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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事前准备

● 线号机本体跟电脑用USB线连接。

USB

● 开启线号机电源后选择新画面。

从电脑直接输出打印（LM-550/LM-390）

1 编辑画面的单元格内输入文字。

2 按每个已输入文字的段落，设定连续打印次数/段落长度/文字大小。

3 完成文字输入后，按  钮， 
或者打开菜单栏的“文件”而设定“打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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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定“打印”属性内的“打印范围”， 
“全长补正”等各种条件后，点击打印。 

请注意：“打印设定”是仅在LM-550A2打印套管时 

             候才显示。

5 如有“请先设定PC连接模式。”的显示，点击“OK” 
之前要做下面手续6的内容。

6 点击“选用设定”，选择“直接从ＰＣ打印”后按进行键。

 ◆LM-550   ◆LM-390

  

7 “请先设定PC连接模式。”的画面上点击［OK］而开始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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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电脑转发文件给线号机（LM-550/LM-390）

1 输入文字在编辑画面上的单元格。

2 按每个已输入文字的段落，设定连续打印次数/段落长度/文字大小。

3 完成文字输入后，按工具栏里  钮，或者选择菜单栏 

内的“发送”。

4 选择“发送到打印机的输入文件”而点击“OK”。

　

　
● 选择右边画面的“保存到打印机的文件存储器”时候，
可以选择文件号码而另存。
● 关于保存在打印机硬盘的文件数据，可以开启旧档而 编
　 辑和打印。 
●不能发送复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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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有“请先设定PC连接模式。”的显示，点击“OK” 
之前要做下面手续6的内容。

6 点击“选用设定”，选择“从ＰＣ转存资料到ＬＭ”后按进行键。

 ◆LM-550   ◆LM-390

  

7 “请先设定PC连接模式。”的画面上点击［OK］而开始打印。

8 显示“发送完成或发送成功”后点击“OK”。

9 发送完成后，在线号机屏幕上显示已发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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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印刷物对话
文件菜单中的新建或设定印刷物被选择时显示。
显示文件的基本信息，也可以变更各项信息。

印刷物 / 尺寸
可以从以下的列表中选择印刷物及大小。

◆LM-550A2
印刷物 尺寸

MAX 套管 φ2.5, φ2.7, φ3.2, φ3.4, φ3.6, φ4.2, φ5.2, φ6.4, φ8.0

MAX Grip 套管 φ2.9, φ3.7

一般套管 φ1.5, φ2.0,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 5.5, φ6.0, φ6.5, φ8.0

热收缩套管 φ2.0,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 φ6.0, φ6.5, φ6.8

非 PVC 套管 φ3.2, φ3.6, φ4.2, φ5.2

椭圆形套管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 φ6.5

贴纸 5.0mm, 9.0mm, 12.0 mm

ID 平板 2.5mm, 4.1mm, 4.6mm, 6.3mm, 9.0 mm

◆LM-550A

印刷物 尺寸
MAX 套管 φ3.2, φ3.6, φ4.2, φ5.2, φ6.4, φ8.0

一般套管 φ1.5, φ2.0,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φ6.0, φ6.5, φ8.0

热收缩套管 φ2.0,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 φ6.0, φ6.5, φ6.8

非 PVC 套管 φ3.2, φ3.6, φ4.2, φ5.2

椭圆形套管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 φ6.5

贴纸 5.0mm, 9.0mm, 12.0 mm

ID 平板 2.5mm, 4.6mm, 6.3mm, 9.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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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390/LM-380
印刷物 尺寸

MAX 套管 φ3.2, φ3.6, φ4.2, φ5.2, *1 (φ6.4)
非 PVC 套管 φ3.2, φ3.6, φ4.2, φ5.2
一般套管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 *2 (φ6.0, φ6.5)
热收缩套管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 *2 (φ6.0, φ6.5)
贴纸 5.0mm, 9.0mm, 12.0 mm

