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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操作使用打印机之前请务必认真阅读本手册，以确保能正确、

安全使用该打印机。

    一定要使用由我公司提供指定的电池和电源。连接不适当的电

源可能造成火灾、爆炸或损坏打印机。

    不要把电池放在火里或水,不要拆开或修改电池,不要短路,否则

可能导致伤害或火灾甚至爆炸。

    如果打印机不常使用,一定要取下电池,否则电池可能泄漏腐蚀

性液体,如果操作不当导致电池泄漏,并且液体是溅在皮肤或衣服,

请立即以清水冲洗干净,如果溅的眼睛,请与水清洗彻底或者看医生。

当打印机工作中或者刚刚打印结束请不要打开机器上盖,不要用手

触摸打印头或打印机机身,过热可能导致烫伤。

1、 不要在高温、湿度大以及污染严重的地方使用和储存打印机。

2.、 锂电池有一个特性,如果几个月不使用,它可能不能充电。

3、 将打印机的电源适配器连接到一个适当的接地插座上，避免

    与大型电机或者其它能够导致电源电压波动的设备使用同一

    个插座。    

4、 避免水或导电的物质（如：金属）进入打印机内部，一旦发

    生，应立即关闭电源。

5、 打印机不得在无纸的状态下打印,否则将严重损害打印胶辊和

    热敏打印头。

6、 用户不得擅自拆卸打印机进行检修或改造。

7、 电源适配器只使用随机专配的电源适配器或使用9V-2A标准电

    源适配器。

8、 为了保证打印质量和产品的寿命，建议使用推荐的或者同等

    质量的热敏打印纸。

9、 请妥善保管使用手册，以备使用参考。

注意事项

一、基本特性  

二、应用领域  
    

 

    可打印宽58mm的热敏纸张 

    纸仓直径达40mm 

        打印速度快，字迹清晰 

    大容量的锂离子电池

    自动休眠，自动唤醒，省电 

    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

    该产品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性能可靠、连接简单、使用方

便的特点，支持安卓、苹果系统，可与移动产品配套使用，适合

于户外作业环境，已广泛的应用于：移动警务系统、烟草配送系

统、公用事业抄表系统、移动办公/移动物流系统、便携式仪器

仪表/检测设备配套设备、出租车票据打印、餐厅订餐信息打印、

在线支付信息打印等

打印方式: 行式热敏打印

打印速度: 70mm/s (max)

打印头寿命: 1亿脉冲/dot，或100km

分辨率: 203dpi（8dot/mm）

有效打印宽度: 48mm（384点）

可用纸张宽度: 58±01mm

2.技术参数

纸仓容量: 直径φ≤40mm

电源: 可充电锂电池

电池规格: 7.4V/1500 mAh,

充电方式: 外置充电器



3.外观结构图

打印参数：支持下载Logo商标打印,支持一维，二维码打印。

支持条码类型：UPC-A / UPC-E / JAN13(EAN13) / JAN8(EAN8) /

 CODE39/ ITF / CODABAR / CODE93 / CODE128

二维码 ：QR CODE

通信接口: 标配RS232，USB,蓝牙2.0/蓝牙4.0（可选）

驱动程序 Win2003/Win2000/Win7/WinXP/Win10/VISTA/

WIN8/LINUX使用环境 -10～50℃(温度)，10～90%（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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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适配器规格：9V-1.5A

字库 使用GB18030标准字库,内含

          Font A:12*24点,1.5(宽)*3.0(高)毫米

          Font B:9*17点,1.1(宽)*2.1(高)毫米

          Font C:9*24点, 1.1(宽)*3.0(高)毫米

          简体:24*24点,3.0(宽)*3.0(高)毫米

     支持多国家言语代码页，命令仿真 ESC/POS部分指令集

体积:102*78*46mm

重量:134g(含电池)

型号:5802

充电：红灯
充满：蓝灯

体积:103*75*46mm

重量:134g(含电池)

型号:5801

充电：红灯
充满：蓝灯

9V

9V

充电：红灯
充满：蓝灯

9V

纸仓

切纸锯齿

充电指示灯（CHARGE）

报错指示灯 E RROR

电量显示灯

开关按键

走纸键FEED

模式键MODE

9V DC充电插槽

USB 端口

串口 COM

重量:192g(含电池)

体积:107X75X51.5mm

型号:580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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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信接口

