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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类资讯技术设备
本产品为甲类信息技术设备,甲类设备为其它符合甲类设备限制值之信息技术设备，而非符合乙类资讯
技术设备的限制值：虽然不可限制此类设备之行销，但使用场所必须被限制，不得进入居住的环境之
中，且应于其机器本体及使用说明中含有下列警示语。

警告使用者
此为甲类资讯技术设备，在居住环境中使用时，可能会造成射频干扰，在此种情况下，使用者会
被要求采取某些适当的对策。

简
中

低功率电波辐射电机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  经形式认证合格之低功率射频电机，非经许可，公司、商号或者使用者均不得擅自变更频率
                 、加大功率或者变更原设计之特性及功能。

第十四条   低功率射频电机之使用不得影响飞航安全及干扰合法通信；一经发现干扰现象时，应立即
                   停用，并改善至无干扰时方可继续使用。

依低功率电波辐射性电机管理办法规定

经型式认证合格之低功率射频电机，非经许可，公司、商号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变更频率、加大功率
或变更原设计之特性及功能。 

低功率射频电机之使用不得影响飞航安全及干扰合法通信；经发现有干扰现象时，应立即停用，并改
善至无干扰时方得继续使用。

前项合法通信，指依电信法规作业之无线电通信。低功率射频电机须忍受合法通信或工业、科学及医
疗用电波射频性电机设备干扰。



注意: 请勿设置在摇晃的台座上面或者倾斜位置等不稳定的场所。否则可能会导致跌
落、翻倒或者受伤。

要求:  请勿设置在环境温度极低或温度极高的的场所或阳光直接照射的室外场所。

警告: 请勿在本产品上放置花瓶、盆栽、杯子等盛水容器或者金属物品。如果水溢出
流入本机或金属物品落入本机中，则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者触电。

警告: 请勿堵塞本产品的通气孔。如果堵塞通气孔，则可能会因为内部蓄热而导致火灾。

警告: 请勿通过本产品的通气孔等向内部插入或者投入金属类物品或者易燃物品等。
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者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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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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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使用手册说明了正确处置及操作本产品的注意事项,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使用手册,并将手
册置于安全的地方以方便重复阅读之用.

为了确保妥善使用本产品以避免造成使用者身体上的伤害及个人财产的损毁,请注意阅读下列警示符号:

本公司无法预测在所有环境下设置及使用时的所有危险。因此，本使用说明书以及其它说明书、产品
描述的警告和注意事项因此无法包括所有的安全内容。
进行说明书未介绍的操作或者检查时，所产生的安全问题需由用户自行承担。

使用本说明书以及其它文件介绍的使用方法和检查注意事项仅针对本产品用于指定用途时的情况。
用于说明书未描述的用途时，所产生的安全问题由需由用户自行承担。

请绝对不要进行使用本说明书以及其它说明书禁止的作业。

在使用本机时，对万一发生故障而导致打印内容不能打印的意外不做任何保证，敬请谅解。

要求: 注明故障原因及使用环境方面的内容。

注意: 错误使用时，可能导致使用人员受伤或发生物品损坏。

警告:  错误使用时，可能会导致操作人员致命伤害。

为了安全地使用本打印机，请注意下述事项

注意:  请勿让小孩接触本产品，或者玩弄电源线。否则可能会导致受伤或者触电。

注意: 请勿设置在潮湿、多灰尘的场所, 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或者打印机故障。
比如请勿设置在海水浴场、浴室、温泉、路上、池塘边等沙石较多的场所以及
潮湿的场所。

关于使用环境和设置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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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打印机时，请注意下述事项:

警告:  从包装箱中取出本产品后，请放置在平坦的桌子上。

警告: 本产品净重27Kg，单人搬运有危险。
另外将本机从箱内取出时，注意不要伤到手指。

警告: 一旦本产品跌落并造成损坏时，请首先切断主机电源并拔掉电源插头，然后和
销售店或售后服务公司联系。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则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者触电。

