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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打印机

包装内容
KODAK 8810 Photo Printer 随附下列物品：

1. 打印机

2. 出纸托盘 （未安装）

3. 纸屑托盘 （未安装）

4. 带齿轮的相纸法兰 （蓝色）

5. 不带齿轮的相纸法兰 （红色）

注： 某些设置随附有电源线和 USB 电缆。

1

3

2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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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打印机

将打印机准备好以供使用

警告：

打印机重大约 27 公斤（60 磅），前重后轻。抬起或移动打

印机时始终由两个工作人员一起执行。

注： 保留盒子和包装，以备运输打印机时使用。

1. 撕掉顶盖和送纸门上的胶带。

2. 如图所示将纸屑托盘插入打印机。

3. 如图所示将出纸托盘插入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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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电源线 如果您接收到随打印机附带的多根电源线，确保使用适合您所
在国家 / 地区的电源线。

1. 检查电源开关是否关闭 （ ）。

警告：

电源插座必须接地。电源不接地可能会引起火灾、电击或
对周围电器设备造成有害干扰。

2. 将电源线连接到打印机后面的电源接口和接地电源插座。

连接 USB 电缆
1. 检查电源开关是否关闭 （ ）。

2. 将 USB 电缆（某些配置随附）连接到打印机背面的 USB 接
口以及计算机上的 USB 接口。

打开打印机
将电源开关移至 On （|）。

在操作员面板上，橙色指示灯亮起。如果装入了纸张和色
带，就绪指示灯亮起。

要关闭打印机，请将电源开关移至 Off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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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储存相纸和色带
为了获得 佳质量的打印照片，请小心处理和储存相纸与色带。

• 为了避免留下指痕，请拿住轴端处理色带。不要接触色带
材料。不要接触相纸的光亮面。

• 将相纸和色带存放在远离阳光的地方。

装入色带
确保您已准备好柯达照片打印套装 8800/8810S 或柯达照片打
印套装 8800/8810L。这些套装包含适用于您的打印机的标配
尺寸的色带 （请参阅第 A-2 页的 “打印机耗材”）。

1. 将顶盖闩锁释放杆朝向自己滑动。

2. 小心地打开顶盖。

警告：

热敏头会在正常运作中变得十分炙热。请不要接触它。打
印机内部有锋利的刀片。仔细遵循说明，切勿触碰任何可
能危险的区域。

重要提示： 顶盖打开的角度不得超过 90°。

3. 如果要更换色带，取出使用完的色带。

注： 打印之后，图像仍然会留在色带上。如果您需要保密，则
应对这些用过的色带进行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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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手指插入到色带一端塑料包装的孔中。从色带上拆下塑
料包装。

重要提示： 此时不要将色带上的标签撕掉。

5. 将供片卷轴没有条码的一端推到右侧的前卷轴固定器上。

6. 将供片卷轴左侧插入左侧前部的卷轴固定器。确保使供片
卷轴上的凹口与卷轴固定器上的插销相对齐。

7. 调节供片卷轴，直到卷轴卡入到卷轴固定器。

8. 撕掉标签。

塑料包装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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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将收片卷轴右侧推入右侧的卷轴固定器。

10. 将收片卷轴左侧插入左侧的卷轴固定器。

11. 旋转收片卷轴直到它锁定到位。

12. 如果色带出现松弛，则转动供片盒以使色带紧绷。

重要提示： 色带松弛可能会造成卡纸。

13. 关闭顶盖。

装入相纸
确保您已准备好柯达照片打印套装 8800/8810S 或柯达照片打
印套装 8800/8810L。这些套装包含适用于您的打印机的标配
尺寸的色带 （请参阅第 A-2 页的 “打印机耗材”）。

1. 确保打印机电源打开 ( | )。

2. 抓住送纸门盖上的把手以松开闩锁，然后提起打开送纸门。
如果要更换纸张，请卸掉使用过的纸卷。

注： 如果有剩余纸张且您希望更换它们，请关闭盖子，然后按
照有关第 4-3 页的 “清除卡纸”的说明操作。

3. 取下新纸卷的塑料。

重要提示： 在您成功将相纸装入到打印机中之前，请不要撕掉
纸卷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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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蓝色法兰上的插销与纸卷上的凹口对齐，然后插入新纸
卷。将红色法兰插入到纸卷另一端。

