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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力码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LABEL&MARK INDUSTRIES COMPANY
第一章 前言

欢迎使用 LK-300 标识打印机！本手册描述了 LK-300的特性，以及如何操作和使

用中的注意事项。为了保证您充分理解 LK-300的特性以便您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好它，

请一定在使用本机器之前仔细阅读本手册。请在阅读后妥善保存本手册以便今后作为

参考。

【声明】

1、“力码”和“L-MARK”为北京力码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2、本手册内容未经同意不得随意更改，本公司保留在技术、零部件、软件和硬件上变

更产品的权利。用户如果需要与产品有关的进一步信息，可与 L-MARK 或经销商联

系。

3、未经 L-MARK 的书面许可，本手册的任何章节不得以任何形式、通过任何手段进行

复制或传送。

4、本公司将不对您未按本手册要求操作而引起的任何后果负责。

5、所引用的其他公司的标记或商标均为其他公司所有。

6、本手册内容如有任何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7、想了解任何有关本机或本公司的相关信息均可访问 www.lmark.net

【安全须知】

在操作使用打印机之前，请仔细阅读下面的注意事项：

1.安全警告

警告：打印头为发热部件，打印过程中和打印刚结束不要触摸打印头以

及周边部件。

警告：不要触摸打印头表面和连接插件，以免因静电损坏打印头。

警告：本机装有切刀，使用时切勿将手指靠近切刀处，处理切刀时请小

心避免受到伤害。

http://www.lmar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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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事项

1） 打印机应安装在一个平整、稳固的地方。

2） 不要在高温，湿度大以及污染严重的地方使用和保存打印机。另外，还应该

避免阳光、强光和热源的直射。

3） 避免将打印机放在有振动和冲击的地方。

4） 不允许潮湿的空气在打印机的表面结露，如果已经形成，在露水消失之前不

要打开打印机的电源。

5） 将打印机的电源适配器连接到一个适当的接地插座上。避免与大型电机或其

它能够导致电源电压波动的设备使用同一插座。

6）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打印机，请断开打印机电源。

7） 避免水或导电的物质（例如：金属）进入打印机内部，一旦发生，应立即关

闭电源。

8） 打印机不得在无打印材料的状态下打印，否则将严重损害打印胶辊和打印

头。

9） 连接或断开各个接口时，必须关掉电源，否则可能会引起打印机控制电路的

损坏。

10）用户不得自行拆卸打印机进行检修。严禁未经授权拆卸或改装本机，这可能

会带来由高压部件引起的火灾或触电。

11）出于对机器的安全考虑，当“保护盖”打开操作时，请不要让任何物体接触

线号机本身的动作部分。

12）请不要用湿手去插拔电源插头，以防触电。

13）请不要使用超出 100V—240V 的 AC 电源。

14）请让线号机远离酒精、汽油等易燃溶剂，并远离火源，以防爆燃引起火灾。

15）清洁线号机时，请用拧干的湿纱布，不能使用有机的易燃溶剂。

16）在使用时，发现异味或异响，请立即关掉线号机，拔掉插头，并联络经销商。

17）当有异物进入线号机内部时，请立即停止使用，以免损坏线号机。

18）本机只可打印φ≦6.0mm 的套管或热缩管,φ>6.0mm 的管子会对线号机造成

损害。

【警示】

1、 并不是所有耗材均适用于您的机器，这取决于耗材的相关性能与规格。请选用

L-MARK 原厂耗材，以保证不降低打印质量和损坏机器。

2、 使用非原厂色带和贴纸，本公司不承担保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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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要挡住套管、贴纸出口处。

4、 不要强力或重力敲击键盘。

5、 使用时不要将打印物从出口处强行拉出，请切断后取出，否则会影响打印效果或

损坏您的机器。

6、 耗材或机器的储存应在干燥、通风、室温、无阳光直射的地方。

7、 尽管本打印机从设计上能够保证在套管、热缩管、标签纸透明管等各种材料上的

打印质量，但不可能保证所有的效果都完美。请在使用前先进行测试样品的打印。

8、 打印 PVC套管时，请使用专为本印字机设计的“套管引导器”。

【特别功能简介】

 完全中文操作界面，具有汉语拼音输入功能，并可输入英文、数字、符号等，可

实现各种编辑；

 屏幕一行输入内容显示，每行可显示 15个英文字母和 8个汉字符号；

 时尚高档的白色背光液晶显示屏，提供 10种功能的当前状态中文提示；

 全自动的半切和全切操作。

 一键通，各种功能一键到位，操作方便快捷；

 力码字库字型靓丽，使打印效果更加清晰耐久；

 独有的“校正”功能设置，方便您随时检测和校正不同材质引起的打印长度的细

小变化，微调打印头和切刀的位置；

 独有的选段打印键设置，可实现当前文件中设定段落范围进行打印；

 配备黑色、红色、白色三种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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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准备
本章重点介绍机器的主要部件和如何安装色带和打印材料，并介绍各个键的的功能。



