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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这些手册

手册中使用的符号

本手册使用下列符号：

表示使用本机时应注意的问题，以及造成纸张卡纸、原稿受损或数据丢失的可能原因的说
明。请务必阅读这些说明。

表示机器功能的补充说明，以及介绍错误使用后的解决方法。

此符号位于章节的结尾处。它表示您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相关信息。

[ ]
表示本机显示器或控制面板上的按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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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的名称
本手册中，机器主要功能指的是：

• 自动送稿器 ADF

• LCIT RT4020 大容量纸盘（LCT）

• 81/2 × 14 PAPER SIZE TRAY TYPE M2 扩展单元

• LCIT RT4050 宽幅大容量纸盘（宽幅 LCT）

• Multi-Folding Unit FD4000 多重折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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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可以搜索要操作的内容介绍。此外，还介绍本机的各项功能。

根据您要执行的操作进行搜索
您可根据目标搜索步骤。

降低成本

BRL059S

在纸张的两面打印多页文件（双面复印）

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双面复印”。

在一张纸上打印多页文件和接收到的传真（合并（复印机/传真））

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合并复印”。

请参见《传真》中的“合并两份原稿”。

在纸张的两面打印接收到的传真（双面打印）

请参见《传真》中的“双面打印”。

将接收到的传真转换成电子格式（无纸传真）

请参见《传真》中的“确认/打印/删除接收并保存的文件”。

从计算机发送文件而不打印（局域网传真）

请参见《传真》中的“从计算机发送传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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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纸张节省情况（[信息]屏幕）

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信息] 屏幕”。

降低耗电量

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节能”。

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定时器设置”。

使用计算机上的扫描文件

BQX138S

发送扫描文件

请参见《扫描》中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扫描文件的基本步骤”。

发送存储扫描文件所在文件夹的 URL

请参见《扫描》中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URL”。

在共享文件夹中存储扫描文件

请参见《扫描》中的“使用‘扫描到文件夹’时的基本步骤”。

在介质中存储扫描文件

请参见《扫描》中的“将扫描文件保存到存储器设备的基本步骤”。

将文字信息嵌入扫描的文件中

请参见《扫描》中的“在扫描数据中嵌入文本信息”。

将已传送的传真转换成电子格式并发送到计算机

请参见《传真》中的“文件夹传送功能概览”。

1.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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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使用已转换成电子格式的文件（文件服务器）

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文件服务器和其他功能的关系”。

注册目的地

BRL060S

使用控制面板在通讯簿中注册目的地

请参见《传真》中的“将输入的目的地注册到通讯簿中”。

请参见《扫描》中的“在通讯簿中手动注册目的地的步骤（传统）”。

使用 Web Image Monitor 从电脑上注册目的地

请参见《传真》中的“使用 Web Image Monitor 注册因特网传真目的地信息”。

将机器中注册的目的地下载到局域网传真驱动程序目的地列表

请参见《传真》中的“使用本机通讯簿作为局域网传真目的地列表”。

根据您要执行的操作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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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效地操作机器

BQX139S

注册并使用常用设置（编入）

请参见“便捷功能”中的“在程序中注册功能”。

将常用设置注册为初始设置（作为默认值编入）

请参见“便捷功能”中的“更改初始屏幕的默认功能”。

将常用打印设置注册到打印机驱动程序中

请参见《打印》中的“使用单键预设”。

将打印机驱动程序中的初始设置更改为常用打印设置

请参见《打印》中的“显示[打印首选项]对话框”。

为常用程序或网页添加快捷方式

请参见“便捷功能”中的“将图标添加到[主页]屏幕中”。

更改功能及快捷方式图标的顺序

请参见“便捷功能”中的“更改[主页]屏幕上图标的顺序”。

1.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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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本节将介绍本机的功能。

自定义[主页]屏幕

每种功能的图标会显示在[主页]屏幕上。

DRC963

• 您可以在[主页]屏幕上添加常用程序或网页的快捷方式。点击快捷方式图标可以轻松调
用这些程序或网页。

• 您可以仅显示自己使用的功能图标和快捷方式。

• 您可以更改这些功能和快捷方式图标的顺序。

• 有关[主页]屏幕上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如何使用[主页]屏
幕”。

• 有关如何自定义[主页]屏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便捷功能”中的“自定义[主页]屏
幕”。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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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各种功能进行复印

CJQ601

• 您可使用全彩色复印。您可根据所使用的原稿类型和所需的效果切换彩色复印模式。

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彩色复印”。

• 您可在复印件上印上印记。印记可以包括背景数字、扫描图像、日期、文本以及页码。

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印记”。

• 您可调节复印件的色调和图像质量。

有关颜色调整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调整颜色”。

有关图像调整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图像调整”。

• 您可缩小或放大复印图像。自动缩小/放大功能使机器能够自动检测原稿尺寸。此外，
它还使机器能够根据指定的纸张尺寸选择合适的放大比例。如果原稿的方向不同于用于
复印的纸张的方向，则机器会将原稿图像旋转 90 度，使之与复印纸张相匹配。

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缩小或放大原稿”。

• 双面、合并、小册及杂志等复印机功能可以通过将多页内容复印到一张纸上以帮您节约
用纸。

有关双面复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双面复印”。

有关合并复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合并复印”。

有关小册子和杂志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小册/杂
志”。

• 您可以选择复印到信封等各类纸张上。

• 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在各种类型的纸张上复印”。

• 文件制成机可以让您对复印件进行分类、装订和打孔处理。

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印后处理”。

1.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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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各种功能进行打印

CJQ614

• 本机支持网络和本地连接。

• 您可以选择打印或删除存储在本机硬盘上的打印作业，这些打印作业事先已通过打印机
驱动程序从电脑发送到此处。有以下类型的打印作业可供选择：样张打印、锁定打印、
保留打印和保存的打印。

请参见《打印》中的“在硬盘驱动器中保存文件并打印文件”。

• 文件制成机可让您对打印稿进行自动分页、装订和打孔处理。

有关装订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中的“装订”。

有关打孔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中的“打孔”。

• 您可以打印存储在可移动存储设备上的文件并指定打印条件，如打印质量和打印尺寸。

请参见《打印》中的“从存储器设备直接打印”。

使用保存的文件

您可将在复印机、传真机、打印机、或扫描仪模式下扫描得到的文件，存储到机器的硬盘。
Web Image Monitor 允许您使用计算机通过网络搜索、查看、打印、删除以及发送存储的
文件。您也可以更改打印设置，并打印多个文件（文件服务器）。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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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Q603

• 您可以检索在扫描模式下扫描到电脑的存储文件。

• 通过使用文件格式转换器，您可以将存储在复印机、文件服务器或打印机模式下的文件
下载至您的电脑。

• 有关如何使用文件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在文件服务
器中保存数据”。

• 有关复印机模式下的文件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文件
服务器”。

• 有关打印机模式下的文件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中的“使用文件服务器节
省纸张并打印”。

• 有关传真模式下的文件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传真》中的“存储文件”。

• 有关扫描仪模式下的文件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存储和保存扫描的
文件”。

连接两台机器进行复印

您可以使用复印连接器将两台机器连接在一起。当您在一台机器（主机）上设置复印作业
时，会将数据传输到另一台机器（子机），这样便可以同时在两台机器上进行复印（连接复
印）。

1.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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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Q101

• 您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大量复印作业。

• 即使一台机器已将纸张用完或由于卡纸而停止操作了，另一台机器仍能继续完成作业。

• 请参见《打印》中的“连接复印”。

无纸发送和接收传真

接收

您可以将接收到的传真文件作为电子格式保存在硬盘上，而不用将其打印。

CJQ604

您可以使用 Web Image Monitor 来检查、打印、删除、检索或使用计算机下载文件
（保存接收到的文件）。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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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打印》中的“确认/打印/删除接收到的和保存的文件”。

传送

您可以通过网络（以太网），从您的电脑发送传真至本机器，然后本机器会通过电话线
连接（局域网传真）转发此传真。

CJQ605

• 若要传真一份通过所用 Windows 应用程序打印的稿件，请先选择局域网传真作为
打印机，然后指定目的地。

• 您还可以检查已发送的图像数据。

• 有关机器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网络设置要
求”。

• 有关使用该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传真》中的“从计算机发送传真文件”。

1.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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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因特网发送和接收传真

xxx@xxx.com
xxx.xxx.xxx.xxx
xxx@xxx.com

xxx.xxx.xxx.xxx

xxx@xxx.com
xxx.xxx.xxx.xxx
xxx@xxx.com

xxx.xxx.xxx.xxx

CJQ606

电子邮件传送与接收

本机可将扫描得到的文件图片转换成电子邮件格式，并可通过因特网传送和接收该电子
邮件数据。

• 若要发送文件，请指定电子邮件地址，而不用拨打目的地电话号码（因特网传真和
电子邮件传送）。

请参见《传真》中的“手动指定因特网传真目的地”。

• 本机可通过因特网传真或从电脑接收电子邮件消息（因特网传真接收和邮至打
印）。

请参见《传真》中的“通过因特网传真/邮至打印功能接收电子邮件”。

• 兼容因特网传真的机器和电脑，只要有电子邮件地址，就可通过因特网传真接收电
子邮件消息。

IP-传真

IP-传真功能直接通过 TCP/IP 网络在两台传真机之间发送或接收文件。

• 若要发送文件，请指定 IP 地址或主机名，而不是传真号（IP-传真传送）。

请参见《传真》中的“手动指定 IP-传真目的地”。

• 本机可接收通过因特网传真发送的文件（IP-传真接收）。

请参见《传真》中的“接收类型”。

• 通过使用 VoIP 网关，本机器可发送传真至连接到公共交换电话网(PSTN)的 G3 传
真机。

• 有关机器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网络设置要求”。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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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未安装传真装置的机器发送和接收传真

您可以通过网络（远程传真）使用另一台机器的传真功能发送和接收传真。

CJQ612

• 要使用远程传真功能，请在主机和子机上安装传真连接装置。

• 发送传真的步骤与安装有传真装置的机器相同。传真任务结束时，请确认发送记录上显
示的或报告上打印的结果。

• 您可以将带传真功能的主机接收的文件转发给子机。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传真》中的“使用远程机器发送/接收文件（远程传真）”。

1.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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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环境下使用传真机和扫描仪

CJQ607

• 您可以使用电子邮件发送扫描文件至指定目的地（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扫描文件）。

请参见《传真》中的“电子邮件传送功能概览”。

请参见《扫描》中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扫描文件的基本步骤”。

• 您可以直接发送扫描文件至文件夹（通过扫描至文件夹发送扫描文件）。

请参见《传真》中的“文件夹传送功能概览”。

请参见《扫描》中的“使用‘扫描到文件夹’时的基本步骤”。

• 可以使用设备上的网络服务(WSD)将扫描文件发送到客户端计算机上。

请参见《扫描》中的“WSD 扫描仪（推式）的基本操作步骤”。

将文字信息嵌入扫描的文件中

您无需使用计算机，即可从扫描的文档中提取文字信息，并将其嵌入文件中。

如果使用此功能扫描文件，则嵌入的文字可使用文字搜索功能来搜索或被复制到另一个文件
中。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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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003

• 要使用此功能，需要 OCR 单元。

• 您可以从[PDF]、[高压缩 PDF]或[PDF／A]中选择文件类型。

• 此功能可光学识别各种语言的字符，每页最多可识别约 40,000 个字符。

• 请参见《扫描》中的“在扫描数据中嵌入文本信息”。

防止信息泄漏（安全功能）

CJQ608

• 您可以防止文件被未授权访问，并阻止未经允许而对其进行复制的操作。

• 您可以控制机器的使用，以及防止未经授权更改机器设置。

• 通过设置密码，您可以防止通过网络未经授权的访问。

• 您可以清除或加密硬盘上的数据，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泄漏的风险。

• 您可以限制每个用户对功能的使用。

1.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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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安全指南》。

集中控制扫描条件和分布

您可以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8 R2/2012 中的分布式扫描管理（DSM）系统来管理
组中每个单独用户的目的地和扫描设置，并在分配扫描数据时使用这些信息。

您也可以使用此系统来集中管理使用网络和机器扫描仪功能的用户的信息。传送的文件和用
户信息都可以进行控制。

A

A

CUL004

xxx@xxx.xxx

600 dpi

      xxx@xxx.xxx
600 dpi

• 要使用分布式扫描管理系统，必须设置和配置 Windows 服务器。Windows Server
2008 R2 或更高版本支持该系统。

• 有关如何使用分布式扫描管理系统传送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使用分
布式扫描管理来管理模块中的扫描条件和其他设置”。

使用计算机监控和设置机器

使用 Web Image Monitor，可检查机器状态和更改设置。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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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Q609

您可以查看哪个纸盘缺纸、在通讯簿中注册信息、指定网络设置、配置和更改系统设置、管
理作业、打印作业记录、以及配置验证设置。

• 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使用 Web Image Monitor”。

• 请参见 Web Image Monitor 帮助。

防止未经授权的复印

您可以在打印输出的资料上打印嵌入式的图案，以防止未经授权的复印。

CUM003

请
勿
复
印

请
勿
复
印

• 通过使用复印机功能或打印机驱动程序，您可以将图案嵌入打印的文件里。如果在启用
了复印数据安全功能的机器上复印文件，则受保护的页面在复印稿中显示为灰色。这可

1.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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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机密信息被复制的风险。在传送或存储前，会对受保护的传真消息进
行灰化处理。若在启用复印数据安全功能的机器上复印受“防止未经授权的复印功能”
保护的文件，则机器会发出蜂鸣声，通知用户正在尝试进行未授权复印。

若在禁用复印数据安全功能的机器上复印该文件，隐藏文字会在复印件中显示出来，以
表示该复印是未经授权的。

• 通过使用复印机功能或打印机驱动程序，您可以向打印的文件中嵌入文字，以防止未经
授权的复印。若使用复印机或多功能打印机复印、扫描或将文件存储在文件服务器上，
嵌入的文字就会在复印件中显现出来，以阻止这种未授权复印。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安全指南》。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机驱动程序帮助。

• 有关复印机模式下此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防止未经授
权复印”。

• 有关打印机模式下此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中的“打印未经授权复印的文
件”。

使用“应用程序站点”

您可以通过“应用程序站点”下载各种有用的应用程序，从而更加方便地利用各种办公设
备，例如复印机和打印机。

DQU010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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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应用程序站点”上做什么

• 下载并在设备上安装应用程序

• 更新设备上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 卸载设备上不再需要的应用程序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如何使用应用程序站点”。

1. 您可以使用本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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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始使用
本章描述如何开始使用本机。

组件名称与功能指南

• 请勿堵塞本机通风孔。这样做机器内部元件过热，可能会导致火灾。

前视图和左视图

DRC103

10

4

6

1

8

5

7

9

3 

2

11

1. ADF

放低 ADF 压住曝光玻璃上的原稿。

如果将一叠原稿装到 ADF 中，ADF 就会一张张地自动输送原稿。

ADF 同时扫描原稿的两面。

2. 曝光玻璃

将原稿面朝下放在此处。

3. 控制面板

请参见 p.41 “机器控制面板的名称和功能指南”。

4. 前盖

打开它可以更换碳粉盒。

27



5. 抽屉

发生卡纸时拉出抽屉。

6. 纸盘（纸盘 1-3）

在此处装纸。纸盘 1 是串联纸盘，当右侧纸张用完时，左侧纸张会自动移动到右侧。

7. 前下盖

打开它可以更换废碳粉瓶。

8. 通风孔

防止过热。

9. 复印纸盘

复印/打印的纸张和传真消息输送到此处。

10. 主电源开关

若要操作机器，必须打开主电源开关。如果电源处于关闭状态，请打开主电源开关盖，然后打开
电源。

11. 人体感应传感器

机器检测附近是否有人，然后自动激活节能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人体感应传感器”。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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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视图和右视图

DRC104

1

2

6 45

3

1. ADF 延伸板

拉动此延伸板以放下大纸张。

2. 纸张导板

通过手送台送纸时，请将纸张导板靠紧纸张。

3. 延伸板

通过手送台送入的纸张大于 A4 、81/2 × 11 时，请拉出此延伸板。

4. 手送台

用以在不干胶标签、半透明纸张和那些无法在纸盘中装入的纸张上复印或打印。

5. 右上盖

卡纸时打开此盖。

6. 通风孔

防止过热。

组件名称与功能指南

29



后视图和左视图

1

1

DRC105

1

2

1. 通风孔

防止过热。

2. 防潮加热器开关

防止纸盘吸收湿气。湿气高且温度低时，请打开此开关，将纸盘吸收的湿气除去，以防打印质量
下降。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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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选购件功能指南

机器外部选购件功能指南

DRC109

2

3

45

6

7

910

15

14 1

8

11

12

13

1. 复印纸盘

如果您选择该选购件作为输出纸盘，则复印/打印的纸张和传真消息将面朝下输送到此处。

2. 横幅纸导板纸盘

让您可在手送台中装入横向长度为 487.8 mm（19.21 英寸）或以上的纸张。

3. 宽幅 LCT

可容纳 2,200 张纸。用在不干胶标签、半透明纸张和自定义尺寸纸张上复印或打印。

4. 扩展单元

连接至 LCT 并可容纳 2,500 张 B4 JIS 、A4 、81/2 × 14 ，或者 81/2 × 11 纸张。

5. 大容量纸盘（LCT）

最多可装 4,400 张纸。

6. A3/11 × 17 纸盘单元

您可以使用此单元在纸盘 1 中装入最大尺寸为 A3 或 11 × 17 的纸张。要在机器上使用此单
元，请务必联系服务代表并要求其为您安装。若在机器上安装 A3/11 × 17 纸盘单元，则无法
使用串联纸盘。

7. 复印连接头

可让您使用连接复印功能。

机器选购件功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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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双插纸机

将封面或隔页插入到复印或打印的纸张中。

9. 多重折叠单元

多重折叠单元可以应用以下折叠：对折、信纸向外折叠、信纸向内折叠、双联折叠、门式折叠和
Z 形折叠。

10. 插纸机

将封面或隔页插入到复印或打印的纸张中。

11. Finisher SR4110

将多张纸分页、分类和装订。包含下面的纸盘：

• 文件制成机上纸盘

• 文件制成机移动纸盘

如果在文件制成机上安装了选购的打孔机，则可在复印件上打孔。

12. Booklet Finisher SR4130

将多张纸分页、分类和装订。骑马装订功能可将多张纸订在中间，并将它们折叠成小册。包含下
面的纸盘：

• 文件制成机上纸盘

• 文件制成机移动纸盘

• 文件制成机小册纸盘

如果在文件制成机上安装了选购的打孔机，则可在复印件上打孔。

13. 输出齐纸

将传送至文件制成机移动纸盘的纸张垛齐。

14. Finisher SR4120

将多张纸分页、分类和装订。包含下面的纸盘：

• 文件制成机上纸盘

• 文件制成机移动纸盘

如果在文件制成机上安装了选购的打孔机，则可在复印件上打孔。

15. 邮箱

将打印的纸张分页。包括邮箱输出纸盘 1–9。

• 您不可同时安装多个文件制成机。

• 要使用双插纸机，需要有 Finisher SR4110。

• 要使用多重折叠单元，需要有 Finisher SR4120、Booklet Finisher SR4130 或
Finisher SR4110。

• 要使用插纸机，需要有 Finisher SR4120 或 Booklet Finisher SR4130。

• 要使用输出齐纸机，需要有 Finisher SR4120 或 Booklet Finisher SR4130。

• 要使用邮箱，需要有 Finisher SR4120 或 Booklet Finisher SR4130。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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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 Finisher SR4120 或 Booklet Finisher SR4130 中取出打印件，请直接将它们
从左侧提起。如果以一定角度或朝前取出打印件，移动纸盘可能会升起并将它们卡住。

DRB977

打印过程中从 Finisher SR4120 或 Booklet Finisher SR4130 中取出打印件

本节介绍使用安装了冷却风扇单元的 Finisher SR4120 或 Booklet Finisher SR4130
时，如何暂停大型复印或打印作业。

视所复印或打印的图像而定，打印件可能无法正确堆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暂停作业并
取出打印件，然后重新开始作业。

1. 按靠近纸张出口处的[暂停/恢复]键。

DRB286

11

1. [暂停/恢复]键

机器选购件功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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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文件制成机移动纸盘中取出纸叠。

DRB287

3. 按[暂停/恢复]键重新开始打印。

• 只有在选择文件制成机的移动纸盘作为输出纸盘时，才能暂停复印或打印。

打印过程中从 Finisher SR4110 中取出打印件

本节介绍使用 Finisher SR4110 时如何暂停大型复印或打印作业。

视所复印或打印的图像而定，打印件可能无法正确堆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暂停作业并
取出打印件，然后重新开始作业。

1. 按下[暂停/恢复]键。

11

CUV123

1. [暂停/恢复]键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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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文件制成机移动纸盘中取出纸叠。

CNM019

3. 按[暂停/恢复]键重新开始打印。

• 只有在选择文件制成机的移动纸盘作为输出纸盘时，才能暂停复印或打印。

用 Finisher SR4120 或 Booklet Finisher SR4130 和多重折叠单元使用 Z 形
折叠功能时

若要使用 Z 形折叠功能，您必须安装 Z 形折叠支持纸盘。

Finisher SR4120 和 Booklet Finisher SR4130

• 文件制成机上纸盘

1. 取出输出纸张。

2. 将 Z 形折叠支持纸盘安装到文件制成机上纸盘。

• Z 形折叠支持纸盘 1

当使用 A5、A6、B6 JIS 尺寸以外的纸张或特殊纸时，请安装 Z 形折叠支持
纸盘 1*1。

*1 Z 形折叠支持纸盘 1 的背面压印有“1”。

DPZ170

• Z 形折叠支持纸盘 2

机器选购件功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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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纸张尺寸为 A5、A6 或 B6 JIS 时，请安装 Z 形折叠支持纸盘 2 *2。

*2 Z 形折叠支持纸盘 2 的背面压印有“2”。

CNM016

• 文件制成机移动纸盘

1. 如果文件制成机安装了冷却风扇单元，请按靠近纸张出口处的[暂停/恢复]键。

DRB286

11

1. [暂停/恢复]键

如果文件制成机未安装冷却风扇单元，请进入步骤 2。

2. 从文件制成机移动纸盘中取出纸叠。

3. 安装 Z 形折叠支持纸盘 3*3。

*3 Z 形折叠支持纸盘 3 的背面压印有“3”。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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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形折叠支持纸盘 3

CNM015

安装 Z 形折叠支持纸盘 3，方法是将其底部的两个突出物插到文件制成机移动
纸盘上的小孔中。

如果文件制成机安装了冷却风扇单元，请进入步骤 4。

4. 按下[暂停/恢复]键。

多重折叠单元

1. 打开多页折叠单元的前盖，取下适用于多页折叠单元的 Z 形折叠支持纸盘（位于多
页折叠单元底部）。

CVF025

2. 将适用于多页折叠单元的 Z 形折叠支持纸盘安装在多页折叠单元纸盘的斜面上，与
端挡板高度一致。

CVF026

机器选购件功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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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闭多页折叠单元的前盖。

多页折叠单元的 Z 形折叠支持纸盘使用完毕之后，请打开多页折叠单元的前盖，重
新将纸盘安装到连接钩上。

用 Finisher SR4110 和多重折叠单元使用 Z 形折叠功能时

若要使用 Z 形折叠功能，您必须安装 Z 形折叠支持纸盘。

Finisher SR4110

• 文件制成机上纸盘

1. 取出输出纸张。

2. 将 Z 形折叠支持纸盘安装到文件制成机上纸盘。

CNM023

• 文件制成机移动纸盘

1. 按下[暂停/恢复]键。

11

CUV123

1. [暂停/恢复]键

2. 从文件制成机移动纸盘中取出纸叠。

3. 安装 Z 形折叠支持纸盘。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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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F024

安装 Z 形折叠支持纸盘，方法是将其底部的两个突出的竖条插到文件制成机移
动纸盘上的小孔中。

4. 按下[暂停/恢复]键。

多重折叠单元

1. 打开多页折叠单元的前盖，取下适用于多页折叠单元的 Z 形折叠支持纸盘（位于多
页折叠单元底部）。

CVF025

2. 将适用于多页折叠单元的 Z 形折叠支持纸盘安装在多页折叠单元纸盘的斜面上，与
端挡板高度一致。

CVF026

3. 关闭多页折叠单元的前盖。

机器选购件功能指南

39



多页折叠单元的 Z 形折叠支持纸盘使用完毕之后，请打开多页折叠单元的前盖，重
新将纸盘安装到连接钩上。

使用 Finisher SR4120 或 Booklet Finisher SR4130 的注意事项

• 搬运文件制成机时，请勿抓握导板盖板。否则可能会损坏盖板。

DRB285

1

1. 导板盖板

• 请勿击打文件制成机（例如，请勿在文件制成机的表面上拍打纸叠来理齐纸张）。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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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控制面板的名称和功能指南

DRB134

21

4

5

6

6
7

3

1. 显示面板

它是一种触控面板显示器，其中包含图标、按键、快捷方式和小工具，便于您导航各种功能和应
用程序屏幕，并为您提供有关操作状态和消息的信息。请参见 p.43 “如何使用[主页]屏幕”和
p.51 “如何使用每个应用程序”。

2. 主电源指示灯

打开主电源开关时，主电源指示灯亮起。机器处于睡眠模式时，主电源指示灯会缓慢闪烁。在低
功率模式下或定影单元关闭模式下，主电源指示灯会亮起。

3. 状态指示灯

指示系统的状态。发生错误或碳粉耗尽时亮起。

4. 数据输入指示灯（传真和打印模式）

当本机从计算机接收打印作业或局域网-传真文件时闪烁。请参见《传真》和《打印》。

5. 传真指示灯

表示传真功能的状态。在数据传送和接收期间闪烁。通过机密或替代接收来接收传真时持续点
亮。

6. 介质插槽

用于插入 SD 卡或 USB 闪存设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插入／移除存储
设备”。

7. 介质访问指示灯

将 SD 卡插入介质插槽时指示灯亮起。

机器控制面板的名称和功能指南

41



更改显示语言
您可以更改用于显示的语言。简体中文为默认设置。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更改语言小工具]图标。

3. 选择想要显示的语言。

4. 按[确定]。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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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主页]屏幕
当启动机器时，[主页]屏幕被设为默认画面。

每个功能均有其自己的图标，并且这些图标显示在[主页]屏幕上。您可以在[主页]屏幕上添
加常用功能或网页的快捷方式。此外，您还可以为其注册小工具，例如更改语言小工具。
[主页]屏幕以及每个功能的屏幕可能会因安装的选购件单元而不同。

