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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注意敬請注意敬請注意敬請注意敬請注意

敬請注意敬請注意敬請注意敬請注意敬請注意

除御牧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証條款里規定的承諾外，對于因使用本机或不能使

用本机而造成的任何損害(包括流失利益、間接損害、特別損害或其它經濟損失、以

及上述損害以外的其它損害)，敝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此外，即使事前已通知御牧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能發生損害情況，敝公司也同樣

不承擔任何責任。

例如，對使用本机而造成的畫布(工件)等損失、對使用這些畫布制作出來的任何東

西所產生的間接損失、等等，敝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對使用本机而造成的經濟

上的損失及利益流失或來自第三者的任何要求，敝公司也概不承擔任何責任，敬請

鑒諒！

敬請協作敬請協作敬請協作敬請協作敬請協作

● 我們十分嚴謹地編寫了本使用說明書，但若發現內容有不妥之處，請与銷售本

机的商店或敝公司營業所聯系。

● 為提高本使用說明書的水平，我們會進行修改，但不作預告，請予以理解。

● 本書所記載的名稱，一般均是各公司的商標或注冊商標。

嚴禁擅自轉載本書的內容

御牧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5

Copyright 2005 MIMAKI ENGINEER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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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信號干扰的自主規制關于信號干扰的自主規制關于信號干扰的自主規制關于信號干扰的自主規制關于信號干扰的自主規制

VCCIVCCIVCCIVCCIVCCI

本机是按照信息處理等裝置的電波信號干扰自主規制協會(VCCI)的標准生產的A級信息技朮

裝置。

在家庭使用本机時，有可能發生干扰信號。若遇到這种情況，要求使用者采取适當措施處理。

★ 連接本机時，若不使用本公司指定的電線電纜，就有可能超過VCCI標准規定

的限度。因此，請務必使用本公司指定的電線電纜。

關于接收干扰關于接收干扰關于接收干扰關于接收干扰關于接收干扰

本机使用時會發出微弱的電波，若放置或使用不正确，就會使收音机和電視机受到干扰。因

此，不能保証特殊的收音机和電視机不受干扰。

如果怀疑本机是收音机或電視机受干扰的原因，請使用接通和關閉本机的電源的方法進行确

認。

如果确認本机就是受干扰的原因，請使用下述的一個方法或將數個方法組合起來防止產生干

扰。

● 改變接受天線和連接線的方向。

● 改變本机的使用方向。

● 擴大接收信號的裝置与本机之間的距离。

● 連接本机和接收信號的裝置時，分別使用不同的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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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衷心感謝貴公司購買Textile Jet Tx3-1600。

Tx3-1600是以畫布為對象的、8色高速紡織品專用彩色噴墨繪圖机。

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書，使它有助于您噴繪出滿足您的需要的畫質。

★ Tx3-1600的打印頭高速移動時，有時會發生危險。因此，使用本机時，為

了防止發生人身傷害和本机損坏的事故，請務必充分理解本說明書的內容

后，才操作本机。

關于本使用說明書關于本使用說明書關于本使用說明書關于本使用說明書關于本使用說明書

● 本書介紹如何操作和維護Textile Jet Tx3-1600(以下，簡稱為本机)。

● 在使用本机前，請認真閱讀和理解本書的內容，此外，還要將本書放在手邊，以便隨時

查閱。

● 請确保本書确實無疑地交到使用本机的人員手里。

● 我們十分嚴謹地編寫本書，但万一發現了任何不妥之處，請与購買本机的商店或弊公司

的營業所聯系。

● 當遺失或損坏了本書而不能閱讀時，請在本公司的營業所購買新的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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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的介紹本机的介紹本机的介紹本机的介紹本机的介紹

這里，介紹本机的特長。請与后面介紹的操作方法聯系起來，以便有助于您對本机噴繪的理解。

本机是使用粘合劑与傳送帶粘合的、打印頭噴墨繪圖机。

可使用以下的印染墨劑。

御牧高科技的純正墨劑如下所示：

酸性染料墨劑 ： 适合于羊毛、絲綢等動物性纖維和尼龍等。

反應染料墨劑 ： 除了适合于棉布、人造纖維等之外、還适合于羊毛和絲綢等纖維。

★ 不論使用何种墨劑，都要按本公司推荐的方法，對噴繪的畫布進行前處理和

后處理。

本机搭載了自動檢查噴嘴功能本机搭載了自動檢查噴嘴功能本机搭載了自動檢查噴嘴功能本机搭載了自動檢查噴嘴功能本机搭載了自動檢查噴嘴功能

即使在噴繪途中，也自動地檢查打印頭的狀態。

發現异常情況時，會根据設定恢复動作，并再次進行檢查等。

該功能使無人噴繪成為可能。

能應對最大厚達能應對最大厚達能應對最大厚達能應對最大厚達能應對最大厚達7mm7mm7mm7mm7mm的畫布的畫布的畫布的畫布的畫布

可噴繪厚度較大的畫布。

可噴繪厚達7.0mm的畫布。

能應對寬幅的畫布能應對寬幅的畫布能應對寬幅的畫布能應對寬幅的畫布能應對寬幅的畫布

可安裝最大幅面為1650mm的畫布，可噴繪最大的幅面為1620mm。

墨劑墨劑墨劑墨劑墨劑ICICICICIC管理墨劑的剩余量管理墨劑的剩余量管理墨劑的剩余量管理墨劑的剩余量管理墨劑的剩余量

即使將墨盒卸下來，墨盒上的IC芯片仍然記錄著墨劑的剩余量，使墨劑剩余量得到管理。

可安裝大容量的可安裝大容量的可安裝大容量的可安裝大容量的可安裝大容量的22222公升墨劑公升墨劑公升墨劑公升墨劑公升墨劑

每一种顏色，可安裝的墨劑：1公升(墨劑)× 2肘臂。

當一側的墨劑END(用完)時，就自動地切換到另一側(肘式)，所以，更換墨袋時絕不會發

生噴繪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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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的介紹本机的介紹本机的介紹本机的介紹本机的介紹

LCDLCDLCDLCDLCD顯示屏顯示屏顯示屏顯示屏顯示屏

顯示屏以2行文字的方式顯示噴繪机的設定菜單。

且亮著背景燈，即使在較暗的地方，也能清晰辨認。

顯示屏還能用英語、西班牙語等7种語言顯示。

可确認噴繪的信息可确認噴繪的信息可确認噴繪的信息可确認噴繪的信息可确認噴繪的信息

噴繪途中的噴繪長度可顯示在顯示屏里，可將噴繪條件等信息打印出來确認。

可使用高速接口可使用高速接口可使用高速接口可使用高速接口可使用高速接口

本机使用高速接口“IEEE1394”，因而，可高速地從電腦接收數据。

收卷裝置實現長尺寸噴繪收卷裝置實現長尺寸噴繪收卷裝置實現長尺寸噴繪收卷裝置實現長尺寸噴繪收卷裝置實現長尺寸噴繪

与本机聯動的收卷裝置將噴繪完畢的畫布收卷起來，從而實現長尺寸的噴繪。

裝備了控制布邊的壓邊器裝備了控制布邊的壓邊器裝備了控制布邊的壓邊器裝備了控制布邊的壓邊器裝備了控制布邊的壓邊器

當左右兩端的布邊發生卷曲或線頭凸出來時，使用壓邊器就可以避免它們与打印頭接触。

配備了烘干裝置配備了烘干裝置配備了烘干裝置配備了烘干裝置配備了烘干裝置

在噴繪后至進入收卷裝置前這段距离里，使畫布變干。

能應對較大的卷筒能應對較大的卷筒能應對較大的卷筒能應對較大的卷筒能應對較大的卷筒

能安裝、送出和收卷裝有200m畫布(棉布t=0.25、約38kg)的卷筒。

能噴繪彈性素材能噴繪彈性素材能噴繪彈性素材能噴繪彈性素材能噴繪彈性素材

用加壓輥將畫布貼在傳送帶上的方法，就能在彈性素材上噴繪。使用松緊棒時，較薄的彈

性素材也能進行噴繪。

可邊清洗傳送帶邊噴繪可邊清洗傳送帶邊噴繪可邊清洗傳送帶邊噴繪可邊清洗傳送帶邊噴繪可邊清洗傳送帶邊噴繪

可在清除沾在傳送帶上的墨劑和灰塵的同時，進行噴繪。

為進給校正功能增添了新的功能為進給校正功能增添了新的功能為進給校正功能增添了新的功能為進給校正功能增添了新的功能為進給校正功能增添了新的功能

可邊噴繪邊校正進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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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

關于標志表示的說明關于標志表示的說明關于標志表示的說明關于標志表示的說明關于標志表示的說明
本書使用標志說明操作上需要注意的內容。不同的注意內容使用不同的標志表示。請理解各

种標志的含意，安全而正确地使用本机。

標志表示的實例標志表示的實例標志表示的實例標志表示的實例標志表示的實例11111

下面是本書解說時經常使用的標志。

★“警告”標志表示：若忽視該標志所提示的內容而錯誤地操作，則有可能

造成傷亡事故。請務必仔細閱讀，按其提示正确無誤地進行操作。

★“注意”標志表示：若忽視該標志所提示的內容而錯誤地操作，則有可能

發生物件毀損事故。

●“提示”標志表示：若事先掌握所示內容將十分方便。請將它作為操作上

的參考。

標志表示的實例標志表示的實例標志表示的實例標志表示的實例標志表示的實例22222

“ ”表示有提醒您注意的內容(包括“危險”和“警告”方面的內

容)。“ ”符號里面標示須注意的具体事項(左圖表示“小心触電”)。

“ ”符號表示被禁止的行為。在該符號的里面或旁邊，標示被禁止的

具体內容(左圖表示“禁止分解本机”)。

“ ”符號強制性地表示：必須按指示內容進行某种行為動作。標志里標

示具体的指示內容(左圖表示將插頭從插座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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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絕對遵守請絕對遵守請絕對遵守請絕對遵守請絕對遵守

放置時放置時放置時放置時放置時

★ 本机重達650Kg。放置本机時，

請6個人一起進行。

不要分解或改裝本机不要分解或改裝本机不要分解或改裝本机不要分解或改裝本机不要分解或改裝本机

★ 請絕對不分解或改裝本机和墨盒。

否則，會造成触電或其它事故。

發生异常事態時發生异常事態時發生异常事態時發生异常事態時發生异常事態時

★ 若出現冒煙、异味等异常事態時

放任不理，繼續使用本机的話，

會引起火災或触電事故。出現這

些异常事態時，請馬上關閉電源

開關，并務必將電源插頭拔离插

座。在确認已不再冒煙后，請与

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敝公司的營業

所聯系修理。用戶擅自修理是一

种危險行為，絕對禁止！

關于電源和電壓關于電源和電壓關于電源和電壓關于電源和電壓關于電源和電壓

★ 請按本机規定的電源規格來使用

本机。此外，電源線的插頭務必

插入已作接地處理的插座里。否

則，有可能引起火災或触電。

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電源線的使用電源線的使用電源線的使用電源線的使用電源線的使用

★ 請不要刮花、弄穿或改造電源線，

也不要將重物放在電源線上、或

對電源線加熱、以及強拉猛拔電

源線。否則，會使電源線受損，

甚至引起失火或触電。

★ 本机的電源線不能由用戶連接。

需要連接電源線時，請務必打電

話到本公司的售后服務中心或銷

售本机的商店聯系。

將放置本机的場所移動到別處而

需要改變電源線的連接時，同樣

請務必打電話到本公司的售后服

務中心或銷售本机的商店聯系。

對不聯系售后服務、自行連接電

源線時出現的故障和事故，本公

司不承擔任何責任，請明鑒！

不要在潮濕的地方使用不要在潮濕的地方使用不要在潮濕的地方使用不要在潮濕的地方使用不要在潮濕的地方使用

★ 不要在潮濕的地方使用，也不往

朝本机澆水。否則，會造成火災、

触電或故障等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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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潮濕的地方使用不要在潮濕的地方使用不要在潮濕的地方使用不要在潮濕的地方使用不要在潮濕的地方使用

★ 不要在潮濕的地方使用，也不要

向本机澆水。否則，會造成火災、

触電或故障等事故。

關于卷筒關于卷筒關于卷筒關于卷筒關于卷筒

★ 卷筒較重，請小心勿讓它摔在地

上。若砸著了腳，就有可能將腳

砸傷。

墨盒使用上的注意事項墨盒使用上的注意事項墨盒使用上的注意事項墨盒使用上的注意事項墨盒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墨盒須保管在儿童取不到的地方。

若墨劑沾在了皮膚或衣服上，請

馬上用肥皂和清水漂洗。

若墨劑濺進了眼里，請馬上用清

水沖洗，并接受醫生的治療。

★ 請不要大力敲擊墨盒，也不要猛

力搖晃墨盒，否則，墨劑會從墨

盒漏出來。

★ 請不要換裝墨盒里的墨劑。對因

使用了換裝上去的墨劑而產生故

障，本公司概不負任何責任。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激光感測器激光感測器激光感測器激光感測器激光感測器

★ 本机裝有激光感測器。該激光感

測器相當于 JIS 規格 1級的激光

產品。通過鏡片等一般的光學類

觀察器物看激光的光線，是极其

危險的，請不要那樣看激光的光

線。否則，會引起眼痛或損傷視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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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部件需要定期更換有些部件需要定期更換有些部件需要定期更換有些部件需要定期更換有些部件需要定期更換

★ 本机有些部件(例如：墨劑供給、軟

管等)使用 3000∼ 5000 小時時，

要定期更換。我們建議您簽訂維

護合同。

防止灰塵、紙屑和纖維粉塵污染防止灰塵、紙屑和纖維粉塵污染防止灰塵、紙屑和纖維粉塵污染防止灰塵、紙屑和纖維粉塵污染防止灰塵、紙屑和纖維粉塵污染

★ 即使在不噴繪的時候，也請務必關

閉正面蓋。否則，灰塵等會沾在打

印頭的噴嘴上。

★ 晚上下班時，請將挂著的畫布收起

來放好，以免灰塵沾了上去。

★ 畫布請放進袋子里保管。若擦拭

畫布上附著的灰塵、紙屑或纖維粉

塵，由于靜電作用，會适得其反。

★ 擦拭蓋帽座上的灰塵、紙粉的清

洁，請勤密地進行。此外，起毛的

刮片在噴繪時，如同刮灰塵。發現

刮片起毛后，請即時更換。

★ 噴繪途中若發現有墨滴突然從打印

頭掉落到畫布上，這是由灰塵、紙

屑或纖維粉塵引起的。此時，請馬

上清洁打印頭。(⇒ P.2-45《清洗

打印頭》)

關于蓋子關于蓋子關于蓋子關于蓋子關于蓋子

★ 噴繪途中請不要打開正面蓋和蓋帽

座的蓋子。否則，噴繪會停止下來。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使用上的注意事項使用上的注意事項使用上的注意事項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

關于畫布關于畫布關于畫布關于畫布關于畫布

★ 畫布的前處理和后處理請使用本

公司推荐的配方。對使用其它方

法進行處理而發生的問題，本公

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 過分卷曲的畫布請消除了卷曲后

才使用。使用過分卷曲的畫布，

會影響噴繪的畫質。

使用水平腳進行固定使用水平腳進行固定使用水平腳進行固定使用水平腳進行固定使用水平腳進行固定

★ 請務必在水平腳放下來的狀態下

使用本机。否則，噴繪途中本机

會移動。

關于烘榦器關于烘榦器關于烘榦器關于烘榦器關于烘榦器

★ 烘榦器處于使用狀態時，請不要

触摸它。否則，會將手燙傷。

關于警告標志關于警告標志關于警告標志關于警告標志關于警告標志

★ 本机貼有警告牌。請充分理解警

告牌的內容。此外，警告牌臟了

而不能閱讀時，或者，警告牌剝

离時，請与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

公司的營業所聯系，購買新的警

告牌。貼警告牌的位置，請參閱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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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墨盒關于墨盒關于墨盒關于墨盒關于墨盒

★ 墨盒從寒冷的地方拿到溫暖的地

方時，請在室溫環境放置3小時

以上的時間后才使用。

★ 墨盒在安裝之前才可開封。

若在開封狀態下長期放置，有時

不能正常噴繪。

★ 墨盒請保管在陰暗的地方。

★ 請不要重新往墨盒里裝墨劑。

★ 墨盒開封后請在6個月以內將它

用完。開封后經過長時間的墨劑，

其噴繪畫質會下降。

★ 若使用非專用墨劑，會引起故障。

修理因使用非專用墨劑而引起的

故障時，修理費用由用戶負擔。

請牢記！

★ 請不要用手触摸墨盒基板的接點

位置，也不要將它弄臟。否則，會

引起基板故障。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關于粘合劑關于粘合劑關于粘合劑關于粘合劑關于粘合劑

★ 使用粘合劑時，請遵守“有机溶

劑中毒的預防規則”。此外，重

新涂抹粘合劑時，請由參加了

“有机溶劑作業主任技能培訓”

的員工進行作業，或由被任命為

“有机溶劑作業主任”的員工進

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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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言言言言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陽光直射的地方陽光直射的地方陽光直射的地方陽光直射的地方陽光直射的地方

★ 請不要將本机放在直接被陽光照

射的地方。否則，畫布有可能變

色。

溫度和濕度劇烈變動的地方溫度和濕度劇烈變動的地方溫度和濕度劇烈變動的地方溫度和濕度劇烈變動的地方溫度和濕度劇烈變動的地方

請在以下條件的環境里使用。

使用環境 ：15 ∼ 30℃

  35 ∼ 65%(Rh)

直接被空調風吹到的地方直接被空調風吹到的地方直接被空調風吹到的地方直接被空調風吹到的地方直接被空調風吹到的地方

★ 請不要將本机放在直接被空調風

吹到的地方。否則，有可能引起

墨劑飛濺。

放置上的注意事項放置上的注意事項放置上的注意事項放置上的注意事項放置上的注意事項

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安全使用須知

不平坦的地方不平坦的地方不平坦的地方不平坦的地方不平坦的地方

★ 請不要將本机放在不平坦或不穩

定的地方。否則，本机就不能平

穩地進行噴繪。

發生震動的地方發生震動的地方發生震動的地方發生震動的地方發生震動的地方

★ 請不要將本机放在發生震動的地

方。否則，本机就不能平穩地進

行噴繪。

粉塵和香煙煙霧彌漫的地方粉塵和香煙煙霧彌漫的地方粉塵和香煙煙霧彌漫的地方粉塵和香煙煙霧彌漫的地方粉塵和香煙煙霧彌漫的地方

★ 請不要將本机放在粉塵和香煙煙

霧彌漫的地方。

否則，會很容易沾上灰塵，從而

發生墨滴彎曲飛行現象。

要放置在有排水口或排水設備的地方要放置在有排水口或排水設備的地方要放置在有排水口或排水設備的地方要放置在有排水口或排水設備的地方要放置在有排水口或排水設備的地方

★ 從自來水管直接接管清洗傳送帶

時，請將軟管接到附近有供水設

備的地方。

請務必將本机放在有排水口或排

水設備的地方。

★ 本机有可能因洗淨水過濾片的濾

孔堵塞而發生漏水。因此，請務

必將本机放在有排水口或排水設

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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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本書的閱讀方法關于本書的閱讀方法關于本書的閱讀方法關于本書的閱讀方法關于本書的閱讀方法

按章分別編排頁碼

各章的里面還有“小

標題”。

進入操作之前，說明

設定菜單的選擇項目。

說明操作的步驟。

各章里面編有“標題”。

記載有關本机或操作上

的注意事項以及提示。

以索引方式表示各章所

在的位置。

在操作中顯示屏里顯示

的內容。

表示操作中需要使用的

【操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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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屏及鍵的表記顯示屏及鍵的表記顯示屏及鍵的表記顯示屏及鍵的表記顯示屏及鍵的表記

本書結合各個操作步驟，對操作面板上的[顯示屏](參閱 P.1-15)所顯示的文字和需要使

用的鍵【鍵】進行說明。

請您在使用時，邊對照這些說明邊進行操作。

顯示屏的表記顯示屏的表記顯示屏的表記顯示屏的表記顯示屏的表記

在顯示屏里，顯示內容如右圖那樣，用文字的方式顯

示在長方框里。

請您邊對照和确認各個操作步驟的解說，邊進行操作。

在說明書里，以[TYPE.1]、[Acid]、[EXTEND]、

[PLEASE WAIT]的形式，即使用 [  ] 括號，對顯示

屏里顯示的設定項目和信息進行解說。

操作鍵操作鍵操作鍵操作鍵操作鍵

在本使用說明書中，使用【括號】對操作鍵進行解說。

【▲】和【▼】都是表示“突鍵”的意思。

其它操作鍵都像【FUNCTION】那樣，鍵的名稱表記

在【  】里。

(請參照 P.1-15)

FUNCTION

SET UP  < ENT >

SET UP

SELECT : 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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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本書的閱讀方法關于本書的閱讀方法關于本書的閱讀方法關于本書的閱讀方法關于本書的閱讀方法

本書的构成本書的构成本書的构成本書的构成本書的构成

本書分6章說明本机的使用方法。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介紹在使用本机前須理解的事項、以及本書的閱讀方法。

第第第第第11111章章章章章�安裝安裝安裝安裝安裝
介紹本机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

第第第第第22222章章章章章�����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

說明從接通電源到完成噴繪整個過程的基本操作。

請牢記這些操作，使用有關的應用功能。

第第第第第33333章章章章章�����日常維護日常維護日常維護日常維護日常維護

說明日常對本机進行清洁、更換刮片等消耗品以及對蓋帽座內部進

行維護的方法。

第第第第第44444章章章章章�����應用功能的使用方法應用功能的使用方法應用功能的使用方法應用功能的使用方法應用功能的使用方法

說明設定噴繪條件的功能菜單、噴繪方法的應用功能。

第第第第第55555章章章章章�����維護功能維護功能維護功能維護功能維護功能

說明噴繪不良和噴繪畫質低劣時的處理方法。

第第第第第66666章章章章章�����使用情況异常時使用情況异常時使用情況异常時使用情況异常時使用情況异常時

介紹本机發生异常情況時可采取的解決方法。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本机的規格、功能菜單的构造、輸出樣本及另售品。

索引索引索引索引索引

當您想了解某個功能或項目時，可從這里查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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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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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錄

索索索索索

引引引引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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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11111章章章章章

安裝前及其相關知識安裝前及其相關知識安裝前及其相關知識安裝前及其相關知識安裝前及其相關知識

在介紹噴繪操作之前，本章就有關本机各關鍵部位的名稱等問題進

行說明。

本章的內容

關于放置場所 ................................................. 1-2

本机的移動 ................................................... 1-3

确認附屬部件 ................................................. 1-4

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 ......................................... 1-6

蓋里面的部件的名稱及其功能 .................................. 1-10

關于操作 .................................................... 1-15

連接線纜 .................................................... 1-18

接通和關閉電源 .............................................. 1-20

顯示屏的日語顯示方法 ........................................ 1-22

顯示本机自身的信息 .......................................... 1-23

關于墨盒 .................................................... 1-24

初次充填墨劑 ................................................ 1-28

裝填墨盒 .................................................... 1-29

可以使用的畫布及其使用方法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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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放置場所關于放置場所關于放置場所關于放置場所關于放置場所

裝配本機之前﹐請先確保安放本機的位置有足夠的空間大小。

須充分考慮本機的大小和噴繪操作所需的空間后﹐才可開箱裝配。

幅寬 縱深 高度 全機重量

3250 mm 1550 mm 1400 mm 小于 650kg

5250 mm

 1000 mm
 1000 mm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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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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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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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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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的移動本机的移動本机的移動本机的移動本机的移動

這里說明裝配完本機后﹐如何將本機移動到安放的位置。

移動本機時﹐請將四個角的水平腳提到上面的位置。

★ 關于電源線的連接
    用戶不能自行連接本機的電源線。

    需要連接電源線時﹐請務必打電話與本公司或銷售本機的商店的售后服務中
心聯系。

    將放置本機的場所移動到別處而需要改變電源線的連接時﹐同樣請務必打電

話與本公司或銷售本機的商店的售后服務中心聯系。
    對不聯系售后服務、自行連接電源線而產生的故障和事故﹐本公司不承擔任

何責任。請明鑒！

★ 移動本機時﹐請不要使本機受到較大的震動。
★ 移動后﹐請務必將水平腳重新放下來﹐并調整至水平。

移動方法移動方法移動方法移動方法移動方法
移動本機時﹐請像下圖那樣﹐6個人以上一起搬送。

外蓋受壓時，有可能爆裂。

★ 請將加壓輥移動到退避位置。

★ 請確認洗淨液罐里沒有水。若

還有水﹐請使用附屬部件中的

手泵將水移到其它容器里。

水平腳水平腳水平腳水平腳水平腳
移動本機時﹐請將水平腳提到上面的位置。

安放本機時﹐請將水平腳放下來﹐并調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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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部件的確認附屬部件的確認附屬部件的確認附屬部件的確認附屬部件的確認

打開包裝箱后﹐請馬上確認部件是否齊全。

發現欠缺部件時﹐請與您購買本機的商店或最近的銷售店或本公司營業所聯系。

★ 是否有墨盒以及其它附屬部件的種類﹐根據訂單內容的不同而異。

機體 電源線 3 條 空紙管 紙管支撐管

2P/3P 轉換適配器 3個 (機體安裝) (2支)

廢墨罐 調整器 手泵

(捆包在洗淨罐里) 腳下板 4 塊

BEMCOT 搽拭布 牽力稱砣 裝布棒 裝布板

噴繪膠片 活動扳手 L型六角扳手 顯示燈

(調整設置時使用) (對邊5、6、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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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部件的確認附屬部件的確認附屬部件的確認附屬部件的確認附屬部件的確認

布銼 #150 ANRS 調節器 防護鏡

檢測介質

TxLink & 1394 養護油 刮片清潔工具箱 棉棒

輸出驅動程序 (Y 主導軌專用) (刮片、手套) (10 支)

(CD-ROM)

洗滌箱用的過濾器    洗淨罐過濾片 墨霧過濾片 橡皮手套

    (20 張) (2 張)

使用說明書 安裝指南 染料墨劑 畫布使用指南

(本書) 使用指南

    墨盒 粘合劑

(8色、各2個) (1公升)

另售品

1L 套裝墨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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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

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1 左蓋帽座蓋L 對字車的下面進行養護時﹐打開這個蓋子。

2 剝離感測器 監測畫布的剝離位置。※使用激光感測器監測。

3 傳送帶編碼器輥 檢測傳送帶的移動量。

4 正面蓋 安裝畫布或進行養護時打開這個蓋子。

5 剝離輥 將畫布從傳送帶上剝離下來。

6 傳送帶 將畫布進行傳送。

7 剝離感測增幅器 控制剝離感測器。

8 ANR組件 在噴繪過程中﹐自動檢查是否有的點脫落了或堵塞了。

9 右蓋帽座蓋R 維護蓋帽座時要將它打開（→請參閱 P.1-10）

10 顯示燈 綠﹕表示正在接收數據或噴繪；紅﹕出錯(噴繪停止)

紅閃爍﹕表示警告錯誤。

11 操作面板 面板里有顯示器--顯示對本机進行必要的設定時使用的操作鍵和操作項

目。

12 廢墨罐 臨時保存洗淨時用過的廢墨劑。

13 墨盒座 裝載向各個打印頭供給墨劑的墨盒。

14 收卷松緊棒的止動件 畫布通過時掛上的松緊棒。

15 收卷松緊棒 在畫布上施加適當的牽力﹐控制收卷裝置的動作

16 烘干器 使噴繪后還未完全干的畫布變干。

17 布邊護件 可使畫布的剝離動作進行得更可靠。→P.2-14

18 收卷裝置 自動收卷噴繪后的畫布。

19 烘干器外蓋 防止烘干器熱量損失以及防止燙手。

20 卷筒夾持器 適合于1.35∼ 3英寸的紙管使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13141516
17

1819

1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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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

背面背面背面背面背面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1 右蓋帽座蓋鏈R 維護蓋帽座內部時，將蓋係著。

2 右蓋帽座蓋R 檢查傳送帶是否發生蛇行時要將它取下來。(安裝時)

3 彎曲棒角度調整螺絲 位于主體的兩側﹐調整曲棒的角度。

4 墨霧過濾片 吸收墨劑的霧氣。

5 彎曲棒 輔助傳送翹曲的布。

6 加壓輥 向畫布施加壓力﹐使其固定在傳送帶上。

7 除皺輥 將畫布皺折的部位伸長。

8 折返棒(4根) 畫布通過時令其方向改變﹐使畫布傳送得穩定。

9 送出松緊棒的秤砣 用于調整送出松緊棒的重量。

10 左蓋帽座蓋R 檢查傳送帶是否發生蛇行時要將其取下來。(安裝時)

11 左蓋帽座蓋鏈L 對字車的下面進行清潔時﹐將蓋子系著。

12 送出松緊棒 在畫布上施加合適的牽力﹐控制送出裝置的動作。

13 送出裝置 自動地送出卷筒畫布。

14 接口連接器 符合IEEE1394和 IEEE1284的接口連接器。

15 主體電源開關和輸入口 接通或關閉本機的電源﹐以及連接主體的電源線。

52
3

41
7 8

13

96 10

14

15

12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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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中側背面中側背面中側背面中側背面中側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1 吸水滾筒固定螺絲 將吸水滾筒固定下來的螺絲。

2 送出松緊棒止動件 畫布通過時使用該止動件。

3 除電刷 防止畫布上沾上灰塵、線頭﹐防止靜電。

4 吸水滾筒 洗淨作業時﹐清除傳送帶上的水分。

5 傳送帶刮片組件 清洗傳送帶時﹐清除傳送帶上的水分。

6 刷子滾筒 清洗傳送帶時﹐清除傳送帶上的臟物。

(滾筒在裝置裡面，從外面看不見。)

1

2

3

4

5

6

主體側面主體側面主體側面主體側面主體側面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1 烘干器顯示燈 顯示烘干器的動作狀態。

亮燈﹕已達到在烘干器項目設定的溫度。

熄燈﹕還沒有達到設定溫度。

2 烘干器電源選擇器 設定烘干器的電源電壓。(請參閱 P.20)

3 烘干器電源開關 接通或關閉烘干器電源。

4 烘干器電源輸入口 連接烘干器電源線。

5 洗淨液罐組件 流入洗淨傳送帶時使用的自來水。

6 洗淨罐排水閥門 排出洗淨液的閥門。

7 電磁閥的閥門 直接接管時使用的閥門。

8 洗淨水軟管 將洗淨水接入本機的軟管。

2 3

4

1

6

5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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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吸机組件及其周邊的部件抽吸机組件及其周邊的部件抽吸机組件及其周邊的部件抽吸机組件及其周邊的部件抽吸机組件及其周邊的部件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1 送出松緊棒秤砣組件 可改變重量﹐調整加在畫布上的牽力。

2 抽吸機組件 抽吸洗滌箱里的氣體﹐抑制墨劑霧氣的發生。

3 抽吸機電源輸入口 連接抽吸機電源線。

4 抽吸機電源開關 接通或關閉抽吸機電源。

5 抽吸機控制線 * 將抽吸機和主體連接起來的線。

6 抽吸機過濾器 防止沾附墨劑和眼孔堵塞。

*:有些噴繪機的抽吸機控制線裝在噴繪機里面。

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各部位的名稱及其功能

1

2

3
4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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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頭高度調整器

洗滌箱

噴繪中進行洗滌時，吸收和過濾墨劑產生的墨

霧、并將它作為廢墨保存起來。需要定期將滯

留的廢墨清除掉。(可用水清洗)請參閱 P.3-19

字車和蓋帽座
ANR組件

剝离感測增幅器

蓋帽座蓋帽座蓋帽座蓋帽座蓋帽座
蓋帽座由墨盒蓋、維護打印頭時所需的刮片等部件構成。墨盒蓋起防止打印頭的噴嘴干

涸的作用。

此外﹐刮片也用于打印頭的清潔。

刮片 墨盒蓋

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

蓋的內部(下面)有噴繪時使用的字車和蓋帽座等。下面﹐說明蓋子里面的結構。

★ 非售后服務人員﹐請不要觸摸剝離感測增幅器的按鈕開關。否則﹐會導致它不

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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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車字車字車字車字車
字車里有用于噴繪的打印頭、噴繪寬度檢測感測器、打印頭保護感測器等。還有可根據各種畫

布的厚度調節打印頭高度的高度調整螺絲。字車在噴繪和檢測畫布的寬度時移動。對蓋帽座內

部進行維護作業時﹐執行蓋帽座維護功能﹐可移動字車。(請參閱 P.3-10∼《蓋帽座內部的

清洁》)

★ 裝上了畫布開始噴繪時﹐請務必調節打印頭的高度。(請參閱 P.2-35)

★ 若不調節打印頭的高度就開始噴繪﹐就有可能不僅損傷布料﹐還會損傷本機。

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

關于打印頭高度調整棒、調整螺絲和打印頭保護感測器關于打印頭高度調整棒、調整螺絲和打印頭保護感測器關于打印頭高度調整棒、調整螺絲和打印頭保護感測器關于打印頭高度調整棒、調整螺絲和打印頭保護感測器關于打印頭高度調整棒、調整螺絲和打印頭保護感測器
裝上新的畫布時﹐或者﹐裝上厚度不同的畫布時﹐需要調節打印頭的高度。

