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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多功能机 (CD-ROM) 过程中出现提示之前，请不要使用 USB 缆线将本机连接到电脑。

 
• 请在使用本机前仔细阅读重要信息指南中的安全和重要信息，并将其保存好。

 
• 供英语用户：
您可以为显示和报告选择英语（功能 #110）。

• FOR ENGLISH USERS: You can select English for the display and reports (feature #110).
 

本手册中所用符号的说明

符号 说明

       
• 表示本机控制面板上的按钮。

• 表示触摸板主屏幕上显示的按钮。

[    ] • 表示计算机上显示的按钮和消息。

"  " • 表示 LCD 上显示的消息。

• 表示触摸板上显示的消息按钮。

• 表示双行 LCD 型号特有的信息。

• 表示触摸板型号特有的信息。

• 表示一个或多个型号特有的功能或设备。

有关可用性，请参阅第 9 页上的“ 可用功能和设备列表”。



感谢您购买 Panasonic 产品。

 

注意

• 请勿摩擦或用橡皮涂擦记录纸的打印面，因为这样可能导致打印不清晰。

产品废弃、转让或返还的注意事项（仅限支持传真或 LAN 的机型）（ ）：

• 本产品可保存您的私密/保密信息。为了保护您的私密/保密信息，我们建议您在废弃、转让或返还本产品前删除
存储器中的信息（功能 #159）。

环境：

• Panasonic 的策略性方针包括了有关环境的事宜，从产品开发到节能设计，从更高的产品再利用性到包装废弃物
包装规范。

注释

• 在本说明书中将省略型号的后 部分。

• 当前可用的机型因国家/地区而异。

• 为了与计算机一起使用本机，本使用说明书会介绍适用于 Windows® 7 的步骤。

• 本说明书采用的图片和图示为简图。

• 这些说明中的屏幕截图和屏幕信息可能与实际产品略有不同。

• 软件功能和外观可能会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商标：

•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Server、Windows Vista、Internet Explorer 和 PowerPoint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Adobe 和 Reader 是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3M 是 3M 在全球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Avery 是 Avery Dennison Corporation 的商标。

• Mac、OS X 和 Bonjour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

• Wi-Fi Direct 是 Wi-Fi Alliance 的注册商标。

• Monotype® 是 Monotype Imaging Inc. 在美国专利与商标局注册的商标，并且可能已在某些管辖区内注册。

• UFST™ 是 Monotype Imaging Inc. 在美国专利与商标局注册的商标，并且可能已在某些管辖区内注册。

• 本产品使用的所有拉丁字体均已获 Monotype Imaging Inc. 许可。

• 本产品使用的 UFST™ 光栅化和 MicroType® 字体均已获 Monotype Imaging Inc. 许可。

• 此处的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公司拥有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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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用户许可协议 (EULA)

1. 软件
“软件”是指软件包中包含的计算机程序，连同计算机程序相关的所有代码、技术、软件工具、格式、设
计、概念、方法和思想以及所有相关的文档。

2. 所有权
Panasonic System Networks Co., Ltd.（以下称为“Panasonic”）或其第三方授权商（“Panasonic 授权商”）拥
有此处软件和所有副本的版权及其他知识产权。除非在本协议中向您明确许可，Panasonic 和/或 Panasonic 授
权商保留此处软件相关所有权利和所有的知识产权。

3. 许可
根据此 EULA 的条款，Panasonic 在此向您授权且您同意接受有限、非专属、不可转让的许可进行以下事项：
i. 安装和使用特为 Panasonic 产品提供的专用软件或用于任何相关软件或 Panasonic 产品文档中指定用途的

软件。
ii. 在一台计算机上安装和使用软件。
iii
.

仅出于您自己的正常业务或个人目而使用软件。

iv. 仅出于备份或安装目的而复制软件，以支持软件的正常目标用途。
v. 如果符合以下条件，通过转让本协议及所有其他文档副本连同至少一个完整未修改的软件副本，可以将

软件副本转让给另一方：
– 您同时将软件的所有其他副本转让给此另一方，或者销毁软件的所有其他副本；

– 此类转让过程会终止 Panasonic 给您的授权；

– 此类转让意味着转让专用此软件的 Panasonic 产品；

– 此另一方开始使用软件时应接受并遵守本许可条款。

4. 限制
i. 未经 Panasonic 的书面同意，您不得进行以下事项：

– 使用、复制、修改、合并或转让本软件副本，除非在此有明确授权；

– 反汇编或反编译或试图重写软件，除非获得法律允许；或

– 转授许可、出租、租赁或分发软件或任何软件副本。

– 在托管、分时或服务店环境中或为第三方谋利而使用本软件。

ii. 不得违反贵国/地区政府的出口限制以任何形式出口或再出口本软件。
5. 美国政府终端用户

按照 48 C.F.R. 2.101 中定义的条款，由“商业计算机软件”和“商业计算机软件文档”组成的本软件是“商
品”，48 C.F.R. 12.212 中也具有此类条款。与 48 C.F.R. 12.212 和 48 C.F.R. 227.7202-1 到 227.7202-4 保持一
致，所有美国政府 终用户只能通过此处规定的权利购买本软件。

6. 有限担保
硬件所包含软件的保修详情和限制如硬件附带的“有限保修声明”中所述。除了上述仅适用于硬件和媒体的
保修外，软件不在保修之列且系“按原样”提供。此类保修替代所有其他保修，无论明示或暗示，包括但不
限于特定用途的适销性和适用性的暗示保修。

7. 补救和赔偿责任限制
任何情况下，对于使用或无法使用软件相关或所致的任何利润损失、数据丢失或任何其他偶发或间接损失，
PANASONIC 或 PANASONIC 授权商或其联营公司、供应商、经销商或分销商不承担任何责任，即使
PANASONIC 和 PANASONIC 授权商或其授权分销商已被告知此类损失的可能性或您基于第三方索赔诉讼而
提出索赔。

8. 终止
您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销毁软件和其所有副本或按照这些条款中所述其他内容终止许可。如果您违反这些条
款，则 Panasonic 会终止本协议和给您的授权。一旦发生此类终止，您同意终止对软件的所有使用并销毁所有
的软件副本。

9. 适用法律
本协议的生效、执行和制定应受进行原始客户软件交付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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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安全须知

激光放射

1 类激光产品

本机的打印机使用激光。若进行说明书中未注明的控制、调节或操作，可能会导致危险的放射。

激光二极管特性
激光输出： 大 15 mW
波长：760 nm - 800 nm
放射持续时间：连续

LED 指示灯

1 类 LED 产品

使用本机时，请勿直视 CIS LED 指示灯。使眼睛直接与灯光接触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伤害。

CIS LED 指示灯特性

LED 放射输出： 大 1 mW

波长：

红色：630 nm 典型波长

绿色：525 nm 典型波长

蓝色：465 nm 典型波长

放射持续时间：连续

重要信息

4 使用说明书



记录纸出纸滚筒和熔融装置

• 打印过程中或刚打印完毕时，记录纸出纸辊轴

（ ）和熔融装置（ ）会变热。这是正常现象。

请勿触摸。

A

B

最佳使用建议

墨盒和硒鼓

• 当更换墨盒或硒鼓时，不要让灰尘、水或液体接触到硒鼓。否则可能会影响打印质量。

• 为取得 佳性能，建议使用 Panasonic 原装墨盒和硒鼓。我们对于使用非 Panasonic 墨盒或硒鼓导致的问题不承
担责任：
– 本机损坏

– 打印质量差

– 动作不正确

• 请勿将墨盒长时间放在保护袋外面。否则将影响打印质量。

• 硒鼓内装有一个感光鼓。如果暴露在光亮处，可能会损坏硒鼓。
– 请勿将硒鼓暴露在光亮处 5 分钟以上。

– 请勿触摸或刮伤硒鼓表面（ ）或凸起部位（ ）。

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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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 请勿将硒鼓放在靠近灰尘、污物或湿度高的地方。

– 请勿将硒鼓直接暴露在阳光下。

• 为了延长硒鼓的寿命，绝不可以在打印完毕后马上关闭电源开关。至少在打印完毕后的 30 分钟内不要关闭本
机。

转印滚筒

• 请勿触摸转印滚筒（ ）。

A

位置

• 为避免故障，请勿将本机放置在电视或扬声器等产生强磁场的电器设备附近。

静电

• 为防止静电损坏端口连接器或机内其它电气组件，请在触摸本机之前，先触摸接地金属表面。

环境

• 应使本机远离产生电噪声的装置，如荧光灯和电机等。

• 应使本机避开灰尘、高温和振动。

• 请勿将本机直接暴露在阳光下。

• 请勿在本机上放置重物。当您长时间不使用本机时，请从电源插座拔下电源插头。

• 将本机放置在远离加热器、厨房火炉等热源的地方。也不要放在潮湿的地下室。

• 请勿使用笔等尖头物体戳弄本机。显示屏周围的区域特别光滑并对光滑纸张上的刮痕或裂缝极其敏感。

• 请勿堵塞机器上的缝隙或开口。检查通风口（ ），并使用吸尘器清除积聚的灰尘。

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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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日常维护

• 用软布擦拭本机外层表面。请勿使用挥发油、稀释剂或任何磨料粉。

移动本机
本机很重。强烈建议由两个人搬动本机。移动本机时，抓住两侧的把手（ ）。

A

A

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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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尝试独自搬动本机。

• 搬动本机时请将下层进纸盘取出。

• 搬动本机时，确保本机稳固，因为设备掉落可能导致严重损坏和/或受伤。

重要信息

8 使用说明书



功能特点

可用功能和设备列表
以下功能和设备可能不适用于本机。关于带有（ ）标记的说明，请参阅下表以确认本机是否具有某一特定功能

或设备。

功能/设备 DP-MB536 DP-MB539

Fax

多站点发送

来电显示

LAN

无线 LAN

自动送稿器

多用途纸盘

双行 LCD —

触摸板 —

一键通（组键/多站点发送键） —

PCL

PS —

下层进纸盘 1

下层进纸盘 2 —

功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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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计算机时的功能特点
将本机连接计算机和网络可供您使用扫描和传真发送/接收的便捷功能。

LAN

USB

■扫描功能

扫描对比度

扫描至计算机 您可从本机上扫描文稿，然后将其发送至计算机。有关
此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3 页上的“6.2 从机器
扫描（Push 扫描）”。

扫描到电子邮件地址（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

您可将文稿作为附件直接从本机发送到目的地电子邮件
（第 73 页）。若要启动此功能，请参阅第 75 页上
的“启动扫描到电子邮件地址（仅限支持 LAN 的机

型）（ ）”。

扫描到 FTP 服务器/SMB 文件夹（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扫描到 FTP 服务器：
您可以将扫描的文稿发送到 FTP 服务器。若要启动此
功能，请参阅第 75 页上的“设置用于扫描到 FTP 服
务器的信息（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扫描到 SMB 文件夹：
您可以将扫描的文稿发送到 SMB 文件夹。若要启动此
功能，请参阅第 75 页上的“设置用于扫描到 SMB 文
件夹的信息（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功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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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l 扫描

从计算机扫描 您可以从计算机扫描文稿（Pull 扫描）。有关此功能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7 页上的“6.3 从计算机扫描
（Pull 扫描）”。

■传真功能（ ）

发送传真

计算机传真发送 您可以将电子文稿作为传真从计算机发送。有关此功能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6 页上的“8.7.1 将电子文稿
作为传真从计算机发送（计算机传真发送）”。

接收传真

计算机传真接收 您可以在计算机上接收传真文稿。有关此功能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106 页上的“8.7.2 在计算机上接收传真
（计算机传真接收）”。

网页传真预览（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您可以在网络浏览器中显示接收的传真文稿而不进行打
印，并在确认图像后打印或保存必要的文稿。有关此功
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7 页上的“8.7.3 网页传真

预览（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功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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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传真

传真到电子邮件地址（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

可以自动将接收的传真文稿（传真到电子邮件功能）传
送至一个或多个电子邮件地址。有关此功能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108 页上的“8.7.4 将传真传送至电子邮

件地址（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Internet（电子邮件）传真

通过电子邮件服务器 可以在 Internet 上以电子邮件附件（TIFF-F 格式）形式
发送和接收文稿。有关此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09 页上的“8.8 Internet 传真”。

功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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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核对随机附件

硒鼓
（本机内预装）（包
含开机墨粉*1）

电源线

CD-ROM（光盘）
（包括打印机驱动程
序等）

快速安装指南

重要信息指南
硒鼓清洁装置
（本机内预装）*2

*1 根据 ISO/IEC 19752 标准页打印约 5,000 页。
*2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0 页。
 

注释

• 请保存好原装纸箱和包装材料，以便将来运输和搬运本机时使用。

• 拆开本产品包装后，请正确处理包装材料和/或电源插头保护盖。

1.1.1  附件信息

■更换附件
为了确保本机正常工作，我们建议您使用 Panasonic 的墨盒和硒鼓。
详情请参阅使用说明书（重要信息指南）

附件 型号（部件号）

墨盒 DQ-TCD025CN

硒鼓 DQ-DCD100CN

■可选附件
可用的机型因国家/地区而异。详情请参阅使用说明书（重要信息指南）
有关支持的纸张尺寸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5 页。

附件 型号（部件号）

下层纸盒 DA-FAP110CN

1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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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概述

1.2.1  正视图

G IHECBA

L OJ K

FD

NM

 

部件

电源开关

文稿盖

出纸盘

ADF（自动送稿器）盖

文稿入口

文稿引导板

送稿盘

文稿辅助托盘

文稿出口

多用途纸盘

记录纸引导板

标准进纸盘

内盖

记录纸出口

USB 端口

1.2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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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后视图

A BCD E

F G H

 

部件

扬声器

外接电话线插孔

LED

USB 连接端口

LAN 连接端口
• 10 Base-T/100 Base-TX/1000 Base-T

后盖

电话线插孔

电源线接口

1.2.2 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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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操作面板说明

1.3.1  按键说明

■ DP-MB539

A B C

F HE GD

 

按键 说明

传真自动接收 *1 打开/关闭自动接收设置。

 （后退） 返回上一个屏幕。

/停止
停止某项操作或编程。

删除字符/数字。

打开/关闭电源。

WPS *2 方便连接到无线 LAN。

 （主屏幕） 返回主屏幕。

/音频
当您的线路具有转盘/脉冲服务时，在拨号中可暂时将脉冲改
为音频。

/开始

复印文稿。

扫描文稿（Push 扫描）。

发送传真。*1

*1 仅限支持传真功能的机型。（ ）
*2 仅限支持无线 LAN 的机型。（ ）

■ DP-MB536

B C D E G

LK NJ QM P SR U V WO T

F IHA

 

按键 说明

多站点发送 向多方发送文稿。

传真自动接收 *1 打开/关闭自动接收设置。

扫描 切换到扫描模式。

1.3 操作面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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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 说明

清晰度 在复印时选择对比度和清晰度。

清晰度 *1 在发送传真时选择对比度和清晰度。

页面布局 使用各种页面布局进行复印。

电子邮件 *1 发送或接收 Internet 传真。

菜单 开始或结束编程。

快捷复印/扫描 使用 QUICK-JOB 功能。

设定 在编程时存储设置。

/停止
停止某项操作或编程。

删除字符/数字。

打开/关闭电源。

下一组 对于一键通功能选择 4-6 组。

组键 使用一键通功能。

WPS *2
方便连接到无线 LAN。

检查无线 LAN 连接的状态。

传真 *1 切换到传真模式。

复印 切换到复印模式。

复印尺寸 选择复印尺寸。

重拨 *1 重拨 后拨过的号码。

 （暂停）*1 在拨号中插入暂停。

倍率 在复印时放大或缩小文稿。

闪断 *1 使用特殊的电话服务或转接分机通话。

打印

使用密码打印功能。

使用校样打印功能。

使用直接打印功能。

监听 *1 开始拨号。如果在接听来电时按 监听 ，您将能听到对方的

声音，但对方听不到您的声音。

双面
进行双面复印。

扫描或发送双面原稿。

导航键

调节以下音量*1：
– 振铃音量（将操作模式设为传真模式时）

– 监听音量（使用监听时）

 （分页） 进行分页复印。

 （地址簿）*1 搜索存储的项目。

/音频
当您的线路具有转盘/脉冲服务时，在拨号中可暂时将脉冲改
为音频。

1.3.1 按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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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 说明