要显示[主页]屏幕，请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 请勿对屏幕施加重压，否则可能会造成损坏。允许的最大受力约为 30N（约 3 kgf）。
（N = 牛顿，kgf = 千克力。1 kgf = 9.8N。）

要切换屏幕，可在屏幕上向左或向右轻拂手指。

DRC952

5

6

13

1 3 4

7891012 11

2

1. 登录用户图标

启用用户验证后，将显示指示用户已登录的图标。

按该图标可显示当前登录用户的名称。

2. 系统信息

从机器系统和应用程序显示信息。

3. [登录]/[注销]

这些键在启用用户验证时显示。按[登录]时，会出现验证屏幕。如果您已登录到机器，则会出现
[注销]屏幕。要注销机器，请按[注销]。

有关如何登录和注销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69 “登录机器”。

4. [节能] 

按下该键可进入低功耗模式或睡眠模式。

有关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节能”。

5. 应用程序列表图标

按下该键可显示应用程序列表。您可以在[主页]屏幕上为应用程序创建快捷方式。

如何使用[主页]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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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显示在[小工具]选项卡和[编入]选项卡中的应用程序，请在[主页]屏幕上创建应用程序的快
捷方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便捷功能》中的“自定义[主页]屏幕”。

6. 切换各屏幕的图标

按下该键可在五个主页屏幕之间切换。图标显示在屏幕的右下方和左下方，图标数表示当前屏幕
每一侧的屏幕数。

7. [停止]

按下该键以停止进行中的作业，例如复印、扫描、传真或打印。

8. [菜单]

显示使用的应用程序的菜单屏幕。根据使用的应用程序，可能会禁用该键。也可以在[主页]屏幕
上按下该键将[主页]屏幕的设置恢复到默认设置。

9. [主页] 

按下此键会显示[主页]屏幕。

10. [返回] 

启用屏幕功能或使用应用程序时按下该键返回到上一屏幕。根据使用的应用程序，可能会禁用该
键。您可以指定在一些应用程序中是禁用还是启用该键。有关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
器/系统设置》中的“屏幕特性”。

11. [介质信息] /

按下该键可将插入的 SD 卡或 USB 闪存设备从介质插槽中取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
使用”中的“取出 SD 卡”或“取出 USB 闪存设备”。

12. [检查状态]

按下此键可以查看机器的系统状态、每种功能的操作状态及当前作业。也可以显示作业历史及机
器的维护信息。

13. 图标显示区域

显示功能或应用程序图标和小工具。五个主页屏幕所显示的图标有所不同。有关各个屏幕上图标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45 “[主页]屏幕上的主要图标”。

您还可以添加快捷方式和使用文件夹排列图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便捷功能》中的“自定
义[主页]屏幕”。

• 您可以更改[主页]屏幕的壁纸。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便捷功能》中的“更改[主页]
屏幕的壁纸”。

• 可以通过按[主页]屏幕上的图标切换模式。也可以通过按功能键切换模式。有关功能键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通过按功能键更改模式”。

• 您不能在以下任何情况中切换模式：

• 使用传真或扫描仪功能扫描原稿时

• 访问下列屏幕时：

• 机器特性

• 计数器

• 查询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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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簿管理

• 纸盘纸张设置

• 当前作业 / 作业历史

• 在中断复印期间

• 免提拨号发送传真期间

• 当启动机器时，[主页]屏幕被设为默认画面。您可以在“功能优先顺序”下更改此默认
设置。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屏幕特性”。

[主页]屏幕上的主要图标

出厂默认设置为在[主页]屏幕上显示下列图标：

图标 说明

复印 按下该键可显示复印机功能的屏幕。

有关如何使用复印机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
务器》。

扫描 按下该键可显示扫描仪功能的屏幕。

有关如何使用扫描仪功能的详情，请参见《扫描》。

传真 按下该键可显示传真功能的屏幕。在机器上启用远程传真功能
时，则显示[远程传真]图标。

有关如何使用传真功能的详情，请参见《传真》。

快速复印 使您能够按照从左向右按键的顺序轻松进行设置，从而方便地
进行复印。您也可以使用双面复印和合并复印等主要复印功
能。有关如何使用此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
的“[快速复印]屏幕”。

快速扫描 允许您从列表中选择目的地并发送扫描的数据。您可以通过电
子邮件发送数据或发送到文件夹。有关如何使用此功能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快速扫描仪]屏幕”。

快速传真 允许您从列表中选择目的地并发送传真。有关如何使用此功能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快速传真]屏幕”

打印 使您可以轻松指定将机器作为打印机使用时的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

打印/扫描(存储器设备) 使您可以将扫描文件保存到存储器设备，或是从中打印。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

如何使用[主页]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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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说明

快速打印发布 使您可以轻松打印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

文件服务器 按下此键在机器硬盘上保存或打印文件。

有关如何使用文件服务器功能的详情，请参见《复印/文件服
务器》。

网页浏览器 按下此键以显示网页。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便捷功能”中
的“使用浏览器功能”。

用户指南 按下该键可显示本机手册。

通讯簿管理 按下以显示通讯簿。

有关如何使用通讯簿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
置》中的“通讯簿”。

应用程序站点 按下该键可显示“应用程序站点”。

使您可以下载应用程序到机器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开
始使用”中的“如何使用应用程序站点”。

用户工具 按下该键可显示机器初始设置的屏幕。

系统消息小工具 从机器系统和应用程序显示信息。

传真接收文件小工具 显示传真接收状态。机器接收传真文件时也可以显示信息。否
则，显示“无接收文件”。

更改语言小工具 允许您更改屏幕上的语言。

耗材信息小工具 显示剩余的碳粉量。

嵌入式软件应用程序 安装了嵌入式软件应用程序之后，[主页]屏幕上将显示该应用
程序的功能图标。

您可以在[主页]屏幕上添加图标，以对机器进行自定义。有关在[主页]屏幕上添加图标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 p.48 “在[主页]屏幕上添加图标”。

屏幕上可执行的操作

• 缩进

将拇指和食指放在屏幕上，然后向内靠近手指以缩小屏幕。双击也可以执行该操作。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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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E103

• 缩放

将拇指和食指放在屏幕上，然后向外分开手指以放大屏幕。 双击也可以执行该操作。

DNE104

• 轻拂

在屏幕上向左或向右轻拂手指以切换屏幕。

DNE102

• 长按

在屏幕上长按，直到出现其他屏幕。可以显示在用应用程序的菜单屏幕。

如何使用[主页]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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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E101

• 拖拽

按住屏幕的同时滑动手指。可以将图标移到屏幕上想要放置的位置。

DNE111

• 使用传统应用程序外的其他应用程序时，您可以使用上述操作输入文本。

• 根据您使用的应用程序，某些操作可能不可用。

在[主页]屏幕上添加图标

添加快捷方式到[主页]屏幕

您可以为机器的功能添加快捷方式。

从[主页]屏幕上删除快捷方式后，可以显示机器功能和嵌入式软件应用程序的的图标。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 。

3. 按[应用]选项卡为除传统应用程序外的应用程序添加快捷方式。按[编入]标签添加某个
传统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

4. 选择要添加快捷方式的应用程序。

• 除传统应用程序以外：

按下并按住应用程序图标。

• 传统应用程序：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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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并按住[传统应用程序]图标。

显示要在[主页]屏幕上放置的快捷方式的位置图像。

5. 将图标拖动到屏幕上想要放置的位置。

如果您希望添加传统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请前进到步骤 6。

6. 从列表中选择想要添加的传统应用程序。

在[主页]屏幕上添加书签的快捷方式

您可以在[主页]屏幕上为已在 Web 浏览器收藏夹中注册的书签添加快捷方式。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 。

3. 按[编入]选项卡。

4. 按下并按住[书签]图标。

显示要在[主页]屏幕上放置的快捷方式的位置图像。

5. 将图标拖动到屏幕上想要放置的位置。

6. 从书签列表中选择要添加的书签。

在[主页]屏幕上添加程序的快捷方式

您可以为复印机、传真机、扫描仪上注册的程序或快速应用程序添加快捷方式。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 。

3. 按[编入]选项卡。

4. 选择要添加快捷方式的程序。

• 除传统应用程序以外：

按下并按住应用程序图标。

• 传统应用程序：

按下并按住[传统应用程序]图标。

显示要在[主页]屏幕上放置的快捷方式的位置图像。

5. 将图标拖动到屏幕上想要放置的位置。

6. 从列表中选择想要添加的程序。

• 有关如何编制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65 “在程序中注册功能”。

如何使用[主页]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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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页]屏幕上添加小工具

您可以在[主页]屏幕上添加小工具，以显示剩余的碳粉量或更改显示语言。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 。

3. 按[小工具]选项卡。

4. 按下并按住想要添加的小工具。

显示要在[主页]屏幕上放置的小工具的位置图像。

5. 将图标拖动到屏幕上想要放置的位置。

2. 开始使用

50



如何使用每个应用程序
可以通过按[主页]屏幕上的[复印]、[传真]或[扫描仪]等图标打开功能屏幕。

每个功能都可以使用三种类型的屏幕（“标准应用程序屏幕”、“传统应用程序屏幕”和
“快速应用程序屏幕”）。

标准应用程序屏幕

顶部屏幕上显示经常使用的功能和设置。上下轻拂屏幕以选择一个设置项目。当您选择
一个项目时，则会显示下拉菜单，或设置项目弹出菜单。有关此屏幕上操作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 p.46 “屏幕上可执行的操作”。有关如何使用该屏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开始使用”中的“标准应用程序屏幕”。

传统应用程序屏幕

您可以根据经常使用的功能和设置，选择高级功能和详细设置。有关如何使用此屏幕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传统应用程序屏幕”。有关每个传统应用程序屏
幕上出现的按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初始设置屏幕和每个传统应用
程序屏幕上出现的按键”。

快速应用程序屏幕

您可以轻松设置基本操作，如双面复印、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扫描文件或其他操作。有关
如何使用此屏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快速应用程序屏幕”。

每个屏幕上的可用功能

屏幕 可用功能

标准应用程序屏幕 • 复印

• 传真机

• 扫描仪

传统应用程序屏幕 • 复印

• 传真机

• 扫描仪

• 打印

• 文件服务器

快速应用程序屏幕 • 复印

• 传真机

• 扫描仪

如何使用每个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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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应用程序列表中显示[复印(传统)]图标、[传真(传统)]图标、[扫描(传统)]图标和[打印
(传统)]图标。有关如何在[主页]屏幕上注册这些项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48 “在[主
页]屏幕上添加图标”。

[复印]屏幕

可以通过上下轻拂屏幕在本节介绍的 2 个屏幕间进行切换。

DRC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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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编
号

图标 说明

1 可以选择一种色彩模式。

2
可以缩小或放大图像。

3 可以指定包含要复印纸张的纸盘。

4

可以指定制作的份数。

使用键盘按下数字以输入份数。您也可通过按[ ]或[ ]来指定
份数。

5
根据您的设置预览打印更改。

6 您可以在进行较长时间的复印操作前检查复印设置。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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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图标 说明

7
您可以在九个级别范围内调节整体原稿浓度。

通过触摸 图标并将其向右或向左拖动，以指定浓度。

DRC150

9 108

13 1412 161511

编
号

图标 说明

8
您可以将两个单面原稿或一个双面原稿合并到单张纸的单面。机
器会自动选择放大比例并将原稿复印到单张复印纸上。

9
您可以按照先后顺序按组分类复印件，也可以堆叠一份多页原稿
中的每个单独页面。

10
您可以将每组复印件装订在一起。

11
您可以在复印件上打孔。

12
可以选择适合原稿的原稿类型。

13
复印件可以用多种方式折叠。

14
您可以拆分多页原稿，并在将其作为一个文件复印时以较小的批
量进行扫描。要执行此操作，请将原稿的部分页面放置在 ADF
中。

如何使用每个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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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图标 说明

15 在复印自定义尺寸原稿时，您可以指定原稿的尺寸。

16
可以找到其他设置。

[传真]屏幕

DLV048

531 4

14

6

8

2

1112

13

7

9

10

编
号

图标 说明

1 可以在传送类型的项目之间进行切换。

2

此处显示指定的目的地。

通过轻点目的地，可将其注册到通讯簿，
或将其从目的地中删除。

通过上下轻拂，可以确认选定的目的地。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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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图标 说明

3

可以执行下列与传真接收相关的操作：

• 检查保存的接收文件

• 操作个人邮箱

• 打印需要 ID 的打印文件。

• 手动接收

• 打印传真加密

• 检查接收文件设置

4

该功能让您可以在拨号时通过外部电话免
提聆听内置扬声器发出的拨号音。

将显示选定目的地的总数。

按下以显示用于确认目的地的屏幕。

在确认目的地的屏幕中，可以执行以下操
作：

• 将目的地注册到通讯簿

• 编辑目的地

• 从目的地列表中移除目的地

5

可以执行下列与[作业状态]有关的操作：

• 确认等待传送的文件

• 检查传送结果

• 检查接收结果

• 打印日志

6 按下以清除当前设置。

7 按下以在扫描原稿后显示预览屏幕。

8 可在设置中检查相关设置。

9
按下以打开设置屏幕。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见 p.56 “[设置]屏幕”。

10 按下以扫描原稿并开始发送。

如何使用每个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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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图标 说明

11

按下以切换通讯簿标题。

12
显示通讯簿中的目的地。

13 通讯簿标题。

14

按下以添加目的地。

可按照以下步骤添加目的地：

• 手动输入目的地

• 从传输历史记录中选择

• 指定来自通讯簿的注册号

• 在通讯簿中或在 LDAP 服务器上搜索
目的地

• 按下以显示剩余内存信息

[设置]屏幕

可以通过上下轻拂屏幕在本节介绍的 3 个屏幕中进行切换。

DRC955

1 2 3

4 5 6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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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图标 说明

1
可以切换至立即传送模式。除非选择了立
即传送，否则将默认选择记忆传送模式。

2 可以选择适合原稿的原稿类型。

3
按下以根据日志中文字的大小选择分辨
率。

4
按下以选择原稿的扫描浓度。 您也可以通
过触摸 图标并将其向右或向左拖动，以
指定浓度。

5 按下以选择原稿的扫描尺寸。

6
按下以选择原稿的单双面。

DRC956

11

10

7 8 9

编
号

图标 说明

7
按下以选择原稿的方向。

8 按下以指定发件人。

9 页面分割和长度缩短。

如何使用每个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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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图标 说明

10 指定因特网传真/电子邮件主题。

11 指定因特网传真/电子邮件文本。

DRC95715 17 18

12 13 14

16

编
号

图标 说明

12
可以指定设置以在指定时间直接自动发送
文件或通过 F 码加密通信发送文件。

13
可以选择要打印的标准信息。

14
可以通过封闭式网络发送文件。

15 请求接收确认。

16
将因特网传真/电子邮件目的地指定为密送
地址。

17 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接收传送通知。

18
记忆传送完成后，可以打印结果。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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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屏幕

DRC958

1 43

13

5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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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6

8

9

编
号

图标 说明

1

显示扫描仪目的地的类型。

按下以在电子邮件目的地和文件夹目的地之
间切换。

2

此处显示指定的目的地。

通过轻点目的地，可将其注册到通讯簿，或
将其从目的地中删除。

通过上下轻拂，可以确认选定的目的地。

3

将显示选定目的地的总数。

按下以显示用于确认目的地的屏幕。

在确认目的地的屏幕中，可以执行以下操
作：

• 选择电子邮件目的地的“To”、“Cc”
和“Bcc”字段

• 将目的地注册到通讯簿

• 编辑目的地

• 从目的地列表中移除目的地

如何使用每个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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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图标 说明

4

按下以显示传输结果屏幕。

在传输结果屏幕中，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查看已发送的作业

• 查看错误描述

• 取消等待传输的文件

• 打印传输结果列表

5 按下以清除当前设置。

6 按下以在扫描原稿后显示预览屏幕。

7 可在“发送设置”中查看设置。

8
按下以打开发送设置屏幕。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见 p.61 “[发送设置]屏幕”。

9

按下以扫描原稿并开始发送。

10
按下以切换通讯簿标题。

11

显示通讯簿中的目的地。

如果为某个文件夹目的地指定了密码或保护
码，请在轻按该文件夹目的地后，在显示的
屏幕中输入密码或保护码。

12 通讯簿标题。

13

按下以添加目的地。

可按照以下步骤添加目的地：

• 手动输入目的地

• 从传输历史记录中选择

• 指定来自通讯簿的注册号

• 在通讯簿中或在 LDAP 服务器上搜索目
的地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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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设置]屏幕

可以通过上下轻拂屏幕在本节介绍的 4 个屏幕中进行切换。

DRC959

1 2 3

4 5 6

编
号

图标 说明

1
按下以选择适合原稿类型和颜色模式的设
置。

2
按下以选择一种文件类型。

3 按下以选择原稿的扫描分辨率。

4
按下以选择原稿的扫描方式，如单面扫描或
双面扫描。

5 按下以选择原稿的扫描尺寸。

6 按下以指定文件名。

如何使用每个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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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C960

7 8 9

10

11

编
号

图标 说明

7

按下以选择原稿的扫描浓度。

您也可以通过触摸 图标并将其向右或向左
拖动，以指定浓度。

8
按下以选择原稿的方向。

9 按下以指定发件人。

10 按下以输入电子邮件的主题。

11 按下以输入电子邮件的正文。

DRC281

12 13 14

15 16 17

2. 开始使用

62



编
号

图标 说明

12
按下以指定原稿扫描的放大倍率。

13
按下以在扫描文档时擦除文档周围和文档中
心指定宽度的图像。

14
按下以扫描多个批次的大量原稿，并将它们
作为单个作业一起发送。您可以将多页原稿
放入 ADF。

15
按下以扫描多个批次的大量原稿，并将它们
作为单个作业一起发送。将原稿一页一页放
入 ADF。

16
按下以将多页原稿划分为多个部分且每个部
分包含指定的页数，然后发送这些文件。

17 按下以为电子邮件签名和加密。

DRC28218 19

如何使用每个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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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图标 说明

18

在使用曝光玻璃对一批双面原稿最后一页的
一面进行扫描以后，如果要将新的原稿的扫
描设置切换为[单面原稿]，请按[更改设置]，
然后按[单面原稿]。

只有同时选择[批量]或[SADF]时，才能选择
此键。

19
按下此项以在电子邮件收件人打开电子邮件
时提醒发件人。

2. 开始使用

64



在程序中注册功能
根据不同的功能，可注册程序的数目也有所不同。

标准应用程序

• 复印：25 个程序

• 传真：100 个程序

• 扫描：100 个程序

快速应用程序

• 快速复印：25 个程序

• 快速传真：100 个程序

• 快速扫描：100 个程序

以下设置可注册到程序中：

标准应用程序

• 复印：

颜色模式、缩小/放大、数量、浓度、纸盘、双面、合并、分页、分类、装订、打
孔、折叠、原稿尺寸、原稿类型、批量、其他设置

• 传真：

目的地、预览、设置

• 扫描：

目的地、预览、发送设置

快速应用程序

• 快速复印：

颜色模式、纸盘、数量、缩小／放大、双面、合并、装订、打孔、浓度、原稿方向

• 快速传真：

目的地、线路、浓度、分辨率、原稿方向、原稿的面数、扫描尺寸、原稿类型、预
览

• 快速扫描：

目的地、原稿类型、文件类型、分辨率、原稿方向、原稿的面数、扫描尺寸、预览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每个应用程序将功能注册到程序。

标准应用程序/快速应用程序

1. 编辑设置，使得您希望注册到程序的所有功能都在[复印]、[传真]、[扫描]、[快速
复印]、[快速传真]或[快速扫描]屏幕上选中。

2.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菜单]（ ）。

3. 按[注册当前设置至程序]。

在程序中注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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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要注册的程序编号。

5. 输入程序名称。

6. 选择程序的图标。

可以选择保存在 SD 卡中的图像。

7. 按[前一画面]。

使用快速应用程序时，请按[后退]。

8. 按[确定]。

9. 按[放置]。

即使选择了[不放置]，仍可在完成程序注册后将程序的快捷方式添加到[主页]屏
幕。

10. 按[退出]。

• 根据不同的功能，可输入的程序名称字符数也有所不同：

• 标准应用程序

• 复印：40 个字符

• 传真：40 个字符

• 扫描：40 个字符

• 快速应用程序

• 快速复印：40 个字符

• 快速传真：40 个字符

• 快速扫描：40 个字符

• 将指定程序注册为默认值时，其值便会成为默认设置。在清除或重置模式时，或者打开
机器后，在不调用程序的情况下便会显示该值。请参见《便捷功能》中的“更改初始屏
幕的默认功能”。

• 当您在程序中指定的纸盘缺纸，而机器不止一个纸盘有相同尺寸的纸张时，机器会按照
[纸盘纸张设置]选项卡中[纸盘优先顺序：复印]或[纸盘优先顺序：传真]优先选择排在前
面的纸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纸盘纸张设置”。

• 仅当为[扫描仪功能]中的[目的地的编入设置]选择了[包含目的地]时，才能将目的地注册
到扫描模式的程序中。有关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常规设置”。

• 具有保护代码的文件夹目的地不能注册到扫描仪模式的程序中。

• 关闭电源或按[重设]不会删除所注册的程序，除非程序本身被删除或覆盖。

• 您可以使用 72 × 72 像素的图像文件作为标准应用程序和快速应用程序的程序图标。

• 程序可注册到[主页]屏幕且可轻松调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p.48 “在[主页]屏幕上
添加图标”。在文件服务器模式下存储的程序无法在[主页]屏幕上注册快捷方式。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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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关闭电源

• 按下主电源开关后，请等待至少 10 秒钟，直到确认主电源指示灯已亮起或熄灭。

主电源开关位于机器左侧。打开这个开关时，主电源会打开，并且控制面板右侧的主电源指
示灯会亮起。关闭此开关时，主电源关闭，主电源指示灯熄灭。这样做时，机器电源被切
断。安装有传真单元时，如果关闭此开关，存储中的传真文件可能会丢失。仅在必要时才使
用此开关。

确认选购件的功耗大小，然后将选购件插入主机所插插座附近的其他插座中。

开启主电源

1. 确保电源线牢牢地插入墙壁电源插座中。

2. 打开主电源开关盖，然后推动主电源开关。

主电源指示灯点亮。

DRC126

关闭主电源

• 从墙壁电源插座上拔掉电源线时，请一定拔插头，而不是拔电源线。拔电源线可能会
损坏电源线。使用损坏的电源线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触电。

• 机器正在运行时，不要切断电源。

• 关闭主电源时请勿按住主电源开关。这样做会强制关闭机器的电源，而且可能会损坏硬
盘或存储并引起故障。

打开/关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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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主电源开关盖，然后推动主电源开关。

主电源指示灯熄灭。关机时主电源会自动关闭。如果控制面板上的屏幕没有消失，请与
服务代表联系。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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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机器

显示验证屏幕时

如果启用了基本验证、Windows 验证或 LDAP 验证，则显示屏上会出现验证屏幕。只有在
您输入自己的登录用户名和登录密码以后，您才能操作机器。如果启用了用户代码验证，您
必须先输入用户代码才能使用机器。

如果能使用机器，就表示您已登录。当离开可操作状态时，就表示您已注销。登录机器后，
请务必注销以防止未经授权的使用。

• 向用户管理员索要登录用户名、登录密码和用户代码。有关用户验证的详情，请参见
《安全指南》中的“配置用户验证”。

• 在用户代码验证时输入的用户代码是在通讯簿中作为“用户代码”注册的数值。

用户代码验证使用控制面板

如果启用了用户代码验证，就会出现一个提示您输入用户代码的屏幕。

1. 输入用户代码（最多八位数），然后按[确定]。

使用控制面板登录

本节介绍了当设置基本验证、Windows 验证或 LDAP 验证时登录到机器的步骤。

登录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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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屏幕右上角的[登录]。

2. 按[用户名]。

3. 输入登录用户名，然后按[完成]。

4. 按[密码]。

5. 输入登录密码，然后按[完成]。

6. 按[登录]。

使用控制面板注销

本节介绍了当设置基本验证、Windows 验证或 LDAP 验证时注销机器的步骤。

• 为了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使用本机器，使用完机器之后要注销。

1. 按屏幕右上角的[注销]。

2. 按[确定]。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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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原稿

将原稿放在曝光玻璃上

• 放下 ADF 时，请勿用手接触铰链和曝光玻璃。否则您的手或手指可能会被夹伤。

• 请勿用力抬起 ADF。否则，ADF 的盖板可能会打开或损坏。

1. 抬起 ADF。

务必将 ADF 抬高 30 度以上。否则，可能无法正确检测原稿的尺寸。

2. 将原稿正面朝下放置在曝光玻璃上。原稿应与左后角对齐。

开始扫描第一页。

11

DRC151

1. 定位标记

3. 放下 ADF。

将原稿放入自动送稿器中

请务必要整齐地装入原稿。否则可能会导致机器显示卡纸信息。请确保不要将原稿或其他物
体放在顶盖上。否则可能会引发故障。

放置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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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RC158

2

1. 传感器

2. 原稿导板

1. 将原稿导板调至原稿尺寸。

2. 将对齐的原稿直接正面朝上放入 ADF。

请勿高出限制标记堆放原稿。

第一页应该在最上面。

1

DRC159

1. 限制标记

2.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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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印
本章介绍了复印的基本步骤。

基本步骤
要制作复印件，请将原稿放置在曝光玻璃上或 ADF 中。

将原稿放在曝光玻璃上时，应从要复印的第一页开始。将原稿放入 ADF 中时，应将第一页
放在最上面。

有关在曝光玻璃上放置原稿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加纸张”了解详细内容。

有关在 ADF 中放置原稿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加纸张”了解详细信息。

若要使用普通纸以外的纸张进行复印，请根据所用纸张重量在“用户工具”中指定纸张类
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纸盘纸张设置”。

使用复印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2 “[复印]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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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缩小/放大
机器可以自动检测原稿尺寸，然后根据您选择的纸张大小选择相应的放大比例。

CKN008

• 如果在按下[自动缩小／放大]后选择放大比例，[自动缩小／放大]将被取消，且图像无
法自动旋转。

这在将不同尺寸的原稿复印到相同尺寸的纸张上时十分有用。

如果原稿的放置方向与要复印的目标纸张的放置方向不同，机器会将原图像旋转 90 度以使
其正确地对应要复印的纸张（旋转复印）。例如，要缩小 A3 (11 × 17) 原稿以适合 A4
(81/2 × 11) 纸张，请选择装有 A4 (81/2 × 11) 纸张的纸盘，然后按[自动缩小／放
大]。图像将自动旋转。有关旋转复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旋转
复印”。

