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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須知

安全須知

請仔細閱讀以下說明
1.    本設備勿置于潮濕處。
2.    連接至電源前，請先檢查電壓。
3.    當設備不用時，請將電源綫拔除避免電壓不穩而造成傷害。
4.    勿將任何液體濺入設備中，避免綫路短路。
5.    基于安全理由，只有受到專業訓練的從業人員，才可以打開本設備。
6.    請勿自行調整或修理已通電的設備，以確保您的安全。
7.    如不小心受傷，請立刻找急救人員給予您適當的救護，千萬別因傷勢輕微而忽略自己的傷勢。

**** Danger of explosion if battery is incorrectly replaced. Replace only with the equivalent type recommended by 
       the manufacturer.
**** Dispose of used batteries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 Only use with designated power supply adapter model.
****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the party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Caution

EZ2250i/EZ2350i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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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條碼機

1.1    全機器材

USB 傳輸線

產品光碟
含GoLabel標籤編輯軟體及使用手冊



測試用標籤紙捲

碳帶模組
碳帶回收紙管



碳帶

電源供應模組
電源線



EZ2250i 快速安裝導覽

EZ2250i/EZ2350i Series

打開包裝箱後，請先清點所有器材，並檢查是否有因運送所造成的損壞。請保留所有包裝材料，以備日後運送之用。

EZ2250i/EZ2350i 條碼標籤印製機



1    條碼機

1.2    條碼機各部位介紹

外觀介紹 

 
1.  控制面板 
2.  右側面板 
3.  透明視窗 
4.  上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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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進紙口

 紙張偵測校正快速鍵

串列埠預留孔(選配件)

自動貼標機介面連接線預留孔(選配件) 

外部進紙口 
電源開關 

電源插座

RS-232連接埠 
USB埠

1.
2.
3.

乙太網路連接埠
外接USB埠

4.
5.
6.

7.
8.
9.

10.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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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條碼機

 

 
1.   
2.   
3.   
4.   
5.   
6.  頭壓力旋轉臂 
7.  移動式偵測器旋鈕 
8.   
9.  紙張壓板 
10.   
11.  紙捲固定桿 
12.  紙捲固定桿撥柄 

 
13.  移動式偵測器 

 

 

13

 



4

2    條碼機配備安裝說明

2.1    標籤紙安裝

本條形碼機打印方式有：
熱轉式：打印時，須配加碳帶，將內容轉印於熱轉紙上。熱轉紙為一般紙質，也可搭配特殊碳帶打印於如卡紙、
               PVC等特殊材質之標簽。這類紙張保存時間較長。
熱感式：打印時不須碳帶，僅用熱感紙即可。此類紙質類似傳真紙，保存期限較短。

請先確定所要的打印模式，並於開機後進入設定模式 Setting Mode 設定即可。

1. 開啟上蓋。 
 
2. 依照圖示的順序及方向，

首先將印表頭壓力旋轉臂

往外拉出，接著由後向上

扳起。 

 
3. 依右圖動作 1 的方向將紙

捲固定桿撥柄鬆開。 
 
4. 依右圖動作 2 的方向將紙

捲固定桿抬起。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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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碼機配備安裝說明

5. 置入紙捲貼齊內側，調整

紙捲固定桿與紙捲貼齊

（勿過度擠壓紙捲以免紙

捲邊緣破損）。 
 
6. 推回紙捲固定桿撥柄。 
 
 
【注意】 

移動紙捲固定桿時，請儘量靠

近其底部施力。  

7. 依圖示方向安裝紙張。 

 
8. 紙張置於紙張壓板下方，

穿過移動式偵測器，送出

到紙張撕紙片。 
 
【注意】 

紙張偵測器必需對準紙張的間

距、打孔中心或黑線標所在的

位置。可使用移動式偵測器旋

鈕調整偵測器的位罝。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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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碼機配備安裝說明

9. 紙張往內側貼齊，移動標

籤調整撥柄貼齊紙張邊

緣。 
 
【注意】 

紙張需置於標籤調整撥柄的Ｌ

型區域內。 
 
10. 將印表頭壓力旋轉臂扳

回，關上印表頭。 
 
11. 蓋回上蓋，即完成標籤紙

的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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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碼機配備安裝說明

1. 開啟上蓋 
 
2. 依照圖示的順序

及方向，首先將印

表頭壓力旋轉臂

往外拉出，接著由

後向上扳起。 

 
3. 將碳帶裝入碳帶

供應軸，將紙管裝

入碳帶回收軸。 
 
4. 碳帶的油墨面有

朝外及朝內兩

種，請參考右下邊

圖示安裝。  
外捲式碳帶安裝方式 

(即油墨面朝外) 

 

內捲式碳帶安裝方式 

(即油墨面朝內) 

 

5. 碳帶前緣經碳帶

軸桿，通過印表頭

固定在碳帶回收

紙管上，即完成碳

帶的安裝。 

【注意】 

碳帶安裝時，不能包覆

到位於印表頭後方的

移動式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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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碼機配備安裝說明

2.3    電腦連結

1.    確認條碼機電源開關是位於關閉的位置。
2.    將隨機所附之電源線一端接於一般家用電源，另一端接於條碼機之電源插座.
3.    傳輸線一端接於條碼機之傳輸埠上，另一端接於電腦。傳輸線的類型視所購買的配備而有所不同，請依實際的配件安裝
4.    在紙張（碳帶）裝妥的情形下打開條碼機電源開關，等待條碼機之電源指示燈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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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碼機配備安裝說明

2.5    使用產品光碟安裝驅動程式與GoLabel
1.    將隨機附贈的產品光碟放入光碟機後，電腦即會自動執行並跳出光碟操作介面，此時您會看到如下圖所示的歡迎頁面
       按下歡迎頁面上的”標準安裝”按鈕，即可開始安裝驅動程式與GoLabel  