注： 如果纸张法兰与纸卷连接不当，则纸卷会无法装入打印机
内。

5. 根据对应的颜色将彩色法兰接入打印机上的插槽，然后小
心地将纸卷放入插槽中。

6. 撕掉纸卷上的标签。

凹口插销
（蓝色法兰）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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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心关上送纸门。

注： 必须首先将色带装入打印机 （请参阅第 1-4 页），然后才
能自动装入纸张和进纸。

打印机装入纸张。随后打印机会输出空白打印件 — 可能
会由于操作而粘上指印的纸卷部分。打印此纸张不会减少
纸卷的打印数量。

装入完成后，操作员面板将显示“Ready（就绪）”消息。

8. 取出纸屑托盘：

a. 托住纸屑托盘的两侧。

b. 提起纸屑托盘前部。

c. 将纸屑托盘彻底拉出打印机。

9. 清空裁纸盒。

注： 为了使您的打印机不粘染灰尘并防止卡纸，请在每次更换
相纸时清空纸屑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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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替换纸屑托盘。确保将其一直向里推，直至打印机上的两
个卡片完全插入纸屑托盘插槽。

如果托盘未正确插入，将会发生卡纸。

进行测试打印
进行测试打印可检查打印机是否正确安装和设置。

1. 按两次 Menu （菜单）按钮，直到出现测试打印模式。

2. 按 Enter （输入）开始打印测试打印页。

有关在设置模式中使用操作员面板的详情，请参阅第 2-3 页的
“打印机设置”。Menu

Enter Paper Rewind/Clear

Paper Advance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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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打印机

打印照片
您可以使用照片打印软件应用程式来打印照片。有关特定应用
程式的打印信息，请参见适用于该软件应用程式的用户指南或
联机帮助。

处理和存储打印件
获得 佳效果：

• 确保手清洁，不粘食物、油污和油脂。

• 将打印件存储在阴凉、干燥，没有化学污染的环境中。

• 将打印件存储在 25°C (72°F) 以下温度环境中可存储更长时
间。

• 将打印件存储在相对湿度为 30% 到 50% 的环境中。

• 避免暴露在高亮度光源下，尤其是荧光和太阳光，这些光中
富含紫外线。

• 避免暴露给乙烯基类物体 （包含有聚氯乙烯， PVC）及包
含可塑剂的塑料制品。如果您使用透明的手套，请确保其
不含 PVC。

操作员面板指示灯
指示灯 颜色 打印机状态

电源 橙色 打印机电源为开。

Ready
（准备
就绪）

绿色 打印机已就绪，可进行打印。

错误 红色 出现一个错误。请查看操作面板上的消息，然后参阅第 4-2 页的“解决操
作员面板状态 /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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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面板按钮

按钮 使用

Menu（菜单） 进入 “设置模式”。

Menu Scroll
（菜单滚动）

滚动浏览打印机设置。

设置选项滚动
浏览

要向前或向后滚动浏览设置选项。

Enter （输入） 要启动操作或接受更改。

Paper Advance
（走纸）

走纸。

Paper Rewind/
Clear （倒纸 /
清纸）

要倒纸。

要返回到前一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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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设置
使用操作员面板按钮查看和更改打印机设置。

1. 按 Menu （菜单）进入设置模式。

2. 重复按 Menu （菜单）滚动浏览打印机设置。

3. 按 +/- 滚动浏览选项。

4. 按 Enter （输入）启动操作或接受更改。

5. 按 Clear （清除）退出设置模式。

8810 Photo Printer

Power

Ready

Error

Menu

Enter Paper Rewind/Clear

Paper Advance

打印机设置

打印机设置
3 1,2

4 5

显示屏 说明

Ready （准备就绪） 打印机已开启并准备就绪，可进行打印。

Energysave Mode
（省电模式）

选中后，按 Enter （输入） ，然后按 + 或 - 以启用和禁用
Energy Save（节能）模式（默认设置为关闭）。启用该模式
后，为节省电量，打印机在处于空闲状态时不会保持打印温
度。打印机在开始打印前需要先花额外的时间进行预热。