在该功能下可使用的原稿尺寸与方向如下：

原稿位置 原稿尺寸和方向

曝光玻璃 A3 、B4 JIS 、A4 、B5 JIS 、A5 、81/2
× 13

ADF A3 、B4 JIS 、A4 、B5 JIS 、A5 、B6
JIS 、11 × 17 、81/2 × 11 、81/2 × 13

使用复印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2 “[复印]屏幕”。

3. 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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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复印
将两张单面页或一张双面页复印到一张双面页上。在复印期间，图像会偏移以留出装订边
距。

CKN009

有两种类型的双面复印。

单面 双面

将两张单面页复印到一张双面页上。

双面 双面

将一张双面页复印到一张双面页上。

生成的复印图像会因放置原稿的方向而异（ 或 ）。

原稿方向和完成的复印件

要进行双面复印，请根据想要的输出结果选择原稿和复印件的方向。

原稿 放置原稿 原稿方向 方向 复印

顶端到顶端

顶端到底端

顶端到顶端

双面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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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 放置原稿 原稿方向 方向 复印

顶端到底端

使用复印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2 “[复印]屏幕”。

指定原稿和复印方向

如果原稿是双面，或者想要复印到纸张的两面上，则选择原稿和复印件的方向。

• 顶端到顶端

CKN011

• 顶端到底端

CKN012

3. 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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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复印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2 “[复印]屏幕”。

双面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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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复印
此模式可用于自动选择放大比例并将原稿复印到单张复印纸上。

机器会选择 25% - 400%之间的放大比例。如果原稿方向与复印纸方向不同，机器会自动
将图像旋转 90 度以便正确复印。

原稿方向和合并图像位置

合并图像位置会因原稿方向和要合并的原稿数量不同而有所差异。

• 纵向（ ）原稿

CKN015

• 横向（ ）原稿

CKN016

放置原稿（原稿放入 ADF）

合并功能中的复印顺序默认值是[从左到右]。若要在 ADF 中从右向左复印，请将原稿
正面朝下放置。

• 从左到右读取原稿

CKN010

3. 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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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右到左读取原稿

CKN017

单面合并

将多页合并到一张纸的一面。

CKN014

有六种单面合并。

单面两张原稿  合并单面

将两张单面原稿复印到一张纸的一面。

单面四张原稿  合并单面

将四张单面原稿复印到一张纸的一面。

单面八张原稿  合并单面

将八张单面原稿复印到一张纸的一面。

双面两页 合并单面

将一份双面原稿复印到一张纸的一面。

双面四页 合并单面

将两份双面原稿复印到一张纸的一面。

双面八页 合并单面

将四张双面原稿复印到一张纸的一面。

合并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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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复印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2 “[复印]屏幕”。

双面合并

将原稿的不同页面合并到一张纸的两面。

CKN074

有六种双面合并。

单面四张原稿  合并双面

将四张单面原稿复印到一张纸的两面，每面两页。

单面八张原稿  合并双面

将八张单面原稿复印到一张纸的两面，每面四页。

单面十六张原稿  合并双面

将十六张单面原稿复印到一张纸的两面，每面八页。

双面四页 合并双面

将两份双面原稿复印到一张纸的两面，每面两页。

双面八页 合并双面

将四张双面原稿复印到一张纸的两面，每面四页。

双面十六页  合并双面

将八张双面原稿复印到一张纸的两面，每面八页。

3. 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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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复印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2 “[复印]屏幕”。

合并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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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到自定义尺寸的纸张
可以从手送台送入的纸张尺寸如下：

• 装有横幅纸导板纸盘时：

横向长度：139.7-1260.0 毫米（5.50-49.60 英寸）、纵向长度：90.0-330.2 毫米
（3.55-13.00 英寸）

• 未安装横幅纸导板纸盘时：

横向长度：139.7-487.7 毫米（5.50-19.20 英寸）、纵向长度：90.0-330.2 毫米
（3.55-13.00 英寸）

不过请注意，根据安装的选购件，横向和纵向长度范围的限制会有所不同。

• 打印件传送到 Finisher SR4120 或 Booklet Finisher SR4130 的上纸盘或移动纸盘
时：

横向长度：139.7-487.7 毫米（5.50-19.20 英寸）、纵向长度：90.0-330.2 毫米
（3.55-13.00 英寸）

• 打印件传送到 Finisher SR4110 的上纸盘时：

横向长度：139.7–487.7 mm（5.50–19.20 英寸），纵向长度：100.0–330.2
mm（3.94–13.00 英寸）

• 打印件传送到 Finisher SR4110 的移动纸盘时：

横向长度：139.7–487.7 mm（5.50–19.20 英寸），纵向长度：139.0–330.2
mm（5.48–13.00 英寸）

使用复印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2 “[复印]屏幕”。

3. 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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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到信封上
本节描述如何复印到常规尺寸或自定义尺寸的信封上。将原稿放在曝光玻璃上，并将信封放
在手送台、纸盘或宽幅 LCT 中。

请根据所用信封的重量指定纸张厚度。有关纸张重量和纸张厚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可以使用的
信封尺寸，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加纸张》中的“推荐的纸张尺寸和类型”。

有关如何处理信封、支持的信封类型以及如何装入信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
加纸张》了解详细信息。

• 信封无法使用双面功能。如果指定了双面功能，请按[单面 双面：顶到顶]以取消设
置。

要复印到自定义尺寸信封上，您必须指定信封的尺寸。指定信封横向和纵向的长度。

CJF005

：横向

：纵向

请务必在横向尺寸中包括完全打开的信封口盖。

使用复印应用程序时

复印到信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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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2 “[复印]屏幕”。

3. 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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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页
机器会按次序将复印件配成套。

根据您的机型和安装的选购件，部分功能可能不可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
中的“所需配置的选购件功能”。

• 如果使用了旋转分页，就不能使用手送台。

分页/移动分页

按次序将复印件配成套。

要使用移动分页，需要安装文件制成机。每次输出一份复印件或作业，下一份复印件会
移开，用以隔开每份复印件或作业。

CKN018

旋转分页

每隔一套复印件就被旋转 90 度（ ），然后再输出至复印纸盘。

CKN019 

要使用旋转分页功能，需要两个装有相同尺寸与类型的纸张，但方向（ ）不同的纸盘。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纸盘纸张设置”。

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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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复印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2 “[复印]屏幕”。

更改复印份数

您可以在复印期间更改复印份数。

• 只有选择了分页功能时，该功能才能使用。

使用复印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2 “[复印]屏幕”。

3. 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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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保存在文件服务器中
文件服务器使您可以将使用复印功能读取的文件储存在本机的硬盘中。您以后如有需要便可
以打印它们。

您可以在文件服务器屏幕上查看保存的文件。有关文件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127
“存储数据”。

1. 按[保存文件]。

2. 若有必要，请输入用户名、文件名和密码。

3. 根据需要指定存储文件的文件夹。

4. 按[确定]。

5. 放置原稿。

6. 进行原稿扫描设置。

7. 按[开始]。

将扫描好的原稿保存在存储中，然后复印一份。要储存其他文件，请在复印完成后做此
操作。

将数据保存在文件服务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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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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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传真
本章介绍常用的传真机功能和操作。有关本章未包含的信息，请参见网站上的“传真”。

传送的基本步骤（记忆传送）
本节说明采用记忆传送功能传送文件的基本步骤。

您可以指定传真、IP-传真、因特网传真、电子邮件或文件夹的目的地。可以同时指定多种
类型的目的地。

• 建议您在发送重要文件时打电话给接收者并确认。

• 如果发生电源故障（主电源关闭）或机器拔下插头大约一小时，存储中保存的所有文件
都将删除。一旦主电源开关打开，就将打印电源故障报告，以帮助您检查已删除文件的
列表。请参见《故障排除》中的“通过报告或电子邮件通知错误时”。

• 您也可在使用传真应用程序时指定云传真目的地。

使用传真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4 “[传真]屏幕”。

注册传真目的地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通讯簿管理]图标。

3. 检查是否已选择[编入／更改]。

4. 按[新编入]。

5. 按“名称”下的[更改]。

此时会出现名称输入屏幕。

6. 输入名称，然后按下[确定]。

7. 按[ 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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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选择标题”下按要使用的分类所对应的键。

可以选择的键如下：

• [常用]：已添加到第一个显示的页面中。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1]至[10]：已添加到选定标题的项目列表中。

可以为每个标题选择[常用]和另一个键。

9. 按[传真地址]。

10. 按“传真目的地”下方的[更改]。

11. 使用数字键输入传真号码，然后按[确定]。

12. 指定可选设置，如“SUB 代码”、“SEP 代码”和“国际传送模式”。

13. 按[确定]。

14. 按屏幕右上方的[用户工具]（ ）。

15.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删除传真目的地

• 如果要删除的目的地是指定的传送目的地，则不能向其注册的个人邮箱传送信息。在删
除任何目的地之前请务必检查传真功能的设置。

4.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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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通讯簿管理]图标。

3. 检查是否已选择[编入／更改]。

4. 选择要删除其传真目的地的名称。

按名称键，或者使用数字键输入注册号码。

可以按照注册名称、用户代码、传真号码、文件夹名称、电子邮件地址或 IP-传真目的
地进行搜索。

5. 按[传真地址]。

6. 按“传真目的地”下方的[更改]。

7. 按[全部删除]，然后按“传真目的地”中的[确定]。

8. 按[确定]。

9. 按屏幕右上方的[用户工具]（ ）。

10.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传送的基本步骤（记忆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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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查与目的地的连接时传送（立即传送）
使用立即传送时，您可以在检查与目的地的连接时发送文件。

可以指定传真或 IP-传真目的地。

如果指定因特网传真、电子邮件、文件夹目的地，以及群组或多个目的地，传送模式会自动
切换为记忆传送。

• 建议您在发送重要文件时打电话给接收者并确认。

使用传真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4 “[传真]屏幕”。

4.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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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传送
本节介绍如何取消传真传送。

在扫描原稿前取消传送

按[开始]键之前使用此操作步骤取消传送。

使用传真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4 “[传真]屏幕”。

在原稿正在扫描时取消传送

在原稿正在扫描时，使用此步骤来取消扫描或传送。

如果要取消使用标准记忆传送功能的传送，则需要按照不同的步骤操作来取消传送。请参见
p.93 “在扫描原稿后取消传送”。

使用传真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4 “[传真]屏幕”。

在扫描原稿后取消传送

使用此步骤在扫描原稿之后取消传送。

您可以在文件发送时、在保存到存储中时或传送失败时取消该文件的传送。所有已扫描的数
据都将从存储中删除。

取消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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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传真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4 “[传真]屏幕”。

4.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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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文件
您可以同时保存和发送文件。您还可以只保存文件。

可以根据需要，为保存的文件设置下列信息：

用户名

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该功能，以了解保存在机器中的文件属于哪些用户或部门。可以从通
讯簿选择用户名，也可手动输入。

文件名

您可以为保存的文件指定一个名称。如果不指定名称，则扫描的文件将自动分配
“FAX0001”或“FAX0002”等名称。

密码

可以设置该功能，以免将文件发送给未指定的用户。可以指定一个四到八位数字的密
码。

也可在保存文件后更改文件信息。

1. 放入原稿，然后指定所需的扫描设置。

正确指定[原稿方向]设置。如果不指定该设置，则预览无法正确显示原稿的顶端/底端方
向。

有关这些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传真》中的“设置原稿方向”。

2. 按[保存文件]。

3. 选择[发送和保存]或[只保存]。

选择[发送和保存]在保存后发送文件。

选择[只保存]保存文件。

保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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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需要设置用户名、文件名和密码。

• 用户名

按[用户名]，然后选择一个用户名。若要指定未注册的用户名，请按[手动输入]，
然后输入名称。在指定用户名后，按[确定]。

• 文件名

按[文件名]，输入文件名，然后按[确定]。

• 密码

按[密码]，使用数字键输入密码，然后按[确定]。再次输入密码进行确认，然后按
[确定]。

5. 按[确定]。

6. 如果选择了[发送和保存]，则请指定接收者。

7. 按[开始]。

发送保存的文件

机器发送使用传真机功能保存在文件服务器中的文件。

保存在文件服务器中的文件可以反复发送，直至其被删除。

发送保存的文件时，会使用文件保存时所设定的扫描设置。

无法使用以下传送方式：

• 立即传送

• 并行记忆传送

• 免提拨号

• 手动拨号

4.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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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选择保存的文件]。

2. 选择要发送的文件。

选中多个文件时，机器按照选择顺序发送文件。

• 按[用户名]以编入用户名顺序排列文件。

• 按[文件名]以字母顺序排列文件。

• 按[日期]以编入日期顺序排列文件。

• 按[顺序]安排文件的发送顺序。

若要查看已保存文件的详细信息，请按[详细内容]。

按缩略图键将画面切换至缩略图显示。

3. 如果选择的文件带有密码，请使用数字键盘输入密码，然后按[确定]。

4. 如果需要将原稿添加至保存的文件并一起发送，请按[原稿 保存的文件]或[保存的文件
原稿]。

如果按[原稿 保存的文件]，则机器先发送原稿，然后发送保存的文件。如果按[保存的
文件 原稿]，则机器先发送保存的文件，然后发送原稿。

5. 按[确定]。

6. 若要将原稿添加至保存的文件，请放置原稿，然后选择所需的任何扫描设置。

7. 指定目的地，然后按[开始]键。

保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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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打印日志
要手动打印日志，请选择打印方法：[全部]、[按文件号打印]或[按用户代码打印]。

全部

按生成顺序打印通讯结果。

按文件号打印

仅打印指定文件号的通讯结果。

按用户代码打印

按每个发送者打印通讯结果。

使用传真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4 “[传真]屏幕”。

4.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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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印
本章介绍常用的打印机功能和操作。有关本章未包含的信息，请参见网站上的《打印》。

快速安装
使用本机附带的 CD-ROM，您可以轻松地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

使用快速安装，系统会将 PCL 6 打印机驱动程序安装在网络环境中，并且会设置标准
TCP/IP 端口。

• 安装驱动程序需要管理打印机权限。请以管理组成员身份登录。

1. 在安装程序屏幕上单击[快速安装]。

2. [许可协议]对话框中出现软件许可协议。阅读该协议后，单击[我接受许可协议。]，然
后单击[下一步>]。

3. 单击[下一步>]。

4. 在[选择打印机]对话框中选择要使用的机器型号。

5. 单击[安装]。

6. 当端口设置屏幕出现时，请指定一个端口。

7. 根据需要配置用户代码、默认打印机和共享打印机。

8. 单击[继续]。

安装程序启动。

9. 单击[完成]。

当系统提示重启计算机时，请根据出现的指示重启计算机。

10. 单击安装程序第一个窗口中的[退出]，然后取出 CD-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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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打印机驱动程序属性
本节介绍如何从[设备和打印机]打开打印机驱动程序属性。

• 更改打印机设置需要管理打印机的权限。请以管理组成员身份登录。

• 不能为个别用户更改机器默认设置。在打印机属性对话框中所作的设置对所有用户都有
效。

1. 在[开始]菜单中，单击[设备和打印机]。

2. 右击要使用的打印机图标。

3. 单击[打印机属性]。

5.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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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打印

• 选择双面打印作为默认设置。如果仅要单面打印，请为双面打印设置选择[关]。

• 如果在机器处于低功耗模式或睡眠模式时通过 USB 2.0 发送打印作业，在打印作业完
成时，计算机上仍可能出现错误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请检查文件是否已打印。

使用 PCL 6 打印机驱动程序时

1. 单击使用的应用程序的菜单按钮，然后单击[打印]。

2. 选择想使用的打印机。

3. 单击[首选项]。

4. 选择[常用设置]选项卡。

5. 在“作业方式:”列表中，选择[普通打印]。

6. 在“文件尺寸:”列表中，选择要打印的原稿尺寸。

7. 在“方向”区域中，选择[纵向]或[横向]作为原稿方向。

8. 在“输入纸盘:”列表中，选择包含要打印的纸张的纸盘。

如果在“[输入纸盘:]”列表中选择自动选择纸盘，则机器会根据指定的纸张尺寸和类型
自动选择纸盘。

9. 在“纸张类型:”列表中，选择装入纸盘的纸张类型。

10. 在彩色/黑白：列表中，选择[彩色]或[黑白]。

11. 若要打印多份，请在“份数:”框中指定份数。

12. 单击[确定]。

13. 从应用程序的[打印]对话框开始打印。

标准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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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纸张的两面上打印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打印机驱动程序在每页纸的两面上进行打印。

• 两面都可进行打印的纸张类型如下：

• 普通纸 1（66-80.9 g/m2）、普通纸 2（81-100.9 g/m2）、再生纸、特殊纸
1、特殊纸 2、特殊纸 3、中等厚度纸（101-127.4 g/m2）、厚纸 1
（127.5-150 g/m2）、厚纸 2（150.1-216 g/m2）、厚纸 3（216.1–256
g/m2）、薄纸（52.3-65.9 g/m2）、颜色纸、信头纸、预印纸、打孔的纸张、胶
膜纸、卡片纸、铜版纸(无光泽)

使用 PCL 6 打印机驱动程序时

1. 单击使用的应用程序的菜单按钮，然后单击[打印]。

2. 选择想使用的打印机。

3. 单击[首选项]。

4. 单击[常用设置]选项卡。

您也可以单击[详细设置]标签，然后单击“菜单：” 框内的[双面/布局/小册]。

5. 在“双面：”列表中选择装订输出页的方式。

6. 如有必要，您还可以更改其他打印设置。

7. 单击[确定]。

8. 从应用程序的[打印]对话框开始打印。

双面打印的类型

通过指定装订边缘，您可以选择装订页的翻页方式。

方向 向左翻页 向上翻页

纵向

横向

5.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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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页合并为一页
本节介绍如何在一张纸上打印多页。可使用合并打印功能将多页缩小在一张纸上进行打印以
节省纸张。

使用 PCL 6 打印机驱动程序时

1. 单击使用的应用程序的菜单按钮，然后单击[打印]。

2. 选择想使用的打印机。

3. 单击[首选项]。

4. 单击[常用设置]选项卡。

您也可以单击[详细的设置]标签，然后单击“菜单：” 框内的[双面/布局/小册]。

5. 在“版面:”列表中选择合并模式，然后在“页面顺序:”列表中指定合并页面的方式。

若要在每个页面周围绘制边界线，请在[详细的设置]标签中的[双面/布局/小册]选择[划
边框线]复选框。

6. 如有必要，您还可以更改其他打印设置。

7. 单击[确定]。

8. 从应用程序的[打印]对话框开始打印。

合并打印的类型

通过此功能，您可以将尺寸缩小的 2、4、6、9 或 16 个页面打印到单个页面上，并且指定
合并打印的页面顺序。如果将 4 页以上合并到一张纸上，可以使用四种模式。

下面的插图显示了 2 个和 4 个页面合并时页面顺序的示例。

每张两页

方向 从左到右/顶端到底端 从右到左/顶端到底端

纵向

横向

将多页合并为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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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张四页

右侧，然后下面 下面，然后右侧 左侧，然后下面 下面，然后左侧

5.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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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封上进行打印
使用打印机驱动程序和控制面板正确配置纸张设置。

使用控制面板配置信封设置

1. 在纸盘中装入信封。

有关如何装入信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加纸张》。

2.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3. 按[主页]屏幕上的[用户工具]图标（ ）。

4. 按[纸盘纸张设置]。

5. 选择装入信封的纸盘的纸张尺寸设置。

6. 选择信封尺寸，然后按[确定]。

7. 按[ 向后]。

8. 选择装入信封的纸盘的纸张类型设置。

9. 在“纸张类型”区域按[信封]，然后在“纸张厚度”区域选择适当的项目。

10. 按[确定]。

11. 按屏幕右上方的[用户工具]（ ）。

12.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使用打印机驱动程序在信封上进行打印

使用 PCL 6 打印机驱动程序时

1. 单击使用的应用程序的菜单按钮，然后单击[打印]。

2. 选择想使用的打印机。

3. 单击[首选项]。

4. 在“文件尺寸:”列表中，选择信封尺寸。

5. 在“输入纸盘:”列表中，选择装入信封的纸盘。

6. 在“纸张类型:”列表中，选择[信封]。

7. 如有必要，您还可以更改其他打印设置。

8. 单击[确定]。

9. 从应用程序的[打印]对话框开始打印。

在信封上进行打印

105



用文件服务器保存并打印
利用文件服务器功能，可将文件保存在机器硬盘中，这样即可根据需要编辑又可打印这些文
件。

• 系统正在将数据发送到文件服务器时，请勿取消文件传送过程。该过程可能无法正确取
消。如果您意外取消了打印作业，请使用机器的控制面板来删除传送的数据。有关如何
删除文件服务器中保存的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删除保
存的文件”或者 Web Image Monitor 帮助。

• 最多可在文件服务器中保存 3,000 个文件。已经保存 3,000 个文件后，无法再保存新
的文件。在下列情况下，即使尚未保存 3,000 个文件，也无法继续保存新的文件：

• 文件中的页数超过 3,000。

• 机器中保存的总页数和发送的数据已达到 15,000（根据打印数据，该数量可能会
少一些）。

• 硬盘已满。

• 在出厂默认设置中，存储在文件服务器中的数据将在三天（72 小时）后删除。建议您
备份数据。

您可以将客户端计算机上创建的数据发送到文件服务器。

在文件服务器中保存文件

• 如果没有将机器用作文件服务器用途，则该服务器中可以保存的最大文件数可能会小于
规格中所述的数量。

1. 单击使用的应用程序的菜单按钮，然后单击[打印]。

2. 选择想使用的打印机。

3. 单击[首选项]。

4. 在“作业方式:”列表中，单击[文件服务器]。

5. 单击[详细资料...]。

6. 根据需要，输入用户识别号码、文件名、密码和用户名。

7. 在“文件夹号码”框中指定用于保存文件的文件夹编号。

如果在“文件夹号码：”框中指定“0”，则将在共享文件夹中保存文件。

8. 如果该文件夹具有密码保护，请在“文件夹密码：”框中输入密码。

9. 单击[确定]。

10. 如有必要，您还可以更改其他打印设置。

5.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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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击[确定]。

12. 从应用程序的[打印]对话框开始打印。

• 您可以使用控制面板打印文件服务器中保存的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
件服务器》中的“打印保存的文件”。

管理保存在文件服务器中的文件

您可以从连接到网络的客户端电脑上使用 Web Image Monitor 查看或删除存储在机器文
件服务器中的文件。

用文件服务器保存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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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速打印发布功能
本机上安装的快速应用程序允许您在同一屏幕上即可执行某些打印机功能。使用快速打印发
布功能，您可以查看机器上保存的文件的列表。 可以选择和打印列表中的任意文件。也可
以更改文件的打印设置和发送日期时间。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快速打印发布]图标。

3. 根据需要，选择用户。

4. 如有必要，输入文件的密码。

将显示由未指定密码的文件和与输入的密码相匹配的文件组成的列表。

5. 选择文件。

一次可以选择多个文件。

您可以对选定文件执行以下操作：

• 删除

删除选定文件。

• 预览

显示文件第一页的预览图像。

• 打印设置

配置文件的打印设置。

• 管理文件

指定文件的发送日期和时间以及密码。

选择多个文件时，无法更改文件信息。

6. 按[打印]。

5.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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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打印/扫描(存储器设备)功能

• 请将 SD 卡或者 USB 闪存设备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如果儿童误吞 SD 卡或者
USB 闪存设备，请立即送医。

通过打印/扫描(存储器设备)功能，您可以读取和打印保存在诸如 SD 卡或 USB 闪存设备等
存储器设备上的文件。同时，也可以在存储设备上保存扫描数据。

以下格式的文件可以使用打印/扫描(存储器设备)功能进行打印：JPEG、TIFF、PDF 和
XPS。扫描数据可保存为 JPEG、TIFF 或 PDF 格式。

打印存储设备中的文件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打印/扫描(存储器设备)]图标。

3. 按[从存储设备打印]。

4. 将存储设备插入介质插槽中。

有关如何插入存储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插入/取出存储设
备”。

5. 根据存储设备的类型，按[USB]或[SD 卡]。

6. 选择要打印的文件。

您可以对所选文件执行以下操作：

• 预览

显示文件第一页的预览图像。

• 选中

显示选定文件的列表。

7. 如有必要，按[打印设定值]以更改设置（例如份数或双面打印）。

8. 按[开始]。

在存储设备中保存扫描数据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使用打印/扫描(存储器设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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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主页]屏幕上的[打印/扫描(存储器设备)]图标。

3. 按[扫描至存储设备]。

4. 将存储设备插入介质插槽中。

有关如何插入存储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插入/取出存储设
备”。

5. 根据所使用的存储设备类型，按[USB]或[SD 卡]。

6. 指定保存扫描数据的位置。

7. 放置原稿。

8. 如有必要，按[扫描设置]以更改设置（例如文件类型和扫描分辨率）。

9. 要在将扫描图像保存到文件之前先进行查看，请按[预览]。

10. 按[开始]。

11. 显示确认屏幕时，原稿扫描完成后按[完成扫描]。

如果有多个原稿需要扫描，请放置下一张原稿，然后按[扫描下一原稿]。

12. 显示预览屏幕时，检查扫描的图像，然后按[保存]。

• 如果未在[扫描设置]中指定文件名，扫描图像会使用遵从以下命名规则的名称保
存：

• 对于单页格式：

传送日期和时间（YYYYMMDDHHMMSSMMM）+4 位连续页码
（_nnnn）+扩展名（.tif/.jpg/.pdf）

例如，如果您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5:30:15.5 以 jpeg 格式发送了 10 页
原稿，则文件名为从“20201231153015500_0001.jpg”到
“20201231153015500_0010.jpg”。

• 对于多页格式：

传送日期和时间（YYYYMMDDHHMMSSMMM）+扩展名
（.tif/.jpg/.pdf）

例如，如果您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5:30:15.5 以 PDF 格式发送了 10 页
原稿，则文件名为“20201231153015500.pdf”。

5.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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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扫描数据保存到存储器设备时，请使用对应于 ASCII 代码的字符作为文件名。如
果使用与 ASCII 代码不对应的字符，则机器可能无法读取或保存文件。

• 本机不能使用某些类型的 USB 闪存设备和 SD 卡。

使用打印/扫描(存储器设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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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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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扫描
本章介绍常用的扫描仪功能和操作。有关本章未包含的信息，请参见我们网站上的《扫
描》。