*1 φ6.4只在选择LM-390时有效。 
*2 φ6.0,φ6.5只在选择LM-390时有效。

印刷模式 从段落印刷，长度印刷中选择。
可以选择的项目因印刷模式而异。

段落长度 可以选择自动，指定。
只限印刷模式为段落印刷时有效。

自动 各项属性信息(根据文字高度，文字宽度等)自动计算出段落长
度。 在编辑画面中不能变更段落长度。

指定 以段落为单位个别指定。 初期值为设定偏好中指定的段落长
度。

文字高度 ◆LM-550A2
请自 标准 特别紧缩 高度固定 OFF 中选择。 
【自动】是段落打印设定时候有效
文字高度自动功能的类型 

字母 字距
行距高度 宽度

标准 自动 固定* 关

特别紧缩 自动 自动 自动

高度固定 固定 自动 自动

OFF 固定 固定 固定

*1.3 毫米高度的字母宽度会自动调整。

◆LM-550A/LM-390
可以选择自动，指定。 自动只限印刷模式为段落印刷时有效。
选择LM-390时，如果已经在印刷物上选择了贴纸，则不能设置自动。

自动 根据各段落的文本自动计算出文字高度及文字宽度。
在编辑画面中不能变更文字高度及文字宽度。

指定 以段落为单位个别指定。
初期值为设定偏好中指定的文字高度及文字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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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方式 从自动半切，实线，虚线，不切中选择。
根据印刷物，尺寸，印刷模式的组合各项目可以切换有效/无效。

打印长度 可以选择指定数值及自动。只限印刷模式为长度印刷时有效。

自动 根据各段落的文本文字高度，文字宽度自动计算。

指定 自动时无效。
指定范围为10～300mm。

连续 指定连续打印个数。

LM-550A2系列；可以设定1-300
LM-550A/LM-390系列；可以设定1-100

只限印刷模式为长度印刷时有效。

文字配置 可选择 中央，前，后。
只限印刷模式为长度印刷时有效。

留白 指定左右的余白数值。
指定范围为2～30mm。
只限印刷模式为长度印刷时有效。

印字方向 印字方向有横式，直式。

字距 字距有标准，紧缩，连接，加宽。

行距 行距有标准，紧缩，连接，加宽。

加框 选择加框的确定，取消。

字体选择 您可以自 标准字体 清晰字体 四方字体 越南文字 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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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画面
主画面由标题栏，菜单栏，工具栏，状态栏以及复数个编辑画面构成。

标题栏

菜单栏
工具栏

编辑画面

状态栏

标题栏 显示应用软件名Letatwin线号大师及正在编辑的文件名
如果文件名被显示为[LMPC(数字)]说明该文件尚未保存。

菜单栏 菜单栏由文件菜单，编辑菜单，段落菜单，窗口菜单及帮助菜单构成。
点击菜单后出现Letatwin线号大师各项操作。

工具栏 文件的新建，读取/保存，编辑等经常使用的操作不用从菜单选择就可以立即
执行。

状态栏 当光标停留在菜单中的各项操作上时，左侧将显示该操作的简单说明。
右侧将显示键盘的状态。

编辑画面 每个文件由一个编辑画面表示。可同时编辑多个文件。
多个文件同时打开时可以通过窗口菜单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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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设明

文件菜单

新建 在Letatwin线号大师的文件菜单中选择新建。
画面将显示设定印刷物(新建)对话，对新建文件进行初始设定。
按确定按钮后出现新的编辑画面。
启动Letatwin线号大师时出现的设定印刷物(新建)对话也可以新建文件。

打开 Letatwin线号大师可以打开已保存的文件并进行编辑。

选择文件菜单的打开，或者工具栏  的。 
将出现打开对话，指定已保存文件名按确定按钮。
Letatwin线号大师可打开的文件形式有[Letatwin线号大师文件形式
(*.LMF)]，或者[CSV文件形式(*.CSV)]。
Letatwin线号大师可以同时对复数个文件进行编辑，打开新文件时不用关
闭其他文件。
按窗口菜单的编辑中的文件名可以切换编辑中的文件。

关闭 关闭正在编辑的文档。
没有保存的文档在关闭前将出现是否需要保存的提示。
如果需要保存请按是按钮。

保存 Letatwin线号大师可将编辑过的文件保存为[Letatwin线号大师文件形式
(*.LMF)]，或者[CSV文件形式(*.CSV)]。Letatwin线号大师也可打开已保
存的文件并进行编辑。在文件菜单中选择保存。 同名文件将被覆盖(以前
保存的信息将被新的信息覆盖)。 重新编辑已有文件。

另存为 将文件以另外文件名保存。在文件菜单中选择另存为。将显示请选择保存
位置的画面，然后在硬盘，U盘/CF卡中选择保存场所。
[保存到硬盘]
1． 显示另存为对话。
2． 指定文件夹及文件名。
3． 按保存按钮进行保存。
[保存到U盘/CF卡]
1． 保存到U盘/CF卡对话框显示。
2． 请指定要保存的U盘/CF卡驱动、文件夹的位置、文件名称。
3． 按保存按钮进行保存。