/开始

复印文稿。

扫描文稿（Push 扫描）。

发送传真。*1

发送 Internet 传真。*1

*1 仅限支持传真功能的机型。（ ）
*2 仅限支持无线 LAN 的机型。（ ）

本说明书中“（重复）”是什么意思

示例： 页面布局  （重复）："页面布局"

反复按下按钮以显示所示项目。

1.3.2  触摸板说明（ ）

ECO

H I J

G

DEFCA B

 

显示屏 说明

复印 / 传真 /
扫描 / 打印

切换到复印模式、传真模式、扫描模式或打印模式。

静默模式已打开。

无线 LAN 连接的强度。

环保模式已打开。

连接了 USB 存储设备。

残余墨粉量。

快捷复印/扫描 使用 QUICK-JOB 功能。

菜单 开始编程。

无线
启动无线 LAN 设置。

检查无线 LAN 连接的状态。

ECO 打开/关闭环保模式设置。

1.3.2 触摸板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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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和准备

2.1  硒鼓
随机附带的硒鼓包含开机墨粉（不附带墨盒）。
• 第一次使用本机时，请使用附带的硒鼓。

硒鼓的符号

请勿触摸或刮伤硒鼓的表面。

请勿将硒鼓直接暴露在阳光下。

使用前水平摇动硒鼓 5 次以上。

注意

• 在安装之前，请先阅读说明书。

• 请勿让硒鼓掉落。

• 取下或安装时，请用双手拿住硒鼓。

1. 握住后盖开盖杆（ ）打开后盖，然后取下保护

纸（ ）和保护部件（ ）。

B

A

C

• 在取下保护纸之前显示"记录纸卡纸"。

2. 握住凹槽（ ）以打开前盖。

A

• 在更换墨盒和/或硒鼓时，如果本机处于睡眠模
式，请按一个键使本机进入待机模式以便进行
下一步操作。

3. 打开内盖（ ）。

A

4. 取下保护部件。

5. 取出预装在本机内的硒鼓（ ）。

2 安装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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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6. 从硒鼓上取下保护纸（ ）。

• 请勿触摸或刮伤硒鼓的表面。

A

7. 水平摇动硒鼓 5 次以上。

8. 双手握住硒鼓（ ），然后将其插入，牢固地卡

到位。

A

9. 关上内盖。

10.关上前盖。

11.完全关上后盖。

墨粉寿命和硒鼓寿命

• 若要检查硒鼓的寿命和质量，请打印一份打印机测
试表（第 121 页），并参阅第 169 页以了解硒鼓

寿命的信息。如果打印质量仍然不佳，或"硒鼓寿

命已尽"出现在显示屏中，请更换墨盒和硒鼓。

• 为了保持打印质量和机器寿命，建议您当更换墨盒
和/或硒鼓时，清洁缝隙和开口（第 6 页）以及机器
内部（第 156 页、第 157 页）。

注释

• 为了确保本机正常工作，我们建议您使用
Panasonic 墨盒和硒鼓。关于附件信息，请参阅
第 17 页。

2.1 硒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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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墨粉功能

如果想节省墨粉，可以将墨粉节省功能设置为开（功
能 #482）。墨盒寿命将延长大约 20 %。此功能可能
会降低打印质量。

2.2  连接
连接缆线之前
要连接缆线，请暂时取下本机上的连接端口面板盖。

1. 按住左侧盖开盖杆（ ），然后拉开后盖。

A

2. 取下本机上的连接端口面板盖（ ）。

A

注释

• 连接缆线之后，打开后盖，将连接端口面板盖重
新连接到原始位置，然后牢牢关闭后盖。

2.2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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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切勿在有雷电的时候安装电话线（仅限支持传真

的机型）。（ ）

• 当您操作本机时，电源插座应设置在靠近本机并
且易于插拔的地方。

• 请勿延长电话线（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

D

H

A

C

F G

B

E

电源线
• 连接到电源插座。有关详细规格，请参阅
第 161 页。

[分机接口] 插孔*1

• 可以连接答录机或电话分机。如果有制动
塞，则将其取下，并将其妥善处理。

电话线*1

• 连接到单线电话线路插孔。

至单线电话线路插孔

电话分机或答录机（不随机提供）*1

LAN 缆线（不随机提供）*2

• 为确保符合持续辐射限制，请仅使用屏蔽
型 LAN 缆线。对于 10Base-T/100Base-
TX，缆线应为 CAT 5（5 类）或更高，对
于 1000Base-T，缆线应为 CAT 5e（增强
型 5 类）或更高。

网络路由器/网络集线器（不随机提供）*2

• 同时，连接网络计算机。

连接 Internet*2

*1 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2 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关于 USB 连接的重要注意事项
• 安装多功能机（第 28 页）过程中出现提示
之前，不要用 USB 缆线将本机连接到计算
机。

注释

• 请勿在下列范围那放置物体：
– 右侧和左侧：10 cm
– 背面：40 cm

• 请勿堵塞机器上的缝隙和开口。它们用于通风以
防本机过热。

• 如果其他设备连接至与本机相同的电话线，则由
于本机并未设计为共享电话线，因此您可能会遇

到突发问题（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使用网络路由器/网络集线器（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

• 建议在安全网络环境下使用网络路由器/网络集线
器。有关防火墙设置等，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 由于安全问题或与此相关而导致的不便不在保修范
围内。

2.3  打开/关闭电源

打开电源

A

1. 按电源按钮（ ）。

关闭电源

1. 按电源按钮。  ： 设定 / ：

/开始

• 若要取消关闭电源，请按 /停止 。

• 您还可通过按电源按钮约 3 秒钟关闭电源。

2.4  日期和时间（仅支持传真或
LAN 的机型）

建议设定日期和时间（功能 #101）。对方会将本机的
日期和时间作为页眉信息接收。

如果您申请了来电显示服务（ ）

日期和时间将根据所收到的来电者信息自动设定（功
能 #226）。

2.3 打开/关闭电源

26 使用说明书



2.5  配置本机以访问 LAN 
可以通过连接到 LAN 的计算机使用本机的一些功能
（例如打印机、传真机等）。为启用这些功能，您需
要为本机设置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 设置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时，请咨询
您的网络管理员。

2.5.1  使用 DHCP 服务器自动设置

如果您的网络管理员使用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服务器管
理网络，它将自动为本机分配 IP（Internet Protocol，
Internet 协议）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1. 将 LAN 线缆连接到本机和计算机之后，再将电
源开关置于 ON 位置。
• 将会自动设置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2. 在要使用多功能机的计算机上安装软件。有关详
细内容，请参阅第 28 页。

注释

• 您可以连接两台或多台机器并通过 DHCP 服务器
自动分配 IP 地址，但我们建议您为每台机器手
动分配静态 IP 地址以避免网络访问和配置上的
麻烦。

2.5.2  手动设置

当您的网络管理员不使用 DHCP 服务器管理网络时，
您需要手动分配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1. 菜单   5 0 0   "DHCP"

2. 选择 "关闭"。  设定 *1

3. 设置每个项目。
对于 IP 地址：

1. 5 0 1   "IP 地址"  设定 *1

2. 输入本机的 IP 地址。  ： 设定 /
："确定"

对于子网掩码：

1. 5 0 2   "子网掩码"  设定 *1

2. 输入网络的子网掩码。  ： 设

定 / ："确定"
对于默认网关：

1. 5 0 3   "默认网关"  设定 *1

2. 输入网络的默认网关。  ： 设

定 / ："确定"

4. 在要使用多功能机的计算机上安装软件。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第 28 页。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2.6  无线 LAN 设置 
• 当配置无线 LAN 设置时，确认本机位于无线接
入点的工作范围内。

• 根据无线接入点的类型，选择合适的方式连接本
机和接入点。
– 接入点兼容 WPS（带有 WPS 按钮）

– 接入点兼容 WPS（不带 WPS 按钮）

– 接入点不兼容 WPS

• 无论无线接入点的类型如何或是否具有 WPS 按
钮，均可在安装驱动程序时配置无线 LAN 设置
（第 28 页）。

• 有关无线安全设置，请参阅无线路由器及其他无
线产品等的使用说明书。

2.6.1  WPS 兼容接入点（带有 WPS 按钮）

1. 按下无线接入点上的 WPS 按钮。

2. 按住本机上的 WPS ，直到 LED 闪烁为止。

• 执行步骤 1 后 1 分钟以内执行步骤 2。
• 连接时 LED 会闪烁。连接完成时，LED 停止
闪烁并点亮。

注释

• 显示无线接入点的状态

： WPS   设定

： 无线 （主屏幕上的显示）

2.6.2  WPS 兼容接入点（不带 WPS 按钮）

• 确保事先将 LAN 模式设置设为 "无线"（功能

#580）。

1. 菜单   5 8 3   设定 *1

• 显示本机的 PIN 代码。

2. 将 PIN 代码注册到无线接入点。

3. ： 设定 / ："确定"
• 执行步骤 2 后 1 分钟以内执行步骤 3。
• 连接时 LED 会闪烁。连接完成时，LED 停止
闪烁并点亮。

• 如果本机在处理过程中进入待机模式，请从步
骤 1 开始重复操作（将会更新 PIN 代码）。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2.6.3  WPS 不兼容接入点

• 确保事先将 LAN 模式设置设为 "无线"（功能

#580）。
• 需要无线接入点的以下设置信息：
– 网络名称（SSID）

– 网络密钥（WEP / WPA 密钥）*1

– 连接类型

– 网络验证类型

– 数据加密类型

2.5 配置本机以访问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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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无线接入点配置为不显示网络名称
(SSID)，请手动输入网络名称 (SSID)（功能
#585）。

*1 如果无线接入点配备多个网络密钥，请仅使
用第一个网络密钥（本机仅配备一个网络密
钥）。

1. 菜单   5 8 4   设定 *1

2. 选择所需的网络名称 (SSID)。  设定 *1

• 根据无线接入点的设置，可能需要选择 WEP64
或 WEP128。选择所需的项目，然后按 设
定 *1。

3. 输入网络密钥。  ： 设定 /
："确定"

• 根据无线接入点的设置，如果没有使用加密，
则可省略此步骤。

• 连接时 LED 会闪烁。连接完成时，LED 停止
闪烁并点亮。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手动设置无线接入点

1. 菜单   5 8 5   设定 *1

2. 输入网络名称（SSID）。  ： 设定 /
："确定"

3. 选择所需的连接类型。  设定 *1

4. 选择所需的网络验证类型。  设定 *1

5. 选择所需的数据加密类型。  设定 *1

6. 输入网络密钥。  ： 设定 /
："确定"

• 根据无线接入点的设置，如果没有使用加密，
则可省略此步骤。

• 连接时 LED 会闪烁。连接完成时，LED 停止
闪烁并点亮。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2.6.4  使用 Windows® 安装程序进行设置

如果使用 Windows 计算机，可以在多功能机安装过程
中配置无线 LAN 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2.8 安装软件（包括打印机、扫描器和其他驱动程
序）”（第 28 页）。

2.7  需要的计算机环境

• 当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8/Windows Server
2012 时，仅打印机驱动程序可受支持。使用
Windows 的添加打印机功能安装打印机驱动程
序。

• 在 Mac OS X 下，仅限支持打印机驱动程序、扫
描器驱动程序 (TWAIN/ICA) 和计算机传真（发

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ac OS X 的安装
指南。

为了在计算机上使用多功能机，需满足下列条件：
操作系统：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
Windows 10
CPU：
符合操作系统推荐配置
RAM：
符合操作系统推荐配置
其他硬件：
CD-ROM 驱动器
至少有 600 MB 可用空间的硬盘驱动器
网络浏览器（推荐）：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8/9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10/11（推荐兼容模式下）

Microsoft® Edge

2.8  安装软件（包括打印机、扫描
器和其他驱动程序）

Panasonic 多功能机软件可以让本机执行下列功能：
– 在普通纸、薄纸和厚纸、透明胶片、标签、信封和
日本明信片上打印

– 在打印前显示打印图像的预览、变更打印顺序、删
除页面和更改打印布局等（轻松打印应用程序）

– 显示几张图像，以便通过视觉轻松选择需要的扫描
图像（自动预览）

– 扫描文稿并且通过 OCR 软件将图像转换成文字

– 从支持 TWAIN 扫描和 WIA 扫描的其他 Microsoft
Windows 应用程序进行扫描（仅 USB 连接）

– 使用您的计算机存储、编辑或删除地址簿中的项目

（仅限支持传真或 LAN 的机型）（ ）

– 使用计算机编程功能

– 指定密码并打印保密或敏感文稿（密码打印）

– 仅打印首个副本以检查打印结果（校样打印）

– 使用计算机发送、接收传真文稿（仅限支持传真的

机型）（ ）

• 在使用 USB 缆线将本机连接到计算机之前安装多
功能机（CD-ROM）。如果在安装多功能机之前使用
USB 缆线将本机连接到计算机，可能会显示 [驱动
程序软件安装] 对话框。如果出现此对话框，单击
[关闭]。

2.8.1  准备计算机和 CD-ROM

1. 启动 Windows，退出所有其他应用程序。

2. 将附带的 CD-ROM 插入 CD-ROM 驱动器。
• 如果安装没有自动开始：
单击 [开始]  [所有程序]  [附件]。选择
[运行]。输入“D:\Install”（“D”是您的
CD-ROM 驱动器的盘符）。单击 [确定]。
（若您不太清楚自己的 CD-ROM 驱动器的盘符
是什么，请使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并搜索
CD-ROM 驱动器。）

3. 选择连接方式。
• 有关 USB 连接/有线 LAN 连接，请参阅
“2.8.2 USB 连接/LAN 连接”（第 29 页）。

2.6.4 使用 Windows® 安装程序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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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无线 LAN 连接（ ），请参阅

“2.8.3 无线 LAN 连接 ”（第 29 页）。

2.8.2  USB 连接/LAN 连接

1. [简易安装]
• 安装将自动开始。

2. 安装程序启动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 轻松打印应用程序和设备监视器会随同安装。

3. [连接类型]对话框出现。

用于 USB 连接：
1. [使用 USB 电缆直接连接。]  [下一步]

• 出现 [连接设备] 对话框。

2. 使用 USB 缆线将本机连接到计算机

（ ），然后单击 [下一步]。

A

3. 单击 [安装]，然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

用于 LAN 连接（ ）：

1. [通过网络连接。]  [下一步]
2. 选中 [在搜索列表中选择]，然后从列表中选

择机器。
• 如果所需机器的名称未显示在列表中，但
已经分配了机器的 IP 地址，请选中 [直接
输入]，并输入 IP 地址。

3. [下一步]
4. 单击 [安装]，然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

重要注意事项
当使用 USB 缆线连接安装时，在软件安装过程中
可能会显示一条信息。这是正常现象，软件不会对
操作系统造成任何影响。您可以继续正常地安装。
显示信息如下：
• 对于 Windows XP 用户
“正在为此硬件安装的软件没有通过 Windows
徽标测试，无法验证它同 Windows XP 的相容
性。”

• 对于 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
Windows 10 用户
“您想安装这个设备软件吗？”

2.8.3  无线 LAN 连接 

注释

• 建议在安装前将本机连接至无线网络。
有关配置无线 LAN 设置的信息，请参阅

“2.6 无线 LAN 设置 ”，第 27 页。

如果本机已连接至无线网络

1. [简易安装 (无线局域网)]

2. 选择 [已设定无线局域网]。
• 安装将自动开始。

3. 安装程序启动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 轻松打印应用程序和设备监视器会随同安装。

4. 出现 [选择网络设备] 对话框。
1. 选中 [在搜索列表中选择]，然后从列表中选

择机器。
• 如果所需机器的名称未显示在列表中，但
已经分配了机器的 IP 地址，请选中 [直接
输入]，并输入 IP 地址。

2. [下一步]
3. 单击 [安装]，然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

如果本机还未连接至无线网络

1. [简易安装 (无线局域网)]

2. 选择 [未设定无线局域网]。
• 安装将自动开始。

• 配置无线 LAN 设置需要 USB 电缆。通过
USB 连接安装无线 LAN 设置工具后可使用
它来配置无线 LAN 设置。

3. 安装程序启动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 轻松打印应用程序和设备监视器会随同安装。

