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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208

操作鍵

頂蓋

頂蓋開/關按扣

LCD顯示器

標籤排出口

把柄

襯紙排出口
(適於自動模式)

充電(CHARGE)顯示燈LED

電池組蓋

掃描器接口蓋

列印頭

自動感測器

進紙支架

列印頭蓋

標籤導軌

分送板

壓印滾軸

分送框

DC電源輸入插口
(電源連接器)

USB介面
(B型)*1

AC電源線電源供應器

快速指南全球保修證

TH208
熱敏列印系統

203 dpi (8個點/公釐)

尺寸
 132 (寬) X 194 (深) X 147 (高)公釐

重量
 約1700 克
電源規格
 輸入電源電壓：AC 100 至 240 V ± 10 %
電池組規格
 鋰離子電池組
 額定電壓：DC 14.8 V
 額定功率：1620 mAh
 充放電週期：約300個週期
   (或在首次使用3年後更換電池組，以二者之中的較早者為準。)
 充電時間：約6小時
 * 充放電週期和充電時間隨使用環境的不同而變化。

環境條件(溫度/濕度)
 (1) 動作環境：0 至 40 ºC, 30 至 80 % RH (不結露)
 (2) 存放环境：-5 至 60 ºC, 30 至 90 % RH (不結露)
 (3) 電池組充電環境：5 至 35 ºC

選購件
● 電池組

* Q05172500*

*1 USB介面(B型)使用於列印資料傳輸用

報驗義務人：台灣佐藤自動識別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128號7樓
(02)28912-1288

電池組的安裝和拆卸

如更換為不適合的電源，會有爆炸的危險。
請根據指示廢棄處理使用完畢的電池組。
請務必使用指定的電池組。
更換電池組的時候，請務必注意方向正確安裝。如果
更換操作錯誤，會有受傷、或是由於爆炸導致對周邊
地區造成損害的危險產生。
 
電池組類型：鋰離子電池組
製造商：TOCAD ENERGY Co.,Ltd.
型號名：PT/MB400-BAT

對最終使用者之建議事項
A) 不得使單電池或電池組遭受機械性衝擊。 
B) 不得使用任何非設計搭配設備使用之單電池或電

池組。
C) 二次單電池及電池組須於使用前充電。 
 務必使用正確之充電器並依電池製造商所提供之

說明書或設備之使用手冊。 
 以正確之程序進行充電。

廢棄方法及保存方法
根據當地法令或法規處理廢舊電池，經長時間存放後，
可能需對單電池或電池組進行數次充放電，以達其最
大效能。
不得將單電池或電池組短路，忽將單電池或電池組存
放於箱中或抽屜中，以避免可能在其內部發生短路或
由導電性材料造成之短路。
使單電池及電池組保持清潔與乾燥。

注意：更換不同型號的電池組會有危險。務必按照說
明書處置用完的電池組。

推薦充電條件

充電電流

充電電壓

充電時間

充電溫度

1.0 A (0 至 40 ºC)

DC 16.8 V

約 6 小時

0 至 40 ºC

1. 打開電池組蓋。

2. 插入電池組，然後關閉電池組蓋。
 把電池組插口端插入印表機。

插口端

電池組

當取出或移動電池組時，
請先切斷電源。

使用電源供應器

 
電源供應器
製造商：LEAD YEAR ENTERPRISE Co., Ltd.
型號名：TG15-5011-19V

* 如果在不同的地區購買印表機，電源插頭的形狀可能不同。

印表機的
DC電源輸入端

DC電源輸出端

電源供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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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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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考3. “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本章記載了使用印表機時的有關安全注意事項。請務必在使
用印表機之前仔細閱讀。

有關符號標記
為了確保安全正確地使用印表機，防止傷害您和其他人員或
造成財產損失，在安全注意事項和印表機指示中使用了各種
符號標記。以下說明這些符號標記的含義，請充分理解這些
含義，仔細閱讀使用手冊。

