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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打印机入卡盒

B	 凸字机出卡盒

C	 前面板

D	 凸字机耗材检修门

E 凸字机锁

F	 打印机锁 
G	 打印机检修门

H 用户手册插槽

I	 顶部箔盒

J	 凸字机废卡盒

K	 缩进盒

L	 手动推进旋钮 (K2)
M	 后检修门释放按钮 (K3)
N	 垂直输送区域

O	 再转印膜盒释放按钮

P	 再转印盒 (C2)
Q	 色带盒释放按钮

R	 色带盒 (C1)
S	 清洁主轴操纵钮 (C3)
T	 手动推进旋钮 (K1)

液晶前面板

用户灯和用户
按钮向上

箭头
回车键

状态指示灯：

向下
箭头

电源
按钮

色带
卡片

前面板前面板

CE875 即时签发系统即时签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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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可选多卡盒的打印机具备可选多卡盒的打印机

A = 出卡盒

B = 卡盒锁杆

C = 入卡盒 1–6
D = 多卡盒锁

E = 锁杆释放按钮 (B1)

F = 色带盒释放按钮

G = 异常滑块

H = 卡片压重

I = 色带盒门

J = 色带盒门释放按钮



用户手册用户手册

527763-001_H 5

单卡盒打印机中的卡片装载单卡盒打印机中的卡片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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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插槽的使用异常插槽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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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卡盒打印机中的卡片装载多卡盒打印机中的卡片装载

1. 打开多卡盒的锁。

2. 向左滑动锁杆释放按钮 (B1)。

3. 向左旋转锁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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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下色带盒顶部的色带盒释放按钮，然后打开色带盒门。

5. 提起卡片压重至色带盒顶部，向前拉动以将其锁定到位。

6. 在色带盒中装入卡片。

关闭色带盒门以释放卡片压重，使其压在
卡片上面。

卡片压重

卡片

多卡盒打印机中的卡片装载多卡盒打印机中的卡片装载

重复此操作，完成其他入卡盒的卡片放置。

操作结束后，确保将所有的锁恢复锁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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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卡盒异常滑块的使用多卡盒异常滑块的使用

异常滑块

拉出多卡盒异常滑块并插入卡片。

向内推回异常滑块。



a

b

c

1
2

3

4

10 527763-001_H

CE875 即时签发系统即时签发系统

更换彩色色带更换彩色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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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打印机中的色带盒。

咔哒声

咔哒声

更换彩色色带（续）更换彩色色带（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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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清洁套管更换清洁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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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清洁套管（续）更换清洁套管（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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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再转印膜更换再转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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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打印机中的再转印膜盒。

咔哒声

咔哒声

更换再转印膜（续）更换再转印膜（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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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缩进色带更换缩进色带

咔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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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哒声

更换缩进色带（续）更换缩进色带（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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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顶部箔更换顶部箔

咔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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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哒声

更换顶部箔（续）更换顶部箔（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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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凸字机废卡盒清空凸字机废卡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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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清除 K1 水平输送卡片堵塞水平输送卡片堵塞

解锁打印机并打开其检修门。

拆下再转印膜盒。

单卡盒系统单卡盒系统

逆时针转动 K1 手动推进旋钮，将堵塞的卡片移至出卡盒。

从出卡盒中移除卡片。

更换再转印膜盒，关上检修门并锁定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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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清除 K1 水平输送卡片堵塞（续）水平输送卡片堵塞（续）

多卡盒系统多卡盒系统

1. 解锁打印机并打开其检修门。

2. 拆下色带盒和再转印膜盒。

3. 找到打印机中堵塞的卡片。如有需要，可转动 K1 手动推
进旋钮以取出卡片。

4. 清除打印机中堵塞的卡片。

更换色带盒，关上检修门并锁定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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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清除 K2 垂直输送卡片堵塞垂直输送卡片堵塞

1. 解锁打印机并打开其检修门。

2. 按下 K3 后检修门释放按钮，打开后检修门。

3. 逆时针转动 K2 手动推进旋钮，以在垂直输送区域移动堵
塞的卡片，直至能够从后检修门将其取出。

通过后检修门移除卡片。

关闭打印机门并锁定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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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翻转模块中的卡片堵塞清除翻转模块中的卡片堵塞

