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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閱讀本手冊

Read This First





有关印刷版手册中未包含的信息，请参见
理光网站(http://www.ricoh.com/)上的在
线手册，也可通过控制面板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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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机的安全信息

1. 本机随附的手册

简体中文

在使用本机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将本手册存放在便于查
阅的地方，以备日后参考。为了安全正确地使用本机器，在使
用之前，请务必阅读本手册的安全信息。



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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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手册

本机操作说明书采用以下格式提供：

格式 手册

印刷手册 •	安全信息
•	安装指南

光盘 •	驱动安装指南（HTML手册）

控制面板上显示的手册 •	用户指南（HTML手册）

网页 •	安全信息（PDF手册）
•	安装指南（PDF手册）
•	用户指南（PDF/HTML手册）
•	驱动安装指南

1. 本机随附的手册

本机所用安全符号的含义

注意

一般强制行动标记

请勿触摸

请勿投入火中

请勿使用吸尘器

注意，表面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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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循的安全预防措施

打开产品包装的要求

 警告
•	 以下说明本产品包装中使用的塑料袋上的警告信息：

•	 切勿将本机随附的聚乙烯材料（塑料袋等）留在婴儿和儿童附近。聚乙烯
材料接触到口鼻可能导致窒息。

机器的放置和安装要求

 警告
•	 避免在本机附近或内部进行以下操作，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电击：

•	 使用易燃喷雾、溶剂等
•	 放置易燃喷雾、溶剂等
•	 放置盛有液体的容器或小型金属物体

 注意
•	 请勿将本机放在潮湿或多尘环境中，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电击。

•	 请勿将本机放在不平稳或倾斜的表面，否则可能会导致机器掉落或翻倒并造成
伤害。

•	 请勿阻塞机器的通风口，否则可能会因内部组件过热而导致火灾。

•	 请勿在机器上放置重物，否则可能会导致机器掉落或翻倒并造成伤害。

•	 在通风不佳或狭窄房间内连续很长时间使用本机或打印大量材料时，请确保房
间充分通风。

安全标签含义

 警告
表示可能存在危险的情况。如果不遵循说明，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注意
表示可能存在危险的情况。如果不遵循说明，可能导致轻度/中度伤害或者财产损失。

2. 本机的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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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插头和电源线的使用要求

 警告
•	 避免进行以下操作，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电击：

•	 使用电压或频率不符合所示规格的任何电源
•	 使用多插座适配器
•	 使用延长线
•	 用任何金属物接触电源线插头的插脚

•	 避免对电源线进行以下操作，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电击：
•	 损坏电源线
•	 捆绑电源线
•	 修改电源线
•	 在电源线上放置重物
•	 强行拉扯电源线
•	 强行弯折电源线

•	 请勿用湿手触摸电源线插头，否则可能导致电击。

•	 随附的电源线供本机专用。不能用于本机之外的其他设备。此外，请勿使用并
非本机随附的电源线，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电击。

•	 为了防止火灾或电击，每年至少应将插头和电源线从墙壁电源插座拔出一次并
进行检查。如果存在任何以下情形，请勿连续使用该插头和电源线，而应咨询
经销商或维修服务人员。 
•	 插头有烧焦痕迹
•	 插头上的插脚已变形
•	 电源线的内芯暴露或断裂
•	 电源线的涂层有裂痕、凹痕或损坏
•	 弯折电源线时，电源断断续续
•	 电源线的一部分发热

 注意
•	 从墙壁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时，请确保拔插头，而不是拉扯电源线。请勿用

力拉扯电源线，否则可能会损坏电源线并导致火灾或电击。

•	 请务必将电源线插头完全插入墙壁电源插座。此外，请勿将插头插入松动且不
稳固的墙壁电源插座，以免导致接触故障。否则可能会产生热量。

•	 每年至少要将插头从墙壁电源插座拔出一次，并清洁插脚及插脚周围的区域。
让灰尘堆积在插头上可能导致火灾。

•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机器（例如连续节假日），出于安全考虑，请务必从墙壁电
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插头。

•	 在对机器进行维护时，出于安全考虑，请从墙壁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

•	电源
220-240 V，7 A或更高，50/60 Hz

紧急情况下的要求

 警告
•	 如果附近发生雷击，请勿触摸本机器，否则可能导致电击。

•	 请务必将机器安装在尽量靠近墙壁电源插座的地方，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轻
松拔下电源线插头。

•	 如果机器表现出以下异常，请立即关闭电源。关闭电源后，请务必从墙壁电源
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插头，然后联系您的维修服务人员并报告有关问题。连续使
用该电源线可能会导致火灾或电击。
•	 机器冒烟
•	 机器发出异味
•	 金属物体或其他异物掉进机器内部
•	 水或其他液体进入机器内部

•	 如果机器翻倒，或是机盖或其他部件损坏，请立即关闭电源。在从墙壁电源插
座上拔下电源线插头后，联系您的维修服务人员。连续使用本机可能导致火灾
或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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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机器内部的要求

 警告
•	 请勿拆除未在本手册中明确提及的任何盖板或螺丝。本机内部有可能会导致电

击的高压组件。本机内部还有可能会导致眼睛伤害的LED组件。如果本机的内
部组件需要维护、调整或维修，请联系您的销售或维修服务人员。

•	 请勿拆卸或改装本机，否则可能导致火灾和电击。此外，暴露在本机内部的
LED组件前可能会造成眼睛伤害。

 注意
•	 机器内部有高温部件。取出卡纸时，请勿触摸除本手册中所指定以外的区域。

触摸那些区域可能会导致烫伤。

•	 机器内部有些部件触摸时可能会引致断裂。在取出卡纸时，请勿触摸网络手册
中“故障排除”的“取出卡纸时的注意事项”中指定的接口、传感器和LED。
触摸这些部件可能会导致故障。