4. 出现 [连接设备] 对话框。
1. 使用 USB 缆线将本机连接到计算机，然后

单击 [下一步]。
• 如果本机已经与计算机连接，会自动检测
型号。

2. 单击 [安装]，然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

5. 当打开无线 LAN 设置工具时，按照屏幕上的说
明配置无线 LAN 设置。

2.8.4  其它信息

查看或安装使用说明书数据

1. 启动 Windows 并将附带的 CD-ROM 插入 CD-
ROM 驱动器。

2. 单击 [使用说明书]，然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查看
或安装 PDF 格式的使用说明书。

• 需要 Adobe® Reader® 来查看使用说明书。

2.8.2 USB 连接/LAN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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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如果安装使用说明书，可以通过点击多功能机启
动程序上的 [帮助] 随时查看。

计算机使用另一台机器

您需要安装每台机器的打印机驱动程序，如下所述。

1. 启动 Windows 并将附带的 CD-ROM 插入 CD-
ROM 驱动器。

2. [修改]  [添加驱动程序]  [添加多功能机
驱动程序]。接下来，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

注释

• 同一台计算机不能同时连接一台以上的机器（仅
USB 连接）。

修改软件（添加或卸载每种组件）

在安装之后，您可以随时选择安装或卸载组件。

1. 启动 Windows 并将附带的 CD-ROM 插入 CD-
ROM 驱动器。

2. [修改]  [修改用具]。接下来，按照屏幕上的
说明进行操作。

卸载软件

[开始]  [所有程序]  [Panasonic]  机器的
名称  [卸载]。接下来，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

安装或卸载附加打印机驱动程序

要安装或卸载 PCL 打印机驱动程序，请参阅
第 140 页。

若要安装或卸载 PS (PostScript®) 打印机驱动程序，请
参阅第 140 页。
若要安装或卸载 XPS (XML Paper Specification) 打印
机驱动程序（Windows 7 或更高版本），请参阅
第 141 页。

2.8.4 其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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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操作

3.1  操作本机面板

3.1.1  选择触摸板机型的操作模式 
您可以通过点击下面的一个按钮来选择所需的模式：

– 复印 ：将本机用作复印机时选择此模式。

– 传真 ：将本机用作传真机时选择此模式。

– 扫描 ：将本机用作扫描器时选择此模式。

– 打印 ：将本机用作打印机时选择此模式。

注释

• 您可以变更返回主屏幕之前的时间（功能 #464）。

3.1.2  选择双行 LCD 型号的操作模式 
您可以通过按下面的一个按钮来选择所需的模式：

– 扫描 ：将本机用作扫描器时选择此模式。

– 复印 ：将本机用作复印机时选择此模式。

– 传真 ：将本机用作传真机时选择此模式。

注释

• 默认操作模式是复印模式。您可以变更默认操作模式（功能 #463）以及返回默认操作模式的定时器（功能
#464）。

3.2  装载记录纸

记录纸注意事项：

• 我们建议您在大量购买纸张之前在本机上进行测试，尤其是特殊尺寸和类型的纸张。

• 请勿使用下列类型的纸张：
– 含有 20 % 以上的棉或纤维的纸，如信头纸或用于履历表的纸

– 过分光滑或有光泽的纸，或者纹理太明显的纸

– 带有涂膜的、破碎的或褶皱的纸

– 带有异物的纸，如带有签条或订书钉等

3 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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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了灰尘、含有棉绒或染了油渍的纸

– 接近 200 ℃ 时会融化、蒸发、褪色、烧焦或发出危险的烈性气味的纸，如皮纸等。这些材料可能粘在熔融滚
筒上并导致损坏。

– 潮湿的纸

– 喷墨纸

– 碳或无碳复写纸等化学处理纸

– 带有静电的纸张

– 严重卷曲、褶皱或撕破的纸张

– 表面带有涂膜的纸张

• 某些纸张仅可在一面上进行打印。如果您对打印效果不满意或发生送纸错误，可尝试用纸的另一面进行打印。

• 为了正确送纸和得到 佳打印效果，我们建议使用纵纹纸张。

• 请勿同时使用不同类型或厚度的纸张。因为这可能导致卡纸。

• 请勿将本机已经打印过的纸张重新用于其他打印工作（包括其他复印机或打印机）。因为这可能导致卡纸。

• 为了避免卷曲，应在准备用纸时才打开纸的包装。对于尚未使用的纸，请原封不动地保持原包装，并存放在凉
爽干燥的地方。

• 对于生活在高湿度地区中的用户：请始终将纸张存放在通风良好的房间内。如果使用潮湿的纸打印，则可能会
导致卡纸。

更改纸张尺寸和纸张类型

要使用其他纸张尺寸/类型，请参阅下表并更改相应的设置。

纸盘类型 纸张尺寸 纸张类型

标准进纸盘 功能 #380 功能 #383

多用途纸盘（ ） 功能 #381 功能 #384

下层纸盒 1（ ） 功能 #382 功能 #385

下层纸盒 2（ ） 功能 #389 功能 #386

• 应将纸张尺寸设置为与实际记录纸张尺寸相同。如果装入的记录纸张比纸张尺寸设置小，将影响打印质量。

• 有关本机可以装入的纸张数量，请参阅第 166 页。

• 有关支持的纸张尺寸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5 页。

纸盘编号信息

本机显示如下纸盘编号而不显示纸盘名称。

– "#1"：标准进纸盘

– "#2"：多用途纸盘（ ）

– "#3"：下层纸盒 1（ ）

– "#4"：下层纸盒 2（ ）

3.2.1  标准进纸盘

• 如果装入的纸张超出了指定的量，则可能会出现卡纸和损坏纸张。

• 视纸张类型而定，装入的纸张可能会超出上限标记（ ）。在此情况下，请从纸盘中取出部分纸张。

1. 拉出标准进纸盘（ ）直至其咔哒一声到位，然后抬起纸盘前端将其完全拉出。

3.2.1 标准进纸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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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捏住记录纸引导板右侧（ ），然后向外推（记录纸引导板左侧将自动移动）。

捏住记录纸引导板中央（ ），将其推到纸张尺寸标记处。

A

B

3. 在装入记录纸之前翻松以免卡纸。

4. 装入记录纸，打印面朝上（ ）。

• 如果必要，按下以锁定标准进纸盘中的盖板（ ）。

3.2.1 标准进纸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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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 如果必要，滑动记录纸引导板以将宽度调节为记录
纸的尺寸。

• 确保记录纸位于纸张限制标记（ ）下面，纸张装

入时不应超过限位器（ ）。

A

B

5. 提起标准进纸盘前端，将其插入本机。随后将其完全推入本机。

注释

• 如果纸张装入不正确，请重新调整纸张引导板，否则可能会卡纸。

• 如果标准进纸盘不能关闭，可能是标准进纸盘中的引导板不在锁定位置。向下按纸张，确保纸张平放在标准
进纸盘中。

3.2.1 标准进纸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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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进纸盘注意事项

• 不要让标准进纸盘掉落。

• 取下或安装时，请用双手拿住标准进纸盘。
载满记录纸时，标准进纸盘重量如下。

– 大约 5.2 kg

 5.2 kg

3.2.2  多用途纸盘

• 设置记录纸尺寸和类型：
– 纸张尺寸（功能 #381）

– 纸张类型（功能 #384）

• 若要从多用途纸盘打印，请预先更改纸盘设置：
– 当使用计算机打印时，将打印机属性选择为 #2。

– 当复印时，将复印进纸盘设置设为"#2"（功能 #460）。

1. 握住凹槽（ ）以打开前盖。

A

3.2.2 多用途纸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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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请展开多用途纸盘（ ）。

A

2. 将盖子提到引导板（ ）上方，直到卡合到位。

A

3. 装入打印面向上的纸张，然后将纸张引导板（ ）调整为记录纸张的尺寸。

A

• 确保记录纸张位于纸张限制标记（ ）下面，并且位于纸张上引导板（ ）下面。

3.2.2 多用途纸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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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4. 装入纸张之后，按下盖子（ ）。

A

注释

• 如果未正确插入纸张，应重新调整纸张，否则可能会卡纸。

3.2.3  出纸盘

您可在打印前暂时展开出纸盘。

3.2.3 出纸盘

使用说明书 37



3.3  放置文稿

3.3.1  使用扫描器玻璃

A

B

1. 打开文稿盖（ ）。

2. 将文稿正面向下放在扫描器玻璃（ ）上，并且使文稿的左上沿对准  标记指向的部位。

• 若要进行纵向复印，请将原稿按纵向方向放置。若要进行横向复印，请将原稿按横向方向放置。

3. 关上文稿盖。

注释

• 确认自动送稿器中没有任何文稿。（ ）

• 将原稿轻轻地放到扫描器玻璃上。为避免故障，不要用力向下按。

• 如果原稿是一本厚于 15 mm 的书，则不要关上文稿盖。

• 确认墨水、浆糊或涂改液已经完全干了，否则可能会印在扫描器玻璃上。

3.3.2  使用自动送稿器 

• 确认扫描器玻璃上没有任何文稿。

• 确认墨水、浆糊或涂改液已经完全干了。

• 取下回形针、订书钉或其他固定物。

1. 打开送稿盘（ ）和文稿辅助托盘（ ）。

• 若要打开文稿辅助托盘，请按其中央部分（ ）。

A
B C

2. 将文稿（ 多 75 页）正面朝上放入送稿器中，直至听到一次哔声。
• 若要进行纵向复印，请将原稿按纵向方向放置。若要进行横向复印，请将原稿按横向方向放置。

3.3 放置文稿

38 使用说明书



A

• 将文稿引导板（ ）的宽度调节至适合文稿的实际尺寸。

注释

• 不要插入下列类型的文稿（使用扫描器玻璃复印文稿，然后放置复印件。）：
– 碳或无碳复写纸等化学处理纸

– 带有静电的纸张

– 严重卷曲、褶皱或撕破的纸张

– 表面带有涂膜的纸张

– 从正面可以看到背面打印文字的纸张，如报纸

• 当通过自动送稿器传送一些文件类型（如页面的背面有污迹）时，污迹可能会残留在原稿上。为防止出现这
种情况，建议在使用自动送稿器时一次送入一页文稿，或者使用扫描器玻璃。

• 文稿平放时的总高度必须小于 7 mm。如果文稿超出了自动送稿器的容量，它们可能会掉落或导致送稿器卡
纸。

• 若要放置宽度小于 210 mm，我们建议您先利用扫描器玻璃将原稿复印到 A4 或 letter 尺寸的纸张上，然后再
放置复印的文稿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 不要放置不符合尺寸和重量要求的文稿。使用扫描器玻璃复印文稿，然后放置复印件。

• 文稿出口内可装入的纸张数量可能会随纸张的规格和使用环境而异。

3.3.3  文稿要求

有效扫描区域

有效扫描区域用阴影区域显示。

扫描器玻璃：

208 mm

348 mm4 mm 4 mm

 4 mm

 4 mm

自动送稿器（ ）：

216 mm

208 mm

 4 mm  4 mm

 4 mm

 4 mm

• 将本机用作扫描器时，有效扫描长度取决于所选的纸张尺寸。

文稿的尺寸和重量（使用自动送稿器）（ ）

■ 文稿尺寸

3.3.3 文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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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文稿尺寸

105 mm

1
0

5
 m

m

– 最大文稿尺寸

600 mm 

2
1
6

 m
m

■ 文稿重量
• 单页：60 g/m² 至 80 g/m²
• 多页：60 g/m² 至 80 g/m²

3.3.3 文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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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多功能机
若要启动多功能机，请参阅以下内容。
[开始]  [所有程序]  [Panasonic]  机器的名称  [多功能机]

[应用程序]

[扫描]（第 77 页） • 扫描并显示扫描的图像。

• 扫描并创建图像文件。

• 扫描并发送电子邮件。
• 使用 OCR 软件将图像扫描并转换成可以编辑的文
字数据。

[打开扫描文件夹] • 显示用于保存扫描图像的文件夹。

[阅览器] • 启动快速图像导览器（第 77 页）。

[PC FAX]（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 发送在计算机（第 106 页）上创建的文稿作为传
真。

• 在计算机（第 106 页）上显示所收到的传真文稿。

[打印作业管理程序] • 管理密码打印作业（第 128 页）和校样打印作业
（第 129 页）。

[设备]

[远程控制]（第 51 页） • 编程功能。

• 存储、编辑或删除地址簿中的项目。

• 查看通讯报告中的项目。*1

• 查看来电显示表中的项目。*2

• 将来电者信息存储到地址簿中。*2

• 存储或删除用于多站点发送的项目。*1

• 使用 CSV 格式（逗号分隔值的格式）导入或导出
地址簿。

[无线局域网设定]（ ） • 启动无线 LAN 设置工具（第 43 页）。

[设备监视器] • 启动设备监视器（第 51 页）。

[设备列表] • 启动设备列表。

[内嵌网络]（仅 LAN 连接）（ ） • 启动配置网页（第 49 页）。

*1 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2 仅限支持来电显示的机型（ ）
[设置]（第 42 页）
• 更改常规设置。

• 更改扫描的设置。

3.4 多功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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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 有关多功能机的详细说明。

• 查看使用说明书。

• 显示网上技术支持。

• 显示关于多功能机的信息。

注释

• 您可以用设备监视器（第 51 页）确认本机是否连接到计算机。

• 在下列条件下计算机功能（打印、扫描等）可能工作不正常：
– 当本机连接到自己组装的计算机时。

– 当本机通过 PCI 卡或其他扩展卡连接到计算机时。

– 当本机连接到另一硬件（如 USB 集线器或接口适配器），而非直接连接到计算机时。

更改设置

可以预先更改多功能机的设置。

1. 在多功能机中选择 [设置]。
2. 单击所需的选项卡，然后更改设置。  [确定]
[常规]

[控制台显示设置] • 选择启动程序的显示类型。

[OCR 路径] • 选择 OCR 软件。

[设备中计算机名称列表]*1

（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 选择本机上是否显示您的计算机名称。

[PC 名称]*1

（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 在本机上显示的计算机名称。
– 为 [PC 名称] 指派唯一的名称以避免错误，否则，扫描图像可能
被发送到不正确的计算机。

*1 仅在本机连接到 LAN 时显示。
[扫描]

[保存到] • 选择用于保存扫描图像的文件夹。

[文件前缀] • 指定要向文件名添加的前 （ 多 16 个字符）。

[自动预览] • 打开或关闭自动预览功能。使用自动预览时，可以轻松选择需要
的图像。

• 如果启动了此功能，扫描期间扫描速度可能会下降，并且/或者可
能出现内存不足。

[阅览器]/[文件]/[电子邮件]/[OCR]/[自定
义]

• 更改多功能扫描应用程序的扫描设置。

选择默认的电子邮件软件

使用“扫描到电子邮件”时使用默认的电子邮件软件（第 73 页）。
您可以如下选择默认的电子邮件软件。
对于 Windows XP：

1. [控制面板]  [网络和 Internet 连接]  [Internet 选项]  [程序]  [电子邮件]
2. 选择所需的 MAPI 兼容的电子邮件软件如 [Outlook Express] 等。  [确定]
对于 Windows Vista：

1. [控制面板]  [Internet 选项]  [程序]  [设置程序]  [设置程序访问和计算机的默认值]
• 如果出现 [用户帐户控制] 对话框，点击 [继续]。

2. [自定义]
3. 从 [选择默认的电子邮件程序] 选择所需的 MAPI 兼容的电子邮件软件如 [Windows Mail] 等。  [确定]
对于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3.4 多功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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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制面板]  [网络和 Internet]  [Internet 选项]  [程序]  [设置程序]  [设置程序访问和
计算机的默认值]

2. [自定义]
3. 从 [选择默认的电子邮件程序] 选择所需的 MAPI 兼容的电子邮件软件。  [确定]

配置无线 LAN 设置（ ）

1. 启动多功能机。

2. 单击 [设备] 选项卡。  [无线局域网设定]
• 当设置工具启动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3.4 多功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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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从操作面板对本机进行编程

• 有关本机可使用的功能和选择信息，请打印"安装设定表"（第 121 页）。列出的功能适用于本机。

 
编程功能如下：
– "3.6 编程功能：基本" (第 44 页)
– "5.4 编程功能：计算机打印" (第 70 页)
– "5.5 编程功能：USB 打印功能" (第 71 页)
– "6.4 编程功能：扫描" (第 78 页)
– "7.4 编程功能：复印" (第 95 页)
– "8.9 编程功能：传真" (第 112 页)
– "9.2 编程功能：LAN" (第 116 页)
– "9.3 编程功能：更新" (第 119 页)
 