2.    安裝精靈會指示您依照圖示連接條碼機的電源及USB連線，連接好後再打開條碼機開關
       確認所有準備步驟都完成後再按下“下一步”按鈕

3.    開始安裝之前，畫面會提示您即將開始自動安裝條碼機驅動程式及GoLabel軟體，確認之後按“下一 步”按鈕，即可開始安裝

****若產品光碟放入光碟機後沒有自動執行程式，請將光碟機“自動播放”的設定開啟；或著直接點擊代表產品光碟的桌面圖示，
       亦可開始執行光碟程式。

注意



10

2    條碼機配備安裝說明

4.    在驅動程式與GoLabel軟體的自動安裝過程中，畫面會顯示安裝進度條，待進度條倒數完成後即表示安裝已完成。

6.    在“標準安裝”的過程中，您也可以選擇是否立即列印測試頁，或者是進行產品註冊。

5.    在自動安裝完成後您就可以使用GoLabel軟體開始進行標籤檔案製作、編輯及列印，或著是透過驅動程式完成列印工作。

****若您需要取得其他與條碼機相關的工具程式、說明文件或是產品介紹等檔案，您可以在第一頁的歡迎畫面裡按下“其他選項”
      按鈕，即可獲得更多相關的產品支援文件或檔案。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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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碼機配備安裝說明

1.    將產品光碟置入光碟機裏，開啓"Seagull-Driver"資料夾
        點擊條碼機驅動程式安裝圖示後開始進行安裝

2.    依照安裝視窗的指示進行安裝 
       選取"安裝條碼機驅動程式"

3.    選取安裝的條碼機型號

Godex EZ2250i

以直接開啟光碟資料夾的方式安裝驅動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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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碼機配備安裝說明

4.    指定條碼機連接埠

6.    在條碼機設定頁確認所有安裝設定皆正確
        按下「完成」鍵，即可開始複製驅動程式檔案
        當驅動程式檔案複製結束之後即可完成驅動程式安裝

5.    指定條碼機名稱，並指定是否共用條碼機

Godex EZ2250i

Godex EZ2250i

Godex EZ2250i

Godex EZ225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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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碼機配備安裝說明

7.    在Windows控制台的「印表機和傳真」選項裏即會新增剛完成安裝的條碼機圖示

Godex EZ2250i

Godex EZ225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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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碼機設定與操作

3.1    條碼機操作介面

送紙鍵

按下送紙鍵時，條碼機會依所使用紙張的類型將紙送出到指定的吐紙位置。
當使用連續紙時，按送紙鍵一次會送出固定長度的紙。
若是使用標籤紙時，按送紙鍵一次會送出一整張標籤。
在使用標籤紙時，若不能正確的定位，請依3.4節的說明進行紙張自動偵測。

電源鍵

確定電源線正確連接後按下電源鍵，LCD螢幕開始亮起，同時顯示”Ready”，表示條碼機目前為”準備列印”的狀態。
在電源開啟的狀態下，持續按著電源鍵三秒以上，即可關閉條碼機電源。

送紙鍵

條碼機操作介面

電源鍵

LCD 螢幕

方向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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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碼機設定與操作

3.2    LCD 操作介面簡介

操作步驟

按下電源鍵啟動條碼機即啟動螢幕開機畫面。

條碼機啟動後，LCD 螢幕上會出現 “Ready“ 訊息，表示條碼機是在準備列印的狀態。 

請按住按鈕，待LCD螢幕上的計時器到數完成後，即可進入設定模式的主畫面 
您可以從此主畫面開始，針對條碼機作各種不同的設定操作。

打開條碼機電源

進入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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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碼機設定與操作

如何操作設定畫面

在主畫面時，可按  或  按鈕去移動游標來選擇功能選項
選定一個功能選項後，按下送紙鍵，即可進入該選項的設定畫面

或選擇選項

進入該選項的設定畫面

在設定畫面時，按下  或  按鈕可選擇要進行設定的子選項
選定一個子選項後，按下送紙鍵，即可進入該選項的設定值調整畫面

或選擇子選項

進入該選項的設定值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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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碼機設定與操作

按下送紙鍵即可使選定的數值生效，此時會出現紅色勾號標示目前生效的設定值

在設定值調整畫面時，按下  或  按鈕可變更設定值

或變更設定值

確認設定值

**** 藍色箭頭表示目前選擇的設定值。

**** 紅色鍵頭表示確認生效的設定值。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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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碼機設定與操作

在設定選項畫面，按下  按鈕可回到主畫面

從目前畫面回到預備列印畫面

在功能選項畫面或設定值變更畫面時，螢幕左上角會出現指引圖示，依照指引圖示所顯示的箭頭方向，按下對應的方向按鈕，

即可回到上一層的選單，可重複此步驟一直回到最初的主畫面，在主畫面選擇”EXIT”圖示即可回到預備列印畫面

指引圖示

在設定值變更畫面時，按下 按鈕可回到上一層畫面

回到設定選項頁面

回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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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碼機設定與操作

在主畫面，選擇“EXIT” 圖示並按下進紙鍵，即可離開設定模式，LCD操作介面會回到預備列印的畫面

或離開設定模式

回到預備列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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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碼機設定與操作

3.3    LAN Setting 操作介面簡介

如何操作設定畫面

在主畫面時，可按  或  按鈕去移動游標來選擇功能選項
選定一個功能選項後，按下送紙鍵，即可進入該選項的設定畫面

Device

或選擇Device選項

進入LAN Setting的設定畫面

在LAN Setting設定畫面時，按下  或  按鈕可選擇要進行設定的子選項

在子選項清單，按下  或 方向鍵選定DHCP選項後，即可進入DHCP該選項做設定值調整設定

或
進入LAN Setting
子選項選擇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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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碼機設定與操作

一開始DHCP的設定值為關閉，若要對DHCP進行設定，選擇方向鍵或

設定完成，請務必確實按兩次送紙鍵，讓畫面回到LAN Setting的設定畫面。

選擇方向鍵將DHCP做開啟的動作

按壓送紙鍵回到子選項功能畫面

再次按壓送紙鍵即完成
LAN Setting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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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碼機設定與操作

3.4    LCD Password 操作介面簡介

如何操作設定畫面

在主畫面時，可按  或  按鈕去移動游標來選擇功能選項
選定一個功能選項後，按下送紙鍵，即可進入該選項的設定畫面

Device

或選擇Device選項

進入LCD Password的設定畫面

一開始LCD Setting的設定值為關閉，若要對此功能進行設定，選擇方向鍵或，即可進行設定。

按壓方向鍵即出現開啟
輸入密碼的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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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碼機設定與操作