•	 虽然本机采用了安全设备以免用户受到伤害，但请注意不要在运行过程中触摸
辊轮。辊轮在完全停止之前可能会夹紧。

•	 如需清洁机器内部和通风口，请联系您的销售或维修服务人员。如果灰尘堆积
而不定期清洁机器的内部，可能会导致火灾并引起故障。

•	 更换纸张或取出卡纸时，请确保不要夹伤手指。

•	 定影单元会变得很烫。拆除定影单元时，请在打开盖板后至少等待15分钟，以
确认定影单元已充分冷却。否则，您可能会被烧伤。

•	 请在确认机器已经关闭，并且主机温度不高于室温后，再清洁压辊周围区域。
否则，您可能会被烧伤。

•	 在更换纸张或取出卡纸时，请关闭前盖，并且一次只对一个纸盘进行这些操作。

•	 在打开前盖以取出卡纸或更换耗材之前，请关闭所有纸盘。

抬动机器的要求

 注意
•	 移动机器时，请勿握持控制面板。否则可能会损坏控制面板，进而可能导致伤

害或引起故障。

•	 在移动安装了可选纸盘单元的机器时，请勿用力推动主机的上部。否则可能会
导致主机与可选纸盘单元分离，进而可能造成伤害。

•	 若要抬起机器，以便将其搬运或移动到其他楼层重新安装时，请联系维修服务
人员。机器跌落或翻倒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或故障。

•	 移动机器时，请确保从墙壁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并确认电话线和其他连接
线已移除。否则，电源线会被损坏，进而可能导致火灾或电击。

使用机器的要求

 注意
•	 请勿直视光源。否则可能会损害眼睛。

•	 如果安装了扩展纸盘，请勿同时拉出多个纸盘。另外，请关闭前盖和后盖。用
力按机器的上表面可能导致机器翻倒，进而可能造成伤害。

•	 请勿使用装订纸、铝箔、复写纸或任何形式的导电纸，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

•	 请将SD卡和USB闪存设备存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若有儿童意外吞食SD
卡或USB闪存设备，请立即就医。

•	 放下ADF时，请勿将双手放在铰链和曝光玻璃上。您的手部或手指可能会被卡
住，这样可能会导致伤害。

•	 请先从墙壁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插头并确认主机温度不高于室温后，再安装
或拆除选件。否则，您可能会被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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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电源的要求

 警告
•	 请勿将碳粉（新碳粉或废碳粉）或内含碳粉的碳粉容器存放在有明火的地方。

碳粉可能会燃烧，从而导致烧伤或火灾。

•	 请勿焚烧处理以下物品。碳粉与明火一触即燃，可能会导致烫伤。
•	 碳粉（新碳粉或废碳粉）
•	 内含碳粉的碳粉容器
•	 附着碳粉的部件

•	 请勿使用吸尘器吸扫溢出的碳粉（包括废碳粉）。吸入的碳粉可能会因吸尘器
内的电触点火花而造成起火或爆炸。不过，您可以使用能够吸扫碳粉的工业吸
尘器。当碳粉溢出时，请用湿布清除溢出的碳粉，以免碳粉散落。

 注意
•	 碳粉容器内含碳粉时，请勿强行打开装有碳粉的容器，压碎或挤压它们。碳粉

溢出可能会导致误食或弄脏衣服、手部或地板。

•	 切勿将以下物品留在儿童可接触到的地方：
•	 碳粉（新碳粉或废碳粉）
•	 内含碳粉的碳粉容器
•	 附着碳粉的部件

•	 取出卡纸、补充或更换碳粉（新碳粉或废碳粉）时，请确保不要吸入碳粉。

 注意
•	 在处理碳粉时，如果发生以下情况时，请先采取应急措施，如有必要，请立即

就医。
•	 吸入碳粉时，请用大量清水漱口并转移到空气清新的环境中。
•	 吞食碳粉时，请用大量清水稀释胃内容物。
•	 当碳粉进入眼睛时，请用大量清水冲洗。

•	 取出卡纸、补充或更换碳粉（新碳粉或废碳粉）时，请注意不要让碳粉弄脏您
的皮肤或衣服。

•	 如果碳粉（新碳粉或废碳粉）洒落在皮肤或衣服上并将其弄脏，请采取以下
措施：
•	 如果碳粉洒落在皮肤上，请用肥皂和水彻底冲洗。
•	 如果碳粉洒落在衣服上，请用凉水冲洗污渍区域。用热水清洗污渍区域会

使碳粉渗入到纤维中，进而可能导致污渍无法去除。

•	 更换带碳粉的容器（包括废碳粉）或带碳粉的耗材时，请注意不要让碳粉溢
洒。取出废耗材并关上容器盖子（如有）后，请将废耗材放在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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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焚烧溢出碳粉或废碳粉。碳粉尘易燃，如果暴露在明火下可能会燃烧。
应在授权经销商处或适当的回收点进行废弃处理。
请将碳粉（废碳粉或未使用的碳粉）和碳粉容器存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本机的内部会变得非常烫。请勿触摸贴有此标签（表示表面烫）的部件。

本机的安全标签

警告和注意标签的位置

本机器在以下所示位置贴有 警告和 注意标签。为安全起见，请遵循相关说明并按照指示
操作机器。

机器约重30千克（67磅）。
在搬动机器时，需要两个人从前后两侧使用嵌
入式把手将其抬起。

位置：在铭牌上

本产品仅在海拔2000m以下的地方能够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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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纸口非常烫。在取出卡纸或从出纸盘中取出纸张时，请
勿触摸出纸口。否则，您可能会被烫伤。

电源开关符号

本机使用的电源开关符号如下：
 ：待机

法律法规

复印和打印禁止

请勿复印或打印法律禁止复制的任何项目。
根据当地法律，复制或打印以下项目一般属于违法行为：
钞票、印花税票、债券、股票、银行汇票、支票、护照、驾驶执照。
以上各项仅供参考，并未涵盖全部项目。本公司不对其完整性或精确性负责。如您对复印或打
印某些项目的合法性存有疑问，请向您的法律顾问咨询。