更改功能设置

1. 菜单

2. 按  和 3 位代码。

3. ：选择所需的设置。

• 该步骤会因编程功能而有所变化。

4. ： 设定 / ："确定"
• 该步骤会因编程功能而有所变化。

5. ：按 菜单  退出。

：按  退出。

默认设置的直接命令（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 要改回默认设置，请在步骤 3 中使用拨号键盘按指定的数字（某些程序不可用）。如果希望所有功能都复位，
请启动功能 #159（第 46 页）。

3.6  编程功能：基本

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日期和时间 #101 输入日期和时间（有关字符输入，请参阅第 53 页）。 –

您的标志 #102 输入标志（有关字符输入，请参阅第 53 页）。
• 输入字符（第 53 页）时，只能输入英文字母、数字和符号。
无法输入中文字符。

–

您的传真号码 #103 输入传真号码（有关字符输入，请参阅第 53 页）。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 若要输入“+”，请按 /音频 。

• 若要输入空格，请按 。

• 若要输入连字符，请按 闪断 。

• 若要删除数字，请按 /停止 。

–

3.5 从操作面板对本机进行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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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语言 #110 显示和报告将使用所选择的语言。
 
供英语用户：
如果需要将语言更改为英语，请执行下列操作。

1. 菜单   1 1 0

2. 选择英语。  设定 *1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FOR ENGLISH USERS: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language setting to
English, proceed as follows.
1. MENU   1 1 0

2. Select English.  SET *1

*1 For 2-line LCD models only. ( )

–

拨号模式 #120 如果您不能拨号，请根据您的电话线路服务更改此设置。 –

重新呼叫/闪断时间 #121 重新呼叫/闪断时间与电话交换机或 PBX 有关。

注释

• 如果通过 PBX 连接本机，PBX 功能（转移来电等）可能工
作不正常。请咨询您的 PBX 供应商以取得正确的设置。

–

ADSL 模式 #124 使用 DSL/ADSL 线路时，此功能通过降低发送速度来提高可靠
性。

注释

• 电话费可能会高于平时。

0

LCD 显示屏对比度
（仅限双行 LCD 机
型）

#145 更改 LCD 显示对比度。
3

刻度选择 #147 在本机的显示屏上显示测量结果时，将使用所选的刻度。 –

显示间隔 #148 设置交替显示信息的显示间隔。 1

管理员代码 #151 更改限制模式设置的管理员代码。当输入新的代码时，请使用
0-9。
• 默认管理员代码是"0000"。

注释

• 建议您将默认管理员代码更改成此管理员代码。

–

限制模式 #154 启动限制模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24 页。 0

更改密码 #155 通过遥控操作更改进行功能编程的密码。当输入新的代码时，请
使用 0-9。
• 默认密码是 "1234"。

注释

• 建议您将默认密码更改。

• 该密码也用于通过网络浏览器的功能编程（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

3.6 编程功能：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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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维护时间 #158 本机将自动启动自我维护功能。用拨号键盘输入维护开始日期。

• 默认时间是 "00:00"。

注释

• 请勿在自我维护过程中启动本机。

–

将所有功能设置为默
认

#159 在废弃、转让或返还本产品之前，请启动该功能将所有可编程功
能重置并删除存储器中保存的所有数据。
• 将删除以下项目。
– 地址薄

– 来电者信息（ ）

– 传真传送数据（存储器中接收的通讯报告和传真）（ ）

• 在启动此功能前，断开以下线/缆的连接。

– 电话线（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 USB 缆线

– LAN 缆线（ ）

–

振铃类型 #161 设置振铃类型。 1

哔声 #165 设置哔声和键盘音。如果想要听到确认/出错哔声和键盘声，请启
动此功能。

注释

• 即使该功能关闭，本机在某些情况下仍会发出哔声。例如：
– 前盖被打开了。

1

作业结束通知 #174 设置本机在打印作业结束后以哗声通知您。

注释

• 下列情况中此设置有效：
– 计算机打印

– 在传真发送过程中自动打印报告/列表（ ）

– 打印接收的传真（ ）

• 即使启动此功能，在发生打印错误时，本机也将发出出错哔
声来代替该哔声。

0

主屏幕 #179 选择主屏幕设计。 0

传真振铃次数 #210 更改传真专用模式的振铃次数。

注释

• 如果您将本机与答录机一起使用，则将振铃次数设置为 4 次
以上（第 100 页）。

2

自动来电显示表 #216 当启动此功能时，在每 30 次新的来电之后，本机将自动打印来
电显示表。

0

时间调节 #226 使用该功能，当接收到来电者信息时，本机的日期和时间设置将
被自动调节。

注释

• 如果未事先设置时间，则来电显示将不会调整时钟。

• 如果因来电显示服务问题而无法正确调节时间，则会关闭此
功能。

–

3.6 编程功能：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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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话筒的挂机模式 #278 如果启动了此功能，即使话筒未连接到本机，本机也会处于挂机
状态。

注释

• 连接到话筒之后，此功能在 15 秒钟内自动设置为"关"。

1

删除全部地址簿 #289 删除地址簿上存储的所有项目。
• 在启动此功能前，断开以下缆线的连接。

– 电话线（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 USB 缆线

– LAN 缆线（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

标准进纸盘中的纸张
尺寸

#380 设置标准进纸盘中的记录纸尺寸。

注释

• 如果选择了以下任何纸张尺寸，接收的传真文稿将会存储在

存储器中（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 "A5"/"A5-R"
– "B5(JIS)"/"B5-R(JIS)"
– "B5(ISO)"/"B5-R(ISO)"
– "16 开"/"16K-R"

• 如果尚未设置自定义尺寸（功能 #391 或 #392），将不显示
自定义尺寸项目。

–

多用途纸盘中的纸张
尺寸

#381 设置多用途纸盘中的记录纸尺寸。

注释

• 如果尚未设置自定义尺寸（功能 #391 或 #392），将不显示
自定义尺寸项目。

–

下层纸盘 1 中的纸
张尺寸

#382 设置下层纸盘 1 中的记录纸尺寸。

注释

• 如果尚未设置自定义尺寸（功能 #391 或 #392），将不显示
自定义尺寸项目。

• 此功能仅当安装了下层进纸盘 1 时显示（第 130 页）。

• 如果选择了以下任何纸张尺寸，接收的传真文稿将会存储在

存储器中（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 "A5"/"A5-R"
– "B5(JIS)"/"B5-R(JIS)"
– "B5(ISO)"/"B5-R(ISO)"
– "16 开"/"16K-R"

–

标准进纸盘的纸张类
型

#383 设置标准进纸盘的记录纸类型。

注释

• 从计算机打印时该设置将被关闭。若要设置打印的记录纸类
型，请参阅第 61 页。

1

多用途纸盘的纸张类
型

#384 设置多用途纸盘的记录纸类型。

注释

• 从计算机打印时该设置将被关闭。若要设置打印的记录纸类
型，请参阅第 61 页。

1

3.6 编程功能：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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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下层进纸盘 1 的纸
张类型

#385 设置下层进纸盘 1 的记录纸类型。

注释

• 此功能仅当安装了下层进纸盘 1 时显示（第 130 页）。

• 从计算机打印时该设置将被关闭。若要设置打印的记录纸类
型，请参阅第 61 页。

1

下层进纸盘 2 的纸
张类型

#386 设置下层进纸盘 2 的记录纸类型。

注释

• 此功能仅当安装了下层进纸盘 2 时显示（第 130 页）。

• 从计算机打印时该设置将被关闭。若要设置打印的记录纸类
型，请参阅第 61 页。

1

下层进纸盘 2 中的
纸张尺寸

#389 设置下层进纸盘 2 中的记录纸尺寸。

注释

• 如果尚未设置自定义尺寸（功能 #391 或 #392），将不显示
自定义尺寸项目。

• 此功能仅当安装了下层进纸盘 2 时显示（第 130 页）。

• 如果选择了以下任何纸张尺寸，接收的传真文稿将会存储在

存储器中（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 "A5"/"A5-R"
– "B5(JIS)"/"B5-R(JIS)"
– "B5(ISO)"/"B5-R(ISO)"
– "16 开"/"16K-R"

–

列表和报告的进纸盘
设置

#390 设置用于列表和报告的进纸盘。

注释

• 仅当纸张尺寸与介质类型匹配时，才显示以下选项。如果更
改任何一个项目，则此设置将会随之更改。

– "#1+#2"
– "#1+#3"
– "#1+#4"*1

– "#2+#3"
– "#2+#4"*1

– "#3+#4"*1

– "#1+#2+#3"
– "#1+#2+#4"*1

– "#1+#3+#4"*1

– "#2+#3+#4"*1

– "#1+#2+#3+#4"*1

*1 仅适用于支持下层进纸盘 2 的型号。（ ）

1

自定义尺寸 1 用于
复印

#391 若要自定义复印的记录纸尺寸。

注释

• 若已将功能 #147 设为"英寸"，数字以英寸显示。

–

自定义尺寸 2 用于
复印

#392 若要自定义复印的记录纸尺寸。

注释

• 若已将功能 #147 设为"英寸"，数字以英寸显示。

–

3.6 编程功能：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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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进纸盘的左边距设置 #394 设置进纸盘的左边距。

1. 菜单   3 9 4

2. 选择所需的进纸盘。  设定 *1

3. 更改设置。  ： 设定 / ："确定"
4. ： 设定 / ："确定"

• 本机将打印测试页。

5. 如果需要，请重复步骤 3 到 4。
6. ： /停止 / ：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6

节电 #403 设置本机进入节电模式的时间长度。

注释

• 在节电模式下，本机需要在打印前预热熔融装置。

1

静默模式 #455 如果启动此功能，运行噪音将消失，但是打印速度和扫描速度会
降低四分之一。

0

多用途纸盘的优先级 #456 如果启动此功能，并且进纸盘设置指定了多用途纸盘，打印件将
首先从多用途纸盘出来。

0

对比度保持 #462 保持前一对比度设置。

注释

• 此功能对于扫描对比度无效。

0

默认操作模式（仅限
双行 LCD 机型）

#463 选择模式定时（功能 #464）的所选时间结束时的默认操作模式
（复印或传真）。

注释

• 不能使用此功能选择扫描模式。

1

模式定时 #464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设置返回默认操作模式的时间（功能 #463）。

 对于触摸板机型：

设置返回主屏幕之前的时间。

2

复印的 QUICK-JOB
优先级（仅限双行
LCD 机型）

#478 首先显示所选的作业。
1

部门的计数器查看 #479 查看部门的复印/打印页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26 页。 –

节省墨粉 #482 设置节省墨粉功能。当启动此功能时，墨盒使用寿命将会更长。

注释

• 此功能会节省墨粉，但可能会降低打印质量。

• 该设置适用于复印，并且本机打印报告/列表。

• 该设置对打印接收的传真无效（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

0

扫描的 QUICK-JOB
优先级（仅限双行
LCD 机型）

#497 首先显示所选的作业。
1

3.7  通过网络浏览器编程（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您可以从网络浏览器界面而不用本机更改功能。

1. 启动多功能机。  [设备]  [内嵌网络]

3.7 通过网络浏览器编程（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使用说明书 49



• 您也可以在网络浏览器中输入其 IP 地址访问本机。

2. 从菜单栏中选择所需的类别。
[设备]：本机的功能
[网络]：网络功能
[目录]：地址簿注册等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从菜单栏中选择所需的功能。

5. 更改设置或编辑信息。
• 该步骤会因功能而有所变化。

6. [提交]
• 新设置会被转移到本机。

7. 关闭网络浏览器。

注释

• 单击 [重新安装] 可更新网络浏览器中显示的设置。

• 当本机处于睡眠模式时，网络浏览器和本机之间的通讯可能会比平时慢。

3.7 通过网络浏览器编程（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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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本机的状态

3.8.1  使用远程控制

您可以从计算机方便地操作下列功能。
– 编程功能（第 44 页）

– 存储、编辑或删除地址簿中的项目（第 55 页）*1

– 存储或删除用于多站点发送的项目（第 57 页）*2

– 查看通讯报告中的项目（第 121 页）*2

– 将通讯报告保存到计算机*2

– 查看来电显示表中的项目（第 121 页）*3

– 将来电者信息存储到地址簿中（第 102 页）*3

– 在计算机上保存来电显示表*3

– 使用 CSV 格式（逗号分隔值的格式）导入或导出地址簿*1

*1 仅限支持传真功能或 LAN 连接的机型。（ ）
*2 仅限支持传真功能的机型。（ ）
*3 仅限支持来电显示功能的机型。（ ）

1. 启动多功能机。  [设备]  [远程控制]

2. 选择所需的选项卡。
• 本机中的 新数据将显示出来。

3. 执行所需的操作。
• 关于每个功能的详细说明，请单击 [帮助]。
• 若要停止操作，请单击 [取消]。

4. [确定]
• 您也可以单击 [应用] 以继续下一项操作，而不关闭窗口。

5. 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 新数据将被发送到本机，窗口将关闭。

注释

• 有些功能不能从计算机编程。

• 如果其他人正从本机的操作面板上更改本机的设置，则从计算机上进行的更改可能会被覆盖。因此，请在对
设置进行更改前检查本机是否正在使用。

3.8.2  使用设备监视器

您可以从计算机确认本机的设定信息和当前状态。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设备监视器]

3. 确认本机的状态。
[状态]：本机的当前状态

注释

• 单击 [高级信息]，[状态] 选项卡中会显示其它信息（墨粉和记录纸状态、本机信息等）。

• 您可以点击 [刷新] 更新本机的状态。

• 如果发生打印错误，设备监视器将自动启动并显示错误信息。

• 有关详细内容，请在多功能机中选择 [帮助] 以查看帮助文件。

3.8.3  使用网络浏览器（仅 LAN 连接）

您可以从网络浏览器确认本机的设置信息和状态。

1. 启动多功能机。  [设备]  [内嵌网络]
• 您也可以在网络浏览器中输入其 IP 地址访问本机。

3.8 本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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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菜单栏中选择类别。
[状态]：墨粉和纸张信息等。
[信息]：本机的当前状态和网络信息等。

3. 确认本机的状态。

注释

• 您可以点击 [重新安装] 更新本机的状态。

3.8.3 使用网络浏览器（仅 LAN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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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4.1  字符输入（仅限支持传真或 LAN 的机型）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拨号键盘用来输入字符和数字。
• 输入字符时，只能输入英文字母、数字和符号。无法输入中文字符。

– 按  或  移动光标。

– 按拨号键以输入字符和数字。

– 按 /停止  删除被光标加亮显示的字符和数字。按住 /停止  以删除所有字符或数字。

– 若要用同样的拨号键输入另一个字符，请按  将光标移至下一个空格，然后按适当的拨号键。

 

2 3 4 5 6 7 8 9

A BC 2 D E F 3 G H I 4 J K L 5 M N O 6 P Q R S

7

T U V 8 W X Y Z

9

a b c 2 d e f 3 g h i 4 j k l 5 m n o 6 p q r s 7 t u v 8 w x y z 9

0 *1 0   @   (  )   <   >   !   "   #   

$   %   &   \   I   ^   ’   ~   →

1 *1 1   .   _   –   [  ]   {  }   +   /   

=   ,   `   :   ;   ?   |

/音频 在大写字母或小写字母间切换。

闪断 连字符

页面布局 插入空格。

/停止 删除字符。

*1 对于某些功能，无法输入多种符号。
 

 对于触摸板机型（ ）：

A / 1 / #

C D E

BA

移动光标。

输入字符。

切换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符号*1 和特殊字符*2。

4 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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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字符。

删除字符。

*1 对于某些功能，无法输入多种符号。
*2 字符会因选择的后 和/或语言而有所变化（功能 #110）。

注释

• 可使用拨号键盘输入特定功能的编号。

按字头搜索名称

示例："LISA"
1. 开启地址簿。

2. 5  （重复）：显示以"L"开头所有名称。

• 若要搜索符号，请按 /音频 。

3. ："LISA"
• 若要停止搜索，请按 /停止 。

4.1 字符输入（仅限支持传真或 LAN 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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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从本机存储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仅限支持传真或 LAN 的机型）

4.2.1  地址簿和多站点发送存储器的触摸板屏幕 

ECO

4.2.2  将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存储到地址簿

本机包含地址簿（300 个项目）。
• 输入字符（第 53 页）时，只能输入英文字母、数字和符号。无法输入中文字符。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地址簿设定"
2. 选择"新"。  设定   
3. 输入名称， 多 16 个字符。  设定

