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印参数

机型名称

打印方式 直热方式和热转印方式

打印头密度
（分辨率）

 

运行参数

其他

基本规格

203 dpi
(8个点/ 毫米)

609 dpi
(24个点/ 毫米)

CL4NX

305 dpi
(12个点/ 毫米)

尺寸
271(宽) X 457 (深) X 321 (高) 毫米  不包括突出部位

重量
15.1 kg

电源规格
(1) 输入电源电压: AC 100 至 240 V, 3.0 A, ±10 % 
(2) 频率: 50 至 60 Hz
(3) 消费功率

输入电源电压条件: AC 230V/ 50 Hz
峰值: 190 VA/ 180 W (打印率30 % 时)
待机状态: 40 VA/ 19.5 W

环境条件 (温度/ 湿度)
(1) 工作环境: 0 至 40 ºC, 30 至 80 % RH (不结露)
(2) 存放环境: -20 至 60 ºC, 30 至 90 % RH (不结露)

噪音 (EMC) 规格
FCC15B Class B, ICES-003 Issue 4 Class B
EN55022, EN55024, KN22, KN24
GB9254, GB17625.1

安全标准
UL 60950-1, CSA C22.2 No.60950-1
EN60950-1, K60950-1
GB4943.1

* 如果在不同的地区购买打印机，电源插头的形状可能不同。

接口
标准机型

选购

各部位的名称

电源按钮

操作面板

标签出口

USB接口
(A型)

顶盖

碳带回卷轴

碳带供应轴
标签导轨

卷纸支架 AC电源输入端

USB接口(A型)

附属品

快速指南， 
全球保修证

AC电源线

RS-232C接口

IEEE1284接口

EXT接口

LAN接口

USB接口(B型)

WLAN机型

RS-232C接口

IEEE1284接口

EXT接口

LAN接口

USB接口(B型)

WLAN天线

连接打印机通信电缆前，
请关闭打印机电源。

裁纸器组件

剥离组件

接通电源

CL4NX

快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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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本章记载了使用打印机时的有关安全注意事项。请务必在使
用打印机之前仔细阅读。

有关符号标记
为了确保安全正确地使用打印机，防止伤害您和其他人员或
造成财产损失，在安全注意事项和打印机指示中使用了各种
符号标记。以下说明这些符号标记的含义，请充分理解这些
含义，仔细阅读使用手册。

警告

注意

如无视本标记，不正确使用就有引起死亡
或严重伤害的潜在可能。

如无视本标记，不正确使用就有引起人员
被伤害或损坏财产的潜在可能。

符号标记举例

  表示[必须注意事项]。图中描写了具体的注意内容
（左图表示注意触电）。

  表示[禁止事项]。图中或附近描写了具体的禁止内容
（左图表示禁止拆卸）。

  表示[必须事项]。图中描写了必须遵守的具体内容
（左图表示从插座上拔出插头时必须手持插头）。

警告

不要把打印机放在不平稳的地方

· 不要将打印机放置在不稳定的桌面、或倾斜、
振动等不稳定的地方。有可能造成打印机跌落
或倾倒而引起伤害。

不放置装有水或其他物品的容器

· 请不要在打印机周围放置花瓶、或装有水或其
他化学药品的容器，以及细小的金属物品。万
一液体洒入或物体掉入打印机时，请立即切断
电源，从插座拔出电源线插头，请与佐藤打印
机的销售商或服务中心联系。在此状态如继续
使用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不要把异物放入打印机

· 不要让金属或易燃物品插入或落进打印机的开
口（如电缆插座等）。万一异物掉进了打印机，
请立即切断电源，从插座拔出电源线插头，请
与佐藤打印机的销售商或服务中心联系。在此
状态如继续使用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不要在指定电压以外的范围使用

· 请不要使用在指定电源电压以外的范围。否
则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确认打印机接地

· 必须将打印机电源的地线接地。否则会引起火
灾或触电。

关于电源线的处理

· 不要割裂、损伤或试图加工电源线。此外，不
要将重物放在电源线上、不要使其过热或拉拽
电源线，这样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 如果电源线已破损（包括芯线裸露或断线），
请与佐藤打印机的销售商或服务中心联系。在
此状态如继续使用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 请不要试图加工、过分弯折、扭曲、拉拽电源
线。如以此状态使用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警告

当打印机跌落或损坏时

· 当打印机跌落或损坏时，请立即切断电源，
从插座拔出电源线插头，请与佐藤打印机的
销售商或服务中心联系。在此状态如继续使用
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 万一打印机冒烟、产生异味或出现其他异常
情况时，如继续使用打印机会引起火灾或触
电。请立即切断电源，从插座拔出电源线插
头，请与佐藤打印机的销售商或服务中心联
系。请客户绝对不要擅自修理打印机，因为存
在很大危险。