3. 本机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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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技术指标
主要功能：数据传输
调制方式：BPSK/QPSK/16QAM/64QAM/DBPSK/DQPSK/CCK/GFSK π/4-DQPSK 
8DPSK
频率范围：2400–2483.5 MHz
频率容限：≤20 ppm
发射功率：≤20 dBm (EIRP)
占用带宽：≤40 MHz ≤3 MHz
杂散发射限值：≤-30 dBm
不得擅自更改发射频率，加大发射功率（包括额外加装射频功率放大器），不得擅自外接天线
或改用其它发射天线。
使用时不得对各种合法的无线电通信业务产生有害干扰；一旦发现有干扰现象时，应立即停止
使用，并采取措施消除干扰后方可继续使用。
使用微功率无线电设备，必须忍受各种无线电业务的干扰或工业，科学及医疗应用设备的辐射
干扰。
不得在飞机和机场附近使用。
上述频段的无线接入系统仅限室内使用。

法律要求

请使用中性复印纸

复印机使用纸张进行复印，而纸张的特性将会直接影响到副本的质量。纸张一般可分为酸性和
中性两类，为了保证复印机可长期稳定地使用和维持良好的复印质量，复印时使用中性纸较为
妥当。
酸性纸中的硫酸铝成份与空气中的水分接触后会发生酸性变化，复印机内部的零件也会因此受
到酸化腐蚀。加之，酸性纸本身亦容易酸化并引致变色和干化，所以，这种纸不适于复印及印
刷之用。另外，纸粉多又是酸性纸的一大特征。纸粉多将会造成送纸不良，操作件感应失误，
零件的使用寿命缩短和各部位故障率增加。而故障率的增加势必导致修理次数增多，从而使零
件及修理费用的成本高涨。所以，我们郑重向您推荐请使用中性纸。
请向销售店直接查询有关中性纸的价格及其相关情况。

无线功能用户注意事项

操作面板配备无线局域网功能。无线功能在出厂默认设置中禁用。
本章节介绍了与使用产品无线功能相关的注意事项。
使用无线功能前，请务必阅读本章节。
本产品进行通信所用的频率范围为2.4 GHz。无线电波通信可能会由于噪音或干扰而中断。如
果您要使用本产品进行外部通信，请留意可能出现的通信故障。

•	 法律严禁拆卸或改装本产品。如果对本产品的无线模块进行了非法改装，本公司概不负责。
•	 对于由无线局域网功能故障或缺陷、工作环境、通信故障、电源中断或其他外部因素导致

的财务损失（例如由于通信故障造成的损害），本公司概不负责。
•	 对于使用无线电波进行通信的设备，未提供预防或阻止数据篡改的措施。本公司对无线局

域网规范或其他条件导致的安全问题概不负责。

•	 本产品使用的频率范围可能与其他公司生产的其他产品（工业、科学或医疗设备）相同。
在户外使用无线设备可能受到限制。请注意使用此功能的环境。

•	 若要出口本产品，请遵守《外汇和对外贸易法》、《出口管理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并按其规定履行必要的程序。

•	 出厂默认设置未配置无线局域网功能SSID。如果要使用SSID，必须自行配置SSID设置。
•	 本产品的某些应用使用无线功能。根据无线功能的使用环境，通信可能会由于无线电波干

扰而中断。
•	 无线局域网功能的可用频率因使用的接入点而异。
•	 无线局域网功能在出厂默认设置中禁用。要使用本产品中使用无线局域网功能的应用，您

需要启用无线局域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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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 IM 430F

机器 有害物质

部件名称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
(Cr (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1  结构/驱动

2 外壳

3 操作面板

4 读取/写入

5 成像

6 定影

7 送纸

8  电气元件

9  送稿器

10  附件

 �送纸单元PB1110、送纸单元PB1120、M34型轮脚台

纸张处理
选购件

有害物质

部件名称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
(Cr (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1  结构/驱动/
送纸单元

2 外壳 

3  电气元件

4  附件

 �M27型NFC读卡器

其他选购件 有害物质

部件名称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
(Cr (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1  电气元件

2 金属

3  树脂

4  附件

 �M19型IEEE 1284接口板、M19型文件格式转换器、M19型扩展USB板 

其他选购件 有害物质

部件名称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
(Cr (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1  电气元件

2 金属

3 树脂

4  附件

 �M19A型USB设备服务器选件

其他选购件 有害物质

部件名称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
(Cr (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1  电气元件

2 金属

3 树脂

4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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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4型XPS直接打印选件、M34型传真连接单元、M34型IPDS单元、M34型
PostScript3单元、M12型可选计数器接口单元、M19型数据覆盖安全单元

其他选购件 有害物质

部件名称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
(Cr (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1  电气元件

2 金属

3  树脂

4  附件

 �用于SAP 1 Lisence的Unicode字体包、用于SAP 10 Lisence的Unicode
字体包

其他选购件 有害物质

部件名称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
(Cr (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1  电气元件

2 金属

3  树脂

4  附件

 �M13型OCR单元

其他选购件 有害物质

部件名称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
(Cr (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1  电气元件

2 金属

3 树脂

4  附件

•	备注

本表格依据SJ/T 11364的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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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 26572规定的限
量要求。

•	  ：本产品不含此部件。

环保使用期限的说明

这个标志是在中国销售的电子信息产品适用的
环保使用期限。
只要遵守有关该产品的安全和使用时的注意事
项，从生产日期开始的年限内，不会出现环境
污染，不会给人体和财产带来严重影响。
而且，那是根据环保使用期限通则算出的。

仅适用中国的
环保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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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打印机、传真机及多功能一体机》
要求的补充信息

理光根据保修单条款内容对产品承诺一年保修期。当用户在保修期内属正常使用而引起机器故
障，可与保修单上署名的经销商联系，享受免费修理。*
•	关于废旧产品、耗材（含光导鼓）、选购件回收的详细信息，参见理光（中国）网站： 

http://www.ricoh.com.cn/about/csr/
•	机器能够使用再生纸。**
•	当产品与外接输入电源相连，即使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在产品处于接收传真和付诸安全对

策（避雷措施）等状态时，还会有微量的电流存在。
•	噪声超过63dB（A）的机器不适合用于办公环境，所以请把机器放置在其他房间里。
•	确保使用本机的房间通风良好并且宽敞。如果频繁使用本机，良好的通风尤其重要。