Test Print Mode
（测试打印模式）

选中后，请按 Enter （输入）进行打印测试。请参阅第 1-9
页的 “进行测试打印”。

Remain = XXX/YYY
（剩余 = XXX/YYY）

XXX 表示您可以使用当前纸卷打印的剩余打印件数量。YYY
表示一个纸卷上的打印件总数。每次您按下 Paper Rewind
（倒纸），计数器都将重置。

Printed = XXXXXX
（已打印 = 
XXXXXX）

XXXXXX 表示打印机自开始打印以来的总打印照片数量。此
计数器不可以重置。

Donor = XXX[%]
（耗材 = XXX[%]）

XXX[%] 表示已安装的可用于打印照片的色带的百分比。

Main Firm = XX . YY XX . YY 表示打印机控制固件版本号。

DSP Firm = XX . YY XX . YY 表示影像处理固件版本号。

USB Firm = XX . YY XX . YY 表示 USB 固件版本号。

TABLE Firm = XX . YY XX . YY 表示打印参数表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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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护打印机
为了保证良好的打印机性能及高质量的打印照片，请确保 KODAK
8810 Photo Printer 及其存放环境的清洁无尘。

执行日常维护
要保持良好的打印质量，请定期清洁打印机的外表面和过滤器
开口 （请参阅第 3-2 页）以清除堆积的灰尘，防止灰尘进入打
印机。

此外，每次更换色带时，清洁以下部件： 

• 热敏打印机头和裁纸辊轴 （请参阅第 3-2 页）。

• 压印辊轴 （请参阅第 3-3 页）。

• 清洁辊轴 （请参阅第 3-4 页）。

注： 如果装入了纸张或色带，请在执行维护操作之前取出它
们。（要取出纸张，请遵循有关第 4-3 页的 “清除卡纸”
的说明。）

警告：

酒精是易燃液体。它会刺激眼睛并导致皮肤干燥。长期或
反复与皮肤接触可能导致皮肤干燥、破裂或产生刺激。请
在使用酒精垫执行维护操作后，用肥皂和水洗手。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 “材料安全性数据表 (MSDS)”。

在美国，有关健康问题的信息，请致电 585-722-5151。在美国
以外地区的客户可联系柯达服务与支持。有关与柯达产品相关
的环境问题，请致电 1-800-242-2424 与柯达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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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打印机外表

警告：

请勿使用磨蚀剂或有刺激性的化学物质来清洁打印机。不
要让任何异物或液体掉入或溅入打印机。否则可能会导致
火灾或电击。如果有异物掉入打印机，请立即关闭电源，拔
下电源线，然后联系您的柯达服务和支持代表。

1. 使用湿的、无绒软布擦拭打印机表面和纸屑托盘。

2. 用真空吸尘器打扫过滤器开口以便除尘。

清洁热敏打印头和裁纸辊轴 1. 确保电源开关关闭 （ ）。

2. 小心地打开顶盖。

警告：

热敏打印头会在正常操作中变得十分炙热。在打开顶盖后，
等待五分钟，然后再开始清洁。指印可能会损坏热敏打印
头。请不要裸手或用手指接触热敏头。

3. 从包装中取出一块新的酒精衬垫。沿热敏打印头整个长度单
向移动酒精衬垫进行擦拭。清洁热敏头时：

• 用力稳定，均 。

• 沿热敏头擦拭三次。

• 每次擦拭时只用衬垫的清洁部分清洁。

热敏头

注意：
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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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另一张清洁的酒精垫擦拭辊轴。旋转裁纸辊轴的同时
进行清洁，以便清洁辊轴的整个表面。

5. 在继续打印之前，请等待酒精彻底晾干 （约五分钟）。

6. 关闭顶盖。

清洁压印辊轴 1. 确保电源开关关闭 （ ）。

2. 小心地打开顶盖。

警告：

热敏头会在正常运作中变得十分炙热。请不要接触它。打印
机内部有锋利的刀片。仔细遵循说明，切勿触碰任何可能危
险的区域。

3. 从包装中取出一块酒精衬垫。使用酒精衬垫擦拭压印辊轴的
橡胶部分。

4. 旋转辊轴清洁整个表面。

5. 在继续打印之前，请等待酒精彻底晾干 （约五分钟）。

6. 关闭顶盖。

裁纸辊轴

压印辊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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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清洁辊 保持清洁辊清洁，对于防止灰尘传到打印照片上并保证打印机
正常工作至关重要。

1. 确保电源开关关闭 （ ）。

2. 小心地打开顶盖。

警告：

热敏头会在正常运作中变得十分炙热。请不要接触它。

3. 拆下后清洁辊进行清洁，然后重新安装：

a. 拉动位于色带仓后壁下的两个黑色销栓，以拆下后清洁
辊固定板。

b. 向上提起后清洁辊以将其卸下。

c. 从包装中取出一块酒精衬垫。用酒精衬垫擦拭辊轴的橡
胶部分。

F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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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将后清洁辊装回位置。轻轻向下按清洁辊以使其完全卡
入到位。

e. 替换固定板。推动黑色销栓直至每个侧面卡入到位。

F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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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前清洁辊取下清洁，然后重新装回：