警告: 请不要拆卸本机或者进行改造。
打印机内部的高电压部分及高温部分可能会造成触电、起火和烧伤等人身事故。

警告: 当搬运机器时请握稳机器底部。
搬运打印机时，必须由2人以上搬运和放置。

警告:  搬运打印机前, 请首先切断主机电源并拔掉电源插头。

警告: 在容易打滑的地面上搬运本产品时，请多加注意。

警告: 修复不良故障时，仅限于实施本使用说明书记载的内容进行修复，不能修复时，
请和您购买产品的销售店或者售后服务公司进行联系。

警告: 请使用本产品附带或指定的电源线，并务必接地。
如果在未接地的状态下进行使用，万一发生漏电时，则有可能造成火灾和触电事
故。另外，那也可能会对收音机、电视接收机等的信号接收产生干扰。无法连接
地线时，请和销售店或售后服务公司进行协商。

要求: 如果直接触摸打印头表面，则可能会导致打印头损坏。
另外，如果沙子等坚硬杂质进入，则可能会造成损坏，因此请勿采取那样的使用
方式。

警告: 打印头在使用过程中会变热，但这不是异常。由于打印头处于高温状态，因此请
绝对不要触摸。

警告: 请确切地插入电源插头。

关于打印机的使用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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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色带、相纸的使用和相片的保存，请注意下述事项:
关于耗材的使用和相纸的保存

要求:  关于色带的使用·保存
 请使用本公司指定的色带。
 请保管在避光的阴凉场所
（温度35℃以下、湿度60％RH以下）

要求: 关于相片的保存
 请保存在阴暗的场所。
 保存时，请勿触摸相片表面或使其接触下述物质。
 苯、稀释剂、酒精等有机溶剂
 如果相片碰到这些液体，则可能变色。

注意： 请将色带、相纸做为工业废物进行废弃处理。

注意： 请注意不要让相纸的边缘伤到手。

要求: 关于相纸的使用, 保存
请使用本公司指定的相纸。
请存放在水平的地方。
请避开潮湿场所，水平地放在阴暗场所进行保管。
 （温度35℃以下、湿度60％RH以下）
请勿触摸相纸的打印面。
如果指纹附在打印面上，则有可能会导致打印质量下降。

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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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设置和安装
本章就从打印机的开箱到安装进行说明。
请在进入本章前，务必先阅读第1章“产品安全使用”。

开箱和确认附件

1. 请先松开两侧的扣具

2. 打开箱子，取出附件和保护材料

 
 

3. 抓住打印机底部，取出打印机。

要求: 请不要扔掉装箱材料。包装箱和保护材料在

          移动和运送打印机时是必需的，请妥善保管。

4. 从包装箱中取出附件并进行确认。

注意: 本打印机(不含耗材)约重27Kg。搬出
时请小心。
请务必抓稳机器底部。抓在其它部位
则可能会导致损坏。

中
文

简
中

碎紙盒 纸卷架 纸卷架(黑色) 垫片(两片)

 电源线 USB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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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Name

操作面板

<正面> <背面>

<內部>

前盖

USB介面 A

USB介面 B

电源连接器

配置有操作按钮以及用于显示液晶显示器（LCD）
状态的指示灯。

交换色带、打印纸或进行维护时打开。

韧体更新工程专用USB接口, 请勿连接任何手持装置。

请于电脑主机连接，以进行资料的有线传输。

Function

1

4

用于连接电源线。5

电源开关

相纸安装指示灯

用于打开和关闭打印机电源的开关。
按下“| ”则打开电源，按下“○”则关闭电源。
<注意> 在关闭电源之后再次打开时，请保持3秒钟以上的间隔。

安装相纸时，请将相纸插入直至指示灯点亮。7

第二章. 设置和安装
打印机各部份的名称和功能

中
文

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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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电源线时，请遵守下述注意事项。