4. 按照显示输入电话号码*1 和/或电子邮件地址*2。  设定

• 插入电话号码中的连字符或空格占用两位。

*1 多可输入 32 位（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2 多可输入 63 位（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注释

• 完成步骤 4 后将显示"互联网传真？"。若要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于 Internet 传真，请选择"开"。  设定

• 如果已预先启动直接 SMTP 设置（功能 #425），则还会显示"直接 SMTP？"。若要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于直接

SMTP，请选择"开"。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地址簿" 屏幕（第 55 页）。  "新"
2. 输入名称， 多 16 个字符。

3. 输入电话号码*1 和/或电子邮件地址*2。

4. 如果需要，选择电子邮件模式。

– "计算机"：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于扫描功能。

4.2 从本机存储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仅限支持传真或 LAN 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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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传真"：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于 Internet 传真。

– "直接 SMTP"：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于直接 SMTP。
5. "确定"
*1 多可输入 32 位（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2 多可输入 63 位（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4.2.3  在一键通中存储电话号码和邮件地址 
本机包含一键通功能（6 个项目）。
• 1 至 3 组还可以交替用作多站点发送键（第 57 页）。

1. 菜单  （重复）："地址簿设定"

2. 选择 "新"。  设定

3. 选择所需的组键。
对于 1-3 组：
按所需的组键。
对于 4-6 组：

按 下一组 ，然后按所需的组键。

4. 输入名称， 多 16 个字符。  设定

5. 按照显示输入电话号码*1 和/或电子邮件地址*2。  设定

• 插入电话号码中的连字符或空格占用两位。

*1 多可输入 32 位（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2 多可输入 63 位（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注释

• 完成步骤 5 后将显示"互联网传真？"。若要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于 Internet 传真，请选择"开"。  设定

• 如果已预先启动直接 SMTP 设置（功能 #425），则还会显示"直接 SMTP？"。若要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于直接

SMTP，请选择"开"。  设定

4.2.4  编辑和删除已存储的项目

编辑已存储的项目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地址簿设定"
2. 选择 "编辑"。  设定

3. 选择所需的项目。  设定   /音频

4. 如果需要，可编辑名称。  设定

5. 按照显示编辑电话号码*1 和/或电子邮件地址*2。  设定

• 插入电话号码中的连字符或空格占用两位。

*1 多可输入 32 位（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2 多可输入 63 位（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注释

• 完成步骤 5 后将显示"互联网传真？"。若要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于 Internet 传真，请选择"开"。  设定

• 如果已预先启动直接 SMTP 设置（功能 #425），则还会显示"直接 SMTP？"。若要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于直接

SMTP，请选择"开"。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地址簿" 屏幕（第 55 页）。

4.2.3 在一键通中存储电话号码和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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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所需的项目。

3. 如果需要，可编辑名称。

4. 如果需要，编辑电话号码*1 和/或电子邮件地址*2。

5. 如果需要，更改电子邮件模式。

– "计算机"：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于扫描功能。

– "互联网传真"：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于 Internet 传真。

– "直接 SMTP"：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于直接 SMTP。
6. "确定"
*1 多可输入 32 位（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2 多可输入 63 位（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删除已存储的项目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地址簿设定"
2. 选择 "编辑"。  设定

3. 选择所需的项目。  设定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地址簿" 屏幕（第 55 页）。

2. 选择所需的项目。

3. "删除"  "确定"

4.2.5  将项目编程存入多站点发送存储器 
将项目存入本机以向多方发送同样的文稿（多站点发送功能）。编程的项目将保留在多站点发送存储器中，可以
方便地重复使用。可以 多编程 20 个项目。

使用地址簿编程项目

1. ： 菜单  （重复）："多站点发送设定"  设定

：显示"多站点发送"屏幕（第 55 页）。

• 选择传真或电子邮件传真。  设定 *1。若要将多站点发送存储器用于 Internet 传真，请选择“电子邮件

传真”。

2. 选择所需的多站点发送存储器位置。  设定 *1

3. 选择所需的项目。  设定 *1

•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已注册项目的数量。

• 若要编程其他项目，请重复此步骤。

• 如果编辑了错误的项目，

： /停止  以删除此项目。

：再次点击删除此项目。

4. ： 设定 / ："确定"
• 若要对其他多站点发送存储器编程，请重复步骤 2 到步骤 4。

5. 重复按 ： /停止 / ：  退出。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使用一键通编程项目（ ）

多站点发送功能利用 1-3 组。一键通功能会被取消。

1. 菜单  （重复）："多站点发送设定"
2. 按 设定 。

• 选择传真或电子邮件传真。  设定 。若要将多站点发送存储器用于 Internet 传真，请选择“电子邮件传

真”。

4.2.5 将项目编程存入多站点发送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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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所需的多站点发送键。
4. 编程项目。

使用 1-3 组：
按所需的组键。
使用 4-6 组：

按 下一组 ，然后按所需的组键。

•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已注册项目的数量。

• 若要编程其他项目，请重复此步骤。

• 如果您编辑了错误的项目，请按 /停止  删除该项目。

5. 设定

6. 重复按 /停止  退出。

在多站点发送存储器中加入新站点

1. ： 菜单  （重复）："多站点发送设定"  设定

：显示"多站点发送"屏幕（第 55 页）。

• 选择传真或电子邮件传真。  设定 *1。若要将多站点发送存储器用于 Internet 传真，请选择“电子邮件

传真”。

2. 选择所需的多站点发送存储器位置。  设定 *1  /音频

3. 选择要添加的项目。  设定 *1

• 若要添加其他项目，请重复此步骤。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删除多站点发送存储器中存储的项目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多站点发送设定"  设定

2. 选择所需的多站点发送存储器位置。  设定   
3. 选择 "逐个"。  设定

4. 选择要删除的项目。  设定

5.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多站点发送" 屏幕（第 55 页）。

2. 选择所需的多站点发送存储器位置。

3. 选择所需的项目。

4. "删除"  "确定"

4.2.5 将项目编程存入多站点发送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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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通过网络浏览器注册地址薄中的项目（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您可在 [目录] 菜单中注册、编辑或删除地址簿等中的项目。

功能 选择

注册和编辑地址簿中的电
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

注册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对于以下功能，这些项目可用作目的地。确保网页

上编辑的地址簿（功能 #567）预先设置为"启动"。
– 发送传真（第 96 页）

– 发送 Internet 传真（第 110 页）*1

– 扫描到电子邮件地址（第 73 页）

– 传真到电子邮件地址（第 108 页）

– 出错通知（第 120 页）

*1 如果想要使用 Internet 传真的直接 SMTP 的目的地，请启动直接 SMTP 设置
（功能 #425）。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目录]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从菜单中选择 [地址簿]。
5. 单击想要注册或编辑的项目旁的 [编辑]。
6. 输入名称和电子邮件地址等。

• 如果想要使用 Internet 传真的电子邮件地址，请从 [互联网传真] 下拉列表中
选择 [开]。如果想要使用 Internet 传真的直接 SMTP 的电子邮件地址，也要
从 [直接 SMTP] 下拉列表中选择 [开]。

7. [提交]
8. 关闭网络浏览器。

注释

• 使用本机可以注册或编辑目的地（第 55 页）。

为多站点发送编程存储的

项目（ ）

预编程的目的地可用于以下功能。确保网页上编辑的地址簿（功能 #567）预先设

置为"启动"。
– 传真的多站点发送（第 98 页）

– Internet 传真的多站点发送（第 110 页）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目录]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从菜单中选择 [多站点发送]。
5. 单击您想要编程的所需多站点发送存储器旁的 [报表]。
6. 单击所需的目的地旁的 [地址簿]。
7. 单击要发送接收的传真文稿到目的地的名称。

• 若要选择其他项目，请重复步骤 6 至 7（ 多 20 个项目）。

8. [提交]
9. 关闭网络浏览器。

注释

• 可以使用本机将目的地编程到多站点发送存储器中（第 57 页）。

4.3 通过网络浏览器注册地址薄中的项目（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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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选择

注册和编辑一键通中的电
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

（ ）

注册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对于以下功能，这些项目可用作目的地。确保网页

上编辑的地址簿（功能 #567）预先设置为"启动"。
– 发送传真（第 96 页）

– 发送 Internet 传真*1（第 110 页）

– 扫描到电子邮件地址（第 73 页）

– 传真到电子邮件地址（第 108 页）

– 出错通知（第 120 页）

*1 如果想要使用 Internet 传真的直接 SMTP 的目的地，请启动直接 SMTP 设置
（功能 #425）。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目录]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从菜单中选择 [一键通]。
5. 单击想要注册或编辑的组键旁的 [编辑]。
6. 输入名称和电子邮件地址等。

7. [提交]
8. 关闭网络浏览器。

注释

• 使用本机可以注册或编辑目的地（第 56 页）。

4.3 通过网络浏览器注册地址薄中的项目（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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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印

5.1  从 Windows 应用程序打印
您可以打印在 Windows 应用程序中创建的文件。例如，从写字板打印，请执行下列操作：

1. 打开想要打印的文件。

2. 从菜单中选择 [打印]。

3. 选择本机名称作为当前打印机。
• 当启动限制模式（功能 #154）时，请预先使用 [作业类型] 在打印机设置中输入部门代码（第 61 页）。如
果部门代码不匹配，或部门代码限制打印模式，则打印将会被取消。

• 若要更改打印机设置，请单击 [首选项]，然后单击所需的选项卡。更改打印机设置，然后单击 [确定]。

4. 单击 [打印]。

注释

• 有关纸张规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6 页。

设置打印机属性

您可以更改或显示下列选项卡中的设置。

[基本] 纸张尺寸、介质类型、每张纸页数和双面等。

[输出] 打印份数、逐份打印等。

[作业类型] 限制模式、密码打印、校样打印

[打印质量] 质量、对比度、节省墨粉功能等。

[打印效果] 水印、叠印。

[配置文件] 保存所需的设置、选择保存的设置等。

[支持] 版本信息。

注释

• 根据记录纸选择 [基本] 选项卡上所需的介质类型。

记录纸类型 介质类型

普通纸
75 g/m² 至 105 g/m²

[普通纸]

薄纸
60 g/m² 至 75 g/m²

[薄纸]

厚纸
105 g/m² 至 170 g/m²

[厚纸]

厚纸
170 g/m² 至 220 g/m²

[厚纸 2]

透明胶片 [透明胶片 ]

标签 [标签]

信封 [信封]*1

日本明信片 [日本明信片]*2

*1 为纸张尺寸选择 [信封 #10]、[信封 DL]、[日本信封 You #4]、[日本信封 Chou #3] 或 [日本信封 Chou
#4] 。为了清晰地打印在信封上，请将顶部、底部、左侧和右侧边距设定为 10 mm 以上。

*2 将纸张尺寸选择为 [日本明信片]。
• 从计算机上打印时，打印机属性设置将取代下列本机的编程功能：

5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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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质类型设置（功能 #383、#384、#385 和 #386）
– 节省墨粉设置（功能 #482）

5.1.1  双面打印

例如，从写字板打印，请执行下列操作：
• 可以使用普通纸和薄纸。

1. 打开想要打印的文件。

2. 从菜单中选择 [打印]。

3. 选择本机名称作为当前打印机。

4. [首选项]

5. 单击 [基本] 选项卡。

6. [双面打印]  选择所需的双面布局。  [确定]
• 选择 [无] 关闭此功能。

• 您也可以更改双面边距。

7. 单击 [打印]。

5.1.2  在特殊介质上打印

您不仅可以在普通纸上，而且还可以在特殊介质（标签/透明胶片/信封/明信片）上打印。
• 有关记录纸的信息，请参阅第 166 页。

• 使用多用途纸盘打印在特殊介质上。

• 若要装入纸张，请参阅第 35 页。

在标签上打印

请使用为激光打印而设计的标签。推荐使用下列标签：
 
Avery™
5163/L7160
 
• 装载标签时，确保打印面正面向上。
有关本机上可装入纸张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6 页。

 
请勿使用下列类型的标签：
– 有褶皱、已损坏或者与衬纸分离的标签。

– 衬纸上有些标签已被取下，留有空白。

– 未铺满衬纸的标签，如下所示：

打印在透明胶片上

请使用为激光打印而设计的透明胶片。推荐使用下列标签：
 
3M® CG3300/CG5000
 
• 装载透明胶片时，打印面正面向上。
有关本机上可装入纸张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6 页。

• 打印后，将透明纸放置在平整的表面上使其冷却，以防止翘曲。

5.1.1 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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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重复使用已经在本机中传送过的透明纸。这包括已经在传真机中传送和排出的未打印的透明胶片。

• 某些类型的透明纸上标注有推荐打印面的说明。如果打印质量不佳，请尝试在新透明胶片的另一面上打印。

打印在信封上

请使用为激光打印而设计的信封。推荐使用下列标签：
– 90 g/m²-110 g/m² 的优质信封（用于信封 CHOUKEI #3/CHOUKEI #4/YOUKEI #4）。

– 90 g/m² 的优质信封（用于信封 #10/DL）。

– 带有薄而锋利的折痕前缘的信封。

– 带有侧缝结构的信封。

– 水分含量达 4 % 到 6 % 的信封（用于信封#10/DL）。

– 缝在信封面边缘的信封（用于信封 YOUKEI #4/#10/DL）。

• 装入信封时将口盖朝下。
有关本机上可装入纸张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6 页。

• 各种信封的放置方向如下所示。

– 信封 CHOUKEI #3/CHOUKEI #4 – 信封 YOUKEI #4/#10/DL

注释

• 即使使用优质信封，有时也会出现褶皱。

• 避免在高湿度条件下打印。高湿度可能导致信封翘曲或使信封密封。

• 请将信封存放在远离潮湿、高湿度的地方，使它们能够平整地放置而不会导致边缘弯曲或损坏。

 
请勿使用具有下列任何特性的信封（使用这些信封会导致卡纸）：
– 形状不规则的信封

– 受潮的信封

– 翘曲、有褶皱、裂痕、扭曲、折角或其他损伤的信封

– 带有对角缝的信封

– 带有纹理的信封，或者光亮表面的信封

– 去除剥离纸条进行密封的信封

– 有多个信封盖要密封的信封

– 信封盖上有粘贴剂的信封

– 膨胀的信封或者无锋利折痕的信封

– 带凸纹的信封

– 已有打印内容的信封

– 含有棉和/或纤维材料的信封

对角缝结构 带剥离纸条 多口盖 扭曲

5.1.2 在特殊介质上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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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曲 卷边 褶皱 折角

 
请勿试图在下列类型的信封上打印（否则会导致本机损坏）：
– 带有扣环、按扣、拴线的信封

– 带有透明窗的信封

– 使用封闭型粘贴剂，无需沾湿而靠压力密封的信封

带扣环 带透明窗

打印在日本明信片上

• 使用标准日本明信片。

• 请勿将日本明信片用于喷墨打印机。

• 当您在载纸盘中装入日本明信片时，请务必检查明信片上邮票和邮编的位置。
有关本机上可装入纸张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6 页。

• 如果明信片向下弯曲，请在反方向弯折将其展平， 多装入 5 张明信片。

• 若要清晰地打印，请设置至少 10 mm 的上边距。

• 装载明信片时，确保打印面正面向上。
– 当打印明信片信息面时

– 当打印明信片地址面（贴邮票的一面）时

5.1.2 在特殊介质上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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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明信片上进行双面打印，请首先打印信息面。如果后打印地址面（贴邮票的一面），则信息面将会打印
得更清晰。

5.1.2 在特殊介质上打印

使用说明书 65



5.2  简易打印实用程序
通过使用 Panasonic 轻松打印应用程序而不是打印机驱动程序进行打印时，您可以方便地使用许多有用且便捷的打
印功能：
– 通过在计算机屏幕上确认预览防止不必要的打印