再次按壓方向鍵即可針對
密碼數字做輸入的動作

按壓送紙鍵回到子選項功能畫面

再次按壓送紙鍵即完成
LCD Password的設定

設定完成，請務必確實按兩次送紙鍵，讓畫面回到LCD Password的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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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碼機設定與操作

3.5    LCD操作介面功能說明

主畫面

印表機設定

標籤設定

裝置

印表機控制

退出

與條碼機硬體設定相關的選項，例如：列印速度或列印黑度等，也包含可幫助您
輕鬆完成列印設定的”列印精靈”功能

 
 

列印標籤時的相關設定選項，例如，轉向列印或起印點調整等  

選配配件如裁刀或自動剝紙器等相關的週邊裝置設定選項 

可進行條碼機特殊功能的操作，如自動校正、自我測試、清除記憶體等  

從設定模式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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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碼機設定與操作

設定模式選項列表

印表機設定

標籤設定

面板語言  

English 
German 
繁體中文 

简体中文 

列印精靈 

列印速度 2-5或7 
列印明暗度 0-19 

紙張類型  
標籤紙  
黑線標記紙  
連續紙  

列印模式  熱感模式  
熱轉模式  

停歇點設定  0-40 

設定  

列印明暗度 0-19 
列印速度 2-5或7 

偵測器  

標籤偵測模式  
自動選擇  
穿透式  
反射式  

紙張類型  
標籤紙  
黑線標記紙  
連續紙  

列印模式  熱感模式  
熱轉模式  

停歇點設定  0-40 

起印定位  套用  
取消  

Codepage 

850 
852 
437 
860 
863 
865 
857 
861 
862 
855 
866 
737 
851 
869 
Win 1252 
Win 1250 
Win 1251 
Win 1253 
Win 1254 
Win 1255 
Win 1257 

旋轉  

0° 
90° 
180° 
270° 

水平位移  -100 - 100 
垂直位移  -100 - 100 
起印點調整  -100 - 100 

呼叫標籤  001 Form Name 
002 Form Name 

Français
Español
日本語

Italiano
Pусский
Tü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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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

印表機控制

離開

蜂鳴器 套用  
取消  

配備設定  
選配  

無  
裁刀  
自動剝紙器  
貼標籤機  

預先列印  套用  
取消  

通訊埠設定  

鮑率

4800 bps 
9600 bps 
19200 bps 
38400 bps 
57600 bps 
115200 bps 

同位值 
Non 
Odd 
Even 

資料長度  7 bits 
8 bits 

停止位元數 1 bits 
2 bits 

時間設定  
時間顯示  套用  

取消  

時間設定  YYYY/MM/DD 
HH:MM:SS 

自動校正  套用  
取消  

自我測試 套用  
取消  

印表頭測試   
 

出廠設定   
 

清除記憶體  

標籤格式   
 

圖形   
 

點陣字型   
 

向量字型   
 

亞洲字型   
 

所有  
 

離開 

套用

套用

套用

套用

套用

套用

套用

套用

取消

取消

取消

取消

取消

取消

取消

取消

網路設定

連接埠

DHCP

固定IP
預設閘道

子遮罩

09100
開啟
關閉
192.168.000.254
192.168.102.076
255.255.255.000

螢幕密碼設定
開啟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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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D 操作介面的狀態

當條碼機進入預備列印的狀態，LCD 螢幕會顯示“Ready”的字樣 
只有在此狀態時，條碼機才能進行列印

如果條碼機出現任何錯誤，LCD 螢幕會出現錯誤訊息並顯示出現錯誤的原因
您可以根據此錯誤訊息畫面排除錯誤狀態

警告圖示

錯誤說明

錯誤圖示

圖示定義

回到上一層  
此圖示會出現在設定選項畫面左上角的指引圖示中，
依照箭頭指示，按下左方向鍵即可回到上一層的選單
畫面

回到上一層  
此圖示會出現在調整設定值畫面左上角的指引圖示中，
依照箭頭指示，按下上方向鍵即可回到上一層的選單
畫面

鎖定設定值
在調整設定值畫面中，若出現鎖頭的圖示，即表示此
設定值可進行鎖定，以避免設定值被任意變更。進行
鎖定時，只需按下右方向鍵即可
畫面

解除鎖定 在調整值鎖定的狀態下，再次按下右方向鍵即可解除
鎖定

 
 

調整設定值  
在調整設定值畫面中，若出現上下箭頭的圖示，即表
示可按上或下方向鍵瀏覽數值選項，選定數後即可進
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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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標籤紙自動偵測及自我測試頁

標籤紙自動偵測

條碼機可自動偵測標籤紙(或黑線紙)並自動記錄偵測結果，如此在列印時即無須再設定標籤長度，而條碼機亦會感應每張標籤紙
(或黑線紙)的位置。

自我測試頁

自我測試頁的內容可幫助使用者檢查條碼機的狀態並確認是否運作正常。
依照以下的步驟即可進行標籤紙自動偵測並列印出一張自我測試頁
1.    請先檢查紙張是否已正確安裝於條碼機上。
2.    關閉電源，按住送紙鍵。
3.    打開電源(此時仍按住送紙鍵不放)，等待LED指示燈閃紅燈後放開送紙鍵，條碼機即開始進行標籤紙自動偵測及定位，條碼 
       機會將自動偵測及定位的結果記錄下來。
4.    完成自動偵測及定位後，條碼機即會將偵測結果及條碼機相關設定內容自動列印出一張自我測試頁。