请将附带的电源线插入到打印机背面的电源连接器中。

连接电源线

警告: 连接电源线之前，请确认电源开关已关闭。

请勿进行章鱼脚式配线(即从一个母插座上引伸出多个子插座)。

否则有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者触电。

请勿湿手插拔电源插头。否则有可能会导致触电。

警告: 

警告: 

请确切地将电源插头插到底。否则有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者故障。

本产品长时间不用时，请务必从电源插座上把电源线拔掉以确保安全。

请勿损伤、损坏电源线或者对其进行改造。
不要在电源在线放置重物、进行拉拽或者强行扭曲，否则有可能会因电源线损
坏而导致火灾或者触电事故。

移动本产品时，请务必从插座上拔出电源插头，并在确认和外部的连接线全部
拔下以后，再进行移动。否则有可能会导致电源受损而导致发生火灾或者触电
等事故。
请注意不要被电源线绊倒而导致受伤。

第二章. 设置和安装

警告: 

警告: 

警告: 

警告: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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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USB联机插入打印机背面左侧的USB接口，
并确认是否插紧。

连接USB连接线

要求: 要拔掉USB联机时，请确认打印机处于待机状态。

如果在数据传输时拔掉USB联机，则有可能导致无法正常打印与耗材的浪费。。

第二章. 设置和安装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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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盖的打开方法
第二章. 装置和安装

1. 按下电源开关的“|”侧，接通打印机电源。
2. 按下操作面板上的Open按钮。前盖会自动
    打开。

3. 请握住前盖的上部并打开。

要求: 打开前盖时，请不要按住它。
否则会打不开前盖。

要求: 请不要急速或强行打开前盖，也不要朝下按开
着的前盖，或者放入相纸以外的重物。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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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进行安装时请注意色带转轴须符合色带座的颜色。

2 - 6

如图所示，将色带装到色带座上。请按紧直到听见咔嚓声。

色带的安装方法

使用5x7尺寸的相纸时，请先将垫片装在纸卷架上。
使用4x6、6×8尺寸的打印纸时，不需装垫片，直接进到第3项。
(注意: 耗材销售的种类可能因地区而不同，请洽询您当地的经销商。)

1. 将垫片装到纸卷架上。 2. 将纸卷架装上相纸。请压紧纸卷架两侧直到
    看不见左侧纸卷架转轴的凹槽。
    在安装到打印机之前，请不要撕下贴在相纸上
    的封条。

相纸的安娤方法

第二章. 装置和安装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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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相纸装到打印机里。
   请将纸卷架和座架的颜色对准之后再安装。

4. 一边旋转纸卷架，一边将相纸的前端穿入滚轮下面。

5. 请将相纸的两端对准贴条上的线。

6. 插入相纸直至相纸安装指示灯点亮。。

7. 关闭前盖。关闭前盖后会自动开始初始化动作，并自动地裁切出4张相纸。

第二章. 装置和安装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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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印机的运送
运送打印机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错误的运送方法将导致故障，因此请务必遵守。

1.请将色带、相纸从打印机上拆下之后再进行运送。由于故障而不能做拆除后运送时，请向销售商咨询。

2.请使用正规的包装箱。如果购买时的包装箱已无法使用，请向销售商咨询并购买新的包装箱。

3.请不要在前盖打开的状态下关闭电源。在接通电源的状态下关闭前盖，操作面板的LCD上会显示
 “未安装芯片”，然后再关闭电源。

第二章. 装置和安装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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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名称

Left按钮

Exec 按钮

Menu 按钮

Right 按钮

Open 按钮

按下此按钮以选择偏好的设定.