警告：

热敏头会在正常运作中变得十分炙热。请不要接触它。打印
机内部有锋利的刀片。仔细遵循说明，切勿触碰任何可能危
险的区域。

a. 拉起位于色带仓前部附近的两个黑色销栓。

b. 从包装中取出一块酒精衬垫。用酒精衬垫擦拭辊轴的橡
胶部分。

c. 将前清洁辊装回位置。推动黑色销栓直至辊轴的每一侧
卡入到位。

5. 在继续打印之前，请等待酒精彻底晾干 （约五分钟）。

6. 关闭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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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障排除

问题 说明或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法

卡纸；错误指示灯亮起，打印
机无法工作

打印机出现卡纸。 清除卡纸 （请参阅第 4-3 页）。

打印照片有竖条 热敏打印头上有污渍。 清洁热敏打印头 （请参阅第 3-2 页）。

打印照片上有小点构成的条纹 压印辊轴上有污渍。 清洁压印辊轴 （请参阅第 3-3 页）。

打印尺寸或纵横比无法满足您
的期望

需要在您的照片打印软件
程序中调整图像文件或打
印设置。

在照片打印软件程序中：

• 如果可用，请使用“Fit to Page （适合
页面）”或 “Clip （裁剪）”选项。

• 调整图像尺寸以匹配页面尺寸。

• 确保“纵向 /横向”设置与照片的方向
一致。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照片打印软件程
序的帮助。

注： 您不必要调整照片分辨率 (dpi) 以匹
配打印机分辨率。打印机驱动程序将
自动扫描您的照片以匹配打印机分
辨率。

打印大量照片后，您的计算机
上会发生内存不足错误

您的计算机的内存和/或磁
盘缓存不足。在您旋转、
缩放或润饰高分辨率图像
(>72 dpi) 时，可能出现此
类问题。

• 减少一次打开的照片的数量。

• 经常删除剪贴板中的内容。

• 关闭照片打印软件程序以外的所有程序。

• 请参阅照片打印软件程序中的帮助以获
取有关内存优化的技巧。

• 请参阅第 A-1 页的 “系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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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操作员面板状态 / 错误信息 

请参见下表解决报告的操作员面板错误。如果错误仍然存在，
请与柯达服务和支持中心联系。

8810 Photo Printer

Power

Ready

Error

Menu

Enter Paper Rewind/Clear

Paper Advance

消息 说明或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法

Paper empty
（无纸）

无纸或未安装纸张，或者是纸卷上仍带
有标签。

装入 （或重新装入）纸张
（请参阅第 1-6 页）。

Ribbon empty
（无色带）

色带为空，未装入或者粘附在相纸上。 装入 （或重新装入）色带
（请参阅第 1-4 页）。

Incorrect Ribbon
（相纸 / 色带错
误）

打印机无法读取色带上的条码或是安装
了错误类型的色带。

检查色带上是否具有条码和 / 或使用正确
类型的色带进行替换
（请参阅第 1-4 页）。

Cover Open （盖
打开）

打印机盖已打开。 确定已关闭顶盖。

Paper Cover Open
（纸盖打开）

纸盖打开。 确定已关闭纸盖。

Paper Jam XX
（卡纸 XX）

卡纸。 清除卡纸 （请参阅第 4-3 页），然后重
新装入纸张。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关
闭打印机然后重新打开。

Sensor Error XX
（传感器错误 
XX）

打印机具有可能需要维修的特定问题。 关闭打印机电源。 10 秒或更长时间后，
打开打印机。如果在预热后问题依然存
在，请联系柯达服务和支持。准备好下
列信息：

• 错误代号 (XX.YY.ZZ)。
• 打印机型号和序列号（显示在打印机

的铭牌上）。

Mecha Error XX
（机械错误 XX）

Control Error XX
（控件错误 XX）

正在初始化 打印机正在运行内部检查和流程。 无需任何操作。初始化完成后，显示屏
上将显示 “Ready （就绪）”字样。

Cooling （冷却） 打印机太热而无法打印。 等待打印机完成冷却。

Ready Loading
（装入就绪）

打印机已就绪，可装入相纸了。 无需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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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卡纸
1. 按 Paper Rewind （倒纸）按钮两次。

