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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色机

操作说明书

简介

为了安全正确地使用本机器，在使用之前，请务必阅读本手册的安全信息。

如何阅读手册

符号

本手册使用了以下符号：

表示使用功能时应注意的要点，请务必阅读这些说明。

补充说明机器的功能，以及说明如何解决用户错误。
[ ]
表示机器显示屏或控制面板上的按键名称。

免责声明

本手册内容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对于因本机故障、注册数据丢失、使用/未使用
本产品及随附的操作手册而造成的任何损失，制造商概不承担责任。
对于您使用本机创建的任何文档或执行数据的任何结果，制造商概不承担责任。

注意

对于因办公产品使用了非原装配件而可能导致的任何损坏或费用，制造商概不承
担责任。
本手册中的某些插图可能与本机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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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型具体信息

本节介绍如何确定机器所属的区域。
机器后面有一个标签，位于如下所示的位置。标签包含确定机器所属区域的详细
信息。请阅读该标签。

DSB062

以下为区域具体信息。请阅读与机器区域对应的符号下的信息。
（主要针对欧洲、亚洲和中国）

如果标签包含下列信息，则机器为区域A的机型：

•	 220-240 V

（主要针对北美地区）

如果标签包含下列信息，则机器为区域B的机型：

•	 120-127 V

•	 本手册中的尺寸单位有两种：公制和英制。如果机器为区域A的机型，请参见
公制单位。如果机器为区域B的机型，请参见英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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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机时的注意事项

•	 安装机器时，左侧、右侧、后侧和其他物体之间均留至少5 cm（约1.9英寸）
的间隙。

•	 请勿在机器顶部放置任何物品（数码直喷印花机 Ri 100除外）。

•	 如果机器内部温度升高，将会导致故障。请勿将物品放置或倚靠在通风口上，
以免阻挡通风口（机器左侧、右侧和背面）。

DSA132

•	 请勿在热烘处理器周围放置燃点为200 °C（392 °F）或以下的易燃物。

•	 本机具备加热器自动关闭功能。如果通过加热操作达到设置的温度后，没有
打开前盖或15分钟内没有操作模式切换杆，则加热器电源会自动关闭。

•	 请在室内使用本机。

•	 请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本机。

•	 使用多个单元时，请勿堆叠这些单元。

•	 将托盘插入热烘处理器前，请拆除保护盖。

DSA065

•	 加热过程开始前，请勿用手触摸涂墨的表面。

•	 热烘处理器使用完后要离开机器一小时或以上或者不使用机器时，请确保关
闭电源开关（红色）并拔出电源线。

•	 因为在热烘处理器上连续使用A4标准托盘和A5托盘，这些托盘会变热，所
以将它们拉出后，请至少放置五分钟。

•	 在熨烫（烫平皱褶/平整织物）或固色完成后，请立即从热烘处理器中取出托
盘。将托盘长时间留在热烘处理器中可能会导致托盘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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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热烘处理器前的准备工作
Take the power cord out before using the finisher.

 在前盖和控制面板之间放一张硬纸板或卡片，然后将其从右向左滑。前盖锁
松开后，向前拉前盖。

DSB085

2

1

 从热烘处理器内部取出盒子。

DXH002

 打开盒子取出电源线。

DXH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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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注意事项

•	 请注意T恤和运动衫的下列操作注意事项：

•	 清洗服装前请将其里侧翻到外面。

•	 手洗T恤和其他服装时，请在约30 °C（86 °F）的温水中溶解中性洗涤
剂，清洗时不要揉搓打印区域。之后，在洗衣机中甩干大约1分钟，消除
褶皱，然后晾干。

DSA541

•	 请勿揉搓打印表面，否则可能会因为摩擦导致褪色。

DSA542

•	 机洗T恤和其他服装时，将其里侧翻到外面，使打印面在里，并把它们
放在洗衣袋里。清洗后，尽可能多地甩掉水，消除褶皱，然后在阴凉处
晾干。

DSA543

•	 请勿使用烘干机或漂白剂。

•	 请勿熨烫打印表面。

•	 请勿干洗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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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大手提袋的下列操作注意事项：