使用[扫描到文件夹]的基本步骤

• 执行该步骤前，请参见“扫描”中的“通过‘扫描到文件夹’发送的准备工作”，确认
目的地计算机的详细信息。另外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注册文件夹”，
并将目的地计算机的地址注册到通讯簿中。

使用扫描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9 “[扫描仪]屏幕”。

在运行 Windows 的计算机上创建共享文件夹/确认计算机信息

以下步骤说明如何在运行 Windows 的计算机上创建共享文件夹，以及如何确认计算机的信
息。在这些示例中，操作系统为 Windows 7，并且计算机是网络域中的成员。写下已确认
的信息。

步骤 1：确认用户名和计算机名称

确认您要向其发送扫描文件的用户名和计算机名称。

1. 在[开始]菜单上，指向[所有程序]，再单击[附件]，然后单击[命令提示符]。

2. 输入命令“ipconfig/all”，然后按[回车]键。

3. 确认计算机名称。

计算机的名称显示在[主机名]下。

您还可以确认 IPv4 地址。显示在[IPv4 地址]下的地址为计算机的 IPv4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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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命令“set user”，然后按[回车]键。

务必在“set”和“user”之间输入一个空格。

5. 确认用户名。

用户名显示在[USERNAME]下。

步骤 2：在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的计算机上创建共享文件夹

在 Windows 中创建共享目的地文件夹并启用共享。以下示例步骤中，使用的计算机在
Windows 7 下运行且加入一个域。

• 您必须以管理组成员身份登录才能创建共享文件夹。

• 如果在步骤 6 中选择了“Everyone”，则所有用户都可以访问创建的共享文件夹。由
于这样做存在安全风险，因此我们建议您只为特定用户提供访问权限。使用以下步骤移
除“Everyone”并指定用户访问权限。

1. 像创建普通文件夹那样，在您所选择的某个计算机位置创建一个文件夹。

2. 右击该文件夹，然后单击[属性]。

3. 在[共享]选项卡上，单击[高级共享...]。

4. 选中[共享此文件夹]复选框。

5. 单击[权限]。

6. 在[组或用户名称：]列表中，选择“Everyone”，然后单击[移除]。

7. 单击[添加...]。

8. 在[选择用户、计算机、服务账户或组]窗口中，单击[高级...]。

9. 指定一个或多个对象类型，再选择位置，然后单击[立即查找]。

10. 从结果列表中，选择要向其授予访问权限的组和用户，然后单击[确定]。

11. 在[选择用户、计算机、服务账户或组]窗口中，单击[确定]。

12. 在[组或用户名:]列表中，选择组或用户，然后在权限列表的[允许]列中，选择[完全控
制]或[更改]复选框。

为各个组和用户配置访问权限。

13. 单击[确定]。

步骤 3：为已创建的共享文件夹指定访问权限

在为已创建的文件夹指定访问权限时，如果您想允许其他用户或组访问此文件夹，请按以下
步骤配置：

1. 右击在步骤 2 中创建的文件夹，然后单击[属性]。

6.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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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安全]选项卡上单击[编辑...]。

3. 单击[添加...]。

4. 在[选择用户、计算机、服务账户或组]窗口中，单击[高级...]。

5. 指定一个或多个对象类型，再选择位置，然后单击[立即查找]。

6. 从结果列表中，选择要向其授予访问权限的组和用户，然后单击[确定]。

7. 在[选择用户、计算机、服务账户或组]窗口中，单击[确定]。

8. 在[组或用户名：]列表中，选择组或用户，然后在权限列表的[允许]列中，选择[完全控
制]或[修改]复选框。

9. 单击[确定]。

注册 SMB 文件夹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通讯簿管理]图标。

3. 检查是否已选择[编入／更改]。

4. 按[新编入]。

5. 按“名称”下的[更改]。

此时会出现名称输入屏幕。

6. 输入名称，然后按下[确定]。

7. 按[ 向后]。

8. 在“选择标题”下按要使用的分类所对应的键。

可以选择的键如下：

• [常用]：已添加到第一个显示的页面中。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1]至[10]：已添加到选定标题的项目列表中。

可以为每个标题选择[常用]和另一个键。

使用[扫描到文件夹]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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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验证信息]，然后按[ 向后]。

10. 按“文件夹验证”右侧的[指定其它验证信息]。

选择了[请勿指定]时，将应用在文件转送设置的“默认用户名／密码（发送）”中指定
的 SMB 用户名和 SMB 密码。

11. 按“登录用户名”下的[更改]。

12. 输入目的地计算机的登录用户名，然后按[确定]。

13. 按“登录密码”下的[更改]。

14. 输入目的地计算机的密码，然后按[确定]。

15. 再次输入密码进行确认，然后按[确定]。

16. 按[文件夹]。

17. 检查确保选中[SMB]。

18. 按[更改]或[浏览网络]，然后指定文件夹。

若要指定文件夹，可以手动输入路径，也可以通过浏览网络找到该文件夹。

有关如何手动指定路径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117 “手动找到 SMB 文件夹”。

有关如何使用“浏览网络”指定路径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117 “使用“浏览网络”
找到 SMB 文件夹”。

19. 按[测试连接]检查路径设置是否正确。

20. 按[退出]。

如果测试连接失败，请检查设置，然后重试。

6.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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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按[确定]。

22. 按屏幕右上方的[用户工具]（ ）。

23.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手动找到 SMB 文件夹

1. 按“路径”下的[更改]。

2. 输入该文件夹所在的路径。

例如：如果目的地计算机的名称为“User”，文件夹名称为“Share”，路径则为\
\User\Share。

如果网络不允许自动获取 IP 地址，则在路径中包含目的地计算机的 IP 地址。例如：如
果目的地计算机的 IP 地址为“192.168.0.191”，文件夹名称为“Share”，路径则
为\\192.168.0.191\Share。

3. 按[确定]。

如果所输入路径的格式不正确，将显示一条信息。按[退出]，然后重新输入路径。

使用“浏览网络”找到 SMB 文件夹

1. 按[浏览网络]。

将出现与本机共享同一网络的客户端计算机。

网络显示屏幕只会列出您有权访问的客户端计算机。

2. 选择包含目的地计算机的组。

3. 选择目的地计算机的计算机名称。

共享文件夹将显示在其下方。

使用[扫描到文件夹]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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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上一层]在各层之间切换。

4. 选择要注册的文件夹。

5. 按[确定]。

删除 SMB 注册文件夹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通讯簿管理]图标。

3. 检查是否已选择[编入／更改]。

4. 选择要删除其文件夹的名称。

按名称键，或者使用数字键输入注册号码。

可以按照注册名称、用户代码、传真号码、文件夹名称、电子邮件地址或 IP-传真目的
地进行搜索。

5. 按[文件夹]。

6. 按下当前未选择的协议。

将出现确认信息。

7. 按[是]。

8. 按[确定]。

9. 按屏幕右上方的[用户工具]（ ）。

10.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6.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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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输入目的地路径

使用扫描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9 “[扫描仪]屏幕”。

使用[扫描到文件夹]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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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扫描文件的基本步骤
使用扫描仪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9 “[扫描仪]屏幕”。

注册电子邮件目的地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通讯簿管理]图标。

3. 检查是否已选择[编入／更改]。

4. 按[新编入]。

5. 按“名称”下的[更改]。

此时会出现名称输入屏幕。

6. 输入名称，然后按下[确定]。

7. 按[ 向后]。

8. 在“选择标题”下按要使用的分类所对应的键。

可以选择的键如下：

• [常用]：已添加到第一个显示的页面中。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1]至[10]：已添加到选定标题的项目列表中。

6.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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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每个标题选择[常用]和另一个键。

9. 按[电子邮件]。

10. 按“电子邮件地址”下方的[更改]。

11.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然后按[确定]。

12. 选择[电子邮件／因特网传真目标]或[仅因特网传真目的地]。

如果指定了[电子邮件／因特网传真目标]，则注册的电子邮件地址将显示在传真功能屏
幕中的因特网传真地址显示屏幕和电子邮件地址显示屏幕中，以及扫描仪功能屏幕中的
地址显示屏幕中。

如果指定了[仅因特网传真目的地]，则注册的电子邮件地址只显示在传真功能屏幕中的
因特网传真显示屏幕中。

13. 如果想要使用因特网传真，请指定是否使用“通过 SMTP 服务器发送”。

14. 按[确定]。

15. 按屏幕右上方的[用户工具]（ ）。

16.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删除电子邮件目的地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通讯簿管理]图标。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扫描文件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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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是否已选择[编入／更改]。

4. 选择要删除其电子邮件地址的名称。

按名称键，或者使用数字键输入注册号码。可以按照注册名称、用户代码、传真号码、
文件夹名称、电子邮件地址或 IP-传真目的地进行搜索。

5. 按[电子邮件]。

6. 按“电子邮件地址”下方的[更改]。

7. 按[全部删除]，然后按[确定]。

8. 按[确定]。

9. 按屏幕右上方的[用户工具]（ ）。

10.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手动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使用扫描仪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9 “[扫描仪]屏幕”。

6.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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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扫描文件的基本步骤

• 可为每个保存文件指定一个密码。建议您为保存文件指定密码以防止未经授权打开所保
存的文件。

• 如果发生某种故障，保存在机器中的扫描文件可能会丢失。建议不要将重要文件保存在
机器硬盘中。供应商对于因文件丢失带来的任何损失不负责任。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扫描(传统)]图标。

3. 请确认没有保留之前的设置。

如果还保留之前的设置，请按[重设]。

4. 放置原稿。

5. 按[保存文件]。

6. 按[保存到硬盘]。

7. 必要时，指定保存文件的信息，如[用户名]、[文件名]、[密码]和[选择文件夹]。

• 用户名

按[用户名]，然后选择一个用户名。若要指定未注册的用户名，请按[手动输入]，
然后输入名称。在指定用户名后，按[确定]。

• 文件名

按[文件名]，输入文件名，然后按[确定]。

• 密码

按[密码]，输入密码，然后按[确定]。再次输入密码进行确认，然后按[确定]。

• 选择文件夹

按下[选择文件夹]，再指定要存储保存文件的文件夹，然后按[确定]。

8. 按[确定]。

保存扫描文件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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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必要时，按[扫描设置]指定扫描仪设置，如分辨率和扫描尺寸。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扫描设置”。

10. 按[开始]。

查看从列表中选择的保存文件

本节将说明如何预览从“保存的文件”列表选择的某个文件。

1. 按[选择保存的文件]。

2. 指定存储要检查的文件的文件夹。

3. 在“保存的文件”列表中选择想检查的文件。

可选择多个文件。

有关通过用户名或文件名搜索保存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通过用户名
搜索”和“通过文件名搜索”。

4. 按[预览]。

6.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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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文件类型
本节将说明为某个想要发送的文件指定文件类型的操作步骤。

通过电子邮件或“扫描到文件夹”发送文件、通过电子邮件或“扫描到文件夹”发送保存的
文件以及在存储设备上保存文件时，可指定文件类型。

可选择如下文件类型之一：

• 单页：[TIFF / JPEG]、[PDF]

当扫描多页原稿时如果选择了单页文件类型，则将为每一页创建一个文件，最终发送的
文件数与扫描的页数相同。

• 多页：[TIFF]、[PDF]

当扫描多页原稿时如果选择了多页文件类型，则扫描的各页将被组合在一起并作为一个
文件发送。

根据扫描设置和其他条件不同，可选择的文件类型也不同。有关文件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扫描”中的“文件类型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使用扫描仪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9 “[扫描仪]屏幕”。

指定文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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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扫描设置
使用扫描仪应用程序时

有关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屏幕，请参见 p.59 “[扫描仪]屏幕”。

6.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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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件服务器
本章描述常用的文件服务器功能和操作有关本章未包含的信息，请参见我们网站上的《复
印/文件服务器》。

存储数据
本节描述将文件存储到文件服务器中的步骤。

• 以正确的密码访问过的文件即使在操作结束后依然保持被选中，并且可以被其他用户访
问。因此，在操作之后，务必按[重设]取消文件选中。

• 文件服务器中所存储文件的注册用户名用于识别文件创建者和类型。并非用于保护机密
文件不被他人看到。

• 当打开传真传输或通过扫描仪扫描时，确保所有其他操作已结束。

• 使用[三边满幅]无法存储带有文件服务功能的文件。如果想利用[三边满幅]存储文件，
请使用复印功能。

文件名

扫描文件会被自动命名为“COPY0001”、“COPY0002”等。您可以更改该文件
名。

用户名

您可以注册一个用户名用以识别存储文件的用户或用户组。若要指定用户名，请选择通
讯簿中注册的用户名，或直接输入名称。视安全设置而定，可能会出现[访问权限]，而
不是[用户名]。

有关通讯簿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注册地址和用户”。

密码

为防止未经授权的打印，可以对存储的任何文件设置密码。只有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
访问受保护的文件。如果为文件指定了密码，在文件名的左侧会出现锁定图标。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文件服务器]图标。

3. 按[到扫描画面]。

4. 按[保存的目标文件夹]。

5. 指定存储文件的文件夹，然后按[确定]。

6. 按[用户名]。

7. 选择用户名，然后按[确定]。

显示的用户名是已在通讯簿中注册的名称。若要指定画面中未显示的名称，请按[手动
输入]，然后输入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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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文件名]。

9. 输入文件名，然后按[确定]。

10. 按[密码]。

11. 用数字键输入密码，然后按[确定]。

您可以使用四至八位的密码。

12. 再次输入密码进行复核，然后按[确定]。

13. 放置原稿。

14. 指定原稿扫描条件。

15. 按[开始]。

开始扫描原稿。文件保存在文件服务器中。

在扫描之后，会显示文件夹列表。如果未出现列表，请按[完成扫描]。

7. 文件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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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保存的文件
在文件服务器上打印保存的文件。

可在打印屏幕上指定的项目如下：

• 纸盘

• 打印份数

• [印后处理]（[输出]、[文件制成机]、[折叠单元]）

• [封页/隔页]（[封面]、[封底]、[指定页／章节]、[隔页]）

• [编辑／印记]（[页边距调整]、[印记]、[编辑图像]）

• [双面／书本]（[单面打印]、[双面顶端到顶端]、[双面顶端到底端]、[指定双面页面]、
[小册]、[杂志]）

有关各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各小节。

1. 选择文件夹。

2. 选择一个要打印的文件。

3. 当同时打印两个或多个文件时，请重复步骤 2。

最多可打印 30 个文件。

4. 指定打印条件时，按[至打印屏幕]，然后配置打印设置。

5. 用数字键输入打印份数。

可输入的最大打印份数为 9999。

6. 按[开始]。

打印保存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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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件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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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eb Image Monitor
本章介绍常用的 Web Image Monitor 功能和操作。有关本章未包含的信息，请参见我们
网站上的《连接机器/系统设置》或 Web Image Monitor 帮助。

显示首页
本节将说明首页以及如何显示 Web Image Monitor。

• 输入 IPv4 地址时，字段不能以零开头。例如：如果地址为“192.168.001.010”，请
输入“192.168.1.10”。

1. 启动 web 浏览器。

2. 在 Web 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http://(机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将显示 Web Image Monitor 的首页。

如果已经在 DNS 或 WINS 服务器上注册本机器的主机名，则可输入该主机名。

当在已发布服务器验证的环境中设置 SSL（用于加密通信的协议）时，请输入
“https://（机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Web Image Monitor 页面分为以下区域：

5

4

3

2

1

DRC716

1. 菜单区域

选择某一菜单项，屏幕就会显示其内容。

2. 标题区域

显示帮助链接和关键字搜索功能的图标。该区域还会显示[登录]和[注销]，以便您在管理员
模式和访客模式之间切换。

3. 刷新/帮助

（刷新）：单击工作区域右上角的 更新机器信息。单击网页浏览器的[刷新]按钮可刷新
整个浏览器屏幕。

(帮助)：使用帮助查看或下载帮助文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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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信息区域

显示机器的基本信息。

5. 工作区域

显示在菜单区域选择的项目内容。

8. Web Image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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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添加纸张和碳粉
本章描述如何将纸张装入纸盘并介绍推荐的纸张尺寸和类型。

装入纸张

装入纸张的注意事项

• 装纸时，请注意不要让手指夹住或受伤。

• 堆叠纸张的高度不要超过限制标记。

• 为了防止一次送入多张纸，装纸之前先将其扇开。

• 如果在纸盘中仅剩余几张纸时装入纸张，可能会出现多张送纸的情形。将剩余的纸张取
出并与新纸叠在一起，再扇开整个纸叠，然后装入纸盘。

• 在装纸前抚平卷曲或翘起的纸张。

• 有关可以使用的纸张尺寸和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162 “推荐的纸张尺寸和类
型”。

• 有时您可能会听到纸张在机器中移动时产生的噪音。这噪音不表示发生了故障。

扇开纸张

• 如果装入铜版纸、标签纸或厚度为 150.1–300.0 g/m2（55.1 磅封面纸–165.0 磅
索引纸）的纸时，请务必将纸张完全扇开。若未充分地扇开纸张，则可能会发生卡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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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速翻动纸张，以松动纸叠。

CVA068

2. 抓住纸叠短边并前后弯曲，以让纸张之间产生空隙。重复此操作数次。

CVA069

CVA070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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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保纸张之间存在空隙。

CVA071

在纸盘 1 中装入纸张

纸盘 1 只能容纳 A4 纸张。如果您要在纸盘 1 中的 81/2 × 11 上进行打印，请与服务代
表联系。

• 当纸盘 1 右侧装入的纸张用完时，左侧的纸张会自动移动到右侧。纸盘 1 在移动纸张
时，请勿拉出该纸盘；应等到该纸盘不再发出声音为止。

1. 小心地拉出纸盘，直到停住为止。

DRC155

2. 将纸张展开，四角拉直，并将其打印面朝下装入。

将纸张装入纸盘右侧时，注意使纸张右边缘与纸盘右侧齐平。

将纸张装入纸盘左侧时，注意使纸张左边缘与纸盘左侧齐平。

• 整个纸盘被拉出

装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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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B001

• 纸盘的左半部分被拉出

EBB002

堆叠纸张的高度不要超过限制标记。

EBB003

3. 小心地将纸盘完全推入。

• 即使纸盘 1 正在使用，也可以装纸。纸盘 1 正在使用时，可以拉出纸盘的左半边。

在 A3/11 × 17 纸盘单元中装入纸张

A3/11 × 17 纸盘单元只能容纳 A3 纸张。如果您要在以下纸张上进行打印，请与服务代
表联系：A4 、B4 JIS 、11 × 17 、81/2 × 14 或 81/2 × 11 。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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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纸张边缘右侧是否对齐。

1. 检查并确保纸盘中的纸张未被使用，然后小心地拉出纸盘，直到停住为止。

CVA004

2. 将纸张展开，四角拉直，并将其打印面朝下装入。

堆叠纸张的高度不要超过限制标记。

CVA005

3. 小心地将纸盘完全推入。

将纸张装入纸盘 2 和 3

每个纸盘都以相同方式装入。

在下面的示例步骤中，纸张装在纸盘 2 中。

• 检查纸张边缘右侧是否对齐。

• 如果将纸盘推回原位时用力过大，纸盘侧挡板可能会滑出。

• 装入较少的纸张时，请勿过紧向内挤压侧挡板。如果侧挡板挤压纸张过紧，则边缘可能
有折痕、纸张可能会卡住，如果纸张重量介于 52.3-65.9g/m2（14.0-17.9 磅胶膜
纸）之间，则可能会起皱。

装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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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并确保纸盘中的纸张未被使用，然后小心地拉出纸盘，直到停住为止。

DRC160

2. 将纸张展开，四角拉直，并将其打印面朝下装入。

堆叠纸张的高度不要超过限制标记。

DRC161

3. 小心地将纸盘完全推入。

• 通过调整侧挡板和末端挡板的位置可将各种尺寸的纸张装入纸盘 2 和 3。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加纸张》中的“更改纸盘 2 和 3 中的纸张尺寸”。

• 可以在纸盘 2 和 3 中装入信封。装入信封时，请将其按照正确的方向放置。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见 p.172 “信封”。

将索引纸叠装入纸盘 2 和 3 中

• 装入索引纸叠时，务必使用可选索引纸夹。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138



DRC162

• 装入索引纸叠时，请让标签侧面向索引纸夹。

• 装入索引纸叠时，请调整末端挡板位置，使索引纸夹适合索引纸叠。

DRC163

在手送台中装入纸张

通过手送台使用不干胶标签、半透明纸和那些无法在纸盘中装入的纸张。

• 您一次可装入的最大纸张数取决于纸张类型。堆叠纸张的高度不要超过限制标记。有关
可装入的最大纸张数量，请参见 p.162 “推荐的纸张尺寸和类型”。

1. 打开手送台。

DRC164

装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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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纸张打印面朝上插入，直到进入机器为止。

3. 将纸张导板与纸张尺寸对齐。

如果导板未与纸张齐平，图像可能会倾斜或发生卡纸现象。

DRC165

• 使用手送台时，建议以 方向装入纸张。

• 可能无法正确检测放置在手送台上的某些纸张的类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纸张取
出，然后再放到手送台上。

• 在手送台上装入 A4 、81/2 × 11 或更大尺寸的纸张时，请拉出延伸板。

• 当装入厚纸、薄纸或半透明纸时，请指定纸张尺寸和纸张类型。

• 印有信头的信纸必须以特定方向装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p.158 “装入方向固定
的纸张或双面纸”。

• 可以在手送台上装入信封。信封必须以特定方向装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p.172
“信封”。

• 指定无法自动检测的纸张尺寸。有关可自动检测到的尺寸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162
“推荐的纸张尺寸和类型”。有关如何指定尺寸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148 “使用打
印机功能从手送台打印”或《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从手送台复印”。

• 当从手送台复印时，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从手送台复印”。从计算机中
打印时，请参见 p.148 “使用打印机功能从手送台打印”。

• 要装入横向长度大于 487.7 mm（19.20 英寸）的纸张，需要横幅纸导板纸盘。有关
如何将纸张装入横幅纸导板纸盘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141 “将纸张装入横幅纸导板
纸盘”。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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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纸张装入横幅纸导板纸盘

当 LCT 和宽 LCT 都未安装时，

1. 打开手送台。

DRB191

2. 拉出横幅纸导板纸盘。

DRB192

3. 拉出横幅纸导板纸盘后，将其抬起直至锁定到位。

抬起横幅纸导板纸盘，直至其与地面之间的角度约为 90 度。

DRB193

1

1. 延伸板

装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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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延伸板。

DRB194

5. 将纸张打印面朝上插入，直到进入机器为止。

6. 将纸张导板与纸张尺寸对齐。

DRB195

当 LCT 或宽 LCT 安装完成后，

将已安装的 LCT 作为示例，用于解释此过程。

1. 打开手送台。

DRC154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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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拉出横幅纸导板纸盘。

DRC169

3. 打开延伸板。

DRC174

4. 将纸张打印面朝上插入，直到进入机器为止。

当所用纸张的横向长度大于 900mm（35.44 英寸）时，卷起尾部。

将纸张放入手送台或横幅纸导板纸盘，并将其滚动成一个纸圈。

DRC196

装入纸张

143



DRC197

5. 将纸张导板与纸张尺寸对齐。

DRC181

• 按步骤 4 中装入纸张时，请勿将纸圈卡入侧挡板顶部。

DRC198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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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C199

合上横幅纸导板纸盘

当 LCT 和宽 LCT 都未安装时，

1. 轻轻上拉延伸板，然后将其折叠到机器中。

DRB196

2. 将横幅纸导板纸盘向机器方向抬起，直至其锁定到位，然后将其反向倾斜。

DRB197

1

2

装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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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横幅纸导板纸盘推到其原始位置。

DRB198

4. 关闭手送台。

DRB199

当 LCT 或宽 LCT 安装完成后，

将已安装的 LCT 作为示例，用于解释此过程。

1. 轻轻上拉延伸板，然后将其折叠到机器中。

DRC191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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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横幅纸导板纸盘推到其原始位置。

DRC193

3. 关闭手送台。

DRC194

将标签纸装入手送台

装入标签纸时，将标签纸正面朝右装入。

DRC166

装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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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打印机功能从手送台打印

• 如果在打印机特性菜单的[系统]中，选择[纸盘设置优先顺序]下[手送台]中的[机器设
置]，则通过控制面板所做的设置优先于打印机驱动程序的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见《打印》中的“系统”。

• [手送台]的默认设置是[机器设置：任意类型]。

• 这些设置如未更改则保持有效。

• 有关设置打印机驱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中的“打印文档”。

• [打印机手送纸张尺寸]的默认设置是[自动检测]。

使用控制面板指定常规尺寸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用户工具]图标（ ）。

3. 按[纸盘纸张设置]。

4. 按[打印机手送纸张尺寸]。

5. 选择纸张尺寸。

6. 按[确定]。

7. 按屏幕右上方的[用户工具]（ ）。

8.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使用控制面板指定自定义尺寸纸张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用户工具]图标（ ）。

3. 按[纸盘纸张设置]。

4. 按[打印机手送纸张尺寸]。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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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自定义尺寸]。

如果已经指定了自定义尺寸，请按[更改尺寸]。

6. 按[纵向]。

7. 使用数字键输入纵向尺寸，然后按[ ]。

8. 按[横向]。

9. 使用数字键输入横向尺寸，然后按[ ]。

10. 按两次[确定]。

11. 按屏幕右上方的[用户工具]（ ）。

12.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使用控制面板指定纸张类型为厚纸或薄纸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2. 按[主页]屏幕上的[用户工具]图标（ ）。

3. 按[纸盘纸张设置]。

4. 按[打印机手送纸张尺寸]，然后指定纸张尺寸。

5. 按[确定]。

6. 按[ 向后]。

7. 按[纸张类型：手送台]。

8. 根据要指定的纸张类型选择适当的项目。

装入薄纸或厚纸时，请在[纸张类型]区域按[普通纸：隐藏]，然后在[纸张厚度]区域选择
合适的纸张厚度。

装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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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确定]。

10. 按屏幕右上方的[用户工具]（ ）。

1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 有关纸张厚度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纸盘纸张设置”。

将纸张装入大容量纸盘

大容量纸盘只能容纳 A4 。如果要打印到 LCT 中的 81/2 × 11 或 B5 JIS 上，请与服务
代表联系。

装入 A4 、B4 JIS 、81/2 × 14 或 81/2 × 11 纸时必须使用扩展单元。

• 检查纸张边缘是否与左侧对齐。

1. 检查纸盘中的纸张是否未使用过，然后打开 LCT 的上盖。

CVA061

2. 将纸张装入纸盘中，打印面朝上。

堆叠纸张的高度不要超过限制标记。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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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A062