★ 再次裝上畫布后﹐若不調節打印頭的高度就直接讓打印頭工作﹐有可能使打印

頭碰著畫布而損傷。

★ 有關打印頭高度的調節操作﹐請參閱 P.2-35。

打印頭保護感測器

字車

檢測噴繪幅寬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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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傳送帶和加壓輥關于傳送帶和加壓輥關于傳送帶和加壓輥關于傳送帶和加壓輥關于傳送帶和加壓輥
本机通過加壓輥將畫布壓在抹有粘合劑的傳送帶上，噴繪時將畫布向前方送出。

★ 本機不使用時﹐請將加壓輥從傳送帶上移動到退避狀態。

★ 若讓加壓輥保留在傳送帶上﹐加壓輥就會沾在傳送帶上﹐兩者很難分離。

加壓輥

傳送帶

YYYYY主導軌主導軌主導軌主導軌主導軌
使字車左右移動的棒。由于字車頻繁地通過﹐需要定期地清潔主導軌。(請參閱 P.3-22)

正麵蓋

Y主導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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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蓋內部的名稱及其功能

關于壓邊器關于壓邊器關于壓邊器關于壓邊器關于壓邊器
如果畫布的左右兩端卷曲或起毛邊﹐當字車掃描時﹐畫布就會與打印頭接觸﹐被壓著拉到一

處疊積而阻擋字車通過、或造成噴墨不良。為避免這種異常情況的發生﹐需要使用壓邊器。

(請參閱P.2-25)

● 壓邊器的滑塊部分在檢測噴繪幅寬時也起著檢測板的作用。若不將壓邊器

固定在緊貼布邊的位置，就可按畫布的整個幅寬進行噴繪。

    (幅寬小于1620mm)

● 若壓邊器沾了墨劑或弄臟了，可取出來洗干淨。取出來時，請拿著捏手螺

絲。

★ 使用壓邊器前﹐請務必將打印頭高度向上調節 3mm 以上。若打印頭處于

較低的位置時使用壓邊器﹐打印頭會被損傷。

壓邊板

捏手螺絲

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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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RANRANRANRANR組件組件組件組件組件
ANR組件※1在噴繪時自動檢查有否發生“脫線”現象和噴嘴堵塞﹐防止噴繪不良的發生。

壓布輥

介質護件

卷筒護蓋

捏手螺絲

卷筒護蓋

前部卷筒護件

捏手螺絲前部卷筒護件

ANRS檢測

介質※1

后部卷筒護件

捏手螺絲

后部卷筒護件

※ 1﹕ANR 組件 ................... 自動噴嘴恢復組件﹐以下簡稱為“自動噴嘴恢復組件”。

※ 2﹕ANRS 檢測介質 ..............自動噴嘴恢復系統檢測介質﹐是使用于ANR 組件的檢測介

質。以下簡稱為“ANS 檢測介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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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操作關于操作關于操作關于操作關于操作

下面說明操作本機時使用的“操作面板”和設定項目的菜單。

操作面板操作面板操作面板操作面板操作面板
在操作面板設定噴繪方法和噴繪后的維護方法。

操作本機時﹐必定使用操作面板。

請熟記操作面板的使用方法。

顯示屏

顯示“設定項目”、“錯誤

指南”等。

凸鍵

【▲】【▼】【 】【 】

使用于〈本機方式〉時移

動打印頭和畫布、以及選

擇噴繪條件的項目。

【TEST】鍵

測試噴繪時﹐使用該鍵。

【FUNCTION】鍵

用于〈功能方式〉(噴繪功

能)的設定。

POWER 燈

接通本機的電源時亮燈。

【DATA CLEAR】鍵

刪除已傳送到噴繪機的數

據。

【REMOTE】鍵

在〈本機方式〉與〈遙控方

式〉之間切換時使用。

【END】鍵

決定噴繪條件等設定項目時

使用該鍵。
【CLEANING】鍵

執行清潔打印頭的功能。

【END】鍵

取消當前輸入的設定、將設

定菜單返回到前一個畫面時

使用該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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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鍵的功能凸鍵的功能凸鍵的功能凸鍵的功能凸鍵的功能
凸鍵在不同的使用時機﹐有不同的功能。

下面﹐說明凸鍵的功能。

檢測畫布前 檢測畫布后 選擇功能時 選擇設定時

向左移動字車。

向右移動字車。

向里面移動畫布。 向里面移動畫布。 返回到前一個功能。 選擇下一個值。

向前面移動畫布。 向前面移動畫布。 轉到下一個功能。 選擇前一個值。

★ 將畫布向后退時(向里面移動時)，須十分注意。

傳送帶有可能在送出的一側將畫布卷進去。因此，將畫布向后退時，須邊意

識著這個問題，邊小心翼翼地操作。

菜單方式菜單方式菜單方式菜單方式菜單方式
顯示屏里顯示的設定項目﹐稱為“菜單”。

在操作面板進行設定操作時﹐以下述的3種方式顯示在顯示屏里。

下面說明各種菜單方式。

〈〈〈〈〈本本本本本機機機機機方方方方方式式式式式〉〉〉〉〉(LOCAL)(LOCAL)(LOCAL)(LOCAL)(LOCAL)

〈本機方式〉是處于准備噴繪狀態時的方式。

接通電源開關(ON)﹐且完成檢測畫布幅寬后﹐就變為〈本機方式〉(請參閱 P.2-3)

狀態。在本機方式﹐可進行以下的操作﹕

1. 按凸鍵﹐檢測畫布的幅寬和設定原點。〈凸鍵方式〉(JOG)

2. 按【TEST】鍵﹐進行“測試噴繪”。

3. 按【CLEANING】鍵﹐進行“打印頭清洗”。

4. 按【DATA CLEAR】鍵﹐刪除已接收的噴繪數據。

5. 按【FUNCTION】鍵﹐設定各種噴繪條件。

6. 按【ENTER】鍵﹐顯示指南(請參閱 P.1-23)。

★ 保持在〈本機方式〉時﹐不能用從電腦接收的數據進行噴繪。

要按【REMOTE】鍵﹐轉到〈遙控方式〉后才能噴繪。

〈〈〈〈〈遙遙遙遙遙控控控控控方方方方方式式式式式〉〉〉〉〉(REMOTE)(REMOTE)(REMOTE)(REMOTE)(REMOTE)

遙控方式可以使噴繪機工作﹐按照從電腦接收到的數據進行噴繪。

在本機方式時﹐按【REMOTE】鍵﹐就可變為遙控方式。

〈〈〈〈〈功功功功功能能能能能方方方方方式式式式式〉〉〉〉〉(FUNCTION)(FUNCTION)(FUNCTION)(FUNCTION)(FUNCTION)

所謂“功能方式”﹐是設定有關噴繪方法的功能的方式。

在本機方式時﹐按【FUNCTION】鍵轉到功能方式(噴繪功能的設定方式)后﹐就可設定噴

繪條件。



1-17

1
安安安安安
裝裝裝裝裝
前前前前前
及及及及及
其其其其其
相相相相相
關關關關關
知知知知知
識識識識識

關于操作關于操作關于操作關于操作關于操作

菜單樹菜單樹菜單樹菜單樹菜單樹
在噴繪机的操作面板上設定噴繪條件時，是先按[操作鍵]執行后再選擇[設定項目]，然后，

再進行[詳細設定]的。要熟記各個操作，請理解菜單樹各個分支的結构(請參閱 附錄-7)。操

作面板上的【操作鍵】和設定的關系，請一邊閱讀下述的菜單樹，一邊理解吧！

★ 要進行操作時﹐本機必須處于〈本機方式〉(LOCAL)的狀態。

1.  POWER ON 接通電源。

(請參閱 P.1-20)

2.  〈LOCAL〉 在顯示屏里顯示本機方式。

3. 使用操作面板設定功能﹐按以下的步驟進行﹕

1. 在操作面板里選中操作鍵﹐并按該操作鍵。

2. 選中需要設定的項目。

3. 進行詳細的設定。

【操作鍵】 【設定項目】 【詳細設定】

【▲】【▼】【 】【 】+【ENTER】 【▲】【▼】【 】【 】+【ENTER】

測試噴繪 執行測試噴繪

清洗方式(Cleaning) 普通/弱/強(Normal/Soft/Strong)

清除數據(DATA CLEAR) 執行〈清除數據〉(Clear Data)

設定﹕

噴繪方式 圖像品質：標準／精細／高速

重疊噴繪 1次∼9次

優先順序 介質校正：HOST， PLOT

維護﹕

打印資料 執行打印。

墨點校正 調整。

蓋帽座 執行。

DISPLAY﹕

顯示語言 ENGLISH、 JAPANESE、 PORTUGUESE、

ITALIANO、 ESPANOL、 FRANCAIS、 DEUTSCH

 安裝介質

變更顯示語言的設定時變更顯示語言的設定時變更顯示語言的設定時變更顯示語言的設定時變更顯示語言的設定時﹕﹕﹕﹕﹕

使用本機時﹐可以更改顯示屏所顯示的語言。

需要更改時﹐請閱讀《第4章 應用功能的使用方法》(P.4-2)。

★ 下面的菜單樹只記載了一

部分項目。詳細的菜單樹﹐

請參閱附錄-7。

顯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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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線纜連接線纜連接線纜連接線纜連接線纜

連接接口線纜連接接口線纜連接接口線纜連接接口線纜連接接口線纜
電腦與本機用接口線纜連接。

本機可使用2種接口線纜。請根據您使用的電腦和輸出軟件﹐選擇與本機連接的線纜。

★ 連接接口線纜時﹐請將本機的電源開關置于“OFF”狀態。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IEEE1394IEEE1394IEEE1394IEEE1394IEEE1394接口時接口時接口時接口時接口時﹕﹕﹕﹕﹕

您使用的電腦搭載了IEEE1394接口時﹐請使用IEEE1394接口線纜將電腦與本機連接

起來。

★ 您使用的RIP須與IEEE1394接口相

對應。

★ IEEE1394的2個連接器之中﹐哪一

個都可使用。

★ 若您使用的電腦沒有IEEE1394轉換

器﹐請向您附近的RIP廠商或本公司

的營業所咨詢。

使用符合使用符合使用符合使用符合使用符合IEEE1284IEEE1284IEEE1284IEEE1284IEEE1284的接口時的接口時的接口時的接口時的接口時﹕﹕﹕﹕﹕

使用符合IEEE1284的接口線纜將電腦與本機連接起來。

使用IEEE1284連接時﹐數據傳輸的速度較使用IEEE1394時慢。

8B
IT

 P
A

R
A

LL
E

L
13

94

IEEE1284

IEEE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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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線纜連接線纜連接線纜連接線纜連接線纜

關于電源線的連接關于電源線的連接關于電源線的連接關于電源線的連接關于電源線的連接

★ 關于電源線的連接

用戶不能自行連接本機的電源線。

需要連接電源線時﹐請務必打電話與本公司或銷售本機的商店的售后服務中心

聯系。

將放置本機的場所移動到別處而需要改變電源線的連接時﹐同樣請務必打電話

與本公司或銷售本機的商店的售后服務中心聯系。

對不聯系售后服務、自行連接電源線而產生的故障和事故﹐本公司不承擔任何

責任。請明鑒！

關于烘干器關于烘干器關于烘干器關于烘干器關于烘干器

★ 烘干器的電壓選擇器設為110V時﹐若將本機連接到200∼240V的電源﹐會損

壞本機。

★ 烘干器的電壓選擇器設為220V時﹐若將本機連接到100∼120V的電源﹐烘干

器的溫度就不能上升到設定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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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和關閉電源接通和關閉電源接通和關閉電源接通和關閉電源接通和關閉電源

本機完成安裝后﹐請按以下的步驟﹐接通和關閉電源。

接通電源接通電源接通電源接通電源接通電源

1. 接通抽吸機的電源。

2. 接通烘干器的電源。

3. 接通本機的電源。

4. 接通與本機連接著的電腦等設備的電源。

★ 此時﹐請預先關閉正面蓋、蓋帽座

蓋L和蓋帽座蓋R。若沒有預先關

閉﹐即使接通了電源﹐字車也不能

移動。

★ 烘榦器的顯示燈顯示的是動作狀

態﹐所以﹐即使接通電源﹐有時也

不亮燈。

★ 出廠時顯示屏的顯示語言已設為英

語。想將顯示屏變為日語顯示時﹐

請參閱《顯示屏的日語顯示方法》

(P.1-22)

接通電源后﹐顯示屏就顯示固件的版本﹐并進

行初始運行。之后﹐進入〈本機方式〉(LOCAL)。

電源接通后﹐顯示[BOOT]﹐接著﹐顯示固件

的版本。

閃爍顯示[Please Wait]。同時﹐顯示初始運

行的進行情況。

變為“檢測畫布幅寬”的畫面。

BOOT

MEDIA SET
ROLL<                         > LEAF

Please Wait
∗ ∗ ∗ ∗ ∗ ∗ ∗ ∗ − − − − − − − −

Ver.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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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和關閉電源接通和關閉電源接通和關閉電源接通和關閉電源接通和關閉電源

★ 初次接通電源時﹐顯示墨劑充填的

畫面。請進行初次充填墨劑的操作。

(請參閱 P.1-28)

★ 若已安裝了畫布﹐顯示“選擇畫布”

的畫面。

選中[ROLL]后﹐就檢測畫布的幅寬﹐

之后﹐返回〈本機方式〉(LOCAL)。

安裝安裝安裝安裝安裝IEEE1394IEEE1394IEEE1394IEEE1394IEEE1394輸出驅動器輸出驅動器輸出驅動器輸出驅動器輸出驅動器
本機使用主機電腦與IEEE1394接口連接時﹐需要在主機電腦里安裝IEEE1394輸出驅動器和

[TxLink V3]。

★ 安裝TxLink的步驟﹐在本機的附屬品[TxLink V3]CD-ROM內容里﹐請按其指示

操作。

關閉電源關閉電源關閉電源關閉電源關閉電源
關閉電源時﹐請先確認是否正在接收數據、是否還有未輸出的數據。

此外﹐還要先確認打印頭在蓋帽座里。

★ 再次接通電源。打印頭返回蓋帽座﹐可防止打印頭干燥。

若噴繪途中關閉電源﹐有時打印頭就不能返回到蓋帽座里。打印頭在沒有蓋上蓋帽的狀態下

長時間放置的話﹐會引起噴嘴堵塞。

1. 關閉與本機連接著的電腦等設備的電源。

2. 關閉本機的電源。

3. 關閉烘干器的電源。

4. 關閉抽吸機的電源。

Ink Type
Type : Acid

MEDIA SET
 ROLL  <       >  LEAF

<< LOCAL >>
width  : 16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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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屏的日語顯示方法顯示屏的日語顯示方法顯示屏的日語顯示方法顯示屏的日語顯示方法顯示屏的日語顯示方法

出廠時﹐顯示屏已設為顯示英語。

使用各種鍵進行操作前﹐可根據您的需要﹐按照以下的步驟切換到日語。

1. 按【FUNCTION】鍵。

2. 按2次凸鍵【▼】。

3. 按【ENTER】鍵

顯示“選擇語言的菜單”。

4. 按凸鍵【▲】【▼】﹐選中[JAPANESE]。

可選擇的語言共7種。

[ENGLISH], [JAPANESE],

[PORTUGUESE], [ITALIANO],

[ESPANOL], [FRANCAIS], [DEUTSCH]

5. 選中您需要的顯示語言后﹐按【ENTER】鍵。

6. 變為日語顯示。

MEDIA SET
ROLL<                         > LEAF

�� !"#$%

�� !"""=========��� !"

DISPLAY
JANPANESE < ent >

DISPLAY
ENGLISH < ent >

FUNCTION
DISPLAY < ENT >

FUNCTION
SET UP < ENT >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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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本機自身的信息顯示本機自身的信息顯示本機自身的信息顯示本機自身的信息顯示本機自身的信息

本機可以顯示自身的信息。以下﹐說明在〈本機方式〉(LOCAL)時顯示本機自身信息的方法。

● 在〈遙控方式〉(REMOTE)和“檢測畫布幅寬”的畫面時﹐按【ENTER】鍵﹐也可

以顯示同樣的信息。

● 只有使用〈遙控方式〉時﹐經過了60秒時間或發生了“ERROR”﹐會自動返回

〈遙控方式〉。

操作步驟

1. 確認當前處于〈本機方式〉(LOCAL)狀態。

2. 按【ENTER】鍵，就顯示“Ink Level (墨劑剩

余量)”。

3. 按【ENTER】鍵，顯示畫布的“Remains (剩余

量)”。

4. 按【ENTER】鍵，顯示畫布的“Width (幅寬)”。

5. 按【ENTER】鍵，顯示當前ANRS檢測介質的剩

余量可以檢測多長的畫布。(Check UpTo)

6. 按【ENTER】鍵，顯示“Head Height (打印頭

高度)”。

7. 按【ENTER】鍵，顯示初次充填時充填的“Ink

Type (墨劑种類)”。

8. 按【ENTER】鍵，顯示當前的“固件版本 (Ver

1.00)”、“命令 (command)”和“ANR組件的版

本(Ver 1.00)”。

<<LOCAL>>
Width : 1620mm

Ink Level
3 2 3 1 7 9 8 7 4 5 9 9 0 2 5 3

Head Height
1.3 mm

Ink Type
Type : Acid

Ver1.00 MRL-IF
Ver1.00 ANRS

Media
Remains : 100.00 m

ANR Check Media
Check UpTo : 1000 m

Media
Width : 16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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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ENTER】鍵，顯示“設定狀態的指南”。

按[▼] 鍵，顯示當前使用中的設定內容

(SETUP 〈TYPE 1〉)。

10. 按【ENTER】鍵，顯示“Error Info (錯誤信息

指南)”。

按[▼]鍵，顯示當前發生的“警告”。

11. 按【ENTER】鍵，顯示“Counter Log (計數記

錄)”。

按[▼]鍵，顯示“Adhensive(粘合劑)”、

“BeltWiper (傳送帶刮片)”、“吸水滾筒

(Absorption roller)”的“計數記錄

(counter log)”。

12. 按【END】鍵，返回〈本机方式〉(LOCAL)。 <<LOCAL>>
Width : 1620mm

Error Info
Display [ ] Key

Counter Log
Display [ ] Key

SETUP < TYPE 1>
Display [ ]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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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公升墨盒的安裝位置公升墨盒的安裝位置公升墨盒的安裝位置公升墨盒的安裝位置公升墨盒的安裝位置

安裝墨盒時﹐請參考以下的一覽表。

對應 對應 酸性染料 反應染料

編號 編號

1 A 灰色 （SPC-0392GR） 灰色 （SPC-0393GR)

2 B 黑色 （SPC-0392K） 黑色 （SPC-0393K)

3 C 青色 （SPC-0392C） 青色 （SPC-0393C)

4 D 淺青色 （SPC-0392LC） 淺青色 （SPC-0393LC）

5 E 品紅色 （SPC-0392M） 品紅色 （SPC-0393M）

6 F 淺品紅 （SPC-0392LM） 淺品紅 （SPC-0393LM）

7 G 黃色 （SPC-0392Y） 黃色 （SPC-0393Y）

8 H 藍色 （SPC-0392BL） 藍色 （SPC-0393BL）

或紅色 （SPC-0392R） 或橙色 （SPC-0393OR）

或紅色 （SPC-0393R）

或金黃色 （SPC-0393GY）

220CC220CC220CC220CC220CC墨盒的安裝位置墨盒的安裝位置墨盒的安裝位置墨盒的安裝位置墨盒的安裝位置

安裝墨盒時﹐請參考以下的一覽表。

對應 對應 酸性染料 反應染料

編號 編號

1 A 灰色 （SPC-0355GR） 灰色 （SPC-0357GR)

2 B 黑色 （SPC-0355K） 黑色 （SPC-0357K)

3 C 青色 （SPC-0355C） 青色 （SPC-0357C)

4 D 淺青色 （SPC-0355LC） 淺青色 （SPC-0357LC）

5 E 品紅 （SPC-0355M） 品紅 （SPC-0357M）

6 F 淺品紅 （SPC-0355LM） 淺品紅 （SPC-0357LM）

7 G 黃色 （SPC-0355Y） 黃色 （SPC-0357Y）

8 H 藍色 （SPC-0355bl） 藍色 （SPC-0357BL）

灰色 （SPC-0355GR） 灰色 （SPC-0357GR)

或紅色 （SPC-0357R）

或金黃色 （SPC-0357GY）

關于墨盒關于墨盒關于墨盒關于墨盒關于墨盒

本機使用2個肘臂切換1公升的墨盒(一側的墨盒用完后﹐自動切換到另一個墨盒)﹐因此﹐1

種顏色可連續噴繪2公升。

(也可以使用220cc的墨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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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墨劑的種類關于墨劑的種類關于墨劑的種類關于墨劑的種類關于墨劑的種類
本機可以使用的墨劑﹐有以下2種。

下面﹐說明各種墨劑的特性。

★ 請使用正牌的御牧高科技墨盒。

因使用非正牌的御牧高科技墨盒而發生的故障﹐即使在保修期里﹐修理也是

有償的。

墨劑 可以使用的顏色 適用畫布

酸性染料墨劑 黑色、青色、品紅色、 羊毛、絲綢等動物性縴維、

[Acid] 黃色、淺青色、淺品紅色、 尼龍等

灰色、藍色、紅色

反應染料墨劑 黑色、青色、品紅色、 羊毛、絲綢等動物性縴維、

[Reac] 黃色、淺青色、淺品紅色、 棉布、人造絲等

灰色、藍色、橙色、紅色、

金黃色

關于墨盒和墨袋的關于墨盒和墨袋的關于墨盒和墨袋的關于墨盒和墨袋的關于墨盒和墨袋的ICICICICIC芯片芯片芯片芯片芯片
本機使用的墨盒和墨袋裝有IC芯片。

沒有裝上IC芯片的墨盒和墨袋不能使用。

IC芯片向本機提供墨劑剩余量的信息。(→請參閱 P.2-54)

★ 沒有裝上IC芯片的墨盒和墨袋不能使用。

★ 請不要用手觸摸墨盒和墨袋的基板的接點位置﹐也不要將它們弄臟。否則﹐會

引起基板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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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墨盒關于墨盒關于墨盒關于墨盒關于墨盒

墨盒使用上的注意事項墨盒使用上的注意事項墨盒使用上的注意事項墨盒使用上的注意事項墨盒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請使用正牌的御牧高科墨盒和墨袋。

★ 請不要分解墨盒和墨袋。

★ 墨劑雖然沒有毒性﹐但也不要直接與墨劑接觸。不小心沾上墨劑時﹐請馬

上用清水和肥皂將墨劑洗干淨。萬一墨劑濺進了眼里﹐請馬上用大量的清

水清洗后﹐請醫生檢查。

★ 請不要猛力搖晃墨盒和墨袋。若大力振動或搖晃﹐墨劑有可能從墨盒和墨

袋里面漏出來。

★ 請不要改裝墨盒和墨袋里的墨劑。否則﹐會使本機出現故障。對因使用改

裝了墨劑的墨盒和墨袋而產生的故障﹐本公司概不負任何責任。

★ 使用非專用墨劑﹐會成為故障的原因。修理因使用非專用墨劑而產生的故

障時﹐修理費用由用戶自己承擔。請明鑒！

★ 墨盒和墨袋從寒冷的地方拿到溫暖的地方時﹐請在室溫環境下放置3小時

以上后才使用。

★ 墨盒開封后請在6個月以內將它用完。開封后經過長期放置的墨劑﹐其噴

繪的畫質會下降。

★ 墨盒和墨袋請放在陰暗的地方保管。

★ 墨盒和墨袋請保管在小孩拿不到的地方。

★ 用完的墨盒和墨袋請按您所處的地方的(行政、環保)條例進行處理。

★ 超過了墨盒和墨袋上記載的有效期限時﹐請不要使用。

★ 請不要用手觸摸墨盒和墨袋的基板的接點部位﹐也不要弄臟它們。否則﹐

會引起基板故障。

關于墨劑類型(Ink Type)的顯示
墨劑類型(Ink Type)﹐在裝填新的墨劑以及不同類型的墨劑時顯示出來。

Ink Type
Type : Acid

酸性染料[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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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充填墨劑初次充填墨劑初次充填墨劑初次充填墨劑初次充填墨劑

初次使用本機時﹐需要在本機裝上墨盒或墨袋﹐并進行初次充填墨劑。

本機可安裝的有﹕1公升墨袋(SPC-0392,0393)和 220cc墨盒(SPC-0355,0357)。

★ 使用220cc墨盒時﹐需要使用附屬部件中的220cc墨盒適配器。

操作步驟

1. 接通電源。

初始運行后﹐顯示各個墨盒座裝填的墨劑的類

型。

2. 按凸鍵【▲】【▼】﹐移動光標。

[Acid] 酸性染料墨劑

[Reac] 反應染料墨劑

3. 按【ENTER】鍵。

★ 充填墨劑時﹐安裝的墨盒要裝滿

墨劑。

還沒有裝上的墨盒﹐顯示屏會顯示它的編號。

4. 打開墨盒座的蓋子﹐將墨盒盤拉出來。

右圖已安裝了220cc墨盒用的墨盒適配器。

★ 將墨盒盤拉出來時﹐不要將手伸

進里面去。否則﹐有可能弄傷

手。

5. 裝上墨盒后﹐將墨盒盤推回里面去。

Ink Type
Type : Acid

220cc墨盒用的墨盒適配器

Cartridge [Reac]
− − − − − − − − A B C D E F G H

Ink Type
Type : Re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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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填墨盒裝填墨盒裝填墨盒裝填墨盒裝填墨盒

下面﹐介紹墨盒和墨袋的配置方法。

在左右兩邊的墨盒位置里﹐裝填同種同色的墨盒。

★ 安裝時﹐要使[1和A]、[2和B]、[3和C]、[4和D]、[5和E]、[6和F]、

[7和G]、[8和H]的墨盒和墨袋是同種同色的墨劑。

● 初次充填墨劑和更換墨盒時﹐要在各個墨盒座里登錄墨劑的類型。

(請參看 P.1-24)。

確認噴繪信息和切換打印頭時﹐需要知道已登錄的墨劑類型。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G

H

6. 關閉墨盒座的蓋子。

7. 按【ENTER】鍵。

開始充填墨劑。同時﹐以秒為單位顯示充填墨

劑的剩余時間。

★ 墨劑充填中﹐請不要打開墨盒座

的蓋子﹐也不要將墨盒拿出來。

8. 墨劑充填完畢。

返回檢測畫布幅寬的畫面。(未檢測布料幅寬

時)

初次充填墨劑初次充填墨劑初次充填墨劑初次充填墨劑初次充填墨劑

Ink Filling
Start : ent

Filling
00:00:00

MEDIA SET
ROLL<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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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的畫布及其使用方法可以使用的畫布及其使用方法可以使用的畫布及其使用方法可以使用的畫布及其使用方法可以使用的畫布及其使用方法

下面﹐說明可以使用的畫布及其使用方法、以及注意事項。

可以使用的畫布可以使用的畫布可以使用的畫布可以使用的畫布可以使用的畫布
本機可以使用的布料﹐有“卷筒畫布”和“單張畫布”兩種。

但是﹐使用“單張畫布”時﹐本機的處理方式與“卷筒畫布”的相同﹐所以﹐請特別注意安

裝位置。

★ 使用“單張畫布”時﹐以下的功能不能運行﹕

[Feeding],[Take-Up],[Spiral Rlr],[Peeling Rlr.]

可以使用畫布的尺寸可以使用畫布的尺寸可以使用畫布的尺寸可以使用畫布的尺寸可以使用畫布的尺寸

最大幅寬 1650 mm

最小幅寬 200 mm

最大噴繪幅寬 1620 mm

厚度 小于7mm

卷筒外形 小于φ270 mm

卷筒重量 小于38 Kg

紙管內徑 1.35英寸、2∼3英寸

噴繪面 卷筒外面和內面均可

收卷方向 向外卷和向內卷均可

卷尾處理 用弱膠布或用弱粘合劑貼在紙管上。

※卷筒布重量大于5kg時﹐紙管內徑須大于2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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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布使用上的注意事項畫布使用上的注意事項畫布使用上的注意事項畫布使用上的注意事項畫布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這里說明可以使用的畫布的使用方法。為了能夠針對畫布的種類和特性而正確使用﹐請閱讀

下面的條件。

可以用于噴繪的畫布的條件可以用于噴繪的畫布的條件可以用于噴繪的畫布的條件可以用于噴繪的畫布的條件可以用于噴繪的畫布的條件

項目 條件 備考

幅寬不均 單側不均小于±5mm

展開時的彎曲 不能彎向一個方向

平坦地展開時的 小于2mm

  皺折(翹曲)高度

卷筒邊錯位 ±20mm、

布匹(幅寬小于500mm)± 2mm

卷筒內徑 2英寸∼3英寸

紙管強度 安裝時卷筒彎曲小于5mm

(紙管壁厚大于5mm)

紙管從畫布邊露出的長度 大于20mm

固定于紙管的方法 用膠布粘住3個以下的點或使用

弱粘合劑

卷筒外徑 小于φ270mm

卷筒重量 小于38 kg

可以使用的畫布及其使用方法可以使用的畫布及其使用方法可以使用的畫布及其使用方法可以使用的畫布及其使用方法可以使用的畫布及其使用方法



1-32

項目 條件 備考

噴繪面 不問

卷皺 不可

硬度 使用JISL1096懸臂法檢測時，其檢

測值等于或小于100mm，在接触半

個剝离輥的面的狀態時就能卷上

去。

在畫布的使用上﹐在畫布的使用上﹐在畫布的使用上﹐在畫布的使用上﹐在畫布的使用上﹐請注意以下各個問題請注意以下各個問題請注意以下各個問題請注意以下各個問題請注意以下各個問題﹕﹕﹕﹕﹕

★ 畫布前處理........... 請使用按照本公司推薦的方法進行了布

                          前處理的畫布。

★ 畫布的厚度........... 裝畫布時﹐請務必調整打印頭的高度。

                          否則﹐有可能損傷畫布或打印頭。

★ 卷皺的畫布........... 請不要使用左右兩端已卷皺的畫布。否

                         則﹐它會與打印頭的噴嘴接觸而造成噴

                          墨不良。

★ 請不要使用左右兩端明顯比中央松弛的布。否則，粘合部產生的褶

皺會与打印頭的噴嘴表面接触。

噴繪左右兩端膠接部比中央短的畫布(中央伸長的、或鋪在地上時中

央產生翹曲的畫布)時，請使用彎曲棒。

但是，前處理較硬的布，即使使用彎曲棒的彎曲部位，也不能均勻

地消除翹曲，所以，不能使用彎曲棒。

★ 較厚較硬的畫布在噴繪時不能無人看管。在粗斜紋畫布(勞動布)上

噴繪時﹐操作員要經常對斜紋進行檢查。一旦開始了傾斜﹐畫布就

不能自行恢復。若放任不理﹐傾斜就會殃及傳送帶左右兩端﹐成為

打印頭堵塞等問題的原因。

★ 處在與剝離輥接觸狀態而又不能卷上去的畫布﹐是因為它處理得太

硬﹐使它在剝離輥上打滑﹐以致不能正確地傳送。

★ 左右兩端起毛的畫布﹐不能使用布邊護件。因為毛邊會使剝離感測

器發生反應﹐從而使畫布得不到正確的傳送。(請參閱 P.2-14)

●起毛邊的畫布

毛邊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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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22222章章章章章

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

本章說明從開始噴繪到結束噴繪的基本操作。

在使用應用功能之前﹐請先熟記開始噴繪之前的准備步驟和基

本功能的使用方法。

本章的內容

作業流程 ..................................................... 2-2

接通和關閉電源的方法 ......................................... 2-3

關于正面蓋、右蓋帽座蓋R和左蓋帽座蓋L ........................ 2-4

安裝畫布 ..................................................... 2-5

安裝畫布后 .................................................. 2-35

指定您使用的畫布的噴繪範圍(有效噴繪區) ...................... 2-41

設定噴繪原點 ................................................ 2-42

檢查噴墨狀況——是否有飛白和脫線 ............................ 2-43

安裝了想噴繪的畫布后 ........................................ 2-46

噴繪圖像數據 ................................................ 2-49

其它安裝設定的問題 .......................................... 2-51

墨劑剩余量變少時 ............................................ 2-54

關閉電源 ....................................................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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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這里﹐說明接通電源后到結束噴繪止的作業內容。

各個項目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相關的頁的介紹。

� P.2-3

� P.2-3

� P.1-28

� P.2-42

� P.2-51
� P.4-20

� P.2-43

� P.2-35

� P.2-5
� P.2-21

� P.2-7、 24

� P.2-7

� P.2-26

� P.2-30

� P.2-28

� P.2-14

� P.2-13, 53

� P.2-15

� P.4-20

� P.2-18、 24

� P.2-55

� P.2-46, 47

� P.2-49

� 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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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和關閉電源的方法接通和關閉電源的方法接通和關閉電源的方法接通和關閉電源的方法接通和關閉電源的方法