6

2.1 主机的配置

2.1.1 机器的基本配置

1、 LK-300 标识打印机 一台

2、 装箱单 一张

3、 电源适配器- 一个

4、 黑色学习色带 一盒

5、 打印标签纸 一盒

2.1.2 供应耗材表

名称 产品规格 产品型号 包装

标签纸

6mm 盒装标签纸(白色) LM506WL 5 个(20 米×5)/盒

9mm 盒装标签纸(白色) LM509WL 5 个(20 米×5)/盒

12mm 盒装标签纸(白色) LM512WL 5 个(20 米×5)/盒

6mm 盒装标签纸(黄色) LM506YL 5 个(20 米×5)/盒

9mm 盒装标签纸(黄色) LM509YL 5 个(20 米×5)/盒

12mm 盒装标签纸(黄色) LM512YL 5 个(20 米×5)/盒

6mm 盒装标签纸(银色) LM506SL 5 个(20 米×5)/盒

9mm 盒装标签纸(银色) LM509SL 5 个(20 米×5)/盒

12mm 盒装标签纸(银色) LM512SL 5 个(20 米×5)/盒

色带

盒装印字色带(黑色) LM33B 5 个(80 米×5)/盒

盒装印字色带(白色) LM33W 5 个(80 米×5)/盒

盒装印字色带(红色) LM33R 5 个(80 米×5)/盒

切刀 切刀（装刀座及刀片) LM-02-10 2 个盒

热缩管

2:1 盒装热缩管(3.0mm 白色) LM-ST30W 5 个(5 米×5)/盒

2:1 盒装热缩管(3.0mm 黄色) LM-ST30Y 5 个(5 米×5)/盒

2:1 盒装热缩管(5.2mm 白色) LM-ST52W 5 个(4 米×5)/盒

2:1 盒装热缩管(5.2mm 黄色) LM-ST52Y 5 个(4 米×5)/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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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盒装热缩管(6.8mm 白色) LM-ST68W 5 个(4 米×5)/盒

2:1 盒装热缩管(6.8mm 黄色) LM-ST68Y 5 个(4 米×5)/盒

盒装印字色带

盒装标签纸/盒装热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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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部名称及其功能

2.2.1 主机

2.2.2 LCD 显示说明

序号 文字提示 显示含义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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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度 光标所在段落的长度

2 字号 光标所在段落的字号

3 半切

半切功能的设置状态

半 切 分割线

全无（不半切、不划分割线）

4 修饰
光标所在段落的修饰设置

取消修饰 加边框 加下划线

5 重复 光标所在段落的重复打印次数

6 浓度 浓度等级的设定值

7 大小写 字母大小写当前设定状态

8 型号 设定的打印耗材规格型号

9 材质 设定的打印耗材种类

10 中英文 当前的中英文输入法显示

11 显示内容：段落序号和段落内容

2.2.3 键盘

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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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取消正在进行的设定，操作或错误说明，返回上一级菜单或文档输入界

面；取消正在打印的操作。

【材质】——用于选择被打印材料，可选择标签纸、PVC套管、热缩管

【字体】——设置字符大小

【序号】——设置打印连续的字符

【重复】——设置指定页面打印的份数

【长度】——改变当前页或者全部文档切断长度（每一段套管或标签）

【修饰】——文本外面加上边框线或下划线

【符号】——选择所需要的符号

【设置】——设置包含以下所有选项

【方向】——用于选择横向打印或竖向打印

【字距】——设置字符间距

【浓度】——调整打印浓度

【排列】——设置字符的排列，左齐或居中打印

【切割设置】——选择半切、划分隔线或不切割也无分隔线

【半切深度】——调整半切刀的深度

【校正】——测试及校正打印的长度、微调打印的上下位置、微调切割的左右位置

【文件】——用来存储文件

【机器设置】——设置包含以下选项

【系统版本】——查看系统版本

【色带长度】——查看色带剩余长度

【齿轮磨合】——磨合齿轮

【重置参数】——恢复打印机各项参数

【设置 1】——查看色带类型

【设置 2】——保留

【Shift】——上档键

【←】——删除光标前字符

【打印】——选择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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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装

2.3.1 印字色带盒的安装及取出

色带盒的安装

1． 打开保护盖

2． 见图，按色带盒上的箭头方向卷紧色带，使色带平展；

3． 将色带盒如图所示放置在色带盒座中。直到听到“咔”的声音，将色带盒放置到

位。

色带盒安装示意图

【注意】

如果色带盒没有正确地装入，机器将无法检测到色带。一定要将色带盒放置到位，

如果色带有松弛的地方，机器也将有可能检测不到色带，而且色带很容易拉断或起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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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装入之前请确保将松弛的地方卷紧。