*相关内容以产品保修单中保修期及保证内容条款为准。
**请使用理光推荐纸张，详情请向理光供应商查询。

注意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2400-2483.5MHz
发射功率（EIRP）：< 100mW 
载频容限：≤ 20ppm
杂散发射限值：≤ 30dBm
不得擅自更改发射频率、加大发射功率(包括额外加装射频功率放大器)，不得擅自外接天线或
改用其它发射天线。
使用时不得对各种合法的无线电通信业务产生有害干扰；一旦发现有干扰现象时，应立即停止
使用，并采取措施消除干扰后方可继续使用。
使用微功率无线电设备，必须忍受各种无线电业务的干扰或工业、科学及医疗应用设备的辐射
干扰。
不得在飞机和机场附近使用。
上述频段的无线接入系统仅限室内使用。
本设备包含型号核准代码为：CMIIT ID:2014DJ5469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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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紙本手冊中沒有列出的資訊，請參閱
理光網站(http://www.ricoh.com/downloads/)
或控制面板上的線上手冊。

安全資訊

3. 本機的其他資訊

2. 本機的安全資訊

1. 本機隨附的手冊

繁體中文

使用本機前，請詳閱本手冊，並妥善保存以便日後參考之用。
為了能安全及正確地使用本機，請務必閱讀本手冊中的「安全
資訊」，然後再進行使用。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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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的手冊

本機器隨附下列格式的操作說明書：

格式 手冊

紙本手冊 •	安全資訊

•	安裝指南

光碟 •	驅動程式安裝指南（HTML手冊）

手冊顯示在控制面板上 •	使用者指南（HTML手冊）

網頁 •	安全資訊（PDF手冊）

•	安裝指南（PDF手冊）

•	使用者指南（PDF/HTML手冊）

•	驅動程式安裝指南

1. 本機隨附的手冊

本機安全符號的意義

注意

一般強制動作標誌

請勿觸碰

請勿投入明火

請勿使用吸塵器

注意，高溫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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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遵守的安全注意事項

拆封產品包裝的相關規定

 警告

•	 以下說明本產品包裝所用的塑膠袋上標示的警告訊息：

•	 切莫讓嬰兒和幼兒接觸本機器隨附的聚乙烯材料（袋子等）。否則其口鼻

如果接觸到聚乙烯材料，可能會造成窒息。

放置和安裝機器的相關規定

 警告

•	 避免在本機附近或內部從事以下活動，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	 使用易燃噴霧劑、溶劑等等

•	 放置易燃噴霧劑、溶劑等等

•	 放置裝有液體或小金屬物體的容器

 注意

•	 請勿將機器置於潮濕或多塵的環境中，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	 請勿將機器置於不平穩或傾斜的表面，否則可能會使機器掉落或翻覆，造成人

員受傷。

•	 請勿擋住機器的通風口，否則可能讓內部組件過熱，導致火災。

•	 請勿在機器上放置重物，否則可能會使機器掉落或翻覆，造成人員受傷。

•	 在通風不良或狹窄的房間長時間連續使用本機或列印大量資料時，請務必充分

通風。

安全符號的意義

 警告

表示可能發生危險的情況，如果未遵循指示，可能導致死亡或重傷。

 注意

表示可能發生危險的情況，如果未遵循指示，可能導致輕傷或中度傷害，或財產損失。

2. 本機的安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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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源插頭和電源線的相關規定

 警告

•	 避免從事以下活動，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	 請勿使用不符合規格的任何電源電壓或頻率

•	 使用多插座轉接器

•	 使用延長線

•	 用任何金屬物碰觸電源線插頭的叉腳

•	 避免對電源線做出以下行為，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	 予以破壞

•	 將其捆綁

•	 自行改造

•	 在電源線上放置重物

•	 用力拉扯

•	 強行彎曲

•	 手濕時請勿接觸電源線插頭，否則可能導致觸電。

•	 隨附的電源線或電線僅適用於本機，不得用於本機以外的設備。另外，本機隨

附以外的電源線或電線皆不得使用，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	 為防止火災或觸電，請至少每年一次從牆壁插座拔下插頭和電源線並進行檢

查。如果發生以下任一情況，請勿繼續使用插頭和電源線，並諮詢您的經銷商

或服務代表。

•	 叉腳上有焦痕

•	 插頭上的叉腳變形

•	 電源線的內層電線外露或斷裂

•	 電源線的塗佈層破裂、凹陷或損壞

•	 彎折電源線時，電源是否開開關關

•	 部份電源線是否變熱

 注意

•	 從牆壁插座上拔起電源線時，請務必拉拔插頭而非電源線。請勿強行拉扯電源

線，否則可能會造成損壞，進而導致火災或觸電。

•	 請務必將電源線插頭完全插入牆壁插座。另外，請勿將電源線插頭插入鬆散且

不穩定的牆壁插座，否則可能導致接觸失敗，進而使電源線插頭發熱。

•	 每年至少一次，請務必將插頭從牆壁插座上拔起，並清理叉腳和叉腳四周。讓

插頭堆積灰塵會造成火災。

•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本機（例如連續假期），請務必將電源線插頭從牆壁插座拔

下，以確保安全。

•	 對機器進行維護保養時，請將電源線從牆壁插座拔下，以確保安全。

•	電源

110V、12A或更多、60Hz

緊急情況的相關規定

 警告

•	 如果機器附近發生雷擊，請勿碰觸本機，這樣可能會導致電擊。

•	 務必將機器盡可能安置在牆壁插座附近，萬一發生緊急事故才能即時拔下電源

線插頭。

•	 如果機器出現以下異常情況，請立即關閉電源。關閉電源後，請務必從牆壁插

座拔下電源線插頭，然後與服務代表聯絡並回報問題。連續使用電源線可能導

致火災或觸電。

•	 機器冒煙

•	 機器發出異味

•	 金屬物體或其他異物落入機器內部

•	 水或其他液體流入機器內部

•	 如果機器翻覆，或者蓋板或其他零件損壞，請立即關閉機器電源。從牆壁插座

拔下電源線插頭後，請聯絡服務代表。連續使用本機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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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機器內部的相關規定