注意！选择 LM-550/LM-390 时是保存到 U 盘,选择 LM-380 时是保存
         到 CF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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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文件 向正在编辑的文件中的插入文件。
文件的插入位置为当前段落。
将出现打开对话，指定已保存文件名按打开按钮。
可以选择的文件形式有[Letatwin线号大师文件形式(*.LMF)]和[CSV文件
形式(*.CSV)]。

设定印刷物 对印刷物进行设定。
显示设定印刷物对话，按对话进行设定或者变更。

发送 *本功能只在选择LM-550/LM-390时有效。

通过线号机 PC编辑器向LM-550/LM-390发送时，选择文件菜单中的发
送。发送对话框显示，可以选择发送／保存。
选择保存后，编辑中的文件被保存到主机的内存中。（指定存储编号）

注意！要发送到 LM-550/LM-390,需要事先安装 LM-550/LM-390的驱动。
注意！需要将 LM-550/LM-390主机的通信模式改为PC通信模式。

打印 *本功能只在选择 LM-550/LM-390时有效。

通过线号机 PC编辑器使用LM-390打印时，选择文件菜单中的打印。
这时会显示打印对话框，请在这里设置打印选项、执行打印。

注意！如果要使用LM-550/LM-390打印，需要事先安装LM-390的驱动。
注意！需要将LM-550/LM-390主机的通信模式改为PC通信模式。

全长预览 您可以预览全长的打印内容

偏好设定 对Letatwin线号大师进行偏好设定。 显示偏好设定对话，结合使用偏好进
行设定。

退出 退出Letatwin线号大师，关闭窗口。
从主画面的控制菜单中选择关闭，点击后关闭。
如果存在未保存文件将出现是否需要保存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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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文件（CSV 文件形式
Letatwin线号大师在读取和保存时可以自动分配逗号隔开的各项信息。

段落属性分配

CSV文件内的列位置 段落属性

第1列 第1行

第2列 第2行

第3列 第3行

第4列 第4行

第5列 连续

第6列 段落长度

CSV 文件的保存
通过Letatwin线号大师保存CSV文件时可以保存文字数没有限制。
特殊符号将变换成扩大，连续数字也将被展开保存。

CSV 文件的读取
通过文件菜单中的打开读取CSV文件时，最大只能读取6列×300行。
CSV文件中没有的信息全部被设定为初期值。
Letatwin线号大师中将未对应的文字默认为扩大，紧缩英文字母则变换成相应的扩大文字。
LM-550A2系列；可以设定到999行

CSV 文件的插入
通过文件菜单中的插入文件插入CSV文件时，
最大能插入6列×300行(印刷模式为长度印刷时最大
能插入4列×300行)
CSV文件中没有的信息全部被设定为初期值。
Letatwin线号大师中将未对应的文字默认为扩大，
紧缩英文字母则变换成相应的扩大文字。 
LM-550A2系列；可以设定到999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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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菜单

撤销 对正在编辑的文件撤销上一个编辑操作。
撤销操作最大可以执行16次。
没有上一个编辑操作时无效。

恢复 恢复执行上一个别撤销的编辑操作。
恢复操作最大可以执行16次。
没有撤销编辑操作时无效。

剪切 剪切正在编辑的文件中的段落并复制到剪切板。
被剪切的单元格或段落将重新格式化。可以再次从编辑菜单中选择粘贴进
行粘贴。

复制 将正在编辑的文件中的被选单元格或段落复制到剪切板。
被复制的单元格或段落可以从编辑菜单的粘贴中选择粘贴。

粘贴 在编辑菜单的剪切或复制中选择被复制到剪切板的信息并将其粘贴到正在
编辑的文件中。
如果剪切板没有可以粘贴的信息时操作无效。

粘贴文字
  粘贴复制到剪切板的文字信息。

粘贴样式
  粘贴复制到剪切板的样式信息。
  仅限于段落的编辑操作。

连续数字 在被选种的单元格中插入连续数字。
已有连续数字时将执行编辑操作。
请按照显示的连续数字对话进行设定。
只限被选单元格的段落属性为第1～4行时有效。

连续数字的最多设定范围
LM-550A2 LM-550A/LM-390

1段落 1档案 1段落 1档案

段落印刷 3 45 1 15

长度印刷 1 1 1 1

加框 对正在编辑文件进行加框或者去框。
可以以句为单位进行加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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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号 编辑中的文件的第1～4行为段落属性。可以在所有文本的最后附加或解除
句号(".")。句号的设定以句为单位。

