適合實際紙張。

7.無法檢測預列印標籤的間隙。

刀具錯誤 **** 關 開 刀具模組中發生卡紙。（僅當安裝可選的刀具模組時）

無紙 關 開 1.無紙。

2.紙張未正確安裝。

打印頭錯誤 關 開 打印頭有問題。

打印頭溫度過高 關 開 打印頭太燙了。

記憶體寫入錯誤。 關 開 資料寫入快閃記憶體ROM過程中出錯。

格式錯誤 關 開 初始化快閃記憶體ROM時出錯。

記憶體滿 關 開 由於快閃記憶體ROM的空白空間不足，保存失敗。

語法錯誤 關 開 在下載模式下升級固件時收到了不正確的命令，如列印命令。

系統錯誤 關 開 當執行以下任何異常操作時，會發生系統錯誤。
（a）從奇數地址獲取命令。

（b）從字資料邊界以外的地方存取字資料。

（c）從長字資料邊界以外的地方存取長字資料。

（d）在使用者系統模式下，訪問邏輯空間中的80000000H至

FFFFFFFFH區域。

（e）放置在延遲槽以外的未定義命令已被解碼。

（f）延遲槽中的未定義命令已被解碼。

（g）重寫延遲槽的命令已被解碼。

指示燈
印表機狀態

電源 連線 錯誤

開 開 關 正常 - 連線模式

開 閃爍 關 正常 - 連線模式 （通信）

開 關 關 1.連線模式下頂蓋打開。

2.列印暫時停止 （暫停）。

LCD 消息
指示燈

印表機狀態
連線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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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卡紙

不要使用任何可能損壞打印頭的工具。

當出現卡紙時，請按以下步驟從印表機中取出卡紙。

1 關閉電源。

2 打開頂部蓋板，拆下紙捲筒。

3 從印表機中取出卡紙。不要使用任何鋒利器具或工具，否則會損壞印表機。

4 清潔打印頭和滾筒，然後進一步清除任何灰塵或異物。

5 再次裝入紙張，然後合上頂部蓋板。

開 關 開 1.發生通信錯誤。 (僅當使用RS-232C時)
2-1.發生卡紙。

2-2.紙張未正確安裝。

2-3.選擇了與待用紙張不同的紙張感測器。

2-4.黑標感測器與紙張上的黑標未正確對齊。

2-5.載入紙張的大小與指定紙張的大小不同。

2-6.紙張感測器電平不適合實際紙張。

2-7.無法檢測預列印標籤的間隙。

3.切刀單元中發生卡紙。

4.無紙。

5.頂蓋時打開嘗試列印或送紙。

6.打印頭有問題。

7.打印頭溫度超過上限。

8.資料寫入快閃記憶體ROM過程中出錯。

9.初始化快閃記憶體ROM時出錯。

10.由於快閃記憶體ROM的空白空間不足，保存失敗。

11.在下載模式下升級固件時收到了不正確的命令，如列印命令。

12.當執行以下任何異常操作時，會發生系統錯誤。

（a）從奇數地址獲取命令。

（b）從字資料邊界以外的地方存取字資料。

（c）從長字資料邊界以外的地方存取長字資料。

（d）在使用者系統模式下，訪問邏輯空間中的80000000H至

FFFFFFFFH區域。

（e）放置在延遲槽以外的未定義命令已被解碼。

（f）延遲槽中的未定義命令已被解碼。

（g）重寫延遲槽的命令已被解碼。

指示燈
印表機狀態

電源 連線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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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印表機規格

本章將介紹印表機規格。

印表機
下表顯示了印表機規格。

 資料矩陣TM是美國國際資料矩陣公司的商標。

 PDF417TM是美國Symbol Technologies Inc.的商標。

 QR Code是DENSO公司的商標。

項目 BV410D-GS02-QM-S / BV420D-GS02-QM-S
電源電壓 DC+24V 2.5A (外部交流適配器)
功率消耗

在列印工作期間 60 W
在待機期間 4.4 W (不帶選項)

工作溫度範圍 5°C至40°C (41°F至104°F)
存儲溫度範圍 -20°C至60°C (-4°F至140°F)

相對濕度 25%至85% RH(無冷凝)
存儲濕度 10%至90% RH(無冷凝)
解析度 203 dpi (8點/mm)

列印方法 熱敏式

紙張模式 批次處理、剝離(可選)、切割(可選)

列印速度

在批次處理/切割模式下 50.8 mm/秒(2"/秒), 76.2 mm/秒(3"/秒), 101.6 mm/秒(4"/秒), 127 mm/秒
(5"/秒), 152.4 mm/秒(6"/秒), 177.8 mm/秒(7"/秒)