4． 合好保护盖

色带盒的取出

1． 打开保护盖

★ 请确认打印头没有压在打印胶辊上，即打印头处于松开状态；

【注意】

如果打印头压在胶辊上，请合好保护盖将电源关闭 3 秒钟后再打开。这样机器重

新初始化，可以将打印头返回合适的位置。

2． 翘起色带盒然后轻轻将它拔起来。

取出色带的示意图

3． 当色带盒完全脱离两边的卡钩后将其提出来。

4． 合好保护盖。

2.3.2 盒装打印材料的安装及取出

盒装打印材料的安装

1． 打开保护盖

★ 请确认机器上已经装有色带盒。

2． 从带盒中拉出大约 5-7毫米长的打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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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盒的示意图

3． 将打印材料盒右侧的卡舌插入机器上盒装打印材料固定座内的卡槽中。

4． 压下带盒直到听到左侧的卡舌“咔”的一声，表示带盒就位，请确认卡舌已经回

位。

标签纸盒安装示意图

5．合好保护盖

盒装打印材料的取出

1. 打开保护盖。

2. 压下带盒左侧的卡舌同时向上抬起盒装打印材料。

3. 将带盒右侧的卡舌从机器打印材料固定座内的卡槽中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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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盒取出示意图

4. 合好保护盖。

2.3.3 套管引导器的安装

1. 打开保护盖

★ 请确认机器上已经装有色带盒。

2. 将套管引导器右侧的卡舌插入机器上盒装打印材料固定座内的卡槽中。

3. 压下套管引导器直到听到左侧的卡舌“咔”的一声，表示套管引导器就位，请确

认卡舌已经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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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引导器的安装

4. 合好保护盖

2.3.4 套管的安装

1. 打开保护盖

★ 请确认色带盒以及套管引导器已经安装好。

2. 从套管引导器的进给口将套管的前端穿入，直到打印胶辊处。

【注意】

装入的套管的长度至少要有 30厘米。

一定要将材质比较柔软或前端弯曲变形比较严重的套管前端置于色带和打印胶棍

之间。

要保证套管的正常供给，机器对套管的拉力不能大于 500G，否则机器将无法正常

工作。

3. 合好保护盖

2.3.5 套管引导器的取出

与盒装打印材料的取出方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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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引导器的取出示意图

2.3.6 AC 电源适配器的连接

1. 关闭电源

2. 将 AC电源适配器连线的一端插到机器侧面圆形的插孔中。

3. 将 AC电源适配器连线的另一端插入交流电源插座。

【注意】

 切勿将 AC电源适配器的插头插入数据连线的插孔中。

 请勿将 AC电源适配器连接到额定电压（100V至 240V）以外的的其他电源上。

这样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触电。

2.3.7 电源的开关

如果打开电源开关后，机器将会发出“嘀”声并显示如下的开机界面。此时切刀

电机运转进行初始化，然后机器将出现正常的输入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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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切刀的更换

将需更换的切刀取出，插入新的切刀即可。

说明

 更换切刀和砧板时请注意不要划伤手指；

 当更换切刀效果不好时，请同时更换切刀和砧板。

第三章 基本操作
提示：

为了能正确打印内容，请正确设置材料和规格选项，保证线号机的设置与您实际

使用的材料和规格相符。

3.1 打开电源

打开电源开关后，机器将首先进入如下的开机界面，此时切刀电机运转进行初始

化。

L-MARK

提示：

注意不要频繁地开关机器，关机后要稍等几秒后再开机，不要马上开机，否

则可能会引起错误操作或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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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印材料的选择

开机界面过后机器自动进入材料选项窗口，屏幕将显示：

使用【←】、【→】选择要打印的材料，按【Enter】

3.3 选择打印材料的规格

3.3.1 套管规格的选择

在材料选项窗口，选择套管并按【Enter】后，屏幕将显示：

使用【←】、【→】根据需要选择套管的规格，按【Enter】

L-MARK

套管 贴纸 热缩管

3.0 4.0 5.0 6.0



19

3.3.2 标签纸规格的选择

在材料选项窗口，选择贴纸并按【Enter】后，屏幕将显示：

使用【←】、【→】根据需要选择标签纸的规格，按【Enter】

3.3.3 热缩管规格的选择

在材料选项窗口，选择热缩管并按【Enter】后，屏幕将显示：

使用【←】、【→】根据需要选择套管的规格，按【Enter】

【说明】

 3.0、5.2、6.8 分别是指 L-MARK 提供的装在盒子中的标准扁平热缩管 LM-ST30W、

LM-ST52W、LM-ST68W 等；

3.4 选择字体的大小

选择好打印材料的规格后按【Enter】，进入字体选项窗口，屏幕将显示：

6 9 12

3.0 5.2 6.8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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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选择字号，按【Enter】进入编辑界面