附加
  在文本的最后附加句号(".")。
  最后已有句号的单元格及空白单元格不附加。

删除
  删除文本最后的句号(".")
  没有句号的文本及空白元格不变。

特殊符号 在文件被选单元格中特殊符号。
显示特殊符号对话，按照对话选择需要输入的特殊符号。
只限被选单元格的段落属性为第1～4行时有效。

特殊字母 在文件被选单元格中特殊字母。
显示特殊字母对话，按照对话选择需要输入的特殊字母。
只限被选单元格的段落属性为第1～4行时有效。

段落长度排列 编辑中的文件段落段落长度排列。
段落长度排列以段为单位。

删除 删除正在编辑的文件中被选单元格或段落。
被删除的单元格或段落将重新格式化。

全部变更
一次性变更编辑中的文件的段落属性(文字高度，文字宽度，连续，段落长度)
显示全部变更(段落属性)对话，按照对话进行设定。
全部变更(段落属性)对话，按照对话进行设定。
对于连续，段落长度等，双击单元格编辑部分每列的标题可以执行变更操作。

文字高度
  显示全部变更(文字高度)对话，按照对话可以一次性变更文字高度。

文字宽度
  显示全部变更(文字宽度)对话，按照对话可以一次性变更文字宽度。

连续
  显示全部变更(连续)对话，按照对话可以一次性变更连续。
  注意！ 印刷模式是长度印刷时不能变更。

段落长度
  显示全部变更(段落长度)对话，按照对话可以一次性变更段落长度。 
  注意！印刷模式是长度印刷时不能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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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菜单

插入段落 在文件中插入空白段落。
文件的插入位置为当前段落。
可以一次插入多个段落。

删除段落 删除文件中被选段落。
可以一次删除多个被选段落。

窗口菜单

新建窗口 新建窗口并将编辑中的文件复制到新窗口。

平铺 将打开着的窗口平铺表示。

编辑中的文件 請選擇欲最先顯示之文件。
請選擇欲表示的文件名稱。

帮助菜单

帮助主题 显示Letatwin线号大师帮助。

关于 显示关于Letatwin线号大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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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
位于菜单栏的下方。
文件的新建，读取/保存，编辑等经常使用的操作不用从菜单选择就可以立即执行。

新建文件。

打开已有文件。

保存该文件。

只在选择LM-550/LM-390时有效。将操作过程中的文件发送到LM-550/LM-390。
请参考文件的发送。

只在选择LM-550/LM-390时有效。打印操作过程中的文件。请参考文件的打印。

显示全体预览画面

撤销上一个操作。（因操作而异，有可能无法撤销。）

恢复执行上一个被撤销的操作，（因操作而异，有可能无法恢复执行。）

剪切被选部分，将其保存到剪切板。

复制被选部分，将其保存到剪切板。

将剪切板的文本粘贴到被选范围。

将剪切板的样式数据粘贴到被选范围。

设定连续数字。

编辑中的文件加框设定的有效/无效切换。

输入特殊符号。

输入特殊字母。

将被选择的段落按段落长度为基准重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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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数字对话
编辑菜单中的连续数字被选择时显示。 可以进行连续数字。

在被选种的单元格中插入连续数字。 已有连续数字时将执行编辑操作。 请按照显示的连续数字
对话进行设定。 只限被选单元格的段落属性为第1～4行时有效。

连续数字的最多设定范围
LM-550A2 LM-550A/LM-390

1段落 1档案 1段落 1档案

段落印刷 3 45 1 15

长度印刷 1 1 1 1

模式 
从列表中选择连续模式。 可以选择的模式有8进位， 
10进位，16进位，英文字母进位。

打印 
奇数和偶数,奇数,偶数

开始/结束 
指定连续的开始/结束数值。 可以指定的范围因模式而异。

模式 制定范围

8进位 0 - 7777(8进位)

10进位 0 - 9999 (10进位)

16进位 0 - ffff (16进位)