•	 请勿机洗大手提袋。否则可能导致大手提袋变形或褪色。

•	 手洗大手提袋时，请在约30 °C（86 °F）的温水中溶解中性洗涤剂，清
洗时不要揉搓其打印区域。清洗大手提袋后，尽可能多地甩掉水。然后，
平整大手提袋消除褶皱，并在阴凉处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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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指南

2

1

3

4

5

6

5

DSA134

1.	防掉落支撑

2.	控制面板

3.	前盖

4.	模式切换杆

5.	通风口（机器左侧、右侧和背面）

6.	运送和移动把手（机器左侧和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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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的名称

DYX352

1 2 3 4 5 6 7 8 9

1.	高温警告指示灯
机器变热时亮起。

2.	解锁指示灯
锁定时前盖不会打开。

3.	模式指示灯
按压（消除褶皱/平整织物）或干固（油墨干固）时亮起。

4.	时间/温度指示灯
显示设置温度和处理完成前的剩余时间。

5.	 [温度]	键
请参见“消除褶皱/平整织物”或“油墨干固”。

6.	 [时间]	键
请参见“消除褶皱/平整织物”或“油墨干固”。

7.	 [预热]	键
当 [预热] 键亮起时，按 [预热] 键开始预热。
当 [预热] 键熄灭时，预热完成。
当 [预热] 键闪烁时，正在进行预热。

8.	 [停止/解锁]	键
如果在预热时按下此键，将停止预热。
在标准模式下，按 [停止/解锁] 键至少1秒中可解锁前盖板。

9.	 [电源]	键
开启和关闭电源。
要关闭电源，请按住 [电源] 键1秒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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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热烘处理器连接到打印机时

 将热烘处理器连接到打印机，使热烘处理器上的支架与打印机底部的孔对齐。

DYX303

 请确保支架与打印机背面的孔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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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电源

 将电源线完全插入机器。

DSA135

 将电源线完全插入墙壁电源插座。

DSA518

 按 [电源] 键。

DSB512

•	 要关闭机器的电源，请按住 [电源] 键1秒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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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烘处理器的操作模式

 注意：

•	 婴儿、儿童或需要帮助的人使用机器时，父母或监护人必须在场，并非常
小心地使用热烘处理器。

热烘处理器有“标准模式”、“专业模式”和“专业模式2”。
要在这些模式之间切换，请同时按住 [温度] 键和 [时间] 键2秒或以上。

DSB547

可通过以下方式切换模式：

标准模式

专业模式2 专业模式
DYX354

	� 标准模式
出厂默认设置是标准模式。热烘处理器具有下列功能，可以避免儿童在机器
很烫时意外触摸热烘处理器内部。

•	 热烘处理器内部温度超过70 °C（158 °F）时，前盖锁定。要打开前盖，
请按住 [停止/解锁] 键至少1秒。

干固过程中加热器表面和织物不接触，因此加热器表面不会变脏。

DSA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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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业模式
要使用该模式，请从标准模式切换。
由于此模式适用于熟悉使用热烘处理器的用户，所以即便在热烘处理器内部
温度超过70 °C（158 °F）时，前盖板也不会锁定。
不过，在热压处理和固定处理期间，无论使用哪种模式，前盖板都会锁定，
这是为了防止误操作。
干固过程中加热器表面和织物不接触，因此加热器表面不会变脏。

DSA144

	� 专业模式2
要使用该模式，请从标准模式切换。
由于此模式适用于熟悉使用热烘处理器的用户，所以即便在热烘处理器内部
温度超过70 °C（158 °F）时，前盖板也不会锁定。
不过，在热压处理和固定处理期间，无论使用哪种模式，前盖板都会锁定，
这是为了防止误操作。
干固过程中加热器表面和织物互相接触，因此需要定期清洁加热器表面。

DYX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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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温度和时间