解锁打印机并打开其检修门。

按下 K3 后检修门释放按钮，打开后检修门。

旋转翻转模块以取出卡片。

通过后检修门移除卡片。

关闭打印机门并锁定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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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凸字机中的卡片堵塞清除凸字机中的卡片堵塞

1. 解锁并打开凸字机耗材检修门。

2. 拆下缩进色带和顶部箔盒。

3. 旋转凸字机内部的手动推进旋钮，直至能够从滚子处取
出堵塞的卡片。

4. 移除卡片。

更换缩进色带和顶部箔盒。

关闭并锁定凸字机耗材检修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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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破损色带修复破损色带

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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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破损的再转印膜修复破损的再转印膜

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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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破损缩进色带修复破损缩进色带

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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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破损的顶部箔修复破损的顶部箔

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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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电源连接检查电源连接

打印机电源连接打印机电源连接

凸字机电源连接凸字机电源连接



用户手册用户手册

527763-001_H 31

检查数据连接检查数据连接

打印机与凸字机的连接打印机与凸字机的连接

网络连接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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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打印机液晶信息常见的打印机液晶信息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请参阅：请参阅：

112：卡片卡盒已空 “单卡盒打印机中的卡片装载”见页	5
“异常插槽的使用”见页	6
“多卡盒打印机中的卡片装载”见页	7
“多卡盒异常滑块的使用”见页	9

166：C2 耗材不足或
缺失

167：未识别 C2 耗材

168：不支持 C2 耗材
“更换再转印膜”见页	14

172：不正确的关机 “检查电源连接”见页	30
“检查数据连接”见页	31

175：C2 耗材错误 “修复破损的再转印膜”见页	27

234：K1 输送装置卡
片堵塞

“清除	K1	水平输送卡片堵塞”见页	21

235：K2 输送装置卡
片堵塞

“清除	K2	垂直输送卡片堵塞”见页	23

236：翻转器模块旋
转错误

“清除翻转模块中的卡片堵塞”见页	24

237：C1 耗材不足或
缺失

238：未识别 C1 耗材

239：不支持 C1 耗材

“更换彩色色带”见页	10，以及“更换清洁套
管”见页	12

240：C1 耗材错误 “修复破损色带”见页	26

277：多卡盒拾取
错误

“多卡盒打印机中的卡片装载”见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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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凸字机液晶信息常见的凸字机液晶信息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请参阅：请参阅：

127：凸印输送错误 “清除凸字机中的卡片堵塞”见页	25

133：凸字机废卡盒已满 “清空凸字机废卡盒”见页	20

135：凹印色带耗材不足 “更换缩进色带”见页	16

136：凹印色带破损 “修复破损缩进色带”见页	28
“更换缩进色带”见页	16

140：凸字机不可用 “检查数据连接”见页	31

143：烫色带问题 “修复破损的顶部箔”见页	29
“更换顶部箔”见页	18

144：烫色带不足

147：烫色带未找到标签
“更换顶部箔”见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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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打印质量问题常见的打印质量问题

问题问题 原因原因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卡片上出现非重
复色点

色带或再转印膜上
有灰尘

• 改善耗材，或

• “更换彩色色带”见页	10

• “更换再转印膜”见页	14
卡片上出现褶皱 耗材存在褶皱 • 改善耗材，或

• “更换彩色色带”见页	10

• “更换再转印膜”见页	14
图像模糊或变色

卡片上存在小范
围未打印区域

卡片上存在指纹、
杂物或划痕

打印机内有杂物

打印头不干净

• 确保卡片洁净

• 清洁打印机。请参阅“清洁计
划”见页	35

• “更换清洁套管”见页	12

• “清洁打印头”见页	43
多张卡片上出现
重复色点

凸轮滚子有灰尘或
杂物

“清洁打印头凸轮滚子”见
页	47

卡片上出现彩色
或白色条痕

打印头上有灰尘或
杂物

• 重新打印一张卡片，检查问题
是否仍然存在

• “清洁打印头”见页	43
更多故障排除信息，请参阅 CR825 和 CE875 即时签发系统用户指南。

获取维护打印机的最佳实践建议，请参阅“清洁计划”见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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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计划清洁计划