英文字母进位 A – Z / a - z

位数被指定时开始及结束的位数不足是请在前面添上"0"。  
前面添"0"后也可以变更连续的表示位数。 
位数可以用1～4位的数表示(英文字母进位不能指定)。

开始比结束的数值(字母)小时为增加的连续。
开始比结束的数值(字母)大时为减少的连续。
开始和结束的数值(字母)相同时默认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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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符号对话
编辑菜单中的特殊符号被选中时显示。 可以选择输入 Letatwin 线号大师专用的特殊符号。

在文件被选单元格中特殊符号。 显示特殊符号对话，按照对话选择需要输入的特殊符号。 只限被选
单元格的段落属性为第 1 ～ 4 行时有效。

群组
Letatwin线号大师专用的特殊符号。已组为单位被登录了。 可以选择的组名有数字，加圆框英文
字母，单位符号，事务符号，上付文字，下付文字，电设符号①，电设符号②，电设符号③，笔
记体字母, 希腊字母、俄罗斯字母。 对话显示时，系统将记忆显示上一次使用过的组。

特殊符号表
组切换时将显示个组已登录的特殊符号图标。 选择需要输入的特殊符号后按插入按钮插入特殊符
号。 双击图表也可以插入特殊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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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字母对话
编辑菜单中的特殊字母被选择时显示。
可以输入特殊字母。

特殊字母表
显示可以输入的特殊字母的图标。
选择需要输入的特殊字母按插入按钮插入。
双击特殊字母的图标也可以插入。



19

全长预览画面

工具栏

将正在输入的档案发送到线号机，您可以在线号机上操作打印。

将正在输入的档案发送到线号机而直接开始打印。

放大预览图像

缩小预览图像

放大缩小预览图像

显示全体印刷物

根据屏幕的高度而显示印刷物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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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画面
编辑画面由单元格编辑部分，属性编辑部分，预览表示部分构成。

预览表示部分

单元格编辑部分

属性编辑部分

单元格编辑部分 位于编辑画面左上角，由行和列构成的编辑部分。
主要用于文本输入等编辑操作。

属性编辑部分 位于编辑画面左上角。
显示被选中的单元格的属性，也可以编辑单元格属性。

预览表示部分 位于编辑画面的下方。
用于单元格中被选种段落的打印预览 

您可以自工具栏中的  确认整个图像。

注意！印刷模式在长度印刷的情况下，显示所有段落的打印预览。

注意！选择的段落如果超过打印范围将不执行打印预览。

注意！选择的段落如果有连续数字设定时将只显示连续数字的先头值。

注意！打印预览与实际打印效果可能会有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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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格编辑部分 ( 编辑画面 )

信息栏 文本输入栏

选择单元格位置栏

段落属性

段落号

信息栏 显示各项信息(印刷物，印刷物大小，印刷模式)。 这些信息不能直接变更。 
如果需要变更请从文件菜单中选择设定印刷物进行变更。

选择单元格
位置栏

显示被选单元格的位置。 如果需要变更单元格的位置，请点击需要选择的单
元格再移动光标。

文本输入栏 显示该单元格中的文本，可以编辑文本。 点击后可以编辑，按[Enter]确定。

注意！ 如果文本中含有连续数字及特殊符号，
将显示"[连续数字]"，"[特殊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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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单元格
选择单元格
在单元格编辑部分选择要编辑的单元格。 可以一次性拖动多个连续的单元格。 被选的单元格的
颜色将反转表示。

注意！ 连续和段落长度列，多个选择只限同一列。

行表示段落，列表示段落属性。 行标题显示段落号，列标题显示段落属性。 行列的大小可以任意
拖拉变更。(列的大小变更只限第1～4行) 可以表示，编辑的最大数为固定值。 段落数为300，段
落属性为6。
LM-550A2系列可以最多输入999个段落。

段落属性

属性名 概要

第1行 显示段落的段落长度可以双击或按[F2]直接进行编辑。 设定范围因印刷物而异。 
注意！ 文本中含有连续数字或特殊符号时，编辑中将显示"[连续数字]"，
"[特殊符号]"。

第2行 显示段落的第2行的文本。 可在文本输入栏编辑，也可以双击或按[F2]直接进
行编辑。
注意！ 文本中含有连续数字或特殊符号时，编辑中将显示"[连续数字]"，
"[特殊符号]"。

第3行 显示段落的第3行的文本。 可在文本输入栏编辑，也可以双击或按[F2]直接进
行编辑。
注意！ 文本中含有连续数字或特殊符号时，编辑中将显示"[连续数字]"，
"[特殊符号]"。

