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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手册内容未经同意不得随意更改，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北洋）保留在技术、零部件、软件和硬件上变更

的权利。用户如果需要与产品有关的进一步信息，可与新北洋或经销

商联系。 

    未经新北洋的书面许可，本手册的任何章节不得以任何形式、通

过任何手段进行复制或传送。 

版权 

    本手册于 2007 年印制，版权属于新北洋。 

     中国印制。 

     1.0 版本。 

商标 

    新北洋使用的注册商标是 。  

警告、注意 

         警告  必须遵守，以免伤害人体，损坏设备。 

        注意  给出了打印机操作的重要信息及提示。 

新北洋质量管理体系通过 ISO 9001:2000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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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洋环境管理体系通过 ISO14001:2004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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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在操作使用打印机之前，请仔细阅读下面的注意事项： 

1． 安全警告  

警告：不要触摸打印机的撕纸刀； 

   警告：打印头为发热部件，打印过程中和打印刚结束，不

要触摸打印头以及周边部件； 

          警告：不要触摸打印头和连接接插件，以免因静电损坏打

印头。 

2． 注意事项 

1) 打印机应安装在一个平整、稳固的地方； 

2) 在打印机的周围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操作和维护； 

3) 打印机应远离水源并避免阳光、强光和热源的直射； 

4) 不要在高温，湿度大以及污染严重的地方使用和保存打印机； 

5) 避免将打印机放在有振动和冲击的地方； 

6) 不允许潮湿的空气在打印机的表面结露，如果已经形成，在露水消

除之前不要打开打印机的电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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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机或其它能够导致电源电压波动的设备使用同一插座； 

8) 如果较长时间不使用打印机，请断开打印机电源适配器的电源； 

9) 避免水或导电的物质（例如：金属）进入打印机内部，一旦发生，

应立即关闭电源； 

10) 打印机不得在无纸的状态下打印，否则将严重损害打印头； 

11) 为了保证打印质量和产品的寿命，建议采用推荐的或同等质量的纸

张； 

12) 插接或断开各个接口时，必须关掉电源，否则可能会引起打印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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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电路的损坏； 

13) 用户不得自行拆卸打印机进行检修； 

14) 妥善保管本手册，以备使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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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简介 

BTP-R356Ⅱ收据打印机可以通过并行接口或串行接口与计算机连

接，同时提供 Windows 98、Windows Me、WIN NT、Windows 2000、

Windows XP 操作系统下的驱动程序，可广泛应用于办公、商业 POS、

餐厅收费系统等领域。 

1.2 主要特点 

 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美观； 

 操作、维护简便； 

 支持钱箱控制接口； 

 低噪音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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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技术指标 

2.1 技术规格 

项    目 BTP-R356Ⅱ 

打印方式 直接热敏 

分辨率 203DPI*203DPI 

打印宽度 48mm（Max） 

打印速度 75mm/s（Max） 

打印头温度探测 热敏电阻 

打印 

通讯接口 标准并行接口(25 针) 或 RS-232 串行接口(25 孔) 

字符集 标准 ASCII(12×24)，压缩 ASCII(9×17) 
国标宋体Ⅰ、Ⅱ级（24×24），国标字符 

字符放大 所有字符均可横向和纵向放大 2～6 倍 

字符旋转 可实现四个方向旋转打印 (0º, 90º, 180º, 270º) 

支持位图打印模式，可实现快速图形打印 

字符 
图形 

图    像 RAM 最多可下载八幅位图 
下载缓冲区大小：8KB 
FLASH 下载位图空间：64KB 

纸张类型 热敏连续纸 
介质幅宽 57.5mm、60mm 

纸卷外径 最大 60mm 

纸张厚度 0.06mm-0.07mm 

介质 

出纸方式 撕离 
电源 输    入 直流 24±1.2V，额定电流：1A (12.5%占空比) 

工作环境 5℃～45℃， 20%RH～90%RH（40℃） 环境

要求 贮存环境 -40℃～60℃，20%RH～93%RH（40℃） 
外形尺寸 140（W）*188（D） *124（H）mm  物理

特性 重    量 约 0.9kg（无介质） 
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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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打印耗材技术指标 

2.2.1 连续纸参数 

 纸张宽度：   57.5mm、60mm 

 最大纸卷外径：  MAX.60mm 

 纸卷轴芯内径：    12.5mm 

 纸厚：        0.06～0.07mm  

 推荐用纸 

纸张类型 制造商 

FD210 王子特殊纸（上海）有限公司 

注意： 

 请选用同等质量的纸张，否则将影响打印质量甚至降低打印头的

寿命； 

 请勿将纸粘在纸卷轴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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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打印及撕纸位置 

2.3.1 打印位置 

 

L1：纸张宽度 

L2：打印宽度 

L3：打印左边距 

L4：打印右边距 

 