1 .  RS232(COM /串口)：标准RS232串口通信协议。

2. USB：标准USB通信协议。

3. 蓝牙2.0：通用蓝牙2.0通信协议。

4. 双模蓝牙：通用蓝牙2.0和蓝牙4.0协议。

      58MINI型便携式微型使用58.0毫米热敏纸卷，采用易装纸机

构， 热敏打印机外径最大为40mm。热敏纸安装方法如下：

（1） 打开打印机上盖。

5.纸卷安装

（2） 热敏纸卷按如下图所示放入装纸仓

（3） 纸拉出一小段至盒外，合上上盖。

（4）用机器的刀口撕掉多余的纸卷。

将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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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112X82X53mm

重量:210g(含电池)

型号:5807

充电：红灯
充满：蓝灯

未连接：灭
连接：亮（绿）



第4步：在安卓设备“桌面”找到“        ”图标，然后打开

       点击“连接”，然后搜索蓝牙打印机，配对好密码（蓝

牙出厂默认配对码为“1234”）连接成功后，屏幕会提示打开

机连接设备连接成功，点击“打印测试页”，打印机将工作。

二、操作说明（如图所示）

打开安装好的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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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说明：

POWER（蓝灯）                   FEED（红灯）                    打印机状态

OFF（灭）                    OFF（灭）                    打印机关机

On（常亮）                   OFF（灭）                      

On（常亮）                    Flash（闪）              
打印机开机

且没有纸

在有电源的情况下，按住FEED键，                              打印机走纸

在关机状态下先按住FEED键，然后在按住POWER电源键开机

开机后1.5秒钟松开FEED键，
打印机自检

在关机状态下先按住FEED键，然后在按住POWER电源

键开机，开机后，等红灯灭了松开FEED键。
中英文转换

打印机开机

且有纸

6.安卓（Android）系统使用说明

一、安卓demo使用说明

   第1步：把CD盘放入电脑光驱内，手机与电脑连接。 

    第2步： 打开光驱找到“SDK”依次打开“Android SDK

    BlueToothDEMO bin BT-POSPrinter.apk”，

。

    第3步：安装成功后，将安卓设备与打印机连接。

---

--- --- 并把此文件

    安装到安卓设备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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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搜索到的蓝牙名称BlueTooth Printer,

输入配对码，默认是1234或者0000，点击确定

 

连接成功，如图所示



2.打开苹果手机蓝牙后，再打开刚下好的“POS-Printer”软件。

点击“选择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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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苹果系统蓝牙打印测试 

1.在App Store搜索下载“POS-Printerv1.0”软件。

3. 会搜索到打印机蓝牙的名称“BlueTooth Printer” 蓝

   牙名称默认是BlueTooth Printer）， 击名称就可以连接打

   印机。

(打印机

点

4.连接成功，在编辑框中输入要打印测试的内容（中英文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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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蓝牙的配置

1：请首先确定你所用的设备（如笔记本）是否具有蓝牙功能，然

   后启动蓝牙，蓝牙启动成功，可看到电脑右下方显示      图标。

3.点击      图标，然后点“添加Bluetooth设备”,进入下一画面，

  勾选“我设备已经设置并且准备好,可以查找”,然后点“下一步”

  (如图)。

2.把蓝牙打印机打开（通电）。

4:如果电脑进入如图画面,说明电脑正在搜寻蓝牙设备,请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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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搜索成功后，所有的蓝牙打印机将出现在如下画面列表中，这

里举例，搜索到的蓝牙打印机为“BlueTooth Printer”, 请单

击选中”BlueTooth Printer”,然后点击“下一步”。

6：选中“让我选择自己的密钥”,输入配对码”1234”,然后点

“下一步”。

7：当出现如下画面，说明蓝牙打印机已经配对成功,请记住分配给

设备的COM(串行)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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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蓝牙设备会自动分配COM端口。

8.测试蓝牙打印机是否可以正常连接打印，请打开串口助手,选择

  端口:COM5(传出COM端口),串口默认参数设置为115200,N,8,1，然

  后在串口助手中发送数据测试打印机。

9.USB接口使用方法

1、插入驱动光盘，在菜单中点击光盘文件（58、80系列打印机驱动软件）开

   始安装，出现如图所示选择您所需要安装驱动的语言，如下图所示

2、选择语言之后点击“确定”，出现如下图，点击“继续”进入下一步;

