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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内含物 EN Contents of Kit FR Contenu du kit IT Contenuto del kit

DE Inhalt des Kits ES Contenido del kit PT Conteúdo do Kit NL Inhoud pakket

RU Комплектация набора TC 配件內容物 KO 내용물 구성 JA 梱包内容

SC 组装 EN Assembly FR Assemblage IT Montaggio

DE Montage ES Montaje PT Montagem NL Montage

RU Сборка TC 組裝 KO 조립하기 JA 組み立て

SC 简体中文用户信息 (Information for Users in China)

更多信息，请参见打印机手册。❏❏
See the printer manual for more information. ❏
Consultez le manuel de l’imprimante pour de plus amples informations. ❏
Per ulteriori informazioni consultare la guida della stampante. ❏
Weitere Informationen finden Sie im Druckerhandbuch. ❏
Consulte el manual de la impresora para más información. ❏
Consulte o manual da impressora para mais informação. ❏

Raadpleeg de printerhandleiding voor meer informatie. ❏
См.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принтера для получения подробной  ❏
информации.
詳細說明，請參考印表機手冊。❏❏
자세한 정보는 프린터 사용설명서를 참조하십시오. ❏
詳細は、プリンターに付属のマニュアルをご覧ください。❏❏

产品名称 ：自动收纸器 功能规格 ：进行打印时，此选件可自动收起介质。

产品环保使用期限的使用条件

在中国销售的电子信息产品的环保使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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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

或元素不会对环境、人身和财产造成严重

影响。

本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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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机架❏(外壳❏/❏支脚) ○ ○ ○ ○ ○ ○

电路板❏/❏电子部件 × ○ ○ ○ ○ ○

附属物品❏(产品手册等) ○ ○ ○ ○ ○ ○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SJ/T11363-2006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SJ/T11363-2006标准规定的限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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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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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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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用户

如果您在使用本产品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可通过以下的顺序来寻求帮助：

1、首先可查阅产品的相关使用说明，包括产品的说明书（手册）等，以解决问题；

2、访问爱普生网页（http://www.epson.com.cn），查询相关信息以解决问题；

3、拨打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的客户服务热线：400-810-9977，爱普生专业工程师将指导用户解决问题。

商标

EPSON❏和❏EXCEED❏YOUR❏VISION❏是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的注册商标。

在这里使用的其他产品名称仅用于进行说明，该产品名称可能是属于各公司自己的商标。

公司名称：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7层

制造商：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新宿区西新宿2-4-1

生产厂名称：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生产厂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第五工业区西侧

生产标准号：Q/EPSON❏TP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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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 Yonetmeliğine Uygundur.

Обладнання відповідає вимогам Технічного регламенту обмеження використання
деяких небезпечних речовин в електричному та електронному обладнанні.

TC 此資訊僅適用於台灣地區 (Information for Users in Taiwan)

JA 商標 (Information for Users in Japan)

KO 제품 보증서 (Information for Users In Korea)

商品名稱

產品名稱：自動收紙單元
生產國別：見機體標示

功能規格

本選購品可在列印時自動收紙。

製造商：SEIKO❏EPSON❏CORPORATION
地址：80❏Harashinden,❏Hirooka,❏Shiojiri-shi,
Nagano-ken,❏399-0785,❏JAPAN
電話：81-263-52-2552

進口商：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14❏樓
電話：(02)❏8786-6688❏(代表號)

EPSON❏およびEXCEED❏YOUR❏VISION❏はセイコーエプソン株式会社の登録商標です。
その他の製品名は各社の商標または登録商標で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