在”手动裁纸模式”下按下此按钮以裁切四张相纸。

按下此按钮以检视机器各项状态。

按下此按钮以选择偏好的设定。

功能

1

2

3

4

打开前盖时使用。非待机时不能打开。5

3 - 1

下面介绍操作面板上的按键和LCD显示的意义。

LCD显示  6   的打印机状态如下表所示。

LCD 显示:

操作按钮         ~         的功能如下表所示。

LCD 显示

打印机准备就绪: 4 x 6” 表示可打印的状态。
显示会根据所放置的色带尺寸进行切换。

打印机降温中                              表示打印头正在冷却。
                                                      打印会暂时中断，直至打印头冷却。

打印机升温中                              表示打印头正在预热处理。
                                                      打印会暂时中断，直至打印头变热。

总打印张数                                 表示打印机已打印张数

剩余耗材                                     表示打印机剩余可打印张数

裁纸设定                                     表示打印机进行手动裁纸 (4 x 6 四张)

韧体版本                                     表示打印机韧体版本

语言设定                                     表示打印机目前设置语言

打印机启动中                             表示打印机正在初始化

检查耗材                                     表示打印机正在检查耗材状态

打印中 表示打印机正在打印当中

资料传输中                                 表示打印机正在接收数据

內容

操作面板
第三章 使用操作面板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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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在待机状态下按menu按钮，则可进入用户模式选择。
继续按menu按钮，显示会如下变化。

用户模式选择的说明

显示已打印张数。

menu

menu

menu

menu

menu

可以进行裁纸模式的切换。按下左右按钮可切换模式。

显示打印机目前显示语言。按下左右按钮可切换语言。

显示打印机韧体版本编号。 

显示打印机剩余打印张数
“870”为可打印张数，“1000”为一卷色带能打印的张数。

打印机就绪

<4X6>

总打印张数

[00380]

剩余耗材

<4X6> [0870/1000]

裁纸设定

<自动>

语言设定

<简体中文>

韧体版本

V1.2.3.4

第三章 使用操作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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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本产品采用热转印方式，如果正确使用，几乎不需要日常维护。
不过为了保持最佳的打印质量，请定期进行打印头和滚轮的清洁工作。

打印头和滚轮的清洁

第四章. 日常维护

注意: 请勿自行淸洁打印头以免损伤打印头,请洽您的销售商以进行打印头清洁保养工作。

请务必在关闭电源的状态下以及确定打印头充份冷却后再进行滚轮的清洁工作。

请小心避免在打印头的发热部分沾上指纹,以免造成其头部断裂等故障,     请不要被打

印机的突起部分弄伤手。

1. 使用双面胶带黏除导纸滚轮上的脏污。

2.使用双面胶带黏除走纸滚轮上的脏污。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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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如果杂物 (金属片, 水, 液体) 进入机器内部的话, 请先关闭主机电源, 然后从插座
上拔出电源线, 并和销售商或售后服务公司联系。
如果继续使用, 则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触电。

警告: 如果在出现发热, 冒烟, 异味等异常状态下继续使用的话, 则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者
触电。 请立即关闭主机电源, 然后从插座上拔出电源线, 并和销售商或售后服务
公司联系。

4 - 2

外壳的清洁
请使用软布擦掉打印机盖板上的污物。
光擦拭而不能除去时，请蘸取少量水或稀释的中性洗涤剂轻轻擦拭。

滤网的清洁
滤网在罩盖上的散热孔有灰尘堵塞时，请用吸尘器吸除。

第四章. 日常维护

注意: 如果使用苯, 稀释剂等挥发性溶剂擦拭或者沾上杀虫剂, 则可能会导致变色, 出现
裂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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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和售后服务部门联系时请告之相应的代码编号

5 - 1

状态

表示前盖开着

表示打不开前盖

表示没有安装色带芯片

表示色帶尚未安裝

請關閉前蓋请关闭前盖

请将前盖关闭再重新打开

请确认色带芯片正确安装

请安装色带

处理

表示芯片与色帶的尺寸不一致

0100 前盖开启

0101 前盖开启失败

0200 未安裝晶片

0201 未安裝色帶

请更换相对应尺寸的芯片晶片/色帶尺寸不符 2020

表示安裝了不支持的色帶 请更换由HiTi销售的色带安装于机器内晶片错误 3020

表示色帶全数列印完毕 请更换新的色带色带用完 0030

表示相纸尚未安裝 请安装相纸未安裝相紙 0040

表示相紙全部打印完了 请更换新的相纸纸卷用尽 1040

表示紙卷裝入位置错误 请确认相纸有依指示安装，并让指示灯亮
起为止

纸卷安装错误 2040

表示打印机卡紙 请移除卡纸部分卡纸0050

表示紙卷色帶尺寸不符 请更换正确尺寸的纸卷纸卷/色带尺寸不符0060

显示错误信息时
以下就发生错误时，操作面板的LCD所显示的出错信息和处理方法进行说明。

第五章. 故障时的处理

LCD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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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电源不能接通