 警告

•	 請勿移除本手冊未明確提及的任何蓋板或螺絲。機器內部有高壓元件，可能導

致觸電。此外，機器內部還有LED元件，可能會造成眼睛損傷。如果有任何機

器的內部元件需要維修、保養或調整，請聯絡您的業務代表或服務代表。

•	 請勿拆解或改造本機，否則可能導致火災和觸電。此外，直視本機內部的LED

組件可能會造成眼睛損傷。

 注意

•	 機器內部有高溫部件。移除夾紙時，請遵守本手冊指示，只觸碰可觸碰的區

域，否則恐將受到燒燙傷傷害。

•	 機器內部有些部件一經觸碰可能斷裂。移除夾紙時，請遵守網路版手冊中「疑

難排解」一章內「移除夾紙的注意事項」的指示，切勿觸碰連接器、感應器和

LED。觸碰這些部件可能導致故障。

•	 雖然機器經過特殊設計，安全裝置可保護使用者免於受傷，但在操作過程中仍

請注意不要碰到滾輪。滾輪未完全停止前，請小心捲夾事故。

•	 關於清理機器內部及通風口事宜，請聯絡您的業務或服務代表。如果未定期清

潔機器內部，導致灰塵積聚，可能引發火災和故障。

•	 更換紙張或移除夾紙時，請注意不要夾到手指或弄傷手指。

•	 定著單元變熱。拆下定著單元後，請打開蓋子並等待15分鐘以上的時間，確認

定著單元已充分冷卻，否則恐將受到燒燙傷傷害。

•	 請在確認機器已關閉且溫度低於室溫後，再開始清潔阻隔輥周圍區域，否則恐

將受到燒燙傷傷害。

•	 更換紙張或移除夾紙時，請關閉前蓋；一次只處理一個紙匣。

•	 打開前蓋之前，請先關閉所有紙匣，以移除夾紙或更換耗材。

搬動機器的相關規定

 注意

•	 移動機器時，請勿握住控制面板，否則可能會損壞控制面板，從而導致人身傷

害或機器故障。

•	 移動的機器若裝有選購紙匣，請勿用力推擠主機上半部，否則可能導致主機與

選購紙匣分離，從而造成人身傷害。

•	 若要將機器搬運或移動至其他樓層，請聯絡您的服務代表。機器掉落或翻覆可

能導致人身傷害或機器故障。

•	 移動機器時，請務必從牆壁插座拔下電源線，並確認線材和其他連接電纜都已

拔下，否則恐將損壞電源線，進而導致火災或觸電。

使用機器的相關規定

 注意

•	 請勿直視光源，否則可能會損傷眼睛。

•	 如果安裝了延伸接紙盤，請勿一次拉出多個接紙盤。另外，請關上前蓋和後

蓋。用力按壓機器的表面可能導致機器翻覆，從而造成人身傷害。

•	 請勿使用裝訂頁、鋁箔、碳紙或任何具有導電性的紙張，否則可能導致火災。

•	 請將SD卡和USB快閃記憶體裝放置在孩童接觸不到的地方。如果孩童不慎吞下

SD卡或USB快閃記憶體裝置，請立即就醫。

•	 降低ADF時，請勿將雙手放在鉸鍊和曝光玻璃上，否則可能夾住雙手或手指而

受傷。

•	 從牆壁插座拔下電源線插頭並確認主機溫度低於室溫後，才能安裝或移拆除選

件，否則恐將受到燒燙傷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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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耗材的相關規定

 警告

•	 請勿將碳粉（全新或用過的）或碳粉容器存放於明火附近。碳粉可能會起火燃

燒，導致燒燙傷或火災。

•	 請勿將下列物品丟入火中。碳粉遇明火會起火燃燒。

•	 碳粉（全新或用過的）

•	 碳粉容器

•	 碳粉配件

•	 請勿使用吸塵器吸除灑出來的碳粉（包括用過的碳粉）。吸入的碳粉可能會因

為吸塵器內部的電氣接觸火花而引起火災或爆炸。不過，您可以使用與碳粉相

容的工業吸塵器。如果碳粉灑出，請用溼布擦除灑出的碳粉，以免碳粉飛散。

 注意

•	 請勿重擊或擠壓碳粉容器，否則會使碳粉灑出，導致意外吞食碳粉，或弄髒皮

膚、衣服和地板。

•	 請勿將以下物品放置兒童接觸得到的地方：

•	 碳粉（全新或用過的）

•	 碳粉容器

•	 碳粉配件

•	 移除夾紙、補充或更換碳粉（全新或用過的）時，請小心不要吸入碳粉。

 注意

•	 如果在處理碳粉時發生以下情況，請先接受緊急醫療救護，必要時請就醫。

•	 吸入碳粉時，請用大量清水漱口，並立刻移往空氣新鮮的環境。

•	 若吞下碳粉，請用大量清水稀釋胃中的物質。

•	 若碳粉接觸到眼睛，請立刻用大量清水沖洗眼睛。

•	 移除夾紙、補充或更換碳粉（全新或用過的）時，請避免讓皮膚或衣服沾到

碳粉。

•	 如果碳粉（全新或用過的）弄髒皮膚或衣服，請採取以下措施：

•	 若皮膚沾到碳粉，請用肥皂和水仔細清洗受影響部位。

•	 若衣物沾到碳粉，請用冷水清洗髒污部位。用熱水洗清髒污的區塊會讓碳

粉與纖維結合，如此將無法移除髒污。

•	 更換碳粉容器（包括全新或用過的）或碳粉耗材時，請小心不要讓碳粉濺出。

移除用過的耗材後，請蓋上容器蓋子（如果有蓋子的話）放入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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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器的內部相當熱。請勿碰觸貼有此標籤（代表高溫表面）的零件。