自我測試頁圖示及其說明如下：

機種與F\W版本

USB ID 

串列埠設定值

Ethernet連接埠的MAC位址

IP protocol 設定值

Ethernet連接埠的IP位址

Gateway 設定值

Netmask 設定值

DRAM安裝數量

列印長度記憶體大小

標籤儲存於記憶體數量

圖形儲存於記憶體數量

字型儲存於記憶體數量

亞洲字型儲存於記憶體數量

資料庫儲存於記憶體數量

向量字型儲存於記憶體數量

目前記憶體大小

目前機器速度,熱度,左邊界起印

目前標籤寬度,長度與間距

裁刀,自動剝紙器,列印模式

紙張偵測感應器參數值

碼頁設定值

EZ2250i:GX.XXX
USB S/N:12345678
Serial port:96,N,8,1
MAC Addr:xx-xx-xx-xx-xx-xx
DHCP Enable
IP xxx.xxx.xxx.xxx
Gateway xxx.xxx.xxx.xxx
Sub-Mask xxx.xxx.xxx.xxx
##################################
1 DRAM installed
Image buffer size:1500 KB
0000 FORM(S) IN MEMORY
0000 GRAPHIC(S) IN MEMORY
000 FONT(S) IN MEMORY
000 ASIAN FONT(S) IN MEMORY
000 DATABASE(S) IN MEMORY
000 TTF(S) IN MEMORY
4073 KB FREE MEMORY
^S4  ^H8  ^R000  ~R200
^W102  ^Q100,3  ^E18
Option:^D0  ^O0  ^AD
Reflective AD:1.96 2.84 2.49[0.88_23]
Code Page: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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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紙張偵測鍵

「紙張偵測校準鍵」是第一次使用印表機，或更換不同耗材種類時使用，當發生紙張偵測錯誤時，使用也可使用「紙張偵測校準鍵」
來重新定位紙張，並解除錯誤訊息。

按住「紙張偵測校準鍵」約2秒，印表機將執行自動校正功能偵測紙張定位。

****使用「紙張偵測校準鍵」等同於執行自動校正命令 (~S,SENSOR)，執行中的列印工作 (Print Job) 將被清除，自動校正紙
       張後，需重新傳送列印工作。

注意

自动纸张侦测键

按住约一至二秒

按住约一至二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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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操作錯誤訊息

在列印過程中若發生任何錯誤而導致無法列印，LCD螢幕會顯示錯誤訊息並發出嗶嗶聲響以示警告。
請參考以下說明以判斷錯誤情況。

LCD操作介面  
錯誤狀態 

錯誤類型  響聲  說明  排除方式 

印表頭錯誤  連續2次4聲  印表頭(列印機心)未關或關閉不完全 重新開啟列印機心並依正確方式關上。  

印表頭錯誤  無  印表頭溫度過高 

當印表頭溫度過熱時，條碼機會自動
停止列印，待印表頭溫度降低後則會
回到待機狀態。  

耗材錯誤  連續2次3聲  

未安裝碳帶但機器出現錯誤訊息  確認條碼機設定為熱感模式。  

碳帶用盡或碳帶供應軸不動時
 

 更換新的碳帶。  

耗材錯誤  連續2次2聲  

偵測不到紙  
確認移動式偵測器位置標示的位置是

 

是否位於正確的偵測位置，若仍是偵   
測不到紙，請重做紙張偵測。

 

紙張用盡  更換新的紙捲  

紙張傳送不正常  
可能原因有：卡紙 / 紙張掉落在滾軸
之後 / 找不到標籤間距或黑線標記 /
黑線標紙用完等，請依實際的使用情
況調整。

 

  

送紙鍵

條碼機操作介面

電源鍵

LCD 螢幕

方向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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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操作介面  
錯誤狀態 

錯誤類型 響聲  說明  排除方式 

檔案錯誤 連續2次2聲  

條碼機會印出 "File System full"，表
示記憶體空間已滿

 

 
刪除記憶體內不需要的資料。 

條碼機會印出 "File Name Not 
Found”，表示找不到檔案 

 
 

 

請使用 ~X4 命令將所有檔案列印出
來，再核對送到條碼機的名稱是否
正確及存在否。   

 
 

 
 

條碼機會印出 "Duplicate Name”，
表示檔名重複

 
 更換檔名之後再下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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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外接USB埠

定義：僅限於連接隨身碟(Memory stick)、USB鍵盤 & Scanner

用途：

 連接隨身碟作為延伸記憶體，可下載並儲存圖形、字型、標籤檔、DBF及命令檔；或儲存韌體，

　透過隨身碟可更新印表機韌體版本。

 連接USB鍵盤進行單機操作。

 連接Scanner進行單機操作。

使用方式：

 需先在隨身碟上建置“LABELDIR“資料夾。印表機支援熱插拔功能，建置方式可以在開機狀態下，直接將隨身碟連接到

    GoDEX “i“機種的印表機，印表機會主動在隨身碟上建立所需的資料夾。

 將隨身碟連接到印表機；透過USB隨身碟連接PC與印表機。

 更詳細的下載、使用資訊請參考“GoLabel On-line Help“

透過隨身碟更新印表機韌體版本

 原印表機韌體版本需為V1.004版本(含)以上。

 將隨身碟取下，連接到PC上。

 將韌體.bin檔透過PC複製到隨身碟的“\LABELDIR\FW”路徑中。

 取下隨身碟，並將隨身碟連接印表機，機器會自動比對與更新韌體版本。

 該“\LABELDIR\FW”目錄中只允許一個檔案存在，如果存在多個檔案，將會發生檔案錯亂的情況。

 當進入Flash Writing… 狀態後，不可任意取下隨身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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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USB鍵盤

 連接鍵盤到條碼機，螢幕會顯示「進入單機操作」，按Feed鍵即可進入單機操作模式，於此模式下可以執行「呼叫標籤」，設定

  「鍵盤國碼」、「Codepage」、「時間」、「資料庫」及「編輯標籤」。

 連接USB鍵盤到條碼機，如不進入單機操作模式，可按左鍵離開。

  離開單機操作模式後，如需再進入，可按鍵盤上「F1」按鍵或重新開機，即可依照步驟第一個步驟選擇是否進入單機操作模式。

連結Scanner

 連接Scanner到條碼機，螢幕會顯示「進入單機操作」，按Feed鍵即可進入單機操作模式，於此模式下可以執行「呼叫標籤」，

　選擇需要列印的標籤，透過Scanner可輸入Prompt與Print Quantity。

*     外接USB埠無Hub功能。
*     隨身碟僅支援FAT32格式，容量上限32GB。支援廠牌: Transcend, Apacer, ADATA, Patriot, Corsair, Kingston。
*     隨身碟僅支援透過印表機下載功能，透過PC目前僅支援整個LABELDIR資料夾複製，無法透過PC將個別資料複製到隨身碟。
*     外接USB埠僅供電500mA，不建議作為電子產品充電使用。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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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安裝NetSetting軟體