3. 按[向下]键。

当底板向下移动时，该键会闪烁。

CVA063

4. 重复步骤 2 和 3，装入纸张。

5. 关闭 LCT 的顶盖。

将纸张装入宽幅大容量纸盘

通过调整侧挡板和末端挡板的位置，可以将各种尺寸的纸张装入宽型 LCT。您可以按如下
所示更改纸张尺寸。

• 检查纸张边缘是否与左侧对齐。

装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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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并确保纸盘中的纸张未被使用，然后小心地拉出纸盘，直到停住为止。

DRC170

2. 将已装入的纸张取出。

3. 松开用于固定侧挡板的螺丝。

DRC182

4. 用手指抓住侧挡板底部的凹槽，然后向外滑动侧挡板。

DRC183

1

1. 凹槽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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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按住末端挡板释放按钮的同时，向外滑动末端挡板。

DRC184

6. 将纸张装入纸盘中，打印面朝上。

参考侧挡板底部的符号，装入高度约为 5–10 mm（0.2–0.4 英寸）的纸叠。

确保纸张放置于两侧的托板顶部。

紧靠左挡板放置纸张，并对齐纸张边缘。

11

DRC185

1. 托板

7. 用手指抓住侧挡板底部的凹槽，将侧挡板调整为纸张尺寸。

紧靠内侧挡板底部的突出物放置纸张。确保纸张与侧挡板之间无空隙。

DRC186

装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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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两个侧挡板顶端的刻度值位置基本相同。装入常规尺寸纸张时，请将侧挡板上的螺
丝孔与纸张尺寸标记对齐。

DRC190

8. 拖住内部侧挡板，然后将螺丝拧入内部侧挡板。

用同样的方式固定前部侧挡板。

DRC187

9. 如有必要，装入更多纸张。

堆叠纸张的高度不要超过限制标记。

DRC188

10. 按住末端挡板的释放按钮时，轻轻地将末端挡板与装入的纸张对齐。

确保纸张与末端挡板之间无空隙。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154



DRC189

11. 小心地将纸盘完全推入。

如果将纸盘推回原位时用力过大，纸张位置可能会改变，进而造成打印精度下降。

• 如果在[纸盘纸张设置]中选择厚纸 2 到 4、[铜版纸：高光]、[铜版纸：光滑]、[铜版
纸：无光泽]或[标签纸]，则会自动吹出空气以扇开宽幅 LCT 中装入的纸张。装入纸张
前扇开纸张。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p.133 “扇开纸张”。

• 可以在宽型 LCT 中装入信封。装入信封时，请按正确方向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见 p.172 “信封”。

将纸张装入插纸机

• 不要在传感器顶部放置任何东西，也不要将文稿放在上面。否则可能导致纸张尺寸扫描
不正确或卡纸。

• 使用 Z 形折叠功能时，插纸机中的纸张必须与打印件折叠后的尺寸相同。如果插纸机中
的纸张比 Z 形折叠过的纸张大，就可能发生卡纸。

• 请勿使用本机已打印过的纸张。

1. 整齐地装入纸张。

堆叠纸张的高度不要超过限制标记。

装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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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C172

2. 根据纸张尺寸调整侧挡板。

DRC173

• 将打印面（正面）朝上装入纸张。

• 按照与纸盘中纸张的相同方向将纸张装入插纸机。

• 当您面朝机器时，订书钉或打孔的位置将在纸张的左侧。

• 要在插纸机中装入纸张，请如下所示在 ADF 中调整原稿的方向。

插纸机 ADF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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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纸张装入双插纸机

• 不要在传感器顶部放置任何东西，也不要将文稿放在上面。否则可能导致纸张尺寸扫描
不正确或卡纸。

1. 按住释放杆的同时，根据所装入的纸张尺寸来调整侧挡板。

CVA032

2. 整齐地装入纸张。

堆叠纸张的高度不要超过限制标记。

必要时，轻轻将侧挡板与装入的纸张对齐。

CVA033

11

1. 延纸板

• 将打印面（正面）朝上装入纸张。

• 按照与纸盘中纸张的相同方向将纸张装入双插纸机。

• 当您面朝机器时，订书钉或打孔的位置将在纸张的左侧。

• 装入尺寸大于 A4（81/2 × 11） 的纸张时，请拉出延伸板。

• 要在双插纸机中装入纸张，按如下所示在 ADF 中调整原稿的方向。

装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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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插纸机 ADF

装入方向固定的纸张或双面纸

方向固定（顶端到底端）的纸张或双面纸（如印有信头的信纸、打孔纸或复印纸）可能无法
正确打印，这取决于原稿和纸张的放置方式。

用户工具的设置

• 复印模式

在复印机／文件服务器特性菜单下的[输入／输出]中，将[信头设置]指定为[是]，然
后按如下所示放置原稿和纸张。

• 打印机模式

在打印机特性菜单下的[系统]中，将[信头设置]指定为[自动检测]或[开（保持）]，
然后按如下所示放置纸张。

有关信头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输入／输出”或《打
印》中的“系统”。

原稿方向和纸张方向

图标的含义如下所示：

图标 含义

扫描面或打印面朝上放置或装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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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含义

扫描面或打印面朝下放置或装入纸张。

• 原稿方向

原稿方向 曝光玻璃 ADF

可读取的方向

逆时针 90 度 • 复印

• 扫描

180 度

顺时针 90 度 • 复印

• 扫描

• 纸张方向

• 复印模式

装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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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面 纸盘 1 纸盘 2-3 LCT
手送台或宽型

LCT

单面

双面

• 打印机模式

打印面 纸盘 1 纸盘 2-3 LCT
手送台或宽型

LCT

单面

双面

• 复印模式：

• 有关如何进行双面复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双面复
印”。

• 打印模式：

• 在[信头设置]被指定为[自动检测]的情况下，要在信头纸上打印，则必须将[印有信
头的信纸]指定为打印机驱动程序的设置中的纸张类型。

• 若中途更改打印作业（从单面改为双面打印），第一份之后的单面输出件可能面朝
不同方向打印。要确保所有纸张均面向同一方向输出，请为单面和双面打印指定不
同的输入纸盘。另请注意，对于为单面打印指定的纸盘，必须禁用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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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如何进行双面打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中的“在纸张的两面上进行打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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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纸张

推荐的纸张尺寸和类型

本节介绍了推荐的纸张尺寸和类型。

• 如果您使用了因太干或太湿而起皱的纸张，可能会造成订书钉堵塞或卡纸。

• 请勿使用喷墨打印机用纸张，因为此类纸张可能会粘在定影单元上而造成卡纸。

纸盘 1

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52.3-256.0 g/m2（14.0
磅胶膜纸-141.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3

A4 1,250 张× 2

52.3-256.0 g/m2（14.0
磅胶膜纸-141.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3

*1

81/2 × 11

1,250 张× 2

*1 要装入上述任何指定尺寸的纸张，请联系服务代表。

纸盘 1（A3/11 × 17 纸盘单元）

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52.3-256.0 g/m2（14.0
磅胶膜纸-141.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3

A3 1,000 张

52.3-256.0 g/m2（14.0
磅胶膜纸-141.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3

*1

A4 、B4 JIS 、11 × 17
、81/2 × 14 、81/2 ×

11

1,00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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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52.3-256.0 g/m2（14.0
磅胶膜纸-141.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3

自定义尺寸*2：

纵向：210.0-305.0 mm

横向：210.0-439.0 mm

1,000 张

*1 要装入上述任何指定尺寸的纸张，请联系服务代表。

*2 有关如何装入自定义尺寸纸张的详细信息，请联系服务代表。

纸盘 2 和 3

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52.3-256.0 g/m2（14.0
磅胶膜纸-141.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3

可自动检测的纸张尺寸：

A3 、A4 、A5 、B4
JIS 、B5 JIS 、81/2 ×
11 、13 × 19 、SRA3

550 张

52.3-256.0 g/m2（14.0
磅胶膜纸-141.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3

使用纸盘纸张设置菜单选择纸
张尺寸：

A5 、A6 、B6 JIS 、11
× 17 、81/2 × 14 、
81/2 × 13 、81/2 × 11

、81/4 × 14 、81/4 ×
13 、8 × 13 、71/4 ×
101/2 、51/2 × 81/2

、

8K 、16K 、12 × 18
、11 × 15 、11 × 14
、10 × 15 、10 × 14
、13 × 191/5 、123/5

× 191/5 、123/5 ×
181/2 、13 × 18 、
SRA4 、81/2 × 132/5

550 张

52.3-256.0 g/m2（14.0
磅胶膜纸-141.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3

自定义尺寸：

纵向：100.0-330.2 mm

横向：139.7-487.7 mm

550 张

推荐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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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索引纸叠*1

163.0 g/m2（90.0 磅索
引纸）、199.0 g/m2

（110.0 磅索引纸）

A4 、81/2 × 14 、81/2
× 11

200 张

信封 使用纸盘纸张设置菜单选择纸
张尺寸：

41/8 × 91/2 、C5 Env
、C6 Env 、DL Env

C6 Env ：25 张

*1 需要的标签纸夹。

手送台

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52.3-300.0 g/m2（14.0
磅胶膜纸-165.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4

可自动检测的纸张尺寸：

A3 、A4 、A5 、A6
、B4 JIS 、B5 JIS 、

B6 JIS 、13 × 19 、
SRA3

• 100 页

• 厚纸 1：40 张

• 厚纸 2–厚纸 3：
20 张

• 厚纸 4：16 张

52.3-300.0 g/m2（14.0
磅胶膜纸-165.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4

*1

11 × 17 、81/2 × 14
、81/2 × 13 、81/2 ×

11 、81/4 × 14 、81/4
× 13 、8 × 13 、71/4
× 101/2 、51/2 × 81/2

、

12 × 18 、11 × 15 、
11 × 14 、10 × 15 、
10 × 14 、13 × 191/5

、123/5 × 191/5 、
123/5 × 181/2 、13 ×
18 、SRA4 、81/2 ×
132/5

• 100 页

• 厚纸 1：40 张

• 厚纸 2–厚纸 3：
20 张

• 厚纸 4：16 张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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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52.3-300.0 g/m2（14.0
磅胶膜纸-165.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4

自定义尺寸*2：

纵向：90.0-330.2 mm

横向：139.7-487.7 mm *3

• 100 张*4

• 厚纸 1：40 张

• 厚纸 2–厚纸 3：
20 张

• 厚纸 4：16 张

半透明纸 A3 、A4 、B4 JIS 、
B5 JIS

50 张

标签纸（不干胶标签） A4 、B4 JIS 1 张

索引纸叠

163.0 g/m2（90.0 磅索
引纸）、199.0 g/m2

（110.0 磅索引纸）

A4 、81/2 × 14 、81/2
× 11

20 张

信封 *1、*5

41/8 × 91/2 、37/8 ×
71/2 、C5 Env 、C6
Env 、DL Env

10 张

*1 选择纸张尺寸。有关复印机模式，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从手送台复印”。有
关打印模式，请参见 p.148 “使用控制面板指定常规尺寸”。

*2 输入纸张尺寸。有关复印机模式，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从手送台复印”。有
关打印模式，请参见 p.148 “使用控制面板指定自定义尺寸纸张”。

*3 当安装了横幅纸导板纸盘时，可用的纸张长度为 139.7–1,260.0 mm（5.50–49.60 英
寸）。

*4 可以将 1 张横向宽度为 487.8-1260mm（19.21-49.60 英寸）的纸张装入横幅纸导板纸
盘中。

*5 可用的纸张尺寸根据安装的选购件而不同。有关每个选购件中可以使用的纸张尺寸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各选购件的规格。

LCT

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52.3-216.0 g/m2（14.0
磅胶膜纸-79.9 磅封面纸）

薄纸–厚纸 2

A4 4,400 张

推荐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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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52.3-216.0 g/m2（14.0
磅胶膜纸-79.9 磅封面纸）

薄纸–厚纸 2

*1

B5 JIS 、81/2 × 11

4,400 张

*1 要装入上述任何指定尺寸的纸张，请联系服务代表。

扩展单元

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52.3-216.0 g/m2（14.0
磅胶膜纸-79.9 磅封面纸）

薄纸–厚纸 2

A4 2,500 张

52.3-216.0 g/m2（14.0
磅胶膜纸-79.9 磅封面纸）

薄纸–厚纸 2

*1

A4 、B4 JIS 、B5 JIS 、
81/2 × 14 、81/2 × 11

2,500 张

*1 要装入上述任何指定尺寸的纸张，请联系服务代表。

宽型 LCT

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52.3-300.0 g/m2（14.0
磅胶膜纸-165.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4

可自动检测的纸张尺寸：

A3 、A4 、A5 、B4
JIS 、B5 JIS 、11 × 17

、81/2 × 11 、8 × 13
、51/2 × 81/2 、SRA3

2,20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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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52.3-300.0 g/m2（14.0
磅胶膜纸-165.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4

使用纸盘纸张设置菜单选择纸
张尺寸：

A6 *1、B5 JIS 、B6 JIS
*1、81/2 × 14 、81/2 ×
13 、81/2 × 11 、81/4
× 14 、81/4 × 13 、
71/4 × 101/2 、51/2 ×
81/2 、

8K 、16K 、12 × 18
、11 × 15 、11 × 14
、10 × 15 、10 × 14
、13 × 191/5 、13 ×

19 、123/5 × 191/5 、
123/5 × 181/2 、13 ×
18 、SRA4 、81/2 ×
132/5

2,200 张

52.3-300.0 g/m2（14.0
磅胶膜纸-165.0 磅索引
纸）

薄纸–厚纸 4

自定义尺寸：

纵向：100.0-330.2 mm *1

横向：139.7-487.7 mm

2,200 张

半透明纸 A3 、A4 、B4 JIS 、
B5 JIS

1,000 张

高光滑度

铜版纸（无光泽纸）

铜版纸（光滑纸）

可自动检测的纸张尺寸：

A3 、A4 、A5 、B4
JIS 、B5 JIS 、11 × 17

、81/2 × 11 、8 × 13
、51/2 × 81/2 、SRA3

2,200 张*4

推荐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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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高光滑度

铜版纸（无光泽纸）

铜版纸（光滑纸）

使用纸盘纸张设置菜单选择纸
张尺寸：

A6 *1、B5 JIS 、B6 JIS
*1、81/2 × 14 、81/2 ×
13 、81/2 × 11 、81/4
× 14 、81/4 × 13 、
71/4 × 101/2 、51/2 ×
81/2 、

8K 、16K 、12 × 18
、11 × 15 、11 × 14
、10 × 15 、10 × 14
、13 × 191/5 、13 ×

19 、123/5 × 191/5 、
123/5 × 181/2 、13 ×
18 、SRA4 、81/2 ×
132/5

2,200 张*4

高光滑度

铜版纸（无光泽纸）

铜版纸（光滑纸）

自定义尺寸：

纵向：100.0-330.2 mm *1

横向：139.7-487.7 mm

2,200 张*4

标签纸（不干胶标签） A4 、B4 JIS 20 张

索引纸叠*2

163.0 g/m2（90.0 磅索
引纸）、199.0 g/m2

（110.0 磅索引纸）

A4 、81/2 × 14 、81/2
× 11

1,000 张

信封 *3

使用纸盘纸张设置菜单选择纸
张尺寸：

41/8 × 91/2
*1、C5 Env

、C6 Env *1、DL Env
*1

10 张

*1 需要明信片侧挡板才能装入尺寸在 100.0 和 139.2 mm（3.94 和 5.48 英寸）之间的纸
张。

*2 需要标签纸挡板。

*3 可用的纸张尺寸根据安装的选购件而不同。有关每个选购件中可以使用的纸张尺寸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各选购件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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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发生卡纸或在送入纸堆时机器发出奇怪的声音，请将纸张从手送台逐页送入。

插纸机

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64.0-216.0 g/m2（17.1
磅胶膜纸-79.9 磅封面纸）

薄纸–厚纸 2

可自动检测的纸张尺寸：

A3 、A4 、A5 、B4
JIS 、B5 JIS 、81/2 ×
13 、8K 、16K

200 张

64.0-216.0 g/m2（17.1
磅胶膜纸-79.9 磅封面纸）

薄纸–厚纸 2

*1

11 × 17 、81/2 × 11
、81/4 × 13 、8 × 13
、12 × 18

200 张

*1 若要检测到这些尺寸，请联系服务代表。

双插纸机

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64.0-216.0 g/m2（17.1
磅胶膜纸-79.9 磅封面纸）

薄纸–厚纸 2

可自动检测的纸张尺寸：

A3 、A4 、A5 、B4
JIS 、B5 JIS 、11 × 17

、81/2 × 11 、8 × 13
、51/2 × 81/2 、SRA3

240 张× 2

64.0-216.0 g/m2（17.1
磅胶膜纸-79.9 磅封面纸）

薄纸–厚纸 2

使用纸盘纸张设置菜单选择纸
张尺寸：

B5 JIS 、81/2 × 14 、
81/2 × 13 、81/2 × 11

、81/4 × 14 、81/4 ×
13 、71/4 × 101/2 、
51/2 × 81/2 、8K 、16K

、

12 × 18 、11 × 15 、
11 × 14 、10 × 15 、
10 × 14 、13 × 191/5

、13 × 19 、123/5 ×
191/5 、123/5 × 181/2

、13 × 18 、SRA4
、81/2 × 132/5

240 张× 2

推荐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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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类型和重量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

64.0-216.0 g/m2（17.1
磅胶膜纸-79.9 磅封面纸）

薄纸–厚纸 2

自定义尺寸：

纵向：139.7-330.2 mm

横向：139.7-487.7 mm

240 张× 2

纸张厚度

纸张厚度*1 纸张重量

薄纸*2 52.3–65.9 g/m2（14.0–17.9 磅胶膜纸）

普通纸 1 66.0–80.9 g/m2（18.0–21.9 磅胶膜纸）

普通纸 2 81.0–100.9 g/m2（22.0–27.0 磅胶膜纸）

中等厚度 101.0–127.4 g/m2（27.1 磅胶膜纸–46.9
磅封面纸）

厚纸 1 127.5–150.0 g/m2（47.0–55.0 磅封面纸）

厚纸 2 150.1–216.0 g/m2（55.1–79.9 磅封面纸）

厚纸 3 216.1–256.0 g/m2（80.0 磅封面纸–141.0
磅索引纸）

厚纸 4 256.1–300.0 g/m2（141.1–165.0 磅索引
纸）

*1 如果所用纸张接近最小或最大重量，打印质量就会下降。请将纸重设置为较薄或较厚。

*2 装入 52.3-65.9 g/m2（14.0-17.9 磅胶膜纸）的纸张时，边缘可能有折痕或发生卡纸，具
体取决于纸张类型。

• 某些类型的纸张（如半透明纸）在传送时可能会产生噪音。这种噪音并不表示存在问
题，且不会影响打印质量。

• 上表中的纸张容量仅为示例。根据纸张类型不同，实际容量可能低于此值。

• 装纸时，请确保纸堆高度未超过纸盘的限制标记。

• 如果出现多页纸张送入的情况，请将纸张完全扇开或从手送台逐张送入。

• 在装纸前，请抚平卷曲的纸张。

• 根据纸张尺寸和类型，复印/打印速度可能比平常慢。

• 装入 127.5-300.0 g/m2（47.0 磅封面纸-165.0 磅索引纸）的厚纸时，请参见
p.171 “厚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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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入信封时，请参见 p.172 “信封”。

• 在印有信头的信纸上复印或打印时，视您所使用的功能应将纸张放置为不同的方向。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p.158 “装入方向固定的纸张或双面纸”。

• 如果在两个或多个纸盘中装入相同尺寸和类型的纸张，则当第一个纸盘纸张用完时，机
器会自动从[应用自动纸张选择]中已选为[是]的纸盘之一进纸。此功能称为自动纸盘切
换。在进行大批量复印时，可避免因补充纸张而中断复印作业。您可以在[纸张类型]下
指定纸盘中的纸张类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纸盘纸
张设置”。有关自动纸盘切换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常
规功能”。

• 装入标签纸时：

• 建议您使用指定的标签纸。

• 建议每次放入一张。

• 推荐以 方向装入纸张。当以 方向装入纸张时，标签纸在打印后可能会卷曲。

• 在[纸盘纸张设置]中为[纸张类型]选择[标签纸]。

• 装入半透明纸张时：

• 建议每次放入一张。

• 装入半透明纸张时，请始终使用长纹理纸，并根据纹理设置纸张方向。

• 半透明纸容易吸潮并卷曲。装半透明纸前请抚平卷曲部分。

• 将复印或打印好的纸张逐张取走。

• 装入铜版纸时：

• 在铜版纸上打印：按[用户工具]图标（ ），按[纸盘纸张设置]，然后确保在每个
纸盘的[纸张类型]中，将[纸张类型]指定为[铜版纸：无光泽]或[铜版纸：光滑]，并
将[纸张厚度]指定为合适的纸张厚度。

• 在高光泽的铜版纸上打印：按[用户工具]图标（ ），按[纸盘纸张设置]，然后确
保在每个纸盘的[纸张类型]中，将[纸张类型]设置为[铜版纸：高光]。

• 装入铜版纸或光面纸时，请务必在使用之前将其扇开。

• 如果在送入铜版纸堆时发生卡纸或机器发出奇怪的声音，请将铜版纸从手送台逐页
送入。

厚纸

本节介绍有关厚纸的各种详细信息及使用建议。

装入 127.5-300.0 g/m2（47.0 磅封面纸-165.0 磅索引纸）的厚纸时，请遵照下列建议以
防止卡纸和图像质量损失。

• 将纸张装入纸盘时，请务必至少装入 20 张。同时要确保侧挡板紧贴纸堆。

推荐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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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在厚光滑纸上打印时，请确保在装入前将纸张完全扇开。即使将纸张扇开，纸张也可
能再次逐渐粘在一起，导致卡纸和错误送纸。如果在展开后纸张仍卡住或送纸时仍粘在
一起，则一张张地将其从手动台装入。

• 装入厚纸时，根据纸张的纹理来设置其方向，如下图所示：

纸张纹理的方向 纸盘 1 或 LCT 纸盘 2-3
手送台或宽型

LCT

不推荐

• 选择[厚纸 1]、[厚纸 2]、[厚纸 3]或[厚纸 4]作为[纸盘纸张设置]中的纸张厚度。

• 即使按照上述方法装入厚纸，根据纸张类型，可能仍达不到通常的操作和打印质量。

• 打印件可能有明显的纵向折痕。

• 打印件可能会明显地卷曲。如果打印件有折痕或卷曲则将其抚平。

信封

本节介绍有关信封的各种详细信息及使用建议。

• 请勿使用窗口信封。

• 在装入信封前请将其扇开。否则，信封可能会由于表面上的胶水而粘在一起。如果通过
扇动的方式无法防止纸张粘在一起，请逐张装入纸张。请注意，某些类型的信封无法用
于本机器。

• 根据信封口盖的长度和形状，机器可能会卡纸。

• 当要以 方向装入信封时，请在口盖完全打开的情况下装入信封。否则，信封可能无法
送入机器。

• 在装入信封前，请先将信封内的空气压出，并压平信封的全部四条边。如果它们发生弯
曲或者卷曲，请通过用铅笔或直尺舒展其表面将前边缘（要进入机器的边缘）抚平。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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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模式

信封装入的方式会因信封方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信封上复印时，请按以下所示的正
确方向装入信封：

如何装入信封

信封方向 曝光玻璃 纸盘 2-3 手送台或宽型 LCT

侧面开口的信
封

• 口盖：打开

• 信封底边：朝向
机器左侧

• 要扫描的面：朝
下

• 口盖：打开

• 信封底边：朝向
机器右侧

• 要打印的面：朝
下

• 口盖：打开

• 信封底边：朝向
机器左侧

• 要打印的面：朝
上

侧面开口的信
封

• 口盖：合上

• 信封底边：朝向
机器前方

• 要扫描的面：朝
下

• 口盖：合上

• 信封底边：朝向
机器背面

• 要打印的面：朝
下

• 口盖：合上

• 信封底边：朝向
机器背面

• 要打印的面：朝
上

装入信封时，请指定信封尺寸和厚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
的“复印到信封上”。

打印机模式

信封装入的方式会因信封方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信封上打印时，请按以下所示的正
确方向装入信封：

推荐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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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装入信封

信封类型 纸盘 2-3 手送台或宽型 LCT

侧面开口的信封

• 口盖：打开

• 信封底边：朝向机器右侧

• 要打印的面：朝下

• 口盖：打开

• 信封底边：朝向机器左侧

• 要打印的面：朝上

侧面开口的信封

• 口盖：合上

• 信封底边：朝向机器背面

• 要打印的面：朝下

• 口盖：合上

• 信封底边：朝向机器背面

• 要打印的面：朝上

装入信封时，请同时使用[纸盘纸张设置]和打印机驱动程序选择“信封”作为纸张类
型，并指定信封厚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p.105 “在信封上进行打印”。

在下列纸张上打印时，使用打印机驱动程序将打印图像旋转 180 度。

• 装入时将短边对着机身的信封

• 在手送台和宽型 LCT 中装入时将长边对着机身的信封

推荐信封

有关推荐信封的详细信息，请联系当地经销商。

有关可装入的信封尺寸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162 “推荐的纸张尺寸和类型”。

• 建议每次放入一张。

• 一次只能装入一种尺寸和类型的信封。

• 信封无法使用双面功能。

• 要获得更佳的输出质量，建议将四边的页边距至少设置为以下值：

• 前边缘：4 mm（0.16 英寸）

• 后边缘：4 mm（0.16 英寸）

• 右/左边缘：2 mm（0.08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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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信封的各个部分厚度不均，则信封上的输出质量可能会参差不齐。打印一或两个信
封来检查打印质量。

• 如果打印件有折痕或卷曲则将其抚平。

• 检查以确保信封不潮湿。

• 如果温度和湿度较高，打印质量会降低，而信封也会褶皱。

• 根据使用环境不同，即使是推荐的信封，复印或打印后也可能褶皱。

• 某些类型的信封可能会出现起皱、变脏或印刷错误。如果在信封上打印单色，在信封因
边缘重叠而变厚的地方可能会出现线条。

推荐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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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碳粉
本节介绍添加碳粉时的注意事项、碳粉用尽时如何发送传真或扫描的文件，以及如何处理废
弃的碳粉。