在剝離模式下 50.8 mm/秒(2"/秒), 76.2 mm/秒(3"/秒), 101.6 mm/秒(4"/秒)

可用紙張寬度 （包括襯紙） 25.4 mm (1.0")至118 mm (4.6")
有效列印寬度 （最大值） 108.0 mm (4.25")

尺寸 （寬 X 深 X 高） 169 mm x 213 mm x 173 mm (6.66" x 8.39" x 6.81")（不包括突出部分）

174 mm x 218 mm x 173 mm (6.85" x 8.59" x 6.81") （包括突出部分）

重量 2.0 kg (4.4磅)
可用條碼類型 UPC-A, UPC-E, EAN8/13, UPC-A 附加 2&5, UPC-E 附加 2&5, EAN-8/ 

13 附加 2&5, Code39, Code93, Code128, EAN128, NW7, MSI, 工業2/
5,ITF, POSTNET, RM4SCC, KIX-code, GS1 Databar, USPS智能郵件條

碼

可用二維碼 數據矩陣, PDF417, QR Code, Maxi Code, Micro PDF417, Micro QR, 
GS1數據矩陣, Aztec Code

可用字體 點陣圖：21類，輪廓：7類，可寫字元：132類，可選購的TTF：20種類

型，簡體中文24x24， OTF （CJK）
旋轉 0°, 90°, 180°, 270°
標準介面 USB 2.0 高速

乙太網介面(10BASE-T, 100BASE-TX)

可選介面 序列介面(RS-232C) 
無線局域網介面(IEEE802.11a/b/g/n)
藍牙介面(Ver.2.1+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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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i Code是美國聯合包裹服務公司的商標。

 Bluetooth®是Bluetooth SIG公司所擁有的注冊商標。

 資料矩陣TM是美國國際資料矩陣公司的商標。

 PDF417TM是美國Symbol Technologies Inc.的商標。

 QR Code是DENSO公司的商標。

 Maxi Code是美國聯合包裹服務公司的商標。

項目 BV410D-TS02-QM-S / BV420D-TS02-QM-S
電源電壓 DC+24V 2.5A (外部交流適配器)
功率消耗

在列印工作期間 60 W
在待機期間 4.4 W (不帶選項)

工作溫度範圍 5°C至40°C (41°F至104°F)

存儲溫度範圍 -20°C至60°C (-4°F至140°F)
相對濕度 25%至85% RH(無冷凝)
存儲濕度 10%至90% RH(無冷凝)
解析度 300 dpi (11.8點/mm)

列印方法 熱敏式

紙張模式 批次處理、剝離(可選)、切割(可選)
列印速度

在批次處理/切割模式下 50.8 mm/秒(2"/秒), 76.2 mm/秒(3"/秒), 101.6 mm/秒(4"/秒)
127 mm/秒(5"/秒)

在剝離模式下 50.8 mm/秒(2"/秒), 76.2 mm/秒(3"/秒), 101.6 mm/秒(4"/秒)
可用紙張寬度 （包括襯紙） 25.4 mm (1.0")至118 mm (4.6")
有效列印寬度 （最大值） 105.7 mm (4.16")

尺寸 （寬 X 深 X 高） 169 mm x 213 mm x 173 mm (6.66" x 8.39" x 6.81")（不包括突出部分）

174 mm x 218 mm x 173 mm (6.85" x 8.59" x 6.81") （包括突出部分）

重量 2.0 kg (4.4磅)

可用條碼類型 UPC-A, UPC-E, EAN8/13, UPC-A 附加 2&5, UPC-E 附加 2&5, EAN-8/ 
13 附加 2&5, Code39, Code93, Code128, EAN128, NW7, MSI, 工業2/5,
ITF, POSTNET, RM4SCC, KIX-code, GS1 Databar, USPS智能郵件條

碼

可用二維碼 數據矩陣, PDF417, QR Code, Maxi Code, Micro PDF417, Micro QR, 
GS1數據矩陣, Aztec Code

可用字體 點陣圖：21類，輪廓：7類，可寫字元：132類，

可選購的TTF：20種類型，簡體中文24x24， OTF （CJK）
旋轉 0°, 90°, 180°, 270°
標準介面 USB 2.0 高速

乙太網介面(10BASE-T, 100BASE-TX)
可選介面 序列介面(RS-232C)

無線局域網介面(IEEE802.11a/b/g/n)
藍牙介面(Ver.2.1+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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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tooth®是Bluetooth SIG公司所擁有的注冊商標。