– 合并多个文稿

– 以 PDF 格式保存文件

例如，从写字板打印，请执行下列操作：

1. 打开想要打印的文件。

2. 从菜单中选择 [打印]。

3. 选择 [Panasonic 轻松打印驱动程序] 作为当前打印机。

4. 单击 [打印]。
• 将显示 [Panasonic 轻松打印应用程序] 对话。有关轻松打印应用程序的详细内容，请单击 [?]，然后单击所
需的项目。

5. 单击 [打印页面操作] 窗口中的所需页查看打印图像（左列列表）。
• 若要更改打印机设定，请参阅第 66 页。

• 若要将在各种应用程序中创建的多个文稿合并，请参阅第 66 页。

• 若要以 PDF 格式保存文件，请参阅第 67 页。

• 即使事先在原始应用程序上设置了打印份数，您可能必须为轻松打印应用程序重新设置。

6. 单击打印工具栏上的 [打印] 图标。

注释

• 当启动限制模式（功能 #154）时，请预先使用 [作业类型] 在打印机设定中输入部门代码（第 61 页）。如果
部门代码不匹配，或者部门代码限制打印模式，则打印会被取消。[作业类型] 设定无法从 [Panasonic 轻松打
印应用程序] 对话框的打印机设定中执行。

5.2.1  环保打印功能

您可以使用各种打印功能，并且无需进行测试打印即可预览 终的打印图像。

打印机设定

您可以在步骤 5 中更改或显示下列选项卡中的设定。
[基本]：纸张尺寸、布局打印、双面
[输出]：打印份数、纸张来源、介质类型
[打印质量]：彩色模式、节省墨粉
[打印效果]：页眉、水印、页脚

合并多个文稿

您可以在各种应用程序中显示创建多页并作为一个文稿处理。

1. 执行“5.2 简易打印实用程序”上的步骤 1 至 4。
2. 打开想要添加到轻松打印应用程序的其它文稿。

3. 从菜单中选择 [打印]。
4. 选择 [Panasonic 轻松打印驱动程序] 作为当前打印机。

5. 单击 [打印]。
• 文稿将被添加到打印预览窗口中上一文稿的 后一页之后。

6. 重复步骤 2 至 5。
7. 必要时，请更改打印机设置（第 66 页）。

8. 单击打印工具栏上的 [打印] 图标。

注释

• [打印页面操作] 窗口中文稿可显示的 大数量为 999 页。

5.2 简易打印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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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件另存为 PDF 文件

您可以将预览文件以 PDF 格式保存而无需打印。

1. 执行“5.2 简易打印实用程序”上的步骤 1 至 4。
2. 单击打印工具栏上的 [保存为 PDF 文件] 图标。

3. 指定保存的文件夹，输入文件名，然后单击 [保存]。正在创建和保存 PDF 文件时，出现 [保存为 PDF 文件] 对
话。

注释

• 使用轻松打印应用程序创建的 PDF 文件为图像类型。

5.3  从 USB 存储设备直接打印
您可直接打印存储在 USB 存储设备上的文件而不需要使用计算机。

5.3.1  从 USB 存储设备直接打印的触摸板屏幕 

USB 

5.3.2  从 USB 存储设备直接打印的基本步骤

1. 将 USB 存储设备插入本机的 USB 端口（第 18 页）。
• USB 存储设备不随机提供。

2. ： 打印  （重复）："USB 直接打印"  设定

：显示"USB 存储器"屏幕（第 67 页）。

3. 选择所需的文件。
• 存储在 USB 存储设备上的可打印文件将会显示。

4. 设定 *1

• 您 多可选择 40 个文件。若要选择多个文件，请重复步骤 3 和 4。

5. 必要时，请更改直接打印设置。

1. ：

：显示"设定"屏幕（第 67 页）。

• 有关直接打印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8 页。

2. 选择所需的设置。

6. /开始

• 当启动限制模式（功能 #154）时，请输入从 USB 存储设备上直接打印的部门代码。如果部门代码不匹配，
或部门代码限制打印模式，则打印将会被取消。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可打印以下类型的文件格式：
– TIFF
– JPEG
– PDF（仅图像类型，比如从本机扫描的文件，或者使用快速图像导览器从计算机扫描的文件。）

5.3 从 USB 存储设备直接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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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 多显示 8 个字符。

• 有关 USB 存储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29 页。

• 如果您选择的文件与步骤 3 中选择的相同并按 设定 *1，则此选择会被取消。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 ”的含义（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文件名旁边的“ ”表示文件已被选定。

5.3.3  设置直接打印功能

您可更改直接打印设置。设置会在每次打印后重置。

选择进纸盘（"进纸盘"）
您可为直接打印选择进纸盘。
1. 选择所需的设置。

2. 设定 *1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仅当纸张尺寸与介质类型匹配时，才显示以下选项。如果更改任何一个项目，则此设置将会随之更改。

– "#1+#2"
– "#1+#3"
– "#1+#4"*1

– "#2+#3"
– "#2+#4"*1

– "#3+#4"*1

– "#1+#2+#3"
– "#1+#2+#4"*1

– "#1+#3+#4"*1

– "#2+#3+#4"*1

– "#1+#2+#3+#4"*1

*1 仅适用于支持下层进纸盘 2 的型号。（ ）

更改打印份数（"份数"）
您也可以更改默认设置（功能 #660）。
1. 输入复印份数（ 多 99 份）。

2. ： 设定 / ："确定"

更改方向（"页面方向"）
您可以更改打印方向。
您也可以更改默认设置（功能 #661）。
1. 选择所需的设置。

2. 设定 *1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选择页面布局（"多合一类型"）
您可以将 2、4 或 8 页打印到 1 页上以节省纸张。文稿将被缩小到适合记录纸大小。
您也可以更改默认设置（功能 #662）。
1. 选择所需的设置。

2. 设定 *1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5.3.3 设置直接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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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多合一页面边框（"多合一页面边框"）
您可以选择是否在多合一打印的页面之间打印一条线。
您也可以更改默认设置（功能 #663）。
1. 选择所需的设置。

2. 设定 *1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选择双面打印（"双面"）
您可以选择装订类型。
您也可以更改默认设置（功能 #664）。
1. 选择所需的设置。

2. 设定 *1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选择连续打印（"连续打印"）
您可以选择是否将不同文件格式的文稿以布局打印或双面打印方式打印在 1 页上。
您也可以更改默认设置（功能 #665）。
1. 选择所需的设置。

2. 设定 *1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5.3.3 设置直接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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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编程功能：计算机打印
若要更改功能设置，请参阅第 44 页以获取详细信息。

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PCL 中的进纸盘 #760 设置 PCL 中的进纸盘。

注释

• 仅当纸张尺寸与介质类型匹配时，才显示以下选项。如
果更改任何一个项目，则此设置将会随之更改。

– "#1+#2"
– "#1+#2"
– "#1+#4"*1

– "#2+#3"
– "#2+#4"*1

– "#3+#4"*1

– "#1+#2+#3"
– "#1+#2+#4"*1

– "#1+#3+#4"*1

– "#2+#3+#4"*1

– "#1+#2+#3+#4"*1

*1 仅适用于支持下层进纸盘 2 的型号。（ ）

1

PCL 中的打印份数 #762 更改 PCL 打印中的打印份数。用拨号键盘输入从 "001" 到
"999" 的打印份数。

• 默认设置是 "001"。
–

PCL 中的纸张尺寸 #763 设置记录纸尺寸。 –

PCL 中的记录纸方
向

#765 设置 PCL 中的记录纸方向。
1

PCL 中的 A4 宽纸
打印

#766 如果启动此功能，则会更改 A1 记录纸的边距和可打印区域，
这样就可以让 10cpi 字体的 80 个字符打印在一行。

0

PCL 中的每页行数 #767 在 PCL 打印中设置每页行数。

用拨号键盘输入从 "128" 到 "005" 的每页行数。

• 默认设置是 "064"。
–

PCL 中的字体来源 #768 下载字体注册至本机后可以选择"下载字体"。 1

PCL 中的字体编号 #769 设置要在 PCL 打印中使用的字体编号。本机将给每种字体指
定一个编号。

用拨号键盘输入从 "000" 到 "056" 的字体编号。

• 默认设置是 "000"。

注释

• 如果 PCL 中的字体来源（功能 #768）设置为 "下载字

体"，默认设置为 "001"。
• 若要打印字体列表，请参阅第 121 页。

–

5.4 编程功能：计算机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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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PCL 中的字体间距/
磅值

#770 设置要在 PCL 打印中使用的字体间距/磅值。

用拨号键盘输入从 "00.44" 到 "99.99" 的字体间距，或者从

"004.00" 到 "999.75" 的字体磅值。

• 默认字体间距为 "10.00"，默认字体磅值为 "012.00"。
• 此步骤是字体间距还是磅值取决于功能 #769 中所选的字体
编号。

–

PCL 中的字符集 #771 设置要在 PCL 打印中使用的字符集。 –

PCL 中的换行符 #772 设置当接收 CR、LF 和 FF 代码时的每种行为。

– "CR/LF/FF"：CR=CR, LF=LF, FF=FF
– "CR+LF/LF/FF"：CR=CR+LF, LF=LF, FF=FF
– "CR/CR+LF/CR+FF"：CR=CR, LF=CR+LF, FF=CR+FF

1

自动连续模式 #773 设置如果发生内存溢出时本机恢复之前的时间长度。 1

数据超时 #774 更改数据超时设置。当计算机不能在设置的时间将数据发送
到本机时，本机将自动打印存储器中的现有数据。
使用拨号键盘输入所需的数据超时设置（从 5 到 600 秒）。

• 默认设置是 "060" 秒。

–

交换 A4/letter 打
印

#776 此功能可在即使装入了 letter 尺寸的记录纸时以 A4 尺寸进行
打印，反之亦然。当启动此功能时，可以在 A4/letter 尺寸之
间打印。

注释

• 此功能对于多用途纸盘无效。

1

错误页打印 #777 如果启动此功能，本机会在发生与页面描述语言（PCL 或
PostScript）相关的处理问题后打印错误信息。

0

仿真设置 #779 设置仿真（打印机语言）。 1

5.5  编程功能：USB 打印功能
若要更改功能设置，请参阅第 44 页。

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USB 打印中的打印
份数

#660 设置打印份数。用拨号键盘输入从"01"到"99"的所需份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8 页。

注释

• 默认设置是 "01"。

–

USB 打印中的记录
纸方向

#661 设置记录纸方向。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8 页。
1

USB 打印中的多合
一设置

#662 使用此功能，您可以将 2 页、4 页或 8 页打印到 1 页上以节省
纸张。文稿将被缩小到适合记录纸大小。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第 68 页。

0

USB 打印中的多合
一页面边框

#663 选择是否在多合一打印的页面之间打印一条线。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69 页。

0

USB 打印中的双面
打印

#664 选择是否双面打印纸张并且选择装订类型。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 69 页。

0

USB 打印中的连续
打印

#665 当使用布局打印和双面打印时，选择是否将不同文件格式的
文稿打印在 1 页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9 页。

1

5.5 编程功能：USB 打印功能

使用说明书 71



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USB 打印中的进纸
盘

#669 设置用于 USB 打印的进纸盘。

注释

• 仅当纸张尺寸与介质类型匹配时，才显示以下选项。如
果更改任何一个项目，则此设置将会随之更改。

– "#1+#2"
– "#1+#2"
– "#1+#4"*1

– "#2+#3"
– "#2+#4"*1

– "#3+#4"*1

– "#1+#2+#3"
– "#1+#2+#4"*1

– "#1+#3+#4"*1

– "#2+#3+#4"*1

– "#1+#2+#3+#4"*1

*1 仅适用于支持下层进纸盘 2 的型号。（ ）

1

USB 打印中的显示
排序设置

#672 文件和文件夹将按名称或日期排序。

– "关"
– "按名称顺序"
– "按时间顺序"

注释

• 选择"按名称顺序"或"按时间顺序"将需要一些时间才能

对文件和文件夹进行分类。

2

5.5 编程功能：USB 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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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扫描

6.1  扫描的触摸板屏幕 

F T P 

S M B  USB 

6.2  从机器扫描（Push 扫描）
使用机器上的操作面板可轻松扫描文稿。您可以根据想要如何使用扫描图像选择下面的一种扫描模式。
扫描模式

"阅览器"*1*2 使用 快速图像导览器 查看（扫描到 快速图像导览器）

"文件"*1*2 作为文件保存到计算机（扫描作为文件保存）

"电子邮件"*1*2 激活计算机上默认的电子邮件软件，然后将扫描图像作为附件文件（扫描到电
子邮件）

"OCR"*2 使用 OCR 软件打开扫描图像（扫描到 OCR）

"电子邮件地址"*1*3 作为附件文件直接从本机发送到目的地电子邮件（扫描到电子邮件地址）
• 若要启动此功能，请参阅“启动扫描到电子邮件地址（仅限支持 LAN 的机

型）（ ）”（第 75 页）。

"FTP 服务器"*1*3 发送到 FTP 服务器（扫描到 FTP 服务器）
• 若要启动此功能，请参阅“设置用于扫描到 FTP 服务器的信息（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第 75 页）。

"SMB 文件夹"*1*3 发送到 SMB 文件夹（扫描到 SMB 文件夹）
• 若要启动此功能，请参阅“设置用于扫描到 SMB 文件夹的信息（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第 75 页）。

"USB 存储器"*1*4 发送到 USB 存储设备（扫描到 USB 存储器）

*1 您可以将文档作为受密码保护的 PDF 文件发送。
*2 如果已开启自动预览功能，可选择扫描的图像。
*3 仅 LAN 连接。（ ）
*4 仅当 USB 存储设备插入本机的 USB 端口时显示。

注释

• 扫描文稿时，我们建议您使用扫描器玻璃而不使用自动送稿器，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

• 当正在使用自动送稿器扫描文稿时，不要打开文稿盖。（ ）

• 可以预先为 Push 扫描设置所需的扫描模式（功能 #493）。

1. 放置原稿。

2. 将本机设为扫描模式。

3.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1. 选择扫描模式。  设定

2. 选择目的地。  设定

6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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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触摸板机型：

1. 如果需要，选择目的地和扫描模式。

注释

• 当扫描到电子邮件地址时，可以输入目标电子邮件地址
– 有关字符输入，请参阅第 53 页。

– 选择所需的组键（1-3）。*1

– 按 下一组 ，然后按所需的组键（4-6）。*1

*1 仅限配备了一键通的型号（ ）

如果事先已激活 LDAP 设置（第 119 页），请选择"LDAP 搜索"或"地址簿"。  设定 *1

对于 LDAP 搜索，请使用拨号键盘输入名称（ 多 11 个字符），然后按下 ： 设定 /
："确定" 开始搜索。

4. 如果需要，选择所需的原稿装订。

1. ： 双面 / ："双面"
2. 选择所需的原稿装订。  设定 *1

5. 必要时，请更改扫描设置。

选择所需的设置。  设定 *1

• 如果选择 "加密 PDF" 作为文件格式，请使用拨号键盘输入 4 位密码（第 53 页）。

6. /开始

当使用扫描器玻璃时，请扫描第 1 页。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设定 。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

始 。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扫描"。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始"。

7. 扫描完毕后，按 ： /停止 / ：  重置在这些步骤中进行的设置。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当使用宽度相同，但长度不同的文稿时（仅限自动送稿器）（ ）

确保在“6.2 从机器扫描（Push 扫描）”中的步骤 5 启动了下列设置。
– 已打开了扫描混合尺寸设置。

– 扫描尺寸设置已设置为较大的文稿尺寸。

保存扫描图像的可用格式

扫描模式 TIFF JPEG BMP PDF*1

"阅览器"*2

"文件"*2

"电子邮件"*2 ―

"OCR"*2 ―

"电子邮件地址"*3*4 ―

"FTP 服务器"*3*4 ―

"SMB 文件夹"*3*4 ―

"USB 存储器"*3*5 ―

*1 也可选择受密码保护的 PDF 作为文件格式。
*2 扫描多页并保存为一个文件时，请选择 TIFF 或 PDF 作为文件格式。
*3 扫描多页并保存为一个文件时，请选择 PDF 作为文件格式。

6.2 从机器扫描（Push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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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TIFF 作为文件格式时，建议使用 快速图像导览器 显示扫描的图像。
*4 仅 LAN 连接。（ ）
*5 仅当 USB 存储设备插入本机的 USB 端口时显示。

如何处理扫描数据

扫描的图像将自动保存到在多功能机 [设置] 窗口中选择的文件夹中。若要更改文件夹，请参阅第 42 页。
• 扫描到 快速图像导览器 时，扫描之后，扫描的图像将显示在 [快速图像导览器] 窗口中。