出紙口的溫度非常高。移除夾紙或從接紙盤取出紙張時，

請勿觸碰出紙口，否則可能受到燒燙傷傷害。

電源開關的符號

本機使用的電源開關符號如下：

 ：待機

本機的安全標籤

警告與注意標籤的位置

本機在下列所示位置貼有 警告和 注意標籤。為了安全起見，請遵循指示，依說明的方式

來處理機器。

本機器的重量約為30公斤（67磅）。

機器需要兩個人才能抬動，請緊握前後兩側的

內嵌握柄。

請勿焚燒灑落或用過的碳粉。碳粉粉末易燃，遇明火可能會點燃著火。

棄置的碳粉應送至授權經銷商處或適當的回收站。

將碳粉（已使用或未使用）及碳粉容器放在孩童無法接觸的地方。



3. 本機的其他資訊

B-7

繁
體

中
文

法律與法規

受到禁止的複製和列印工作

請勿影印或列印法律明文禁止複製的任何項目。

以下為地方法律通常禁止影印或列印的項目：

鈔票、印花稅票、債券、股票、匯票、支票、護照、駕照。

上述列舉僅供參考，並非詳盡清單。本公司不負責其完整性或正確性。如對影印或列印某些項

目的合法性有任何問題，請向法律顧問諮詢。

法律規定

無線功能使用者的注意事項

操作面板配備無線LAN功能。無線功能的原廠預設值為停用。

本文件說明本產品無線功能的使用注意事項。

使用無線功能之前，請務必先閱讀本節內容。

本產品以2.4 GHz頻率範圍通訊。使用無線電波的通訊可能會因雜訊或干擾而中斷。如欲將本產

品用於外部通訊，請瞭解可能會有發生通訊失敗的情況。

•	 法律禁止拆解或改造本產品。本公司對本產品無線模組的非法改造概不負責。

•	 本公司對於因故障、失靈、無線LAN功能的缺陷、作業環境、通訊失敗、電力中斷或其他
外部因素所導致的財物損失（如通訊失敗所造成的損害）概不負責。

•	 目前無法防止無線電波通訊的資料竄改。本公司對於無線LAN規格或其他情況所導致的安
全問題概不負責。

•	 其他公司製造的其他產品（工業用、科學用或醫療用裝置）可能也會使用本產品所用的無
線頻率範圍。於室外使用無線裝置可能會受限，請留意本功能的使用地點。

•	 如欲出口本產品，請遵守外匯及外國貿易法、出口管制條例以及其他相關法規，並執行法
律規定的必要程序。

•	 無線LAN功能的SSID在出廠時並未設定。若要使用SSID，請自行指定SSID設定。

•	 本產品的部分用途會使用到無線功能。視無線LAN功能的使用環境而定，通訊可能會因無
線電波干擾而中斷。

•	 無線LAN功能的可用頻率視您使用的存取點而定。

•	 無線LAN功能的原廠預設值為停用。若要使用本產品的無線LAN功能，您必須啟用無線LAN
功能。

3. 本機的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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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用物質含有情況

設備名稱：多功能事務機，型號（型式）：IM 430F

單元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鉛(Pb) 汞(Hg) 鎘(Cd) 六價鉻(Cr+6)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內部框架 · 

驅動模組

外殼（外部 

塑膠，板金）

控制面板

掃描及發光二

極管模組

電子成像紀錄

單元

加熱定影單元

送紙驅動模組

電路板（包括

傳感器，連接

線）

自動文件 

送紙器

配件（包括 

碳粉匣）

•	備考1.「超出0.1 wt %」及「超出0.01 wt %」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出百分比含量
基準值。

•	備考2.「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	備考3.「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注意

本機使用時，須按照隨附使用手冊或說明書進行操作。請避免任何違法使用。

不可違反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之所有控制、調整及開關之方法。

對任何可能造成違反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規定之使用方法，進行調整或由具有發射

機維修專長之技術人員執行或由其直接監督及負責。

不可置換任何可能造成違反上述管理辦法之零件（晶體、半導體等）。

經形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

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

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通信。

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Read this manual carefully before you use this machine and keep 
it handy for future reference. For safe and correct use, be sure to 
read the Safety Information in this manual before using the 
machine.

For information not found in paper manu-
als, see the online manuals available on our 
web site (http://www.ricoh.com/) or via the 
control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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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als for This Machine
The operating instructions of this machine are provided in the following formats:

Format Manuals

Printed manuals Safety Information•
Setup Guide•

CD-ROM Driver Installation Guide (HTML manual)•

Manuals displayed on the control panel User Guide (HTML manual)•

Web page Safety Information (PDF manual)•
Setup Guide (PDF manual)•
User Guide (PDF/HTML manual)•
Driver Installation Guide•

You can download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chine's certification, which is based on an•
IT security certification system (hereafter CC Certific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URLs.
This information is about how to set up the machine. If you have purchased a CC Certi-
fied machine, be sure to read it before operating the machine so you can make the cor-
rect settings before using it.

IM 350F/IM 430F•
https://support.ricoh.com/services/device/ccmanual/im_350f_430f_430fb/en/down-
load_admin.html
https://support.ricoh.com/services/device/ccmanual/im_350f_430f_430fb/en/down-
load_user.html
IM 350•
https://support.ricoh.com/services/device/ccmanual/im_350/en/download_admin.
html
https://support.ricoh.com/services/device/ccmanual/im_350/en/download_user.html

The Meanings of the Safety Symbols Used with 
This Machine

Caution

General mandatory action sign

Do not touch

Do not throw into the fire

Do not use the cleaner

Caution, hot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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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Precautions to Be Followed

Requirements for Unpacking Products

 WARNING
The following explains the warning messages on the plastic bag used in this • 
product's packaging:

Do not leave the polythene materials (bags, etc.) supplied with this•
machine close to babies and small children. Suffocation can result if 
polythene materials are brought into contact with the mouth or nose.

Requirements for Locating and Installing Machines

 WARNING
Avoid taking the following actions close to or inside this machine because•
doing so can result in fire or electric shock:

Using flammable sprays, solvents, and so on•
Placing flammable sprays, solvents, and so on•
Placing containers holding liquids or small metal objects•

 CAUTION
Do not place the machine in a humid or dusty environment. Doing so can•
result in fire or electric shock.

Do not place the machine on an unstable or tilted surface. Doing so can•
cause the machine to fall or topple over, possibly resulting in injury.

Do not obstruct the machine's vents. Doing so can result in fire as the internal•
components are overheated.