【说明】

 6 毫米标签纸和 3.0套管,可打印 1、2、3 号字；

 9 毫米标签纸和 4.0、5.0套管,可打印 1、2、3、4号字；

 12 毫米标签纸和 6.0套管，可打印 1、2、3、4、5、6号字；

3.5 输入打印内容

选择材料和字体大小后进入文档编辑界面，就可以输入内容了。

根据需要选择好【中英文】、【大写】，输入字母、中文字或符号，如：依次输入 L、

-、M、A、R、K则屏幕显示：1：L-MARK

按【Enter】，下一段自动生成，屏幕将显示：

1：L-MARK

2：∣

再输入“力码”则为 2：力码∣

按【打印】，机器将已输入的内容自动打印出来，并自动半切；打印过程中 LCD 将

显示打印中…；打印完毕后，机器自动将套管完全切断并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界面，本

次操作完成。

3.6 纸的打印

3.6.1 打印

开机后进入材料选项窗口，或按功能键【材质】进入材料选项窗口，安装好您要

打印的贴纸，选择贴纸后，按【Enter】，屏幕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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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使用的贴纸规格用【←】、【→】作出正确选择，按【Enter】

使用【←】、【→】选择字号，按【Enter】进入编辑界面

3.6.2 输入打印内容

进入文档输入界面，就可以输入内容了。

根据需要选择好【中英文】、【大写】，输入字母、中文字或符号，如：依次输入 L、

-、M、A、R、K则屏幕显示：1：L-MARK

按【Enter】，下一段自动生成，屏幕将显示：

1：L-MARK

2：∣

再输入“力码”则为 2：力码∣

按【打印】，机器将已输入的内容自动打印出来，并自动半切；打印过程中 LCD 将

显示打印中…；打印完毕后，机器自动将套管完全切断并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界面，本

次操作完成。

3.7缩管的打印

6 9 12

1:L-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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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好您要打印的热缩管后，开机进入材料选项，选择热缩管后，按【Enter】，进

入文档输入界面，就可以输入内容了。

根据需要选择好【中英文】、【大写】，输入字母、中文字或符号，如：依次输入 L、

-、M、A、R、K则屏幕显示：1：L-MARK

按【Enter】，下一段自动生成，屏幕将显示：

1：L-MARK

2：∣

再输入“力码”则为 2：力码∣

按【打印】，机器将已输入的内容自动打印出来，并自动半切；打印过程中 LCD 将

显示打印中…；打印完毕后，机器自动将套管完全切断并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界面，本

次操作完成。

第四章 功能键的操作

4.1 功能键说明

1. 带【 】的内容均表示功能键名称，带 方框 的内容均表示屏幕显示内容。

2. 当您错误操作，屏幕会出现错误提示，错误的操作不能完成。

3. 未操作过的功能键的设置均处于出厂设置状态。

4. 在打印状态所有的功能键均不起作用。

5. 在操作某个功能键时，其它功能键只有在本功能键编辑完毕或是退出该编辑状态

才可以使用（仅有取消键用于退出功能键的编辑状态）。

6. 功能键设置完毕后，均返回文档输入界面。

7. 新建段落与前一段落的设置状态相同。

8. 长度、字号、重复、修饰、方向这 5 个功能均与光标所在位置有关系。设定时，

光标所在段落及光标以后所有段落均被设为同种设定。光标所在位置调整可以用

【↓】【↑】【→】【←】完成。

9. 屏幕最多可以显示 1 行输入的内容，最多显示 12 个英文字母，6个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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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段的内容在屏幕上显示在一行中。所以当一段的内容较长而在屏幕上一行显示

不下时，显示内容将向左顺移。

11. 长度、字号、半切、修饰、重复、浓度、大小写、型号、材料、中英文、段落序

号、段落内容等设置状态在屏幕均有显示。

12. 字母键的初始状态为大写。

4.2 功能键操作指南

4.2.1 材质

用于选择被打印材料，可选择标签纸、PVC套管、热缩管。

在输入打印内容前，一定要正确选择材料；更换打印材料后一定要在线号机上重

新选择与当前使用的材料相匹配的设置，否则可能会影响打印效果，引起打印错误，

并可能损坏打印头。

按【材质】键，屏幕将显示：

按【→】、【←】选定 套管 或 贴纸 ，按【Enter】，进入材料具体型号选择界

面，再用【→】、【←】选定材料具体型号后，按【Enter】，进入文档输入界面。

按【→】、【←】，选定 热缩管 ，按按【Enter】，直接进入文档输入界面。

说明

● 当材料选定后，如果此时的字号超过该材料所允许打印的最大字号时，屏幕将显

示：

所选字号在该段超出材料允许，任意键返回！。

4.2.2 字体

该功能用来设定字号大小。

此设置对光标所在段落及光标以后所有段落有效。

套管 贴纸 热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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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字体】键，屏幕显示：

按【↑】或【↓】选择，然后按【Enter】

 选择指定字号，按【Enter】，屏幕出现：

将光标移至您要选择的某一种字号上，按【Enter】，则光标所在段落及其以后的

全部段落的字号均为设定的字号大小，界面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状态。

 自动字号

本功能是指在不设定指定段落长度时，为了使输入有效，并保证物料的统一长度，

机器将自动调整字体、字距等参数。

说明

 在自动段长设置后，自动字号不起作用，如在自动段长设置后。使用字号功能，

选定自动字号并回车后，将提示：

段内容超长! 按【取消】键返回。

4.2.3 序号

该功能是利用输入的限定数值或字母，按一定规律自动产生连续的段落内容。数

字序号为十进制序号。一段内只能设一次序号打印。

序号打印功能可在某一段落的任何位置实现。

将光标移至段落中需要序号印刷的位置，按【序号】键，屏幕显示：

指定 自动

１２３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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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序号