本機安裝完畢后﹐請按以下步驟﹐接通和關閉電源。

接通電源接通電源接通電源接通電源接通電源(ON)(ON)(ON)(ON)(ON)

1. 接通抽吸機的電源。

2. 接通烘榦器的電源。

3. 接通本機的電源。

4. 接通與本機連接的電腦等設備的電源。

★ 此時﹐請關閉正面蓋、左右兩邊的

蓋帽座蓋。

★ 烘榦器的顯示燈是顯示動作狀態

的﹐所以﹐即使接通了本機的電源﹐

顯示燈有時也不會亮。

接通電源后﹐馬上顯示[BOOT]﹐接著﹐顯示

固件的版本。

閃爍顯示[Please Wait]的同時﹐顯示初始

運行的進行狀況。

變為檢測畫布幅寬的畫面。

BOOT

Ver.X.XX

MEDIA SET
ROLL<              > LEAF

Please Wait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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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正面蓋、右蓋帽座蓋關于正面蓋、右蓋帽座蓋關于正面蓋、右蓋帽座蓋關于正面蓋、右蓋帽座蓋關于正面蓋、右蓋帽座蓋RRRRR和左蓋帽座蓋和左蓋帽座蓋和左蓋帽座蓋和左蓋帽座蓋和左蓋帽座蓋LLLLL

關于蓋子的打開和關閉關于蓋子的打開和關閉關于蓋子的打開和關閉關于蓋子的打開和關閉關于蓋子的打開和關閉
在噴繪途中﹐請不要打開蓋子。

若噴繪途中打開蓋子﹐為安全起見﹐字車會停下來﹐停止噴繪動作。

★ 請在噴繪途中不要打開蓋子。若打開了蓋子﹐正在噴繪的圖象數據就會消失。

操作步驟

1. 若噴繪途中打開蓋子﹐就顯示“出錯”。

2. 停止從電腦傳送數據后﹐關閉蓋子﹐并按一次

【ENTER】鍵。

★ 若不能將來自電腦的圖象數據傳送

停止下來﹐請關閉電源﹐然后﹐再

次啟動本機。

3. 字車開始移動。

像接通本機電源時那樣﹐進行初始運行(請參

閱 P.2-3)。

Mainte Cover
Close The Cover

Press [EN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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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能夠安裝的畫布有“卷筒布”和“單張布”兩種。但是﹐即使是使用“單張布”﹐本機處理它

的方式與“卷筒布”的相同。所以﹐使用“單張布”打印“設定一覽表”等資料時﹐請注意

安裝位置。

安裝卷筒畫布安裝卷筒畫布安裝卷筒畫布安裝卷筒畫布安裝卷筒畫布
在本機安裝卷筒畫布。下面的安裝步驟﹐以卷筒向內卷為例。

★ 卷筒較重﹐請小心別砸了腳。

★ 安裝較重的卷筒時﹐請2人以上一起安裝。

★ 安裝畫布后﹐請務必根據畫布的厚度﹐確認打印頭的高度是否調整到合適的

位置。(請參閱P.2-35)

1. 請確認操作面板的LCD是否像右邊那樣顯示。

● LCD 沒有顯示“MEDIA ”時﹐要重

設介質(請參閱 P.2-23)

2. 在本機的背面﹐將送出裝置一側的卷筒架螺絲

擰松后﹐將卷筒紙管插入卷筒架里。

★ 卷筒重量超過5kg時﹐請使用2英

寸以上的紙管。

★ 較細的紙管因自重而容易變彎。

卷筒架螺絲

卷筒架

卷筒紙管

<主體背面>

MEDIA
ROLL < >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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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擰松右邊卷筒架的螺絲。

根據卷筒的幅寬﹐調整卷筒架的位置。

4. 將右邊的卷筒架插入卷筒的紙管里。

將卷筒架插到紙管的盡頭后﹐用螺絲暫時固定。

5. 從本機的后面觀察﹐卷筒是否安裝在近乎中央

的位置。

若偏離中央的位置﹐請擰松卷筒架的螺絲﹐左

右兩邊移動、調整一下。

卷筒的位置確定下來后﹐將左右兩邊的卷筒架

螺絲擰緊固定。

● 安裝卷筒時﹐以畫布的左右兩端為

基准﹐確定卷筒的中央位置。可使

用卷筒導軌上的標尺﹐這樣較方

便。

● 卷筒架套柄為兩層構造﹐而且﹐可適用

的紙管內徑為1.35∼3英寸。請根據

紙管的內徑﹐選擇使用卷筒架。

★ 紙管為3英寸紙管﹐但紙管壁較薄﹐安

裝后折彎近乎V字形時﹐請使用附屬

部件中的紙管支撐管。此時﹐請使

用卷筒架套柄(小)

(請參閱 P.2-34)

卷筒架套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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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6. 將送出松緊棒向上提起﹐掛在止動件上。

● 可改變松緊棒的秤砣數量。

(請參閱 P.2-27)

7. 將彎曲棒移動到退避位置后，將它置于水平狀

態。

彎曲部要調至向著噴繪機的一側且水平放置。

● 有關彎曲棒的使用方法請參閱《調

整彎曲棒的角度》P.2-28。

8. 使用送出裝置將卷筒轉松動3m左右﹐并將畫布

拉出來。

先確認畫布的旋轉方向(向里卷、還是向外

卷)﹐然后﹐才轉動卷筒﹐使畫布松動。

止動件

彎曲部要調至水平

送出松緊棒

退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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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只捏著畫布的中央﹐讓畫布通過。

根據畫布的種類﹐改變畫布通過的位置。

此處說明的是標准的畫布通過方法。

● 只捏著畫布的中間部分﹐就能使畫

布順利地穿過去。

a.穿過除電刷和折返棒之間。

b. 穿過送出松緊棒的下面。

c.穿過2根折返棒的上面。

除電刷

穿過送出松緊棒

折返棒

折返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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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d.依次穿過除皺輥的下面、折返棒的上面和

彎曲棒的下面。

★ 除皺輥在工作時﹐請勿將手和衣服

等靠近除皺輥。否則﹐萬一被卷了

進去﹐就會造成損傷或骨折。

★ 使用幅寬較大的畫布時﹐畫布兩端

皺折或蓬亂的地方﹐有可能被卷進

除皺輥的固定捏手螺絲里。安裝這

樣的畫布時﹐請先將布邊切齊﹐然

后才安裝。

e.穿過加壓輥的下面后﹐將畫布拉出到前面

來。

10. 使送出松緊棒離開止動件。

除皺輥

彎曲棒

加壓輥

送出松緊棒

止動件

彎曲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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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將畫布拉出來﹐使畫布的整個幅面穿過加壓

輥。

★ 將畫布拉出來時﹐要邊拉邊檢查畫

布在其它輥里是否有皺折。

12. 將畫布卷回去﹐使畫布在加壓輥的卷入量只有

200∼300mm左右。

★ 請確認布邊是否“直”。若布邊彎

曲了﹐請將布邊調整至“直”。否

則﹐送出畫布時﹐畫布會發生偏

移。

★ 若畫布在送出松緊棒的位置發生松

弛﹐請將畫布卷回去﹐直至松弛消

失。

13. 一邊將畫布和加壓輥的中央部分壓著﹐一邊將

加壓輥設定到High的位置。

(請參閱《調整加壓輥的位置》→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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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將卷在加壓輥的畫布展開在傳送帶的一側后﹐

暫時使加壓輥退避。

15. 以已鋪得最好的地方(中央)為對齊方向﹐將未

鋪好的地方(左右兩邊)鋪在傳送帶上。

檢查畫布的鋪貼情況后﹐將有皺折的地方拉平

坦﹐并向外側將畫布鋪在傳送帶上。

檢查畫布的鋪貼情況后﹐將有皺折的地方拉平

坦﹐并向外側將畫布鋪在傳送帶上。

16. 再次設定加壓輥

(請參閱《調整加壓輥的位置》→P.2-26)

17. 在送出裝置將畫布送出約200∼ 300mm﹐使畫布

有一些松動。

將送出松緊棒調到最下點的位置﹐使畫布再有

200∼ 300mm的松動。

安裝畫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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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將彎曲棒調到“設定位置”。

（請參閱《調整彎曲棒的角度》P.2-28）

★ 將灣曲棒的彎曲部轉到朝向下面后﹐

放到“設定位置”。

19. 用送出裝置將畫布卷回去﹐直至送出松緊棒上

升100mm。

20. 使用時﹐將送出裝置的[ROTATION]開關﹐切換

到“畫布送出方向的”位置。

設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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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邊按凸鍵【▼】﹐邊從剝離輥送出200∼300mm

畫布﹐使畫布通過剝離輥的上面。

途中﹐要用手將畫布剝離出來。

將剝離下來的畫布掛到剝離輥上。然后﹐按著

凸鍵【▼】﹐使畫布送出﹐直至畫布到達剝離

輥的下面。

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MEDIA
ROLL < >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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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裝布邊護件。

即使使用多種畫布﹐也要使畫布能夠確切地從

傳送帶上剝離下來。

★ 左右兩端起毛的畫布不能使用布邊護件。因為﹐起毛部分會使剝離感測器發

生感應﹐導致不能正確地傳送畫布。

★ 布邊移位較大的畫布﹐請在使用時先將布邊弄齊。(請參閱 P.1-31“卷筒邊錯

位”)

★ 使用布邊護件可使剝離畫布的動作進行得更加確切。

■ 使用幅寬較狹的畫布時(小于900mm)﹐請務必使用布邊護件。

■ 使用幅寬較寬的畫布時﹐不必使用布邊護件。

1. 將布邊護件移動到畫布邊。

2. 將布邊護件從畫布邊向內側移動 5mm﹐

   然后固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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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擰緊固定螺絲﹐將布邊護件固定下來。

23. 按凸鍵【▼】﹐將畫布往下放。

請將畫布在剝離輥和烘榦器護罩之間垂放下

去﹐直至放到畫布的前邊到達烘榦器的位

置。

畫布要放到大致超過烘榦器下面的孔的一

半。

24. 用裝布棒將收卷松緊棒往上提起來后﹐將裝布

棒掛到止動件上。

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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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使用裝布板﹐將畫布送到折返棒里面的一側。

★ 若將收卷松緊棒長時間放在止動件

上﹐會顯示出錯提示──"Take-Up

Limit"(限制收卷)。

顯示出錯誤提示時的解除方法﹕

1. 將裝布棒從收卷松緊棒的止動

件上取下來。

2. 提著裝布棒的同時﹐將松緊棒

放下一點。

3. 重新放回止動件上﹐出錯提示

就被消除了。

26. 確認畫布已被送到折返棒的后面后﹐按凸鍵

【▼】﹐將畫布送出1 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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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安裝空的紙管。

● 安裝收卷用的空紙管。安裝收卷用的空紙管。安裝收卷用的空紙管。安裝收卷用的空紙管。安裝收卷用的空紙管。

為了收卷噴繪后的畫布﹐在收卷裝置

上安裝空紙管。

● 若估計到全部畫布收卷完畢后卷筒的

重量會變重時(送出畫布的一側使用

紙管支撐管時)﹐收卷畫布一側的空

紙管請使用壁厚大于 10mm 的、有一

定強度的空紙管﹐或使用紙管支撐

管。

28. 從烘干器的下面將畫布拉出來后﹐在2根折返

棒和空紙管之間穿過。

● 收卷畫布是向內卷時﹐請像右圖那樣

將畫布從紙管的下面穿過。

29. 用粘合膠布將畫布的前邊固定在空紙管上。

★ 用膠布固定時﹐請務必先固定中央﹐

之后﹐才固定畫布的兩邊。不可讓

畫布松弛﹐要輕輕地將畫布拉緊后

才固定。

折返棒

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空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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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從收卷松緊棒的止動件上﹐取下裝布棒。

31. 使用時將收卷裝置的“ROTATION”開關﹐切

換到收卷畫布的方向上。

32. 按凸鍵【▼】﹐使畫布在空紙管上卷上一周以

上。

畫布安裝完畢。

★ 若畫布的前邊還沒到達收卷裝置就開

始噴繪﹐就發生"Peeling Error"(剝

離錯誤)或"Take-Up Check Tension"

(收卷松弛錯誤)。

★ 想有效地從靠近畫布的前邊就開始噴

繪時﹐可使用“導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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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打開正面蓋﹐安裝壓邊器。

● 請根據畫布的幅寬﹐調整壓邊板的

位置。

34. 關閉正面蓋﹐按【ENTER】鍵。

35. 按凸鍵【 】﹐檢測卷筒上的畫布。

選中[ROLL](卷筒布)。

36. 按【ENTER】鍵。

知道卷筒畫布的長度時﹐請按凸鍵【▲】

【▼】﹐輸入卷筒畫布的長度。這樣﹐噴繪

途中可以確認卷筒畫布的剩余量。

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MEDIA
ROLL < > LEAF

MEDIA
ROLL < > LEAF

<< LOCAL >>
width  : 1620mm

MEDIA
Capacity = 650 m

MEDIA
Capacity = 1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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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 背面背面背面背面背面

畫布安裝完成比例畫布安裝完成比例畫布安裝完成比例畫布安裝完成比例畫布安裝完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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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畫布的安裝單張畫布的安裝單張畫布的安裝單張畫布的安裝單張畫布的安裝
單張畫布不用在送出的一側使用松緊棒。將單張畫布輕輕地鋪在傳送帶后放人加壓輥時﹐請

小心別產生皺折。已有皺折的畫布不能正常地傳送。若對皺折不處理而直接鋪在傳送帶上﹐

畫布就會碰到打印頭或引起堵塞。請不要使用有皺折的畫布。萬一使用時﹐請用手將它熨平﹐

直至畫布全部進入里面。

★ 選擇了“單張畫布”時﹐不能檢測到畫布的尾端(END)。請將噴繪數據的長度設

在單張布的長度範圍里。

★ 選擇“單張畫布”時﹐為防止畫布卷入傳送帶里﹐噴繪時請務必照看著畫布﹐直

至畫布的前邊跨過剝離輥 300 mm以上。此外﹐由于烘干器不能發揮烘榦作用﹐

噴繪后請小心別弄臟了畫布。

★ 安裝單張畫布時﹐請根據畫布的厚度﹐確認是否需要調整打印頭的高度。(請參

閱 P.2-35)

1. 將單張畫布輕輕地放到傳送帶和加壓輥之間。

2. 檢查單張畫布后邊下垂的部分有沒有皺折和松

弛﹐必要時﹐重新放置畫布。

3. 放下加壓輥。

● 若在加壓輥后部的畫布的下面﹐

挨著加壓輥裝入一個2英寸的紙管﹐

在粘合部就不容易產生皺折。

(請參閱下圖)

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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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查單張畫布后邊的下垂部分是否向左或向右

偏移。根據需要﹐將畫布調整至平衡。

5. 在操作面板上﹐按凸鍵【▼】﹐將畫布送出至畫

布的前面部分被壓邊器壓著。

6. 檢測畫布的幅寬。

(不顯示“安裝介質”(MEDIA SET)時)

a. 按【FUNCTION】鍵。

b. 按凸鍵【▲】【▼】﹐選中安裝畫布的

[MEDIA SET](安裝介質)。

c. 按【ENTER】鍵。

d. 按【ENTER】鍵﹐重新安裝。

e. 檢測單張畫布的幅寬。

按凸鍵【 】﹐選中[LEAF](單張畫布)

★ 使用[LEAF](單張畫布)功能時﹐以

下的功能不能使用。

[Feeding], [Take-Up],

[Spiral Rlr],[Peeling Rlr.]

MEDIA SET
ROLL <                         > LEAF

Feeding Dev. OFF
Take-Up Dev. OFF

Spiral Rlr. OFF
Peeling Rlr. OFF

Detecting Media
Please Wait

∗∗ MEDIA ∗∗
X=∗∗∗∗ Y=∗∗∗∗

<< LOCAL >>
width : 1620mm

FUNCTION
SETUP < ENT >

FUNCTION
MEDIA SET < ENT >

MEDIA SET
Media :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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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新畫布時——安裝新畫布時——安裝新畫布時——安裝新畫布時——安裝新畫布時——[MEDIA SET][MEDIA SET][MEDIA SET][MEDIA SET][MEDIA SET]

再次檢測畫布幅寬、或重新安裝卷筒畫布或單張畫布時﹐都要執行[MEDIA SET]。

1. 將新的畫布安裝上去(卷筒畫布或單張畫布)。

2. 按【FUNCTION】功能鍵。

3. 按凸鍵【▲】【▼】﹐選中[MEDIA SET]（安裝介

質）。

4. 按【ENTER】鍵。

5. 按【ENTER】﹐變為“選擇檢測畫布幅寬”的畫

面。請參考以下內容﹕

選中選中選中選中選中[ROLL][ROLL][ROLL][ROLL][ROLL]（（（（（卷卷卷卷卷筒筒筒筒筒畫畫畫畫畫布布布布布)))))時時時時時 選中選中選中選中選中[LEAF][LEAF][LEAF][LEAF][LEAF]（（（（（單單單單單張張張張張畫畫畫畫畫布布布布布)))))時時時時時

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 已安裝了卷筒畫布時﹐如果知道卷筒畫布
的長度﹐請輸入卷筒畫布的長度。這樣﹐
噴繪中途就可以檢查卷筒畫布的剩余量
了。

FUNCTION
SETUP < ENT >

MEDIA SET
Media : RESET

FUNCTION
MEDIA SET < ENT >

Feeding Dev. OFF
Take-Up Dev. OFF

MEDIA SET
ROLL <                         > LEAF

Spiral Rlr. OFF
Peeling Rlr. OFF

Detecting Media
Please Wait

∗∗ MEDIA ∗∗
X=∗∗∗∗ Y=∗∗∗∗

<< LOCAL >>
width : 1620mm

MEDIA SET
ROLL <                         > LEAF

MEDIA SET
Capacity = 110 m

MEDIA SET
Capacity = 650 m

Detecting Media
Please Wait

∗∗ MEDIA ∗∗
X=∗∗∗∗ Y=∗∗∗∗

<< LOCAL >>
width : 16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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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送出裝置和收卷裝置的開關切換送出裝置和收卷裝置的開關切換送出裝置和收卷裝置的開關切換送出裝置和收卷裝置的開關切換送出裝置和收卷裝置的開關
送出裝置和收卷裝置上有指定畫布的收卷方向和收卷旋轉的開關。使用送出裝置和收卷裝置

時﹐請閱讀《使用送出裝置》(P.4-16)和《使用收卷裝置》(P.4-17)。

●●●●● AUTOAUTOAUTOAUTOAUTO

根据送緊棒的位置自動

旋轉或停止。

(只在操作凸鍵和噴繪

時有效)

●●●●● MANUALMANUALMANUALMANUALMANUAL

總是旋轉。

●收卷的一方●收卷的一方●收卷的一方●收卷的一方●收卷的一方

旋轉▲向上：

將噴繪面卷在里面。

旋轉▼向下：

將噴繪面卷在外面。

●送出的一方送出的一方送出的一方送出的一方送出的一方

旋轉▲向上：

送出時，將噴繪面朝向外面。

旋轉▼向下：

送出時，將噴繪面朝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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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使用壓邊器使用壓邊器使用壓邊器使用壓邊器使用壓邊器
壓邊器可以通過取下捏手螺絲﹐分離為滑塊和壓邊板兩部分(請參閱 P.1-13)。

檢測畫布的幅寬時﹐只用滑塊也可以。

在以下的場合﹐請使用壓邊器。

● 畫布邊起毛時。

● 即使使用了黏合劑﹐仍然有翹浮時。

★ 將壓邊板卸下后﹐請務必將滑塊的中央移動到畫布邊的位置。否則﹐不能正

確地檢測畫布的幅寬。

操作步驟

1. 將畫布安裝上去。

2. 將右邊的壓邊器移動到右邊的畫布邊上。

3. 將左邊的壓邊器也移動到左邊的畫布邊上。

● 進行無邊噴繪時﹐將壓邊器從布邊

向外移動10mm以上后壓邊器才可固

定下來。

10mm

無邊噴繪時無邊噴繪時無邊噴繪時無邊噴繪時無邊噴繪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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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加壓輥的位置調整加壓輥的位置調整加壓輥的位置調整加壓輥的位置調整加壓輥的位置
加壓輥在畫布上增加壓力﹐使畫布緊貼傳送帶。壓力可分3檔選擇。

加壓輥的壓力分為以下加壓輥的壓力分為以下加壓輥的壓力分為以下加壓輥的壓力分為以下加壓輥的壓力分為以下33333檔。檔。檔。檔。檔。

Low 重新塗抹粘合劑時﹐請使用 Low 檔。

Middle 彈性畫布在剝離時會伸長﹐若粘合得太緊﹐有可能卷進傳送帶

里。所以﹐當粘合劑的粘合力還是很強時﹐請使用“Low”或

“Middle”擋。

High 使用絲綢素材時﹐若貼合得不緊﹐請使用“High”擋。

● 以上僅僅是參考尺度。請務必確認畫布的貼合情況﹐并根據情況決定選用

哪一擋。

★ 加壓輥十分重﹐所以﹐設置加壓輥或將加壓輥移動到退避位置時﹐請務必

小心別讓手指給夾著了。

★ 沒有安裝畫布時﹐若將加壓輥長時間放在傳送帶上﹐加壓輥就會粘在傳送

帶上而難以移動。因此﹐沒有安裝畫布時﹐請將加壓輥從傳送帶移動到退

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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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送出松緊棒的秤砣調整送出松緊棒的秤砣調整送出松緊棒的秤砣調整送出松緊棒的秤砣調整送出松緊棒的秤砣
秤砣較少時松緊棒就“緊”。秤砣較多時松緊棒就變“松”。噴繪彈性素材和織得較粗的薄

畫布時﹐送出松緊棒要較“松”。請根據畫布的種類﹐使用松緊棒的秤砣。

★ 噴繪針織品、彈性素材時﹐松緊棒要“松”。

★ 非彈性畫布不必使用秤砣。

★ 對取下秤砣、使松緊棒變“緊”后卻出現縱向皺紋的非彈性畫布(例如較薄的

雪紡綢(chiffon)、巴里紗(voile)等)﹐需要進行調整。請稍加大秤砣﹐同時﹐

可嘗試不經過除皺輥。

★ 若送出松緊棒過“松”﹐就不能正常地將畫布送出。請將松緊棒調整到“(松緊

棒的)自重就能落下”的範圍。

1. 從筒里將松緊棒的秤砣提出來。

2. 將彈簧銷拔出來。

3. 根據需要增減秤砣。

4. 裝上彈簧銷后﹐將秤砣放回原來的地方。

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彈簧銷

秤砣

主机背面

秤砣

秤砣

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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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彎曲棒的傾斜調整螺絲﹐調整縱向的角度。

a. 擰松調整螺絲。

b.上下移動傾斜調整螺絲﹐并旋轉到合適的

角度。

● 邊將彎曲棒提起來﹐邊調整兩端的

角度。

c. 調整固定螺絲。

2. 使用彎曲棒的固定螺絲﹐調整彎曲棒的角度。

使用彎曲棒消除松弛使用彎曲棒消除松弛使用彎曲棒消除松弛使用彎曲棒消除松弛使用彎曲棒消除松弛
相對于中央的部位﹐左右兩端膠接處理部位的長度較短的畫布(在地上張開時中央部位十分松

弛的畫布)﹐必須使用彎曲棒。

● 彎曲部的位置(角度)要根據畫布的狀態進行調整。

● 畫布安裝后﹐畫布的左右兩端有少許松弛的位置為彎曲棒的棒部的參考位置。

★ 彎曲棒的R頂點位置不能改變。

★ 除非安裝中央基准畫布﹐請不要使用R部。

調整彎曲棒的角度調整彎曲棒的角度調整彎曲棒的角度調整彎曲棒的角度調整彎曲棒的角度

根據畫布的松弛程度﹐更改彎曲棒的使用角度。

彎曲棒 水平部............ 通常使用。

R部(彎曲部) ...... 用于中央松弛的畫布。

調整螺絲

彎曲棒傾斜
調整螺絲

水平部

R部(彎曲部)

固定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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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使用彎曲棒使用彎曲棒使用彎曲棒使用彎曲棒使用彎曲棒

1. 確認彎曲棒在退避位置。

2. 將畫布穿過去。

3. 讓彎曲棒移動到“設定位置”。

4. 擰松固定螺絲后﹐根據畫布的狀態﹐設定R頂

點的位置。

退避位置

彎曲棒

設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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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裝和調整除皺輥重裝和調整除皺輥重裝和調整除皺輥重裝和調整除皺輥重裝和調整除皺輥“““““節節節節節”””””

 在加壓輥將畫布貼在傳送帶時﹐除皺輥可防止有皺折的畫布貼在傳送帶上。

 畫布的標准安裝位置在中央。幅寬較狹的畫布請務必安裝在傳送帶的中央位置。但是﹐

 在以下的場合﹐通過重裝除皺輥“節”﹐可改變畫布的中央位置。

★ 在除皺輥工作時﹐請勿將手和衣服等靠近除皺輥。否則﹐有可能被卷進去而

造成損傷和骨折。

★ 使用幅面較大的畫布時﹐畫布邊的皺折和綻裂等有可能被除皺輥兩邊的固定

捏手螺絲卷進去。安裝這樣的畫布時﹐請將畫布的兩邊切整齊后才安裝。

● 為了縮短噴繪時間而靠右邊安裝畫布時；

● 通常使用的是幅寬小于 800mm 的畫布﹐而且﹐靠左或靠右安裝以延長粘合劑

壽命時；

除皺輥“節”的顏色﹐根據旋轉方向不同而有2種﹕

1. 在本機背面的右邊﹐打開除皺輥的彈簧鎖。

★ 打開彈簧鎖時﹐請從下面將手放進

去。否則﹐止動器離開時會打著手﹐

將手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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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擰松左邊的防松螺帽后﹐卸下除皺輥。

★ 請將軸置于上方后才卸下除軸

輥。否則﹐除皺輥會掉下來﹐損壞

本機。

3. 擰松除皺輥左右兩端的捏手螺絲﹐重裝

“固定節”。

● 有關“固定節”的重裝位置﹐請參

閱下一頁。

4. 將除皺輥裝回去。

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松螺帽

軸輥



2-32

移動移動移動移動移動“““““節節節節節”””””的位置的位置的位置的位置的位置
像下圖所示那樣﹐移動“節”的位置。

操作步驟﹕

1. 根據畫布的中央位置情況﹐將捏手螺絲取出來

后﹐再從左邊取出若干個“固定節”。

2. 將“固定節”往左邊移動、排滿后﹐擰緊捏手螺

絲。之后﹐將右邊的捏手螺絲取出來。

3. 將步驟1取出來的“固定節”﹐從右邊放進去。

4, 擰緊捏手螺絲。這樣﹐中央位置就變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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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導導導導導布布布布布”””””從畫布的前邊噴繪時從畫布的前邊噴繪時從畫布的前邊噴繪時從畫布的前邊噴繪時從畫布的前邊噴繪時 ( ( ( ( (卷筒畫布和單張畫布卷筒畫布和單張畫布卷筒畫布和單張畫布卷筒畫布和單張畫布卷筒畫布和單張畫布)))))

畫布的前邊安裝在收卷裝置進行噴繪時﹐畫布會產生約2 m的“死區”。想有效使用畫布時﹐

請使用“導布”。

使用導布時﹐請將后處理問題也一起考慮﹐使用與當前使用的畫布的幅寬相同的導布。只要用

手提式縫紉機將它簡單地縫接一下﹐就能有效地使用當前使用的畫布。

● 如果是噴繪后至卷進收卷裝置為止的臨時導布﹐就不必與當前使用的畫布的幅

寬相同。此外﹐也不必用手提式縫紉機將它縫接起來。在幅寬為100毫米的畫

布中央﹐只用回形針固定﹐就可代替導布了。

★ 不使用導布直接從畫布前邊開始噴繪時﹐請注意以下几點﹕

● 畫布前邊的部分﹐有時由于沒有完全粘合得好會產生堵塞。因此﹐噴繪

時請從粘合得牢靠的地方開始。

● 畫布的前邊還沒有到達剝離輥就開始噴繪時﹐會發生"Peeling Error

(剝離錯誤)"。發生剝離錯誤時﹐用手擋住剝離輥后面的剝離感測器的

光軸線后﹐再讓光線穿過﹐錯誤信息就消失。

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安裝畫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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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紙管支撐管安裝卷筒畫布用紙管支撐管安裝卷筒畫布用紙管支撐管安裝卷筒畫布用紙管支撐管安裝卷筒畫布用紙管支撐管安裝卷筒畫布
紙管為3英寸而紙管自身的管壁較薄﹐安裝后就彎折為“V”字形狀時﹐請使用附屬部件中的

紙管支撐管。使用紙管支撐管時﹐請用卷筒架套柄(小)安裝卷筒畫布。

1. 將支撐管穿進3英寸紙管里。

2. 用膠布纏繞、將凸出來的支撐管部分與紙管固

定起來。

3. 擰松捏手螺絲后﹐將它與卷筒架套柄(大)一起

取出來。

● 卷筒架的大小套柄套得很緊時，可

用一字螺絲刀等在它們之間弄出一

點間隙后再取出來。

4. 將卷筒架套柄(小)的固定槽與支撐管的突起對

齊。

5. 將卷筒架固定下來。

確認卷筒的位置正確后﹐安裝就完成了。

用膠布纏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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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畫布后安裝畫布后安裝畫布后安裝畫布后安裝畫布后

調整打印頭高度——調整打印頭高度——調整打印頭高度——調整打印頭高度——調整打印頭高度——[Head Height][Head Height][Head Height][Head Height][Head Height]
要根據使用的畫布的厚度﹐調整打印頭的高度。

打印頭的高度與畫布厚度不相稱是非常危險的﹐會造成噴繪品質的下降、甚至會使畫布和本

機損壞。當噴繪與前一次不相同的畫布時﹐請務必確認打印頭的高度是否合適。

● [Head Height]的功能是使畫布表面與打印頭的距離調為3mm。

操作步驟

1. 確認噴繪機處于〈LOCAL〉(本機方式)狀態。

2. 按【FUNCTION】(功能)鍵。

3. 按【▲】【▼】鍵﹐選中[MAINTENANCE](維

護)。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選中[Head Height](調

整高度)。

6. 按 2次【ENTER】鍵。

  字車移動。

7. 打開蓋帽座的蓋子和正面蓋。

8. 用手將字車移動到容易調整的位置。

2次

FUNCTION
SET UP < ENT >

<< LOCAL >>
width  : 1620mm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MAINTENANCE
Head Height < ent >

Head Height
CarriageOut :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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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調整打印頭的高度。

a. 擰松輔助螺絲1后﹐順時針方向(從左
邊看)轉動高度調整螺絲2﹐使打印頭
向上移動。

b. 用右手從上面按打印頭高度調整棒﹐按

至再往下按也按不動的位置。

★ 此時﹐若高度調整棒的前端

已接觸到畫布的表面﹐請按

步驟9操作﹐進一步將打印

頭往上提。

c. 逆時針方向(從左邊看)轉動打印頭高度

調整螺絲﹐使打印頭向下移動。按著打

印頭高度調整棒不松手﹐使打印頭下降

到調整棒的前端與畫布的表面接觸的高

度。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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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畫布后安裝畫布后安裝畫布后安裝畫布后安裝畫布后

d. 打印頭高度調整完畢后﹐將輔助螺絲

擰緊。

10. 關閉正面蓋。

同時﹐也關閉蓋帽座的蓋子。

11. 按【ENTER】鍵。

字車開始動作﹐移動到蓋帽座。

本機開始初始運行﹐顯示屏上顯示初始運行的

進行狀況。

12. 初始運行動作完畢后﹐返回“檢測畫布幅寬”

的畫面。

請根據已安裝的是“卷筒畫布”還是“單張畫

布”﹐選擇凸鍵。

13. 檢測畫布幅寬完畢后﹐變為〈LOCAL〉(本機方

式)狀態。

14. 校正墨點的位置。

(請參閱 P.2-39)

★ 若更改打印頭縫隙(打印頭與畫布之間的縫隙)﹐雙向噴繪時的噴繪點就會移

位。因此﹐調整了打印頭高度后﹐請務必校正墨點的位置。(請參閱P.2-39)

<< LOCAL >>
width  : 1620mm

Head Height
Completed : ent

 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

MEDIA SET
ROLL<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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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打印頭高度時的要點調整打印頭高度時的要點調整打印頭高度時的要點調整打印頭高度時的要點調整打印頭高度時的要點

● 調整打印頭高度時﹐若將高度調整棒的前端調整到與畫布表面接觸﹐打印頭與

畫布噴繪面之間的距離就得到最合適的距離。

● 即使提高打印頭的高度﹐若已將高度調整棒前端調整到與畫布表面接觸的高

度﹐畫布噴繪面與打印頭的距離也保持不變。

● 想避開畫布表面的凸毛、畫布邊部分的翹曲﹐以及噴繪中畫布出現的凹凸位置

時﹐可擴大打印頭與畫布噴繪面的距離。

● 擴大了打印頭與畫布噴繪面的距離后﹐噴繪品質會有所下降。

合適位置合適位置合適位置合適位置合適位置

擴大距離的位置擴大距離的位置擴大距離的位置擴大距離的位置擴大距離的位置

      使用有凸毛的、或有翹曲的、或有凹凸的畫布時﹕

★ 若更改打印頭縫隙(打印頭與畫布之間的縫隙)﹐雙向噴繪時的噴繪點就會移

位。因此﹐調整了打印頭高度后﹐請務必校正墨點的位置。(請參閱 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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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畫布后安裝畫布后安裝畫布后安裝畫布后安裝畫布后