温度和时间在工厂内设置。

温度 	熨烫时间 	干固时间
低 高 短 中 长 短 中 长

标准模式 150	°C	
(302°F)

170	°C	
(338°F) 固定30秒 1分钟 3分钟 6分钟

专业模式 150	°C	
(302°F)

170	°C	
(338°F) 固定30秒 1分钟 3分钟 6分钟

专业模式2 150	°C	
(302°F)

180°C	
(356°F). 30秒 3分钟 4分钟 30sec

您也可以根据自己使用热烘处理器的方式更改这些设置。
要设置温度和时间，请按 [温度] 键或 [时间] 键。

•	 温度可以选择“低”或“高”。

•	 时间可以选择“短”、“中”或“长”。
每个选项均设置为固定数字。

•	 您可以设置任意数字。按住 [温度] 键或 [时间] 键2秒或以上，使用 [温度] 
键或 [时间] 键设置温度和时间。要确认这些设置，请按 [预热] 键。要取消这
些设置，请按 [停止/解锁] 键。

•	 您可以5 °C（41 °F)为单位在140 °C（284 °F）和180 °C（356 °F）之
间设置温度。

•	 您可以30秒为单位在30秒和6分钟之间设置时间。

•	 要在专业模式2更改熨烫时间，同时按住[时间]键和[停止/解锁]2秒，然后使
用[温度]键和[时间]键设置温度和时间。
*  您不可将总时间设置为6分钟以上，即使设置了熨烫时间加干固时间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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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褶皱/平整织物

 注意：

•	 打开前盖板时，不要触摸热烘处理器内部。加热器表面的温度高达约180 °C 
（356 °F）。

•	 尤其是不要触碰机器内部上方的黑色加热器。

•	 打印图像干固后，从托盘中取出T恤时，请勿触碰数码直喷印花机 Ri 100
的前面或背面的金属板（黑色），因为其温度高于100 °C（212 °F）。

•	 婴儿、儿童或需要帮助的人使用机器时，父母或监护人必须在场，并非常
小心地使用热烘处理器。

•	 在安装托盘至热烘处理器前，请勿将任何液体喷洒在织物或托盘上。若您在
热烘处理器中加热湿的织物或托盘，托盘平台的颜色可能会染至织物背面。

•	 如果前盖锁定时，由于电源故障或其他原因导致电源关闭，您可以手动解锁
前盖。在前盖和操作面板之间塞入一张纸板或卡片，在向您所在方向拉动前
盖时将其从右向左滑动。

DSA145



15

标准模式

 按 [电源] 键启动机器。

DSB512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中间。

DSA136

 用 [温度] 键设置加热器温度。
根据打印的织物设置温度。默认
设置为“高”。

 DSB514

 当 [预热] 键亮起时，按 [预热] 
键开始预热。当 [预热] 键熄灭
时，预热完成，无需执行任何操
作。
预热完成时，警报响起，设置温
度的时间/温度指示灯闪烁。

DSB513

 按住 [停止/解锁] 键1秒或以上打
开前盖。

DSA137

 装入托盘。

DSA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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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上前盖。

DSA139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左侧。
时间/温度指示灯上显示剩余时间。

DSA140

 处理完成，警报响起。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中间，确认模式
指示灯关闭。

DSA136

 按住 [停止/解锁] 键1秒或以上打
开前盖。
由于热烘处理器内部很烫，请勿
触摸热烘处理器内的任何东西。

DSA137

 取出托盘。
取出托盘，然后关闭前盖。若您使
其打开10秒以上，机器会发出警
告音提醒您有受伤或烫伤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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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模式

 按 [电源] 键启动机器。

DSB512

 切换至专业模式。请参见“热烘
处理器的操作模式”。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中间。

DSA136

 用 [温度] 键设置加热器温度。
根据打印的织物设置温度。默认
设置为“高”。

 DSB514

 当 [预热] 键亮起时，按 [预热] 
键开始预热。当 [预热] 键熄灭
时，预热完成，无需执行任何操
作。
预热完成时，警报响起，设置温
度的时间/温度指示灯闪烁。