选择数字，按【Enter】，则屏幕显示：

序号形式：0-999是指自然序号，如：0、1、2…….999；
序号形式：000-999是指对齐序号，如：001、002….999。
按【↑】或【↓】选定后，按【Enter】，则屏幕显示：

输入开始数字序号，按【Enter】，则屏幕显示：

数字 字母

序号： 0~999

序号：000~999

输入序号（ 0~999）

开始序号：

结束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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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结束数字序号，则设定完毕，按【Enter】，界面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状态。

此时文字输入界面会出现数字序号提示符：

自然数字序号（0—999）提示符为：

对齐数字序号（000—999）提示符为：

 字母序号

选择字母，按【Enter】，则屏幕显示：

按【↑】或【↓】选定后，按【Enter】，则屏幕显示：

（X表示是 A—Z或 a—z）

输入开始字母序号，按【Enter】，则屏幕显示：

序号：A~Z

序号：a~z

开始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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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结束字母序号，即设定完毕，按【Enter】，界面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状态。

此时文字输入界面会出现字母序号提示符：

大写字母序号（A—Z）提示符为：A

小写字母序号（a—z）提示符为：a

说明

 如果某段设置了序号同时又重复时，将先执行序号命令，后执行重复命令。

竖向打印没有序号打印功能

4.2.4 重复

此功能用来设定段落的重复打印次数，重复范围为 1-199 遍，初始设置为重复 1

次，重复一次是指您选定的所有文档内容只打印一次。

使用此命令后，光标所在段落及光标以后所有段落均被设定为同样的重复打印次

数。

按【重复】，则屏幕显示：

直接输入您想要重复的数字（整数），按【Enter】，则光标所在段落及以后的全部

段落被重复打印您输入的次数，界面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状态。

超出内定重复范围或不是整数时显示 输入超出最大次数 任意键返回重输！ ，此时，

结束序号：

重复 1~100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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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任意键返回，请重新输入。

4.2.5 长度

指定段长和自动段长对光标所在段落及光标以后所有段落有效；全长修正对当前

文档全部段落有效。

此功能用来设定您要打印材料的段落长度，简称长度。长度范围为 6～100mm，且

段长只能选择整数。

按【长度】键，屏幕将显示：

 指定段长

选择指定段长后，按【Enter】，屏幕将显示：

在光标处直接输入您设定的段长后，按【Enter】，则光标所在段落及以后所有段

落均被设定为指定段长，并自动回到文档输入界面。

如：输入“18”则表示段落长度为 18mm。

说明

 如所选段长不能将字符全部打印，将提示：段内容超长！，按【取消】键返回；

 在指定段长时，若输入字符数量过多，则屏幕显示：段内容超长！，按【取消】

键返回。

 自动段长

该功能是指，段落长度将根据您实际输入的字母、汉字、符号和设置字距、字号

等而自动生成。

自动 指定

段长（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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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动段长，按【Enter】，则光标所在段落及以后所有段落均被设定为自动段长，

并自动回到文档输入界面。

在自动字号设置后，选择自动段长，按【Enter】，将提示：

字号已设为自动，不能再设段长自动任意键返回！

4.2.6 修饰

此功能用来给某段落的打印内容加上边框或是下划线，初始设置为无任何修饰。

使用此设置后，光标所在段落及光标以后所有段落均被设为同样的修饰状态。

按【修饰】键，屏幕显示：

 无修饰

选定无修饰，按【Enter】，则光标所在段落及光标以后段落的打印内容全部取消

修饰。

 增加修饰

按【↑】、【↓】选定边 框或下划线后，按【Enter】，则光标所在段落及光标以

后段落的打印内容全部加上外框或下划线，界面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状态。

4.2.7 符号

此功能用来输入需要的符号。

按【符号】，则屏幕显示

无 边框 下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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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或【>】翻页查找需要的符号，选择符号前面的数字可以输入要选择的符

号。

再按【符号】键，则输入方式恢复到中文或英文输入方式。

注：内置符号图集

 4.2.8 设置包含方向、字距、浓度、排列、切割设置、半切深度、校

正、文件、机器设置。

4.3.1 方向

本功能用于设定段落的打印方向，初始设定为横向打印。

按【方向】键后光标所在段落及光标以后所有段落均被设为同样横或竖的打印效

果。

建议在输入内容前首先使用该功能进行设定。否则可能会出现有段内容超过长。

按【方向】键，屏幕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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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或【↓】，选定后，按【Enter】，则光标所在段落及以后的全部段落均被