可選項

以下可選項可從距您最近的東芝泰格公司代表或東芝泰格公司總部獲得。

<BV410D>

<BV420D>

選項名稱 類型 說明

刀具模組 （白色） BV214-F-QM-S 完全切割（分離）打印紙張的刀具模組。

BV214-P-QM-S 部分切割（不完全分離）打印紙張的刀具模組。

剝離模組 （白色） BV914-H-QM-S 此模組使印表機能夠在列印標籤時剝離襯紙，並 
通過檢測剝離杠上標籤是否存在或移除，按需要
（逐個）提供剝離標籤。

外部紙張支架 BV904-PH-QM-S 將此選項連接到印表機時，可以使用外卷直徑高
達214 mm （8.4”）和內芯直徑為76.2 mm 
（3”）的紙張。

無線局域網介面套件 BV700-WLAN-QM-S 此介面套件支援無線局域網 （WLAN）通信。

藍牙介面套件 BV700-BLTH-QM-S 該介面套件可實現藍牙通信。

串列(RS-232C) I/F板 BV700-RS-QM-S 該介面套件可實現串列(RS-232C)通信。

交流適配器蓋（白色） BV914-ACD-QM-S 連接到印表機底部以容納交流適配器

選項名稱 類型 說明

刀具模組 （黑色） BV224-F-QM-S 完全切割（分離）打印紙張的刀具模組。

BV224-P-QM-S 部分切割（不完全分離）打印紙張的刀具模組。

剝離模組 （黑色） BV924-H-QM-S 此模組使印表機能夠在列印標籤時剝離襯紙，並 
通過檢測剝離杠上標籤是否存在或移除，按需要
（逐個）提供剝離標籤。

外部紙張支架 BV904-PH-QM-S 將此選項連接到印表機時，可以使用外卷直徑高
達214 mm （8.4”）和內芯直徑為76.2 mm 
（3”）的紙張。

無線局域網介面套件 BV700-WLAN-QM-S 此介面套件支援無線局域網 （WLAN）通信。

藍牙介面套件 BV700-BLTH-QM-S 該介面套件可實現藍牙通信。

串列(RS-232C) I/F板 BV700-RS-QM-S 該介面套件可實現串列(RS-232C)通信。

交流適配器蓋(黑色) BV924-ACD-QM-S 連接到印表機底部以容納交流適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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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紙張規格 
本章將介紹紙張規格。

紙張
確保待用紙張得到東芝泰格公司的批准。保修條款不適用於因使用未經東芝泰格公司批准的紙張而引 
起的問題。
有關東芝泰格公司批准紙張的資訊，請聯繫東芝泰格授權代表。

紙張類型

下表顯示了可在此印表機上使用的紙張的大小和形狀

[A]: 黑標 ( 在背面 )
[B]: 切割位置

[C]: 送紙方向

標籤 標籤紙

[5]

[A] [A]

[B]

[C]

[4]

[2]

[1]

[3]
[3]

[5]

[2]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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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 英寸 )

1. 為確保列印品質和打印頭壽命，請僅使用東芝泰格公司批准的紙張。
2. 當使用內芯直徑為76.2 mm （3”）的紙張輥時，需要可選的外部紙張支架。

3. 當您使用內卷標籤時，需要一個內芯直徑為76.2 mm （3"）的紙捲筒和可選的外部紙張支架。

紙張模式
項目

批次處理模式
批次處理模式

（撕下）
剝離模式 切割模式

[1] 紙張寬度

(包括襯紙)
25.4至118.0 (1.00至4.64)

[2] 標籤寬度 22.4至115.0 (0.88至4.52)
[3] 紙張間距 標籤 10至999

(0.39至39.3)
25.4至999
(1.0至6.0)

25.4至999
(1.0至39.3)

Tag 10至999
(0.39至39.3)

----- 25.4至999
(1.0至39.3)

[4] 標籤長度 8至997
(0.32至39.2)

23.4至150.4
(0.92至5.92)

19.4至993
(0.76至39.1)

[5] 間隙/黑標長度 2.0至10.0 (0.08至0.39) 6.0至10.0
(0.24至0.39)

[6] 黑標寬度 最低8.0 (0.32)
厚度 0.06至0.19 (0.0024至0.0074)
最大外輥直徑 Ø127 (5.0)

Ø214 (8.4): 使用可選的外部紙張支架時

滾動方向 外部(標準)、內部(參見注3.)
內芯直徑 25.4, 38.1, 42, 或76.2 (1.0, 1.5, 1.65, 或3.0) (請參閱注意2和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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