調整打印頭高度后進行校正——調整打印頭高度后進行校正——調整打印頭高度后進行校正——調整打印頭高度后進行校正——調整打印頭高度后進行校正——[PrintAdjust][PrintAdjust][PrintAdjust][PrintAdjust][PrintAdjust]
校正噴繪時墨滴在往返墨路上的落點位置。

校正墨點位置請務必在調整打印頭高度后才進行。

打印頭高度的調整是用手操作的。打印頭高度相對于“合適位置”(請參閱 P.2-38)﹐會產生

微妙的偏移。所以﹐要校正墨點的位置﹐以獲得合適的噴繪效果。

校正墨點時﹐須噴繪7種測試圖樣﹐且邊比較圖樣的往返墨路的墨滴落點﹐邊進行校正。

操作步驟

1. 確認本機處于〈LOCAL〉(本機方式)狀態。

2. 按【FUNCTION】鍵。

3. 按凸鍵【▲】【▼】﹐選中[MAINTENANCE]（維護）。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鍵﹐選中[PrintAdjust](校

正墨點)。

6. 按【ENTER】鍵。

7. 再次按【ENTER】鍵。

開始噴繪校正墨點位置的測試圖樣。共噴繪

7種測試圖樣。

8. 按凸鍵【▲】【▼】﹐校正第1個測試圖樣的墨點

位 置 。

<< LOCAL >>
width : 1620mm

FUNCTION
SET UP < ENT >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MAINTENANCE
PrintAdjust < ent >

PrintAdjust
Print  : ent

** Printing **
Please Wait

PrintAdjust
Pattern1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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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ENTER】鍵。

10. 再次進行步驟8和步驟9的操作﹐繼續校正圖樣

2∼圖樣7的墨點位置。

選擇各個圖樣的合適墨點位置。

11. 結束墨點位置校正的操作。

按2次[END]鍵﹐返回〈LOCAL〉(本機方式)狀態。

噴繪出來的7個圖樣﹐按其噴繪順序稱為“圖樣

1”“圖樣 2”⋯⋯“圖樣 7”。

用凸鍵選擇圖樣1的合適墨點位置。

選擇時﹐要選測試圖樣中往返墨路成為一條直

線的位置。

★ 直線圖樣的校正值不在“-15∼+15”

之間時﹐請調整打印頭高度后﹐再次

校正墨點的位置。

● 校正數值輸入了一次后﹐也可再次

校正墨點的位置。

PrintAdjust
Pattern2 =  0 . 0

PrintAdjust
Pattern3 =  0 . 0

PrintAdjust
Pattern4 =  0 . 0

PrintAdjust
Pattern5 =  0 . 0

PrintAdjust
Pattern6 =  0 . 0

PrintAdjust
Pattern7 =  0 . 0

<< LOCAL >>
width :  1620mm

MAINTENANCE
PrintAdjust < ent >

PrintAdjust
Print  :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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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您使用的畫布的噴繪範圍指定您使用的畫布的噴繪範圍指定您使用的畫布的噴繪範圍指定您使用的畫布的噴繪範圍指定您使用的畫布的噴繪範圍(((((有效噴繪區有效噴繪區有效噴繪區有效噴繪區有效噴繪區)))))

本機不能噴繪某些區域﹐這與您使用的畫布的尺寸無關﹐是構造上決定的。

這種不能噴繪的區域﹐稱為“死區”。

從您使用的畫布尺寸中﹐減去“死區”后剩下的範圍﹐就稱為“有效噴繪區”。

● 畫布前邊和后邊的“死區”﹐可通過使用“導布”而縮小。

更改更改更改更改更改“““““死死死死死區區區區區”””””

“死區”可以被更改。

請更改“死區”﹐從而更改“有效噴繪區”。

有關“死區”的設定方法﹐請閱讀P.4-10。

缺省值 10mm

壓邊器

畫
布
的
送
出
方
向

缺省值 10mm

壓邊器

死死

有

效

噴

繪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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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噴繪原點設定噴繪原點設定噴繪原點設定噴繪原點設定噴繪原點

在已安裝的畫布上﹐設定數據的噴繪原點。

安裝了畫布﹐檢測完畫布幅寬后﹐本機就像下圖那樣﹐自動設定噴繪原點。

橫向﹕距右邊的壓邊器的左側10mm的位置。

設定噴繪原點設定噴繪原點設定噴繪原點設定噴繪原點設定噴繪原點
噴繪區較大﹐同時﹐想在指定的原點之外的位置上噴繪時﹐要重新設定原點。

操作步驟

1. 檢測畫布幅寬完畢后﹐按凸鍵【▲】【▼】【 】

【 】﹐將字車移動到需要設定為噴繪原點的位

置。

字車移動時﹐原點也隨字車而變化。隨字車移動

而變化的噴繪原點顯示在顯示屏里。

2. 決定了噴繪原點后﹐按【ENTER】鍵。

這樣﹐就更改了噴繪原點了。

下一次開始噴繪時﹐這一次設定的位置﹐就成為

開始噴繪的原點。

10 mm

壓邊器壓邊器壓邊器壓邊器壓邊器

<< LOCAL >>
width : 1620mm

Origin Setup
X=0                         Y=0

Origin Setup
∗∗∗∗ Origin ∗∗∗∗

原點位置(長) 原點位置(寬)

卷筒畫布

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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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噴墨狀況——是否有飛白和脫線檢查噴墨狀況——是否有飛白和脫線檢查噴墨狀況——是否有飛白和脫線檢查噴墨狀況——是否有飛白和脫線檢查噴墨狀況——是否有飛白和脫線

進行測試噴繪進行測試噴繪進行測試噴繪進行測試噴繪進行測試噴繪
測試噴繪的功能﹐是在噴繪前檢查是否有打印頭墨劑堵塞而致的噴繪不良(測試圖樣發生飛白

或脫線現象)。

★ 測試噴繪時出現飛白或脫線現象時﹐需要運行[CLEANNING](清潔打印頭)功能。

（請參閱 P.2-45）

★ 測試噴繪時﹐請使用幅寬大于200mm的畫布。

操作步驟

1. 確認本機已處于〈LOCAL〉(本機方式)狀態。

2. 確認畫布已安裝好。

3. 按【TEST】鍵。

4. 按【ENTER】鍵。

開始測試噴繪。

噴繪完畢后﹐傳送帶移動到易于確認噴繪效果

的位置。

5. 確認測試噴繪的效果后﹐按【END】鍵。

傳送帶移動到噴繪結束的位置。

<< LOCAL >>
width : 1620mm

<< LOCAL >>
width : 1620mm

TEST PRINT
Completed [END] Key

∗∗ PRINT ∗∗

TEST PRINT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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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測試噴繪圖樣的效果確認測試噴繪圖樣的效果確認測試噴繪圖樣的效果確認測試噴繪圖樣的效果確認測試噴繪圖樣的效果
測試圖樣是由各個墨劑的打印頭噴繪出來的。請仔細觀察測試噴繪出來的圖樣效果﹐確認哪

一個打印頭需要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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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噴墨時是否有飛白和脫線檢查噴墨時是否有飛白和脫線檢查噴墨時是否有飛白和脫線檢查噴墨時是否有飛白和脫線檢查噴墨時是否有飛白和脫線

清洗打印頭清洗打印頭清洗打印頭清洗打印頭清洗打印頭
測試噴繪檢查到噴繪不良時﹐要運行清洗功能﹐清洗打印頭。若清洗后噴繪畫質仍然不良﹐

請再次進行清洗﹐直至清洗到測試圖樣能正常地噴繪出來。

普通(normal)  ﹕  脫線少量時使用。

弱(soft)      ﹕  有飛白時使用。

強(strong)    ﹕  脫線較多時使用。

★ 執行了多次清洗打印頭功能也未見噴繪不良有所改善時﹐請清洗墨盒座

(請參閱P.3-11 ∼)。

操作步驟

1. 確認本機已處于〈LOCAL〉(本機方式)狀態。

2. 按【CLEANING】鍵。

3. 按凸鍵【 】【 】 ﹐選擇您想對它執行清洗功

能的打印頭。

4. 按凸鍵【▲】【▼】﹐顯示要對它執行清洗功能

的打印頭。

不執行清洗功能時﹐置為[—]。

5. 按【ENTER】鍵。

6. 按凸鍵【▲】【▼】﹐選擇清洗的方法。

[Normal]、[Soft]、[Strong]。

本例﹐選擇[Soft](弱)。

7. 按【ENTER】鍵。

清洗開始。清洗的剩余時間顯示在顯示屏的第2

行里。

8. 返回〈LOCAL〉(本機方式)狀態。

9. 進行測試噴繪﹐確認清洗后的打印頭的狀態。

<< LOCAL >>
width : 1620mm

Cleaning
Select :  1 2 3 4 5 6 7 8

Cleaning
Select :  1 2 − − 5 6 7 8

Cleaning
Type :  Normal

Cleaning
Type :  Soft

Cleaning
00:05:00

Cleaning

Please Wait

<< LOCAL >>
width : 1620mm

Cleaning
Select :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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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了想噴繪的畫布后安裝了想噴繪的畫布后安裝了想噴繪的畫布后安裝了想噴繪的畫布后安裝了想噴繪的畫布后

按畫布的種類校正送出量——按畫布的種類校正送出量——按畫布的種類校正送出量——按畫布的種類校正送出量——按畫布的種類校正送出量——[Media Comp.][Media Comp.][Media Comp.][Media Comp.][Media Comp.]
本機是一邊逐少量地將畫布向前面送出一邊進行噴畫的。畫布的種類變化時﹐合適的送出量

(值)也隨之變化﹐所以﹐某些畫布噴繪出來的圖案里有時會有條紋﹐不能噴繪得很漂亮。為

了校正這些畫布的送出量﹐需要進行測試噴繪和校正。

操作步驟

1. 確認本機處于〈LOCAL〉(本機方式)狀態。

2. 按【FUNCTION】鍵。

3. 按【ENTER】鍵。

4. 選中[Media Comp.](校正介質)后﹐按【ENTER】

鍵。

變為“等待噴繪”畫面。

5. 按【ENTER】鍵。

可按凸鍵【▲】【▼】﹐設定噴繪幅寬。

6. 按【ENTER】鍵。

開始“介質校正噴繪”。

7. 按凸鍵【▲】【▼】﹐根據輸出圖樣的情況﹐輸入

校正值。

 ★ 噴繪出來的圖樣中有間隙時

→ 輸入“-”值。

 ★ 噴繪出來的圖樣中有重疊時

→ 輸入“+”值。

8. 按【ENTER】鍵。

9. 按2次【END】鍵﹐菜單就返回到〈LOCAL〉(本機

方式)狀態。

● 更改畫布送出量的校正值﹐可在噴繪

的同時進行。

(請參閱 P.2-47)。

SETUP
Select :  TYPE1

Type1
Media Comp. <ent>

Type1
Print :  Y=∗∗∗∗

∗∗ Printing ∗∗
Please Wait

Type1
Adjust = 0

<< LOCAL >>
width : 1620mm

FUNCTION
SETUP <ENT>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Print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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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繪途中校正送出量——噴繪途中校正送出量——噴繪途中校正送出量——噴繪途中校正送出量——噴繪途中校正送出量——[Feed Comp.][Feed Comp.][Feed Comp.][Feed Comp.][Feed Comp.]
即使是同種類的畫布﹐只要棉紗的支數和織法稍有不同﹐送出量的合適值就會改變。

遇到這種情況時﹐要一邊確認噴繪中的情況﹐一邊校正畫布的送出量。

★ 當使用的畫布的種類發生變化﹐以及改變噴繪數據時﹐請務必執行

[Feed Comp.]功能。

★ 本功能[Feed Comp.]即使在噴繪途中﹐也可以進行操作。

可以一邊確認畫布以及數據在噴繪時的實際情況﹐一邊輸入校正值。

操作步驟

★ 一邊噴繪一邊進行[Feed Comp.]時﹐不能噴繪“校正圖樣”。在確認“噴繪數

據”的同時可以進行的操作只是輸入校正值。

1. 確認本機已處于【REMOTE】(遙控方式)狀態。

2. 按【FUNCTION】鍵﹐可確認當前的校正值。

校正值為合適值時﹐或想停止操作時﹐按

【END 】鍵﹐就返回〈REMOTE 〉(遙控方式)。

3. 按【ENTER】鍵。

變為可更改校正值的狀態。

4. 按凸鍵【▲】【▼】﹐更改校正值。

送出量可設定的校正值為“-500∼+500”。

按【END 】鍵﹐返回顯示“遙控方式”的狀

態。

更改過的校正值變為無效﹐恢復為更改前

的值。

● 在噴繪圖案數據途中﹐校正值被更

后﹐馬上就反映出來﹐所以﹐可以

一邊觀察著噴繪的情況﹐一邊進行

微調整。

安裝了想噴繪的畫布后安裝了想噴繪的畫布后安裝了想噴繪的畫布后安裝了想噴繪的畫布后安裝了想噴繪的畫布后

Feed Comp. −200
Adjust = 100

Feed Comp. −200
Adjust : ent

<REMOTE>
TYPE1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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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通路時﹐請用4次掃描后的結果來

判斷；8通路時﹐請用8次掃描后的

結果來判斷。

● 校正值的單位與“本機方式”時的

[Media Comp.]相同。(→ P.2-46）

● 校正值在執行以下動作時被重設。

‧執行[Media Comp.](校正介質)。

‧執行[SetupReset](重新設定)。

5. 按【ENTER】鍵。

變為“確認和保存校正值”的狀態。

6. 按【ENTER】鍵﹐返回〈REMOTE〉(遙控方式)的

屏面。

保存更改后的校正值。校正值在關閉電源后也

仍然有效。

若按【END】鍵﹐就返回 “遙控方式”的屏

面。更改后的校正值保持到關閉電源為止。

7. 在校正送出量時﹐若存在“校正值( + )”﹐

“TYPE”的旁邊就顯示“+”。

若存在“校正值(-)”﹐“TYPE”的旁邊就顯

示“-”。

<REMOTE>
TYPE1+ ∗∗.∗ m

Feed Comp. −200
Save : ent

<REMOTE> V360 x 360
TYPE1+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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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繪圖像數據噴繪圖像數據噴繪圖像數據噴繪圖像數據噴繪圖像數據

開始噴繪開始噴繪開始噴繪開始噴繪開始噴繪
這里﹐說明噴繪的基本操作。

噴繪條件也可以在噴繪機上設定﹐但在此我們說明的是﹕如何將在電腦設定好的數據傳輸到

噴繪機﹐并進行噴繪的方法。

在噴繪機設定噴繪條件的方法﹐請閱讀第4章《應用功能的使用方法》。

操作步驟

1. 接通本機的電源。

2. 安裝畫布。

確認已處于〈LOCAL〉(本機方式)狀態。

3. 按【REMOTE】鍵。

變為〈REMOTE 〉(遙控方式)狀態。

4. 從電腦接收數據。

顯示噴繪數據的設定條件。

有關數據的傳輸方法﹐請閱讀附送的輸出軟件

中的《使用說明書》。

5. 開始噴繪。

開始噴繪后﹐就顯示已噴繪的畫布的長度。

6. 噴繪完畢后﹐按【REMOTE】鍵﹐返回〈LOCAL〉

(本機方式)狀態。

分辨率 360/540/720 DPI

噴繪方式 V:Variable

噴繪方式 N:Normal

分割方式 2P:2 通路∼ 16P:16 通路

(P:常速  H:倍速)

噴繪方向, U:單方向, B:雙方向

已噴繪的長度

交替顯示

使用打印頭的例子﹕

ALL: FRONT列和 REAR列的雙方

FRONT: FRONT列

REAR: REAR列

在噴繪中的[Feed omp.]﹐存在

著(＋)(-)的校正值。

●●●●● 顯示屏里顯示的噴繪數據信息顯示屏里顯示的噴繪數據信息顯示屏里顯示的噴繪數據信息顯示屏里顯示的噴繪數據信息顯示屏里顯示的噴繪數據信息

<REMOTE> V360 x 360
TYPE1+ 12.7 m

<REMOTE>   V360 x 360
ALL /  4P / U /  12.7m

<< LOCAL >>
width : 1620mm

<REMOTE> V360 x 360
ALL /  4P / U /  12.7m

<< LOCAL >>
width : 1620mm

<REMOTE> V360 x 360
TYPE1 12.7 m



2-50

停止噴繪停止噴繪停止噴繪停止噴繪停止噴繪
在噴繪途中中斷噴繪時﹐字車就停止下來﹐本機已接收的數據就消失。

操作步驟

1. 正在從電腦傳送數據時﹐請停止傳送。

2. 按【REMOTE】鍵﹐將噴繪中斷下來。

3. 按【DATA CLEAR】(清除數據)鍵。

清除已接收的數據。

4. 按【ENTER】鍵。

刪除數據后﹐返回〈LOCAL 〉(本機方式)狀態。

★ 請務必清除數據。否則﹐若馬上關閉電源﹐數據還在接收中﹐或還有未輸出

的數據時﹐吸水滾筒就保持著提起來的狀態。

噴繪完畢后噴繪完畢后噴繪完畢后噴繪完畢后噴繪完畢后
這里﹐說明噴繪完畢后的處理操作(關閉電源)。

操作步驟

1. 確認本機處于〈LOCAL〉(本機方式)狀態。

2. 關閉本機的電源。

<< LOCAL >>
width : 1620mm

<< LOCAL >>
width : 1620mm

<< LOCAL >>
width : 1620mm

DATA CLEAR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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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安裝設定的問題其它安裝設定的問題其它安裝設定的問題其它安裝設定的問題其它安裝設定的問題

一邊噴繪一邊清洗傳送帶一邊噴繪一邊清洗傳送帶一邊噴繪一邊清洗傳送帶一邊噴繪一邊清洗傳送帶一邊噴繪一邊清洗傳送帶
使用雪紡綢、巴里紗、蟬翼紗等較薄的畫布時﹐墨劑透過畫布并粘附在傳送帶上。即使這種

有墨劑附著的部位轉動到(將畫布貼在傳送帶上的)粘合位置﹐由于墨劑還沒有干燥﹐就有可

能將新貼在傳送帶上的畫布弄臟。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需要清洗傳送帶。

清洗傳送帶的方法有如下2種﹕

●循環利用洗淨液罐的水進行洗淨 ............ 使用墨劑滲透較少的畫布時。

●直接連接自來水管供水清洗 ................ 使用墨劑滲透較多的畫布時。

用戶不能自行設定與自來水管直接連接。

與自來水管的連接需要變更時﹐請打電話到

本公司或銷售本機的商店﹐聯系售后服務。

★ 本機出廠時﹐按循環使用洗淨罐的水的方式進行布管。

與自來水管的連接需要變更時﹐請打電話到本公司或銷售本機的商店﹐聯

系售后服務。

● 清洗傳送帶時﹐若畫布上出現一點點的污跡﹐這表明由于傳送帶刮片組件壽命

已盡而未能將洗淨水抹干﹐或表明吸水滾筒已需要清洗了。請更換傳送帶刮片

組件或清洗吸水滾筒（→ 請參閱 P.3-5、《附錄 另售品》）

1. 確認本機的設定方式已處于〈LOCAL〉(本機方

式)狀態。

2. 按【FUNCTION】鍵。

3. 按2次【ENTER】。

循環使用洗淨水的方法循環使用洗淨水的方法循環使用洗淨水的方法循環使用洗淨水的方法循環使用洗淨水的方法

★ 洗淨水臟污后﹐請像廢墨劑那樣﹐按照當地的行政條例進行處理。

★ 以循環方式清洗傳送帶時﹐洗淨水轉眼間就變臟。請務必每日更換洗淨水一

次。當洗淨水越來越臟﹐其中所含的墨劑、灰塵和垃圾的比率變高時﹐循環泵

的功能就下降﹐洗淨管的注水口就會發生堵塞﹐以致清洗效果低劣。

TYPE1
Media Comp. < ent >

SETUP
Select : TYPE1

<<LOCAL>>
width : 1620mm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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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凸鍵【▲】【▼】﹐選中[Belt Wash]（清洗傳

送帶)。

5. 按【ENTER】鍵。

6. 按凸鍵【▲】【▼】﹐選擇清洗傳送帶的設定﹕

[OFF]．[ON]。

7. 按【ENTER】鍵。

8. 按2次【END】鍵﹐菜單就返回〈LOCAL〉(本機方

式)狀態。

9. 關閉洗淨罐的排水管。

10. 往洗淨液罐里倒入約20公升水。

★ 釆用循環方式清洗傳送帶時﹐請

每日都更換洗淨水。

TYPE1
Belt Wash :    ON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Belt Wash < ent >

TYPE1
Belt Wash < ent >

TYPE1
Belt Wash :  OFF

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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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順利地從傳送帶上將畫布剝離下來時不能順利地從傳送帶上將畫布剝離下來時不能順利地從傳送帶上將畫布剝離下來時不能順利地從傳送帶上將畫布剝離下來時不能順利地從傳送帶上將畫布剝離下來時

質地密實的絲綢和蟬翼紗在剝離輥的表面會發生打滑。另外﹐當噴繪率較高﹐墨劑透過畫布

時﹐畫布的背面也有可能弄臟。

遇到這些情況時﹐請將附屬品中的#150畫布銼螺旋狀地卷在剝離輥表面﹐并用粘合膠布固定

畫布銼的兩端后﹐才開始噴繪。

★ 用#150布銼纏繞剝離輥后進行噴繪時﹐有些畫布可能會被鉤住、其背面也有

可能被損傷。請事前確認。

其它安裝設定的問題其它安裝設定的問題其它安裝設定的問題其它安裝設定的問題其它安裝設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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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劑剩余量變少時墨劑剩余量變少時墨劑剩余量變少時墨劑剩余量變少時墨劑剩余量變少時

墨劑的充填是裝填新的墨盒后進行的。若不更換墨盒﹐墨劑剩余量一用完﹐噴繪就在中途停

下來。因此﹐顯示墨劑剩余量只剩下很少的提示時﹐請盡早裝填新的墨盒。

墨盒里的墨劑用完時墨盒里的墨劑用完時墨盒里的墨劑用完時墨盒里的墨劑用完時墨盒里的墨劑用完時

編號被顯示出來的那個墨盒的墨劑用完了。請在

墨盒座里裝填新的墨盒。即使在噴繪途中﹐墨劑

用完的墨盒的編號也會顯示出來。

噴繪途中﹐噴繪途中﹐噴繪途中﹐噴繪途中﹐噴繪途中﹐墨劑剩余量變少時墨劑剩余量變少時墨劑剩余量變少時墨劑剩余量變少時墨劑剩余量變少時

已充填的墨劑的剩余量正在減少。請在墨盒座里﹐

按照被顯示出來的編號﹐裝填新的墨盒。

噴繪途中﹐噴繪途中﹐噴繪途中﹐噴繪途中﹐噴繪途中﹐墨劑全部用完時墨劑全部用完時墨劑全部用完時墨劑全部用完時墨劑全部用完時

編號被顯示的墨劑已全部用完。請在墨盒座里裝

填新的墨盒。若不裝填﹐噴繪就停止。

操作步驟

1. 在噴繪途中﹐顯示提示信息。

顯示“Ink Near End”(墨劑將完)或“Cartridge End”(墨

盒用完)時﹐噴繪不會停止。噴繪完畢后﹐請進入步驟

2操作。顯示“Ink End”(墨劑用完)時﹐噴繪暫時停

止﹐變為〈LOCAL〉(本機方式)狀態﹐請進入步驟2。

2. 換上新的墨盒

將槽號被顯示出來的墨盒拔出來后﹐裝填新的墨盒。

關好墨盒座的蓋子﹐然后﹐重新開始噴繪。

Ink Near End
− − − − − 6 − 8 − − − − − F − H

Ink End
1 2 − − 5 6 − − A B − − E F − −

Cartridge InkEnd
− − − 4 − − − − − B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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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電源關閉電源關閉電源關閉電源關閉電源

關閉電源時﹐請先確認數據是否已接收完畢、未輸出的數據是否還保留著、打印頭是否已返回

蓋帽座里、吸水滾筒是否在下面的位置。

在噴繪途中關閉電源時﹐打印頭就不能返回蓋帽座里存放﹐吸水滾筒也不能回到下面的位置﹐

甚至會因為在沒有蓋上蓋帽的狀態下長時間放置而造成噴嘴堵塞。

在吸水滾筒沒有回到下面的狀態下長時間放置本機時﹐吸水滾筒和傳送帶刮片組件就會粘附在

傳送帶上﹐使吸水滾筒表面和傳送帶表面受損。

★ LCD顯示為〈JOG〉(凸鍵方式)(請參閱《設定噴繪原點》P.2-42)時﹐請務

必使本機處于〈LOCAL〉(本機方式)狀態后﹐才關閉電源。

★ 沒有蓋上蓋帽就關閉了電源時﹐請再次接通電源。打印頭返回蓋帽座里﹐

才能防止打印頭干燥。

★ 在接收數據途中﹐或還保留著未輸出的數據時﹐吸水滾筒會保持著向上提

起來的狀態。請務必清除數據后才關閉電源。

操作步驟

1. 確認是否當前還接收著數據、是否還保留著未

輸出的數據。

★ LCD顯示〈JOG〉(凸鍵方式)時﹐請將

本機變為〈LOCAL〉(本機方式)(請參

閱《設定噴繪原點》P.2-42)。

2. 確認顯示燈中的綠燈已經熄滅。

● 綠燈還亮著時﹐請清除數據

(請參閱P.2-50)。

3. 關閉與本機連接的電腦等設備。

4. 關閉本機的電源。

5. 關閉烘干器的電源。

6. 關閉抽吸機的電源。

<< LOCAL >>
width : 16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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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第３章第３章第３章第３章

日常維護日常維護日常維護日常維護日常維護

本章說明日常維護的方法。

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

最常用的維護方法 ............................................. 3-2

蓋帽座內部的清洁 ............................................ 3-10

清洗 Y主導軌--[Main Guide] .................................. 3-23

更換 ANRS檢測介質--[ANR Unit] ............................... 3-24

清洗傳送帶--[Belt Clean]....................................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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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

為使本机能長期保持精确度穩定且耐用，請根据您的使用頻率或定期地進行維護。

長期不噴繪時長期不噴繪時長期不噴繪時長期不噴繪時長期不噴繪時

★ 使用完畢后，請務必關閉電源(請參閱 P.2-55)。

★ 傳送帶的清洗采用循環方式時，請將洗淨罐里的污水換上新鮮清水，并將管

路清洗干淨后，才關閉電源。

維護上的注意事項維護上的注意事項維護上的注意事項維護上的注意事項維護上的注意事項

★ 絕對不能將本机解体。否則，會引起触電事故和損坏本机。

★ 請做好防止濕气侵襲本机內部的工作。若內部潮濕，會造成触電事故或損坏

本机。

★ 維護本机時，請關閉電源，并將電源線拔出來后才進行。否則，會成為意外

事故發生的原因。

★ 請不要使用含揮發油、香蕉水和磨料的試劑。否則，蓋面有可能發生變質或

變形。

★ 請不要往本机內部注入潤滑油。否則，有可能使本机發生機械故障。

外表維護外表維護外表維護外表維護外表維護

机身外部臟污時，請用軟布蘸上水或稀釋后的中性洗洁劑，且將布用力擰干后進行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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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日
常常常常常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33333

洗淨水罐里面的清洁洗淨水罐里面的清洁洗淨水罐里面的清洁洗淨水罐里面的清洁洗淨水罐里面的清洁

請勤密地更換洗淨水罐里的水和清洗過濾片。

洗淨水使用一定時間后，由于自然蒸發而逐漸減少。洗淨水變少時，顯示以下的警告信息：

更換洗淨水罐的水更換洗淨水罐的水更換洗淨水罐的水更換洗淨水罐的水更換洗淨水罐的水

采用循環方式清洗傳送帶時，請務必每天都更換洗淨罐里的水。

洗淨罐里的污水，請使用附屬部件中的手泵抽出來。

然后，往罐里裝入新鮮的水。

★ 傳送帶的清洗采用循環方式時，請每天都更換洗淨罐里的水。

★ 洗淨水臟污后，請按照當地的行政條例進行處理。

操作步驟

1. 用手泵將污水移到其它罐里。

2. 确認排水閥處于關閉狀態。

3. 往洗淨液罐里倒入約20公升的水。

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

排水閥

Wash Tank
Check Th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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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淨水過濾片的更換和清洁洗淨水過濾片的更換和清洁洗淨水過濾片的更換和清洁洗淨水過濾片的更換和清洁洗淨水過濾片的更換和清洁

當過濾片堵塞時，請清洁或更換過濾片。過濾片使用一定時間后，顯示屏會顯示更換洗淨水

過濾片的警告信息。

1. 打開罐子，擰松固定螺絲。

2. 換上新的過濾片后，擰緊固定螺絲。

3. 將軟管放進罐子里，但軟管不能松垮。

4. 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時，重新設定洗淨水過濾

片的計數器。

請參閱《重設計數器--[Count Reset]》P.5-20。

Wash Tank
Check The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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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日
常常常常常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33333

畫布在噴繪途中出現一點點污痕時畫布在噴繪途中出現一點點污痕時畫布在噴繪途中出現一點點污痕時畫布在噴繪途中出現一點點污痕時畫布在噴繪途中出現一點點污痕時
畫布在噴繪途中出現的點狀污痕，是由于洗淨水沒有抹干淨而引起的。此時，請更換傳送帶刮片

組件或清洁一下吸水滾筒。

★ 出現以下症狀時，是由于傳送帶表面已凹凸不平。

需要盡快重新涂抹粘合劑。(請參閱 P.5-4)

●粘合劑在畫布上涂抹得不均勻。

●線屑和較大的垃圾即使清洗傳送帶也不能洗掉。

★ 進行以上維護時，請戴上橡皮手套。

傳送帶刮片組件的更換傳送帶刮片組件的更換傳送帶刮片組件的更換傳送帶刮片組件的更換傳送帶刮片組件的更換

畫布在噴繪途中出現的點狀污痕，是由于洗淨水沒有抹干淨而引起的。

此時，請更換傳送帶刮片組件。

★ 更換傳送帶刮片組件時，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所，聯系

售后服務。

�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

傳送帶刮片組件

(在本机的內部，

從外面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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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滾筒的清洁吸水滾筒的清洁吸水滾筒的清洁吸水滾筒的清洁吸水滾筒的清洁

一邊清洗傳送帶一邊噴繪，這樣使用一段時間后，吸水滾筒就吸不進洗淨水了。為了得到良

好的噴繪品質，請清洗吸水滾筒。

● 設定吸水滾筒清洗的標準時間后，噴繪作業時就可以不必擔心清洗期限的到

來。(請參閱《設定提示維護的標准時間--[Count Limit]》P.4-12)

操作步驟

1. 關閉本机的電源。

★ 為避免洗淨水將地面弄臟，請在地

面上鋪了碎棉紗或紙后才開始作業。

★ 在清洁吸水滾筒時，請戴上橡皮手

套。

2. 擰松吸水滾筒左右兩端的捏手螺絲后，打開軸

端的蓋子。

吸水滾筒在本机背面的中間。

3. 將吸水滾筒從本机上卸下來。

★ 拆卸吸水滾筒時，請2人以上一起

進行。

● 為了不妨礙作業，送出松緊棒挂在

止動件上時，請將松緊棒從止動件

上取下來。

吸水滾筒

Water Absorption
Check The Roller

捏手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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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日
常常常常常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33333

4. 將吸水滾筒上的水吸干淨。

a. 將兩端的捏手螺絲擰下來后，逐節

取下海綿進行清洁。

ÄK 用自來水將附著在滾筒上的污垢沖
掉。

★小心別扭曲海綿。

c. 污垢沖淨后，用BEMCOT等擦拭布包

起來，將水分吸干。

★ 請千万別扭曲海綿。

d. 海綿的水分充分吸干后，將它裝回

原處(吸水滾筒)。

5. 將吸水滾筒裝回原處。

6. 顯示警告信息時，請重新設置吸水滾筒的計數器。

請參閱《重設計數器--[Count Reset]》P.5-20。

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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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墨罐里廢墨快滿時廢墨罐里廢墨快滿時廢墨罐里廢墨快滿時廢墨罐里廢墨快滿時廢墨罐里廢墨快滿時
清洗打印頭等操作使用過的墨劑，保存在廢墨罐里。