设定为您选择的打印方向，界面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状态。

说明

 由横向打印转为竖向打印有可能无法正确打印，取决于如：字符个数、字号、字

体等设置。由横向打印转换为竖向打印后如果打印内容超出段落长度，则屏幕将

提示：

段内容超长! 按【取消】键返回。

4.3.2 字距

此功能用来设置字符之间的距离。

此设置对全部打印内容有效。

按【字距】键，屏幕显示：

输入您要设定的字间距，按【Enter】，界面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状态。

说明

 当选择的字距过大时，屏幕将显示：输入超出最大值,任意键返回重输!。字距

1-20，字符间距依次增大。

横向 竖向

当前 1 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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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浓度

此功能用来设置打印浓度。

此设置对全部打印内容有效。

按【浓度】，屏幕显示：

按【→】或【←】选定后，按【Enter】，则完成设定，并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界面。

1、2、3、4、5、6打印浓度依次加深。

请依据环境温度选择打印浓度：夏天时温度高，请选择较低打印浓度。

4.3.4 排列

此功能用来设定设置字符的排列左齐或居中

此项设置对全部打印内容有效。

按【排列】，则屏幕显示：

按【↑】或【↓】选择

1、 居中 按【Enter】，则打印内容居中。界面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状态。

2、 左齐 按【Enter】，则打印内容左齐，界面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状态。

3、 印位 按【Enter】，选择 印位 ，

印位调整是指因材料或外部条件影响使得打印内容位置不能像预先设置的那样完

１２３４５６

居中 左齐 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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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居中或左齐时，可微调打印内容的位置向左或是向右移动。

初始设定为居中，无印位调整。

如果此时你选择的打印材料是套管屏幕显示：

按【Enter】，进入输入调整值界面：

如果此时你选择的打印材料是贴纸屏幕显示：

按【Enter】，进入输入调整值界面：

套管印位调整

-3.0 至+3.0 请输入

调整值：

贴纸印位调整

-3.0 至+3.0 请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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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想让打印内容向左移动 2.7mm. 则输入 2.7; 假如想让打印内容向右移动

2.7mm。则输入—2.7，然后按【Enter】，回到文档输入界面。

4.3.5 切割设置

此项设置对全部打印内容有效。

此键用来设定对半切、分隔线（不半切）、全无（不半切也不划分隔线）。初始设

置为半切。

【切割设置】，屏幕显示：

按【↑】或【↓】选定后，按【Enter】，则完成设定，界面自动返回文档输入状态。

4.3.6 半切深度

初始状态半切深度都是在“0”位。

 如果此时你选择的打印材料是套管，按下【半切深度】屏幕显示：

 套管半切深度调整

调整值：

半切 分隔线 全无

套管半切深度调整

全切深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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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套管半切深度调整 ，按【Enter】，则屏幕显示：

按【→】或【←】选定后，按【Enter】，则完成套管半切深度选择。从-3 到 3 半

切深度依次加深。

如果选定半切深度 3 后还不能有满意的半切效果，则表明需要更换切刀组了。

 套管全切深度调整

选择 全切深度调整 ，按【Enter】，则完成套管全切深度选择，从-3 到 3 全切深

度依次加深。

 如果此时你选择的打印材料是贴纸，按下【半切深度】屏幕显示：

 贴纸半切深度调整

选择 贴纸半切深度调整 ，按【Enter】，则屏幕显示：

选择套管半切深度

-3 -2 -1 0 1 2 3

贴纸半切深度调整

全切深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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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或【←】选定后，按【Enter】，则完成贴纸半切深度选择。从-3 到 3 半

切深度依次加深。

如果选定半切深度 3 后还不能有满意的半切效果，则表明需要更换切刀组了。

 贴纸全切深度调整

选择 全切深度调整 ，按【Enter】，则完成贴纸全切深度选择，从-3 到 3 全切深

度依次加深。

4.3.7 校正

此功能用于对测试及校正打印的长度，并可以对打印头和切刀的位置进行微调。

由于环境温度或不同生产单位所使用的材料的材质不同，实际打印出来的段长可

能与您设定的段长略有不同。如果在日常打印中发现实际打印的段长与您设定的打印

段长差别较大时，可利用此功能来调整实际打印的段长与您设定的段长一致。

如果此时你选择的打印材料是套管，按下【校正】键，屏幕显示：

选择贴纸半切深度

-3 -2 -1 0 1 2 3

套管长度校正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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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套管长度校正打印 ，确认装好套管，按【Enter】，开始打印；

此时您可检查本线号机的打印效果。

调整

打印完毕后，屏幕将出现如下提示：

输入 4段总长

例如：

实测打印物的后 4 段总长长度为 101 mm,将“101”输入后,按【Enter】即可。

用此功能可将实际打印的段长调整到与您设定的段长一致。

 选择 切刀校正 +0.0 ，按【Enter】，屏幕显示；

输入需要调整的值，负值代表切刀位置向左移，正值代表切刀位置向右移，数值

的单位是一个点即 0.0847mm。例如输入-10，切刀位置将向左移动 0.847 mm。

如果此时你选择的打印材料是贴纸，按下【校正】键，屏幕显示：

切刀校正

实际值：

修正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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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贴纸长度校正打印 ，确认装好贴纸，按【Enter】，开始打印；