DSB513

 打开前盖。

DSA137

 装入托盘。

DSA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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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上前盖。

DSA139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左侧。
时间/温度指示灯上显示剩余时间。

DSA140

 处理完成，警报响起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中间，确认模式
指示灯关闭。

DSA136

 打开前盖。
由于热烘处理器内部很烫，请勿
触摸热烘处理器内的任何东西。

DSA137

 取出托盘。
取出托盘，然后关闭前盖。若您使
其打开10秒以上，机器会发出警
告音提醒您有受伤或烫伤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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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模式2

 按 [电源] 键启动机器。

DSB512

 切换至专业模式2。请参见“热烘
处理器的操作模式”。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中间。

DSA136

 用 [温度] 键设置加热器温度。
根据打印的织物设置温度。默认
设置为“高”。

 DSB514

 按[时间]键设置加热时间。 
按[时间]键选择“短”。默认设置
为“中”。

 当 [预热] 键亮起时，按 [预热] 
键开始预热。当 [预热] 键熄灭
时，预热完成，无需执行任何操
作。
预热完成时，警报响起，设置温
度的时间/温度指示灯闪烁。

DSB513

 打开前盖。

DSA137

 装入托盘。

DSA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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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上前盖。

DSA139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左侧。
时间/温度指示灯上显示剩余时间。

DSA140

 处理完成，警报响起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中间，确认模式
指示灯关闭。

DSA136

 打开前盖。
由于热烘处理器内部很烫，请勿
触摸热烘处理器内的任何东西。

DSA137

 取出托盘。
取出托盘，然后关闭前盖。若您使
其打开10秒以上，机器会发出警
告音提醒您有受伤或烫伤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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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干固

 注意：

•	 打开前盖板时，不要触摸热烘处理器内部。加热器表面的温度高达约180 °C 
（356 °F）。

•	 尤其是不要触碰机器内部上方的黑色加热器。

•	 打印图像干固后，从托盘中取出T恤时，请勿触碰数码直喷印花机 Ri 100
的前面或背面的金属板（黑色），因为其温度高于100 °C（212 °F）。

•	 婴儿、儿童或需要帮助的人使用机器时，父母或监护人必须在场，并非常
小心地使用热烘处理器。

•	 默认设置如下（标准模式和专业模式）：

•	 温度：“高”（170 °C、338 °F）

•	 干固时间：“中”（3分钟）

•	 油墨可能没有正常干固，或织物颜色可能根据使用条件改变。检查所用的服
装后，设置温度和时间。

•	 在安装托盘至热烘处理器前，请勿将任何液体喷洒在织物或托盘上。若您在
热烘处理器中加热湿的织物或托盘，托盘平台的颜色可能会染至织物背面。

•	 如果前盖锁定时，由于电源故障或其他原因导致电源关闭，您可以手动解锁
前盖。在前盖和操作面板之间塞入一张纸板或卡片，在向您所在方向拉动前
盖时将其从右向左滑动。

DSA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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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模式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中间。

DSA136

 用 [温度] 键设置加热器温度。
根据打印的织物设置温度。默认
设置为“高”。

DSB514

 用 [时间] 键设置时间。
根据打印的织物设置时间。默认
设置为“中”。

DSB515

 当 [预热] 键亮起时，按 [预热] 
键开始预热。当 [预热] 键熄灭
时，预热完成，无需执行任何操
作。
预热完成时，警报响起，设置温
度的时间/温度指示灯闪烁。

DSB513

 按住 [停止/解锁] 键1秒或以上打
开前盖。

DSA137

 装入托盘。

DSA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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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上前盖。

DSA139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右侧。
时间/温度指示灯上显示剩余时间。

DSA141

 处理完成，警报响起。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中间，确认模式
指示灯关闭。

DSA136

 按住 [停止/解锁] 键1秒或以上打
开前盖。
由于热烘处理器内部很烫，请勿
触摸热烘处理器内的任何东西。

DSA137

 取出托盘。
取出托盘，然后关闭前盖。若您使
其打开10秒以上，机器会发出警
告音提醒您有受伤或烫伤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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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模式