廢墨快積滿時，請及時將廢墨罐里的廢墨清除掉。

● 需要備用的廢墨罐時，請就近向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所咨詢。

● 請准備好轉移廢墨的塑料罐。

★ 墨劑正在排出時，請在墨劑排出完畢后才清除廢墨罐里的廢墨。

★ 清除廢墨時，請戴上橡皮手套。

操作步驟

1. 從廢墨罐將軟管拔出來。

★ 將軟管拔出來時，為了不讓廢墨飛

濺，請用紙巾捂著軟管口，慢慢地

拿出來。

★ 為了不讓墨劑將地面弄臟，請在地

面上鋪好廢紙后才開始更換廢墨罐。

2. 廢墨移到另一個塑料罐里。

★ 廢墨請按當地的條例進行處理。

3. 將已清空廢墨的廢墨罐重新接上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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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日
常常常常常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33333

墨霧抽吸過濾器的維護墨霧抽吸過濾器的維護墨霧抽吸過濾器的維護墨霧抽吸過濾器的維護墨霧抽吸過濾器的維護

本机背面左右各有一個墨霧抽吸過濾器。

當墨劑和灰塵沾滿墨霧抽吸過濾片上，開始出現堵塞時，請更換墨霧抽吸過濾片。換下來的

墨霧抽吸過濾片可用水清洗，而且，以后還可以使用。

● 墨霧抽吸過濾片是另售品。需要更換時，請打電話到本机的銷售商店或本公司

的營業所咨詢。

更換方法

1. 從左右兩邊的墨霧抽吸過濾器組件裡，將濾

片托拉出來。

2. 從濾片托上將臟污的濾片取出來，然后，裝上

新的墨霧抽吸過濾片。

濾片的四周要夾在濾片托里，然后才固定。

3. 將濾片托裝回墨霧抽吸過濾器組件里。

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最常用的維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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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

移動字車進行墨盒座維護時，字車的移動方式有2种。

執行“清洗打印頭”功能(請參閱 P.2-45)后，測試圖樣里的“飛白”也不能消失時，請對墨

盒座的里面進行維護作業。同時，作為長期性維護的一環，也要更換墨盒座里面的消耗品。

★ 請不要用手將字車從蓋帽座里拿出來。

移動字車時，要使用操作鍵。

★ 進行清洁作業時，請戴上手套。

蓋帽座內部的清洁作業种類

蓋帽座 字車移動

更換刮片

洗滌箱

字車

清洁刮片、刮片軸和墨盒蓋周圍。

更換刮片。需要更換刮片的時机來臨時，本机會發

出通知。當顯示“更換刮片”提示時，請馬上更換

刮片。

清除洗滌箱里的廢墨。

用清水沖洗洗滌箱和濾片。

檢查打印頭上有沒有污垢。

清洁噴嘴的表面。

清洁字車下面時，請使用棉棒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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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日日日日
常常常常常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

定期維護刮片定期維護刮片定期維護刮片定期維護刮片定期維護刮片

刮片的清洁刮片的清洁刮片的清洁刮片的清洁刮片的清洁

刮片是用來清洁打印頭的。刮片在工作時，會被墨劑、污垢和异物弄臟，所以，請定期清洁

刮片。

刮片使用上的注意事項刮片使用上的注意事項刮片使用上的注意事項刮片使用上的注意事項刮片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請不要触摸新刮片的橡膠部分。否則，會引起噴嘴堵塞。

★ 2個刮片請同時進行清洁。

★ 刮片的前面是毛氈，后面是橡膠。清洁毛氈面時，不能用棉棒擦拭毛氈面，只

能將棉棒壓在污垢的上面，將污垢清除掉。若擦拭毛氈面，毛氈會起毛，成為

噴嘴堵塞的原因。可用棉棒將橡膠面上的墨劑抹淨。

★ 執行本功能時，字車會從蓋帽座里移動出來。若長時間對字車放置不理，會使

噴嘴產生堵塞。所以，更換刮片和清洁了蓋帽后，請馬上按【ENTER】鍵，將

字車送回蓋帽座里。

● 請准備好2套刮片。一天的輸出作業完成后，馬上更換刮片，這樣，噴繪的畫

質就能穩定，而且，刮片耐用。

● 刮片卸下來后，請將它蘸滿水并輕壓，使里面的墨劑都清除干淨。之后，讓它

自然變干，次日就可再使用了。

毛氈面
蓋帽座的一側

橡膠面

關于打開和關閉蓋帽座的蓋子關于打開和關閉蓋帽座的蓋子關于打開和關閉蓋帽座的蓋子關于打開和關閉蓋帽座的蓋子關于打開和關閉蓋帽座的蓋子

★ 打開蓋帽座進行作業時，請務必栓上蓋鏈。否則，蓋帽座的蓋子掉下來時，會

造成意外的人身傷害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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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LOCAL〉(本机方式)。

2. 按【FUNCTION】鍵。

3. 按凸鍵【▲】【▼】，選中[MAINTENANCE]（維

護)。

4. 按【ENTER】鍵。

5. 選中[Station]后，按【ENTER】鍵。

6. 選中[CarriageOut]后，按【ENTER】鍵。

字車開始移動，移動到傳送帶上為止。

7. 打開右蓋帽座蓋R。

★ 請將鏈子栓在蓋子上。

(請參閱 P.3-11)

8. 清掃蓋帽座里面的刮片。

毛氈面：

<< LOCAL >>
width  : 1620mm

FUNCTION
SETUP < ENT >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Station Maint
Sel : CarriageOut

Station Maint
Sel : Carriag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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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日日日日
常常常常常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

橡膠面：

9. 在蓋帽座的里面，清掃蓋帽周圍的橡膠部分。

10. 關閉右蓋帽座蓋R后，按【ENTER】鍵。

11. 顯示屏返回“檢測畫布幅寬”的畫面。

 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

MEDIA SET
ROLL< >LEAF

Station Maint
Completed :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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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顯示顯示顯示顯示“““““清清清清清掃掃掃掃掃刮刮刮刮刮片片片片片軸軸軸軸軸”””””的提示時的提示時的提示時的提示時的提示時--[CarriageOut]--[CarriageOut]--[CarriageOut]--[CarriageOut]--[CarriageOut]

刮片的動作進行了一定的次數后，就會顯示“Wiper Clean WiperShaft”提示。顯示這個提

示時，請迅即清掃刮片軸。

刮片軸极度臟污時，由于刮片動作不良，也會顯示上述提示。刮片在執行“清洁打印頭”時

會進行動作。此外，根据清洁方式不同，刮片的動作次數也不同。

★ 更換刮片時，也請清洁刮片軸。

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維護)狀態。

(請參閱 P.3-12)

2. 按【ENTER】鍵。

3. 選中[Station]后，按【ENTER】鍵。

4. 選中[CarriageOut]后，按【ENTER】鍵。

字車開始移動，移動到傳送帶上面為止。

5. 打開右蓋帽座蓋R。

★ 請將鏈子栓在蓋子上。

(請參閱 P.3-11)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Wiper
Clean WiperShaft

Station Maint
Sel : CarriageOut

Station Maint
Sel : CarriageOut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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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日日日日
常常常常常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6. 用棉棒或布等清掃刮片的導軌軸。

(當污垢很難脫落時，可用蘸上水的棉棒或布

將污垢濕潤后再清掃。)

★ 刮片的導軌軸极度臟污時，由于刮

片動作不良，也會顯示警告提示。

7. 關閉右蓋帽座蓋R后，按【ENTER】鍵。

8. 返回“檢測畫布幅寬”的畫面。

Station Maint
Completed : ent

 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

MEDIA SET
ROLL< >LEAF

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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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更換刮片的警告提示時顯示更換刮片的警告提示時顯示更換刮片的警告提示時顯示更換刮片的警告提示時顯示更換刮片的警告提示時--[WiperExchng]--[WiperExchng]--[WiperExchng]--[WiperExchng]--[WiperExchng]
刮片是消耗品。刮片在清洗打印頭時，會被墨劑和污垢弄臟。顯示“更換刮片”的提示時，

請立即更換刮片。

更換刮片時，請順便將附著在滑塊下面的墨劑清除干淨。

● 清洁打印頭的刮片是另售品。請就近向銷售本机的商店、本公司的營業所購

買。

更換刮片的提示更換刮片的提示更換刮片的提示更換刮片的提示更換刮片的提示

本机可計算刮片的使用次數，并通知更換刮片的時間。顯示“更換刮片”的警告提示后，請

馬上更換刮片，并將附著在滑塊下面的墨劑清除干淨。

★“更換刮片”的警告提示，在噴繪等操作途中以及接通電源時都可以顯示。看

到這個顯示時，請馬上換上新的刮片。若不更換刮片，即使進行清洁，噴墨不

良也不會有所改善。

★ 非更換刮片時，請不要選中[WiperExchng]。否則，本机內部管理的刮片使用次

數會被重設。

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維護)狀態。

(請參閱 P.3-12)

2. 按【ENTER】鍵。

3. 選中[Station]后，按【ENTER】鍵。

4. 按凸鍵【▲】【▼】，選中[WiperExchng]。

5. 按【ENTER】鍵。

字車開始移動，并移動到傳送帶上面。

Wiper
Replace Wiper

Station Maint
Sel : WiperExchng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Station Maint
Sel : CarriageOut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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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日日日日
常常常常常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

6. 打開右蓋帽座蓋R，更換刮片。

★ 請將鏈子栓在蓋子上。

（請參閱 P.3-11）

7. 捏住刮片兩端的突起處，并將刮片提出來。

請穿上刮片清洁工具中的手套，這樣，不會將

手弄臟。

8. 捏住新刮片兩端的突起處，將新刮片插進去。

★ 請不要触摸新刮片的橡膠部位。否

則，會使噴嘴堵塞。

★ 將刮片放進去時，刮片的毛氈面要

朝前面。

9. 用棉棒或布等清掃刮片的導軌軸。

(當污垢很難脫落時，可用蘸上水的棉棒或布

將污垢濕潤后再清掃。)

★ 刮片的導軌軸极度臟污時，由于刮

片動作不良，也會顯示警告提示。

10. 關閉右蓋帽座蓋R后，按【ENTER】鍵。

11. 返回“檢測畫布幅寬”的畫面。

 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

Station Maint
Completed : ent

MEDIA SET
ROLL<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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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字車下面的污垢清洁字車下面的污垢清洁字車下面的污垢清洁字車下面的污垢清洁字車下面的污垢
确認打印頭的狀態并清洁字車的下面。清洁時要使用附屬部件中的棉棒。

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維護）狀態。

(請參閱 P.3-12)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Carriage](字車)。

4. 按【ENTER】鍵。

5. 按【ENTER】鍵。

字車向本机的左邊移動。

6. 打開左蓋帽座蓋L。

★ 請將鏈子栓在蓋子上。

（請參閱 P.3-11）

7. 用附屬部件中的棉棒蘸上清水后，清洁打印頭

周圍、字車下面的墨劑。

★ 請絕對不要擦拭噴嘴的噴嘴面。否

則，會造成噴墨不良。

8. 關閉左蓋帽座蓋L后，按【ENTER】鍵。

9. 返回“檢測畫布幅寬”的畫面。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MAINTENANCE
Carriage < ent >

Carriage Maint
CarriageOut : ent

Carriage Maint
Completed : ent

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

MEDIA SET
ROLL<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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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日日日日
常常常常常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洗滌箱和抽吸机過濾器的清洗洗滌箱和抽吸机過濾器的清洗洗滌箱和抽吸机過濾器的清洗洗滌箱和抽吸机過濾器的清洗洗滌箱和抽吸机過濾器的清洗
顯示[Flushing Box]提示時，請清潔或更換洗滌箱和抽吸机過濾器。噴繪一定時間后，就會

顯示[Flushing Box]提示。顯示這個提示時，請同時清潔抽吸机過濾器。

● 洗滌箱是另售品。需要新的洗滌箱時，請向靠近您的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

司的營業所購買。

★ 非清洁或更換洗滌箱時，不要選中[Flushing Box]。否則，本机內部管理的

“使用次數”就會被重設。

洗滌箱的清洁洗滌箱的清洁洗滌箱的清洁洗滌箱的清洁洗滌箱的清洁

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維護)狀態。

(請參閱 P.3-12)

2. 按【ENTER】鍵。

3. 選中[Station]后，按【ENTER】鍵。

4. 按凸鍵【▲】【▼】，選中[Flushing Box](洗

滌箱)。

5. 按【ENTER】鍵。

6. 打開左蓋帽座蓋R，取下捏手螺絲后，將ANR

組件拉出來。

★ 請將鏈子栓在蓋子上。

（請參閱 P.3-11）

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

Flushing Box
Empty The Ink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Station Maint
Sel : FlushingBox

Station Maint
Sel : CarriageOut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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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開洗滌箱的蓋子后，將洗滌箱取出來。

★ 洗滌箱里面的墨劑為液態。所以，

將洗滌箱取出來時，箱口不要朝

下。

8. 將洗滌箱里積存的廢墨移到廢墨罐里。

請拔出上面的栓子后，將廢墨倒進廢墨罐

里。

● 倒出廢墨后，請用清水清洗洗滌箱

的里面。清洗后要馬上使用時，請

將里面的水分完全清除干淨。

★ １日以上不使用時，請務必將積存

的廢墨倒掉，并用清水清洗干淨。

★ 濾片嚴重地被墨劑弄臟時，對廢墨

的吸力就會變弱。當壓邊器上墨滴

飛濺時，請檢查一下洗滌箱，并將

濾片清洗干淨。

● 濾片嚴重臟污時

1. 將臟污的濾片抽出來清洗。

2. 將清洗后的濾片晾干。

3. 裝上附屬部件中的備用濾片。

4. 將晾干后的濾片保管好，以便下一

次更換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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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日日日日
常常常常常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9 將洗滌箱裝回本机。

10. 將ANR組件裝回原處，關閉右蓋帽座蓋R，然

后，按【ENTER】鍵。

11. 返回“檢測畫布幅寬”的畫面。

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蓋帽座內部的清洁

Station Maint
Completed : ent

 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

MEDIA SET
ROLL< >LEAF

抽吸機過濾器的清洗抽吸機過濾器的清洗抽吸機過濾器的清洗抽吸機過濾器的清洗抽吸機過濾器的清洗

本机裝有抽吸机組件。

清洗洗滌箱后，請檢查抽吸机過濾器的污垢和墨跡，并用水清洗和換上新的過濾器。

● 過濾器是另售品。需要更換過濾器時，請向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所

咨詢。

● 過濾器清洗后想馬上使用時，請將水分完全清除干淨后才使用。

★ 更換過濾器時，請務必戴上橡皮手套。

1. 關閉抽吸机組件的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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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開蓋子兩側的彈簧鎖。

3. 打開蓋子，取下臟污的抽吸机過濾器，換上新

的過濾器。

4. 將過濾器組件裝回原處。

    ★ 請務必裝回過濾器后才使用本

机。否則，會使本机出現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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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日日日日
常常常常常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清洗清洗清洗清洗清洗YYYYY主導軌主導軌主導軌主導軌主導軌--[Main Guide]--[Main Guide]--[Main Guide]--[Main Guide]--[Main Guide]

清洗Y主導軌的[Main Guide]警告提示，在打印頭滑塊掃描移動一定次數后就會顯示。Y主

導軌嚴重臟污時，噴繪途中會出現動作不良現象，甚至會停止噴繪。因此，顯示這個提示

時，請立刻清洗Y主導軌。

● 清洗Y主導軌時，請使用附屬部件中的維護油。維護油用完時，請向您附近的

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所購買。

● 每1∼ 2個星期，請清洗Y主導軌一次。

★ 非清洗Y主導軌，請不要選中[Main Guide]。否則，本机內部所管理的“使用

次數”會被重設。

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維護）狀態。

（請參閱 P.3-12）

2. 按1次【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Main Guide]。

4. 按【ENTER】鍵。

5. 按【ENTER】鍵。

字車開始移動、移動到傳送帶的上面為止。

6. 打開正面蓋、左右兩邊的蓋帽座蓋后，清洗Y

主導軌。

7. 關閉蓋子后，按【ENTER】鍵。

返回“檢測畫布幅寬”的畫面。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MAINTENANCE
Main Guide < ent >

Main Guide  Maint
CarriageOut : ent

Main Guide  Maint
Completed : ent

 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

正面蓋

Y主導軌

Y Main Guide
Clean Main Guide

MEDIA SET
ROLL<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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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更換更換更換更換ANRSANRSANRSANRSANRS檢測介質檢測介質檢測介質檢測介質檢測介質--[ANR Unit]--[ANR Unit]--[ANR Unit]--[ANR Unit]--[ANR Unit]

安裝ANR檢測介質后，檢測墨點就可以變為自動進行。檢測介質用完后，請換上新的檢測介

質。

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維護)狀態。

(請參閱 P.3-12)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ANR Unit]。

4. 按【ENTER】鍵。

5. 選中[Media Set]后，按【ENTER】鍵。

6. 更換ANRS檢測介質。

a. 打開右蓋帽座蓋R后，將ANR組件的捏手螺

絲取出來。

★ 請將鏈子栓在蓋子上。

（請參閱 P.3-11）

★ 使用正牌的本公司ANRS檢測介質之

外的其它介質時，不保証ANR組件能

正常工作。請使用正牌的御牧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介質。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MAINTENANCE
ANR Unit < ent >

ANR Unit Maint.
Sel : Media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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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日日日日
常常常常常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b. 將 ANR組件拉出來。

c. 擰松捏手螺絲后，將卷筒護板取下來，然

后，再取下已用完的檢測介質。

d. 擰松固定蓋子的螺絲后，打開后部的卷筒護

蓋。

e. 擰松捏手螺絲后，取下卷筒護板，然后，再

取下空紙管。

卷筒護板

捏手螺絲

已用完的檢測介質

卷筒護板

捏手螺絲
空紙管

固定螺絲

卷筒護蓋

更換更換更換更換更換ANRSANRSANRSANRSANRS檢測介質檢測介質檢測介質檢測介質檢測介質--[ANR Unit]--[ANR Unit]--[ANR Unit]--[ANR Unit]--[AN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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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裝上新的ANRS檢測介質。

● ANRS檢測介質的外面為噴繪面。

g. 將卷筒護板裝回原處后，牢牢地擰緊捏手螺

絲。

關閉卷筒護蓋后，擰緊固定螺釘。

h. 將從后部取出來的空紙管裝到前部里。

i. 再次裝上卷筒護板后，擰緊捏手螺絲使卷筒

護板固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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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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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j. 將 ANRS檢測介質的前邊拉出來，通過介質護

件、壓布輥和驅動滾筒后，用粘著膠布固定

在空紙管上。

安裝時，小心別讓介質噴繪面的平坦部產生松

弛和皺折。

★ 有松弛或皺折時，請重新安裝。否

則，介質會發生堵塞，成為打印頭

受損的原因。

★ 檢測介質發生翹浮時，請逆時針方

向轉動驅動滾筒，將檢測介質退出

來。

k. 將 ANR組件裝回原處后，裝上捏手螺絲，并

將鏈子拿開，然后，關閉蓋帽座蓋。

7. 按【ENTER】鍵。

8. 按凸鍵【▲】【▼】，輸入剛才裝上去的ANRS檢

測介質的長度。

● ANRS檢測介質(SPC-0383)的長度為

100m。

9. 按【ENTER】鍵，返回“檢測畫布幅寬”的畫

面。

ANR Unit Maint.
Completed : ent

介質護件

MEDIA SET
ROLL< >LEAF

更換更換更換更換更換ANRSANRSANRSANRSANRS檢測介質檢測介質檢測介質檢測介質檢測介質--[ANR Unit]--[ANR Unit]--[ANR Unit]--[ANR Unit]--[ANR Unit]

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

ANR Unit Maint.
Remains = 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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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傳送帶清洗傳送帶清洗傳送帶清洗傳送帶清洗傳送帶--[Belt Clean]--[Belt Clean]--[Belt Clean]--[Belt Clean]--[Belt Clean]

清洗傳送帶，然后，將傳送帶烘干。

★ 清洗傳送帶前，請務必將畫布從傳送帶上取下來。

★ 使用洗淨液罐時，請确認罐子里的水是否足夠。

操作步驟

1 .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維護)狀態。

(請參閱 P.3-12)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Belt Clean](清洗

傳送帶)。

4. 按【ENTER】鍵。

5. 傳送帶上有畫布時，將畫布取下來。

6. 确認送出松緊棒在最下的位置后，按【ENTER】

鍵。

7. 确認傳送帶上沒有畫布后，按【ENTER】鍵。

8. 按凸鍵【▲】【▼】鍵，選擇清洗方式：

[Cleaning](清洗)、[Drying](烘干)。

本例，選擇[Cleaning]。

9. 按【ENTER】鍵。

10. 按凸鍵【▲】【▼】，輸入傳送帶的轉數。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Belt Clean
BeltRotation =  3

Belt Clean
BeltRotation =  1

Belt Clean
Type : Cleanng

Belt Clean
Type : Drying

Remove Media
Press [ENT] Key

Lower The Feed
Tension Bar

MAINTENANCE
Belt Clean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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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ENTER】鍵。

開始清洗傳送帶。

顯示剩余的轉數。

12. 清洗完畢后，烘榦傳送帶。

清洗完畢后，LCD顯示“Drying”。

13. 確認處于“Drying”狀態后，按【ENTER】鍵。

14. 按凸鍵【▲】【▼】，輸入傳送帶的轉數。

15. 按【ENTER】鍵。

開始烘榦傳送帶。

顯示剩余的轉數。

16. 按2次【END】鍵，變為〈LOCAL〉(本机方式)。

清洗傳送帶清洗傳送帶清洗傳送帶清洗傳送帶清洗傳送帶--[Belt Clean]--[Belt Clean]--[Belt Clean]--[Belt Clean]--[Belt Clean]

Belt Cleaning
RotationCnt 0.9

<< LOCAL >>
width  : 1620mm

MAINTENANCE
Belt Clean < ent >

Belt Clean
Type : Drying

Belt Cleaning
RotationCnt 0.9

Belt Clean
BeltRotation =  3

Belt Clean
BeltRotatio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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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44444章章章章章

應用功能的使用方法應用功能的使用方法應用功能的使用方法應用功能的使用方法應用功能的使用方法

掌握了第2章《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的操作后，這里，我們

介紹在噴繪机上設定噴繪條件、并進行噴繪的“應用功能的使

用方法”。

學會噴繪机的“應用功能”，設定符合噴繪數据要求的“噴繪

條件”吧！

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

關于應用功能................................................. 4-2

設定噴繪條件之前 ............................................. 4-3

設定各種噴繪方式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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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應用功能關于應用功能關于應用功能關于應用功能關于應用功能

所謂“應用功能”就是：從電腦接收圖像數据后并不按電腦所設定的條件輸出，而是更改噴繪條

件后才進行應用性輸出的功能。應用功能是使用【FUNCTION】鍵進行設定的。

功能菜單功能菜單功能菜單功能菜單功能菜單
所謂“功能菜單”，是在設定本机噴繪條件的菜單里的、對功能(噴繪功能)進行設定的項

目。請熟練掌握“功能菜單”的构造及其操作，以便設定噴繪條件。

功能菜單的項目有4种：[SET UP], [MAINTENANCE], [DISPLAY] and [MEDIA SET]。

本章只說明功能菜單里的[SET UP] 和 [DISPLAY]。(有關功能菜單里的[Maintenance]，請

閱讀第5章《維護功能》)。

[SET UP] [SET UP] [SET UP] [SET UP] [SET UP] 和和和和和 [DISPLAY] [DISPLAY] [DISPLAY] [DISPLAY] [DISPLAY]

下表展示了功能菜單的樹狀結构內容。

請熟記“鍵操作”的流程，以便噴繪時使用“應用功能”。

設定功能菜單時，為了使一連串的噴繪設定能夠一起使用，首先，將最初設定的噴繪方法分

為類型1ú類型4，然后，再分別進行詳細設定。

[FUNCTION] TYPE1 to 4 Media Comp. -500 to 500
SET UP

Print Mode Quality STD, FINE, HIGHspd

Direction UNI-D, BI-D

Extend 360 -> 720, OFF

Ink Layers 1 to 9

Priority Media Comp. : HOST, PLOT PrintMode : HOST, PLOT

InkLayers : HOST, PLOT Refresh : HOST, PLOT

Belt Wash : HOST, PLOT Heater. : HOST, PLOT

ANRS : HOST, PLOT

Margin RightMargin -9 to 95mm

LeftMargin -9 to 95mm

Refresh Level 0 to 3

Counter Limit Adhesive, Absorb Rlr

mm/inch inch, mm

AutoClean OFF, ON

Feeding Dev OFF, ON

Take-Up Dev OFF, ON

Spiral Rlr OFF, ON

Belt Wash OFF, ON

Heater LOW, MID, HIGH, ODD

ANRS Setup Dot check Interval Check NG Cleaning

Retry Count MediaEnd

ANRS Ctrl Total NG Adjoining NG MissShot MissShot NG

SetupReset Reset

[FUNCTION] 請參考第5章《維護功能》。
MAINTENANCE

[FUNCTION] ENGLISH , JAPANESE , PORTUGUESE , ITALIANO , ESPANOL , FRANCAIS , DEUTSCH
DISPLAY

[FUNCTION] Reset
MEDIA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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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噴繪條件之前設定噴繪條件之前設定噴繪條件之前設定噴繪條件之前設定噴繪條件之前

在設定各种噴繪條件之前，首先要說明的是功能菜單的基本操作。

請确認了以下3個問題后，才對功能菜單的各种噴繪條件進行設定。

1. 菜單方式是否處于〈LOCAL〉(本机方式)？

2. 已選擇了顯示屏里顯示的語言了嗎？

3. 選擇將噴繪條件的一系列相關設定保存起來的類型(Type)。

設定功能菜單之前，請先确認有關的基本操作，然后，再設定各個噴繪條件。

确認菜單方式确認菜單方式确認菜單方式确認菜單方式确認菜單方式
設定功能菜單之前，要先确認菜單方式。

菜單方式是從〈LOCAL〉(本机方式)或〈FUNCTION〉(功能方式)開始的。

确認顯示屏是否顯示〈LOCAL〉或〈FUNCTION〉。

(請參閱 P.1-16)

設定顯示語言設定顯示語言設定顯示語言設定顯示語言設定顯示語言
設定LCD顯示面板顯示的語言和單位。噴繪机的初始值已設定為英語。請試一下將顯示語言

設為日語。

操作步驟

1. 确認本机的設定方式，已為〈LOCAL〉(本机方

式)。

2. 按【FUNCTION】鍵。

3. 按2次凸鍵【▼】。

4. 按【ENTER】鍵。

顯示“顯示語言的選擇菜單”。

5. 按凸鍵【▲】【▼】，選擇您想顯示的語言。

可以選擇的語言有以下7种：

[ENGLISH], [JAPANESE], [PORTUGUESE],

[ITALIANO], [ESPANOL], [FRANCAIS],

[DEUTSCH]

6. 選擇了您想顯示的語言后，按【ENTER】鍵。

返回〈LOCAL〉(本机方式)。

<< LOCAL >>
        width : 1620mm

<< LOCAL >>
        width : 1620mm

DISPLAY
JAPANESE < ent >

DISPLAY
ENGLISH < ent >

FUNCTION
DISPLAY < ENT >

FUNCTION
SET UP < ENT >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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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复數的噴繪條件一起登錄將复數的噴繪條件一起登錄將复數的噴繪條件一起登錄將复數的噴繪條件一起登錄將复數的噴繪條件一起登錄 ( ( ( ( (選擇類型選擇類型選擇類型選擇類型選擇類型)))))
使用功能方式設定噴繪條件時，可將一連串相關的噴繪條件同時登錄到噴繪机里。一連串相

關的噴繪條件可登錄為4种類型(類型1∼類型4)。下一次噴繪時，可單獨使用各個類型的噴

繪條件。若按照您使用的畫布、噴繪方法，將噴繪條件設定為某個類型，使用起來就方便了。

下面，說明如何將噴繪條件分配到某個類型進行登錄的方法。

操作步驟

1. 确認本机的設定方式已處在〈LOCAL〉(本机方

式)。

2. 按【FUNCTION】鍵。

3. 按【ENTER】鍵。

4. 按凸鍵【▲】【▼】，從TYPE1úTYPE4中選擇
并設定。

可以選擇的TYPE(類型)有以下4种：

[TYPE1]、[TYPE2]、[TYPE3]、[TYPE4]。

5. 按【ENTER】鍵。

設定各個噴繪條件。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類型(TYPE)(TYPE)(TYPE)(TYPE)(TYPE)的變更的變更的變更的變更的變更
在噴繪途中想更改“類型”時，要先停止噴繪(請參閱 P.2-47)，然后，在“本机方式”或

“功能方式”下，選擇您想更改的“類型”。

請注意：更改“類型”的操作不能与噴繪同時進行。

★ 只有以下的項目，在噴繪途中是可以更改設定的：

[mm/inch], [AutoClean], [Media Comp.], [Take-Up Dev],[ANRS Setup],

[ANRS Ctrl], [Feeding Dev], [Spiral Rlr],[Belt Wash], [Heater]

若在噴繪途中更改上述設定之外的其它設定，會顯示錯誤信息。

<< LOCAL >>
        width : 1620mm

ERROR 34
DATA REMAIN

TYPE1
Media Comp. < ent >

SET UP
Select : TYPE3

SET  UP
Select : TYPE1

FUNCTION
SET U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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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

在噴繪机上更改噴繪方式在噴繪机上更改噴繪方式在噴繪机上更改噴繪方式在噴繪机上更改噴繪方式在噴繪机上更改噴繪方式--[Print Mode]--[Print Mode]--[Print Mode]--[Print Mode]--[Print Mode]
在噴繪机上設定“決定圖像品質的噴繪方式”。

噴繪方式的設定項目有3种：圖像品質[Quality]、噴繪方向[Direction]、清晰度的擴大

[Extend]。

●圖像品質[Quality]

圖像品質的設定項目有以下3种：[STD](標准)、[FINE](精細)、[HIGHspd](高速)。

[STANDARD](標准)  ： 標准的圖像品質

[FINE](精細)      ： 高品質 •低速度

[HIGHspd](高速)   ： 高速度 •質稍低

●噴繪方向[Direction]

選擇噴繪的方向。

噴繪時，噴繪机的字車左右移動進行噴繪，但通過設定噴繪的方向，可以調節圖像

的品質和噴繪的速度。

單向[UNI-D]  ： 只在字車移動的一個方向上噴繪。品質較“雙向”的好。

雙向[BI-D]   ： 在字車移動的往返2個方向上噴繪。

                由于重視了速度，品質稍差一些。

                由于墨劑重疊順序的關系，“往路”与“返路”的顏色會有所差

异，請事前确認后才使用(雙向)。

●清晰度擴大[Extend]

進行擴大噴繪。

360 → 720   ： 將 360dpi的數据在送紙方向上擴大為720dpi后噴繪。墨劑量變

多，且濃度增加。

OFF          ： 不擴大清晰度，按已設定的清晰度噴繪。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Print Mode](噴繪

方式)。
TYPE1
Print Mode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SET  UP
Select : 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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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ENTER】鍵。

顯示“選擇圖像品質”的菜單。

5 . 按凸鍵【▲】【▼】，選擇“圖像品質”。

可供選擇的“圖像品質”有以下3种：

[STD]、[FINE]、[HIGHspd]。

6 . 按【ENTER】鍵。

7 . 按凸鍵【▲】【▼】，選擇“噴繪方向”。

可供選擇的“方向”有以下2种：

[UNI-D]、[BI-D]。

8. 按【ENTER】鍵。

9. 按凸鍵【▲】【▼】，選擇“清晰度擴大”。

可供選擇的“擴大”有以下2种：

[OFF]、[360 → 720]。

10. 按【ENTER】鍵。

11. 按2次【END】鍵，菜單就返回〈LOCAL〉(本机

方式)。

TYPE1
Quality                     :  STD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Print Mode                    < ent >

TYPE1
Extend                    : OFF

TYPE1
Extend                   : 360 ->720

TYPE1
Direction                 : BI - D

TYPE1
Direction                 : UNI - D

TYPE1
Quality                    :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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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

墨劑滲透不佳時墨劑滲透不佳時墨劑滲透不佳時墨劑滲透不佳時墨劑滲透不佳時--[Ink Layers]--[Ink Layers]--[Ink Layers]--[Ink Layers]--[Ink Layers]
所謂墨劑“疊噴”，就是通過多次噴塗，提高墨劑的滲透程度。

使用表面毛長的畫布時，有的墨劑會滲透不佳，此時，請使用疊噴功能(Ink Layers)。

� 使用絲綢等縮水較大的畫布時，請不要使用[Ink Layers](疊噴)功能。否則，

粘合劑的粘合力下降時，容易因畫布發生伸縮變化而翹曲。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擇[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Ink Layers]（疊

噴）。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選擇疊噴的次數。

疊噴次數可從“1∼9”中選擇。這里，我們

選擇[3]次。

6. 按【ENTER】鍵。

7. 按2次【END】鍵，菜單就返回〈LOCAL〉(本机

方式)。

SET UP
Select : TYPE1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Ink Layers < ent >