调整方法同套管

 选择 打印头高度 -1.0 ，按【Enter】，屏幕显示；

输入需要调整的值，负值代表打印位置向下移动的位置，正值代表打印位置向上

移动的位置，数值的单位是一个点即 mm。例如输入 0，打印位置在原有位置上将 1mm。

 选择 切刀校正 +0.0 ，按【Enter】，屏幕显示；

贴纸长度校正打印

打印头高度

切刀校正

调整为：



39

输入需要调整的值，负值代表切刀位置向左移，正值代表切刀位置向右移，数值

的单位是一个点即 0.0847mm。例如输入-10，切刀位置将向左移动 0.847 mm。

4.3.8 文件

此功能用于做文件的存储以及读取

选择文件，按【Enter】确认，显示屏显示：

文件的存储，首先编辑打印内容，然后选择文件存储显示：

然后按【Enter】确认，文件存储完毕，回到编辑内容。

文件的读取，选择文件然后选择需要使用的文件名称，按【Enter】确认。

文件的删除，选择文件然后选择需要删除的文件名称，按【Enter】确认。

4.3.9 机器设置包抠系统版本、色带长度、齿轮磨合、重置参数、设置 1、

设置 2。

4.4.1 系统版本

修正 (+0.0)：

存储 读取 删除

请输入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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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系统版本。在设置功能里选择机器设置按【Enter】确认，然后选

择系统版本，按【Enter】确认，显示屏显示系统版本。

4.4.2 色带长度

查看色带的使用。在设置功能里选择机器设置按【Enter】确认，然后

选择色带长度，按【Enter】确认，显示屏显示色带长度。

4.4.3 齿轮磨合

磨合齿轮。首先取下切刀，在设置功能里选择机器设置按【Enter】

确认，然后选择齿轮磨合，按【Enter】确认，显示屏显示正在打印。

4.4.4 重置参数

清楚记忆，恢复系统原始参数。在设置功能里选择机器设置按

【Enter】确认，然后选择重置参数，选择是按【Enter】确认，显示屏显示

请稍等，然后参数重置成功。

4.4.5设置 1
选择设置 1，按【Enter】确认，显示屏显示色带类型。

4.4.6设置 2
用作保留。

4. 2. 9 【Shift】
上档键，按住【Shift】键，然后按键盘上有符号的键，会选择符号。

4.2.10 【←】

此功能用来将光标之前的字符删除

将光标移至您将要删除的字符后面，按下【←】则光标前的该字符被删除。

连续按【←】，可将本段的字符全部删除，但本段的段落序号不能被删除，产生

的空白段打印时均不打印。

说明

字符被删除后不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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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打印

此功能为各项功能设置完毕后，且输入内容后，将当前文档全部段落内容打印在

打印物上。

空白段打印时均不打印。

打印过程中，屏幕显示 打印中… 。

4.2.12【Enter】

按【Enter】是确认

4.2.13 取消

取消正在进行的设定，操作或错误说明，返回上一级菜单或文档输入界面。

取消正在打印的操作，返回文档输入界面。

说明

 每按一次上下标键，只能生成一个上下角标，如果某一字符要生成多

个上下角标，需重复按上下标键。

4.2.14 大写

此功能每按一次，则进行一次输入时的大小写转换（中文状态无效），初始状态为

英文大写状态。

4.2.15 中英文

英文、中文输入功能的转换用【符号】键进行，初始状态为英文大写状态。

当按下【符号】键，当前的输入状态将在屏幕上左下角显示出来。 CH 表示拼音输入；

En 表示英文输入。

第五章 性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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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型 LK-300