• 扫描到电子邮件时，电子邮件软件将自动启动并且扫描图像将会附加到新的电子邮件中。

• 扫描到 OCR 时，扫描之后，扫描的图像将显示在 OCR 窗口中。

• 当扫描到电子邮件地址时，扫描图像将会作为电子邮件附件直接从本机发送。

• 当扫描到 FTP 服务器时，扫描的图像将自动保存到在 FTP 服务器上选择的文件夹中。
若要显示扫描图像，请预先将数据下载到计算机上。

• 当扫描到 SMB 文件夹时，扫描的图像将自动保存到在网络上选择的文件夹中。
当扫描到 SMB 文件夹不能正确进行时，请咨询网络管理员。本机的 SMB 功能不支持 NTLMv2 和 SMB 签名。
必须为 SMB 文件夹的文件路径及其文件夹名称中的字符使用 ASCII 码。

• 当扫描到 USB 存储器时，扫描的图像将会被保存到 USB 存储设备。
在完成所有操作后，确保从本机的 USB 端口上移除 USB 内存设备。

启动扫描到电子邮件地址（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1. 注册电子邮件目的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9 页。
• 还可以在第 73 页上的步骤 3 中直接输入目的地电子邮件地址。

2. 编程电子邮件服务器设置。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网络]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在菜单中选择 [电子邮件功能]。
5. 单击 [电子邮件服务器] 旁的 [编辑]。
6.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发件人）、电子邮件服务器信息和时区。

7. [提交]
8. 关闭网络浏览器。

设置用于扫描到 FTP 服务器的信息（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当您将扫描文件发送到 FTP 服务器时，您可以从网络浏览器界面将 FTP 目的地（ 多 6 个目的地）注册到本机。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设备]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从菜单中选择 [扫描功能]。
5. 单击 [FTP 服务器] 旁的 [编辑]。
6. 单击所需的 FTP 服务器旁的 [编辑]。
7. 输入服务器名称、IP 地址、文件夹路径等。  [提交]
8. 关闭网络浏览器。

注释

• 如果未在步骤 7 中输入文件夹路径，扫描图像将被保存在根文件夹中。

设置用于扫描到 SMB 文件夹的信息（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当您将扫描文件发送到 SMB 文件夹时，您可以从网络浏览器界面将 SMB 文件夹目的地（ 多 6 个目的地）注册
到本机。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设备]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从菜单中选择 [扫描功能]。
5. 单击 [SMB 文件夹] 旁的 [编辑]。
6. 单击所需的 SMB 文件夹旁的 [编辑]。
7. 输入文件名和用户信息。
8. 单击[浏览]，然后从列表选择所需的计算机和/或文件夹目录。  [确定]

6.2 从机器扫描（Push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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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手动输入文件夹目录。

9. [提交]
10. 关闭网络浏览器。

6.2 从机器扫描（Push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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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从计算机扫描（Pull 扫描）

注释

• 扫描文稿时，我们建议您使用扫描器玻璃而不使用自动送稿器，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

• 当正在使用自动送稿器扫描文稿时，不要打开文稿盖。（ ）

6.3.1  使用多功能扫描应用程序

1. 放置原稿。

2. 启动多功能机。  [应用程序]  [扫描]

3. 单击所需的应用程序图标。
• 当您单击 [自定义] 时，预编程的应用程序将启动。

• 若要在扫描文稿时取消扫描，请单击 [取消]。
• 如果指定受密码保护的 PDF 作为文件格式，则会显示分配密码的对话框。输入所需的密码，然后单击 [确
定]。

注释

• 可以预先为每个应用程序更改扫描设置。

• 当您指向应用程序图标时，该应用程序的扫描设置会显示为工具提示。

• 如果已开启自动预览功能，可选择扫描的图像。

• 扫描的图像将自动保存到在多功能机 [设置] 窗口中选择的文件夹中。

6.3.2  使用 快速图像导览器

1. 放置原稿。

2. 启动多功能机。

3. [应用程序]  [阅览器]

4. 在 [快速图像导览器] 窗口中单击 [将图像加载至导入文件夹] 图标。

5. 必要时，在计算机上更改扫描设置。
• 若要预览扫描的图像，请单击 [预览]。您可以拖动选择框以指定扫描区域。如果更改扫描设置，请单击 [预
览] 以刷新扫描的图像。

如果使用自动送稿器（ ），只有第一页可被预览。当需要刷新扫描的图像时，请设置文稿以重新预览。

6. [扫描]
• 如果在步骤 5 中使用自动送稿器预览扫描的图像，请重新放置文稿，然后单击 [扫描]。（ ）

• 完成扫描并保存到输出文件夹之后，扫描的图像将显示在 [快速图像导览器] 窗口中。

• 若要在扫描文稿时取消扫描，请单击 [取消]。

注释

• 您可以在支持 TIFF、JPEG、PDF、PNG 和 BMP 格式的应用程序中显示图像。

• 您可以将图像保存成 TIFF、JPEG、PNG、BMP 或 PDF 格式。要更改格式，请单击 [文件]  [环境设置]，
然后在 [TWAIN] 选项卡中更改设置。

• 如果 [选择] 按钮显示在 [目标设备] 中，请单击 [选择] 从列表中选择机器，然后单击 [确定]。
当只安装了一个打印机驱动程序时，不会显示 [选择] 按钮。

6.3 从计算机扫描（Pull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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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移动、复制和删除文件或页。

6.3.3  使用其它应用程序

多功能机包括 TWAIN 和 WIA 兼容的扫描器驱动程序。您也可以使用支持 TWAIN 或 WIA 扫描的其它应用程序进
行扫描。例如，执行下列操作进行扫描：

1. 放置原稿。

2. 启动支持 TWAIN 或 WIA 扫描的应用程序。

3.
进行 TWAIN 扫描： [获取图像]
进行 WIA 扫描： [从扫描仪或照相机]

4. 必要时，在计算机上更改扫描设定。  [扫描]
• 扫描之后，扫描的图像将显示在应用程序窗口中。

注释

• 从 WIA 兼容应用程序扫描仅适用于通过 USB 连接时。

• 根据所使用的应用程序，外观可能略微不同。

• 执行 TWAIN 扫描时如果 [选择] 按钮显示在 [目标设备] 中，请单击 [选择] 从列表中选择机器，然后单击 [确
定]。
当只安装了一个打印机驱动程序时，不会显示 [选择] 按钮。

6.4  编程功能：扫描
若要更改功能设置，请参阅第 44 页以获取详细信息。

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扫描模式 #493 设置 Push 扫描的扫描模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3 页。 1

扫描参数保持 #494 保持用于 Push 扫描的前一扫描参数。当启动此功能时，本机
将保持 Push 扫描每种模式的前一扫描设置。

0

6.3.3 使用其它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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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复印

7.1  复印的触摸板屏幕切换 

3 :  

A 4 >#1 :A 4 - R

1 0 0 %

0 1

7.2  进行复印

7.2.1  复印基本步骤

1. 确保将本机设为复印模式。

2. 放置原稿。

3. 必要时，根据文稿类型更改复印尺寸（原始文稿尺寸和记录纸尺寸）、清晰度和对比度。
• 若要选择复印尺寸，请参阅第 80 页。

• 若要选择对比度，请参阅第 80 页。

• 若要选择清晰度，请参阅第 80 页。

4. 如果需要，请输入复印份数（ 多 99 份）。

5. /开始

注释

• 复印完毕后，按 ： /停止 / ：  重置在步骤 3 和 4 中的设置。

• 当启动限制模式（功能 #154 ）时，请在复印时输入部门代码。如果部门代码不匹配，或者部门代码限制复印
模式，则复印将会被取消。

• 您可以更改默认操作模式（功能 #463）（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 您可以更改恢复为默认操作模式或返回主屏幕之前的时间（功能 #464）（ ）

• 如果 传真自动接收  点亮，则即使在复印模式时，本机也可以自动接收传真（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

当使用宽度相同，但长度不同的文稿时（仅限自动送稿器）（ ）

• 确保提前为进纸盘设置与原稿尺寸对应的记录纸张尺寸（功能 #380、#381、#382 和 #389）。

将原稿尺寸设置为与“7.2.1 复印基本步骤”中步骤 3 设置的原稿尺寸相同。例如，如果原稿尺寸为 A4 和 A5-R，
则选择 "A4+A5-R"。

注释

• 以下功能无法使用该功能。
– 倍率复印（第 81 页）

– 快速 ID 复印功能（第 84 页）

– 图像重复功能（第 85 页）

– 海报功能（第 86 页）

– 多合一功能（第 87 页）

– 分割到多页功能（第 88 页）

– 装订功能（第 89 页）

– 边缘功能（第 90 页）

7 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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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距功能（第 91 页）

7.2.2  复印的各种设定

选择复印尺寸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复印   复印尺寸  （重复）："原始尺寸"
2. 选择原稿的尺寸。  设定

3. 选择记录纸尺寸的大小。  设定

• 选择 "#2" 时，您可以反复按  更改记录纸尺寸。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复印尺寸" 屏幕（第 79 页）。

2. "原始尺寸"  选择原稿的尺寸。

3. "进纸盘"  选择记录纸尺寸的大小。

注释

• 将自动设置适当的倍率比例。当原稿尺寸和记录纸尺寸不同时，不能使用以下功能：
– 快速 ID 复印功能（第 84 页）

– 图像重复功能（第 85 页）

– 海报功能（第 86 页）

– 分割到多页功能（第 88 页）

– 装订功能（第 89 页）

• 当原稿尺寸设置为"A5-R"、"A6-R"、"B6-R(ISO)"或"B6-R(JIS)"时，以下功能不可用：

– 快速 ID 复印功能（第 84 页）

– 图像重复功能（第 85 页）

– 海报功能（第 86 页）

– 分割到多页功能（第 88 页）

选择对比度

根据文稿的浓淡程度来调整此设置。设有 5 级（从低到高）。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复印   清晰度  （重复）："对比度"
2. 更改对比度。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质量" 屏幕（第 79 页）。  "对比度"
2. 更改对比度。  "确定"

注释

• 您可以保持前一对比度设置（功能 #462）。

选择清晰度

1. ： 复印   清晰度  （重复）："清晰度"
：显示"质量"屏幕（第 79 页）。  "清晰度"

2. 选择清晰度。  设定 *1

– "文本或照片"：用于文字和照片。

– "文本"：仅用于文字。

– "照片"：用于照片、阴影图画等。

– "高分辨率"（仅扫描器玻璃）：用于小文本、带细线的图画等。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您可以保持默认清晰度（功能 #461）。

7.2.2 复印的各种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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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更多复印功能

• 确保将本机设为复印模式。

7.3.1  倍率复印（放大/缩小）

文稿设置 放大的复印件（150 %） 缩小的复印件（70 %）

扫描器玻璃（ ）

原稿 放大的复印件 原稿 缩小的复印件

A A

自动送稿器（ ）

原稿 放大的复印件 原稿 缩小的复印件

• 当使用扫描器玻璃时，本机将从扫描玻璃的左上角开始放大图像（从  标记开始）。

• 当使用自动送稿器（ ）时，本机将只放大文稿入口端的中央部分。若要放大复印文稿的另一面，请将文稿上

下倒转，然后进行复印。

1. 放置原稿。

2. ： 复印   倍率  （重复）：选择适合文稿和记录纸尺寸的倍率比例。  设定

– "倍率 =100%"*1

– "50%"
– "200%"
*1 如果需要，一次以 1 % 从 25 % 至 400 % 更改倍率比例。也可以使用拨号键直接输入需要的百分比。

：显示"倍率"屏幕（第 79 页）。  一次以 1 % 从 25 % 至 400 % 更改倍率比例。*1  "确定"
*1 也可以使用拨号键直接输入所需的百分比。

3. 如果需要，请输入复印份数（ 多 99 份）。

4. /开始

注释

• 复印完毕后，按 ： /停止 / ：  以重置此功能。

• 您可以保持前一倍率设置（功能 #468）。

• 倍率复印对下列功能无效：
– 图像重复功能（第 85 页）

– 海报功能（第 86 页）

– 多合一功能（第 87 页）

– 分割到多页功能（第 88 页）

– 装订功能（第 89 页）

7.3 更多复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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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双面功能

双面类型 装订/原稿类型 文稿设置

单面原稿到双面复印件

"长边"
"短边"

扫描器玻璃或自动送稿

器（ ）

双面原稿到单面复印件

"长边"
"短边" 自动送稿器（ ）

双面原稿到双面复印件 "长边 长边"/"长边  长边"
"长边 短边"/"长边  短边"
"短边 长边"/"短边  长边"
"短边 短边"/"短边  短边"

自动送稿器（ ）

"长边" "短边"

1. 放置原稿。

2. ： 复印   双面

：显示"双面"屏幕（第 79 页）。

3. 选择复印件所需的装订设置。  设定 *1

4. 输入复印份数（ 多 99 份）。

5. /开始

当使用扫描器玻璃时，请扫描第 1 页。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设定 。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

始 。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扫描"。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始"。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复印完毕后，按 ： /停止 / ：  以重置此功能。

• 有关支持的纸张尺寸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5 页。

• 双面复印对下列功能无效。
– 快速 ID 复印功能（第 84 页）

– 图像重复功能（第 85 页）

– 海报功能（第 86 页）

• 您可以保存前一双面设置（功能 #470）。

7.3.2 双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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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分页复印

本机可以按原稿页的顺序进行分页多页复印。
示例：复印 2 份 4 页纸的原稿

已分页的文稿 未分页的文稿

4

3

2

1

4

3

2

1

4

4

3

3

2

2

1

1

1. 放置原稿。

2. ： 复印   ："分页复印"
：显示"设定"屏幕（第 79 页）。  "分页复印"

3. 选择 "开"  ： 设定 / ：

4. 输入复印份数（ 多 99 份）。

5. /开始

当使用扫描器玻璃时，请扫描第 1 页。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设定 。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

始 。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扫描"。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始"。

注释

• 复印完毕后，按 ： /停止 / ：  以重置此功能。

• 进行分页复印时，本机会在降低清晰度的情况下将文稿存入存储器。存储时若存储器已满，本机将只打印已
存储的部分。

• 您可以保持前一分页设置（功能 #469）。

校样设置功能（仅限自动送稿器）（ ）

如果启动此功能，本机将进行 1 套分页复印并暂时停止，这样您就可以检查是否按照要求进行了复印。

1. 放置原稿。

2. ： 复印   ："分页复印"
：显示"设定"屏幕（第 79 页）。  "分页复印"

3. 选择 "分页复印测试"  ： 设定 / ：

4. 输入复印份数（ 多 99 份）。

5. /开始

• 本机将进行 1 套分页复印。

6. 如果复印正确，请按 /开始  续复印。

如果复印不正确，请按 /停止  并重新执行一次。

7.3.3 分页复印

使用说明书 83



7.3.4  快速 ID 复印功能/图像重复功能（仅限扫描器玻璃）

快速 ID 复印功能：将双面文稿复印到一页上。

快速 ID 复印 "二合一" "四合一" "八合一"

原稿

页面布局

("横向")

页面布局

("纵向")

1. 放置原稿。

2. ： 复印   页面布局  （重复）："页面布局"
：显示"页面布局"屏幕（第 79 页）。

3. 选择"证件复印"  设定 *1

4.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选择原稿数量。  设定

2. 选择所需的页面布局。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选择所需的项目之一。

5. 如果需要，请输入复印份数（ 多 99 份）。

6. /开始

7. 将下一份文稿放在扫描器玻璃上。  ： 设定 / ："扫描"
• 重复该步骤直至扫描完所有页面，然后按 ： /开始 / ："开始"。
• 您可以随时按 ： /开始 / ："开始" 开始复印。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7.3.4 快速 ID 复印功能/图像重复功能（仅限扫描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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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重复功能：将单面文稿反复复印到一页上。

图像重复 "二合一" "四合一" "八合一"

原稿

页面布局

1. 放置原稿。

2. ： 复印   页面布局  （重复）："页面布局"
：显示"页面布局"屏幕（第 79 页）。

3. 选择"图像重复"  设定 *1

4. 选择原稿数量。  设定 *1

5. 如果需要，请输入复印份数（ 多 99 份）。

6. /开始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复印完毕后，按 ： /停止 / ：  以重置这些功能。

• 无需更改原稿尺寸。

• 扫描区域会根据步骤 4 中的原稿数量设置而变化。阴影区域将被扫描。

• 发生以下情况时，无法使用这些功能
– 启动了双面功能（第 82 页）。

– 已激活环保模式的双面功能（第 122 页）。

• 复印的文稿不会被缩小到适合记录纸的大小。此功能对于复印双面 ID 卡或复印多份名片等小尺寸文稿时很有
用。

• 您可以保存前一页面布局设置（功能 #467）。

7.3.4 快速 ID 复印功能/图像重复功能（仅限扫描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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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海报功能（仅限扫描器玻璃）

