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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大, 专注热敏打印技术 !

热敏复写卡打印机
THERMOREWRITE CARD PRINTER
·荣大证卡打印设备·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园区金辉西路177号。
全国客户服务热线: 400-0574-715
传真: +86-574-88169387

使用说明书

网址：http: //www.rongda-made.com

宁波荣大证卡打印设备有限公司
Ningbo Rongda Card & Certificate Printer Manufacturing Co.,Ltd.

警 告：此为A级产品，在生活环境中，该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用户对干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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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使用荣大热敏复写卡打印机，我公司将按照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及公司对客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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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操作注意事项
1. 为了防止操作人员在使用机器时造成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失，请仔细

一、注意事项
※ 使用热敏复写卡打印机前，请仔细阅读以下注意事项，正确操作打印机！

阅读一下警告。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正确使用机器。
2. 请使用本公司提供的热敏复写卡。 同时请勿使用弓度严重的（≥
0.8mm）、变形的或不匹配的热敏复写卡 ，否则可能造成打印机故
障或损坏。

1-1. 电气注意事项
1. 凡是带有安全的内容，是关系到产品的安全使用和使用者人身安全的事
项，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要求，否则可能造成产品的损坏或危及使用者人
身安全。

3. 热敏复写卡的存放应远离能产生磁场的设备。如：手机、播放器、电
视等。
4. 热敏复写卡应避免阳光直射或靠近高温，否则可能会导致卡片变形和
卡面信息的消失。

2. 电气规格：AC100-240V交流/50~60赫兹/1.5A。

5. 打印时，热敏复写卡打印面朝上并按箭头指示方向插入打印机内。

3. 小心·为保障人员和设备安全性，请务必使用符合所在地区和国家要求

6. 同一张卡需要连续多次打印,请每次间隔一分钟以上。

的标准三芯电源线。
4. 电源插座必须配有接地线，以保证打印机有效接地。
5. USB线和串口线应使用完全屏蔽数据缆线，可有效防止电子噪声的辐射
和接收，符合限定辐射量的相关标准规定。

7. 打印机进卡口需保持清洁，不要将带有污物的卡片插入打印机内,以
免造成故障。
8. 打印机工作过程中，请勿切断电源或打开外壳。
9. 打印机工作过程中，若发出异常的声音、气味、冒烟等，请立即关闭
打印机电源开关并拔掉外接电源。

1-2. 安装注意事项
1. 用双手提取打印机放置于平稳的工作台，要求周围环境清洁，空气流
通。
2. 避免打印机受阳光直接照射或者靠近热源。

01

10. 若遇到其他物品落到打印机内，应关闭电源取出物品，否则会导致
打印机发生故障。
11.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打印机，请关闭打印机的电源开关，并拔掉外接
电源。

3. 避免打印机置于潮湿环境或靠近液体。

12. 请勿用手去触碰打印机内贴有危险标志说明处的地方。

4. 避免打印机靠近腐蚀性气体、易燃性气体、化学物体等。

13. 请勿自行拆装打印机。

5. 避免打印机靠近能产生磁场或干扰的设备。

14. 在经常使用情况下，请注重机器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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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装箱清单

热敏复写卡打印机使用说明书

三、外型结构

打开包装箱确认下列物品是否齐全。若有缺损，请联系经销商！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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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敏复写卡打印机
THERMAL AUTOTYPE CARD PRINTER
·荣大证卡打印设备·

使用说明书

3
8

宁波荣大证卡打印设备有限公司
Ningbo Rongda Card & Cer tificate Printer Manufacturing Co.,Ltd.