TYPE1
Ink Layers : 3

TYPE1
Ink Layers : 1

TYPE1
Ink Layers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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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決定決定決定決定“““““主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机（（（（（hosthosthosthosthost）））））設定与本机設定”設定与本机設定”設定与本机設定”設定与本机設定”設定与本机設定”的优先次序的优先次序的优先次序的优先次序的优先次序--[Priority]--[Priority]--[Priority]--[Priority]--[Priority]
決定是优先使用本机（噴繪机）設定的噴繪條件，還是优先使用主机電腦設定的噴繪條件。

噴繪條件可以在本机上直接設定，也可以在電腦使用輸出軟件設定后將數据傳送到本机。當

這些噴繪條件不同時，在噴繪時可以決定是优先使用本机直接設定的條件，還是优先使用電

腦上設定的條件。

主机（HOST） ：噴繪時，优先使用電腦(輸出軟件)的設定。

噴繪机（PLOT） ：噴繪時，优先使用噴繪机(本机)的設定。

可以決定优先次序的項目，有以下6個：

畫布送出量的校正、噴繪方式、疊噴、更新、

清洗傳送帶、烘榦器、ANRS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Priority](优先次

序)。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選擇 “校正介質(Media

Comp.)”的优先次序。

本例，選中[PLOT](本机)。

6. 按【ENTER】鍵。

7. 按凸鍵【▲】【▼】，選擇“噴繪方式(Print

Mode）”的优先次序。

本例，選中[PLOT](本机)。

8. 按【ENTER】鍵。

9. 按凸鍵【▲】【▼】，選擇“疊噴(Ink Layers)”

的优先次序。

本例，選中[PLOT](本机)。

SET UP
Select  : TYPE1

TYPE1
Ink Layers : PLOT

TYPE1
Ink Layers : HOST

TYPE1
Print Mode : PLOT

TYPE1
Print Mode : HOST

TYPE1
Media Comp. : PLOT

TYPE1
Media Comp. : HOST

TYPE1
Priority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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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ENTER】鍵。

11. 按凸鍵【▲】【▼】，選擇“更新

(Refresh)”的优先次序。

本例，選中[PLOT](本机)。

12. 按【ENTER】鍵。

13. 按凸鍵【▲】【▼】，選擇“清洗傳送帶（Belt

Wash）”的优先次序。

本例，選中[PLOT](本机)。

14. 按【ENTER】鍵。

15. 按凸鍵【▲】【▼】，選擇“烘榦器（Heater）”

的优先次序。

本例，選中[PLOT](本机)。

16. 按【ENTER】鍵。

17. 按凸鍵【▲】【▼】，選擇“ANR組件”的优

先次序。

本例，選中[PLOT](本机)。

18. 按【ENTER】鍵。

19.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LOCAL〉(本机

方式)。

TYPE1
Refresh : HOST

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Priority < ent >

TYPE1
ANRS  :  PLOT

TYPE1
ANRS   :  HOST

TYPE1
Heater   : PLOT

TYPE1
Heater   : HOST

TYPE1
Belt  Wash  : PLOT

TYPE1
Belt  Wash   :  HOST

TYPE1
Refresh :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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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畫布左右兩邊空白增減畫布左右兩邊空白增減畫布左右兩邊空白增減畫布左右兩邊空白增減畫布左右兩邊空白--[Margin]--[Margin]--[Margin]--[Margin]--[Margin]
為了增大或縮小畫布左右兩邊的空白位置，可以設定一個“死區(dead space)”。畫布的邊

緣部分，稱為“死區”。(請參閱 P.2-39)需要為畫布的縫邊留空白位置時，請使用本功能設

定“死區”。畫布兩邊的“死區”可分別設定。

● 本机檢測壓邊器的位置后設定“噴繪區域幅寬”。即使更改了左右兩邊的壓邊

器的壓邊量(寬度)，也可以對左右兩邊空白的寬度進行更改。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擇[Margin](空白)。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選中[Right Margin]。

死區的設定范圍是“-9mm∼ 95mm”，可設定

單位是1箇 mm。本例，設定為“10mm”。

6. 按【ENTER】鍵。

7. 按凸鍵【▲】【▼】，像“Right Margin”那

樣，設定“LeftMargin”的空白寬度。

8. 按【ENTER】鍵。

9.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LOCAL〉(本机

方式)。

SET UP
Select  : TYPE1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Margin < ent >

TYPE1
LeftMargin =20mm

TYPE1
LeftMargin = 0mm

TYPE1
RightMargin =10mm

TYPE1
RightMargin = 0mm

TYPE1
Margin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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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

在灰塵較多或濕度較低的地方使用更新功能在灰塵較多或濕度較低的地方使用更新功能在灰塵較多或濕度較低的地方使用更新功能在灰塵較多或濕度較低的地方使用更新功能在灰塵較多或濕度較低的地方使用更新功能--[Refresh]--[Refresh]--[Refresh]--[Refresh]--[Refresh]
為了清除打印頭的堵塞，噴繪途中可對打印頭執行“更新”功能。

在灰塵較多或濕度較低的地方使用本机時，噴繪的穩定性會降低。

執行“更新”功能，能使打印頭的噴嘴恢复正常。

設定“更新”功能時，可從“LEVEL 0∼ LEVEL 3(水平 0∼水平 3)”中，選擇對打印頭執行

“更新”功能的頻率。

LEVEL 0 ： 更新次數較少

LEVEL 1 ： 更新次數普通

LEVEL 2 ： 更新次數稍多

LEVEL 3 ： 更新次數較多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Refresh](更新)。

4. 按【ENTER】鍵。

顯示“設定更新水平”的菜單。

5. 按凸鍵【▲】【▼】，選擇更新水平。

可供選擇的更新水平有以下4种：

[LEVEL 0]、[LEVEL 1]、[LEVEL 2]、[LEVEL 3]。

本例，設為[LEVEL 2]。

6. 按【ENTER】鍵。

7.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LOCAL〉(本机

方式)狀態。

SET UP
Select  : TYPE1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Refresh < ent >

TYPE1
Refresh : LEVEL2

TYPE1
Refresh : LEVEL1

TYPE1
Refresh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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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提示維護的標准時間設定提示維護的標准時間設定提示維護的標准時間設定提示維護的標准時間設定提示維護的標准時間--[Count Limit]--[Count Limit]--[Count Limit]--[Count Limit]--[Count Limit]
設定重新涂抹粘合劑(請參閱 P.5-4)和清洗吸水滾筒(請參閱 P.3-6)的提示時間。

Adhesive( 粘合劑)       ： 設定重新涂抹粘合劑的標准時間。

Absorb Rlr.(吸水滾筒)  ： 設定清洗吸水滾筒的標准時間。

● 設定后，事前會顯示警鈴，所以，作業時勿需擔心維護時間的到來。若不設

定，警鈴就不會顯示。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Count Limit](計數

限度)。

4. 按【ENTER】鍵。

5. 按【ENTER】鍵，選中[Adhesive](粘合劑)。

6. 按凸鍵【▲】【▼】，選擇[Adhesive](粘合劑)

的限度。

可從“0∼ 30000m”之中選擇；選擇時以“1m”

為單位。本例，設為“1000m”。

初始值已設為“0m”。

● 標准值為“1000 ｍ”。

設定為“0 ｍ”時，不顯示警鈴。

Belt Adhesive
300m To Go

Water Absorption
Check The Roller

SET UP
Select  : TYPE1

Belt Adhesive
Reapply Adhesive

TYPE1
SetLimit         = 1000mm

TYPE1
SetLimit         =     0mm

TYPE1
Sel : Adhesive

TYPE1
Count Limit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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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ENTER】鍵。

8. 再次按【ENTER】鍵。

9. 按凸鍵【▲】【▼】，選中[Absorb Rlr](吸水

滾筒)。

10. 按【ENTER】鍵。

11. 像上述粘合劑那樣，按凸鍵【▲】【▼】設定

[Absorb Rlr]的限度。

可從“0∼ 30000m”中選擇；選擇時，以“1m”

為單位。本例，設為“500m”。

初始值已設為“0m”。

● 標准值為“500 ｍ”。

設定為“0 ｍ”時，不顯示警鈴。

12. 按【ENTER】鍵。

13.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LOCAL〉(本机

方式)狀態。

TYPE1
Sel : Absorb Rlr.

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

TYPE1
Count Limit < ent >

TYPE1
Sel : Adhesive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Count Limit < ent >

TYPE1
SetLimit    = 500mm

TYPE1
SetLimit         =     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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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顯示長度的單位決定顯示長度的單位決定顯示長度的單位決定顯示長度的單位決定顯示長度的單位--[mm/inch]--[mm/inch]--[mm/inch]--[mm/inch]--[mm/inch]
設定在顯示屏顯示的設定值的單位。

在設定原點或檢測畫布幅寬后，顯示“幅寬”和“長度”時使用。

毫米(mm)    ： 將顯示數值的單位設為“mm ”。

英寸(inch)  ： 將顯示數值的單位設為“inch”。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mm/inch](毫米/英

寸)。

4. 按【ENTER】鍵。

顯示“選擇顯示單位”的菜單。

5. 按凸鍵【▲】【▼】，選中[mm]或[inch]。

本例，選中[mm]。

6. 按【ENTER】鍵。

7.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LOCAL〉(本机

方式)狀態。

SET UP
Select :  TYPE1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mm/inch < ent >

TYPE1
mm/inch                          :mm

TYPE1
mm/inch                          :inch

TYPE1
mm/inch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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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

開始噴繪前的自動清洗開始噴繪前的自動清洗開始噴繪前的自動清洗開始噴繪前的自動清洗開始噴繪前的自動清洗--[AutoClean]--[AutoClean]--[AutoClean]--[AutoClean]--[AutoClean]
每次噴繪前都清洗打印頭，以防止發生噴繪不良。

ON  ： 噴繪前自動清洗打印頭。

OFF :　不自動清洗打印頭。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AutoClean](自動清

洗)。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選中設定“自動清洗”的

[OFF]或[ON]。

本例，選中[ON]。

6. 按【ENTER】鍵。

7.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LOCAL〉(本机

方式)狀態。

SET UP
Select : TYPE1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AutoClean < ent >

TYPE1
AutoClean :    ON

TYPE1
AutoClean :  OFF

TYPE1
AutoClean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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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送出裝置有效使送出裝置有效使送出裝置有效使送出裝置有效使送出裝置有效 --[Feeding]--[Feeding]--[Feeding]--[Feeding]--[Feeding]
將送出裝置設為“有效”。

ON  ： 執行自動送出功能。

OFF :　不執行送出功能。

★ 根据畫布的松弛情況和限度感測器的感應情況而進行動作。

★ 使用的畫布選為“LEAF( 單張布)”時，送出裝置就不處于有效狀態。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Feeding](送出)。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選中設定送出裝置的

[OFF]或[ON]。

本例，選中[ON]。

6. 按【ENTER】鍵。

7.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LOCAL〉(本机

方式)狀態。

SET UP
Select : TYPE1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Feeding < ent >

TYPE1
Feeding :    ON

TYPE1
Feeding :  OFF

TYPE1
Feeding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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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收卷裝置使用收卷裝置使用收卷裝置使用收卷裝置使用收卷裝置 --[Take-Up]--[Take-Up]--[Take-Up]--[Take-Up]--[Take-Up]
將收卷裝置設為有效狀態。

ON  ： 將收卷裝置設為自動收卷的狀態。

OFF ： 不使用收卷裝置。

★ 根据畫布的松弛情況和限度感測器的感測情況而進行動作。

★ 使用的畫布選為“LEAF( 單張布)”時，收卷裝置就不能使用。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Take-Up]（收卷）。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選中設定收卷裝置的

[OFF]或[ON]。

本例，選中[TYPE 1]。

6. 按【ENTER】鍵。

7.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LOCAL〉(本机

方式)狀態。

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

SET UP
Select : TYPE1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Take-Up < ent >

TYPE1
Take-Up :    ON

TYPE1
Take-Up :  OFF

TYPE1
Take-Up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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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除皺輥消除皺折使用除皺輥消除皺折使用除皺輥消除皺折使用除皺輥消除皺折使用除皺輥消除皺折--[Spiral Rlr]--[Spiral Rlr]--[Spiral Rlr]--[Spiral Rlr]--[Spiral Rlr]
設定使用除皺輥，消除畫布上的皺折。

ON  ： 將除皺輥設為轉動狀態。

OFF ： 除皺輥不轉動。

★ 使用的畫布選為“LEAF(單張布)”時，不能使用除皺輥。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Spiral Rlr](除

皺)。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選中設定除皺輥的[OFF]

或[ON]。

本例，選中[ON]。

6. 按【ENTER】鍵。

7.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LOCAL〉(本机

方式)狀態。

SET UP
Select : TYPE1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Spiral Rlr < ent >

TYPE1
Spiral Rlr :    ON

TYPE1
Spiral Rlr :  OFF

TYPE1
Spiral Rlr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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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

將噴繪途中的清洗傳送帶功能設為有效將噴繪途中的清洗傳送帶功能設為有效將噴繪途中的清洗傳送帶功能設為有效將噴繪途中的清洗傳送帶功能設為有效將噴繪途中的清洗傳送帶功能設為有效--[Belt Wash]--[Belt Wash]--[Belt Wash]--[Belt Wash]--[Belt Wash]
設定在噴繪途中進行清洗傳送帶的動作。

詳細操作請閱讀《一邊噴繪一邊清洗傳送帶》(P.2-51)

ON :  自動清洗傳送帶。

OFF :  不清洗傳送帶。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Belt Wash](清洗傳

送帶)。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選中設定“清洗傳送帶”

的[OFF]或[ON]。

本例，選中[ON]。

6. 按【ENTER】鍵。

7.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LOCAL〉(本机

方式)狀態。

SET UP
Select : TYPE1

★ 當數据還在接收中、或還保留著未輸出的數据、以及處于〈JOG mode 〉(凸鍵方

式)時，吸水滾筒仍然處于提起來的狀態。請務必將數据全部清除后，才關閉

電源。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Belt Wash < ent >

TYPE1
Belt Wash :    ON

TYPE1
Belt Wash :  OFF

TYPE1
Belt Wash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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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墨干固得慢時噴墨干固得慢時噴墨干固得慢時噴墨干固得慢時噴墨干固得慢時（（（（（調調調調調節節節節節烘烘烘烘烘干干干干干器器器器器的的的的的溫溫溫溫溫度度度度度）））））--[Heater]--[Heater]--[Heater]--[Heater]--[Heater]
收卷噴墨密度較大的畫布時，噴墨會向畫布的背面滲透。為了避免這种情況，請使用烘干器。

要為烘干器設定：[OFF]或[ON]、[HIGH]或[MID]或[LOW]。烘干器的強度要根据噴繪時噴墨的

密度和畫布的种類來設定。

烘干器的表面溫度：

HIGH ：約145℃ 、 MID ：約110℃ 、 LOW ：約80℃

★ 烘榦器設為“HIGH ”時，其表面溫度約為在145 ℃。

所以，將畫布安裝到收卷裝置時，請小心別碰到烘榦器。否則會被燙傷。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Heater](烘榦器)。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選擇烘榦器的設定。

[OFF]、[LOW]、[MID]、[HIGH]

6. 按【ENTER】鍵。

7.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到〈LOCAL〉(本

机方式)狀態。

SETUP
Select. : TYPE1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Heater < ent >

TYPE1
Heater Temp : MID

TYPE1
Heater Temp : OFF

TYPE1
Heater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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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ANRANRANRANRANR組件組件組件組件組件--[ANRS Setup]--[ANRS Setup]--[ANRS Setup]--[ANRS Setup]--[ANRS Setup]
詳細設定使用ANR組件時的動作。

ON  ： 使用ANR 組件，檢查噴繪時有沒有“脫線”、有沒有“位置偏移”。

OFF ： 不使用ANR 組件。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ANRS Setup](設置

ANRS)。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選擇 [Dot Check](檢測

墨點)的[OFF]或[ON]。

本例，選中[ON]。

6. 按【ENTER】鍵。

7. 按凸鍵【▲】【▼】，設定執行“檢測墨點”功

能時的間隔。

以“米”(或以英寸)為單位，設定執行“檢測

墨點”功能時的檢測間隔。

8. 按【ENTER】鍵。

9. 設定 ANR 組件工作時發現“脫線”和“位置

偏移”的處理方法。

按凸鍵【▲】【▼】選擇。

[CONT]......繼續進行噴繪。

[AUTO]......暫時將噴繪中斷下來，并自動

            清洗噴嘴。

[STOP]......停止噴繪。

10. 按【ENTER】鍵。

SET UP
Select : TYPE1

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

TYPE1
Cleaning : Normal

TYPE1
Check NG :   STOP

TYPE1
Check NG :   CONT

TYPE1
Interval = 5.0 m

TYPE1
Interval =2.0 m

TYPE1
Dot Check :    ON

TYPE1
Dot Check :  OFF

TYPE1
ANRS Setup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 進入步驟10

→ 進入步驟14

→ 進入步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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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凸鍵【▲】【▼】，選擇[Cleaning](清洗)的

方法。

普通[Normal]......脫線少量時使用。

弱[Soft]..........有飛白時使用。

強[Strong]........脫線較多時使用。

● 只在“Check NG( 檢測不良)”設為

“AUTO ”時才有效。

(請參閱 P.4-21 　步驟9)

12. 按【ENTER】鍵。

13. 按凸鍵【▲】【▼】，輸入[Retry Count](重試

次數)的數值。

清洗后發現墨點“線條脫落”時，請輸入再次

執行清洗功能的次數。

● 只在“Check NG( 檢測不良)”設為

“AUTO ”時才有效。(請參閱 P.4-21 　

步驟9)

14. 按【ENTER】鍵。

15. 選擇ANRS檢測介質在噴繪途中用完時的處理方

法。

[CONT] ......進行進行噴繪。

[STOP] ......ANRS檢測介質用完時就中斷噴

 繪，安裝新的ANRS檢測介質。

[1File]......噴繪繼續進行到當前文件結束，

 之后，不噴繪下一個文件。

★ 使用非正牌的本公司ANRS檢測介質

時，不保証ANR組件正常工作。請使

用正牌的本公司的介質。

16. 按【ENTER】鍵。

17. 按【ENTER】鍵。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到〈LOCAL〉(本

机方式)狀態。

TYPE1
Cleaning : Soft

TYPE1
Retry Count = 3

TYPE1
Retry Count = 0

TYPE1
MediaEnd :   CONT

TYPE1
MediaEnd :   STOP

TYPE1
ANRS Setup < ent >

<< LOCAL >>
width : 16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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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ANRANRANRANRANR組件判斷組件判斷組件判斷組件判斷組件判斷“““““偏偏偏偏偏移移移移移”””””--[ANRS Ctrl]--[ANRS Ctrl]--[ANRS Ctrl]--[ANRS Ctrl]--[ANRS Ctrl]
使用ANR組件，設定噴嘴檢測的NG判斷基准。

操作步驟

1. 選擇“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ANRS Ctrl](ANRS判

斷)。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輸入各個顏色“合計NG

(Total NG)”的設定值。

發現“線條脫落”時，若各個顏色中有一种顏

色的“脫落線條”合計大于設定值，噴繪就停

止，或停止后清洗打印頭。

右圖是發現了8條“脫落線條”的示例。若設

定值為“5”，噴繪就停止，或停止后清洗打印

頭。

● 處理方法因[ANRS Setup]步驟 9的

設定而异。

(請參閱 P.4-21)

[CONT]......繼續進行噴繪。

[AUTO]......暫時將噴繪停止下來，然后，自

            動清洗噴嘴。

[STOP]......停止噴繪。

SET UP
Select : TYPE1

TYPE1
Media Comp. < ent >

TYPE1
ANRS Ctrl < ent >

TYPE1
Total NG = 0

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

TYPE1
Total NG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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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ENTER】鍵。

7. 按凸鍵【▲】【▼】，輸入“鄰接NG

(Adjoining NG)”的設定值。

連續發現“線條脫落”時，若各列顏色中有一

列的連續數大于設定值，噴繪就停止，或停止

后清洗噴嘴。

在右圖的第2列里，發現了7條連續脫落的線

條。若設定值為“10”，噴繪不會停止，也不

會暫停。

● 處理方法根據[ANRS Setup]步驟 9

的設定而异。

(請參閱 P.4-21)

8. 按【ENTER】鍵。

9. 按凸鍵【▲】【▼】，設定位置偏移的容許范

圍。

著墨點的“OK”和“NG”在“level 0 ∼ level 2”

的范圍里設定。

被判斷為“NG”時，將与步驟5的“脫离線條”

數目合計。

[LEVEL 0]......即使偏移量較大，也判斷為

 “OK”。

[LEVEL 1]......稍偏移時，判斷為“OK”。

[LEVEL 2]......些許偏移也判斷為“NG”。

右圖是理想的著墨點与在“level 0 ∼ level 2”之

間的實際著墨點的比較實例。

設定值設定為[LEVEL 2]時，該噴嘴將被判斷

為“NG”，總脫落線條數目增加一箇。

● 處理方法因[ANRS Setup]步驟 9的

設定而异。

(請參閱 P.4-21)

TYPE1
MissShot : Level 0

位置偏移實例

TYPE1
Adjoining NG = 10

TYPE1
Adjoining NG = 0

TYPE1
MissShot : Lev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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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設定各種噴繪方式

10. 按【ENTER】鍵。

11. 按凸鍵【▲】【▼】，輸入“位置偏移NG

(MissShot NG)”的設定值。

發現位置偏移時，根据步驟9所設定的位置偏移

容許范圍的水平，若位置偏移NG數大于設定值，

噴繪就停止，或暫時停止下來后清洗噴嘴。

右圖是容許范圍的水平設定為“LEVEL 1”，發

現10個位置偏移時的實例。若設定值為“25”，

噴繪就停止，或暫時停止下來后清洗噴嘴。

● 處理方法因[ANRS Setup]步驟 9的

設定而异。

(請參閱 P.4-21)

12. 按【ENTER】鍵。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LOCAL〉(本机

方式)狀態。

TYPE1
ANRS Ctrl < ent >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MissShot NG =         0

TYPE1
MissShot NG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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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個類型分別對設定進行重設按各個類型分別對設定進行重設按各個類型分別對設定進行重設按各個類型分別對設定進行重設按各個類型分別對設定進行重設--[Setup Reset]--[Setup Reset]--[Setup Reset]--[Setup Reset]--[Setup Reset]

將已設定的噴繪條件恢复為出厂時的設定值。

重設按設定噴繪條件的類型分別進行。

操作步驟

1. 選擇“重設”的類型。(請參閱 P.4-4)

本例，選中[TYPE 1](類型 1)。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重設條件的[Setup

Reset](重設)。

4. 按【ENTER】鍵。

5. 按【ENTER】鍵。

恢复為出厂時的設定。

6. 按2次【END】鍵，菜單返回到〈LOCAL〉(本机

方式)狀態。

SET UP
Select : TYPE1

<< LOCAL >>
       width  : 1620mm

TYPE1
SetupReset < ent >

TYPE1
Reset : e n t

TYPE1
SetupReset < ent >

TYPE1
Media Com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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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55555章章章章章

維護功能維護功能維護功能維護功能維護功能

為了保証本机噴繪正常，請對本机進行維護。連續使用、以及

因停止使用而存放一段時間時，請務必進行維護。

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

關于維護..................................................... 5-2

維護之前 ..................................................... 5-3

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Belt]................................... 5-4

打印設定狀態--[List]........................................ 5-14

以 HEX代碼打印噴繪命令--[Data Dump] ........................ 5-15

切換您想使用的打印頭--[Use Head] ........................... 5-16

關于墨劑充填后的顯示菜單--[Ink Filling] .................... 5-17

更換為不同种類的墨劑時--[Ink Change]........................ 5-18

重設計數器--[Count Reset]................................... 5-20

顯示本机信息--[Information] ................................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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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維護關于維護關于維護關于維護關于維護

所謂“維護”，就是為了正常地使用本机而進行的、与養護有關的操作。進行維護時，要先

在功能菜單里選擇[MAINTENANCE]并詳細設定，然后才可進行。

功能菜單功能菜單功能菜單功能菜單功能菜單--[MAINTENANCE]--[MAINTENANCE]--[MAINTENANCE]--[MAINTENANCE]--[MAINTENANCE]
下表，是功能菜單[MAINTENANCE]的菜單樹。

請熟記顯示屏顯示的順序，以便使用維護功能。

[FUNCTION] Station CarriageOut,  WiperExchng,  Flushing Box
MAINTENANCE

Carriage CarriageOut

Belt Start Speed

Main Guide CarriageOut

ANR Unit Media Set,  Remains Set

Head Height CarriageOut

Belt Clean Cleaning,  Drying, Rotation Cnt

List

Data Dump

Use Head ALL,  FRONT,  REAR

PrintAdjust PRINT START Adjust Pattern TYPE1 to 7

Ink Change

Ink Filling Select Head

Count Reset Wash Filter,  Belt Wiper,  Adhesive, Absorb Rlr.

Information Version,  ANR Chk Unit, Serial number

維護功能一覽表維護功能一覽表維護功能一覽表維護功能一覽表維護功能一覽表
功能名稱 概要 參考頁

蓋帽座 進行字車里面的維護。 P.3-11

字車 進行字車下面的清洁等。 P.3-11

傳送帶 重新涂抹粘合劑。 P.5-4

主導軌 清洁Y主導軌。 P.3-23

ANR組件 更換ANRS檢測介質。 P.3-24

高度調整 調節打印頭的高度。 P.2-35

傳送帶清洁 清洁傳送帶。 P.3-28

打印資料 打印本机的設定狀態。 P.5-14

數据轉儲 打印本机的數据命令。 P.5-15

選擇打印頭 設定噴嘴故障時使用哪一列打印頭。 P.5-16

墨點校正 更改打印頭高度后，校正墨點的位置。 P.2-39

更換墨盒 更換墨盒。 P.5-18

墨劑充填 噴嘴堵塞不能恢复時，進行墨劑充填。 P.5-17

重設計數器 對各個已到標准值的計數器進行初始化。 P.5-20

本机信息 顯示本机的信息。 P.5-21

[FUNCTION]
SET UP

請閱讀第2章《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

[FUNCTION]

DISPLAY
請閱讀第2章《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



5-3

5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功功功功功
能能能能能

維護之前維護之前維護之前維護之前維護之前

确認菜單方式确認菜單方式确認菜單方式确認菜單方式确認菜單方式
執行維護功能之前，請先确認菜單方式。

維護時的菜單方式，是從本机方式或功能方式開始的。請确認顯示屏是否顯示〈LOCAL〉(本机

方式)或〈FUNCTION〉(功能方式)。

進入維護功能的方法進入維護功能的方法進入維護功能的方法進入維護功能的方法進入維護功能的方法
執行維護功能時，必須在操作面板進行以下操作。

請掌握進入維護功能的方法，并進行各种維護。

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LOCAL〉(本机方式)。

若處于〈REMOTE〉(遙控方式)時，請按1次

【REMOTE】鍵，使本机變為〈LOCAL〉狀態。

若處于〈FUNCTION〉(功能方式)狀態，就直接

從步驟2開始。

2. 按1次【FUNCTION】鍵。

3. 按【▲】【▼】鍵，選中[MAINTENANCE](維

護)。

4. 按【ENTER】鍵。

5. 選擇下一個操作。

設定各個維護功能后，執行維護功能。

<< LOCAL >>
width  : 1620mm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FUNCTION
SETUP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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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布的粘合力變弱時畫布的粘合力變弱時畫布的粘合力變弱時畫布的粘合力變弱時畫布的粘合力變弱時--[Belt]--[Belt]--[Belt]--[Belt]--[Belt]

當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需要重新涂抹粘合劑。本机在出厂時已涂抹了粘合劑，但是，當墨劑、

線屑、灰塵等使粘合力下降時，必須重新涂抹粘合劑。下面，說明使用正牌的本公司的粘合劑的

實例。

●剝除舊的粘合劑 ........... 將受墨劑、線屑和灰塵等影響而粘合力下降了的粘合劑清除

干淨。

●涂抹新的粘合劑 ........... 重新涂抹粘合劑。

● 重新涂抹的參考尺度

若噴繪后的畫布剛從正面蓋出來時就發生翹浮，這就表明需要重新涂抹了。

● 若設定了提醒重新涂抹粘合劑的標准時間，作業時就可不需在意是否到了重新

涂抹的時候了。(請參閱《設定提示維護的標准時間--[Count Limit]》P.4-12)

★ 正牌的本公司的粘合劑是溶劑系的粘合劑。

重新涂抹粘合劑時，請務必戴上有机溶劑作業時專用的口罩、護目鏡和手套。

     

★ 在通風不良或密封的工作室重新涂抹粘合劑時，請務必設置換气裝置。

★ 使用粘合劑時，請遵守“有机溶劑中毒的預防規則”。

此外，重新涂抹粘合劑時，請由參加了“有机溶劑作業主任技能培訓”的員工

進行作業，或由被任命為“有机溶劑作業主任”的員工進行作業。

   ★ 若畫布在使用之前就已經松弛，貼在傳送帶上面時(通過加壓輥后)就發生翹浮

或松弛，這种現象的原因并非在粘合劑上。這种畫布不能使用。

將變弱的粘合劑剝除干淨將變弱的粘合劑剝除干淨將變弱的粘合劑剝除干淨將變弱的粘合劑剝除干淨將變弱的粘合劑剝除干淨

剝除粘合劑時需要以下的工具和物品。

使用工具 請准備的物品

調節棒 手套

手套 燈油(約 500cc)

酒精(約 200cc)

A4左右大小的板:(端面為t0.5-1.0、筆直的

     金屬板或塑料板)

● 為便利起見，可將燈油和酒精分別裝在口小而容易使用的容器里。

Belt Adhesive
Reapply Adhesive

Belt Adhesive
300m To Go



5-5

5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功功功功功
能能能能能

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Belt]--[Belt]--[Belt]--[Belt]--[Belt]

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 mode〉(維護方式)

狀態。(請參閱 P.5-3)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Belt](傳送帶)。

4. 傳送帶上有畫布時，將畫布取下來。

5. 確認送出松緊棒在最下面的位置后，按

【ENTER】鍵。

6. 确認傳送帶上沒有畫布后，按【ENTER】鍵。

7. 移動左右兩邊的布邊護件，然后，將它固定下

來。

8. 將本机背面的加壓輥移動到退避位置。

9. 按【ENTER】鍵。
Move PressRoller
Press [ENT] Key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MAINTENANCE
Belt < ent >

Lower The Feed
Tension Bar

Remove Media
Press [EN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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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將調節棒安裝到本机的前面，以准備剝除粘合

劑。

調節棒裝在正面蓋与剝离輥之間的位置后，擰緊

固定螺絲。

11. 按【ENTER】鍵，使傳送帶轉動。

按凸鍵【▲】【▼】，一邊將傳送帶的速度調節

到30mm/s左右，一邊送出傳送帶。

12. 往調節棒的后面滴入燈油，直至燈油充分滲入

傳送帶表面的粘合劑里。

Belt Maintenance
Start : ent

Stop  < END >  Key
Speed      =        1 0 mm / s

Stop  < END >  Key
Speed      =        3 0 mm / s

★ 剝除粘合劑時，若滴入的燈油過量，燈油會從調節棒的一端漏出來，沿著傳送

帶流入洗淨水盤。燈油与洗淨水混合后，一邊清洗傳送帶一邊噴繪時，會使粘

合劑的拈合力下降。重新涂抹粘合劑后，若粘合力突然下降，這有可能是燈油

与洗淨水混合而引起的。因此，剝除粘合劑和重新涂抹后，請務必檢查洗淨水

灌，确認洗淨水是否混合了燈油。若發現混合了燈油，請使用維護菜單里的

[Belt Clean]功能(請參閱 P.3-28)，清洗傳送帶。清洗時，請往洗淨水灌里注

入少量的中性洗劑，并轉動傳送帶。之后，將洗淨水灌里洗淨水換上新的水。

調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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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Belt]--[Belt]--[Belt]--[Belt]--[Belt]

13. 像右圖那樣，將板的端面壓在R的外周上。

14. 根据需要，一邊調節傳送帶的速度，一邊削除

被燈油溶解為凝膠狀的粘合劑。

     要不時地在傳送帶上滴入燈油，以防干燥。

15. 按【END】鍵，停止傳送帶的送出(轉動)。

16. 將調節棒取下來，用燈油和抹布將附著在調節

棒上的粘合劑、垃圾清除干淨。

17. 按凸鍵【▲】【▼】，一邊調節傳送帶的速度，

一邊再次送出（轉動）傳送帶。

Stop  < END >  Key
Speed      =        3 0 mm / s

Stop  < END >  Key
Speed      =        1  0 mm / s

Stop  < END >  Key
Speed      =        3 0 m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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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邊剝除變為凝膠狀的粘合劑，一邊用抹布將

殘留在傳送帶上的粘合劑抹干淨。根据需要，

可滴一些燈油。

19. 按凸鍵【▲】【▼】，調節傳送帶的速度，同

時，清除傳送帶上的粘合劑。

20. 用抹布盡量將傳送帶表面的燈油抹干淨。

21. 用抹布蘸上酒精，抹除殘留在傳送帶上的油脂

成分，使傳送帶干干淨淨。

22. 按【ENTER】鍵，重設“粘合劑計數器

(Adhesive Counter)”后，結束作業。

或者，不重設“粘合劑計數器”時，可按

【END】鍵結束作業。

★ 剝除粘合劑和重新涂抹后，請務必

檢查洗淨水灌，确認洗淨水是否混

合了燈油。

Stop  < END >  Key
Speed      =        1 0 mm / s

Stop  < END >  Key
Speed      =        3 0 mm / s

Adhesive Counter
Reset :ent

MAINTENANCE
Belt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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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Belt]--[Belt]--[Belt]--[Belt]--[Belt]