图 2.3-1 

根据纸张宽度的不同，打印宽度（L2）和左右边距（L3/L4）将按

照下表进行变化： 

纸张宽度（L1） 打印宽度（L2） 打印左边距（L3） 打印右边距（L4） 

57.5mm 48mm 6mm 3.5mm 

60mm 48mm 6mm 6mm 

表 2.3-1 

2.3.2 撕纸位置 

 

 

 

L1：约 11 mm 

 

 

图 2.3-2 

 



BTP-R356Ⅱ用户手册 

- 9 - 

3 外观和组件  

3.1 外观和组件 

 

   
图 3.1-1 

部分组件功能说明： 

1) 挡纸板 

将挡纸板插在槽中或取下挡纸板可分别适应打印宽度为 57.5±0.5 

mm 和 60±0.5 mm 的打印纸。 

2) 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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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O” 关闭电源，按下“—”开启电源。 

3) FEED键 

 按下FEED键同时打印机开电，打印机将打印自检页； 

 正常状态下，短按FEED键，每按下一次，打印机进纸一行；

长按FEED键，打印机连续进纸； 

 错误状态下，按下FEED键，打印机无动作。 

4) 电源指示灯 

指示电源的开关状态。 

5) 告警指示灯 

指示打印机的各种错误状态；正常情况下，告警指示灯不亮；打

印机处于出错状态下，告警指示灯闪烁。 

6) 缺纸传感器 

    用于检测有纸／无纸。 

     注意： 

 挡纸板是调整打印机纸仓宽度以适应不同宽度打印纸的不可缺

少的零件，应注意妥善保管。 

3.2 指示灯的说明 

1） 指示灯功能说明 

名称 状态 说  明 

常亮 打印机处于开电状态 POWER 指示灯 
（绿灯） 熄灭 打印机处于关闭状态 

闪烁 打印机处于错误状态 ERROR 指示灯 
（红灯） 熄灭 打印机处于正常状态 

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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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示灯与错误信息说明 

错误 描述 错误指示灯显示模式 恢复 

打印头

过热 
打印头温度过高

 

打印头温度降

低自动恢复 

电压异

常错误 

输入电压过高或

过低 
 

待输入电压正

常后自动恢复 

缺纸错

误 

纸传感器探测到

缺纸 
 

重新上纸后自

动恢复 

表 3.2-2 

注意： 

 打印机利用热敏电阻来检测打印头的温度，如果打印头过热，保

护电路将切断打印头电源，并停止打印；打印头停止打印的温度

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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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印机的安装 

4.1 打开包装 

打开包装时，请对照装箱单检查物品是否缺少和损坏，一旦出现

这种现象，请与经销商或厂家联系。 

4.2 打印机安装 

1) 打印机应安装在一个平整、稳固的地方；推荐使用水平安装，倾

斜安装时倾斜角度不应超过±15°（打印进纸方向），其它方向严

禁倾斜； 

2) 打印机应远离水源； 

3) 避免将打印机放在有振动和冲击的地方； 

4) 打印机要保证安全接地； 

5) 打印机在操作和维护时，建议保留适当的尺寸空间（如图 4.2-1），

从而更有效的保证打印机工作的可靠性和操作简便性。 

 

图 4.2-1 结构空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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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连接电源线 

1) 确认打印机的电源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2) 将直流电源输入线插头插入打印机后侧电源接口内； 

 
图 4.3-1 

3) 接通输入电源。 

注意： 

 请采用厂家推荐的电源适配器或等同产品； 

 插拔电源插头时，应手持插头的连接器外壳，避免用力拉拔电缆； 

 避免拖动电源适配器电缆或电源输入线，否则会损坏电缆，引起

火灾和电击； 

 避免将电源适配器或电源输入线放置在过热的设备周围，否则电

缆表面会融化，引起火灾和电击； 

 如果较长时间不使用打印机，请断开打印机电源。 

4.4 连接接口电缆 

1) 确认打印机的电源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2) 将接口电缆插入相配的接口内， 

同时将插头固定（螺丝钉 

如图4.4-1）； 

3) 将接口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主机上。           图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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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连接钱箱 

1）确认打印机的电源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2） 将钱箱连接电缆插入打印机后侧的钱箱接

口内。 

警告： 

 钱箱接口只能连接钱箱设备（不能连

接电话线等）。                        图 4.5-1 

4.6 纸卷安装 

4.6.1 确认打印纸 

 电源适配器和接口电缆连接完毕后，可以安装介质进行打印。打

印前先确认打印机使用的纸张类型。 

4.6.2 安装/更换打印纸卷 

1) 关闭打印机的电源； 

2) 打开打印机上盖，将纸卷放入纸仓（如图4.6-1）； 

3) 关闭上盖，撕掉多余纸头，打开打印机电源，打印机进入打印等待

状态（如图4.6-2）。 

        
图 4.6-1                        图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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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根据所使用的纸张规格选择使用挡纸板：扣住挡纸板后面的圆孔，