NetSetting軟體是在您使用網路連線遠端操作印表機時所必需的操控軟體，您可以在產品內附的光碟裡或從官方網站下載此
軟體的安裝檔案，之後請依照以下的步驟進行軟體的安裝。

5.    按下”下一步”鍵，即可開始複製軟體檔案。
6.    安裝完成之後即可在桌面看到NetSetting軟體的啟動圖示。

1.    將產品光碟置入光碟機裡，開啟"Ethernet"檔案夾。
2.    點擊NetSetting軟體的安裝圖示後開始進行安裝。

3.    依照安裝視窗的指示進行安裝。
4.    可指定安裝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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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NetSetting操作介面

按下NetSetting軟體的啟動圖示後，可以看到如下圖的開始頁面，在開始頁面裡會顯示一些印表機和PC的基本資訊。

NetSetting操作介面分為六大類，可針對各種不同的網路設定進行操作及變更。但為了確保網路設定的安全性，在進行操
作之前您必須先輸入正確的密碼。

按下放大鏡的圖示，NetSetting軟體即會開始尋找目前在您的網路環境中已經連線的Godex印表機，所有已連線的印表機 
會顯示在上圖的印表機列表中。

**** 預設的網路安全設定密碼為“1111”，稍後您可以在“IP Setting”頁面裡進行變更。

注意

RT20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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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網路環境設定的變更時，您必須具備基本的網路知識，若需取得相關的網路環境設定參數，建議您聯繫您的網路 
       管理人員。
*     如開啟DHCP時, 找到的IP位址如果是IP = 169.254.229.88，Netmask = 255.255.0.0，Gateway = 不變(上一個值)，
       為無效的IP位置。

注意

按下“設定”鍵可以使設定值生效，按下“重取資料” 鍵則可以更新目前設定的數值。

IP設定 

在IP設定的頁面裡，你可以設定印表機名稱、Port number、Gateway以及網路設定安全密碼，除此之外您也可以將條
碼機的IP位址設定為固定IP或DHCP。

4    網路軟體Net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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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設定”鍵可以使設定值生效，按下“重取資料” 鍵則可以更新目前設定的數值。

警告訊息通知路徑設定

當印表機發生錯誤時，NetSetting可將警告訊息發送到您指定的郵件位址。警告訊息可經由SMTP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或SNMP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來發送。 
在”警告訊息通知路徑設定”頁面裡，您可以針對SMTP及SNMP的設定值進行設定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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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設定”鍵可以使設定值生效，按下“重取資料” 鍵則可以更新目前設定的數值。

警告訊息設定

您可以針對印表機發生錯誤時的不同狀況設定是否需要發送告警訊息，也可以設定告警訊息是經由SMTP、SNMP或兩者同時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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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設定”鍵可以使設定值生效，按下“重取資料” 鍵則可以更新目前設定的數值。

印表機組態設定

設定或變更已連線的印表機組態，您可以在此設定頁面裡完成主要的印表機設定項目。

RT70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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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Send Command” 鍵可以將印表機命令經由網路傳送到印表機，藉此實現遠端操作功能。

命令視窗

“命令視窗”可提供您一個與印表機遠端溝通的介面，讓您可經由此視窗，以傳送印表機命令的方式操作印表機。
您可以在"Input Command"區塊裡輸入印表機命令，然後按下“Send Command”鍵將命令內容傳送到印表機執行。
部份印表機命令執行後會回傳訊息者，則會將回傳訊息顯示在"Output Message"區塊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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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進行印表機韌體更新之外，您也可以按下”恢復系統出廠設定值”鍵來將印表機的各種設定值都回復到出廠時的狀態。

韌體更新

在“韌體更新”頁面可以顯示出目前印表機的韌體版本，如果您需要更新印表機韌體時，只要指定新版印表機韌體檔案的存放位
置，按下“開始下載更新韌體”鍵後，即可進行遠端印表機韌體更新。

BOOT : 1.000a1 F/W : RT700i 1.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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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紙回收模組 

1
2

3

4
  

2 U型固定夾 

3 螺絲*4 

4 標籤回收導紙架 
 
【注意】 

最大剝紙寬度為118mm, 

背紙規格建議厚度在0.06mm ± 

10%,紙質基重為65g/m2 ± 6%會

得到最佳之剝紙效果。 

1. 面對機器正面，掀起上蓋並將

機器轉至側面。 
 
【注意】 

安裝背紙回收器裝置時,請先將電

源開關關閉。 

 
2. 將機器內部側面的背紙遮蓋使

用十字螺絲起子卸下。 
 

 

 
 

5.1    安裝選購配備預備步驟

5    條碼機選購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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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背紙回收軸桿上的 U 型固定夾

先取下，再將背紙回收模組用

螺絲鎖合於機器上。 

1

2

  
4. 鎖合背紙回收模組後將背紙回

收控制接頭插於背紙回收控制

插座上。 

  
 

5. 完成背紙回收模組安裝。 
 
【注意】 

背紙回收模組的最大回收長度約等

於一捲8吋外徑(3吋芯)紙捲的長

度。 

  
 

 

5    條碼機選購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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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上蓋掀起，面對機器正面，將右

側面板下方的螺絲順時鐘鬆開，並

將右側面板往上抬起水平卸下。 
 
【注意】 

安裝標籤回收導紙架裝置時,請先將電

源開關關閉。 
 

2. 將標籤回收導紙架固定並鎖上兩

邊螺絲。 

 
3. 完成標籤回收導紙架安裝。 

 
4. 將碳帶與紙捲安裝於機器中。 

 
5. 將標籤穿過機心與導紙桿下方。 

 
6. 將標籤環繞於背紙回收模組上，並

使用 U 型固定夾固定。 

【注意】 

請注意標籤固定在背紙回收模組的方

向。 
 

7. 蓋回上蓋即完成標籤回收導紙架

安裝。 

【注意1】 

在啟用標籤回收功能前，請先確定標籤

回收導紙架是否依安裝步驟正確安裝。 

【注意2】 

如果要啟用自動剝紙功能，必須先將標

籤回收導紙架拆下。 

 
 