如打印机出现异常时请不要使用打印机

不要试图拆卸打印机

· 请不要拆卸或改装打印机，这会引起火灾或
触电。请与佐藤打印机的销售商或服务中心
联系。要求进行打印机的内部检点、调整和修
理。

裁纸器

· 请不要把手或其他物品插入裁纸器内。否则
会造成伤害。

关于如何使用打印头清洁剂

· 不能把打印头清洁剂接近明火。绝对不能加
热、或投入明火中。

· 请将清洁剂放在儿童不易接触的地方以防止
误饮。万一饮用时，请立即与医生联系并取
得诊断。

打印头

· 打印后的打印头会非常热。打印之后立即更换
打印纸或清洁时，请注意不要被灼伤。

· 赤手触摸打印头时，有可能造成伤害。更换打
印纸或清洁时，请注意不要触摸打印头。

· 请客户不要自行更换打印头。这会造成伤害、
灼伤或触电。

注意

不要将打印机放置在湿度高的地方

· 不要将打印机放置在潮湿或发生结露的地方。
如发生结露请立即切断电源，待完全干燥后再
开始使用。如结露时仍继续使用打印机，会发
生触电。

搬运

· 搬运打印机时，请务必先从插座上拔出电源线
插头，只有断开打印机与外部连接的所有接线
之后方可搬运打印机。如未断开接线就搬运打
印机时，有可能造成电源线或连接电缆发生破
损而引起火灾或触电。

· 送纸托盘中装有纸张时请不要搬运打印机，纸
张掉出会造成伤害。

· 在地面或桌面上放置打印机时，请注意不要被
打印机支脚夹伤手指或手掌。

电源

· 请不要用湿手操作电源开关或插入拔出电源
线，有触电的危险。

电源线

· 请不要把电源线接近加热器具。否则电源线的
外部保护层会熔化，引起火灾或触电。

· 从插座上拔出电源线时，必须手持电源线的插
头。如拉拽电缆会使芯线暴露或断线，并引起
火灾或触电。

· 本打印机附带的整套电源线是为本打印机专用
的，不能用于其他制品。

长期不使用打印机时

· 长期不使用打印机时，为保证安全，请从插座
上拔出电源线。

保养和清扫

· 实施打印机的保养和清扫时，为保证安全，请
先从插座上拔出电源线插头。

本标志中的年数，是根据2006年2月28日公布
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止管理办法”和
SJ/T11364-2006“产品污染防止标识要求”，
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除台湾、香港和澳
门外）生产或进口的电子信息产品的“环保使
用期限”。在遵守使用说明书中记载的有关本
产品安全和使用上的注意事项、且没有其他法
律和规定的免责事由的情况下，在从生产日开
始的上述年限内，产品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
素不会发生外泄或突变，使用该产品不会对环
境造成严重污染或对使用者人身、财产造成严
重损害。

“环保使用期限”不是安全使用期限。尤其不同于基于电气
性能安全、电磁安全等因素而被限定的使用期限。产品在经
适当使同后予以废弃时,希望依照有关电子信息产品的回收
和再利用的法律与规定进行处理。

注1):

本标志中的年数为“环保使用期限”，不是产品的质量保
证期限。对于同一包装内包含电池、充电器等附属品的产
品，产品和附属品的环保使用期限可能不同。

注2):

环保使用期限

注意

（1）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手册中部分或全部内容。
（2） 本手册中的内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3） 尽管我们已力求完善的制作本手册，但如果您一旦发现

本手册中有任何问题，错误或是遗漏，请与佐藤打印机
的经销商或服务中心联系。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枓中的含量超
出SJ/T11363- 2006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
求”的标准规定。

(Pb) (Hg)

机器名称:条形码打印机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汞

印刷电路板

(Cd)
镉

(Cr6+)
六价铬

(PBB)

多溴
联苯

(PBDE)

多溴二
苯醚

电源、交流转换
器电池

热敏头、液晶显
示屏

电动机、切纸机

树脂(ABS、PC
等)

金属(铁、非铁
金属)

电缆等

包装材料(纸盒
等)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枓中的含量均在
SJ/T11363-2006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的标准规定以下。

废弃电子电器设备指令(WEEE)，2002/96/EC
(该指令仅适用于欧盟各国。)
本产品符合WEEE指令(2002/96/EC)的标识要求。此
标识表示不能将本电子电器设备当作一般家庭废弃物
处理。
在欧盟各国境内废弃设备时，请联络您当地的办事处。

顶盖

· 开、关顶盖时请注意不要夹住手指。此外，请
抓住顶盖以防滑落。

安装打印纸

· 安装纸轴时，请注意不要把手夹在纸轴和送纸
器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