 切换至专业模式。请参见“热烘
处理器的操作模式”。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中间。

DSA136

 用 [温度] 键设置加热器温度。
根据打印的织物设置温度。默认
设置为“高”。

 DSB514

 用 [时间] 键设置时间。
根据打印的织物设置时间。默认
设置为“中”。

DSB515

 当 [预热] 键亮起时，按 [预热] 
键开始预热。当 [预热] 键熄灭
时，预热完成，无需执行任何操
作。
预热完成时，警报响起，设置温
度的时间/温度指示灯闪烁。

DSB513

 打开前盖。

DSA137

 装入托盘。

DSA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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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上前盖。

DSA139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右侧。
时间/温度指示灯上显示剩余时间。

DSA141

 处理完成，警报响起。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中间，确认模式
指示灯关闭。

DSA136

 打开前盖。
由于热烘处理器内部很烫，请勿
触摸热烘处理器内的任何东西。

DSA137

 取出托盘。
取出托盘，然后关闭前盖。若您使
其打开10秒以上，机器会发出警
告音提醒您有受伤或烫伤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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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模式2

 切换至专业模式2。请参见“热烘
处理器的操作模式”。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中间。

DSA136

 用 [温度] 键设置加热器温度。
根据打印的织物设置温度。默认
设置为“高”。

 DSB514

 用 [时间] 键设置时间。
根据打印的织物设置时间。默认
设置为“中”。

DSB515

 当 [预热] 键亮起时，按 [P预热] 
键开始预热。当 [预热] 键熄灭
时，预热完成，无需执行任何操
作。
预热完成时，警报响起，设置温
度的时间/温度指示灯闪烁。

DSB513

 打开前盖。

DSA137

 装入托盘。

DSA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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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上前盖。

DSA139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右侧。将执行
不接触预干燥以防止墨水黏附至
加热器。
时间/温度指示灯上显示剩余时间。

DSA141

 处理完成，警报响起。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中间，确认模式
指示灯关闭。

DSA136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左边。

DSA140

剩余时间显示在时间/温度指示器
上。

 处理完成，警报响起。

 将模式切换杆滑到中间，确认模式
指示灯关闭。

DSA136

 打开前盖。
由于热烘处理器内部很烫，请勿
触摸热烘处理器内的任何东西。

DSA137

 取出托盘。
取出托盘，然后关闭前盖。若您使
其打开10秒以上，机器会发出警
告音提醒您有受伤或烫伤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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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模式2的注意事项

	� 清洗加热器的注意事项

•	 使用一块柔软的已绞干的湿布定期清洁加热器（每打印50次一次）。

DSA572

•	 我们建议您在使用机器前清洁加热器（加热器未发热时）。

•	 当您在使用机器时清洁加热器，请在高温警示灯 (  )  熄灭后并且加热器
降温后再进行清洁。

	� 关于织物发黄的注意事项

•	 如果加热后织物发黄，您可通过设置一个较低的温度以防止这种变色。

•	 可以5°C为单位降低温度。

•	 将温度降低5°C并执行打印，然后确认织物发黄是否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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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实例

根据您所在的环境，可能发生褪色或墨水不干固的情况。
在配置设置前，请检查您所使用织物的定形性。

织物种类 模式 温度 熨烫时间 干固时间
T恤 标准模式

专业模式
170°C 
(338°F)

 30秒  3分钟

手袋（厚） 170°C 
(338°F)

 30秒  3分钟

手袋（薄） 150°C 
(302°F)

 30秒  3分钟

运动衫 170°C 
(338°F)