• 请勿焚烧（新的或废弃的）碳粉或碳粉盒。否则可能会被灼伤。碳粉接触明火会燃
烧。

• 请勿在明火附近储存碳粉（新的或废弃的）或碳粉盒。否则可能会引发火灾或被灼
伤。碳粉接触明火会燃烧。

• 请勿使用吸尘器吸起洒落的碳粉（包括废弃的碳粉）。吸起的碳粉可能会由于接触吸
尘器内的电火花而导致火灾或爆炸。然而，可以使用有防爆和灰尘防火装置的吸尘
器。如果碳粉洒落到地板上，请用湿布慢慢的擦除洒落的碳粉，以避免碳粉散落的到
处都是。

• 请勿碾碎或挤压碳粉盒。否则可能导致碳粉洒落，弄脏皮肤、衣服和地板，或不慎入
口。

• 将碳粉（无论是否使用过）、碳粉容器以及已接触碳粉的组件存放在儿童无法触及的
地方。

• 如果吸入碳粉或用过的碳粉，请用大量水漱口，并向有新鲜空气的环境移动。必要时
请就医。

• 如果碳粉或用过的碳粉进入眼睛，请立即用大量的水冲洗。必要时请就医。

• 如果误食了碳粉或用过的碳粉，请饮用大量的水来稀释。必要时请就医。

• 移除卡纸或更换碳粉时，请避免将碳粉（新的或用过的）弄到衣服上。如果碳粉弄到
衣服上，请用冷水清洗弄脏的地方。热水会使碳粉进入织物内部，并可能使污点无法
清除。

• 移除卡纸或更换碳粉时，请避免将碳粉（新的或用过的）弄到皮肤上。如果碳粉弄到
皮肤上，请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洗相关部位。

• 更换碳粉或废粉容器或碳粉耗材时，确保碳粉没有飞溅。将已被更换的废耗材装入袋
子内。为耗材盖上盖子，确保盖子盖紧。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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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上出现通知时，应更换碳粉盒。

• 如果使用的碳粉不是所推荐的类型，可能会产生故障。

• 添加碳粉时，不要关闭主电源。否则，将会丢失设置。

• 切勿将碳粉存放在阳光直射、温度超过 35°C (95°F)，或湿度高的地方。

• 将碳粉盒放置在平坦的表面上，开口朝上。

• 取出碳粉盒后，请勿将其口朝下摇晃。剩余碳粉可能散落出来。

• 请勿反复安装、拆卸碳粉盒。否则可能会导致碳粉泄漏。

请按照画面上有关如何更换碳粉盒的说明进行操作。

• 如果在系统消息小工具上出现“碳粉盒几乎为空。”的信息，则表明碳粉几乎用尽。在
手边要有一个备用碳粉盒。

• 如果有大量碳粉时出现 ，请按照出现在画面上的碳粉更换说明进行操作。拉出碳粉
盒，然后再重新安装。

• 如果在系统消息小工具上出现“无碳粉”的信息，您可以使用[ 添加碳粉]画面查看所
需碳粉的名称和更换步骤。要显示[ 添加碳粉]画面，请按[检查状态]，然后按[机器/应
用状态]选项卡中[机器状态]区域的[检查]。

• 有关如何查看订购消耗品的联系号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维护和规格”中的“查
询”。

在碳粉用尽时发送传真或扫描文件

本机的碳粉用完后，显示屏上的指示灯会亮起。请注意，即使碳粉用尽，仍然可以发送传真
或扫描的文件。

• 如果碳粉用尽后执行的通讯与未在自动输出日志中列出的通讯数目之和超过 200，则通
讯无法继续进行。

1. 按屏幕底部中间的[主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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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主页]画面上的[传真]图标或[扫描]图标。

3. 按[退出]，然后执行传送操作。

错误信息消失。

• 不打印任何报告。

处置废弃的碳粉

本节介绍如何处理用过的碳粉。

碳粉不能重复使用。

将废弃的碳粉盒放在碳粉盒包装箱或袋子中，以防止您在处理碳粉时碳粉从容器中泄漏出
来。

如果想丢弃废弃的碳粉盒，请联系当地的销售办事处。如果自行丢弃，请按普通塑料废弃物
处理。

9. 添加纸张和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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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故障排除
本章介绍基本的故障排除步骤。

显示状态图标时
本节介绍当本机需要用户取出卡纸、加纸或执行其他操作时显示的状态图标。

状态图标 状态

：卡纸图标 发生卡纸时出现。

有关取出卡纸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故障排除》中的
“取出卡纸”。

：原稿卡纸图标 原稿卡纸时出现。

有关取出卡纸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故障排除》中的
“取出卡纸”。

: 装纸图标 当纸张用尽时出现。

有关装入纸张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加
纸张”中的“装入纸张”。

：添加碳粉图标 当碳粉用尽时出现。

有关添加碳粉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维护和规格”中
的“添加碳粉”。

：添加订书钉图标 当订书钉用尽时出现。

有关添加订书钉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维护和规格”
中的“添加订书钉”。

：废粉已满图标 废粉瓶已满时出现。

有关更换废粉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维护和规格”
中的“更换废粉瓶”。

：打孔容器已满图标 当打孔容器已满时出现。

有关取出打孔废料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故障排除”
中的“取出打孔废料”。

：废订书钉已满图标 废钉书钉容器已满时出现。

有关取出装订废料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故障排除》
中的“取出装订废料”。

：维修呼叫图标 当机器出现故障或需要维护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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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图标 状态

：打开盖板图标 机器的一个或多个盖板打开时出现。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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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状态]的指示灯亮起或闪烁时
如果[检查状态]的指示灯亮起或闪烁，请按[检查状态]以显示[检查状态]画面。在[检查状态]
画面中检查每项功能的状态。

[检查状态]画面

DRC641
3

1

4

2

1. [机器/应用状态]选项卡

表示机器和每项功能的状态。

2. [检查]

如果机器或功能发生错误，请按[检查]查看详细情况。

按下[检查]会显示错误信息或相应的功能画面。检查功能画面上显示的错误信息并采取正确的措
施。有关如何解决错误信息中所述问题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故障排除》中的“出现信息时”。

3. 信息

显示一条表示机器和每项功能状态的信息。

4. 状态图标

可显示的状态图标说明如下：

：此功能正在执行一项作业。

：无法使用该机器，因为机器中发生错误。

：无法使用该功能，因为该功能或机器中发生错误。如果碳粉不足，也可能会出现此图标。

下表介绍导致[检查状态]的指示灯亮起或闪烁的原因。

问题 原因 解决方法

未打印出文件和报告。 纸张的输出纸盘已满。 从纸盘中取出打印件。

[检查状态]的指示灯亮起或闪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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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 解决方法

未打印出文件和报告。 纸张用完。 装入纸张。有关装入纸张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加纸
张”中的“装入纸张”。

已发生错误。 [检查状态]画面上显示某
项功能的状态为“发生错
误”，则表明该功能有故
障。

找到发生错误的功能并按[检查]。
然后，查看显示的信息并采取适当
的措施。有关错误信息和解决方法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故障排除》
中的“出现信息时”。

其他功能可正常使用。

本机无法连接到网络。 出现了网络错误。 • 检查本机是否与网络正确连
接，及本机是否正确设定。有
关如何正确连接网络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
设置》中的“连接接口”。

• 有关连接网络的详细信息，请
与您的管理员联系。

• 如果已按如上所述尝试解决此
问题之后指示灯仍亮起，请与
服务代表联系。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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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发出蜂鸣声时
下表介绍本机为警告用户有关遗留原稿及其他机器状况而发出的各种蜂鸣声的含义。

蜂鸣声模式 含义 原因

单个短蜂鸣声 接受面板/画面输入。 按下画面中任一按键。

短蜂鸣声，随后长蜂鸣声 拒绝面板/画面输入。 在画面上按下的键无效，或者是输
入的密码不正确。

单个长蜂鸣声 作业成功完成。 复印/文件服务器功能作业已完
成。

两个长蜂鸣声 机器已经完成预热。 当打开机器电源或机器退出睡眠模
式时，机器已经完全预热，可以使
用了。

五个长蜂鸣声 轻度警告 通过复印机/文件服务器功能、传
真机功能或扫描仪功能的简单画面
执行了自动重置操作。

五个长蜂鸣声重复四次。 轻度警告 原稿遗留在了曝光玻璃上或是纸张
用尽。

五个短蜂鸣声重复五次。 强烈警告 机器需要用户注意，因为已经发生
了卡纸、需要补充碳粉或者发生了
其他问题。

• 用户无法关闭本机的蜂鸣声警告。当本机发出蜂鸣声，警告用户发生卡纸或需要补充碳
粉时，如果在短时间内重复开关机盖，即使机器已恢复正常状态，都可能会继续发出蜂
鸣声警告。

• 可以启用或禁用蜂鸣声警告。有关声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
的“设备”。

机器发出蜂鸣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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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机器时遇到问题
问题 原因 解决方法

打开机器时，主页画面上
出现的唯一图标为复印机
功能图标。

复印功能以外的功能尚未
就绪。

稍等片刻。

机器刚打开电源并显示用
户工具画面，但是用户工
具菜单上有项目缺失。

复印功能以外的功能尚未
就绪。所需时间因功能而
异。当功能就绪可供使用
时，用户工具菜单中会出
现相应功能。

稍等片刻。

即使按下了[节能]，指示
灯仍然点亮，机器并未进
入睡眠模式。

某些情况下，按下[节能]
时机器无法进入睡眠模
式。

按[节能]之前，请确认已启用睡眠
模式。有关启用睡眠模式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节
能”。

显示屏关闭。 机器处于省电模式。 触碰显示面板。

显示屏关闭。 机器处于睡眠模式。 触碰显示面板。

触碰显示面板时毫无反
应。

电源已关闭。 请确保主电源指示灯已熄灭，然后
打开电源。

电源自动关闭。 周定时器设置被设置为
[主电源关闭]。

更改周定时器设置。有关周定时器
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
器/系统设置”中的“定时器设
置”。

显示用户代码输入画面。 用户受到用户代码验证的
限制。

有关当启用用户代码验证时如何登
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开始使
用”中的“当显示验证屏幕时”。

出现验证画面。 设置用户验证。 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当显示
验证屏幕时”。

虽然取出了卡纸，但仍然
显示错误信息。

纸张仍旧卡在纸盘中。 按控制面板上显示的下列步骤取出
卡纸。有关取出卡纸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故障排除”中的“取出卡
纸”。

虽然指示的盖板已关闭，
但仍然显示错误信息。

未识别的一个或多个盖板
仍然处于打开状态。

关闭机器所有的盖板。

10. 故障排除

184



问题 原因 解决方法

图像被打印在纸张的背
面。

可能没有正确装入纸张。 正确装入纸张。有关装入纸张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加
纸张》中的“装入纸张”。

经常发生卡纸。 执行装订或堆叠打印时，
使用卷曲的纸张通常会导
致卡纸、弄脏纸张边缘或
纸张错位。

• 用双手压平纸张，弄直卷曲部
位。

• 将纸张翻转过来装入，使卷曲
边缘面朝下。有关推荐纸张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纸张规格
和添加纸张”中的“推荐的纸
张”。

• 为防止裁剪纸张卷曲，请将其
置于平面上，且不要斜靠在墙
上。有关正确存放纸张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
加纸张”中的“纸张的存
放”。

经常发生卡纸。 可能没有正确放置纸盘的
侧挡板或末端挡板。

• 取出卡纸。有关取出卡纸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故障排除”
中的“取出卡纸”。

• 检查侧挡板或末端挡板是否设
置正确。此外，检查侧挡板是
否锁定。有关设置末端挡板和
侧挡板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纸张规格和添加纸张》中的
“更改纸张尺寸”。

经常发生卡纸。 装入了无法检测尺寸的纸
张。

• 取出卡住的纸张。有关取出卡
纸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故障
排除”中的“取出卡纸”。

• 如果装入不能自动选择的纸张
尺寸，您需要使用控制面板指
定纸张尺寸。有关通过控制面
板指定纸张尺寸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加纸
张”中的“更改至不自动检测
的尺寸”

在操作机器时遇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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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 解决方法

经常发生卡纸。 文件制成机纸盘上有外
物。

• 取出卡纸。有关取出卡纸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故障排除”
中的“取出卡纸”。

• 请勿在文件制成机纸盘上放置
任何物品。

经常发生卡纸。 订书钉盒未正确放置。 正确放置订书钉盒。有关如何添加
订书钉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维护
和规格”中的“添加订书钉”。

无法在双面模式下打印。 您选择了一个未设定为双
面打印的纸盘。

在“纸盘纸张设置”中更改“应用
双面”的设置，为该纸盘启用双面
打印。有关设置“应用双面”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
设置”中的“纸盘纸张设置”。

无法在双面模式下打印。 您选择了无法用于双面打
印的纸张类型。

在“纸盘纸张设置”中，选择可以
用于双面打印的纸张类型。有关设
置“纸张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
“纸盘纸张设置”。

关闭主电源 4 分钟后机器
仍未关闭。

机器无法执行关闭步骤。 请重复关闭步骤。如果机器未关
闭，请与服务代表联系。

从显示面板或 Web
Image Monitor 更改通
讯簿时出现错误。

在删除多份保存的文件
时，无法更改通讯簿。

稍等片刻，然后重新执行此操作。

无法从显示面板更改通讯
簿。

正在从 Web Image
Monitor 或计算机上运行
的其他工具备份通讯簿
时，无法更改该通讯簿。

• 请等到通讯簿备份完毕，然后
再尝试更改通讯簿。

• 如果发生 SC997 错误，请按
[退出]。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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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 解决方法

无法使用 Web Image
Monitor 来打印文件服务
器中保存的文件。

如果指定了打印数量限
制，则用户将无法超过打
印数量限制进行打印。已
达到打印数量限制的用户
所选择的打印作业将被取
消。

• 有关指定打印量限制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安全指南”中的
“管理每个用户的打印量”。

• 要查看打印作业的状态，请参
见[打印作业历史]。在 Web
Image Monitor 中，单击[状
态/信息]菜单中的[作业]。然
后，单击“文件服务器”中的
[打印作业历史]。

该功能不起作用或无法使
用。

如果无法执行作业，则可
能是机器正被其他功能使
用。

等待当前作业完成，然后再试。

有关功能兼容性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 p.188 “无法同时执行多种功
能时”。

该功能不起作用或无法使
用。

正在从 Web Image
Monitor 或计算机上运行
的其他工具备份通讯簿
时，无法执行该功能。

稍等片刻。通讯簿备份完毕后，将
会执行该功能。

纸张弯折。 从文件制成机上纸盘出纸
时，纸张可能会弯折。

将输出纸盘改为文件制成机移动纸
盘。

折叠

问题 原因 解决方法

应用封口折叠、信纸向内
折叠或者信纸向外折叠
时，出现褶皱。

如果门式折叠、信纸向内
折叠或信纸向外折叠应用
于 B4 JIS 、A3 、
81/2"  14" 、11" 
17" 、12"  18" 、8
1/2"  13 2/5" 、8K
或更大尺寸的纸张时，可
能会发生起皱。

当门式折叠、信纸向内折叠或者信
纸向外折叠应用至大于 A4 的纸张
时，建议使用图像缩放功能，使用
不大于 A4 的纸张 。

打印 Z 形折叠纸张时，即
使纸盘上的输出纸张数量
少于堆叠容量，机器仍会
显示输出纸盘已满。

未放置 Z 形折叠支持纸
盘。

在文件制成机或多页折叠单元上放
置 Z 形折叠支持的纸盘。有关如何
添加 Z 形折叠支持纸盘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
中的“印后处理”。

在操作机器时遇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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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 解决方法

应用封口折叠时，多页折
叠单元输出件的纸张边沿
出现褶皱。

纸张卷曲。 取出纸张，将其正面朝下重新装
入。或者，取出纸张，将其反方向
重新装入。

对 B5 JIS 页应用信纸向
内折叠时，折叠的位置不
正确。

仅打印一页时，指定了多
页折叠。

在初始复印画面上的[印后处理]
中，在[折叠单元]下选择[信纸向内
折叠]。按[更改]，将“多页折叠”
设置为[关]。有关如何指定多页折
叠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
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印后处
理”。

• 有时，由于纸张类型、纸张尺寸或纸张容量等问题，图像可能与您的预期不符，请使用
推荐纸张。有关推荐的纸张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加纸张》中的“推荐的
纸张尺寸和类型”。

无法同时执行多种功能时

如果无法执行作业，则可能是机器正被其他功能使用。

等待当前作业完成，然后再试。在某些情况下，在当前作业正被执行时，可以使用不同功能
执行另一作业。

有关功能兼容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故障排除”中的“功能兼容性”。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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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复印/文件服务器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 如果由于纸张类型、纸张尺寸或纸张容量问题无法根据需要进行复印，请使用推荐的纸
张。有关推荐的纸张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加纸张”中的“推荐的纸张尺
寸和类型”。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由于它包含了带有密码
的文件，无法删除文件
夹。使用密码删除文件，
或请联系文件管理员。”

无法删除该文件夹由于其
包含了一个锁定的原稿。

解锁该锁定的原稿以删除它。有关
锁定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安
全指南》中的“管理保存的文
件”。

“不能检测原稿尺寸。” 放置在曝光玻璃上的原稿
不是标准尺寸。

• 请将原稿重新放到曝光玻璃
上。原稿应正面朝下。

• 如果机器无法检测原稿的尺
寸，请手动指定尺寸，不要使
用“自动选纸”模式或“自动
缩小/放大”功能。有关指定
该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纸张规格和添加纸张”中的
“自动选择可检测的纸张尺
寸”。

“不能检测原稿尺寸。” 没有放置原稿或放置在曝
光玻璃上的原稿不是标准
尺寸。

• 正确放置原稿。

• 指定纸张尺寸。

• 将原稿直接放置在曝光玻璃上
时，ADF 的抬起和放下操作
将触发自动原稿尺寸检测过
程。将 ADF 抬高 30 度以
上。

“无法显示此页的预
览。”

图像数据可能已被破坏。 按[退出]可显示无缩略图的预览画
面。

如果所选文件包含多个页面，请按
“显示页”区域中的[切换]以更换
页面，随后将显示下一页的预览。

使用复印/文件服务器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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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此尺寸的纸张不能打
孔。”

所选纸张尺寸不能使用
“打孔”功能。

有关纸张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维
护和规格”中的“打孔机
（Finisher SR4110）的规格”
或“打孔机（Finisher
SR4120、Booklet Finisher
SR4130）的规格”。

“此尺寸的纸张不能装
订。”

所选纸张尺寸不能使用
“装订”功能。

请选择合适的纸张尺寸。有关纸张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维护和规
格”中的“Finisher SR4110 的
规格”、“Finisher SR4120 的
规格”或“Booklet Finisher
SR4130 的规格”。

“检查纸张尺寸。” 设置的纸张尺寸不合格。 如果您按下[开始]键，将使用选定
的纸张开始复印。

“不能双面复印这种尺寸
的纸张。”

选择了在“双面”模式下
不可用的纸张尺寸。

请选择合适的纸张尺寸。有关纸张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维护和规
格》中的“主机规格”。

“超过可使用的最大页
数。将停止复印。”

已超过允许用户复印的页
数。

有关如何检查每个用户可用的复印
数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安全指
南”的“管理每个用户的打印容
量”。

“超过多页折叠的最大数
量。将取消打印。”

由于指定的多页折叠超过
最大数量，打印作业被取
消。

请为多页折叠功能指定较少页数。

有关多页折叠最大数量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
中的“折叠”。

“保存的文件超过了每个
文件页数的最大数量。将
停止复印。”

已扫描原稿的页数太多，
不能保存为一个文件。

按[退出]，然后以适当的页数重新
保存。

“由于使用了混合图像模
式，杂志或小册模式不能
使用。”

对于使用不同功能（如复
印和打印）扫描的原稿，
您选择了“杂志”或“小
册”功能。

对于选择了“杂志”或“小册”功
能的原稿，确保是使用同一功能扫
描的。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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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最大份数是 n。”

（“n”代表变量。）

份数超过了最大复印数
量。

可在[复印机／文件服务器特性]
下，[常规设置]的[最大复印数量]
中更改最大复印数量。有关最大复
印数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
印/文件服务器》中的“常规功
能”。

“存储已满。nn 原稿已
被扫描。按[打印]复印已
扫描的原稿。不要取出剩
余的原稿。”

（“n”代表变量。）

扫描的原稿数超过存储可
保存的页数。

按[打印]复印已扫描的原稿并取消
扫描数据。按[清除存储]取消扫描
数据且不进行复印。

“按[继续]扫描和复印剩
余的原稿。”

在已扫描的原稿打印完成
后，机器检查是否需要复
印剩下的原稿。

取出所有复印件，然后按[继续]以
继续复印。按[停止]以停止复印。

“不能旋转分页这种尺寸
的纸张。”

选择的纸张尺寸不可进行
旋转分页。

请选择合适的纸张尺寸。有关纸张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
服务器》中的“分页”。

“超出装订容量。” 每份的页数超过装订容
量。

检查装订器容量。有关装订器容量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维护和规
格”中的“Finisher SR4110 的
规格”、“Finisher SR4120 的
规格”或“Booklet Finisher
SR4130 的规格”。

“所选文件夹被锁定了。
请联系文件管理员。”

试图编辑或使用了一个锁
定文件夹。

有关锁定文件夹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安全指南》中的“管理文件
夹”。

• 如果在“用户工具”的[输入／输出]中将[存储已满自动扫描重新开始]设置为[开]，则即
使存储已满，也不会显示内存溢出信息。机器将首先复印已扫描的原稿，然后自动继续
扫描并复印剩余的原稿。在这种情况下，生成的分页页面将不是连续的。有关存储已满
自动扫描重新开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文件服务器》中的“输入/输出”。

使用复印/文件服务器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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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连接复印”功能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连接复印不能使用。请
检查子机。”

图标亮起。

子机硬盘发生故障。

在主机上按[退出]，然后根据显示
的说明进行操作。

“不能从子机打印。请检
查子机状态。”

子机上卡纸或订书钉卡
住，或者需更换碳粉或其
他耗材。

请遵照显示的说明进行操作。有关
添加碳粉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维
护和规格”中的“添加碳粉”。

有关卡纸或卡钉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故障排除》中的“取出卡纸”
或“取出卡钉”。

如果子机显示盖板打开的状态，请
遵照显示的说明进行操作。

“不能从子机打印。请检
查子机状态。”

子机的用户工具菜单打
开。

按[用户工具]以关闭用户工具菜
单。

“不能从子机打印。子机
将断开连接。”

由于电源故障或通信错
误，子机已停止。

请使用主机继续复印。

“仅当在连接副本中选择
分页模式时，折叠可
用。”

未对折叠选择分页。 选择分页功能。

“子机中没有印记数
据。”

子机中的印记数据已删
除。

在子机上重新调整印记程序。

“子机中没有相同的纸张
设置。”

两台机器上的纸张类型或
纸盘设置不一致。

在两台机器上进行相同设置。

“子机选择了急件插入模
式。”

子机选择了急件插入模
式。

按子机上的[急件插入]以取消急件
插入模式。

“子机纸张设置必须与此
纸盘使用的设置相同。”

两台机器的纸盘设置不一
致。

在两台机器上进行相同设置。

“子机的封面纸设置与主
机的不同。”

两台机器上的封面纸设置
不同。

在两台机器上进行相同设置。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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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子机的指定页 n 设置与
主机的不同。”

（提示消息中的“n”代
表变量。）

子机的指定页设置与主机
的不同。

在两台机器上进行相同设置。

“子机的隔页设置与主机
的不同。”

子机的隔页设置与主机的
不同。

在两台机器上进行相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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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传真机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不能找到指定的路
径。请检查设置。”

作为目的地输入的计算机
或文件夹的名称不正确。

检查用作目的地的计算机名称和文
件夹名称是否正确。

“发生错误，并且传送
已取消。”

• 立即传送过程中原稿
卡纸。

• 机器出现故障，或电
话线出现噪声。

按[退出]，然后再次发送文件。

“出现功能问题。停止
处理。”

机器正在通过因特网传真
接收文件时，电源关闭。

根据邮件服务器，如果未超时，即
使您立即打开电源，机器可能也无
法继续接收因特网传真。请等到邮
件服务器的超时时间过了，然后继
续接收因特网传真。有关接收因特
网传真的详细信息，请联系您的管
理员。

“传真功能问题。数据
将被初始化。”

传真存在问题。 记下画面上显示的代码号，然后与
服务代表联系。其他功能仍可使
用。

“存储已满。不能扫描
更多页。将停止传
送。”

存储已满。 如果按下[退出]，机器将返回待机
模式并开始传送保存的页。

通过通讯结果报告检查尚未发送的
页，然后重新发送这些页。

“放回原稿，检查并按
开始键。”

记忆传送过程中原稿卡
纸。

按[退出]，然后再次发送文件。

“一些页几乎空白。” 文件的第一页几乎为空
白。

可能扫描到了原稿的空白面。请务
必正确放置原稿。有关确定空白页
原因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传真》
中的“检测空白页”。

• 通过控制面板上的系统设置或传真特性能够确认的设置，也可以通过 Web Image
Monitor 确认。有关如何通过 Web Image Monitor 确认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Web Image Monitor 的帮助。

• 如果纸盘中没有纸张，则画面上会出现“没有纸张。装入纸张。”提示您添加纸张。如
果其他纸盘中还剩有纸张，即使画面上出现此信息，您仍可正常接收文件。您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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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开启或关闭此功能。有关如何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传真》中的“参
数设置”。

发生网络设置问题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3-10]

您输入的别名电话号码已
由其他设备注册到了网守
上。

• 检查[传真特性]的[H.323 设
置]中所列的别名电话号码是
否正确。有关 H.323 设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传真》中
的“初始设置”。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3-11]

无法访问网守。 • 检查[传真特性]的[H.323 设
置]中所列的网守地址是否正
确。有关 H.323 设置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传真》中的
“初始设置”。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3-17]

SIP 服务器拒绝注册用户
名。

• 检查[传真特性]的[SIP 设置]中
所列的 SIP 服务器 IP 地址和
SIP 用户名是否正确。有关
SIP 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传真》中的“初始设置”。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3-18]

无法访问 SIP 服务器。 • 检查[传真特性]的[SIP 设置]中
所列的 SIP 服务器 IP 地址是
否正确。有关 SIP 设置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传真》中的
“初始设置”。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3-24]

为 SIP 服务器注册的密码
与为本机注册的密码并不
相同。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您的管理员。

使用传真机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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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3-25]