2. 打开送纸门。

3. 如果相纸未回绕，则小心地手动回绕相纸。

警告：

为避免损坏打印机，不要大力地抽出纸张。

4. 剪掉相纸的损坏或已打印部分。

重要提示： 小心不要损坏任何滚轴。

5. 装入纸张 （请参阅 第 1-6 页），然后轻轻地关闭纸仓盖。

如果操作员面板上仍显示卡纸信息，则：

1. 关闭打印机。

Menu

Enter Paper Rewind/Clear

Paper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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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地打开顶盖。

警告：

热敏头会在正常运作中变得十分炙热。请不要接触它。

3. 取出色带。

4. 检查色带仓内部并小心抽出纸片。

5. 装入色带 （请参阅第 1-4 页）。

6. 关闭顶盖。

7. 打开打印机。

如果操作员面板上仍显示卡纸信息，请联系柯达服务和支持
人员。

从断电状态恢复

警告：

如果打印机在打印时断电，则打印机将停止，并且热敏打印
头会停于压印辊轴上。如果热敏打印头停留在该位置处，则
可能导致压印辊轴损坏。

如果发生停电，则：

1. 立刻打开顶盖，以减轻压印辊轴上的压力。将顶盖保持在打
开状态，直到电源恢复。

2. 电源恢复时，请按照第 4-3 页的“清除卡纸”的下列步骤重
新启动打印机。

3. 再次发送打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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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附加信息

系统要求 
• 安装了 MICROSOFT WINDOWS XP、WINDOWS 2003 Server、

WINDOWS VISTA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

• 低 1.0 GHz Celeron 微处理器

• 低操作要求取决于您的操作系统 

• 至少 2 GB 可用硬盘空间

• 符合 USB 高速 (2.0) 的主机设备

打印机规格 
尺寸 宽度 33.7 厘米 （13.25 英寸） 

深度，不带出
纸托盘

58.4 厘米 （23 英寸） 

深度，带出纸
托盘

69.9 厘米 （27.5 英寸）

高度 31.1 厘米 （12.25 英寸） 

重量 （不含色带和相纸） 26.8 千克 （59 磅）

操作环境 温度 +15 至 +35° C （59 至 95° F）

相对湿度 20% 至 86%，非冷凝

电压 / 频率（自动检测下列
范围）

100 V 至 240 V / 50 Hz 至 60 Hz

能耗 在 100 伏交流电下 多消耗 5.0 安
培或者在 240 伏交流电下 多消耗
2.5 安培

打印尺寸 10.2 x 20.3 厘米 （4 x 8 英寸）

边框 12.7 x 17.8 厘米 （5 x 7 英寸）

20.3 x 25.4 厘米 （8 x 10 英寸）

20.3 x 30.5 厘米 （8 x 12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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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耗材
请访问 www.kodak.com/go/printerupdates 以获取有关订购耗材
的信息。

打印套件 打印和介质套件包含适用于您的打印机型号的正确纸张和色带。
打印和介质套件另售。

重要提示： 为了获得 佳效果，请同时更换相纸和色带。用过
的色带可以安全地通过掩埋法进行处理。不要回收
用过的色带。

* 相纸和色带卷含有提供稳定打印质量的材料。纸卷包含其它少
量的相纸以作前缘和后缘之用。

热敏打印机清洁套件 在执行打印机日常维护时，请使用柯达热敏打印机清洁套件
（请参阅第 3-1 页）。

警告：

酒精是易燃液体。它会刺激眼睛并导致皮肤干燥。请在使用
酒精垫执行维护操作后，用肥皂和水洗手。

柯达照片打印套件 8800/8810S

目录 1 卷相纸

1 个色带 — 25.4 厘米 （10 英寸）

打印能力 * 300 张 20.3 x 25.4 厘米（8 x 10 英寸）打印件

存储规格 30° C (86° F) 或更低

60% 相对湿度或更低

柯达照片打印套件 8800/8810L

目录： 1 卷相纸

1 个色带 — 30.5 厘米 （12 英寸）

打印能力 * 250 张 20.3 x 30.5 厘米（8 x 12 英寸）打印件

存储规格 30° C (86° F) 或更低

60% 相对湿度或更低

柯达热敏打印机清洁套件

目录 10 个分开包装的酒精垫

http://www.kodak.com/go/printer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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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和搬运打印机