 

5    條碼機選購配備

5.2    標籤回收導紙架安裝方式(需搭配背紙回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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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上蓋掀起，面對機器正面，將右

側面板下方的螺絲順時鐘鬆開，並

將右側面板往上抬起水平卸下。 
 
【注意】 

安裝自動剝紙器裝置時,請先將電源 

開關關閉。 

 
2. 完成背紙回收模組安裝後，面對機

器側面，將印表頭壓力旋轉臂往外

拉起，並由後向上扳起，使印表頭

向上抬起。 
 
3. 背紙回收軸桿上的 U 型固定夾先

取下 

1

2
3

 
4. 將碳帶與紙捲安裝於機器中。 
 
【注意1】 

背紙規格建議厚度在0.06mm±10%，紙

質基重為65g/m2±6%會得到最佳之剝

紙效果。 
 
【注意2】 

建議配合背紙回收器使用時的標籤尺

寸高度為20mm以上。 

【建議】 

加裝脫紙模組裝置時，停歇點設定數值

(^E)建議為12。 

  

5. 將標籤紙剝離數張只留其背紙(背

紙長度約 400mm)後，再將背紙穿

過機心與導紙桿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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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自動剝紙器安裝方式(需搭配背紙回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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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背紙環繞於背紙回收模組上，並

使用 U 型固定夾固定。 
 
【注意】 

請注意背紙固定在背紙回收模組的方

向。 

23
1

 
7. 將右側面板裝回，並將螺絲依反時

鐘方向鎖合固定。 

 
8. 輕按自動剝紙偵測器下方，使剝紙

偵測器彈出。 

9. 將自動剝紙偵測器扳至偵測位

置，將印表頭壓力旋轉臂扳回，再

關上印表頭。 

 
10. 蓋回上蓋即完成自動剝紙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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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裁刀遮蓋 

 

2 裁刀模組(含控制板)及連接插頭 

3 理線座 

4 螺絲*2 

【注意1】 

本裁刀不適用於有背膠之標籤紙，如裁切

有背膠之標籤將會污染裁刀及減低使用

上的安全性。 
 

【注意2】 

裁刀模組的使用壽命在裁切160g/㎡紙

質時為500,000次，而在裁切200g/㎡紙

質時為250,000次。 

1. 面對機器正面，將右側面板下方的手

轉螺絲卸下，並將右側面板卸下。 
 
【注意1】 

安裝裁刀模組裝置時,請先將電源關閉。 
 
【注意2】 

將手轉螺絲卸下時,請勿將右側面板用力

扯下,只需將右側面板下方卡勾與定位凸

點分離,再將右側面板輕輕向上卸下即

可。 
 

2. 面對機器正面，使用螺絲起子將撕紙

片卸下。 

 
 

5    條碼機選購配備5    條碼機選購配備

5.4    裁刀安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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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輕扶裁刀模組並將其用螺絲鎖合固

定於機器上。 

 
4. 將裁刀控制連接頭插於主機裁刀控

制插座上。 
 
5. 將線材固定於理線座上。 
 

 
6. 將裁刀遮蓋掛於裁刀上，並將底部的

螺絲鎖合固定。 
 
7. 將碳帶與紙捲安裝於機器中，蓋回機

器上蓋即完成。 

【注意1】 

使用裁刀時請確認機器的裁刀設定值為

開啟狀態。 
 
【注意2】 

建議配合裁刀使用時的標籤尺寸高度為

30mm以上。 
 
【建議】 

加裝裁刀模組裝置時，停歇點設定數值

(^E)建議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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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Parallel port轉接板安裝方式

1 並列埠線 

1 2

3 4

 
 

2 Parallel port轉接板 

3 30PIN排線 

4 螺絲*2 
  

1. 確定電源已關閉且將電源線

自機器端拔除後，面對機器正

面，掀起上蓋。  

 
2. 卸下右側主機外殼螺絲，並

將左側主機外殼拆下。 

  
 

3. 拆下 Parallel port 預留孔遮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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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鎖好支架的 Parallel port

模組固定在機器上，並鎖上

螺絲。 

 
 

5. 將內附的 30pin 排線兩端分

別插上 Parallel port 模組及

主板上的插腳。 
 
【注意】 

請先確認pin腳方向正確後再插上

連接排線，否則 Parallel port模組

將無法使用。 

 
 

6. 裝回主機外殼，並鎖上螺

絲，即可完成 Parallel port

模組的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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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印表頭拆換安裝說明

1. 面對機器正面，掀起上蓋。 
 
【注意】 

拆換印表頭時需將電源關閉。 

 
2. 將印表頭壓力旋轉臂往外拉

起，並以反時針方向旋轉,使

印表頭向上抬起。 

 
3. 抓住印表頭前端凹槽將印表

頭往前拉出即可拆下印表

頭。 
  
4. 如果無法順利徒手取下印表

頭，如右圖所示可以利用一

字起子插入印表頭模組上的

溝槽後，把螺絲起子朝機器

內的方向推，即可把印表頭

往外推出。 

 
5. 抓住印表頭前端往上靠齊, 

將印表頭上之排針(公)及機

器上之排針座(母)對齊後向

內推到底即可, 此時即完成

印表頭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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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對機器正面，掀起上蓋。 

 
2. 將印表頭壓力旋轉臂往外拉

起，並以反時針方向旋轉,使

印表頭向上抬起。 

 
3. 印表頭列印線位置的調整: 
 通常採用較硬或較厚紙張列

印時,印表頭之列印線應往
前(即出紙方向)調整,以得到
較佳之列印品質,此時可取
一字起子(如右圖示)以順時
針方向旋轉調整螺絲(A)即
可令印表頭往前位移。 

 
 印表頭位置調整之左右側調

整螺絲(A)其調整量應一致,
使列印線與滾輪中心線呈平
行狀態。 

 調整螺絲(A)旋轉一圈,印表
頭位移行程為0.5mm,建議
調整方式採漸進式,每次調
整1/4圈,以確認列印品質況
狀。 

 如印表頭位置調整出現錯亂
現象,請將左右側之調整螺
絲(A)以一字起子反時針方
向輕輕轉到底,於回復原點
後再依上述調整方式重新調
整。 

  
 