Do not place heavy objects on the machine. Doing so can cause the machine •
to fall or topple over, possibly resulting in injury.

When using this machine in a poorly ventilated or narrow room continuousl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or printing a high volume of materials, make sure to
ventilate the room sufficiently.

The Meanings of Safety Labels

 WARNING
Indicates a potentially hazardous situation which, if instructions are not followed, could result 
in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CAUTION
Indicates a potentially hazardous situation which, if instructions are not followed, may result 
in minor or moderate injury or damage to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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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for Using Power Plugs and Cords

 WARNING
Avoid taking the following actions because doing so can result in fire or • 
electric shock:

Using any power supply voltage or frequencies other than those that•
match the specifications shown
Using multi-socket adaptors•
Using extension cords•
Touching the prongs of the power cable's plug with anything metallic•

Avoid applying the following actions to power cords because doing so can•
result in fire or electric shock:

Damaging them•
Bundling them•
Modifying them•
Putting heavy objects on them•
Pulling them forcibly•
Bending them forcibly•

Do not handle the power cord plug with wet hands. Doing so can result in•
electric shock.

The supplied power cord or cords are for use with this machine only. They•
cannot be used for appliances other than this machine. Also, do not use
power cords other than the power cord or cords supplied with this machine.
Doing so can result in fire or electric shock.

To prevent fire or electric shock, disconnect the plug and the power cord from•
the wall outlet at least once a year and check them. If any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exist, do not use the plug and the power cord continuously, and
consult your dealer o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There are burn marks on the plug•
The prongs on the plug are deformed•
The power cord's inner wires are exposed or broken•
The power cord's coating is cracked, dented, or damaged•
When the power cord is bent, the power turns off and on•
Part of the power cord becomes hot•

 CAUTION
When disconnecting the power cord from the wall outlet, make sure to pull•
the plug, not the cord. Do not pull the power cord forcibly. Doing so can
damage the power cord, possibly resulting in fire or electric shock.

 CAUTION
Be sure to push the power cord plug fully into the wall outlet. Also, do not•
push it into loose and unstable wall outlets likely to cause a contact failure.
Doing so can result in heat generation.

Be sure to disconnect the plug from the wall outlet and clean the prongs and•
the area around the prongs at least once a year. Allowing dust to build up on
the plug constitutes a fire hazard.

If you do not use the machine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uch as consecutive•
holidays, be sure to disconnect the power cord plug from the wall outlet for
reasons of safety.

When performing maintenance on the machine, disconnect the power cord•
from the wall outlet for safety.

Power Source•
220–240 V, 7 A or more, 50/60 Hz

Please be sure to connect the power cord to a power source as above.
For users in Norway, this product is also designed for an IT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with phase-to-phase voltage of 230V.

Requirements during Emergencies

 WARNING
Do not touch this machine if a lightning strike occurs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
Doing so could result in electric shock.

Be sure to install the machin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a wall outlet so that you •
can disconnect the power cord plug easily in an emergency.

If the machine behaves unusually as follows, turn off the power immediately.• 
After turning off the power, make sure to disconnect the power cord plug
from the wall outlet, and then contact you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and report
the problem. Continuously using the power cord can result in fire or electric
shock.

The machine is emitting smoke•
The machine is emitting odors•
Metal objects or other foreign objects have fallen inside the machine•
Water or other fluids have fallen inside the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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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for Using the Machine

 CAUTION
Do not look into the light source. Doing so may damage your eyes.• 

If the expansion tray is installed, do not pull out more than one tray at a time. Also, • 
close the front cover and rear cover. Pressing down forcefully on the machine's
upper surface might cause the machine topple over, possibly resulting in injury.

Do not use stapled sheets of paper, aluminum foil, carbon paper, or any kind•
of conductive paper. Doing so can result in fire.

Keep SD cards and USB flash memory devices out of reach of children. If a•
child accidentally swallows an SD card or USB flash memory device, consult 
a doctor immediately.

When lowering the ADF, do not place your hands on the hinges and exposure•
glass. Your hands or fingers are caught, which can result in injury.

Install or remove options after disconnecting the power cord plugs from•
the wall outlet and confirming that the main unit is not hotter than the room
temperature. Otherwise, you will be burned.

Requirements for Handling the Machine's Interior

 WARNING
Do not remove any covers or screws other than those explicitly mentioned in• 
this manual. There are high voltage components inside the machine that can
cause electric shock. Also there are LED components inside the machine that
can cause eye damage. Contact your sales o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if any of
the machine's internal components require maintenance, adjustment, or repair.
Do not disassemble or modify this machine. Doing so can result in fire and•
electric shock. Also, exposure to the LED components inside this machine
risks eye damage.

 CAUTION
There are highly-heated parts inside the machine. When removing misfed•
paper, do not touch areas 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in this manual. Touching
those areas can result in burns.

 WARNING
If the machine topples or a cover or other part is damaged, turn off the power •
immediately. After disconnecting the power cord plug from the wall outlet.
contact you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Using the machine continuously can
result in fire or electric shock.

Requirements for Relocating Machines

 CAUTION
When moving the machine, do not hold the control panel. Doing so may•
damage the control panel and can result in injury or malfunction.

When moving the machine with the optional paper tray unit attached, do not•
push the upper part of the main unit forcibly. Doing so can cause the main
unit to detach from the optional paper tray unit, possibly resulting in injury.

When carrying or moving the machine by lifting it for relocation to another•
floor, contact you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Dropping or toppling the machine
can result in injury or malfunction.

When moving the machine, make sure to unplug the power cord from the wall •
outlet and confirm that line cords and other connecting cables have been
removed. Otherwise, the power cord is damaged, possibly resulting in fire
or electric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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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UTION
There are parts inside the machine that may break when touched. When • 
removing misfed paper, do not touch connectors, sensors, and LED specified 
in "Cautions in Removing Jammed Paper", Troubleshooting in web manual. 
Touching them can result in malfunction.

Although the machine is designed so that a safety device protects users from •
injury, take care not to touch the rollers during operation. The rollers may
pinch before stopping completely.