热敏复写卡打印机

清洗卡

使用说明书

4
5

9

6
图2

USB线

串口线*（选配）

电源线

图1

严禁单手抓提打印机，以免造成外壳上盖脱钩，机器掉落，损伤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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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洗指示灯

提示打印头是否需要清洗

2. 状态指示灯

提示打印机是否正常工作

3. 电源指示灯

提示打印机的电源状态

4. 卡片进出口

复写卡进卡出卡位置

5. 外壳上盖打开按钮

外壳上盖打开按钮

6. 电源开关

启动或关闭打印机电源

7. USB线插口

通过连接线连接PC主机

8. 串口线插口

通过连接线连接PC主机

9. 电源线插口

连接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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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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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电源线安装
提示：TRW-GI 系列机型 安装USB线和串口线
TRW-GII/GIII 系列机型 安装USB线

1. 将电源线插入打印机后端电源线插座内（如图5） 。
2. 将电源线另一端插在外接电源插板上。
电源插座必须配有接地线，以保证打印机有效接地。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机
器，请拔掉电源线！

4-1. USB线安装
1. 将USB线插入打印机后端USB端口内（如图3）。
2. 将USB线另一端插入计算机上的USB端口内。
3. 安装好USB线后，打开电源安装USB驱动。

图5
4-4. 驱动安装
· TRW-GI系列机型需要手动安装驱动（详见P11附录）。
图3

· TRW-GII/GIII系列机型打开电源开关，打印机自动安装驱动。

4-2. 串口线安装
1. 关闭计算机和打印机电源。

五、打印操作

2. 将串口线插入热敏复写卡打印机后端串口线端口内（如图4） 。
3. 将串口线线另一端插入计算机上的串口线端口内。
4. 锁紧插头。

5-1. 打开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启，
打印机发出“嘀嘀”二声，打印机进入
待机状态。
5-2. 将要打印的卡（打印面朝上且按箭
头方向）插入进卡口，打印机将自动进
卡或软件指令进卡（如图6）。
5-3. 完成打印后,打印机将卡送出并进入
待机状态。

图4
0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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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阻卡处理方法

六、清洁保养
酒
精

打印机内部零件与热敏复写卡直接接

方法一：

触，很容易堆积污垢。当打印机面板上

关闭打印机电源，等待一分钟，然后再重新打开电源，打印机启动，自动

的清洁灯亮时，用户则应该清洗打印机

将卡片退出。

内的打印部件了。为了保持最佳的打印
效果，在正常使用中建议每天清洗一次

图7

机内的打印部件，以保持最佳的打印效

方法二：
1. 关闭打印机电源，拔掉电源线。

果！

2. 打开打印机壳上盖（如图10）。
上盖

方法如下：
1 . 在清洁卡两面均匀涂上清洗剂或 纯
度85%以上的酒精（不可成滴落
下），待用（如图7） 。
2 . 打印机在待机状态下，按外壳上盖

按下按钮

上下盖合轴

图8

上盖

打开按钮，将上盖打开（如图8）。

提

拉

上机芯

3 . 把准备好的清洁卡插入进卡口，打
印机将卡带入内部，开始自动循环
清洗（如图9）。

按下按钮

4 . 自动清洗完成，打印机将卡退出，

图10

图11

清洁灯灭。
5 . 将上盖按下确认闭合到位。

3. 打开上机芯，同时拉开上下钩合轴（如图11）。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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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手或其他工具将打印机内卡片顺着卡卡板向出卡口方向平移，慢慢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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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故障处理