6.2    印表頭列印綫調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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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下碳帶轉軸上的旋鈕後，向左或向右

旋轉，即可調整碳帶轉軸拖動碳帶的張

力大小，張力調整分四個階段，在旋鈕

上以1~4的號碼標示，1為扭力最強，4

則是最弱。當碳帶轉軸因張力不足無法

拖動碳帶時，可先調弱碳帶供應軸的扭

力，若仍無改善，可再搭配調強碳帶回

收軸的扭力。 
 
由於碳帶材質上的差異，如果在列印的

過程中發生類似碳帶皺折的現象時，可

將碳帶回收軸上的張力調整鈕以順時

針方向調強張力。(若皺折現象仍無法

排除，請參考6-6節「碳帶皺折調整」

的說明進行調整) 
 
如果使用較窄的碳帶(特別是寬度小於

2吋的碳帶)，導致列印時有拖不動的現

象時，可將碳帶供應軸上的張力調整鈕

以逆時針方向調弱張力。另外，若有因

為碳帶紙管太緊而無法抽出的情況發

生時，可將碳帶回收軸與碳帶供應軸的

張力調整鈕，以逆時針方向調弱張力。 

+-
  

 

6.3    碳帶張力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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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印表頭保養與清潔

印表頭可能會因灰塵附著、標籤紙沾粘

或積碳等，而發生列印不清晰或斷線 

(即某部份無法列印) 的狀況。所以除了

列印時將上蓋保持閉合外，所使用的紙

張也要注意是否有灰塵或其他污物附

著，以保持列印品質並可延長印表頭使

用壽命。印表頭的清理步驟如下： 
 
1. 先關閉電源後再開啟上蓋並取下

碳帶。 

2. 將印表頭壓力旋轉臂往外拉起並

由後向上扳起，使印表頭向上抬

起。 

3. 若印表頭 (見附圖中箭頭所指之

處) 附著有粘結之標籤紙或其他

污物，請用軟布料沾工業酒精清

除。 
 
【注意1】 

建議每周印表頭的清理 1 次。 

【注意2】 

清理印表頭時，請注意清潔的軟布上是

否有附著金屬或堅硬物質，若使用不潔

的軟布而造成印表頭的損壞，則不在保

固條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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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對機器正面，掀起上蓋。 

 
2. 將印表頭壓力旋轉臂往外

拉起，並以反時針方向旋轉

以打開印表頭。 

 
當印製不同紙質之標籤，或使用
材質不同之碳帶時，由於不同介
質之影響，可能導致列印品質左
右不均勻，因而需要調整印表頭
平衡。另外，如果有單邊列印不
清楚或碳帶皺褶現象產生時，可
先調整彈簧固定盒位置，如無改
善再繼續調整彈簧固定盒的壓力
大小。 
3. 依實際列印不平均的位

置，移動印表頭彈簧固定
盒。通常，紙張愈寬，印表
頭彈簧固定盒愈靠右(外
側)，紙張愈窄，右邊的印表
頭彈簧固定盒的也愈靠左 
(內側)。 

 

4. 如調整印表頭彈簧固定盒

位置後，情況仍未改善時，

請利用一字起子將彈簧固

定盒的調整螺絲，順時針方

向加強壓力，逆時針方向減

弱壓力。 

 
 

 

 

+ -

6.5    印表頭壓力及平衡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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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碳帶皺折調整

1. 由於碳帶材質上的差異，如果在列印的過程中發生類似碳帶皺折的現象時，可將碳帶調整片

螺絲調整。 

例如: 產生如圖(a)的皺折時，請將碳帶調整片螺絲(A)順時鐘調整，產生如圖(b)的皺折時，請將

碳帶調整片螺絲(B)順時鐘調整。 
 

                
(a)                                          (b) 

 
2. 調整圈數每次以半圈為一個單位調整，調整後請再作列印測試，如碳帶皺折未改善，請依上

述方式再作調整，而調整圈數不得超過 2圈(即調整次數為 4次)。 

【備註】調整圈數超過2圈時，會造成調整片過低導致出紙口過小，紙張會因此碰到撕紙檔板而造

成出紙不順或拖不動。若發生此現象，請將調整片螺絲逆時鐘鎖到底再重新調整。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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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裁刀卡紙排除

1. 在裁刀兩側皆有如右圖所示之調整孔。 
 
2. 當卡紙而造成裁刀無法正常使用時，請

先關閉電源，使用 3mm 六角扳手插入

任一邊之調整孔內，順時針方向旋轉即

可排除卡紙。 
 
3. 排除卡紙後，重新開啓電源，此時刀刃

即會自動回復到正確的位置。 
 
【注意】 

建議配合裁刀使用時的標籤尺寸高度為

30m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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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故障排除

**** 若以上建議仍無法解決問題，請與經銷商聯繫。

問題   建議改進方法 

電源打開後LED無亮燈
  

♦ 檢查電源線是否接妥。   
請參閱2.4節內容說明 

機器停止列印並亮錯誤燈號
 

 

 

♦ 檢查應用軟體之設定，或檢查程式命令是否錯誤。  
♦ 查找3.3節操作錯誤訊息說明，確認錯誤型態。   
♦ 檢查印表頭是否關閉(印表頭組合件未壓至定位)。  

請參閱3.3節內容說明  

條碼機開始列印，但標籤上無內容印出 
  

♦ 檢查碳帶是否正反面倒置，或是否適用。 
 ♦

 
選擇正確的條碼機驅動程式。

 ♦
 

選用正確的列印模式，並配合選用正確的標籤紙材質及碳帶類型。
 

列印時，標籤有糾結現象  

♦ 清除糾結之標籤，如果印表頭沾有黏著之標籤，請用酒精筆或柔軟布料沾
酒精，清除其殘餘黏膠。
請參閱6.1節內容說明 

列印時，標籤上僅局部內容印出  

♦ 檢查標籤紙或碳帶是否黏著於印表頭上。
檢查是否應用軟體有誤。 

♦ 檢查是否邊界起印點設定有誤。  
♦ 檢查碳帶是否打摺不平整。  
♦ 檢查電源供應是否正確。  

列印時，標籤上部份列印不完整 
 

 