Contact your sales o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for cleaning the machine's•
interior and vents. If the machine's interior is not regularly cleaned while dust 
accumulates, fire and malfunction can result.

When replacing paper or removing jammed paper, make sure not to trap or•
injure your fingers.

The fusing unit becomes hot. When removing the fusing unit, wait for 15•
minutes or more after opening the cover and confirm that it has cooled
sufficiently. Otherwise, you will be burned.

Clean areas around the resist roller after confirming that the machine is turned •
off and the main unit is not hotter than the room temperature. Otherwise, you 
will be burned.

When replacing paper or removing jammed paper, close the front cover and•
do these tasks one tray at a time.
Close all the paper trays before opening the front cover to remove jammed•
paper or replace supplies.

Requirements for Handling Supplies

 WARNING
Do not store toner (new or used) or toner containers while toner is inside in a •
place with an open flame. The toner can ignite and result in burns or fire.

Do not dispose of the following items into a fire. Toner will ignite on contact•
with naked flame and burns can result.

Toner (new or used)•
Toner containers while toner is inside•
Toner-attached parts•

 WARNING
Do not absorb spilled toner (including used toner) using a vacuum cleaner.•
Absorbed toner may cause ignition or explosion due to electric contact
sparks inside the vacuum cleaner. However, you can use a toner-compatible 
industrial vacuum cleaner. When toner is spilled, remove the spilled toner
using a wet cloth so that the toner is not scattered.

 CAUTION
Do not open toner containers forcibly while toner is inside, crush or squeeze•
them. Toner spillage can cause accidental ingestion or dirtying of clothes,
hands, or floor.

Do not leave the following items in a place where children can reach them:•
Toner (new or used)•
Toner containers while toner is inside•
Toner-attached parts•

When removing jammed paper, replenishing or replacing toner (new or used),•
make sure not to inhale toner.

When the following occurs while toner is handled, receive emergency•
measures first, and then consult a doctor if necessary.

When inhaling toner, gargle with a large amount of water and move into•
a fresh air environment.
When swallowing toner, dilute gastric contents with a large amount of•
water.
When getting toner into your eyes, flush them with a large amount of•
water.

When removing jammed paper, replenishing or replacing toner (new or used),•
be careful not to have toner dirt your skin or clothes.

If toner (new or used)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your skin or clothes and smears•
them, take the following actions:

If toner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your skin, wash the affected area•
thoroughly with soap and water.
If toner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your clothes, wash the stained area with •
cold water. Heating the stained area by applying hot water will set the
toner into the fabric and removing the stain may become impossible.

When replacing a container with toner (including used toner) or consumables •
with toner, be careful that the toner does not splatter. After removing used
consumables and shutting the lid of the container if the lid is available, put
them in a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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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ide of this machine becomes very hot. Do not touch parts with this label (indicating a hot 
surface).

The paper exit is very hot. Do not touch the paper exit 
while removing jammed paper or while removing paper 
from the output tray. Otherwise, you may be burned.

Symbol for the Power Switch
The symbol for the power switch used for this machine is as follows:

 : STANDBY

Safety Labels of This Machine

Positions of WARNING and CAUTION labels
This machine has labels for  WARNING and  CAUTION at the positions shown below. 
For safety,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and handle the machine as indicated.

The machine weighs approximately 30 kg 
(67 lb.).
Moving the machine requires two people to 
lift it, by using the inset grips on both sides, 
from the front and the back.

Do not incinerate spilled toner or used toner. Toner dust is flammable and might ignite when 
exposed to an open flame.
Disposal should take place at an authorized dealer or an appropriate collection site.
Keep toner (used or unused) and toner containers out of reach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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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 and Regulations

Duplication and Printing Prohibited
Do not copy or print any item for which reproduction is prohibited by law.
Copying or printing the following items is generally prohibited by local law:
bank notes, revenue stamps, bonds, stock certificates, bank drafts, checks, passports, 
driver's licenses.
The preceding list is meant as a guide only and is not inclusive. We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for its completeness or accurac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legality of copying 
or printing certain items, consult with your legal advisor.

Legal Requirements

Notice to Users in EEA Countries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Notice to Users in EEA Countries
This product complies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nd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2014/53/EU.
The CE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is available by accessing the URL:
http://www.ricoh.com/products/ce_doc2/
and selecting the product applicable.

Operating frequency band: 2400–2483.5 MHz• 
maximum radio-frequency power: less than 20.0dBm

NFC
Operating frequency: 13.56 MHz
Maximum radio-frequency power: less than 42 dBμA/m (at 10m)
* Maximum radio-frequency power is depended on power value of reader/writer device

Overseas Affiliates and Noise Emission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UV "GS Symbol" requirements, details of the EU office or representative 
company are given below.

Overseas Affiliates
Ricoh Europe PLC
20 Triton Street, London. NW1 3BF, United Kingdom

Noise Emission

EMC Directive

Installing the Ferrite Core

An Ethernet interface cable connected to the USB Device Server Option port and a telephone 
line cable with a ferrite core must be used for RF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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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TO USERS (NEW ZEALAND)

The grant of a Telepermit for any item of terminal equipment indicates only that Telecom • 
has accepted that the item complies with minimum conditions for connection to its 
network. It indicates no endorsement of the product by Telecom, nor does it provide any 
sort of warranty. Above all, it provides no assurance that any item will work correctly in all 
respects with another item of Telepermitted equipment of a different make or model, nor 
does it imply that any product is compatible with all of Telecom's network services.
This equipment is not capable, under all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correct operation at•
the higher speeds for which it is designed. Telecom will accept no responsibility should
difficulties arise in such circumstances.
Devices connected to the telephone port may lose their memory if this fax machine is on•
line for extended periods. To prevent this, such devices should have the facility for battery
or similar backup of memory.
This device may be subject to ringing or bell tinkle when certain other devices are•
connected to the same line. If this occurs, the problem should not be referred to the
Telecom Faults Service.
This equipment should not be us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at may constitute a•
nuisance to other Telecom customers.
Telepermitted equipment only may be connected to the auxiliary telephone port. The•
auxiliary telephone port is no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3-wire connected equipment that
may not respond to incoming ringing when attached to this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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