请按照建议的清洁计划来维护打印机，从而获得最佳打印质量。

计划计划 操作操作 程序程序

更换色带时 请用异丙醇清洁卡清洁
打印机。

• “单卡盒系统”见页	36

• “多卡盒系统”见页	37

请更换清洁套管 (C3)。 “更换清洁套管”见页	12

清洁打印头。 “清洁打印头”见页	43

如果您发现卡片
成品上有颗粒

请更换清洁套管 (C3)。 “更换清洁套管”见页	12

请用胶粘剂清洁卡清洁
打印机。

• “单卡盒系统”见页	39

• “多卡盒系统”见页	40
如果您发现卡片
成品上存在彩色
或白色条痕

清洁打印头。 “清洁打印头”见页	43

如果您发现卡片
成品上存在重复
色点

请清洁打印头凸轮 
滚子。

“清洁打印头凸轮滚子”见
页	47

使用异丙醇或胶粘剂清洁卡清洁打印机时，请确保拆下色带盒 
(C1)、再转印膜 (C2) 盒以及清洁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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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丙醇清洁卡的使用异丙醇清洁卡的使用

定期使用异丙醇清洁卡清洁打印机。请参阅“清洁计划”见页	35。

单卡盒系统单卡盒系统

解锁打印机，拆下耗材色带盒和清洁套管。

打开入卡盒并取出未打印的卡片。操作时请拿住卡片边缘或
配戴卡片检查手套。

打开清洁卡包装，取出异丙醇清洁卡。

将清洁卡装入入卡盒中。

关上入卡盒并锁定打印机。

参照“运行异丙醇清洁卡程序”见页	38。

异丙醇
清洁卡

如果清洁卡存在一定的弧度，
请按图示方法插入。

带弧度的清洁卡

没有弧度的清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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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丙醇清洁卡

异常滑块

多卡盒系统多卡盒系统

异丙醇清洁卡的使用（续）异丙醇清洁卡的使用（续）

解锁打印机，拆下耗材色带盒和清洁套管。

从包装中取出清洁卡。

1.	拉出多卡盒异常滑块并插入清洁卡。

2.	向内推回异常滑块。

参照“运行异丙醇清洁卡程序”见页	38。

如果清洁卡存在一定的弧度，
请按图示方法插入。

带弧度的清洁卡

没有弧度的清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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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丙醇清洁卡的使用（续）异丙醇清洁卡的使用（续）

运行异丙醇清洁卡程序运行异丙醇清洁卡程序

使用液晶面板运行异丙醇清洁卡。

异丙醇清洁卡会被推进凸字机内部，然后弹出到
凸字机废卡盒中。

更换打印机的耗材盒和单卡盒打印机的入卡盒中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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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粘剂清洁卡的使用胶粘剂清洁卡的使用

使用胶粘剂清洁卡去除再转印过程中产生的颗粒。有关胶粘剂清
洁卡使用条件的信息，请参阅“清洁计划”见页	35页

单卡盒系统单卡盒系统

解锁打印机，拆下耗材色带盒和清
洁套管。

打开入卡盒并取出未打印的卡片。
操作时请拿住卡片边缘或配戴卡片
检查手套。

撕下胶粘剂清洁卡双面的中心贴条。双面两边的贴条均需保
留不动。

将胶粘剂清洁卡装入入卡盒中。

关上入卡盒并锁定打印机。

参照“运行胶粘剂清洁卡程序”见页	42。

仅撕下中
心贴条

如果清洁卡存在一定的弧度，
请按图示方法插入。

带弧度的清洁卡

没有弧度的清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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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875 即时签发系统即时签发系统

胶粘剂清洁卡的使用（续）胶粘剂清洁卡的使用（续）

多卡盒系统多卡盒系统

解锁打印机，拆下耗材色带盒和清洁套管。

1. 打开多卡盒门的锁。

2. 向左滑动锁杆释放按钮 (B1) 以释
放入卡盒锁杆。

3. 向左旋转中央锁杆，找到 H2 和 
H5 多卡盒输入色带盒。

4. 按下 H2 色带盒顶部的色带盒释放按钮，然后打开色带
盒门。

5. 提起卡片压重至色带盒顶部，轻轻向前拉动以将其锁定
到位。

6. 从 H2 色带盒中取出未打印的卡。操作时请拿住卡片边
缘或配戴卡片检查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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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胶粘剂清洁卡双面的中心贴条。双面两边的贴条均需保
留不动。