出卡片（如图12）。

原因

故障现象

处理方法

打印机不通电

检查电源线与电源、打印机
是否连接好

电源线损坏

更换电源线

打印机故障

联系销售商或厂家

指示灯不亮，有滴滴两声

指示灯损坏或接触不良

联系销售商或厂家

状态灯为红色

机芯上盖闭合不到位

打开外壳上盖及机芯上盖，
重新闭合并确认到位

指示灯不亮，无声音

开机故障

打印头
擦除头

重启打印机
指示灯亮，有滴滴两声，
状态灯由绿色变为红色，
打印机不能正常工作

打印机故障

打开外壳上盖及机芯上盖，
重新闭合并确认到位
联系销售商或厂家

阻卡
不能退卡
卡片损坏或变形

图12

图13

重启打印机；如仍然不能退
卡，打开外壳上盖及机芯上
盖，手动退卡（详见P08）

检查指示灯是否正常

如果状态都正常，请联系销
售商或厂家

卡片类型不匹配（如异
形卡、凸字卡等）

使用合格的热敏复写卡

外壳上盖没闭合到位

把外壳上盖闭合到位

外壳闭合到位但进卡后
仍自动清洗，外壳检知
开关故障

联系销售商或厂家

打印头、擦头污垢

清洗打印机的打印头和擦头
（详见P07）

操作故障
卡放不进去

5. 关闭上机芯到原来位置，闭合上盖。
注意用手移卡时不要碰到高温的打印头（如图13）！

注意：
1. 不要使用已变形的清洗卡，否则会造成打印机阻卡！
2. 本机不附带清洗剂和酒精。如有需要请自行或者联系经销商购买！

进卡做清洗动作

擦写故障

擦写不清晰

卡片变形
使用合格的热敏复写卡
卡面复写膜破损
卡片类型不匹配

选择适配的热敏复写卡

3. 酒精选用纯度为85%以上。如果选用的酒精纯度过低，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将清洁卡烘干，有可能卡片滑落，导致打印机故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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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RDprinter1.1热敏复写卡打印机
驱动程序安装说明

适用机型：TRW-GI 2010D/2000D/2001D/2002D系列
适用系统：Windows2000/XP/Vista/Win 7等

请按以下步骤安装RDPrinter热敏复写卡打印机驱动程序：
Step1: 将RDPrinter热敏复写卡打印机 USB接口线插入计算机USB接口中，打开
RDPrinter热敏复写卡打印机电源开关。
Step2: 电脑自动发现新硬件，并跳出安装界面。

附 录
如果没有跳出安装界面，可以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发现一个未安装的其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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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点击“下一步”。

点击右键更新驱动程序也会跳出安装界面。
Step3：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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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点击“从磁盘安装”，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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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浏览热敏复写卡打印机驱动程序所在的文件夹，
选中“RDPrinter1.1.INF”，点击“打开”。

Step6：点击“浏览”，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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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8：点击“确定”，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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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1：点击“完成”打印机安装完成。

Step10：点击“是”。
Step12：在电脑的“控制面板”里打开“打印机和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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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3：发现热敏复写卡打印机“RDPrinter1.1”已经存在，至此，打印机安装
及配置全部完成。

荣大, 专注热敏打印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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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在热敏复写卡打印机“RDPrinter1.1”上点击右键，点击“删除”。

Step3：选择“是”。

驱动卸载说明
Step1：在电脑的“控制面板”里打开“打印机和传真”。
Step4：在“打印机和传真”对话框中，右击，点击“服务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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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选择“驱动程序”选项页，选择“RDPrinter1.1”，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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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打印机参数