第4行 显示段落的第4行的文本。 可在文本输入栏编辑，也可以双击或按[F2]直接进
行编辑。
注意！ 文本中含有连续数字或特殊符号时，编辑中将显示"[连续数字]"，
"[特殊符号]"。

连续 显示段落的连续可以双击或按[F2]直接进行编辑。 
设定范围为1～100个。(LM-550A2 : 1-300个)

注意！ 不能在文本输入栏编辑。
注意！ 印刷模式为长度印刷时不能编辑。

段落长度 显示段落的段落长度可以双击或按[F2]直接进行编辑。 设定范围因印刷物而异。
套管类 : 10.0-60.0mm(LM-550A),10.0-150.0mm(LM-550A2)
贴纸 : 4.0-60.0mm (LM-550A),3.5-60.0mm (LM-550A2)
ID平板：4.0-60.0mm

注意！ 不能在文本输入栏编辑。 
注意！ 印刷模式为长度印刷时不能编辑。

段落底部划线 显示段落的段落底部划线度可以双击或按[F2]直接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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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编辑操作】
无论是单个单元格还是多个单元格都可进行以下操作。

编辑操作 操作方法

剪切
可以将单元格的信息剪切并复制到剪切板上。被剪切的单元格将被重新
格式化。 可以剪切的单元格信息有第1－4行的文本连续(包括连续数
字，特殊符号)，文字高度，文字宽度以及连续，段落长度。

复制
將選取的儲存格資訊複製，暫存至剪貼簿。可以复制的单元格信息有
文本(包括连续数字，特殊符号)，文字高度，文字宽度，连续，段落长
度。

粘贴文字

将复制到剪切板的信息粘贴到单元格。 可以粘贴的单元格信息有第1－
4行的文本(包括连续数字，特殊符号)，文字高度，文字宽度，连续，
段落长度。
注意！ 复制的单元格属性和粘贴处的单元格属性不同时不能粘贴。

删除
被选单元格信息将被格式化，回到初始状态。 可以删除的单元格信息有
第1－4行的文本(包括连续数字，特殊符号)，文字高度，文字宽度，连
续，段落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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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段落
Letatwin线号大师可以对段落进行编辑。 

选择段落
单击单元格编辑部分的段落号。
可以一次性拖动多个连号的段落。
被选段落的段落属性的单元格颜色将反转表示。

段落的编辑操作
对于被选中的段落，可以进行以下编辑操作。

编辑操作 操作方法

剪切
可以将段落信息剪切并复制到剪切板上。被剪切的段落将被重新格式
化。 可以剪切的段落信息有第1－4行的文本(包括连续数字，特殊符
号)，文字高度，文字宽度以及连续，段落长度，段落底部划线。

复制
将被选择的段落信息复制到剪切板。 可以复制的段落信息有第1－4行
的文本(包括连续数字，特殊符号)，文字高度，文字宽度，连续，
段落长度，段落底部划线。

粘贴文字
将复制到剪切板的段落信息粘贴到被选段落。 可以粘贴的段落信息
有第1－4行的文本(包括连续数字，特殊符号)，
文字高度，文字宽度，连续，段落长度，段落底部划线。

粘贴样式
将复制到剪切板的段落样式信息粘贴到被选段落。 可以粘贴的段落
样式信息有第1－4行的文字高度，文字宽度，连续，段落长度，
段落底部划线。

删除
被选段落的段落信息将被格式化。 可以删除的段落信息有第1－4行
的文本(包括连续数字，特殊符号)，文字高度，文字宽度，连续，
段落长度，段落底部划线。

插入段落

在被选段落的位置插入空白段落。 有多个段落被选时将插入被选段
落个数的段落。 被选段落的段落信息将被复制到插入段落。 可以复
制的段落信息有第1－4行的文字高度和文字宽度，连续，
段落长度，段落底部划线。

删除段落

在被选段落的位置插入空白段落。 有多个段落被选时将插入被选段
落个数的段落。 被选段落的段落信息将被复制到插入段落。 可以
复制的段落信息有第1－4行的文字高度和文字宽度，连续，段落长
度，段落底部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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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编辑部分 ( 编辑画面 ) 