警告

注意

如無視本標記，不正確使用就有引起死亡
或嚴重傷害的潛在可能。

如無視本標記，不正確使用就有引起人員
被傷害或損壞財產的潛在可能。

符號標記舉例
  表示[必須注意事項]。圖中描寫了具體的注意內容
(左圖表示注意觸電)。

  表示[禁止事項]。圖中或附近描寫了具體的禁止內容
(左圖表示禁止拆卸)。

  表示[必須事項]。圖中描寫了必須遵守的具體內容
(左圖表示從插座上拔出插頭時必須手持插頭)。

警告
不要安裝在不穩固的區域

• 不要安裝在不穩固的區域，如搖晃的桌子或傾
斜的區域、或受到強烈震動的區域。如果印表
機掉落或翻倒，可能會造成他人傷害。

不要將裝滿水或其他液體的容器放在印表機上
• 不要將花瓶、杯子或其他裝有液體的容器(例

如水或化學品)或是小的金屬物體，放在印表
機附近。如果濺到並進入印表機內部，請立即
關閉電源開關，從插座上拔下電源線，並與佐
藤銷售商或技術支援中心聯絡。在這種情況下
使用印表機可能會引起火災或觸電。

不要把異物放入印表機
• 不要讓金屬或易燃物品插入或落進印表機的開

口(如電纜插座等)。萬一異物掉進了印表機，請
立即切斷電源，從插座拔出電源線插頭，請與
佐藤銷售商或技術支援中心聯繫。在此狀態如
繼續使用會引起火災或觸電。

不要在指定電壓以外的範圍使用
• 請不要使用在指定電源電壓以外的範圍。否

則會引起火災或觸電。

警告

當印表機跌落或損壞時

• 當印表機跌落或損壞時，請立即切斷電源，
從插座拔出電源線插頭，請與佐藤銷售商或
技術支援中心聯繫。在此狀態如繼續使用會
引起火災或觸電。

• 萬一印表機冒煙、產生異味或出現其他異常情
況時，如繼續使用印表機會引起火災或觸電。
請立即切斷電源，從插座拔出電源線插頭，請
與佐藤銷售商或技術支援中心聯繫。請客戶絕
對不要擅自修理印表機，因為存在很大危險。

如印表機出現異常時請不要使用印表機

不要試圖拆卸印表機
• 請不要拆卸或改裝印表機，這會引起火災或

觸電。請與佐藤銷售商或技術支援中心聯繫。
要求進行印表機的內部點檢、調整和修理。

關於切刀
• 請勿用手觸摸切刀，請勿將物品放入切刀。

否則可能造成傷害。

關於如何使用列印頭清潔劑
• 不能把列印頭清潔劑接近明火。絕對不能加熱，

或投入明火中。
• 請將清潔劑放在兒童不易接觸的地方以防止誤飲。

萬一飲用時，請立即與醫生聯繫並取得診斷。
列印頭

• 列印後的列印頭會非常熱。列印之後立即更換
列印紙或清潔時，請注意不要被灼傷。

• 赤手觸摸列印頭時，有可能造成傷害。更換列
印紙或清潔時，請注意不要觸摸列印頭。

• 請客戶不要自行更換列印頭。這會造成傷害、
灼傷或觸電。

注意

不要將印表機放置在濕度高的地方

• 不要將印表機放置在潮濕或發生結露的地方。
如發生結露請立即切斷電源，待完全乾燥後再
開始使用。如結露時仍繼續使用印表機，會發
生觸電。

搬運
• 搬運印表機時，請務必先從插座上拔出電源線

插頭，只有切斷印表機與外部連接的所有接線
之後方可搬運印表機。如未切斷接線就搬運印
表機時，有可能造成電源線或連接電纜發生破
損而引起火災或觸電。

• 送紙托盤中裝有耗材時請不要搬運印表機，耗
材掉出會造成傷害。

長期不使用印表機時
• 長期不使用印表機時，為保證安全，請從印表

機中取出電池組，並從插座上拔出電源供應器。

保養和清掃
• 實施印表機的保養和清掃時，為保證安全，請

先從產品中取出電池組，並從插座上拔出電源
供應器。

注意
(1) 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本手冊中部分或全部內容。
(2) 本手冊中的內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3) 儘管我們已力求完善的製作本手冊，但如果您一旦發現

本手冊中有任何問題、錯誤或是遺漏，請與佐藤銷售商
或技術支援中心聯繫。

Lead
(Pb)

Mercury
(Hg)