将胶粘剂清洁卡装入 H2 色带盒中，然后关上色带盒门。

请勿将胶粘剂清洁卡插入多卡盒的异常滑块中。

锁定多卡盒。

1. 向右旋转中央锁杆至锁定位置。

2. 向右滑动锁杆释放按钮，将锁杆锁定到位。

3. 锁上多卡盒门。

仅撕下中
心贴条

胶粘剂清洁卡的使用（续）胶粘剂清洁卡的使用（续）

如果清洁卡存在一定的弧度，
请按图示方法插入。

带弧度的清洁卡

没有弧度的清洁卡

参照“运行胶粘剂清洁卡程序”见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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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875 即时签发系统即时签发系统

胶粘剂清洁卡的使用（续）胶粘剂清洁卡的使用（续）

运行胶粘剂清洁卡程序运行胶粘剂清洁卡程序

使用液晶面板运行胶粘剂清洁卡。

从打印机废卡盒中取出胶粘剂清洁卡。

更换耗材盒、单卡盒打印机入卡盒或多卡盒打印机 H2 色带
盒中的卡片。

清洁多卡盒打印机时，会
显示以下信息。

清洁单卡盒打印机时，会显
示以下信息。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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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打印头清洁打印头

每次更换色带或发现任何打印质量问题时，都需要清洁打印头。

清洁时请使用以下物品。

清洁棒支撑台 清洁棒 清洁棉签

1. 关闭电源，并解锁打印机。

2. 打开打印机检修门，拆下色带盒 (C1) 和再转印膜盒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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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打印头（续）清洁打印头（续）

导轨

清洁棒支撑台

清洁纸

将清洁棒支撑台插入打印机。该支撑工具能够套在色带盒导
轨上滑入打印机。

用清洁棒清洁打印头。

请勿撕掉清洁棒上粉色的清
洁纸。

1. 从支撑工具的下部位置插入清洁棒。向内滑动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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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打印头（续）清洁打印头（续）

从此处将清洁棉
签放入工具中部
位置

2. 来回拉动清洁棒 3 次，完成打印头清洁操作。

3. 从支撑工具中取出清洁棒。

清洁棒双面均可用，您可以在一次清洁中使用其
中一面。初次使用后请妥善保存清洁棒。

用清洁棉签清洁打印头。

1. 打开清洁棉签包装。

2. 将清洁棉签插入支撑工具中。如图所示，从工具中部位
置插入棉签（或朝向支撑工具手柄的顶部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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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875 即时签发系统即时签发系统

清洁打印头（续）清洁打印头（续）

• 仅可使用清洁棒和清洁棉签清洁打印头。其他材料可能
会粘着在打印头上并造成损坏。

• 清洁棒双面均使用（使用两次）后请丢弃。

• 清洁棉签仅供一次性使用。清洁打印头后请丢弃棉签。

3. 来回移动清洁棉签 3 次，以清除打印头区域剩余的杂物。

4. 从支撑工具中取出清洁棉签。

从打印机上移除支撑工具。

请勿丢弃清洁棒支撑工具。它可在后期清洁操作中
重复使用。

1. 更换色带盒和再转印膜盒，关上并锁定打印机检修门。

2. 接通打印机电源。

3. 打印一张或多张测试卡以验证打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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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打印头凸轮滚子清洁打印头凸轮滚子

使用胶粘剂清洁卡清洁打印头凸轮滚子。

撕下中心贴条
和两侧贴条

1. 关闭打印机电源。

2. 解锁打印机并打开其检修门。

3. 拆下打印机中的再转印膜盒 (C2)。

撕下胶粘剂清洁卡一面的中心贴条和两侧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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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粘剂清洁卡

色带盒

打印头凸轮
滚子

上下移动清洁卡

1. 将清洁卡插入打印机中再转印盒导轨和滚子之间。确保
卡片带胶粘剂的一面朝向右侧并接触滚子。

2. 沿滚子上下移动清洁卡以清除杂物。

1. 更换再转印膜盒。

2. 关闭并锁定打印机。

3. 重启打印机。

清洁打印头凸轮滚子（续）清洁打印头凸轮滚子（续）

丢弃使用过的清洁卡。

再转印盒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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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注释



50 527763-001_H

CE875 即时签发系统即时签发系统

注释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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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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