 30秒  3分钟

本实例可最小化因清洗引起的褪色，虽然这耗时较长。
干固过程中加热器表面和织物互相接触，因此需要定期清洁加热器表面。

Fabric	type Mode Temperature Press	time Fixing	time
T恤 专业模式 2 180°C 

(356°F)
 30秒  30秒

 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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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	 根据客户使用的织物（T恤、大手提袋等），温度和时间设置将会有所不同。
配置这些设置前，请用您使用的服装清洗，并检查定形性。

问题 原因 解决方案

油墨未正常干固。 未设置适当的温度。 更改温度设置。
设置自定义温度时，请参见“设置温度和
时间”。

油墨未正常干固。 未设置适当的时间。 更改时间设置。
“中”（3分钟）（默认设置） “长”（6
分钟）
设置自定义时间时，请参见“设置温度和
时间”。

织物颜色改变。 未设置适当的温度。 更改温度设置。
“高”（170 °C、338 °F）（默认设置）
“低”（150 °C、302 °F）
设置自定义温度时，请参见“设置温度和
时间”。

织物颜色改变。 未设置适当的时间。 更改时间设置。
“中”（3分钟）（默认设置） “短”（1
分钟）
设置自定义时间时，请参见“设置温度和
时间”。

织物颜色改变。 在干固处理期间，加热器
与织物可能会相互接触。

在放置织物之前，请在托盘内部四条边上
安装托盘附带的垫片。可以防止加热器与
织物在干固处理期间相互接触。

DSA545

织物变脏。 加热器或托盘中的台面可
能会变脏。

当高温警示灯熄灭且加热器完全冷却后，
用一块柔软的干布或湿布擦掉污渍。

DSA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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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 解决方案

数码直喷印花机 Ri 100
的显示屏上显示错误消
息。
“Temp. alert Please 
wait...”

•	连续使用本机器可能会
使托盘变热。

•	如果安装的是高温托
盘，可能会检测到数码
直喷印花机 Ri 100内
部温度异常。

请稍候，直到数码直喷印花机 Ri 100的屏
幕上显示“Ready”。

数码直喷印花机 Ri 100
的显示屏上显示错误消
息。
“Cannot use High 
Temp.”“Power Off 
On”

•	连续使用本机器可能会
使托盘变热。

•	如果安装的是高温托
盘，可能会检测到数码
直喷印花机 Ri 100内
部温度异常。

重新开启数码直喷印花机 Ri 100电源，等
待屏幕上显示“Ready”。

时间/温度指示灯显示 
“未就绪”，警报响起。

预热完成前操作模式切
换杆。

预热完成前请勿操作模式切换杆。预热完
成后将模式切换杆返回中间。继续进行预
热操作。

预热完成后，本机时间/
温度指示灯所示的加热
器温度显示屏低于设定
温度，并且 [预热] 键
亮起。

可能已应用加热器自动关
闭功能。请参见“使用本
机时的注意事项”。

按 [预热] 键重新开始预热。

如果按下 [预热] 键开始预热后，控制面板未亮起或控制面板上时间/温度指示灯
的温度未升高，本机器可能出现故障。请立即停止使用，并联系经销商或服务代
理人。

•	 安装垫片之前，请确保托盘完全冷却。拆除垫片之前，请确保托盘和垫片完全
冷却。

•	 如果织物颜色没有改变或织物没有变脏，请只使用托盘来拆除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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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

要清洁机器外部，请用柔软的干布或湿布擦拭。如果脏污未去除，请首先用蘸有
中性洗涤剂的布擦拭机器，然后用湿布擦拭，最后用干布擦净。

•	 请勿在机器上使用挥发性化学物质（例如苯）或稀释剂或杀虫剂。使用这些
化学物质可能会使机器出现变形、裂纹或变色。

•	 用蘸有洗涤剂的布擦拭机器时，请务必只擦拭外部。

规格

	� 电源
 220-240 V：50/60 Hz
 120-127 V：60 Hz

	� 功耗
 980-1,160 W
 1,240 W

	� 外形尺寸
（宽 × 深 × 高）419 × 675 × 235 mm（16.5 × 26.6 × 9.3英寸）

	� 重量
16.5 kg（大约36.4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