 

♦ 檢查印表頭是否有殘膠、碳渣附著。  
♦ 使用內建命令~T檢查印表頭是否列印完整。

 ♦ 檢查使用的耗材是否品質不佳。
 

列印位置不符所望  
♦ 檢查偵測器是否被紙張附著其上。  
♦ 檢查紙張調整桿是否貼齊紙捲邊緣  
♦ 確認標籤尺寸是否適用。  

列印時，跳至次張標籤   

♦ 檢查標籤紙高度及間隔設定是否有誤。 
♦ 檢查偵測器是否被紙張附著其上。  
♦ 請再次進行標籤紙自動偵測程序。  

請參閱3.2節內容說明  

列印結果不清晰   
♦ 檢查列印明暗度設定是否不足。 
♦ 印表頭是否有殘膠、碳渣附著須清理。  

請參閱6.1節內容說明  

使用裁刀時，標籤紙割截不正  ♦ 檢查標籤紙是否裝置歪斜。  

使用裁刀時， 標籤紙切不斷 ♦ 檢查標籤紙厚度是否超過可裁切厚度。

使用裁刀時，標籤紙不出紙或割截不規則
  

♦ 檢查裁刀是否閉合。  
♦ 檢查紙張調整桿是否貼齊紙捲邊緣。  

使用剝紙功能不佳
  

♦ 檢查剝紙偵測器是否被灰塵蒙蔽或紙張附著其上。  
♦ 檢查標籤紙是否安裝妥當。  

注意

6    保養維謢與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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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EZ225i/EZ2350i 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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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Z225i/EZ2350i 操作手冊

附錄

附錄

Pin No. Function Transmitter 
1 
2-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30 
31 
32 
33 
34-35 
36 

/Strobe 
Data 0-7 
/Acknowledge 
Busy 
/Paper empty 
/Select 
/Auto-Linefeed 
N/C 
Signal Gnd 
Chassis Gnd 
+5V, max 500mA 
Signal Gnd 
/Initialize 
/Error  
Signal Ground 
N/C 
/Select-in 

Computer / printer 
Computer 
Printer 
Printer 
Printer 
Printer 
Computer / printer 
 
 
 
 
Computer 
Computer / printer 
Printer 
 
 
Computer / printer 

 

RS232 Housing(9-pin to 9-pin) 
DB9 Socket  DB9 Plug 

- 
RXD 
TXD 
DTR 

GND 
DSR 
RTS 
CTS 
RI 

Computer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5V, max 500mA 
TXD 
RXD 
N/C 
GND 
RTS 
CTS 
RTS 
N/C 

Printer 

通訊埠規格

通訊端口規格

Handshaking
Interface cable
Pinout

並列介面

: DSTB 接於條碼機，BUSY 接於資料來源處 host

: 如下表
: 與IBM PC 相容的並列傳輸埠連接線

串列介面

串列出廠設定值: Baud rate 9600, no parity, 8 data bits, 1 stop bit, XON/XOFF
protocol and RTS/CTS

****Serial port總輸出電流最大不能超過500mA。

注意



附錄

EZ225i/EZ2350i 操作手冊

附錄

附錄

Pin NO. 1 2 3 4 
Function VBUS D- D+ GND 

UART1 wafer  Ethernet module 
N.C 1                         1 N.C 
TXD 2                         2 RXD 
RXD 3                         3 TXD 
CTS 4                         4 RTS 

GND 5                         5 GND 
RTS 6                         6 CTS 

E_MD 7                         7 E_MD 
RTS 8                         8 CTS 

E_RST 9                         9 E_RST 
+5V  10                       10 +5V  
GND 11                       11 GND 
+5V  12                       12 +5V  

 

UART2 wafer  Add-on module 
N.C 1                         1 N.C 
TXD 2                         2 RXD 
RXD 3                         3 TXD 
CTS 4                         4 RTS 

GND 5                         5 GND 
RTS 6                         6 CTS 
N.C 7                         7 N.C 
RTS 8                         8 CTS 
N.C 9                         9 N.C 
+5V  10                       10 +5V  
GND 11                       11 GND 
+5V  12                       12 +5V  

 

通訊埠規格

USB介面

內部介面

Connector Type : Typ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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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或複製隨身碟內的檔案: 需透過指令 ~MMOV (移動) 或 ~MCPY (複製) 執行。將隨身碟連接到印表機，
　透過USB cable連接PC與印表機，執行以下命令。

 複製

 移動

語法 ~MCPY,s:o.x,d:o.x 

參數 
s = source device of stored object  
( s = D ( USB 指的是外部記憶體 ) or F ( flash 指的
是內部記憶體 ) ) 
d = destination device of stored object 
o = object name , o 可使用 * 代替 
x = extension , x 可使用 * 代替 or 
= D, database 
= A, Asia font 
= C, TTF font 
= E, Bit-Mapped font 
= F, label form 
= G, graphic 
= S, serial file 
= T, text  
= B, Unicode Table 

說明 Copy file 

範例 
~MCPY,F:*.F,D:*.F 
~MCPY,D:*.G,F: 

語法 ~MMOV,s:o.x,d:o.x 

參數 
s = source device of stored object ( s = D ( USB 
指的是外部記憶體 ) or F ( flash 指的是內部記憶
體 ) ) 
d = destination device of stored object 
o = object name , o 可使用 * 代替 
x = extension , x 可使用 * 代替 or 
   = D, database 
= A, Asia font 
= C, TTF font 
= E, Bit-Mapped font 
= F, label form 
= G, graphic 
= S, serial file 
= T, text 
= B, Unicode Table 

說明 Move file 

範例 
~MMOV,F:*.F,D:*.F 
~MMOV,D:*.G,F: 

使用USB隨身碟時的檔案操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