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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使用安全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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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地使用本打印机，请注意下述事项。

 警告 : 错误使用时，可能会导致操作人员死亡或者重伤。

 注意 : 错误使用时，可能导致使用人员受伤或发生物品损坏。

 注意：请勿让小孩接触本产品，或者玩弄电源线。否则可能会导致受伤或者触电。

关于使用环境和设置

本使用说明书是为了安全的使用本产品而编写的。
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以及产品附带的说明书，并在充分的理解设置、操作方
法的基础上进行正确地使用。

注意：请勿设置在潮湿、多灰尘的场所。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或者打印机故障。
             比如，请勿设置在海水浴场、浴室、温泉、路上、池塘边等灰尘和沙石较多的场所
             以及潮湿的场所。

注意：请勿设置在摇晃的台座上面或者倾斜位置等不稳定的场所。 否则可能会导致跌落、              
             翻倒或者受伤。

注意：请勿设置在环境温度较低的滑雪场、滑冰场或者阳光照射且温度较高的室外等场所。

警告：请勿在本产品上放置花瓶、 盆栽、 杯子等盛水容器或者金属物品。 如果水溢出或者流
            入本机中， 则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者触电。

警告：请勿堵塞本产品的散热孔。 如果堵塞散热孔， 则可能会因为内部蓄热而导致火灾。

本使用说明书介绍了回避危险的各注意事项。为了更充分的理解本产品安全性，将分别使用下述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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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并不能预测在所有环境下设置及使用时的所有危险。因此，本使用说明书以及其它说明书、
     产品描述的警告和注意事项也就不可能包括所有的安全内容。说明书未介绍的操作或者检查时所
     产生的安全问题由用户自行承担。

◆ 使用本说明书以及其它说明书介绍的使用方法和检查注意事项仅针对本产品用于指定用途时的情况。
     用于说明书未描述的用途时，所产生的安全问题由用户自行承担。

◆ 请绝对不要进行使用本说明书以及其它说明书禁止的作业。

◆ 在使用本机时，对万一发生故障而导致打印内容不能打印的意外不做任何保证，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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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打印机时，请注意下述事项。

警告：从包装箱中取出本产品后，请放置在平坦的桌子上。

警告：请确切地插入电源插头。

关于打印机的使用

警告：当搬运机器时请握稳机器底部。

警告：一旦本产品跌落并造成损坏时， 请首先切断主机电源并拔掉电源插头， 然后和销售
            店或售后服务公司联系。 如果继续使用的话， 则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者触电。

警告：请不要拆卸本机或者进行改造。 印相机内部的高电压部分及高温部分可能会造成
           触电、 起火和烧伤等人身事故。

警告：搬运打印机前, 请首先切断主机电源并拔掉电源插头。

警告：在容易打滑的地面上搬运本产品时，请多加注意。

警告：打印头在使用过程中会变热， 但这不是异常。 由于打印头处于高温状态， 因此请绝
            对不要触摸。

警告：如果直接触摸打印头表面， 则可能会导致打印头损坏。
           另外， 如果沙子等坚硬杂质进入， 则可能会造成损坏， 因此请勿采取那样的使用方式。

警告：修复不良故障时， 仅限于实施本使用说明书记载的内容进行修复， 不能修复时， 请
           和您购买产品的销售店或者售后服务公司进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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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色带、相纸的使用和相片的保存，请注意下述事项

 要求：关于相纸的使用、保存
     请使用本公司指定的相纸。
     请存放在水平的地方。
     请避开潮湿场所，水平平地放在阴暗场所进行保管。(温度30℃以下、湿度60％RH以下)
     請勿觸摸相紙的列印面。（如果指紋附在列印面上，則有可能會導致列印品質下降。）

关于耗材的使用和相纸的保存

要求：关于色带的使用、保存
    请使用本公司指定的色带。
    请保管在避光的阴凉场所。( 温度30℃以下、湿度60％RH以下 )

要求：关于相片的保存
    请保存在阴暗的场所。
    保存时，请勿触摸相片表面或使其接触下述物质。
    苯、稀释剂、酒精等有机溶剂。 如果相片碰到这些液体，则可能变色。

注意：请将色带、相纸做为工业废物进行废弃处理。

注意：请注意不要让相纸的边缘伤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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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箱和确认附件

HiTi M610 热升华打印机 电源线 数据线

纸屑盒 纸卷架

第二章. 设置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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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部件

门把

打印机灯号

前门

纸屑盒

电源开关

开前门

显示打印机讯息

更换耗材或维修

收集纸屑

功能

1

4

开关电源5

电源线插孔

数据线插槽

连接电源线

连接计算机7

打印机各部件的名称与功能

相纸设定灯号 安装相纸时需待灯号亮为蓝色即完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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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① 