处置

计算机不能识别打印机 确认USB联机是否连接到计算机和打印机上。

有可能是滚轮的脏污造成的，请按照第4章“日常维护”

计算机未就绪 请确认前盖是否关闭。
请确认打印机内部是否有卡纸。
如果相纸安装指示灯熄灭，则请插入相纸的前端，直到该
指示灯亮起。

请确认打印机是否放在水平的地方。
请确认前盖之前是否有障碍物。

发生类似刮伤的打印缺色 有可能是打印头的脏污造成的，请和您的销售商联系以清
洁保养打印头。

前盖打不开

发生颗粒状的打印缺色

怀疑发生故障时
发生疑似故障之时，请参看下表进行检查。

第五章. 故障时的处理

请确认电源线是否连接到插座和打印机上。

，清洁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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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发生相纸卡纸时

1.  打开前盖。
2.  用剪刀剪去褶皱部分或已打印部分。如果相纸褶皱在打
     印机内部，则请慢慢将相纸拉出。

3. 拉出相纸直至相纸安装指示灯熄灭。

第五章. 故障时的处理

要求: 如果不除去相纸的皱折部分或已打印的部分而继续使用, 可能会再次卡纸, 或在
打印时发生色带断裂现象, 所以请务必去除。

剪的时候, 要以和卷纸方向垂直的角度笔直地剪去。

如果多次发生卡纸, 可推测为机构部分发生故障, 请和售后服务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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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关闭电源开关。

2. 切断电源3秒以后，再次接通电源。

3. 操作面板的LCD上如果显示卡纸或Paper Jam，请打开前盖，按照“5-3页  发生相纸卡纸时”进行处理

1. 请使用胶带将色带的断裂部分粘贴起来。

2. 旋转并完全卷取所拼贴之部分。

色带断裂时

5 - 4

第五章. 故障时的处理
打印期间断电时
如果在打印期间发生断电，打印头则会压在走纸滚轮上，如果长时间放置不理，则可能会导致橡胶制
走纸滚轮变形。为了防止出现变形，请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

简
中



HiTi P750L  使用手冊

有关本产品的咨询、保修等事宜，请向您所购买的销售店咨询。

6 - 1

第六章. 有关售后服务

规格说明

机种型号

打印原理

分辨率

打印尺寸 / 容量

打印速度

操作系统

计算机接口

电源规格

操作环境

机台尺寸

机台净重

HiTi P750L

热升华式YMCO连续色调输出

300 x 300 dpi

4x6吋(102 x 152 公厘) ：1000 张 (2卷/箱)
5x7吋(127 x 177 公厘) ：600 张 (2卷/箱)
6x8吋(152 x 203公厘) ：500 张 (2卷/箱)

4x6" : 12.8 秒 / 张
5x7" : 18.5 秒 / 张
6x8" : 20.5 秒 / 张

Win 7 以上 、 macOS v.10.6 或以上

USB 2.0(高速)

AC 100 V ~240 V, 50-60 Hz, 6A

温度:10°C ~ 35°C (50°F ~ 95°F)
湿度: 20 ~90% non-condensing

330 x 424 x 425mm (长 x 宽 x 高  )

26.7 kg (未含耗材)

*此规格表为内部测试结果, 若有变动将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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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定期拜访诚研科技官方网站(www.hiti.com)，可取得最新的产品资讯、驱动程式、操作手册等。

客户服务资讯
线上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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