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 Replace the cutter without removing the protective 
material ( ) and protective tape ( ) that are stuck to 
the cutter blade.
See instructions on the printer screen for details.

FR Remplacez le dispositif de coupe sans retirer l'élément 
de protection ( ) et la bande de protection ( ) qui 
sont collés à la lame de coupe. 
Consultez les instructions affichées sur l'écran de 
l'imprimante pour plus de détails.

DE Entfernen Sie die Schneidvorrichtung, ohne dass Sie das 
Schutzmaterial ( ) und die Schutzfolie ( ), die an der 
Schneidklinge angebracht sind, entfernen. 
Beachten Sie die Anleitungen auf dem Druckerbildschirm, 
um mehr zu erfahren.

IT Sostituire la taglierina senza rimuovere il materiale 
protettivo ( ) e il nastro protettivo ( ) fissati sulla 
lama della taglierina.
Per ulteriori informazioni, vedere le istruzioni sullo 
schermo della stampante.

ES Reemplace el cortador sin retirar el material protector 
( ) ni la cinta protectora ( ) adheridos a la hoja del 
cortador. 
Consulte las instrucciones de la pantalla de la impresora 
para más detalles.

PT Substitua o dispositivo de corte sem remover o material 
( ) e a fita ( ) de proteção da lâmina do dispositivo.
Consulte as instruções apresentadas no visor da 
impressora para obter detalhes.

NL Vervang het mes zonder het beschermende materiaal 
( ) en de beschermende tape ( ) te verwijderen die 
aan het snijblad vastzitten.
Zie de instructies op het printerscherm voor details.

RU При замене резака не снимайте защитную вставку  
( ) и защитную ленту ( ), прикрепленные к лезвию.
Подробные инструкции см. на экране принтера.

SC 更换切纸刀不用去除保护材料（ ）和粘在刀
片上的保护胶带（ ）。
详细信息，请参见本产品屏幕上的说明。

TC 更換裁刀時，請勿移除黏在裁刀刀片上的保護材料 
（ ）和保護帶（ ）。
詳情請見印表機螢幕上的說明。

KO 커터 날에 끼어 있는 보호 자재( ) 및 보호 테이프( )
를 제거하지 않은 상태로 커터를 교체하십시오.
자세한 내용은 프린터 화면의 지침을 참조하십시오.

JA カッターに挟まっている保護材（ ）や保護テープ（ ）
は取り外さずに交換作業を行います。
交換方法は画面の手順を見て行っ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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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 1 号楼 4层

印度尼西亚制造

内装一个

本产品经检验合格。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本产品信息以爱普生网页（http://www.epson.com.cn）为准，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对其中涉

及的描述和图像，以包装箱内实际内容为准，在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爱普生（中国）有限

公司保留解释权。本产品相关资料及光盘以针对在大陆地区销售产品的中文内容为准。英文及其他

语种内容针对全球销售产品，仅供用户对照。

本资料仅供参考。除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由于使用本资料

而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的责任。

其他信息，可查看产品本身、产品包装和其他形式的资料，包括爱普生网页 (http://www.epson.

com.cn)。

在选购本产品前，确保您已经查阅了所使用整机的使用说明，以了解本产品是否适用于整机。

关于爱普生环境规划的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eco.epson.com

Information for China only

请妥善保管此说明书（保留备用）。
安装、使用产品前请阅读使用说明。

部件名称

有害物质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 

（Cr（Ⅵ））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机械部件

塑料组件 ○ ○ ○ ○ ○ ○

金属组件/

电子部件
× ○ ○ ○ ○ ○

本表格依据 SJ/T11364 的规定编制。

○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 ：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但这只是因为在保

证产品性能和功能条件下，现在还没有可替代的材料和技术而被使用。

产品环保使用期限的使用条件

在中国销售的电子电气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表示按照本产品的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使用的情况下，从生产日开始，

在标志的年限内使用，本产品含有的有害物质不会对环境、人身和财产造成严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