⑧ 

④ 

⑤ 

⑥ 

⑦ 正视图 侧视图

内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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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电源线时，请遵守下述注意事项。

请将附带的电源线
插入打印机后面的
电源线插孔。

连接电源线及数据线

警告： 连接电源线之前，请确认电源开关已关闭。

警告： 请确切地将电源插头插到底。否则有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者故障。

警告： 请勿湿手插拔电源插头。否则有可能会导致触电。

警告： 请勿损伤、 损坏电源线或者对其进行改造。 不要在电源在线放置重物、 进行拉拽
           或者强行扭曲，否则有可能会因电源线损坏而导致火灾或者触电事故。

警告： 移动本产品时， 请务必从插座上拔出电源插头， 并在确认和外部的连接线全部
           拔下以后再进行移动。 否则有可能会导致电源受损而导致发生火灾或者触电等
           事故。

警告：本产品长时间不用时，请务必从电源插座上把电源线拔掉以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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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附带的数据线
插入打印机后面的
数据线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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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相纸

1. 开启电源
2. 扣着门把将前门打开

注意: 纸卷若跟纸卷架中间有10公分
          距离表示纸卷没有放置好， 请
          重新组装

3. 放置纸卷架在纸卷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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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组装好的纸卷放入打印机， 并将纸卷头
    上的胶带拿掉

5. 将纸卷头放入打印机内的轮轴下, 旋转纸
    卷架直到相纸设定LED灯变蓝色即完成

注意: 如果LED灯闪红灯表示纸卷没
          有装好， 请重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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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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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纸屑盒

1. 照下方图示安装色带

2. 旋转下方色带轴将色带卷紧

3. 轻轻的关起前门

当相纸色带安装好, 前门关上后, 打印机将
初始启动, 前几张相纸将会自动裁断

1. 将纸屑盒推进打印机内 
2. 确保纸屑盒与打印机中间无缝隙

×OK

3. 紙屑盒內的紙屑快滿前， 請將紙屑清乾淨

搬运打印机时， 以下事项必须注意

1. 搬运打印机前， 请先将色带及相纸拿出
2. 搬运打印机前请用原打印机外箱装箱保护， 
    若原外箱已无法使用， 请联络当地经销商购买



3 - 1

为了让维持最好的打印质量， 建议每月固定清洁

HiTi M610 热升华打印机  使用手冊 简体中文

清洁打印头及滚轮

第三章. 例行保养

注意: 确保清洁前将电源插头拔掉。
　　  清洁打印头前请确保打印头已经冷却， 清洁时请勿用手指直接触碰打印头。

使用浸有异丙醇或乙醇的纱布清洁打印头
的热组件（玻璃面）

滚轮

滚轮

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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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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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轮

用吸尘器清洁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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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     ○ : 关             闪灯 (慢)        x : 闪灯 (快)

第四章. 灯号信息

灯号显示

电源            错误               　  耗材设定
说明

电源关闭 ●: 开 ○: 关

初始中

准备中

相纸用完或无安装相纸

色带用完或无色带

不支持此色带，请确认色带是否使用正确

无法使用此色带

卡纸

前门开启

相纸安装完成

前门没关

控制板错误，联络客服

机构件错误，联络客服

x x
x

蓝

N/A

N/A

N/A

红

黄

黄

紫

 (交替)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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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纸

第五章. 排除错误
色带断掉

1. 打开前门
2. 卸下色带
3. 卷曲的相纸剪掉

4. 将相纸拿出滚轮确保错误灯号息掉

1. 将断裂的色带黏起

2. 将断裂的色带卷到接受端的滚轮即可



分辨率

打印速度

打印尺寸

色带/纸匣容量

电源

300*300 dpi 

14 秒 (6x4”), 23 秒 (6x8”)

6x4”, 6x8”

750 张/卷 (6x4”), 375 张/卷 (6x8”)

100 to 240 V AC

电源消耗

界面

165 W / 1.8 A

USB 2.0

PC支援OS Win 7 以上 、 macOS v.10.6 或以上

尺寸

重量

290 x 375 x 345 mm

15k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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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说明

第六章. 售后服务及规格

有关本产品的咨询、保修等事宜，请向您所购买的销售店咨询。

*以上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请定期拜访诚研科技官方网站(www.hiti.com)，可取得最新的产品资讯、驱动程式、操作手册等

客户服务资讯

线上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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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North America)
HiTi Digital America, Inc.
675 Brea Canyon Rd., Suite 7 Walnut, CA 91789,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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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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