在[有效协议]中，未启用
IP 地址，或者注册了不正
确的 IP 地址。

• 检查[有效协议]中的 IPv4 是
否在[系统设置]中设置为“有
效”。有关有效协议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
设置》中的“接口设置”。

• 检查在[系统设置]中是否为机
器指定了正确的 IPv4 地址。
有关 IPv4 地址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
置》中的“接口设置”。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3-26]

“有效协议”设置和
“SIP 服务器 IP 地址”设
置不相同，或者注册了不
正确的 IP 地址。

• 检查在[系统设置]中是否为机
器指定了正确的 IP 地址。有
关 IP 地址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
的“接口设置”。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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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4-01]

DNS 服务器、SMTP 服
务器或转送指定的文件夹
未找到，或者绕过（非通
过）SMTP 服务器的因特
网传真的目的地未找到。

• 检查[系统设置]中所列的以下
内容是否正确。

• DNS 服务器

• SMTP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
称和 IP 地址。

有关这些设置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
中的“接口设置”或“文件转
送”。

• 检查是否正确指定了转发的文
件夹。

• 检查在其中指定了转发用文件
夹的计算机是否正常运行。

• 检查局域网电缆是否正确连接
至本机。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目的地的管理员。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使用传真机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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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4-09]

电子邮件传送被 SMTP 验
证、SMTP 之前的 POP
验证或在其中指定了转送
用文件夹的计算机的登录
验证拒绝。

• 检查在[系统设置]所列以下设
置的用户名称和密码是否正
确。

• SMTP 验证

• SMTP 之前的 POP

• 传真电子邮件帐户

有关这些设置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
中的“文件转送”。

• 检查是否为在其中指定了转发
用文件夹的计算机正确设定了
用户 ID 和密码。

• 检查是否正确指定了转发的文
件夹。

• 确认在其中指定了转发用文件
夹的计算机工作正常。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4-33]

机器和管理员的电子邮件
地址未注册。

• 检查[系统设置]的[传真电子邮
件帐户]中所列的电子邮件地
址是否正确。有关传真电子邮
件帐户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
“文件转送”。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5-01]

POP3/IMAP4 服务器地
址未注册。

• 检查[系统设置]的[POP3/
IMAP4 设置]中所列的服务器
名称或服务器地址是否正确。
有关 POP3/IMAP4 设置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
系统设置》中的“文件转
送”。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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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5-02]

无法登录到 POP3/
IMAP4 服务器。

• 检查在[系统设置]的[传真电子
邮件帐户]中所列的用户名和
密码是否正确。有关传真电子
邮件帐户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连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
“文件转送”。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5-03]

未指定机器的电子邮件地
址。

• 检查在[系统设置]中指定的机
器电子邮件地址是否正确。有
关设置电子邮件地址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
设置》中的“文件转送”。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5-11]

无法找到 DNS 服务器或
POP3/IMAP4 服务器。

• 检查[系统设置]中所列的以下
内容是否正确。

•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POP3/IMAP4 服务器的
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 POP3/IMAP4 服务器的
端口编号

• 接收协议

有关这些设置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
中的“接口设置”或“文件转
送”。

• 检查局域网电缆是否正确连接
至本机。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使用传真机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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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5-12]

无法登录到 POP3/
IMAP4 服务器。

• 检查[系统设置]中所列的以下
内容是否正确。

• [传真电子邮件帐户]的用
户名和密码

• SMTP 验证之前的 POP
用户名和密码

有关这些设置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置》
中的“文件转送”。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
络故障。”

[16-00]

• 主机尚未注册 IP 地
址。

• 网络连接不正确。

• 检查在[系统设置]中是否为机
器指定了正确的 IP 地址。有
关主机 IP 地址的详细信息，
请联系您的管理员。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 通过控制面板上的系统设置或传真特性能够确认的设置，也可以通过 Web Image
Monitor 确认。有关如何通过 Web Image Monitor 确认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Web Image Monitor 的帮助。

• 如果纸盘中没有纸张，则画面上会出现“没有纸张。装入纸张。”提示您添加纸张。如
果其他纸盘中还剩有纸张，即使画面上出现此信息，您仍可正常接收文件。您可使用
“参数设置”开启或关闭此功能。有关如何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传真》中的“参
数设置”。

• 如果出现“检查是否发生任何网络故障。”，则表明机器未正确连接至网络，或者机器
的设置不正确。如果您不需要连接至网络，请指定设置，此信息不显示，然后[检查状
态]不再亮起。有关如何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传真》中的“参数设置”。如果将
机器重新连接至网络，请务必通过配置适当的用户参数来设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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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使用远程传真功能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远程机器验证失败。
检查远程机器的验证设
置。”

主机器上的用户验证已失
败。

有关用户验证的详情，请参见《安
全指南》中的“配置用户验证”。

“远程机器验证失败。
检查远程机器的验证设
置。”

用户代码验证是通过远程
传真功能设置到所连接的
设备上的。

远程传真功能不支持用户代码验
证。禁用主机上的用户代码验证。

“远程机器验证失败。
检查远程机器的验证设
置。”

用户无权使用主机上的功
能。

有关如何设置权限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安全指南》中的“限制可用
功能”。

“与远程机器连接已失
败。检查远程机器状
态。”

使用远程传真功能时出现
网络错误。

• 检查主机是否支持远程传真功
能。

• 检查主机是否工作正常。

• 检查在[系统设置]中是否为主
机设置了正确的 IP 地址或主
机名称。有关这些设置的详细
信息，请联系您的管理员。

• 检查局域网电缆是否正确连接
至本机。

• 有关网络故障的详细信息，请
联系您的管理员。

“与远程机器连接已失
败。检查远程机器状
态。”

主机的电源已关闭。 打开主机的电源。

“与远程机器连接已失
败。检查远程机器状
态。”

在试图通过远程传真功能
连接设备时出现超时错
误。

• 检查局域网电缆是否正确连接
至本机。

• 检查主机是否工作正确。

• 有关通过主机进行连接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传真》中的
“通过远程机器发送/接收文
件（远程传真）”。

“连接远程机器失败。
远程机器的构造有问
题。联系管理员。”

用以使用远程传真功能来
连接至主机的设置或机器
配置不正确。

有关使用远程传真功能来连接至主
机的设置和机器配置的详细信息，
请联系管理员。

使用传真机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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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传送错误已发生。检
查远程机器的状态。”

在传送过程中出现网络错
误。

• 检查在[系统设置]中是否为主
机设置了正确的 IP 地址或主
机名称。有关这些设置的详细
信息，请联系您的管理员。

• 检查主机是否工作正确。

• 检查局域网电缆是否正确连接
至本机。

• 有关传送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管理员。

“远程机器的硬盘已
满。”

在使用远程传真功能扫描
原稿后，硬盘已满。

删除不必要的文件。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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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打印机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本节介绍显示面板上显示的主要信息、错误日志或报告。如果出现其他信息，请按显示的说
明操作。

使用打印机功能时在控制面板上显示的信息

• 关闭电源之前，请参见“开始使用”中的“打开/关闭电源”。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硬件故障：以太网” 以太网接口发生错误。 关闭电源，然后再重新打开。如
果再次显示该信息，请与服务代
表联系。

“硬件故障：硬盘” 硬盘中出现错误。 关闭电源，然后再重新打开。如
果再次显示该信息，请与服务代
表联系。

“硬件故障：USB” USB 接口发生错误。 关闭电源，然后再重新打开。如
果再次显示该信息，请与服务代
表联系。

“在 n 中装入以下纸
张。要强制打印，选择
其他纸盘并按[继续]。”

（“n”代表变量。）

打印机驱动程序设置不正
确，或纸盘中没有在打印机
驱动程序中所选尺寸的纸
张。

检查打印机驱动程序设置是否正
确，然后将在打印机驱动程序中
所选尺寸的纸张装入输入纸盘。
有关如何更改纸张尺寸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纸张规格和添加纸
张”中的“更改纸张尺寸”。

“纸张在装订纸盘中。
打开盖板并取出纸
张。”

如果打印还未完成之前就已
停止，则纸张可能会留在文
件制成机中。

取出留在文件制成机中的纸张。

使用打印机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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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纸张尺寸和类型不匹
配。从下面选择另一个
纸盘并按[继续]。若要取
消作业，按[作业重设]。
也可以在用户工具中更
改纸张尺寸和类型。”

打印机驱动程序设置不正
确，或纸盘中不包含打印机
驱动程序中所选择的纸张尺
寸或类型。

• 检查打印机驱动程序设置是
否正确，然后将在打印机驱
动程序中所选尺寸的纸张装
入输入纸盘。有关如何更改
纸张尺寸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纸张规格和添加纸张”
中的“更改纸张尺寸”。

• 手动选择纸盘以继续打印，
或取消打印作业。有关手动
选择纸盘或取消打印作业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
中的“指定纸张尺寸和类型
时出现错误”。

“n 的纸张类型不匹配。
从下面选择另一个纸盘
并按[继续]。也可以在用
户工具中更改纸张类
型。”

（n 表示纸盘名称。）

纸盘中的纸张类型与打印机
驱动程序中指定的纸张类型
不匹配。

选择装有与指定纸张类型相同纸
张的纸盘。

“并行接口板有问
题。”

IEEE 1284 接口板发生错
误。

关闭电源，然后再重新打开。如
果再次显示该信息，请与服务代
表联系。

“打印机字体错误。” 字体设置出现错误。 请与服务代表联系。

“无法打印，因主纸盘
和隔(章节)页纸盘设为相
同纸盘。按[作业重设]取
消作业。指定不同的纸
盘再次打印作业。”

为其他页选择的纸盘与隔页
的纸盘相同。

重设作业。确保您为隔页选择的
纸盘不会为其他页提供纸张。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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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储器设备使用直接打印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超出所选文件的总数据
大小的限制值。无法选择
更多文件。”

• 所选文件的大小超过
了 1 GB。

• 所选文件的总大小超
过 1 GB。

机器无法打印大于 1 GB 的文件或
文件组。

• 如果选定的多个文件的总大小
超过 1 GB，请单独选择文
件。

• 如果所选文件的大小超过了 1
GB，使用除直接打印功能外
的其他功能从存储器设备进行
打印。

不能同时选择不同格式的文件。

“无法访问指定的存储器
设备。”

• 机器访问存储器设备
或存储在存储器设备
中的文件时出错。

• 用户使用直接打印功
能从存储器设备进行
打印时出错。

将文件保存到不同的存储器设备，
然后再次打印。

使用打印机功能时打印在错误日志或报告上的信息

本节介绍关于在错误记录或报告中打印的错误信息的可能原因及可行的解决方法。

取消打印作业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91: Error” 由于命令错误，打印已被
自动作业取消功能所取
消。

检查数据是否有效。

“A function which
cannot be used with
Fold mode was set.
The job has been
cancelled. ”

由于选择了折叠无法使用
的功能，打印作业被取
消。

取消折叠无法使用的功能。有关折
叠无法使用的功能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打印中的“折叠”。

使用打印机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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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A job via the
network that was not
printed exists
because an error
occurred. It was
stored as a job not
printed. ”

启用错误作业保存功能
时，由于通过网络进行的
打印作业发生错误，因此
保存了有错误的作业。

请与管理员联系，检查机器是否正
确连接到网络。有关发生打印配置
错误时如何检查和打印保存的作业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中的
“发生打印配置错误时打印保存的
文件”。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an
Unauthorized Copy
Prevention job. Job
cancelled. ”

在[防止未经授权复印]被
指定时，您试图在文件服
务器中保存文件。

在打印机驱动程序的“作业方
式:”中选择[文件服务器]以外的作
业方式，或取消选定[防止未经授
权复印]。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an
Unauthorized Copy
Prevention job. Job
cancelled. ”

[防止未经授权复印图案
的详细信息]画面上的[输
入用户文本:]字段为空
白。

在打印机驱动程序的[详细设置]选
项卡上，单击“菜单:”中的[效
果]。选择[防止未经授权复印]，然
后单击[详细资料...]以显示[防止未
经授权复印图案的详细信息]。在
[输入用户文本:]中输入文本。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an
Unauthorized Copy
Prevention job. Job
cancelled. ”

在[防止未经授权复印]被
指定时，分辨率设置低于
600 dpi。

在打印机驱动程序上，将分辨率设
为 600 dpi 或更高，或取消[防止
未经授权复印]。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an
Unauthorized Copy
Prevention job. Job
cancelled. ”

在[系统设置]下的[管理员
工具]中，指定优先进行
机器上设置的防止未授权
复印。

为打印机驱动程序取消防止未授权
复印的打印。有关如何取消设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机驱动程序
帮助。

“Collate Cancelled” 自动分页已取消。 关闭电源，然后再重新打开。如果
再次显示该信息，请与服务代表联
系。

“You reach the
usage limit. This job
has been cancelled. ”

已超过允许用户打印的页
数。

有关打印量使用限制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安全指南》中的“管理每
个用户的打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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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Exceeded the
maximum number of
multi-sheet fold. The
job has been
cancelled. ”

超过多页折叠的最大数
量。

请为多页折叠功能指定较少页数。

有关多页折叠最大数量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打印”中的“折
叠”。

“Fold is not available
with the settings. The
job has been
cancelled. ”

当前设置无法使用折叠功
能。

检查纸张设置。有关折叠功能的限
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打印中的
“折叠”。

“Receiving data
failed. ”

数据接收已中止。 重新发送数据。

“Sending data
failed. ”

机器接收到来自打印机驱
动程序的停止传送命令。

检查计算机是否正常工作。

“The selected paper
size is not supported.
This job has been
cancelled. ”

如果指定纸张尺寸不正
确，则会自动执行作业重
设。

指定正确的纸张尺寸，然后再次打
印文件。

“The selected paper
type is not supported.
This job has been
cancelled. ”

如果指定的纸张类型不正
确，则会自动执行作业重
设。

指定正确的纸张类型，然后重新打
印。

“Staple error
occurred. The job has
been cancelled. ”

在打印机特性的[超过最
大小册页数时]中选择[取
消打印]时，已超过可以
一起装订的最大纸张数。

请检查要装订的纸张数目，然后重
新打印。

有关可以装订的纸张数量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维护和规格》中的
“文件制成机 SR4110 的规
格”、“文件制成机 SR4120 的
规格”或“小册制成机 SR4130
的规格”。

使用打印机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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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Error occurred while
printing job with
Background
Numbering. Job has
been cancelled. ”

选择了无法打印的纸张尺
寸，或执行背景编号打印
时指定了隔页打印。

请检查打印机驱动程序中背景编号
打印的设置。

有关配置打印机驱动程序设置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打印机驱动程序的
帮助。

同时请注意，无法将背景编号打印
应用到滑纸。

“Communication
error with central
management server
has occurred. Job was
cancelled. ”

由于发生中央管理通信错
误，作业已被取消。

请检查中央管理机器的状态。

“All remaining print
vol. allocated to other
cent. managed client.
Job was cancelled. ”

由于无法从中央管理机器
获取使用计数器信息，因
此作业已被取消。

所有作业插槽已被其他设备占用。
请检查客户端机器的状态。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a
Compulsory Security
Stamp job. Job was
cancelled. ”

由于应用强制安全印记时
发生错误，因此作业已被
取消。

从手送台进纸时，请指定正确的纸
张尺寸（而非[自动检测]）。

打印设置出现问题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Booklet/Half Fold
Error”

已取消作业，因为您指定了
无效的骑马订或对折设置。

检查骑马订或对折的设置。

“Classification Code is
incorrect. ”

尚未输入分类代码，或输入
的分类代码不正确。

请输入正确的分类代码。

“Classification Code is
incorrect. ”

打印机驱动程序不支持该分
类代码。

请为分类代码选择[可选
的]。有关如何指定分类代码
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打印》中的“配置分类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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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Duplex Cancelled” 双面打印已被取消。 • 为双面功能选择合适的
纸张尺寸。有关纸张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维
护和规格》中的“主机
规格”。

• 在“纸盘纸张设置”中
更改“应用双面”的设
置，为该纸盘启用双面
打印。有关设置“应用
双面”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
置》中的“纸盘纸张设
置”。

“Exceeded Max. Pages
(Collate)”

页数超出可使用自动分页功
能的最大页数。

减少要打印的页数。

“Exceeded the
maximum number of
multi-sheet fold (Half
Fold). ”

超出多页折叠的最大数（对
折）。

有关多页折叠最大数量（对
折）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打印》中的“折叠”。

“Output Tray
Changed”

输出纸盘已更改，因为指定
输出纸盘对纸张尺寸有限
制。

指定合适的输出纸盘。

“Print Overrun” 打印时删除了图像。 在打印机驱动程序中选择较
低的分辨率。关于如何更改
分辨率设置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打印机驱动程序帮助。

“Punch Cancelled” 打孔打印已被取消。 检查纸张方向、打印方向和
打孔位置。在某些设置下，
生成的打印结果可能与预期
不同。

“Staple Cancelled” 装订打印已被取消。 检查纸张方向、纸张质量、
打印方向和装订位置。在某
些设置下，生成的打印结果
可能与预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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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无法存储在文件服务器中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Cannot store data
of this size. ”

纸张尺寸超过了文件服务
器的容量。

将想要发送文件的纸张尺寸缩小到
该文件服务器能够保存的尺寸。可
以发送自定义尺寸的文件，但是之
后无法保存。

“Document Server is
not available to use.
Cannot store. ”

无法使用文件服务器功
能。

有关使用文件服务器功能的详细信
息，请联系您的管理员。

有关如何设置权限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安全指南》中的“限制可用
功能”。

“Exceeded max
capacity of document
server. Cannot
store. ”

硬盘剩余空间不足。 删除保存在文件服务器中的一些文
件，或者减小您要发送文件的大
小。

“Exceeded max
number of files of
document server.
Cannot store. ”

已超出文件服务器的最大
文件容量。

删除保存在文件服务器中的一些文
件。

“Exceeded max.
number of files.
(Auto)”

在使用错误作业保存功能
将正常打印作业保存为保
留打印文件时，超出了文
件保存或保留打印文件管
理（自动）的最大文件容
量。

删除保留打印文件（自动）或机器
不需要的文件。

“Exceeded max
number of pages of
document server.
Cannot store. ”

已超出文件服务器的最大
页数。

删除保存在文件服务器中的一些文
件，或者减少您要发送的页数。

“Exceeded max.
number of pages.
(Auto)”

在使用错误作业保存功能
将正常打印作业保存为保
留打印文件时，超出了最
大页数。

删除保存在机器中的多余文件。

减少要打印的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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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Job cancelled
because capture file
could not be stored:
Exceeded max.
memory. ”

硬盘剩余空间不足。 删除保存在文件服务器中的文件，
或者减小要发送的文件的大小。

“Job cancelled
because capture file
could not be stored:
Exceeded max.
files. ”

已超出文件服务器的最大
文件容量。

删除保存在文件服务器中的文件。

“Job cancelled
because capture file
could not be stored:
Exceeded max pages
per file. ”

已超出文件服务器的最大
页数。

删除保存在文件服务器中的一些文
件，或者减少您要发送的页数。

“The specified folder
in Document Server is
locked. Cannot
store. ”

指定的文件夹被锁定。 解锁文件夹或指定可使用的其他文
件夹编号。有关锁定文件夹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安全指南》中的
“管理文件夹”。

没有足够的可用硬盘空间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HDD Full” 当使用 PostScript 3 打
印机驱动程序进行打印
时，超出了字体和格式所
占的硬盘容量。

删除在机器中注册的多余格式或字
体。

“HDD Full” 打印样张打印、锁定打
印、保留打印或保存打印
文件时，硬盘变满。

删除保存在机器中的多余文件。

或者，减小样张打印、锁定打印、
保留打印或保存的打印文件的数据
大小。

“HDD is full. (Auto)” 在使用错误作业保存功能
将正常打印作业保存为保
留打印文件时，硬盘已
满。

删除保存在机器中的多余文件。

或者，减小临时打印文件和/或保
存打印文件的数据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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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足够的存储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84: Error” 没有可用于图像处理的工
作区域。

减少发送到机器的文件数。

“92: Error” 由于在机器的控制面板上
选择了[作业重设]或[停
止]而导致打印被取消。

如必要，请重新执行打印操作。

参数有问题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86: Error” 控制代码的参数无效。 检查打印设置。

用户没有权限来执行操作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No response from
the server.
Authentication has
failed. ”

在建立与服务器的连接进
行 LDAP 验证或
Windows 验证时发生超
时。

检查服务器的状态。

“You do not have a
privilege to print this
PDF file. ”

您无权打印您试图打印的
PDF 文件。

请联系该文件的所有者。

“You do not have a
privilege to use this
function. This job has
been cancelled. ”

输入的登录用户名或登录
密码不正确。

检查用户名和密码是否正确。

“You do not have a
privilege to use this
function. This job has
been cancelled. ”

不允许登录用户使用所选
的功能。

有关如何设置权限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安全指南》中的“配置用户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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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You do not have a
privilege to use this
function. This
operation has been
cancelled. ”

登录的用户没有注册程序
或更改纸盘设置的权限。

有关如何设置权限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安全指南》中的“配置用户
验证”。

无法注册用户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Auto-registration of
user information has
failed. ”

由于通讯簿已满，导致针
对 LDAP 验证或
Windows 验证的信息自
动注册失败。

有关自动注册用户信息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安全指南》中的“自
动注册到通讯簿”。

“Information for user
authentication is
already registered for
another user. ”

用于 LDAP 的用户名已
经以另一个 ID 在其他服
务器中注册，而且由于切
换域（服务器）等原因导
致了用户名重复。

有关用户验证的详情，请参见《安
全指南》中的“配置用户验证”。

发生其他错误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85: Error” 指定图形库不可用。 检查数据是否有效。

“98: Error” 机器无法正确访问硬盘。 关闭电源，然后再重新打开。如果
频繁显示该信息，请与服务代表联
系。

“99: Error” 此数据无法打印。指定的
数据已损坏，或者无法使
用直接打印功能从存储器
设备打印该数据。

检查数据是否有效。有关可使用直
接打印功能从存储器设备打印的数
据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打
印》中的“从存储器设备直接打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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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Command Error” 出现 RPCS 命令错误。 按照下列步骤进行检查：

• 检查计算机与机器间的通讯是
否正常。

• 检查所使用的打印机驱动程序
是否正确。

• 检查打印机驱动程序中机器内
存大小的设定是否正确。

• 检查打印机驱动程序是否为最
新版本。

“Compressed Data
Error”

打印机检测到错误的压缩
数据。

• 检查计算机与打印机之间的连
接。

• 检查您用于压缩数据的程序是
否运行无误。

“Data Storage
Error”

当硬盘出现故障时尝试打
印样张打印、锁定打印、
保留打印或保存的打印文
件，或者尝试将文件保存
到文件服务器中。

请与服务代表联系。

“Error has
occurred. ”

出现语法错误，等等。 检查 PDF 文件是否有效。

“Exceeded Max.
Stored Files”

打印样张打印、锁定打
印、保留打印或保存的打
印文件时，超出了最大文
件数量。

删除保存在机器中的多余文件。

“Exceeded Max.
Stored Pages”

打印样张打印、锁定打
印、保留打印或保存的打
印文件时，超出了最大页
数。

删除保存在机器中的多余文件。

减少要打印的页数。

“Failed to obtain file
system. ”

不能执行 PDF 直接打
印，因为无法获取文件系
统。

关闭电源，然后再重新打开。如果
再次显示该信息，请与服务代表联
系。

“File system is full. ” 没有打印出 PDF 文件，
因为文件系统的容量已
满。

删除硬盘中所有不必要的文件，或
者减小要发送到机器的文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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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Folding Unit Error” 有问题

多重折叠单元

请与服务代表联系。

“I/O buffer
overflow”

发生输入缓冲区溢出现
象。

• 在[打印机特性]的[主机接口]
下方，选择[I/O 缓冲区]，然
后为最大缓冲大小设定一个更
大的值。

• 减少要发送到机器的文件数。

“Insufficient
Memory”

出现存储分配错误。 PCL 6

在打印机驱动程序的[详细的
设置]选项卡上，单击菜单:中
的[打印质量: 高级]，然后选
择矢量图形/光栅图形:列表中
的[光栅图形]。在某些情况
下，完成打印作业需要花费很
长的时间。

“Memory Retrieval
Error”

出现存储分配错误。 关闭电源，然后再重新打开。如果
再次显示该信息，请更换 RAM。
有关更换 RAM 的详细信息，请联
系服务代表。

如果打印未开始，请与服务代表联系。

• 错误内容可打印在配置页上。请结合错误记录检查配置页。有关如何打印配置页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打印》中的“列表/测试打印”。

使用打印机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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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扫描仪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使用扫描仪功能时控制面板上显示的信息

本节介绍关于控制面板上所显示错误信息的可能原因及可行的解决方法。如果出现此处未提
到的信息，请根据信息采取相应措施。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不能找到指定的路径。
请检查设置。”

目的地计算机名称或文件
夹名称无效。

检查用作目的地的计算机名和文件
夹名是否正确。

“不能找到指定的路径。
请检查设置。”

防病毒程序或防火墙阻止
机器与计算机相连。

• 防病毒程序和防火墙可以阻止
客户端计算机与此机器建立连
接。

• 如果正在使用防病毒软件，请
将程序添加到应用设置中的排
除列表。有关如何添加程序至
排除列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防病毒软件的帮助。

• 要避免防火墙阻止该连接，请
在防火墙的 IP 地址排除设置
中注册该机器的 IP 地址。有
关 IP 地址排除步骤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操作系统的帮助。

“输入的用户代码不正
确。请再次输入。”

您输入了不正确的用户代
码。

检查验证设置，然后输入正确的用
户代码。

“超过路径的最大字母数
字字符数。”

超出了路径中字符的最大
可指定个数。

检查可输入的最大字符数，然后重
新输入。有关可输入的最大字符数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
“传送/存储功能各个设置项目的
值”。

“超过最大字母数字字符
数。”

超出了字母数字字符的最
大可输入个数。

检查可输入的最大字符数，然后重
新输入。有关可输入的最大字符数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
“传送/存储功能各个设置项目的
值”。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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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超过了可保存待机
OCR 作业的最大数，请
稍等。当前作业保存完成
后，再次尝试。”

由于 OCR 功能保存了大
量的文件，超过了待机作
业的最大允许数。

OCR 功能最多可以将 100 个作业
置于待机状态。当前作业完成保存
后扫描下一文件。

“部分文件已自动设置文
件类型，因为选择了多个
文件。”

如果选中的保存文件无法
转换成指定的文件格式，
则在传送之前会自动将这
些文件转换成可转换的格
式。

有关用于传送保存文件的文件格式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
“发送保存的文件”。

“已编入。无法编入未编
入通讯簿的目的地。”