警告：

打印机重大约 27.2 公斤（60 磅），前重后轻。抬起或移动

打印机时始终由两个工作人员一起执行。运送装有相纸和
色带的打印机可能会对打印机造成损坏。

1. 将相纸和色带从打印机中卸下。

2. 重新安装包装材料 （请参阅第 1-2 页）。

3. 重新将打印机包装在原始包装箱内。请参阅箱内随附的包装 /
拆开包装说明。

获得帮助
您可以从下列来源获取有关您的打印机的帮助：

• 此用户指南中的 “第 4  故障排除章”

• 柯达服务和支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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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安全和监管信息

重要安全信息

警告：

使用本手册中未涉及的控制、调整或执行步骤可能会对打
印机造成损伤和 / 或损坏。

• 电源插座应当安装在打印机附近以便于使用。

• 固定电源线，以防止被拉动或绊扯。

• 切勿使电源线接触热的表面。

• 电源插座必须接地。电源不接地可能会引起火灾、电击或对
周围电器设备造成有害干扰。

• 请只使用打印机随附的电源线。

• 不要使用损坏的电源线连接打印机。

• 在清洁或不使用打印机时，请将电源线从打印机上拔下。

• 如果打印机跌落或损坏，确保请合格的维修人员检修打印机
之后再使用。

• 不要堵塞打印机机箱上的过滤器开口。

• 不要将打印机暴露在潮湿或有水的环境中。

• 不要让任何异物或液体掉入或溅入打印机。否则可能会导致
火灾或电击。

• 热敏打印头会在正常操作中变得十分炙热。请不要接触它。

• 酒精垫可用于清洁热敏打印头和其它内部打印机组件。在美
国，有关健康、安全及环境方面的信息，请致电 585-722-5151。
在美国以外地区的客户可联系柯达服务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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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签
请注意贴在打印机上的重要安全警告。

注 ：此标签贴于纸屑托盘下面。

注意表面灼热

注意尖利物体
打印机的金属边缘

注意锋利刀片
打印机内部有锋利的刀片。
请不要将手或物体插入该区域。

可能锋利。

为避免烫伤，请勿触摸热敏打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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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信息和安全符合性

安全 符合 UL 60950-1
CAN/CSA C22.2 No.60950-1-03
EN 60950-1
IEC 60950-1

经测试符合 Norwegian IT Power systems 240 V 相间

电磁兼容性 (EMC) 注： 本设备已经过测试，根据 FCC 规范第 15 章之规定，符合 A 类
数码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设计用来提供合理保护，以防止
在商业环境中操作设备可能造成的有害干扰。本设备产生、
使用并可能放射无线电频率能量，如果不按照说明手册进行
安装和使用，对无线电通信可能会造成有害干扰。本设备在
住宅区操作时可能会造成干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用户将
被要求自费更正该干扰。

此类 A 级数码设备符合加拿大 ICES-003 的标准。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A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符合 EMC 指令 89/336/EEC 的要求，包括下列内容：

• EN 55022:2006 Class A

• EN 61000-3-2:2006

• EN 61000-3-3:1995 +A1:2001 +A2:2005

• EN 55024:1998+A1:2001+A2:2003

– EN 61000-4-2 ESD

– EN 61000-4-3 Radiated RF Immunity

– EN 61000-4-4 EFT

– EN 61000-4-5 Surge

– EN 61000-4-6 Conducted RF Immunity

– EN 61000-4-8 Power Frequency Magnetic Field Immunity

– EN 61000-4-11 Voltage Dips and Interru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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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这是 A 级产品。本产品在住宅区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如

果发生这种情况，用户将被要求采取适当的措施。

“未经责任方明确批准的对合规性的更改或修改可能导致
用户丧失操作此设备的权力。”

请根据说明手册安装和使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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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放射 操作员位置噪音放射值低于 70 分贝 （A）。 *
* 指定的平均值符合 JIS Z8731

弃置 本产品在焊料和电路板中含少量的铅。请根据环境因素控制此
材料的弃置。有关弃置和回收的信息，请联系您本地的监管机
构。在美国，请访问 www.eiae.org 联系电子工业联盟。

在欧盟国家 / 地区，此符号表示 后一个用户
要丢弃本产品时，必须将它送到适当的机构以
回收和循环利用。请联系柯达服务和支持或访
问 www.kodak.com/go/recycle 以了解有关本产
品适用的回收计划的更多信息。

http://www.eiae.org
http://www.kodak.com/go/r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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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RoHS 环境保护使用期限 (EPUP)
在中国，此数字表示产品中对人类健康、财产或环境有风险的
有害物质预期将要释放的年限。此数值基于正常使用操作说明
中所描述的产品。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名称及含量标识表

型号名称： KODAK 8810 Photo 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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