打印方式 热转印

分辨率 300dpi

打印文字高度 1.3mm—8mm

最大输入段数 198

可印套管尺寸 Φ2.5—Φ6

可用贴纸尺寸 6mm、9mm、12mm

打印速度 12.5 mm/s

显示 LCD，白色背光，可显示 3行文字

可打印字符 汉字、英文、数字

输入方式 自带中文键盘（64 键标准键盘）

内存 大约 100000 个字符

材料切断方式 自动半切、自动全切

电源 DC 12V 2A

环境要求

操作：温度 15℃～35℃

湿度：10%～85%RH（无结露）

存放：温度：5℃～35℃

湿度：10%～85%RH（无结露）

外形尺寸 350（长）×290（宽）×95mm（高）

重量 大约 2kg

【注意】

由于产品升级，而发生的性能参数的变化，本公司有权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3

第六章 其他

6.1 原厂耗材规格

名称 产品规格 产品型号 包装

标签纸

6mm 盒装标签纸(白色) LM506WL 5 个(20 米×5)/盒

9mm 盒装标签纸(白色) LM509WL 5 个(20 米×5)/盒

12mm 盒装标签纸(白色) LM512WL 5 个(20 米×5)/盒

6mm 盒装标签纸(黄色) LM506YL 5 个(20 米×5)/盒

9mm 盒装标签纸(黄色) LM509YL 5 个(20 米×5)/盒

12mm 盒装标签纸(黄色) LM512YL 5 个(20 米×5)/盒

6mm 盒装标签纸(银色) LM506SL 5 个(20 米×5)/盒

9mm 盒装标签纸(银色) LM509SL 5 个(20 米×5)/盒

12mm 盒装标签纸(银色) LM512SL 5 个(20 米×5)/盒

色带

盒装印字色带(黑色) LM33B 5 个(80 米×5)/盒

盒装印字色带(白色) LM33W 5 个(80 米×5)/盒

盒装印字色带(红色) LM33R 5 个(80 米×5)/盒

切刀 切刀（装刀座及刀片) LM-02-10 2 个盒

热缩管

2:1 盒装热缩管(3.0mm 白色) LM-ST30W 5 个(5 米×5)/盒

2:1 盒装热缩管(5.2mm 白色) LM-ST52W 5 个(4 米×5)/盒

2:1 盒装热缩管(6.8mm 白色) LM-ST68W 5 个(4 米×5)/盒

【注意】

本机只能使用原厂提供的专用色带，不能打印所有市场流通的材料。更详细的情况请

与您最近的经销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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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简单故障排除

故 障 现 象 故 障 原 因 排 除 方 法

半切后内容不

居中
不同材料的原因

请使用‘印位调整’功能，调整

内容在段中的位置

实际段长与设

置不同
不同材料的原因 请使用‘校正’功能调整

半切效果不好 半切刀寿命已到 请更换半切刀

联机打印无打

印动作

驱动构件未安装 请安装驱动软件

本机未处于文档输入界面 请将本机调到文档输入界面

打印不清晰

套管材质太硬

套管表面有污渍
请清洁套管或更换合格套管

色带卷曲
请取出色带，卷平整后再使用，

或更换色带

打印头磨损划伤 请更换打印头

材料设置不对应
请修改机器的材料种类设置，要

与实际使用的材料相同

环境温度太低或太高
请调节打印浓度或改变机器操

作环境温度

打印字迹不全

字号设置过大 请改用小一点的字号

材料规格设置不对
请将机器设置为与实际使用相

同的材料规格

打印头磨损划伤 请更换打印头

有动作却无打

印内容

打印头连线未接好 请接好打印头连线

打印头损坏 请更换打印头

半切深度不够 请调整半切深度

贴 纸 粘 刀
半切深度太深 请选择较小的半切深度

刀片刃口有胶 请清除刃口上的遗胶

色带走偏，卷边
套管引导器原因 请更换套管引导器

色带原因 请更换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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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保修卡

L-MARK ®

产品保修卡

一、 保修说明：

1、 本保修卡和购机发票是为您提供保修服务的凭证，需要保修时请将机器

与上述凭证同时寄回。

2、 自您购买之日起，本公司提供一年（打印头三个月）的免费保修服务。

3、 本保修卡如有遗失或涂改，恕不补发，敬请用户妥善保存。

二、以下情况恕不免费保修：

1、机器、零部件已经超出保修期；

2、未按说明书要求，错误安装、操作、维护，或在非产品规定的工作环境下

使用造成的机器故障或损坏；

3、非本公司授权机构、人员，维修、更改或拆卸造成的机器故障或损坏；

4、因使用非本机器专用零部件导致的机器故障或损坏；

5、因坠落、挤压、浸水、受潮等其它人为因素造成的机器故障或损坏；

6、因各种不可抗力（如战争、地震、洪水等）造成的机器故障或损坏；

7、各种机器耗材（如色带、标签纸等）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8、产品上标明的型号已经更改或不可辨认。

三、注意事项：

1、在报修时，请您准备好保修卡和购机发票，以免因资料不全，影响维修的

及时性。如果您不能出示与产品相应的保修卡和购机发票，本公司将按照

该产品的生产日期提供保修；如果您无法提供任何保修凭证，本公司将根

据您所使用机器的编号查询其生产日期以能够查询到的生产日期为准提

供保修服务；如果不能得到机器的有效信息，本公司将保留不提供免费保

修的权利。

2、经本公司指定的维修机构维修后的本公司产品，继续享有对原机器保修期

的承诺。如维修后距保修期结束不足三个月，维修的零部件自修复之日起

保修三个月，届时，请您出具有效的维修记录。

3、在免费保修期内，本公司拥有更换后的故障零部件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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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ARK ®

产品保修卡
产品信息编号：

产品型号 产品编号

用户信息：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邮 编

E－mail

维修记录

日 期 故障原因及修理情况 维修人

经销商：

制造商： 北京力码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LABEL & MARK INDUSTRIES COMPANY
http://www.lmark.net
技术服务热线：4006012221

http://www.lmar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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