将其向上转动、卸下；根据纸张宽度选择是否需要安装挡纸板；

注意纸卷的绕向符合打印机的要求； 

 
图 4.6-3 

注：A：取下挡纸板适用介质宽度 60±0.5mm； 

B：安装挡纸板适用介质宽度 57.5±0.5mm； 

 应确保纸卷处于缠紧状态，否则可能会引起塞纸或其它故障； 

 纸卷应平稳的放置在纸仓中，不允许倾斜，否则会影响打印。 

4.7 打印机自检 

1） 确认打印机已安装纸卷，并且上盖闭合； 

2） 先按住 FEED 键，同时打开电源开关；打印机开始进纸后，释放

FEED 键，打印机将打印自检样张。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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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口信号 

5.1 并行接口 

打印机的并行接口为单向并行接口，支持BUSY/ACK握手协议,其接

口插座为DB25针型插座。 

引脚 信 号 定 义 
PIN1 数据锁存脉冲，打印机在该负脉冲的上升沿将数据锁存到打印机 

PIN 2 数据 0(最低位) 

PIN 3 数据 1 

PIN 4 数据 2 

PIN 5 数据 3 

PIN 6 数据 4 

PIN 7 数据 5 

PIN 8 数据 6 

PIN 9 数据 7 (最高位) 

PIN 10 打印机应答信号，表示打印机已经接收前一个字节的数据，为大

约 1uS 的负脉冲 
PIN 11 打印机忙，高电平表示打印机不能接收数据 

PIN 12 缺纸信号，高电平表示打印机缺纸 

PIN 13 通过电阻上拉到 5V 

PIN 14 未接 

PIN 15 打印机错误信号，低电平表示打印机出现错误状态。打印机输出

缺纸信号同时输出错误信号 
PIN 16 经电阻上拉到 5V 

PIN 17 经电阻上拉到 5V 

PIN 18～25 逻辑地 

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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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串行接口 

打印机串行接口与RS-232标准兼容，其接口插座为25PIN孔D型插

座。 
PIN No. 信号定义 

PIN1 机壳地 
PIN2 TXD  
PIN 3 RXD 
PIN 4 DTR 
PIN 5 未接 
PIN6 DSR 
PIN 7 信号地 

PIN 8~19 未接 
PIN 20 DTR 

PIN 21~25 未接 

表 5.2-1 

用户可以通过打印配置样张查询接口的设置状态；打印机默认的

串行接口设置为：波特率 9600bps、8 位数据位、无校验、1 位停止位、

握手方式为 DTR/DSR。 

5.3 电源接口定义 

1) 引脚定义 

正极：DC24V  

负极：GND   

2) 接口类型                                   图 5.3-1 

打印机端采用：空芯插座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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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钱箱接口的信号定义 

1) 电气特性 

 驱动电压：DC24 V 

 驱动电流：最大电流1 A  

 钱箱状态检测信号：“L” = 0～0.5 V  “H” = 3.3 V 

2) 钱箱接口插座采用RJ-11 6P型连接器； 

 
图 5.4-1 

3) 接口信号定义 

序号 信  号 功   能 

1 FG 机壳 

2 DRAWER 1 钱箱 1 驱动信号 
3 DRSW 钱箱状态检测信号 

4 VDR 钱箱驱动电源 

5 － 浮空 
6 GND 电路共用地 

表 5.4-1 

注意： 

 严禁带电插拔通讯线插头； 

 通讯线布线时应避免和强电并行； 

 通讯线应采用带有屏蔽的通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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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障处理 

打印机出现故障时，可参照本章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仍然无法

排除故障，请与代理商或厂家联系。 

6.1 打印机不工作 

出现的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法 

打印机没有通电 连接打印机电源 
打印机电源开关没有

打开 打开打印机电源开关 指示灯不亮，打印机不工作 

线路板损坏 与经销商或厂家联系 

表 6.1-1 

6.2 告警指示灯和蜂鸣器报警 

出现的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法 

纸尽 安装新纸卷 

输入电压异常 关闭打印机电源，检查输入电压 

打印头过热 
关闭打印机电源，等待打印头温度恢

复正常 

告警指示灯 

闪烁 

打印机出现严重故障 与经销商或厂家联系 

表 6.2-1 

6.3 打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出现的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法 

打印内容淡不清晰 打印头损坏 更换打印头 

打印不清或有污点 打印头或进纸胶辊脏 清洁打印头或进纸胶辊 

纸张不能正常输出 塞纸 
打开上盖，检查走纸通道，清

除塞纸 

表 6.3-1 

注意： 

 清洗打印头或进纸胶辊时不要用坚硬的物体（如镊子等）划伤打



BTP-R356Ⅱ用户手册 

- 20 - 

印头和胶辊； 

 为提高打印头使用寿命，建议每月清洗打印头和胶辊，如环境恶

劣，适当增加清洗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