被选单元格位置 显示被选单元格的所在位置。
注意！ 只限被选单元格为第1～4行的情况下显示。

文字高度 显示被选单元格的文字高度。 可从列表中选择直接变更。
注意！ 只限被选单元格为第 1 ～ 4 行的情况下显示。 
注意！ 设定印刷物对话中的文字高度为自动的情况下不能变更。

文字宽度 显示被选单元格的文字宽度。 可从列表中选择直接变更。
注意！ 只限被选单元格为第 1 ～ 4 行的情况下显示。 
注意！ 设定印刷物对话中的文字高度为自动的情况下不能变更。

连续数字 只限对被选单元格进行连续数字时显示。 
只能参照不能直接变更。 
如果需要变更请从编辑菜单中选择连续数字进行变更 

文件信息 显示在设定印刷物对话中设定的信息。 
只能参照不能直接变更。 
如果需要变更请从文件菜单中选择设定印刷物进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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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对话框
选择文件菜单中的打印，显示该对话框。 可以设置打印选项、执行打印。

打印设定
“打印设定”是仅在LM-550A2打印套管时候才显示。

“ 180度回转打印”：套管段落成对打印，第二段落回转180度。 （与正常打印设定比较，打印
段落的数量增加一倍）

如果您要使用此功能，请在打印前在“编辑画面”中把“连续”设定为一遍。

打印范围
设置打印选项。只能在段落长度模式下设置。

控制 功能 设置范围 初始值

套数 指定打印套数。 1~30 1

开始 指定输入段落中开始打印的
段落号。 1~输入最大段落号 1

结束 指定输入段落中结束打印的
段落号。 1~输入最大段落号 输入最大段落号

全长补正*1
指定对于从开始到结束段落
的每套打印全长所补正的长
度。

*2 0.0mm

*1 : 全长补正的段落长度＝非指定无效。 
*2 : 全长补正的可设置范围是-30.0到30.0mm，但是由于长度的补正会根据各个段落的留白量 
      进行调节，所以，在打印范围中指定的段落数不同获得的范围也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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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设置打印选项。 执行打印时的值会成为下次打印时的初始值。这里给出安装时的默认值。

控制 功能 设置范围 默认值

档案名称 显示已存档的文件。 - -

半切位置 调整半切位置。 -2.0~2.0mm 0.0mm

上下印字位置 调整上下(Y方向)印字位置。 -10~+12 0

重复打印连续数字优先 指定重复和连续数字的打印顺序。 重复优先or顺序优先 重复优先

端头空白段落 打印前空转消耗品。 检查 确定/取消 取消

低温模式 指定为低速打印。 检查 确定/取消 取消

印字浓度 调整印字浓度。 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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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设定对话
选择文件菜单中的偏好设定。通过偏好设定对话框可以进行偏好设定。

文字高度 新建时可从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可选项有1.3mm, 2.0mm，3.0mm，4.0mm，6.0mm。 
安装是默认值为3.0mm。

文字宽度 新建时可从列表中选择文字宽度。 
可选项有标准，紧缩，扩大。 
安装时的默认值为标准。

连续 新建时按印刷物的区分指定连续。 
可指定范围为1～100个。(LM-550A2 : 1-300个) 
安装时的默认值依印刷物有别。

印刷物 默认值

套管类 2个

贴纸 1个

段落长度 新建是可以按印刷物指定段落长度。调节单位为0.1mm。 安装时的默认
值因印刷物而异，详见下表。

印刷物 默认值 指定范围

套管类 20.0mm 10.0 - 150.0mm

贴纸 10.0mm   4.0 - 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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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 单元框的初期设定时可以设定“紧缩”“标准”“ 加宽”。

字体选择 关于字体的初期设定，您可以自 标准，清晰字体，四方字体“或”越南
文字 中选择。

打印参数 首先登录基本设定（打印浓度/打印位置/切断位置），选择打印物时候
可以設定基本設定。可以登录的搭配是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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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键一览

文件菜单 新建……………………………………CTRL+N

打开……………………………………CTRL+O

保存……………………………………CTRL+S

发送 * …………………………………CTRL+T

打印 * …………………………………CTRL+P
* 只在选择 LM-550/LM-390 时运行。

编辑菜单 撤销……………………………………CTRL+Z

恢复……………………………………CTRL+Y

剪切……………………………………CTRL+X

复制……………………………………CTRL+C

粘贴……………………………………CTRL+V

删除……………………………………Delete

帮助菜单 帮助主题………………………………F1

其他 编辑单元格……………………………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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