注册至该程序时选择的目
的地包含文件夹目的地，
并设置了下列目的地之
一：

手动输入目的地、WSD
目的地或 DSM 目的地

由于不能在通讯簿中注册，因此无
法将 WSD 目的地和 DSM 目的地
注册至该程序。对于手动输入的目
的地，请在通讯簿中注册这些目的
地，然后再尝试将其注册至该程序
中。

“扫描仪日志已满。请检
查扫描仪功能。”

[扫描仪特性]中的“打印
和删除扫描仪日志”被设
置为[勿打印：不能发
送]，并且扫描仪日志已
满。

打印或删除扫描仪日志。关于扫描
仪特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扫
描》中的“常规设置”。

“输入的文件名称包含无
效的字符。使用以下单字
节字符输入文件名称。"0
到 9", "A 到 Z", "a 到 z",
". - _"”

文件名包含无法使用的字
符。

• 检查扫描时设置的文件名。有
关可以用于文件名的字符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
“指定文件名”。

• 检查扫描时指定的文件名。在
“将扫描文件发送到文件夹”
功能中指定的文件名不能包含
以下字符：

\ / : * ? " < > |

文件名不能以句点“.”开头
或结尾。

“已调用程序。无法调用
需要访问权限的目的
地。”

当前登录的用户无权限查
看程序中已注册的目的
地。

有关如何设置权限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安全指南》中的“限制可用
功能”。

使用扫描仪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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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已调用程序。无法调用
已从通讯簿删除的目的
地。”

无法调用该程序中保存的
目的地，因为已从通讯簿
中删除。

直接输入目的地，以单独发送数
据。

“已调用程序。无法调用
有保护代码的文件夹目的
地。”

设置了保护代码的文件夹
目的地已在程序中注册。

设置了保护代码的目的地无法通过
该程序调用。取消保护代码设置或
单独发送扫描文件至目的地。

无法正常扫描文件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所有页检测为空白。未
创建文件。”

[OCR 设置]中[删除空白
页]被指定为[开]时，由于
检测到所有扫描原稿的页
面均为空白页，因此无法
创建 PDF 文件。

查看原稿是否设置为正面朝下。

将[扫描仪特性]中的[OCR 扫描的
PDF：空白页敏感度]更改为“敏
感等级 1”。

“检查原稿方向。” 根据指定的缩放系数和文
件大小等不同项目的组
合，原稿有时可能未被扫
描。

更改原稿方向，然后再次扫描。

“超出最大数据容量。”

“检查扫描分辨率，再按
一次开始键。”

扫描的数据超出最大数据
容量。

重新指定扫描尺寸和分辨率。请注
意，不能以高分辨率扫描非常大的
原稿。有关扫描仪功能设置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分辨
率与扫描尺寸的关系”。

“超出最大数据容量。”

“检查扫描分辨率，然后
重新放置 n 原稿。”

（提示消息中的“n”代
表变量。）

扫描的原稿超出最大数据
容量。

重新指定扫描尺寸和分辨率。请注
意，不能以高分辨率扫描非常大的
原稿。有关扫描仪功能设置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分辨
率与扫描尺寸的关系”。

“超出最大数据容量。”

“检查分辨率和比例，然
后再次按开始键。”

正在扫描的数据太大，超
出了[指定尺寸]中指定的
缩放比例。

降低分辨率或[指定尺寸]中的值，
然后再次扫描原稿。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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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超过同时在文件服务器
内可使用的文件的最大数
量。”

已超出可保存在文件服务
器中的文件的最大数量。

检查由其他功能保存的文件，然后
删除不需要的文件。有关如何删除
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复印/
文件服务器》中的“删除保存的文
件”。

“将有部分图像没有被扫
描。”

“检查比例，然后再次按
开始键。”

如果“指定放大比例”中
指定的缩放系数过大，可
能导致部分图像丢失。

降低“指定放大比例”中的缩放系
数，然后尝试再次扫描原稿。

如果没必要显示整个图像，请按
[开始]键，以当前的缩放系数开始
扫描。

“将有部分图像没有被扫
描。”

“检查比例，然后再次按
开始键。”

使用“指定放大比例”将
大文件缩小，可能导致部
分图像丢失。

在[指定尺寸]中指定一个较大的尺
寸，然后再次扫描原稿。

如果没必要显示整个图像，请按
[开始]键，以当前的缩放系数开始
扫描。

“扫描数据的尺寸太小
了。”

“检查分辨率和比例，然
后再次按开始键。”

正在扫描的数据太小，超
出了[指定尺寸]中指定的
缩放比例。

指定较高的分辨率或在[指定尺寸]
中指定较大的尺寸，然后再次扫描
原稿。

因存储已满而无法扫描文件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存储已满。不能扫描。
将删除已扫描的数据。”

由于硬盘空间不足，无法
扫描第一页。

请尝试下列措施之一：

• 稍等片刻，然后重新执行扫描
操作。

• 缩小扫描区域或降低扫描分辨
率。有关更改扫描区域和扫描
分辨率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扫描》中的各种扫描设置的
“扫描设置”。

• 删除多余的保存文件。有关如
何删除保存的文件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扫描》中的“删
除保存的文件”。

使用扫描仪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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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存储已满。您要保存已
扫描的文件吗？”

由于机器中没有足够的可
用硬盘空间用于在文件服
务器中保存，因此，只能
扫描一部分页面。

指定是否使用该数据。

“存储已满。已取消扫
描。按[发送]以发送已扫
描的数据，或按[取消]删
除。”

由于机器中没有足够的可
用硬盘空间，用以在文件
服务器中保存数据的同时
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发送。
因此，只能扫描一部分页
面。

指定是否使用该数据。

数据传输失败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目的地验证已失败。请
检查设置。要检查当前状
态，请按[扫描文件状
态]。”

输入的用户名或密码无
效。

• 检查用户名和密码是否正确。

• 检查目的地文件夹的 ID 和密
码是否正确。

• 机器可能无法识别包含 128
个或更多字符的密码。

“超过最大电子邮件大
小。已取消发送电子邮
件。检查扫描仪特性中的
[最大电子邮件大小]。”

每页的文件大小已达到
[扫描仪特性]中指定的最
大电子邮件大小。

更改扫描仪特性设置如下：

• 在[最大电子邮件大小]中提高
电子邮件大小限制。

• 将[分割和发送电子邮件]设置
更改为[是（按页）]或[是（按
最大值）]。有关这些设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中
的“发送设置”。

“发送数据失败。数据稍
后将重新发送。”

出现网络错误，无法正确
发送文件。

等待，直到在经过预设的间隔后自
动重试发送。如果发送再次失败，
请与管理员联系。

“传送失败。目标硬盘中
的存储量不足。要检查当
前状态，请按[扫描文件
状态]。”

传送失败。在目的地的
SMTP 服务器、FTP 服
务器或客户端计算机的硬
盘上没有足够的可用空
间。

分配足够的空间。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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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传送失败。要检查当前
状态，请按[扫描文件状
态]。”

发送文件时，出现网络错
误，无法正确发送文件。

如果重新扫描后再次出现相同的信
息，则可能是由于混合网络，或者
在 WSD 扫描传送期间更改了网络
设置。有关网络错误的详细信息，
请咨询您的管理员。

因选择了当前使用的文件而无法发送数据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选择的文件正在使用
中。不能更改文件名。”

状态为“请稍候”的文件
不能更改文件名。

取消发送（“正在等待...”状态已
清除），然后更改文件名。

“选择的文件正在使用
中。不能更改密码。”

状态为“正在等待...”的
文件不能更改密码。

取消发送（“正在等待...”状态清
除），然后更改密码。

“选择的文件正在使用
中。不能更改用户名。”

不能更改状态为“正在等
待...”的发送者名称。

取消发送（“正在等待...”状态清
除），然后更改用户名。

“一些选择的文件正在使
用中。它们不能被删
除。”

不能删除正在等待传输的
文件（显示了“正在等
待...”状态）。

取消发送（“正在等待...”状态清
除），然后删除文件。

因文件或页面过多而无法发送数据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超过每个文件的最大页
数。您要将已扫描的内容
保存为 1 个文件吗？”

要保存的文件超过了一个
文件所能容纳的最多页
数。

指定是否保存该数据。扫描没有扫
描过的页，然后将它们另存为一个
新文件。有关存储文件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扫描》中的“存储和
保存扫描的文件”。

“超过保存的文件的最大
数量。因为不能捕获文
件，不能发送扫描的数
据。”

等待发送的文件过多。 请在发送这些文件后重试。

使用扫描仪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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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超过每个文件的最大页
数。按[发送]发送扫描的
数据，或按[取消]删
除。”

扫描的页数超过最大页
数。

指定是否发送已扫描的数据。

“超出了可保存文件的最
大数量。删除所有不需要
的文件。”

等待发送的文件过多。 请在发送这些文件后重试。

无法使用 WSD 扫描仪功能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不能与此 PC 通信。请
联系管理员。”

WSD（设备）协议或
WSD（扫描）协议无
效。

有关如何启用或禁用 WSD 协议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安全指南》中
的“启用或禁用协议”。

“因为通信失败，不能开
始扫描。”

客户端计算机上未设置扫
描配置文件。

设定扫描配置文件。有关如何操作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
“创建新的扫描配置文件”。

“因为通信失败，不能开
始扫描。”

客户端计算机上选择了
[不执行任何操作]，强制
客户端计算机在收到扫描
数据时不作任何响应。

打开扫描仪属性，单击[事件]选项
卡，然后选择[启动此程序]作为该
计算机收到扫描数据时的响应。有
关详细内容，请参见操作系统的帮
助。

“不能开始扫描。检查
PC 上的设置。”

扫描配置文件的配置可能
不正确。

检查扫描配置文件的配置。

“因为发送数据之前计算
机超时，所以无法发送数
据。”

使用 WSD 扫描时超时。
如果扫描原稿和发送其数
据之间所经历的时间太
长，则系统会超时。以下
是超时的可能原因：

• 每套原稿数量太多。

• 原稿卡纸。

• 传送其他作业。

• 减少原稿数量，然后重新扫
描。

• 取出任何卡住的原稿，然后重
新扫描。

• 使用扫描仪日志检查是否没有
作业正在等待传送，然后重新
扫描。

10. 故障排除

222



无法在存储器设备上存储文件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因为剩余空间不足，不
能在存储器设备上写
入。”

存储器设备已满，无法保
存扫描数据。即使存储器
设备显示有足够的剩余空
间，但如果超出可以保存
的最大文件数，仍然无法
对数据进行保存。

• 更换存储器设备。

• 如果将文件扫描为单个页面或
分开的多个页面，则已经写入
存储器设备的数据将按原样保
存。更换存储器设备，然后按
[重试]保存剩余数据，或按[取
消]重新扫描。

“因为设备处于写保护状
态，不能在存储器设备上
写入。”

存储器设备为写保护状
态。

解除存储器设备上的写保护锁定。

“不能在存储器设备上写
入。请检查存储器设备和
机器设置。”

存储器设备有故障，或文
件名包含无法使用的字
符。

• 检查存储器设备是否已损坏。

• 检查存储器设备。它可能尚未
格式化，或者其格式可能与本
机不兼容。

• 检查扫描时设置的文件名。有
关可以用于文件名的字符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
“指定文件名”。

“超过每个文件的最大页
数。按[写入]将当前的扫
描数据写入存储器设备，
或按[取消]删除。”

无法完成扫描，因为扫描
数据写入存储器设备期
间，超出了本机可扫描的
最大页数。

减少写入存储器设备的文件数，然
后重试。

“存储已满。按[写入]将
当前的扫描数据写入存储
器设备，或按[取消]删
除。”

无法完成扫描，因为扫描
数据保存到存储器设备时
硬盘存储容量不足。

指定是否要将扫描的文件保存到存
储器设备。

客户端计算机上显示的信息

本节介绍使用 TWAIN 驱动程序时，客户端计算机上显示的主要错误信息的可能原因及可行
的解决方法。如果出现此处未说明的信息，请按指示操作。

使用扫描仪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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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登录用户名、登录密码
或驱动程序加密密钥出现
错误。”

输入的登录用户名、密码
或驱动程序加密密钥无
效。

检查登录用户名、登录密码或驱动
程序加密密钥，然后正确输入它
们。有关登录名、登录密码及驱动
密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安全指
南》中的“加密传输的密码”。

“验证成功。但是，访问
扫描仪功能的特权已经被
拒绝。”

登录的用户名没有扫描的
权限。

有关如何设置权限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安全指南》中的“限制可用
功能”。

“无法再添加扫描模
式。”

超出了可注册扫描模式的
最大数量。

最多可以存储 100 个模式。请删
除不需要的模式。

“无法检测原稿的纸张尺
寸。请指定扫描尺寸。”

放置的原稿未对齐。 • 正确放置原稿。

• 指定扫描尺寸。

• 将原稿直接放置在曝光玻璃上
时，ADF 的抬起和放下操作
将触发自动原稿尺寸检测过
程。将 ADF 抬高 30 度以
上。

“无法再指定更大的扫描
区域。”

超出了可注册扫描模式的
最大数量。

最多可以存储 100 个扫描区域。
删除多余的扫描区域。

“清除自动送稿器中的错
误进纸。”

在 ADF 中出现卡纸。 • 取出卡住的原稿，然后重新插
入。有关卡纸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故障排除”中的“取出
卡纸”。

• 出现卡纸时，更换卡住的原
稿。

• 检查原稿是否适合本机扫描。

“扫描仪驱动程序发生错
误。”

驱动程序出现错误。 • 检查网络电缆是否正确连接至
客户端计算机。

• 检查 Windows 是否正确识别
客户端计算机的以太网卡。

• 检查客户端计算机是否可使用
TCP/IP 协议。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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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扫描仪发生错误。” 应用程序指定的扫描设置
已经超出了机器的设置范
围。

检查应用程序设定的扫描设置是否
超出了机器的设置范围。

“扫描仪发生严重错
误。”

出现不可恢复的机器错
误。

出现不可恢复的机器错误。请与服
务代表联系。

“存储不足。请关闭其他
应用程序，然后重新进行
扫描。”

存储不足。 • 关闭正在客户端计算机上运行
的所有不必要的应用程序。

• 卸载 TWAIN 驱动程序，重新
启动计算机，然后重新安装该
驱动程序。

“存储不足。请减小扫描
区域。”

扫描仪存储不足。 • 重新设定扫描尺寸。

• 降低分辨率。

• 设定为不压缩。有关这些设置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TWAIN
驱动程序的帮助。

问题的原因可能如下：

• 如果在使用半色调或高分辨率
时将亮度数值设定得较大，则
无法进行扫描。有关扫描设置
之间的关系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扫描》中的“分辨率与扫
描尺寸的关系”。

• 出现卡纸时，您可能无法扫描
原稿。取出卡住的原稿，然后
重新扫描。

“Winsock 版本无效。
请使用版本 1.1 或更高版
本。”

您使用的 Winsock 版本
无效。

安装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或从操作系
统光盘中复制 Winsock。

“扫描仪未响应。” 机器或客户端计算机未与
网络正确连接。

• 检查机器或客户端计算机是否
与网络正确连接。

• 禁用客户端计算机的自身防火
墙。有关防火墙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 Windows 的帮助。

“扫描仪未响应。” 网络繁忙。 请稍等片刻，然后重新连接网络。

使用扫描仪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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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扫描仪正用于其它功
能。请稍候。”

正在使用扫描功能以外的
其他机器功能，如复印功
能。

• 请稍等片刻，然后重新连接网
络。

• 取消正在处理的作业。按[停
止]。按照出现消息中的说明
执行操作，并退出正在运行的
功能。

“扫描仪在指定的设备上
无法使用。”

本机上无法使用 TWAIN
扫描仪功能。

请与服务代表联系。

“扫描仪还未就绪。请检
查扫描仪及附件。”

ADF 盖板打开。 检查 ADF 盖板是否已关上。

“本名称已被使用。请检
查注册名称。”

您试图注册一个已经使用
的名称。

使用其他名称。

连接到扫描仪出现问题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无法连接扫描仪。请检
查用户工具中的网络访问
掩码设置。”

设定了访问掩码。 有关访问掩码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您的管理员。

“找不到先前扫描所使用
的"XXX"扫描仪。将使用
"YYY"代替。”

（“XXX”和“YYY”
表示扫描仪的名称。）

先前所使用扫描仪的主电
源未设为“开”。

检查先前扫描用的扫描仪的主电源
是否已打开。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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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找不到先前扫描所使用
的"XXX"扫描仪。将使用
"YYY"代替。”

（“XXX”和“YYY”
表示扫描仪的名称。）

机器未与网络正确连接。 • 检查之前使用的扫描仪是否与
网络正确连接。

• 取消客户端计算机的个人防火
墙。有关防火墙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 Windows 的帮助。

• 使用应用程序（如 telnet）以
确保将 SNMPv1 或
SNMPv2 设定为机器的协
议。有关如何进行检查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
统设置》中的“使用 telnet
远程维护”。

• 选择先前扫描使用的扫描仪。

“发生网络通信错误。” 网络上出现通讯错误。 检查客户端计算机是否可使用
TCP/IP 协议。

“无法使用扫描仪。请检
查扫描仪连接状态。”

机器的电源已关闭。 打开电源。

“无法使用扫描仪。请检
查扫描仪连接状态。”

机器未与网络正确连接。 • 检查机器是否与网络正确连
接。

• 取消客户端计算机的个人防火
墙功能。有关防火墙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 Windows 的帮
助。

• 使用应用程序（如 telnet）以
确保将 SNMPv1 或
SNMPv2 设定为机器的协
议。有关如何进行检查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
统设置》中的“使用 telnet
远程维护”。

使用扫描仪功能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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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无法使用扫描仪。请检
查扫描仪连接状态。”

网络通信不可用，因为无
法从主机名中获取机器的
IP 地址。如果只有
“IPv6”被设置为[有
效]，则可能无法获取
IPv6 地址。

• 检查是否有在网络连接工具中
指定机器的主机名。对于
WIA 驱动程序，请查看属性
中的[网络]选项卡。

• 使用 Web Image Monitor，
将“IPv6”的“LLMNR”设
置为[有效]。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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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其他信息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将开始更新固件。按
[确定]。经过 30 秒后将
自动开始。”

已启用自动固件更新，现
在将进行自动更新。

• 如果您希望开始固件更新，请
按[确定]或配置设置，以在
30 秒内自动开始固件更新。

• 如果不要开始固件更新，请在
30 秒内按[取消]。

• 固件更新期间，请不要关闭电
源开关。

“读取 PDF 文件失
败。”

有可能是浏览器的 PDF
查看器不支持该 PDF 版
本，或者 PDF 指定了不
受支持的加密级别。

使用机器的浏览器无法查看使用非
以下所列版本和加密级别的 PDF
文件。

• PDF 版本：1.3-1.7

• PDF 加密级别：128Bit AES
或 256Bit AES

“清洁扫描玻璃。（放置
下一页至曝光玻璃。）”

扫描玻璃或 ADF 的导板
脏了。

清洁扫描玻璃或导板。请参见“维
护和规格”中的“维护机器”。

“以下输出纸盘已满。取
出纸张。”

输出纸盘已满。 从输出纸盘中取出纸张以继续打
印。按显示面板上的[继续]可以继
续打印。

“内部冷却风扇运行。” 进行大量打印将导致机器
内部升温，并启动冷却风
扇。

在风扇运行时，风扇将发出噪声，
但这是正常的，同时机器也可正常
操作。

可以打印的纸张数量以及截止到风
扇开始运行的总运行时间取决于机
器安装位置的温度。

“自检中...” 机器正在执行图像调整操
作。

机器在运行期间可能会执行定期维
护。维护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取决于
湿度、温度以及影响打印的因素，
例如打印份数、纸张尺寸和纸张类
型。请等待本机恢复操作。

出现其他信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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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或存储原稿出现问题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不能检测原稿尺寸。选
择扫描尺寸。”

机器未检测到原稿尺寸。 • 正确放置原稿。

• 指定扫描尺寸，然后再放置原
稿。有关传真功能使用时间的
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传
真》中的“扫描设置”。

• 将原稿直接放置在曝光玻璃上
时，ADF 的抬起和放下操作
将触发自动原稿尺寸检测过
程。将 ADF 抬高 30 度以
上。

“捕捉的文件超过每个文
件的最大页数。不能发送
扫描的数据。”

已超过每个文件的最大页
数。

减少传送文件的页数，然后重新发
送文件。有关每个文件最大页数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中的
“存储功能”。

“原稿正被另一个功能扫
描...请等待。”

正在使用机器的其他功
能。

取消正在进行的作业。按[退出]，
然后按[停止]。按照出现消息中的
说明执行操作，并退出正在运行的
功能。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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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通讯簿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更新目的地列表失败。
是否重试？”

出现了网络错误。 • 检查是否连接了服务器。

• 防病毒程序和防火墙可以阻止
客户端计算机与此机器建立连
接。

• 如果正在使用防病毒软件，请
将程序添加到应用设置中的排
除列表。有关如何添加程序至
排除列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防病毒软件的帮助。

• 要避免防火墙阻止该连接，请
在防火墙的 IP 地址排除设置
中注册该机器的 IP 地址。有
关 IP 地址排除步骤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操作系统的帮助。

“正在更新目的地列表。
请等待。指定的目的地或
发送者名称已被删除。”

正在使用 Web Image
Monitor 通过网络更新目
的地列表。

请等待，直到信息消失。当显示此
信息时，请勿关闭电源。在继续操
作之前可能会有些延迟，这取决于
要更新的目的地数目。显示此信息
时，不能进行操作。

“正在更新目的地列表。
请等待。指定的目的地或
发送者名称已被删除。”

当更新传输服务器中的目
的地列表时，指定的目的
地或发送者名称被删除。

重新指定目的地或发送者的名称。

因目的地出现问题而无法发送数据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包含一些无效的目的
地。您只想选择有效的目
的地吗？”

该指定组包含的传真目的
地，电子邮件目的地和/
或文件夹目的地不受指定
传送方式支持。

在每次传送时出现的信息中，按
[选择]。

“SMTP 验证电子邮件地
址和管理员电子邮件地址
不匹配。”

SMTP 验证电子邮件地址
与管理员电子邮件地址不
匹配。

有关如何设置 SMTP 验证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统设
置》中的“文件传送”。

出现其他信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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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用户证书出现问题而无法操作机器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由于其加密证书当前无
效，无法选择目的地。”

用户证书（目的地证书）
已过期。

必须安装新的用户证书。有关用户
证书（目的地证书）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安全指南》中的“配置
S/MIME”。

“由于其包含一个加密证
书当前无效的目的地，无
法选择组目的地。”

用户证书（目的地证书）
已过期。

必须安装新的用户证书。有关用户
证书（目的地证书）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安全指南》中的“配置
S/MIME”。

“由于加密证书当前无
效，传送无法执行。”

用户证书（目的地证书）
已过期。

必须安装新的用户证书。有关用户
证书（目的地证书）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安全指南》中的“配置
S/MIME”。

“因为用于 S/MIME 签
名的设备证书当前无效，
不能 YYYXXX。”

（XXX 和 YYY 表示用户
操作。）

设备证书(S/MIME)已过
期。

必须安装新的设备证书(S/
MIME)。有关如何安装设备证书
(S/MIME)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安全指南》中的“通过设备证书
保护通信路径”。

“因为用于 S/MIME 签
名的设备证书有故障，不
能 YYYXXX。检查设备
证书。”

（XXX 和 YYY 表示用户
操作。）

没有设备证书(S/
MIME)，或证书无效。

有关此设备证书（S/MIME）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安全指南》中的
“通过设备证书保护通信路径”。

“无法 YYYXXX，因为
数字签名的设备证书当前
无效。”

（XXX 和 YYY 表示用户
操作。）

设备证书（带有数字签名
的 PDF 或者带有数字签
名的 PDF/A）已过期。

必须安装新的设备证书（带有数字
签名的 PDF 或者带有数字签名的
PDF/A）。有关如何安装设备证
书（带有数字签名的 PDF 或者带
有数字签名的 PDF/A）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安全指南》中的“配
置带有电子签名的 PDF”。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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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无法 YYYXXX，因为
数字签名的设备证书有问
题。检查设备证书。”

（XXX 和 YYY 表示用户
操作。）

设备证书（带有数字签名
的 PDF 或者带有数字签
名的 PDF/A）不存在或
无效。

必须安装新的设备证书（带有数字
签名的 PDF 或者带有数字签名的
PDF/A）。有关如何安装设备证
书（带有数字签名的 PDF 或者带
有数字签名的 PDF/A）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安全指南》中的“配
置带有电子签名的 PDF”。

• 如果无法发送传真或电子邮件，并且出现信息指明设备证书或用户证书有问题，则必须
安装新证书。有关如何安装新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安全指南》中的“配置 S/
MIME”或“通过设备证书保护通信路径”。

登录发生问题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验证失败。” 输入的登录用户名或登录
密码不正确。

有关正确的登录用户名和登录密码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安全指南》
中的“基本验证”。

“验证失败。” 机器无法执行验证。 有关用户验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安全指南》中的“配置用户验
证”。

用户没有权限来执行操作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您没有使用此功能的权
限。”

登录的用户名没有使用所
选功能的权限。

有关如何设置权限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安全指南》中的“限制可用
功能”。

“选择的文件中包含没有
访问权限的文件。仅可以
删除有访问权限的文
件。”

您曾尝试在没有相应权限
的情况下删除文件。

要检查保存文件的访问权限或者要
删除没有权限删除的文件，请参见
《安全指南》中的“管理保存的文
件”。

出现其他信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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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使用 LDAP 服务器时

信息 原因 解决方法

“连接到 LDAP 服务器
失败。检查服务器状
态。”

出现网络错误，连接失
败。

重试操作。如果仍旧显示此信息，
网络可能繁忙。

检查[系统设置]中的 LDAP 服务器
设置。有关 LDAP 服务器设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机器/系
统设置》中的“编入 LDAP 服务
器”。

“超过 LDAP 服务器查
找时间限制。检查服务器
状态。”

出现网络错误，连接失
败。

• 重试操作。如果仍旧显示此信
息，网络可能繁忙。

• 检查[系统设置]的[管理员工
具]中所列的 LDAP 服务器设
置是否正确。有关 LDAP 服
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连
接机器/系统设置》中的“编
入 LDAP 服务器”。

“LDAP 服务器验证失
败。检查设置。”

出现网络错误，连接失
败。

请正确配置用于 LDAP 服务器验
证的用户名和密码的设置。

10.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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