涂抹新的粘合劑涂抹新的粘合劑涂抹新的粘合劑涂抹新的粘合劑涂抹新的粘合劑
涂抹粘合劑時，需要使用以下的物品。

調節棒、粘合劑(Polixresin SX500cc--另售品，請參閱附錄)、手套。

★ 正牌的本公司的粘合劑，是溶劑系的粘合劑。

重新涂抹粘合劑時，請務必戴上有机溶劑作業專用的口罩、護目鏡和手套。

    

★ 在通風不良或密封的工作室里重新涂抹粘合劑時，請務必安裝換气裝置。

★ 使用粘合劑時，請遵守“有机溶劑中毒的預防規則”。此外，重新涂抹粘合劑

時，請由參加了“有机溶劑作業主任技能培訓”的員工進行作業，或由被任命

為“有机溶劑作業主任”的員工進行作業。

★ 使用市售的粘合劑時，請務必确認該粘合劑的成分是否适合本机傳送帶的材

質。同時，請向本公司的代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所咨詢。

★ 請注意：本机正面左側的傳送帶編

碼器輥的接触區域和φ6孔周圍，不

能有粘合劑附著。否則，本机就不

能正常工作。

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 mode〉(維護方式)狀

態。(請參閱 P.5-3)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Belt](傳送帶)。

4. 按【ENTER】鍵。

5. 傳送帶上有畫布時，將畫布取下來。

6. 確認送出松緊棒在最下面的位置后，按【ENTER】

鍵。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MAINTENANCE
Belt < ent >

Lower The Feed
Tension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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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認傳送帶上沒有畫布后，按【ENTER】鍵。

8. 將加壓輥移動到退避位置。

9. 按【ENTER】鍵。

10. 安裝調節棒。(請參閱 P.5-5)

★ 移動左右兩邊的布邊護件，然后，

將它固定下來。

11. 將150 ∼ 200cc的粘合劑，大致均勻地注入調

節棒的后面(要靠近調節棒)。

Move PressRoller
Press [ENT] Key

Remove Media
Press [EN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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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按【ENTER】鍵，轉動傳送帶。

按凸鍵【▲】【▼】，一邊將傳送帶速度調節

到30mm/s左右，一邊送出傳送帶。

● 粘合劑的粘度較高時，請加快傳送

帶的速度。

● 調節棒的橡膠部是半透明的，可确

認粘合劑減少的情況。當粘合劑變

少時，補充粘合劑，直至傳送帶表

面全部都涂上粘合劑。

13. 當傳送帶表面都涂上粘合劑后，加快傳送帶的

速度。
Stop  < END >  Key

Speed      =        3 0 mm / s

Stop  < END >  Key
Speed      =        6 0 mm / s

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Belt]--[Belt]--[Belt]--[Belt]--[Belt]

Belt Maintenance
Start : ent

Stop  < END >  Key
Speed      =        1 0 mm / s

Stop  < END >  Key
Speed      =        3 0 m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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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凸鍵【▲】【▼】，將傳送帶的速度提高到

50 ∼ 60mm/s。

14. 將剩余的粘合劑全部倒進去。

透過調節棒半透明的橡膠部分，确認倒進去粘合

劑是否全部涂在傳送帶上。

15. 按【END】鍵，停止傳送帶的送出動作。

16. 將調節棒取下來后清洁干淨，以便下一次使

用。

用燈油和抹布將附著在橡膠部分上的粘合劑擦

干淨。

將清洁干淨的調節棒放好，且讓其晾干。

Stop  < END >  Key
Speed      =        6 0 m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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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按【ENTER】鍵，以10mm/s的速度轉動傳送帶。

18. 為使粘合劑干透，起碼讓傳送帶轉動2∼ 3小時。

19. 按【ENTER】鍵，重設“粘合劑計數器

(Adhesive Counter)”后，結束作業。

或者，不重設“粘合劑計數器“，直接按

【END】鍵，結束作業。

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畫布的拈合力變弱時--[Belt]--[Belt]--[Belt]--[Belt]--[Belt]

Stop  < END >  Key
Speed      =        3 0 mm / s

Stop  < END >  Key
Speed      =        1 0 mm / s

Adhesive Counter
Reset :ent

MAINTENANCE
Belt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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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設定狀態打印設定狀態打印設定狀態打印設定狀態打印設定狀態--[List]--[List]--[List]--[List]--[List]

輸出(打印)本机的設定狀態。

將打印出來的清單用于維護時參考。

1. 有關“設定(SET UP)”“功能(FUNCTION)”的資料。

2. 有關“功能(FUNCTION)”中的“校正墨點(PrintAdjust)”的資料。

3. 各個墨盒的更換次數。

4. 本机當前使用的固件的資料。

5. 維修保養時需要的各個設定值(售后維護服務人員專用)。

操作步驟

1. 确認畫布已安裝好。

2.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 mode〉(維護方式)。

(請參閱 P.5-3)

3. 按【ENTER】鍵。

4. 按凸鍵【▲】【▼】，選中[List](打印資料)。

5. 按【ENTER】鍵。

6. 再次按【ENTER】鍵，開始打印資料。

7. 打印完畢后，返回〈LOCAL〉(本机方式)。

●打印出來的資料圖例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 LOCAL >>
width : 1620mm

∗∗ Printing∗∗
Please Wait

List
Print : ent

MAINTENANCE
List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5-15

5
維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護
功功功功功
能能能能能

以以以以以HEXHEXHEXHEXHEX代碼打印噴繪命令代碼打印噴繪命令代碼打印噴繪命令代碼打印噴繪命令代碼打印噴繪命令--[Data Dump]--[Data Dump]--[Data Dump]--[Data Dump]--[Data Dump]

將電腦傳送進來的數据命令，以HEX代碼的方式打印出來。

所謂“HEX代碼”，就是用英語字母和數字表記的噴繪命令。

通過HEX代碼，可以确認數据命令里是否有錯誤。

★ 用單頁布打印數据傳儲時，請使用大于橫向放置的A4紙尺寸的畫布。但是，即

使選中了[LEAF]，動作也与選中[ROLL]時相同，所以，請注意安裝位置是否正

确。

● 打印時，數据傳儲會根据畫布的大小自動改行。在送出方向上打印了相當于A4

紙的縱向長度后，就不再打印了。

操作步驟

1. 确認畫布是否已經安裝好。

2.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 mode〉(維護方式)。

(請參閱 P.5-3)

3. 按【ENTER】鍵。

4. 按凸鍵【▲】【▼】，選中[Data Dump](轉儲數

据)。

5. 按【ENTER】鍵。

6. 從主机電腦傳送數据到噴繪机。

開始打印轉儲數据。

7. 打印完畢后，按【REMOTE】(遙控)鍵。

8. 執行“清除數据”。(請參閱 P.2-47)

●輸出的轉儲數据圖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MAINTENANCE
Data Dump < ent >

Data Dump

∗∗ Data Dump ∗∗
Please Wait

<< LOCAL >>
width : 16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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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您想使用的打印頭切換您想使用的打印頭切換您想使用的打印頭切換您想使用的打印頭切換您想使用的打印頭--[Use Head]--[Use Head]--[Use Head]--[Use Head]--[Use Head]

當噴嘴故障不能修复時，可以將使用的打印頭限制為前邊的打印頭或后邊的打印頭，從而使

噴繪得以繼續進行。

ALL : 同時使用F列和R列的打印頭。

REAR : 只使用R列的打印頭。

FRONT : 只使用F列的打印頭。

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  mode〉(維護方式)。

(請參閱 P.5-3)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Use Head](使用打

印頭)。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選擇您想使用的打印頭。

[ALL]、[REAR]、[FRONT]

6. 按【ENTER】鍵。

7. 按2次【END】鍵，變為〈LOCAL〉(本机方式)。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 LOCAL >>
            width : 1620mm

MAINTENANCE
Use Head  < ent >

Use Head
HeadLine : REAR

Use Head
HeadLine : ALL

MAINTENANCE
Use Head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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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墨劑裝填后的顯示菜單關于墨劑裝填后的顯示菜單關于墨劑裝填后的顯示菜單關于墨劑裝填后的顯示菜單關于墨劑裝填后的顯示菜單--[Ink Filling]--[Ink Filling]--[Ink Filling]--[Ink Filling]--[Ink Filling]

維護功能中有充填墨劑的菜單，但是，更改墨劑种類以及裝填新墨盒時，由于本机自動進行

充填，所以，通常不使用這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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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為不同种類的墨劑時更換為不同种類的墨劑時更換為不同种類的墨劑時更換為不同种類的墨劑時更換為不同种類的墨劑時--[Ink Change]--[Ink Change]--[Ink Change]--[Ink Change]--[Ink Change]

所謂更換墨劑的种類，就是裝填与當前使用的墨劑的類型不相同的墨劑。使用与當前安裝在

墨盒座里的墨劑的類型相同的墨劑時，不必執行[Ink Change]功能。

★ 請使用正牌的御牧高科墨盒。對因使用非正牌的御牧高科墨盒或墨劑而產生的

故障，本公司概不負責。敬請諒解！

★ 更改墨劑時，需要另外的打印頭洗淨液墨盒。

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 mode〉(維護方式)狀

態。(請參閱 P.5-3)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Ink Change](更改

墨劑)。

4. 按【ENTER】鍵。

5. 按【ENTER】鍵。

開始更改墨劑的作業。顯示當前已裝填的墨劑

的种類。

6. 將顯示數字或英語字母的墨盒卸下來。

打開墨盒座，將墨盒卸下來后，執行清洗功能。

7. 在顯示英語字母的狹槽里，安裝洗淨墨盒。

8. 吸入洗淨液，并進入洗淨作業。

9. 洗淨完畢后，將裝在顯示英語字母的墨盒狹槽

里的洗淨墨盒卸下來。

10. 將洗淨墨盒安裝到顯示數字的墨盒狹槽里。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Set Washing Liq.
1 2 3 − − − 7 8

Remove Washings
- - - D E F  - -

Washing 2 / 5
00:00:00

Set Washing Liq.
A B C - - - G H

Washing 1 / 5
00:00:00

Remove Cartridge
1 2 3 - - - 7 8 A B C - - - G H

Ink Change
Start : ent

MAINTENANCE
Ink Change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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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為不同种類的墨劑時更換為不同种類的墨劑時更換為不同种類的墨劑時更換為不同种類的墨劑時更換為不同种類的墨劑時--[Ink Change]--[Ink Change]--[Ink Change]--[Ink Change]--[Ink Change]

11. 吸入洗淨液后，進入洗淨作業。

12. 洗淨完畢后，將裝在顯示數字的墨盒狹槽里的

洗淨墨盒卸下來。

13. 顯示動作反复進行。

14. 將新類型的墨盒安裝上去。

15. 按凸鍵【▲】【▼】，選中墨劑的類型。

16. 按【ENTER】鍵。

★ 請不要在充填途中打開墨盒座的蓋

子，也不要將墨盒拔出來。

● 沒有安裝墨盒時，顯示沒有安裝墨

盒的墨盒狹槽。

17. 關閉墨盒座的蓋子。

18. 按【ENTER】鍵，開始充填。

充填途中，顯示屏顯示時間。

19. 充填完畢后，變為〈LOCAL〉(本机方式)狀態。

Washing 3 / 5
00:00:00

Remove Washings
− − − 4 5 6 − −

Set Washing Liq.
A B C − − − G H

Washing                             4 / 5
00:00:00

Remove Washings
− − − D E F − −

Washing 5 / 5
00:00:00

Ink Type
Type : Acid

Ink Type
Type : Reac

Cartridge [Reac]
− − − − − − − −  A B C D E F G H

Ink Filling
Start : ent

<< LOCAL >>
            width : 1620mm

Filling
Please Wait

Filling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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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設計數器重設計數器重設計數器重設計數器重設計數器--[Count Reset]--[Count Reset]--[Count Reset]--[Count Reset]--[Count Reset]

將洗淨過濾片、傳送帶刮片組件、粘合劑和吸水滾筒的計數器初始化。

顯示以下的警告信息時，若使用這個菜單進行重設，警告信息就馬上消失。

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 mode〉(維護方式)

狀態。(請參閱 P.5-3)

2. 按1次【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Count Reset](重設

計數器)。

4. 按【ENTER】鍵。

5. 按凸鍵【▲】【▼】，選中需要初始化的項目。

[Washfilter](洗淨濾片)、[Belt Wiper](傳

送帶刮片組件)、 [Adhesive](粘合劑) 、

[Absorb Rlr.](吸水滾筒)。

6. 按【ENTER】鍵。

7. 再次按【ENTER】鍵，將已選擇的項目初始化。

初始化后，恢复顯示[Count Reset](重設計數

器)。

8. 按2次【END】鍵，變為〈LOCAL〉(本机方式)狀

態。

● “Belt wiper”、“Adhesive”和

“Absorb Rlr.”可通過顯示“Counter

  Log(計數記錄)”進行确認。(請參

  閱 P.1-23《顯示本机自身的信息》)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Belt Adhesive
300m To Go

Water Absorption
Check The Roller

Belt Adhesive
Reapply Adhesive

Wash Tank
Chech The Filter

<< LOCAL >>
            width : 1620mm

MAINTENANCE
Count Reset  < ent >

Count Reset
Reset : ent

Counter Reset
Sel : Adhesive

Counter Reset
Sel : Washfilter

MAINTENANCE
Count Reset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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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本机信息顯示本机信息顯示本机信息顯示本机信息顯示本机信息--[Information]--[Information]--[Information]--[Information]--[Information]

本功能顯示本机的固件的版本、ANR組件的版本和系列編號。發生故障時，請將上述的本机

信息通知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所。

操作步驟

1. 將本机置于〈MAINTENANCE mode〉(維護方式)狀

態。(請參閱 P.5-3)

2. 按【ENTER】鍵。

3. 按凸鍵【▲】【▼】，選中[Information](本机

信息)。

4. 按【ENTER】鍵。

5. 選中[Version](版本)后，按【ENTER】鍵。

顯示本机的版本。

● ANR組件的設定已設為[ON]時， ANR

組件的版本也顯示出來。按凸鍵【▲】

【▼】就馬上顯示。

6. 按【END】鍵，返回前面的菜單。

7. 按凸鍵【▲】【▼】，選中[Serial No.](系列

編號)。

8. 按【ENTER】鍵。

系列編號顯示。

9. 按4次【END】鍵，返回〈LOCAL〉(本机方式)狀

態。

FUNCTION
MAINTENANCE    < ENT >

<< LOCAL >>
            width : 1620mm

Serial No.
S / N   ∗ ∗ ∗ ∗ ∗ ∗ ∗ ∗

Information
View            : Serial No.

Information
View : Version

ANRS Ver 1.00

MAIN Ver 1.00
I/F Ver 1.00

Information
View : Version

MAINTENANCE
Information  < ent >

MAINTENANCE
Station   < ent >

Information
View            : Seria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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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66666章章章章章

使用情況异常時使用情況异常時使用情況异常時使用情況异常時使用情況异常時

本章介紹發生异常情況和顯示警告信息時，如何消除故障的方法。

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

怀疑發生故障時 ............................................... 6-2

圖像品質不良時 ............................................... 6-4

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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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使用的接口線是否与本机匹配？

接口線确實連接好了嗎？

顯示屏是否顯示著墨劑用完的提示？

送出松緊棒在上面的位置嗎？

畫布与剝离感測器沒有對齊、有較

大的偏移嗎？

收卷松緊棒在上面的位置嗎？

怀疑發生故障時怀疑發生故障時怀疑發生故障時怀疑發生故障時怀疑發生故障時

在此介紹如何處理那些顯示屏沒有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當您怀疑發生故障時，請再次仔細檢

查。若經檢查處理仍未能恢复正常，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

服務。

電源未接通電源未接通電源未接通電源未接通電源未接通

電源未接通時，常常是因電源線或電腦線纜的連接錯誤引起的。請再次檢查線纜連接是否正确。

不能噴繪時不能噴繪時不能噴繪時不能噴繪時不能噴繪時
不能噴繪的原因，有時是由于數据沒有正确地輸進本机。此外，噴繪功能异常、畫布的安裝方

法有問題、等等，這些都會造成不能噴繪。

用電源線將本机与電源插座連接了嗎？

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

營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否否否否否

是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否

是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否
請使用符合IEEE1394或IEEE1284

的線纜。→P.1-18

請將接口線确切無誤地連接好。

→P.1-18

請換上新的墨盒。

→P.2-54　

請确認是畫布已用完、還是送出

轉動的方向反了。

請重新安裝畫布并檢測畫布的幅寬。

收卷裝置處于“MANUAL”時，請

將它調到“AUTO”的位置。

否否否否否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否

否否否否否

用電源線將本机与電源插座連接了嗎？

請連接電源線。

是是是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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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使用的畫布的前處理方法是否符合當前使

用的墨劑的要求？

您使用的畫布是否有皺折？是否左右兩邊彎

曲了？

當前使用的是粗斜紋布(勞動布)之類的畫布

嗎？

當前使用的畫布的中央部分較左右兩邊的膠

接部分松弛嗎？

當前使用的畫布的左右兩邊的膠接部分是否

松弛？

紙管是否彎曲了？

請使用符合當前使用的墨劑要求的畫布。

請使用沒有皺折、且兩邊也不彎曲的畫布。

勞動布質地太硬，發生傾斜后就不能返回原

來的位置。請避免使用這种布。万一使用

時，請寸步不离地監視噴繪的進行情況。

請使用彎曲棒。

不能使用左右兩邊膠接部分极端松弛的畫布。

安裝畫布時，請使用附屬部件中的紙管支撐

管(→P.2-34)

怀疑發生故障時怀疑發生故障時怀疑發生故障時怀疑發生故障時怀疑發生故障時

畫布傾斜、或有皺折、或有臟污時畫布傾斜、或有皺折、或有臟污時畫布傾斜、或有皺折、或有臟污時畫布傾斜、或有皺折、或有臟污時畫布傾斜、或有皺折、或有臟污時
當畫布傾斜、或有皺折、或有臟污時，可考慮是畫布的安裝方法有問題等原因引起的。

現    象    處  理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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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象   處  理  方  法  備    考

常見于較薄較軟的素材、以及

較薄有彈性的素材。

在粘合部位有縱向的皺折

在粘合部位畫布左右兩邊有皺折

1.將送出松緊棒調緊。

  •減少秤砣。

1. 請确認是否使用了較細較軟的紙管

或彎曲的紙管。⇒請更換紙管。

2. 將送出松緊棒調松一些。

•使用秤砣。

3. 不要使用除皺輥。

在粘合部位畫布左右兩邊

有皺折

常見于膠接部位比中央松弛的

畫布。

主要見于有翹曲的畫布、或局

部松弛、且相對于膠接部分中

央松弛的畫布。

1. 使用彎曲棒。

2. 將送出松緊棒調緊。

   •減少秤砣。

將加壓輥放下來后畫布的

中央發生皺折或松弛

發生白筋

引人注意的飛白

(在打印頭方向上)

1. 減小介質校正值。

2. 請清洗打印頭。→P.2-45

3. 請進行蓋帽座內部的維護作業。→P.3-10

4. 請校正介質。→P.2-46

5. 請將 ANR組件設為“ON”。→P.2-46

6. 噴繪途中和暫停時，請勿触摸傳送帶。

主要見于噴繪時容易卷縮的

畫布。

1. 增大介質校正值。

2. 將送出松緊棒調松一點。

•使用秤砣。

圖像品質不良時圖像品質不良時圖像品質不良時圖像品質不良時圖像品質不良時

下面，說明噴繪品質(圖像品質)發生問題時的處理方法。請結合圖像的症狀進行處理。自行處

理也不能解決時，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發生黑筋

請執行[PrintAdjust]功能。→P.2-39往返噴繪時發生偏移

請執行[PrintAdjust]功能。→P.2-39各色的墨劑沒有重合

請注意畫布的保管狀態( 溫度、濕

度)、噴繪后的畫布保管狀態(溫度、

濕度)。此外，要特別注意晚上無人

看管噴繪時的溫度和濕度，要使溫度

和濕度恆定。

后處理完成后變色 雖然是相同的畫布和相同的前

處理數据，但顯色也會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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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紋本身已經歪斜。要要求前處理的

加工厂家將布紋對齊。

在畫布的左右方向上，有

些地方產生了間隔相异的

條紋。

當圖像為條紋狀且條紋之間有

間隙時，較明顯。

圖像品質不良時圖像品質不良時圖像品質不良時圖像品質不良時圖像品質不良時

  現    象 處  理  方  法  備    考

下圖為條紋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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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填上去的墨盒的顏色与前一次

充填的墨劑的顏色不同。

請确認它的編號被顯示出來的墨

盒的顏色。

已安裝上去的墨盒不是正牌墨盒。

墨盒的IC芯片里發生异常信息。

不能正常地讀取(辨認)墨盒的 IC

芯片。

裝填上去的墨盒的种類与已充填

的墨劑的墨盒的种類不相同。

請使用有IC芯片的正牌墨盒。

請將編號被顯示的墨盒取出來，

然后再重新插進去。若仍然顯示

警告信息，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

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所，聯系

售后服務。

請确認已充填的墨劑的墨盒种

類。

請更換編號被顯示的墨盒。

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

當發生异常情況時，蜂鳴器會鳴響，顯示屏會顯示提示信息。

請根据提示內容作出處理。

警告錯誤警告錯誤警告錯誤警告錯誤警告錯誤
發生了与墨劑有關的錯誤。

       警  告  信  息  原    因  處  理  方  法

墨盒里的墨劑用完了。

請更換它的編號被顯示出來的那

個墨盒。更換后，請關閉墨盒座

的蓋子。

已充填的墨劑用完了。

還可以噴繪一個文件。請盡快更換

它的編號被顯示出來的那個墨盒。

更換后，請關閉墨盒座的蓋子。

已充填墨劑的剩余量變少了。

墨盒還沒裝進墨盒座里。 請安裝它的編號被顯示出來的那

個墨盒。

請更換它的編號被顯示出來的那

個墨盒。

Ink End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G H

Ink Near End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G H

Ink Cartridge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G H

Cartridge InkEnd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G H

Ink Color Error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G H

Ink Type Error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G H

Ink IC Error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G H

Cartridge Error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G H

Unidentified Ink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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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告  信  息  原    因  處  理  方  法

已到了更換蓋帽座里的刮片和清

洁附著在滑塊下面的墨劑的時候

了。

按【REMOTE】鍵，仍然可以噴繪。

但每次接通電源時，都會顯示警

告信息。請盡早換上新的刮片和

清洁滑塊下面的部位。

(請參閱 P.3-16)

請再次重新接通電源。若仍然顯示

錯誤信息，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

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

服務。

1.按【REMOTE】鍵，開始噴繪。

2.重新安裝畫布。(防止畫布松

  弛、請參閱 P.2-21)

墨盒座的蓋子沒有關好。 請將墨盒座的蓋子關好。

正面蓋或蓋帽座的蓋子沒有關好。 請將正面蓋或蓋帽座的蓋子關好。

送出松緊棒的位置的畫布處于松

弛狀態。

打印頭ID還沒有登錄。

墨盒已到使用期限或接近使用期

限。

請确認已裝填的墨盒的使用期限。

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

墨劑的剩余量不足以進行初始充

填。

請重新裝填上有足夠剩余量的墨

盒。

請執行[MAINTENANCE]-[Station]-

[CarriageOut]，清洁刮片軸。

執行[CarriageOut]后，警告信息

就消失。

(請參閱 P.3-14)

已到清洁附著在蓋帽座的刮片軸

上的墨劑的時候了。

收卷松緊棒在最上面的位置已超

過一定時間。

請檢查畫布和收卷送緊棒。或者，

將松緊棒放下來。

烘干器設定在“OFF”時，收卷松

緊棒長時間處在最下面的位置。

請檢查畫布和收卷送緊棒。或者，

將松緊棒提到上面的位置。

Ink Limit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G H

Ink Low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G H

Head
Unregistered ID

Media End
Print [ REMOTE ] Key

Mainte Cover
Close The Cover

Please Close The
Ink Station Door

Wiper
Replace Wiper

Wiper
Clean WiperShaft

Take-Up
Take-Up Limit

Take-Up
Take-Up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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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更換電池的時候了。 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

公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打印頭洗淨盤里的水已快滿了。Belt Wash
Tray Overflow

洗淨液罐的濾片堵塞了，或者，軟

管被垃圾堵塞了。請更換濾片、疏

通軟管的出口。

請將噴繪机周圍的溫度調節到合

適的溫度。
Blower Operable

Temperature

動作可能溫度小于5℃。

已到清洁附著在 Y 主導軌軸上的

污物的時候了。

執行[MAINTENANCE]-[Main

Guide]后，清洁 Y主導軌軸。

執行[CarriageOut]后，警告信

息就消失。(請參閱 P.3-23)

洗滌箱還沒裝上去。

Flushing Box
Empty The Ink

請安裝洗滌箱。(請參閱 P.3-19)

已到清除洗滌箱里的廢墨的時候

了。

Flushing Box
No Flushing Box

請將洗滌箱里的廢墨倒掉。同

時，檢查一下過濾片，若臟污的

話，請清洁干淨。(請參閱 P.3-

19)

收卷松緊棒在最下面的位置已超

過一定時間。

送出松緊棒在最上面的位置已超

過一定時間。

請將送出松緊棒放下來，并檢查

畫布和收卷松緊棒。

打印頭保護感測器檢測到异常情

況。

請檢查壓邊器和畫布的表面情況

(有沒有松弛或翹浮)。

       警  告  信  息  原    因  處  理  方  法

請檢查畫布和收卷送緊棒。或

者，將松緊棒提到上面的位置。
Take-Up

Check Tension

Feeding
Feeding Limit

Head Height
Check HeadHeight

Y Main Guide
Clean Main Guide

REPLACE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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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

洗淨液罐里的水變少了。Wash Tank
Check The Water

請往洗淨液罐里添加水。

已到更換清洗打印頭的洗淨水濾片

的時候了。

請換上新的洗淨水濾片。然后，

執行[MAINTENANCE]-[Count

R e s e t ]，重設洗淨濾片的計數

器。(請參閱 P.5-20)

       警  告  信  息  原    因  處  理  方  法

剝离動作出現异常情況。 請檢查畫布的位置。

1. 畫布的剝离直至打印頭的位置

時：

● 請將加壓輥調到“HIGH”的位

置。

● 降低噴繪密度后，重新噴繪。

● 粘合劑的粘合力已變弱。請重

新涂抹粘合劑。

2. 當畫布直至傳送到下面仍然貼

在傳送帶時，將加壓輥移動到

“LOW”的位置。

3. 采取上述措施后仍然顯示警告

信息時，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

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所，聯

系售后服務。

已到重新涂抹傳送帶的粘合劑的時

候了。

還可使用300m 。已到重新涂抹傳

送帶的粘合劑的時候了。

請重新涂抹粘合劑(請參閱 P.5-

4)。然后，執行[MAINTENANCE]-

[Count Reset]，重設粘合劑的計

數器。(請參閱 P.5-20)

Local mode

Peeling Error
Press [ ENT ] Key

Peeling Error
Check The Media

Wash Tank
Press [ ENT ] Key

Wash Tank
Check The Water

Wash Tank
Check The Filter

Belt Adhesive
300m To Go

Belt Adhesive
Reapply Adhe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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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告  信  息  原    因  處  理  方  法

ANR組件的紅色光源已到更換的時

候了。

仍可繼續使用，但請盡早打電話与

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所

聯系。

ANR組件的回卷馬達已到更換的時

候了。

ANR組件的收卷馬達已到更換的時

候了。

ANR組件的藍色光源已到更換的時

候了。

ANRS檢測介質只剩下很少了。 請准備好新的檢測介質。

ANR組件發現噴嘴噴繪時有“脫線”

現象。

請清洗打印頭。(請參閱《清洗打

印頭》P.2-45)

ANR組件執行校正時，檢測介質還

在ANR組件上，校正不能進行。

請卸下ANRS檢測介質，以便執行

“校正”。

剝离感測器的光量已明顯下降。 需要對剝离感測器進行維護。仍

可繼續使用，但請盡早打電話与

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

所聯系。

沒有ANRS檢測介質。 請安裝新的檢測介質。

ANR檢測到噴嘴有异常情況。 請按【ENTER】鍵，清洗打印頭。

(請參閱 P.2-45)

已到要檢查吸水滾筒臟污情況的

時候了。
請清洁吸水滾筒。(請參閱 P.3-6)

之后，執行[MA I N T E N A N C E ] -

[Count Reset],重設吸水滾筒的

計數器。(請參閱 P.5-20)

ANR Unit
No Check Media

ANR Unit
Head Clean [ENT]

ANR Unit
Media Near End

ANR Unit
Remove Media

ANR Unit
Print Stop

Water Absorption
Check The Roller

Service Call
101

Service Call
102

Service Call
111

Service Call
112

Service Call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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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使使使使
用用用用用
情情情情情
況況況況況
异异异异异
常常常常常
時時時時時

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

錯誤信息錯誤信息錯誤信息錯誤信息錯誤信息

顯示錯誤編號。

顯示錯誤信息時，請關閉電源。稍后，再重新接通電源。

重新接通電源后仍然顯示錯誤信息時，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業所，聯系售

后服務。

       警  告  信  息  原    因  處  理  方  法

控制ROM里有异常情況。 請關閉電源。稍后，再重新接

通電源。若仍然顯示錯誤信息，

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

本公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服

務。

ERROR 01
MAIN ROM

ERROR 11
PARAMETER

接收了超出數值范圍的參數。 請檢查主机電腦的輸出設定。

ERROR 10
COMMAND

ERROR 09
HDC

ERROR 09
FPGA

ERROR 08
LINEAR ENCODER

ERROR 07
TEMP (0000)

ERROR 04
F-ROM

ERROR 03
POWER +35V

ERROR 02
MAIN RAM

接收了非命令數据。

控制基板發生异常情況。

檢測線性編碼器時發生异常情況。

溫度檢測發生异常情況。

參數ROM里有异常情況。

內部電源有异常情況。

控制RAM里有异常情況。

請將接口線攬連接得确切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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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告  信  息  原    因  處  理  方  法

I/F板与主基板的通信發生錯誤。 請關閉電源。稍后，再重新接通

電源。若仍然顯示錯誤信息，請

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

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ERROR 20
I/F BOARD

ERROR 14
COLOR COMMAND

接收了還不能應對的顏色指定數

据。

ERROR 13
RIP LINK

使用了非本公司的RIP。

ERROR 12
MAINTE COMMAND

維護控制命令异常。 請檢查主机電腦的輸出設定。

噴繪机接收了數据且還沒有噴繪

時，進行了改變FUNCTION功能中

的設定的操作。

在操作面板上進行了不當操作。

I/F板初始化時發生异常情況。

主机電腦与I/F板的通信發生“時

間過長”錯誤。

沒有安裝I/F板。

請將已接收的數据全部噴繪完畢

后，或清除了數据后才更改設定。

請操作正确。

請關閉電源。稍后，再重新接通電

源。若仍然顯示錯誤信息，請打電

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

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ERROR 34
DATA REMAIN

ERROR 30
OPERATION

ERROR 24
 I / F INITIAL

ERROR 23
HOST I / F

ERROR 21
I / F NONE

請檢查是否主机電腦發生錯誤、

是否線纜連接錯誤。

請安裝I/F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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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使使使使
用用用用用
情情情情情
況況況況況
异异异异异
常常常常常
時時時時時

收卷裝置發生异常。

n=01 : “感測器故障”的錯誤

送出裝置發生异常。

n=01 : “感測器故障”的錯誤

ERROR 60
TAKE-UP UNIT n

ERROR 61
FEEDING UNIT n

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

X馬達的負荷過大。ERROR 40
MOTOR X

請關閉電源。稍后，再重新接通

電源。

若仍然顯示錯誤信息，請打電話

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

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請關閉電源。稍后，再重新接通

電源。若仍然顯示錯誤信息，請

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

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已安裝的畫布的左右位置不适

當。

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

公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ERROR 51
Y ORIGIN

ERROR 50
MEDIA SENSE

ERROR 46
WIPING

ERROR 45
CAPPING

ERROR 43
Y OVER CURRENT

ERROR 42
X OVER CURRENT

ERROR 41
MOTOR Y

原點檢測不到。

不能檢測畫布的幅寬。

刮片裝置發生异常。

打印頭蓋帽控制發生异常。

檢測到Y馬達的過大電流。

檢測到X馬達的過大電流。

Y馬達的負荷過大。

       警  告  信  息  原    因  處  理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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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110
ANRU LED  ∗