設備名稱：標籤印表機，型號(型式)：TH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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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汞

印刷電路板

Cadmium
(Cd)

鎘 六價鉻 多溴
聯苯

多溴二
苯醚

電源供應器

AC電源線
頂蓋

• 開，關頂蓋時請注意不要夾住手指。此外，請
抓住頂蓋以防滑落。

裝入耗材
• 裝入捲紙筒時，請小心不要讓手指夾在捲紙筒

和送紙器間。

請勿用濕手操作
• 請勿用濕手操作電源開關、更換電池組、拔出

充電器或電源供應器。否則會增加觸電的風險。

移動時電源供應器的處理
• 如需搬運，請先從插座上切斷電源供應器。如

果電源供應器未切斷，它可能會受損，造成火
災或觸電。

• 從插座上切斷電源供應器時，務必握住插頭。
拉扯線纜可能導致導線外露或破損，造成火災
或觸電。

• 請勿將電源供應器放在高溫設備附近。將電源
供應器放在高溫設備附近會導致供應器外殼融
化，可能造成火災或觸電。

電源供應器

電源供應器的處理
• 請勿損壞、破壞或改裝電源供應器。如果在電

源供應器上面放置重物、或加熱、過度彎曲、
扭曲或拉扯電源供應器，電源供應器可能會受
損，造成火災或觸電。

• 如果電源供應器損壞(導線外露或破損)，請與
佐藤銷售商或技術支援中心聯繫。如果在這種
情況下操作印表機，可能會導致火災或觸電。

關於電源線的處理
• 不要割裂、損傷或試圖加工電源線。此外，不

要將重物放在電源線上、不要使其過熱或拉扯
電源線，這樣會引起火災或觸電。

• 如果電源線已破損(包括芯線裸露或斷線)，請
與佐藤銷售商或技術支援中心聯繫。在此狀態
如繼續使用會引起火災或觸電。

• 請不要試圖加工、過分彎折、扭曲、拉扯電源
線。如以此狀態使用會引起火災或觸電。

• 隨附的電源線組為此印表機的專屬設計。請勿
與其它電子裝置共用。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

安全注意事項

熱敏頭

液晶螢幕

馬達 

切紙機
樹脂(ABS，PC
等)
金屬(鐵，非鐵
金屬)

電源供應器
• 僅使用指定的電源供應器。使用不同的變壓器

會導致著火或觸電的危險。

警告

請勿在危險場所使用
• 本印表機不是防爆認證設備。
• 請勿在爆炸性氣體環境中使用。否則會有起火

或爆炸的危險。

注意

更換電池組

• 鋰離子電池組的壽命取決於使用的情況。我們
建議您在充電循環300次後、或從首次使用日
起算3年後更換電池，以先到者為準。

• 如果您發現電池外殼因強烈的衝擊或震動而造
成任何凹陷或裂縫，請立即停止使用該電池並
更換新的電池。在這些狀況下繼續使用可能導
致異常過熱或起火。

警告：
本電池如果更換不正確會有爆炸的危險。
請依製造商說明書處理用過之電池。

確認印表機接地
• 必須將印表機或電源供應器的地線接地。否

則會引起火災或觸電。

電池組
• 切勿拆開電池組或以任何方式(如用烙鐵)加工

之。
• 切勿將電池直接暴露在火焰下、投入火焰中、

或做出可能導致短路的任何動作。
• 充電電池組時，請務必使用印表機或指定的電

池充電器。
• 不要讓水或任何液體沾濕電池。
• 不要丟擲或使電池掉落，以免造成損壞。
• 在使用、充電或存放時，若發現任何不尋常的

氣味、變形、漏液或其他異常狀況，請停止使
用此電池，以避免發生火災，人身傷害和觸電
的危險。

• 僅使用指定的電池組。
• 更換電池組時，請務必以正確的方向安裝電池

組。不當更換電池會對周邊地區造成傷害或損
壞，或導致爆炸的危險。

• 更換小號的可充電電池(鋰離子電池)。利用膠
帶或類似物品密封接頭，對舊電池組做絕緣處
理，並諮詢我們的銷售代表或服務中心，瞭解
採用回收可再使用材料的措施。不要將電池組
與其它電池(如乾電池)放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