TRW-GI 系列机型

系列名称

产品型号

TRW-GI 2010D

TRW-GI 2000D

TRW-GI 2001D

分辨率

200 dpi

打印原理

热敏

打印速度

35mm/s

打印范围

60 x 40mm

卡片尺寸

长*宽85.5*54mm
厚度0.68~0.84mm

长*宽85.5*54mm
厚度0.68~0.84mm

长*宽85.5*54mm
厚度0.2 2 ~0.2 9 mm

TRW-GI 2002D

长*宽85.5*54mm
厚度0.18~0.22mm

Step6：选择“是”。
射频读写（非接触式IC卡）

卡片性能 厚卡（PET/PVC）

三轨磁条读写（ISO/ JISII）

三轨磁条读写（ISO/ JISII）

三轨磁条读写（ISO/ JISII）

厚卡（PET/PVC）

薄卡（PET/PVC）

薄卡（PET）

可视膜（Mitsubishi/Ricoh） 可视膜（Mitsubishi/Ricoh） 可视膜（Mitsubishi/Ricoh） 可视膜（Ricoh）

Step7：点击“确定”，至此，热敏复写卡打印机卸载完成。

字体

支持Windows下输出的所有字体

接口

USB 2.0 / RS-232C / LAN（备选）

使用寿命

300,000 次

300,000 次

适用电源

AC100~240V / 50~60Hz / 1.5A

外观尺寸

275 x 125 x 155mm

500,000 次

约2.46 kg

净重

21

500,000 次

工作环境

温度：4-36℃

储存环境

温度：-30-65℃ 湿度：20-80%不凝露

功率

待机功率：8W 工作功率：50W

湿度：20-80%不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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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大, 专注热敏打印技术 !

TRW-GII系列机型

系列名称

产品型号

TRW-GII 2010D

荣大, 专注热敏打印技术 !

热敏复写卡打印机使用说明书

TRW-GII 2000D

TRW-GII 2001D

TRW-GII I系列机型

系列名称

TRW-GII 2002D

产品型号

热敏复写卡打印机使用说明书

TRW-GIII 2010D

TRW-GIII 2000D

TRW-GIII 2001D

分辨率

200 dpi

分辨率

200 dpi

打印原理

热敏

打印原理

热敏

打印速度

35mm/s

打印速度

35mm/s

打印范围

60 x 40mm

打印范围

60 x 40mm

卡片尺寸

长*宽85.5*54mm
厚度0.68~0.84mm

射频读写（非接触式IC卡）

卡片性能 厚卡（PET/PVC）

长*宽85.5*54mm
厚度0.68~0.84mm

长*宽85.5*54mm
厚度0.22~0.29mm

长*宽85.5*54mm
厚度0.18~0.22mm

三轨磁条读写（ISO/ JISII）

三轨磁条读写（ISO/ JISII）

三轨磁条读写（ISO/ JISII）

厚卡（PET/PVC）

薄卡（PET/PVC）

薄卡（PET）

卡片尺寸

长*宽85.5*54mm
厚度0.68~0.84mm

射频读写（非接触式IC卡）

卡片性能 厚卡（PET/PVC）

可视膜（Mitsubishi/Ricoh） 可视膜（Mitsubishi/Ricoh） 可视膜（Mitsubishi/Ricoh） 可视膜（Ricoh）

长*宽85.5*54mm
厚度0.68~0.84mm

长*宽85.5*54mm
厚度0.22~0.29mm

三轨磁条读写（ISO/ JISII）

三轨磁条读写（ISO/ JISII）

厚卡（PET/PVC）

薄卡（PET/PVC）

薄卡（PET）

可视膜（Mitsubishi/Ricoh） 可视膜（Mitsubishi/Ricoh） 可视膜（Mitsubishi/Ricoh） 可视膜（Ricoh）

自带中英文专用字体（*可更新）

字体

自带中英文专用字体（*可更新）

接口

USB 2.0 / RS-232C / LAN（备选）

接口

USB 2.0 / RS-232C / LAN（备选）

300,000 次

300,000 次

500,000 次

500,000 次

使用寿命

300,000 次

300,000 次

500,000 次

适用电源

AC100~240V / 50~60Hz / 1.5A

适用电源

AC100~240V / 50~60Hz / 1.5A

外观尺寸

275 x 125 x 155mm

外观尺寸

270 x 120 x 140mm

约2.46 kg

净重

长*宽85.5*54mm
厚度0.18~0.22mm

三轨磁条读写（ISO/ JISII）

字体

使用寿命

TRW-GIII 2002D

500,000 次

约2.48 kg

净重

工作环境

温度：4-36℃

湿度：20-80%不凝露

工作环境

温度：4-36℃

储存环境

温度：-30-65℃ 湿度：20-80%不凝露

储存环境

温度：-30-65℃ 湿度：20-80%不凝露

功率

待机功率：8W 工作功率：50W

功率

待机功率：8W 工作功率：50W

湿度：20-80%不凝露

※ 本使用手册所提到的产品规格及信息仅供参考，内容会随时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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