ANR組件的 LED光量异常。

n=R:紅色、n=B:藍色

ERROR 111
ANRU ROM  n

ANR組件的 F-ROM發生錯誤。

n=內容信號

ERROR 112
ANRU RAM  n

ANR組件的 S-RAM發生錯誤。

n=內容信號

ERROR 113
ANRU PARAM  n

ANR 組件的參數發生异常。

n= 內容編號

ERROR 115
ANRU Z ORIGIN

不能執行檢測ANR組件的Z原點。

ERROR 116
ANRU I / F  00H

ANR組件發生I/F錯誤。

ERROR 117
ANRU FPGA

ANR組件發生FPGA錯誤。

ERROR 118
ANRU SHADING

ANR組件的校正數据有异常。

■ 按【ENTER】鍵，使ANR組件功

能無效，返回本机方式的畫面。

ANR變為無效后，在噴繪時ANR組

件不工作。

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

公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 按【END】鍵后，若ANR組件不

變為無效，錯誤信息保持顯示，

并自動關閉電源。

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

公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請關閉電源。稍后，再重新接通

電源。若仍然顯示錯誤信息，請

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

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警  告  信  息  原    因  處  理  方  法

■ 按【ENTER】鍵，使ANR組件功

能無效，返回本机方式的畫面。

ANR變為無效后，在噴繪時ANR組

件不工作。

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

公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 按【END】鍵后，若ANR組件不

變為無效，錯誤信息保持顯示，

并自動關閉電源。

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

公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Disable ANR Unit

Yes [ENT]         No [END]

Disable ANR Unit

Yes [ENT]         No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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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使使使使
用用用用用
情情情情情
況況況況況
异异异异异
常常常常常
時時時時時

       警  告  信  息  原    因  處  理  方  法

傳送帶洗淨刷初始化時發生錯誤。

傳送帶編碼器發生控制异常。

請關閉電源。稍后，再重新接通

電源。

若仍然顯示錯誤信息，請打電話

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

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ERROR 131

BELT ENCODER

ERROR 132
BELT WASH BRUSH

檢測傳送帶原點時，發生控制异常。ERROR 130
BELT ORIGIN

顯示屏顯示警告信息的故障

剝离感測器的光量發生异常。ERROR 133
PEELING SENS 00

ERROR 140
MID TANK   (nnH)

中間罐感測器發生异常。

(nn：中間罐的編號)

請打電話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

公司的營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ERROR 141
INK SENSOR BOARD

墨劑感測器基板發生异常及連接

不良。本机發生系統故障。

請關閉電源。稍后，再重新接通

電源。

若仍然顯示錯誤信息，請打電話

到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的營

業所，聯系售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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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錄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在附錄里，介紹本机的各种規格和部件、以及功能菜單的构造。

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本章的內容

基本規格 .................................................. 附錄-2

墨劑規格 .................................................. 附錄-4

另售品的介紹 .............................................. 附錄-5

關于警告標志 .............................................. 附錄-6

功能流程圖 ................................................ 附錄-7



附錄-2

           項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目 Tx3-1600Tx3-1600Tx3-1600Tx3-1600Tx3-1600

打印頭 方式 墨滴按需壓電打印頭

規格 8個打印頭(4×2列、交錯排列)

噴嘴构成 各色360個噴嘴

噴繪分辨率 360, 540, 720, dpi

噴繪方式 360×360 dpi : 2/4/8 pass, 雙向/單向

360×540 dpi : 3/6/12 pass, 雙向/單向

360×720 dpi : 4/8/16 pass, 雙向/單向

720×720 dpi : 4/8/16 pass, 雙向/單向

可以使用的墨劑 酸性染料墨劑 顏色(灰、黑、青、品紅、黃、淺青、淺品紅、藍、紅)

反應染料墨劑 顏色(灰、黑、青、品紅、黃、淺青、淺品紅、藍、橙、紅、金黃色)

墨盒搭配 ＜每色2個墨盒＞

8色噴繪專用酸性染料墨劑

8色噴繪專用反應染料墨劑

墨劑供應 墨盒通過軟管供應

具有顯示墨劑剩余量的功能

具有檢測墨劑用完的功能

墨盒(墨袋)更換方式

墨劑容量 各色(220 cc ± 10 cc)×2 墨盒

各色(1000 cc ± 30 cc)×2 墨袋

可以使用的畫布 無以下問題的畫布：

‧ 卷曲和皺折

‧ 燃點較低(使用干燥組件時)

最大噴繪范圍 幅寬:1620 mm

卷筒畫布尺寸 厚度 小于 7.0 mm

卷筒外徑 小于φ270 mm

卷筒重量 卷筒重量

紙管內徑 大于2英寸

噴繪面 內/外 均可

卷尾處理 用膠布固定在紙管(弱粘合即可)

邊界寬度 左右 10 mm ± 0.5 mm

前后 前 : 約2400mm (安裝收卷裝置時)

后 : 約800mm/約2800mm (卸下送出紙管后)

基本規格基本規格基本規格基本規格基本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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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錄

項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目 Tx3-1600Tx3-1600Tx3-1600Tx3-1600Tx3-1600

距离精度 絕對精度  ± 0.5 mm 或指定距離的± 0.3 %的較大值

再現性  ± 0.5 mm 或指定距離的± 0.3 %的較大值

直角度  ± 0.5 mm /1000 mm

打印頭高度的調整  可在离台板面 1.3 mm ∼ 10 mm范圍里調節。

切斷畫布  無切刀功能

排紙  捲筒收捲裝置標準

廢墨罐  標准配置廢墨軟管和廢墨罐

接口  IEEE1394, IEEE1284

命令  MRL-1F (ESC/PV.1 base) 御牧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創命令

安全規格  VCCI ClassA, FCC ClassA, CEmarking (EMC命令、低電壓命令),

 Cbreport、UL60950

電源規格 主体  AC100 V - 240 V ± 10 % (Auto voltage)

 50/60 Hz ± 1 Hz

加熱干燥器  AC100 V - 120 V ± 10 %  兩者均為：50/60Hz ±1Hz

 AC200 V - 240 V ± 10 %

抽吸机  AC100 V - 120 V ± 10 %  兩者均為：50/60Hz ±1Hz

 AC200 V - 240 V ± 10 %

消耗電力 主体  小于 800 W

加熱干燥器  小于 1500 W

抽吸机  小于 600 W

設置環境 使用環境溫度  15℃ ∼ 30℃

相對濕度  35 ∼ 65 %Rh (無結露)

精确度保証溫度  18℃ ∼ 25℃

溫度勾配  小于 ± 10 ℃/h

粉塵  与辦公室相同

重量 總重量  小于650Kg

外形尺寸 長度  3250 mm

寬度  1550 mm

高度  1400 mm

基本規格基本規格基本規格基本規格基本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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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劑規格墨劑規格墨劑規格墨劑規格墨劑規格

項  目 規  格

形態 專用墨盒 220cc 1000cc

顏色(酸性染料墨劑) 黑色 SPC-0355K SPC-0392K

青色 SPC-0355C SPC-0392C

品紅色 SPC-0355M SPC-0392M

黃色 SPC-0355Y SPC-0392Y

淺青色 SPC-0355LC SPC-0392LC

淺品紅色 SPC-0355LM SPC-0392LM

灰色 SPC-0355GR SPC-0392GR

藍色 SPC-0355BL SPC-0392BL

紅色 SPC-0355R SPC-0392R

顏色(反應染料墨劑) 黑色 SPC-0357K SPC-0393K

青色 SPC-0357C SPC-0393C

品紅色 SPC-0357M SPC-0393M

黃色 SPC-0357Y SPC-0393Y

淺青色 SPC-0357LC SPC-0393LC

淺品紅色 SPC-0357LM SPC-0393LM

灰色 SPC-0357GR SPC-0393GR

藍色 SPC-0357BL SPC-0393BL

橙色 SPC-0357OR SPC-0393OR

紅色 SPC-0357R SPC-0393R

金黃色 SPC-0357GY SPC-0393GY

墨劑容量 1000cc或220cc墨盒

有效期間 記載在墨盒

開封后6個月以內、或墨盒記載的有效期內

保管溫度 保管時 -30℃ ∼ 40℃ (40℃時１個月以內)

運輸時 -30℃ ∼ 60℃ (60℃時120小時以內、40℃時１個月以內)

★ 在-4℃以下的環境長時間放置時，墨劑會凍結。請保存在不發生凍結的低

溫環境里。万一已發生凍結，請將墨盒放在室溫(25℃)環境3個小時以上，

解凍后才使用。

★ 請不要更換墨盒里的墨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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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錄

另售品的介紹另售品的介紹另售品的介紹另售品的介紹另售品的介紹

名稱 型號 數量/容量 內容

擦拭布 BEMCOT M-3 100張

棉棒 棉棒6”木芯S 10支

酸性燃料墨劑 SPC-0392G 1公升 (G=色) 帶噴口托
SPC-0355G 220cc

反應燃料墨劑 SPC-0393G 1公升 (G=色) 帶噴口托
SPC-0357G 220cc

傳送帶刮片組件 SPC-0412 1套

吸水滾筒 SPC-0413 6個

檢測介質 SPC-0383 100m/卷 ANR組件使用

清洁打印頭刮片 SPA-0105 4個

洗淨液瓶 SPC-0137 1套 日常維護時使用

打印頭洗淨液盒 SPC-0259 220cc 墨盒

洗滌箱 SPC-0390 1個

抽吸机過濾器 SPC-0391 1個 用于過濾洗滌箱墨霧的抽吸机過濾器

墨霧過濾片 SPC-0419 4張 墨霧過濾片

維護油 SPC-0364 100cc 用于 Y主導軌

粘合劑 SPC-0397 1公升 Polixresin SX

SPC-0398 4公升 Polixresin SX

SPC-0399 18公升 Polixresin 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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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警告標志關于警告標志關于警告標志關于警告標志關于警告標志

本机的主体上貼有警告標志，請充分理解警告標志的內容。

當警告標志臟污或脫落而不能閱讀時，請与銷售本机的商店或本公司營業所聯系，購買新的警

告標志。

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

背面背面背面背面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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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ING CLEANING CLEANING CLEANING CLEANING 鍵：鍵：鍵：鍵：鍵：

^  ,  v

<  ,  >

功能流程圖功能流程圖功能流程圖功能流程圖功能流程圖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鍵：鍵：鍵：鍵：鍵： FUNCTION

SETUP
Select :TYPE1

TYPE∗
PrintMode <ent>

TYPE∗
Quality : STD

TYPE1 to 4

FUNCTION ENTER ENTER

ENTER

 :STD, FINE, HIGHspd

<< LOCAL >>
width:1620mm

FUNCTION
SETUP <ENT>

TYPE∗
Media Comp. <ent>

TYPE∗
Print : Y=∗∗∗∗

ENTER ∗∗ Printing ∗∗
Please Wait

TYPE∗
Adjust = 0

ENTER ENTER

:1 to 9

TYPE∗
Ink Layers <ent>

TYPE∗
Ink Layers = 1

ENTER

 :-500 to 500

TYPE∗
Direction : UNI-D

 :UNI-D, BI-D

ENTER TYPE∗
Extend : OFF

 :OFF,360->720

ENTER

<<LOCAL>>
X=xxxx Y=xxxx

Origin Setup
 X=xxxx Y=xxxx

<<LOCAL>>
width:1620mm

Cleaning
Select :12563478

Cleaning
Type :Normal

Cleaning
Please Wait

Normal, Soft, Strong

ENTER

原點設定的方法原點設定的方法原點設定的方法原點設定的方法原點設定的方法 CLEANING

CLEANING ENTER ENTER

<<LOCAL>>
width:1620mm

DATA CLEAR
<ENT>

∗∗ CLEAR ∗∗

<<LOCAL>>
width:1620mm

TEST PRINT
<ENT>

∗∗PRINT∗∗
TEST ENTER

TEST TEST TEST TEST TEST 鍵：鍵：鍵：鍵：鍵： TEST

DATA CLEAR DATA CLEAR DATA CLEAR DATA CLEAR DATA CLEAR 鍵：鍵：鍵：鍵：鍵：

DATA
CLEAR

TEST

DATA
CLEAR

<<LOCAL>>
X=xxxx Y=xxxx

Ink Level
 3231789745990253

Media
Remains :100.00m

Media
Width :∗∗∗∗mm

Head Height
∗.∗mm

ENTER

<REMOTE>
X=xxxx Y=xxxx

ENTERENTERENTER

指南的顯示方法指南的顯示方法指南的顯示方法指南的顯示方法指南的顯示方法

Ink Type
Type :Acid

Ver1.00 MRL-lF
Ver1.00 ANRS

ENTER

ENTER
ANR Check Media

Check UpTo :∗∗∗∗m

ENTER

Counter Log
Display [v] Key

Error Info
Display [v] Key

ENTER

ENTER

MEDIA SET
ROLL< >LEAF

安裝介質時：安裝介質時：安裝介質時：安裝介質時：安裝介質時：

^  ,  v

<  ,  >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ENTER

ENTER

下頁續 下頁續

ANRANRANRANRANR組件有效時組件有效時組件有效時組件有效時組件有效時

DATA
CLEAR

Feeding Dev. OFF
Take-Up Dev. OFF

Spiral Rlr. OFF

MEDIA SET
Capacity = 110m ∗∗ MEDIA ∗∗

X:∗∗∗∗ Y:∗∗∗∗

<<LOCAL>>
width:1620mm

<

>

Detecting Media
Please Wait

Origin Setup
∗∗∗∗ Origin ∗∗∗∗

TYPE∗
Media Comp. :HOST

TYPE∗
Priority <ent>

:HOST, PLOT

TYPE∗
PrintMode :HOST

ENTER ENTER

TYPE∗
Heater :HOST ENTERENTER

TYPE∗
Belt Wash :HOST

TYPE∗
ANRS :HOST

ENTER TYPE∗
Refresh :HOST

TYPE∗
Ink Layers :HOST

ENTER

:HOST, PLOT :HOST, PLOT :HOST, PLOT

:HOST, PLOT:HOST, PLOT:HOST, PLOT

ENTER

SET UP <TYPE1>
Display [v] Key

FUNCTION  , ^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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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Refresh <ent>

ENTER

下頁續
TYPE∗
SetupReset <ent>

TYPE∗
Reset : ent

ENTER

:Level 0 to 3

TYPE∗
Belt Wash <ent>

ENTER
TYPE∗
Belt Wash :OFF

:ON, OFF

FUNCTION
SETUP <ENT>

TYPE∗
HeaterTemp :OFF

TYPE∗
Heater <ent>

ENTER

OFF,LOW,MID,HIGH

TYPE∗
ANRS Setup <ent>

TYPE∗
Dot Check : ON

ENTER TYPE∗
Interval =2.0m

ENTER TYPE∗
Check NG :Cont

ENTER

TYPE∗
Adjoining NG = 0

ENTER
ENTER

TYPE∗
Cleaning :Normal

:Auto, Cont, StopON,OFF

:ON, OFF

TYPE∗
Spiral Rlr <ent>

TYPE∗
Spiral Rlr :ON

ENTER

:ON, OFF

TYPE∗
Take-Up Dev <ent>

TYPE∗
Take-Up Dev :ON

ENTER

:ON, OFF

TYPE∗
Feeding Dev <ent>

TYPE∗
Feeding Dev :ON

ENTER

:ON, OFF

TYPE∗
AutoClean <ent>

TYPE∗
AutoClean :OFF

ENTER

TYPE∗
mm/inch <ent>

TYPE∗
mm/inch :mm

ENTER

:mm, inch

TYPE∗
Refresh : Level1

TYPE∗
Margin <ent>

TYPE∗
RightMargin : 0mm

-9 to 95mm

TYPE∗
LeftMargin : 0mm

ENTER ENTER

-9 to 95mm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續上頁 續上頁

TYPE∗
MissShot :Level0

:0, 1, 2
TYPE∗
MediaEnd :Cont

:Cont, Stop, 1File

ENTER

:0.1 to 10
:0 to 3

TYPE∗
ANRS Ctrl <ent>

ENTER ENTER ENTERTYPE∗
Total NG = 0

:0 to 255 :0 to 99

TYPE∗
Retry Count = 0

Normal, Soft, Strong

[CheckNG] 設定為
[AUTO] 時

TYPE∗
Counter Limit <ent>

TYPE∗
Sel : Adhesive

0 to 30000mm

TYPE∗
SetLimit =0m

ENTER ENTER

粘合劑、吸水滾筒
FUNCTION  , ^  ,  v

TYPE∗
MissShot NG : 0

:0 to 255

ENTER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鍵：鍵：鍵：鍵：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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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MAINTENANCE<ENT>

ENTER

MAINTENANCE
PrintAdjust <ent>

ENTER ENTER ∗∗ Printing ∗∗
Please Wait

PrintAdjust
Print : ent

MAINTENANCE
List <ent>

ENTER

PrintAdjust
Pattern1 =0.0

MAINTENANCE
Use Head <ent>

ENTER Use Head
HeadLine : ALL

:ALL, FRONT, REAR

MAINTENANCE
Data Dump <ent>

ENTER
Data Dump

List
Print : ent

∗∗ Printing ∗∗
Please Wait

MAINTENANCE
Head Height <ent>

ENTER Head Height
CarriageOut : ent

ENTER ENTERHead Height
Completed : ent

Initialize
∗∗∗∗∗∗∗∗−−−−−−−−

MAINTENANCE
Belt Clean <ent>

Lower The Feed
Tension Bar

ENTER
Remove Media

Press [ENT] Key

ENTER

Belt Clean
Type :Cleaning

ENTER

Belt Clean
BeltRotation = 1

Belt Clean
RotationCnt 0.9

ENTER ENTER

:Cleaning, Drying

ANR Unit Maint.
Sel :Remains Set

ANR Unit Maint.
Remains =100m

ENTER

ENTER

MAINTENANCE
ANR Unit <ent>

ENTER
ANR Unit Maint.
Sel :Media Set

ANR Unit Maint.
Completed : ent

ANR Unit Maint.
Remains =100m

MAINTENANCE
Main Guide <ent>

ENTER Main Guide Maint
CarriageOut : ent

ENTER ENTER
Main Guide Maint
Completed : ent

MAINTENANCE
Station <ent>

ENTER ENTER Station Maint
Completed : ent

MAINTENANCE
Belt <ent>

Lower The Feed
Tension Bar

ENTER Remove Media
Press [ENT] Key

ENTER

Move PressRoller
Press [ENT] Key

ENTER

Stop [END] Key
Speed =10mm/s

ENTER

ENTER

MAINTENANCE
Carriage <ent>

ENTER ENTER Carriage Maint
Completed : ent

Carriage Maint
CarriageOut : ent

ENTERStation Maint
Sel :CarriageOut

Initialize
∗∗∗∗∗∗∗∗−−−−−−−−

:CarriageOut, WiperExchng, FlushingBox

ENTER Initialize
∗∗∗∗∗∗∗∗−−−−−−−−

Belt Maintenance
Start : ent

Adhesive Counter
Reset :ent

END

Initialize
∗∗∗∗∗∗∗∗−−−−−−−−

ENTER ENTER

∗∗ Initialize ∗∗
∗∗∗∗∗∗∗∗−−−−−−−−

FUNCTION  , ^  ,  v

^  ,  v

^  ,  v

^  ,  v

^  ,  v

^  ,  v

^  ,  v

^  ,  v

^  ,  v

^  ,  v

^  ,  v

^  ,  v

ENTER

下頁續 下頁續

續上頁

^  ,  v :-15.0 to +15.0

ENTER :圖樣1∼7

介質長度

介質長度

有介質時

有介質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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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DISPLAY <ENT>

DISPLAY
ENGLISH <ent>

:ENGLISH,JAPANESE, PORTUGUESE,

ITALIANO, ESPANOL, FRANCAIS ,DEUTSCH

ENTER

FUNCTION
MEDIA SET <ENT>

MEDIA SET
Media :RESET

ENTER

Information
View :Serial No.

Serial No.
S/N ∗∗∗∗∗∗∗

ENTER

: ON/OFF

: 選擇打印頭

MAINTENANCE
Ink Filling <ent>

ENTER ENTER Filling
Please Wait

Ink Filling
Select :12345678

MAINTENANCE
Count Reset <ent>

Count Reset
Sel :Wash Filter

ENTER Count Reset
Reset :ent

ENTER

Filling
00:00:00

ENTER
MAINTENANCE
Information <ent>

ENTER

Information
View :Version

MAIN Ver1.00
I/F Ver1.00

ANRS Ver1.00

: 洗淨過濾片、傳送帶刮片、
 粘合劑、吸水滾筒

Ink Type
Type :Reac

Cartridge [Reac]
--------ABCDEFGH

ENTER

Ink Filling
Start :ent

MAINTENANCE
Ink Change <ent>

ENTER ENTER Remove Cartridge
123----78ABC---GH

Ink Change
Start :ent

ENTERWashing 1/5
00:00:00

Set Washing Liq.
ABC---GH

ENTER

Set Washing Liq.
123----78

Remove Washings
---DEF--

Washing 2/5
00:00:00

Washing 3/5
00:00:00

Remove Washings
---456--

ENTER

ENTER

Set Washing Liq.
ABC---GH

Washing 4/5
00:00:00

Remove Washings
---DEF--

Washing 5/5
00:00:00

Filling
Please Wait

^  ,  v

^  ,  v

^  ,  v

^  ,  v

^  ,  v

<  ,  >

FUNCTION  , ^  ,  v

FUNCTION  , ^  ,  v

續上頁 續上頁

:Acid, Reac

^  ,  v

^  ,  v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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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布 ...................................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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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 .................................... vii

蓋鏈 ...................................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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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筋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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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 ............................. 6-3

臟污 ............................. 6-3

皺折 ............................. 6-3

出現一點點污痕時 ................. 3-5

粘合力變弱時 ..................... 5-4

安裝 ............................. 2-5



索引-3

索索索索索

引引引引引

安裝之前 ........................ 2-35

安裝新畫布時 .................... 2-23

烘干器 .................................. 1-6

蓋 ...................... v, 1-6, 2-17

溫度調整 ........................ 4-20

表面溫度 ........................ 4-20

畫布表面的毛長 .......................... 4-7

畫布剝离不順利時 ....................... 2-53

畫布的尺寸 ............................. 1-30

畫布向后退 ............................. 1-16

怀疑發生故障時 .......................... 6-2

JJJJJ

基本規格 ............................ 附彔 -2

激光感測器 ............................. viii

計數器 ................................. 5-20

初始化 .......................... 5-20

計數限度 ............................... 4-12

加壓輥 ...................... 1-7, 1-12, 2-10

調整位置 ........................ 2-26

加壓的擋數 ...................... 2-26

鍵的表記 .............................. xviii

膠接處理的部位 ......................... 2-28

“節”的重裝和調整 ...................... 2-30

接口線的連接 ........................... 1-18

接收干扰 ................................. ii

警告 .............................. vii, viii

警告錯誤 ................................ 6-6

敬請注意 .................................. i

酒精 .................................... 5-4

卷筒布 ...................... viii, 1-30, 2-5

剩余量 .......................... 2-19

紙管 ............................. 2-6

卷筒架螺絲 ....................... 2-6

安裝 ............................. 2-5

卷筒架 ....................... 1-6, 2-5, 2-34

KKKKK

可以使用的畫布 ......................... 1-30

空白 ................................... 4-10

空紙管 ............................ 1-4, 2-17

安裝 ............................ 2-17

LLLLL

類型 .................................... 4-4

選擇 ............................. 4-4

更改 ............................. 4-4

連接線纜 ............................... 1-18

另售品的介紹 ........................ 附彔 -5

六角扳手 ................................ 1-4

MMMMM

棉棒 .............................. 1-5, 3-18

棉紗

支數 ............................ 2-47

面板 .................................... 4-8

墨袋 ................................... 1-28

墨盒

1公升墨盒....................... 1-25

220cc墨盒....................... 1-25

關于墨盒 ........................ 1-25

關于墨盒IC芯片 ................. 1-26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viii

裝填 ............................ 1-29

墨盒蓋 ................................. 1-10

墨盒适配器 ............................. 1-28

墨盒座 .................................. 1-6

墨劑

剩余量 .......................... 2-54

量 ............................... 4-5

各色的墨劑沒有重合 ............... 6-4

墨劑剩余量變少時 ................ 2-54

更換不同种類的墨劑時 ............ 5-18

索引索引索引索引索引



索引-4

規格 ......................... 附彔 -4

關于墨劑類型(Ink Type)的表示 .... 1-27

檢查噴墨狀況 .............. 2-43, 2-45

關于墨劑的种類 .................. 1-26

初次充填 .................. 1-28, 1-29

滲透不佳時 ....................... 4-7

清除墨劑(打印頭)的堵塞 .......... 4-11

墨滴落點 ........................ 2-39

各种墨劑的特性 .................. 1-26

酸性染料墨劑 .................... 1-26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1-27, 1-27

噴墨干固得慢 .................... 4-20

墨劑充填 ............................... 5-17

墨劑類型 ............................... 1-27

墨劑透過畫布 ........................... 2-51

墨霧抽吸過濾器 .......................... 3-9

墨劑過濾片 .............................. 1-7

NNNNN

粘合劑 .................1-4, 1-12, 5-4, 5-20

重新涂抹 ................... 4-12, 5-4

涂抹方法 ......................... 5-9

剝除 ............................. 5-4

粘合力 .................................. 5-4

濃度 .................................... 4-5

PPPPP

判斷“偏移”............................ 4-23

噴繪

完成后 .......................... 2-50

原點 ............................ 2-42

不能噴繪 ......................... 6-2

點 ........................ 2-37, 2-38

往返墨路 ........................ 2-39

不良 ............................ 2-45

開始噴繪 ........................ 2-49

停止噴繪 ........................ 2-50

噴繪中校正送出量 ................ 2-47

圖像品質 ......................... 4-5

精細 ............................. 4-5

高速 ............................. 4-5

噴繪不佳時 ......................... 6-4, 6-5

噴繪范圍的指定方法 ..................... 2-41

噴繪方式的設定方法 ...................... 4-5

噴繪方向 ................................ 4-5

噴繪條件的登錄方法 ...................... 4-4

噴繪圖像數据 ........................... 2-49

噴繪原點的設定方法 ..................... 2-42

噴嘴檢測 ............................... 4-23

噴嘴面 ................................. 3-18

QQQQQ

其它的安裝設定問題 ............... 2-51, 2-53

前言 .................................... iii

切換您想使用的打印頭 ................... 5-16

清洁

洗滌箱 .......................... 3-19

抽吸机過濾器 .................... 3-21

Y主導軌 ......................... 3-23

功能 ............................ 2-45

字車下面 ........................ 3-18

吸水滾筒 ......................... 3-6

洗淨水過濾片 ..................... 3-4

刮片 ............................ 3-11

刮片軸 .......................... 3-14

打印頭 .................... 2-45, 4-23

傳送帶 .................... 3-28, 3-29

清晰度擴大 .............................. 4-5

清洗傳送帶 ............................. 2-51

設為有效 ........................ 4-19

一邊噴繪 ......................... 3-5

RRRRR

日常維護 ................................ 3-2

注意事項 ......................... 3-2

關于維護的操作 ................... 5-2

外表維護 ......................... 3-2



索引-5

索索索索索

引引引引引

清除附著在滑塊下面的墨劑 ......... 3-2

長期不噴繪時 ..................... 3-2

日語顯示方法 ........................... 1-22

SSSSS

設定

項目 ............................ 1-17

打印設定狀態 .................... 5-14

优先順序 ......................... 4-8

設定標准時間 ........................... 4-12

設定一覽表 ............................. 5-14

滲透性 .................................. 4-7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xi

使用說明書 .............................. 1-5

關于使用說明書 ................... iii

收卷裝置 .................... 1-6, 2-18, 2-24

使用 ............................ 4-17

手泵 ............................... 1-4, 3-3

售后服務電話 ............................ 6-4

數据

擴大 ............................. 4-5

命令 ............................ 5-15

類型 ............................ 5-15

刷子滾筒 ................................ 1-8

雙向 .................................... 4-5

水平腳 .................................. 1-3

水平腳 .................................. 1-3

死區 ................................... 2-41

設定 ............................ 4-10

變更 ............................ 2-41

左空白 .......................... 4-10

右空白 .............. 4-10, 4-12, 4-13

松緊棒 .................................. 2-7

秤砣 ............................. 1-4

收卷 ............................. 1-6

送出 ........................ 1-7, 2-7

調整秤砣 ................. 2-27

送出裝置 ..................... 1-7, 2-7, 2-24

設為“有效”..................... 4-16

送紙方向 ............................... 2-41

酸性染料墨劑

.............. iv, 1-25, 1-26, 1-28, 附彔 -4

TTTTT

凸鍵 ................................... 1-15

功能 ............................ 1-16

凸鍵方式 ............................... 1-16

圖樣 ................................... 2-40

校正值 .................... 2-40, 2-40

退避位置 ............................... 2-29

加壓輥 .......................... 2-26

彎曲棒 .......................... 2-29

WWWWW

彎曲 .............................. 2-7, 2-28

調整角度 ........................ 2-28

使用 ............................ 2-29

往返噴繪時發生偏移 ...................... 6-4

維護 .................................... 5-2

關于維護 ......................... 5-2

維護之前 ......................... 5-3

維護油 ............................ 1-5, 3-23

位置偏移 ............................... 4-24

無邊噴繪 ............................... 2-25

XXXXX

吸水滾筒

..... 1-8, 2-51, 2-55, 4-12, 3-5, 3-6, 5-20

洗滌箱 ........................... 1-10, 3-19

濾片 ............................ 3-20

洗淨水罐的清洗 .......................... 3-3

洗淨液罐組件 ............................ 1-8

       過濾片 ..................... 3-4, 5-20

索引索引索引索引索引



索引-6

更換洗淨水罐的水 ................. 3-3

洗淨液墨盒 ............................. 5-18

顯示本机自身的信息 ..................... 1-23

顯示單位 ......................... 4-12, 4-14

顯示燈 .................................. 1-6

顯示屏 .......................... xviii, 1-15

表記 ........................... xviii

顯示語言

設定 ............................. 4-3

限制收卷 ............................... 2-16

向內卷 .................................. 2-7

向外卷 .................................. 2-7

橡膠面 ................................. 3-13

消除松弛 ............................... 2-28

校正墨點 ............................... 2-39

校正送出量

噴繪中 .......................... 2-47

按畫布的种類 .................... 2-46

信息 .................................... 6-6

循環方式 .......................... 2-51, 3-3

YYYYY

壓邊器 .............................. v, 1-13

使用壓邊器 ...................... 2-25

遙控方式 ............................... 1-16

移動方法 ................................ 1-3

优先順序 ................................ 4-8

有机溶劑作業專用口罩 ............... 5-4, 5-9

有效噴繪區 ............................. 2-41

ZZZZZ

折返棒 .................................. 2-8

止動件 .................................. 2-7

送出松緊棒用 ................ 1-8, 2-7

收卷松緊棒用 ............... 1-6, 2-15

紙管支撐管 ........................ 1-4, 2-34

重疊噴繪 ................................ 4-7

重新設定 ............................... 4-26

按各個類型 ...................... 4-26

出厂時的設定數值 ................ 4-26

肘臂切換 ................................. iv

皺折、翹曲 .............................. 6-4

主机 .................................... 4-8

主体 .................................... 1-4

裝布板 ............................ 1-4, 2-16

裝布棒 ............................ 1-4, 2-15

字車 ................................... 1-11

字車下面的清洁 .................. 3-18

自動清洗 ............................... 4-15

自來水管直接連接 ....................... 2-51

以下按英語字母順序以下按英語字母順序以下按英語字母順序以下按英語字母順序以下按英語字母順序

AAAAA

Acid ................................... 1-26

ALL .................................... 5-16

ANR組件 ......... iv, 1-10, 1-14, 3-24, 4-23

使用 ............................ 4-21

ANRS 檢測介質 ..................... 1-5, 1-14

更換 ................ 3-24, 3-25, 3-27

AutoClean .............................. 4-15

BBBBB

BOOT .............................. 1-20, 2-3

CCCCC

CarriageOut ............................ 3-14

CD-ROM ................................. 1-21

CLEANING ............................... 1-15

Count Limit ............................ 4-12



索引-7

索索索索索

引引引引引

DDDDD

DATA CLEAR ............................. 1-15

EEEEE

END .................................... 1-15

ENTER .................................. 1-15

FFFFF

FRONT .................................. 5-16

FUNCTION ............................... 1-15

HHHHH

Head Height ............................ 2-35

HEX 代碼 ............................... 5-15

IIIII

IC 芯片 ................................ 1-26

IEEE1394

安裝輸出驅動器 .................. 1-21

LLLLL

LOCAL .................................. 1-16

MMMMM

Media Comp. ............................ 2-46

[mm/inch] .............................. 4-14

PPPPP

Peeling Error .......................... 2-33

索引索引索引索引索引

POWER 燈 ............................... 1-15

RRRRR

Reac ................................... 1-26

REAR ................................... 5-16

REMOTE ................................. 1-15

TTTTT

TEST ................................... 1-15

TxLink & 1394 輸出驅動程序 .............. 1-5

TxLink V3 .............................. 1-21

VVVVV

VCCI ..................................... ii

YYYYY

Y 主導軌 ............................... 1-12

清洗 ............................ 3-23



D201196-1.00-31032005





Printed in Japan

© MIMAKI ENGINEERING CO.,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