3 、请详细阅读软件条款说明，选择接受并继续安装，如下图所示：

4、点击“下一步”操作之后出现如下图（客户可以修改驱动安装的路径也

   可以选择默认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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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点击“下一步”操作之后出现如下图，择“安装”，如果您的电脑装

    有杀毒软件等，出现阻止安装的窗口请允许此操作

6、等待安装完成之后出现如下界面，选择符合你的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然后

   在选择打印机的型号（POS58系列打印机），如果您使用USB接口通信， 点

   击“USB端口检测”会自动识别电脑USB接口，点击下一步继续安装，如下

   图所示：

7、点击开始安装，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框，选择 安装 或者‘始终安装此驱动

   程序软件’：



使用说明书 58MINI型便携式微型打印机

21 22

8、完成驱动安装，如下图所示：

如果打印机打印一个正常的页面，那么它表明工作成功。

注：如果打印机提示“打印错误”，请返回到“端口”选项。选择USB001或

者USB002或者USB003

9.2串口端口使用方法（如果您选择的是串口打印）

1.打开打印机属性界面，然后选择“端口”项，如下图所示：

2.请在端口列表中选择“COM1”→“配置端口”， 打印机出厂默认设置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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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检页可以查看到打印机的串口设置参数。点击“应用” 后，再点击

“确定”（注：此设置必须与打印机自检页串口设置参数一至，否则会出现

乱码情况）出现如下图所示：

  再次点击“应用”

2.返回到“常规”选项，点击“打印测试页”如下图所示：

如果打印机打印一个正常的页面，那么它表明工作成功。

如感觉打印速度慢，请点击“设备设置”→“打印模式”→选择“软字体”

即可如下图所示

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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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何清洁打印头

打印机的清洁

当打印机出现以下下情况之一时，应清洁打印头；

①　打印不清晰；

②　打印的页面纵向某列不清晰;

③　进纸噪音大。

      打印机日常维护时必须确保电源被关闭。

      不要用手和金属物品触摸打印机头表面，不得使用镊子等工具

      划伤打印头、打印胶辊和传感器表面。

      不得使用汽油、丙酮等有机溶剂。

注意：

1.关闭打印机的电源，打开上盖，如果有纸，将纸去除；

2.如果刚打印完毕，应等待打印头完全冷却；

3.用柔软的棉布蘸无水乙醇(应拧干)擦除打印头热敏片表面的灰尘/

  污点;

4.等待无水乙醇完全挥发后,合上上盖,重新试机打印。

打印头清洁步骤如下：

11.常见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1． 串口打印机联机会打印乱码吗？

    答： PC主机所设置的波持率与打印机一致不会打印乱码。

2． 打印机自检正常，装好驱动不打印？

    答：请查看驱动是否安装正确。如果驱动安装正确，请查看打

    印机端口选择是否正确，如果都正常，请送到指定维修点维修。

3． 打印机不检纸？

    答：机芯传感器太脏, 请用软毛刷清洁传感器, 若清洁后依旧

    不能检纸；请送指定维修点维修。

4． 控制面板上的指示灯不亮？

    答：检查电源线是否正确插入打印机、电源适配器和电源插座，

    检查打印机电源开关是否打开，若这些都正常，请送指定维修

    点维修。

5． 打印阿拉伯数字正常，打印其它内容出现乱码？

    答：中英文转换不正确引起，在关机状态下先按住FEED键，然

    后在按住POWER电源键开机，开机后，等红灯灭了松开FEED键，

    此时完成中英文转换。

6． 打印机打印一段时间后，出现红灯闪（有打印纸情况下）？

    答：可能是打印头过热，如果打印一段时间后不能正常打印，

    则是打印头温度过高，否则送指定维修点维修。

7. 串口打印速度很慢，感觉像卡纸一样，走走停停？

   答：请将打印机的打印模式设置为“软字体”，打印机驱动-属

   性-设备设置-打印模式-“软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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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打印机不小心进水了，该如何处理？

   答：应立即关闭电源，可用电吹风，将主板和机芯等各部件吹

   干，注意温度不可过高,正常使用温度为50℃左右。

9. 打印机开不了机？

   答：可能电池没有电了，使用出厂标配的电源充电器充电，然

   后开机，如果还有问题，请送指定维修点维修。

      10. 搜索不到蓝牙？

   答：请先检查主设备“蓝牙”是否开起，通信是否正常，然后

   重新插拔打印机“蓝牙模块”，重新连接，如果还有问题，请

   送指定维修地点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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