您可以分为 2 部分、4 部分或 9 部分进行复印以对各个部分进行放大复印。然后您可以将各个部分粘在一起制作一
份海报。

原稿 "1 X 2" "2 X 2" "3 X 3"

1. 放置原稿。

2. ： 复印   页面布局  （重复）："页面布局"
：显示"页面布局"屏幕（第 79 页）。

3. 选择"海报"  设定 *1

4. 选择所需的分割部分。  设定 *1

5. 如果需要，请输入复印份数（ 多 99 份）。

6. /开始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复印完毕后，按 ： /停止 / ：  以重置此功能。

• 以下情况时，无法使用此功能
– 启动了双面功能（第 82 页）。

– 已激活环保模式的双面功能（第 122 页）。

• 您可以保存前一页面布局设置（功能 #467）。

7.3.5 海报功能（仅限扫描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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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多合一功能

您可以将 2 页、4 页或 8 页复印到 1 页上以节省纸张。文稿将会被缩小到适合记录纸的大小。

多合一 "二合一" "四合一" "八合一"

原稿

页面布局

("横向")

页面布局

("纵向")

1. 放置原稿。

2. ： 复印   页面布局  （重复）："页面布局"
：显示"页面布局"屏幕（第 79 页）。

3. 选择"多合一"  设定 *1

4.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选择原稿数量。  设定

2. 选择所需的页面布局。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选择所需的项目之一。

5. 如果需要，请输入复印份数（ 多 99 份）。

6. /开始

当使用扫描器玻璃时，请扫描第 1 页。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设定 。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

始 。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扫描"。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始"。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复印完毕后，按 ： /停止 / ：  以重置此功能。

• 您可以保存前一页面布局设置（功能 #467）。

• 当原稿尺寸和记录纸尺寸不同时，您只能对文稿进行二合一或四合一复印。
例如，当使用二合一功能时，您可将两页 A5 尺寸的原稿复印到一页 A4 尺寸的记录纸上。

7.3.6 多合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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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分割到多页功能（仅限扫描器玻璃）

您可以把以多合一复印的文稿分割回原始的单独页。此功能对使用二合一和四合一设置创建的文稿可用。

分割到多页 "二合一" "四合一"

原稿

("横向")

原稿

("纵向")

分割页

1. 放置原稿。

2. ： 复印   页面布局  （重复）："页面布局"
：显示"页面布局"屏幕（第 79 页）。

3. 选择"分割到多页"  设定 *1

4.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选择原稿数量。  设定

2. 选择所需的页面布局。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选择所需的项目之一。

5. 如果需要，请输入复印份数（ 多 99 份）。

6. /开始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复印完毕后，按 ： /停止 / ：  以重置此功能。

7.3.7 分割到多页功能（仅限扫描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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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小册子功能

您可以进行复印，然后对折来制作小册子。文稿将会被缩小到适合记录纸的大小。

8

7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7, 8

1. 放置原稿。

2. ： 复印   页面布局  （重复）："页面布局"
：显示"页面布局"屏幕（第 79 页）。

3. 选择"装订"  设定 *1

4.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选择 "左侧装订" 或 "右侧装订"。  设定

2. 选择所需的装订页。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选择所需的项目之一。

– "1"：制作每 4 个文稿打印为单独区域的小册子。

– "全部"：制作所有文稿打印为 1 个区域的小册子。

5. 如果需要，请输入复印份数（ 多 99 份）。

6. /开始

当使用扫描器玻璃时，请扫描第 1 页。

1. 将下一页放在扫描器玻璃上，然后按 ： 设定 / ："扫描"。重复该步骤直至扫描完所有

页。

2. 如果在步骤 4 中选择了 "1"，本机将开始复印。

• 您可以随时按 ： /开始 / ："开始" 开始复印。

• 对于多页复印件，按 ： /开始 / ："开始" 开始复印。

如果在步骤 4 中选择了 "全部"，按 ： /开始 / ："开始" 将开始复印。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复印完毕后，按 ： /停止 / ：  以重置此功能。

• 多页复印件将被自动分页。

• 您可以保存前一页面布局设置（功能 #467）。

• 支持双面功能的纸张尺寸可以使用此功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5 页。

• 如果在步骤 4 中选择了"全部"或在步骤 5 中 1 份以上的复印件设置为分页，则本机可能会在降低清晰度的情

况下将文稿存储到存储器。当存储器在存储过程中变满时，若在步骤 4 中选择了"1"，则本机将只打印已存

储的部分。如果在步骤 4 中选择了"全部"，则本机将取消打印。

7.3.8 小册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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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  边缘功能

您可以将本机设为不复印文稿的外侧边缘，无需缩小复印文稿以适合记录纸。复印带注册标记或边缘变脏的文稿
时，此功能非常有用。

1. 放置原稿。

2.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复印   页面布局  （重复）："边缘"
2. 选择 "开"。  设定

3. 选择 "长边"。  设定

4. 用拨号键盘输入长边边缘宽度。  设定

5. 选择 "短边"。  设定

6. 用拨号键盘输入短边边缘宽度。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设定" 屏幕（第 79 页）。  "边缘"
2. "边缘"  "开"
3. "长边"  输入长边边缘宽度。  "确定"
4. "短边"  输入短边边缘宽度。  "确定"  "确定"  

3. 如果需要，请输入文稿份数（ 多 99 份）。

4. /开始

注释

• 复印完毕后，按 ： /停止 / ：  以重置此功能。

• 无法同时使用该功能和页面布局功能（多合一除外）。

• 您可以保持前一边缘设置（功能 #473）。

7.3.9 边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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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0  边距功能

您可以将本机设为不复印文稿的特定边缘以留出边距。装订复印文稿时，此功能非常有用。

1. 放置原稿。

2.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复印   页面布局  （重复）："余量"
2. 选择 "开"。  设定

3. 选择所需的页面布局。  设定

4. 选择想要设置边距的边缘。  设定

5. 用拨号键盘输入边距。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设定" 屏幕（第 79 页）。  "余量"
2. "余量"  "开"
3. "页面方向"  选择所需的页面布局。

4. "面"  选择想要设置边距的边缘。

5. "余量"  选择边距。  "确定"  "确定"  

3. 如果需要，请输入文稿份数（ 多 99 份）。

4. /开始

注释

• 复印完毕后，按 ： /停止 / ：  以重置此功能。

• 若要根据设置的边距自动缩小复印件，请参阅功能 #474。
• 无法同时使用该功能和页面布局功能。

• 您可以保持前一边距设置（功能 #475）。

7.3.10 边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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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  胶版复印

可以将输出整理为文稿集（已分页）或页面集（未分页）。

• 将记录纸放入进纸盘时，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 记录纸应纵向放入一个进纸盘，横向放入另一个进纸盘。

– 每个进纸盘中用于胶版复印的纸张的纸张尺寸和类型应相同。

1. ： 页面布局  （重复）："旋转排序 "
：显示"设定"屏幕（第 79 页）。  "旋转排序 "

2. 选择 "开"。  设定 *1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支持的纸张尺寸为 A4、信纸、B5(ISO)*1、B5(JIS)*1 和 16K*1。

*1 不支持双面打印。
已分页的文稿

3

2

1

3

2

1

2

1

3

3

2

1

未分页的文稿

3

2

1

2

2

2

3

1

1

1

3

3

7.3.12  使用 "A3"、"11 x 17"、"8K" 或 "B4" 文稿复印（仅限扫描器玻璃）

• 提前确保多用途纸盘（功能 #381）的纸张尺寸设置为与文稿尺寸相同。

1. 按照下面的说明设置文稿。
• 确保将文稿对准  标记指向的部位。

2. 从复印尺寸设置选择原稿尺寸和进纸盘的"#2"。

3. 必要时，根据文稿类型更改清晰度和对比度。
• 若要选择对比度，请参阅第 80 页。

• 若要选择清晰度，请参阅第 80 页。

4. 如果需要，请输入复印份数（ 多 99 份）。

5. 按 /开始  扫描上半部分。

6. 将文稿旋转 180 度扫描下半部分。
• 确保将文稿对准  标记指向的部位。

7.3.11 胶版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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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设定 / ："确定"
• 开始扫描下半部分，然后开始复印。

注释

• 组合区域中的图像或字符可能变模糊或移位。

• 以下功能无法使用该功能。
– 倍率复印（第 81 页）

– 双面功能（第 82 页）

– 快速 ID 复印功能（第 84 页）

– 图像重复功能（第 85 页）

– 海报功能（第 86 页）

– 多合一功能（第 87 页）

– 分割到多页功能（第 88 页）

– 装订功能（第 89 页）

– 边缘功能（第 90 页）

– 边距功能（第 91 页）

 
调整组合区域
此功能使用近似计算，所以某些情况下不能找到完全匹配项。

文稿 结果 解决方法

1. 菜单   4 5 3   设定 *1

2. 增加设置值以调整箭头方向的图像位置。

3. ： 设定 / ："确定"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4 5 3   设定 *1

2. 减小设置值以调整箭头方向的图像位置。

3. ： 设定 / ："确定"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4 5 4   设定 *1

2. 增加设置值以调整箭头方向的图像位置。

3. ： 设定 / ："确定"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4 5 4   设定 *1

2. 减小设置值以调整箭头方向的图像位置。

3. ： 设定 / ："确定"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7.3.12 使用 "A3"、"11 x 17"、"8K" 或 "B4" 文稿复印（仅限扫描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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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3  复印保留

您可以在下列条件下进行复印保留：
– 当本机正在从计算机打印文稿时。

– 当本机正在打印收到的传真文稿时（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

– 本机打印复印件时（使用校样设置功能复印时除外）。

1. 放置原稿。

2. 显示"计算机打印中"或"打印中"*1 时，切换到复印模式。

3. 进行必要的设置，如复印份数、清晰度、倍率功能和页面布局功能。  /开始

*1 仅在支持传真功能的机型上显示。（ ）

7.3.13 复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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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编程功能：复印
若要更改功能设置，请参阅第 44 页以获取详细信息。

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复印时的进纸盘设
置

#460 设置复印时使用的进纸盘。

注释

• 仅当纸张尺寸与介质类型匹配时，才显示以下选项。如
果更改任何一个项目，则此设置将会随之更改。

– "#1+#2"
– "#1+#3"
– "#1+#4"*1

– "#2+#3"
– "#2+#4"*1

– "#3+#4"*1

– "#1+#2+#3"
– "#1+#2+#4"*1

– "#1+#3+#4"*1

– "#2+#3+#4"*1

– "#1+#2+#3+#4"*1

*1 仅适用于支持下层进纸盘 2 的型号。（ ）

–

默认复印清晰度 #461 更改复印时使用的默认清晰度设置。

注释

• "高分辨率"（第 80 页）无法选为默认设置。

1

页面布局保持 #467 保持前一页面布局设置。 0

倍率保持 #468 保持前一倍率设置。 0

分页保持 #469 保持前一分页设置。 0

双面保持 #470 保持前一双面设置。

注释

• 当启动此功能时，将会对以下项目有效：
– 将 1 面原稿制成 2 面复印件时（第 82 页）。

– 将 2 面原稿制成 2 面复印件时（第 82 页）。

• 即使启动此功能，当将双面原稿进行单面复印
（第 82 页）时此功能仍然无效。

• 当将双面原稿进行双面复印时，即使启动此功能，原稿
设置仍然会重置。

0

边缘保持 #473 保持前一边缘设置。 0

框边距 #474 设置框边距。当启动此功能时，您的复印件将会根据框边距
设置自动缩小。但是，如果您更改倍率比例（第 81 页），您
的复印件将不会自动缩小。

0

边距保持 #475 保持前一边距设置。 0

7.4 编程功能：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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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传真

8.1  传真功能的适用性

• 传真功能可能不适用于您的机器。请参阅第 9 页上的“ 可用功能和设备列表”检查本机是否具有此功

能。

8.2  发送传真的准备
建议对以下内容进行编程以便其出现在各发送页面的顶部。
– 日期和时间（功能 #101）
– 您的标志（功能 #102）
– 传真号码（功能 #103）

8.3  传真的触摸板屏幕 

8.4  发送传真的基本步骤

• 将本机设为传真模式。

1. 放置原稿。

2. 必要时，根据文稿类型更改清晰度、对比度和双面设置。

3. 拨打传真号码或从存储项目选择目的地。

4. /开始

当使用扫描器玻璃时，请扫描第 1 页。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设定 。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

始 。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扫描"。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始"。

注释

• 若要更改对比度/清晰度/双面设置，请参阅以下内容。
– "选择对比度" (第 97 页)
– "选择清晰度" (第 97 页)
– "选择双面打印设置" (第 97 页)

• 如果占线或无应答，以下功能中本机将自动重拨 2 次或以上该号码。
– 发送传真

– 多站点发送（ ）*1

– 使用 ： 重拨 / ："重拨" 重拨

*1 对于多站点发送，会跳过线路并稍后重拨。

8 传真

96 使用说明书



8.4.1  发送传真的各种设置

选择对比度

根据文稿的浓淡程度来调整此设置。设有 5 级（从低到高）。

1. ： 传真   清晰度  （重复）："对比度"
：显示"对比度"屏幕（第 96 页）。

2. 更改对比度。  ： 设定 / ："确定"

选择清晰度

1. ： 传真   清晰度  （重复）："清晰度"
：显示"清晰度"屏幕（第 96 页）。

2. 选择清晰度。  设定 *1

注释

• 如果选择 "精细"、"超精细" 或 "照片" 清晰度，则发送时间会增加。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选择双面打印设置

您可以使用自动送稿器发送双面原稿。

1. ： 双面

：显示"双面"屏幕（第 96 页）。

2. 选择所需的原稿装订。

3. 设定 *1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8.4.2  从存储的项目中选择目的地

预先将所需的名称和电话号码存储入地址簿（第 55 页）。

使用地址簿

1. ： 传真   
：显示"地址簿"屏幕（第 96 页）。

2. 选择所需的项目。

注释

• 如果事先已激活 LDAP 设置（第 119 页），请选择"LDAP 搜索"或"地址簿"。  设定 *1

对于 LDAP 搜索，请使用拨号键盘输入名称（ 多 11 个字符），然后按下 ： 设定 / ："确
定" 开始搜索。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使用一键通功能（ ）

使用 1-3 组：
按所需的组键。
使用 4-6 组：

按 下一组 ，然后按所需的组键。

8.4.3  保留传真发送（双向存取）

即使当本机正在接收传真或从存储器发送传真时，您也可以保留传真发送。
– 发送时 多保留 10 项
– 接收时 多保留 11 项

1. 在接收传真或从存储器发送传真的过程中放置文稿。

8.4.1 发送传真的各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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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拨号键盘或地址簿输入传真号码。

3. /开始

当使用扫描器玻璃时，请扫描第 1 页。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设定 。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

始 。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扫描"。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始"。

注释

• 如果文稿超过本机的存储器容量，对该文稿的保留将会被取消。必须手动发送整个文稿。

8.4.4  向预先编程的多方发送同样的文稿（多站点发送）

您可以向多方发送同样的文稿（ 多 20 方）。若要使用此功能，请将传真号码存入多站点发送存储器
（第 57 页）。

1. 放置原稿。

2. 必要时，请更改清晰度（第 97 页）和对比度（第 97 页）。

3. 指定目的地。
使用地址簿时

1. ：

：显示"地址簿"屏幕（第 96 页）。

• 如果事先已激活 LDAP 设置（第 119 页），请选择或"地址簿"。  设定

2. 选择所需的多站点目的地。

使用多站点发送键时（ ）

按一多站点发送键（1-3）。

• 如果已在一键通中注册了电话号码，请反复按  或  以选择所需的多站点发送目的地。

4. /开始

当使用扫描器玻璃时，请扫描第 1 页。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设定 。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

始 。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扫描"。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始"。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如果选择 "精细"、"超精细" 或 "照片" 清晰度，本机可以发送的页数将减少。

8.5  准备接收传真
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您可以选择使用本机的模式。

情况 模式 设置

仅用作传真机
您有专门用于传真的单独电话线
路，或者您想让本机仅用来接收传
真。

传真专用

1. 传真自动接收  （重复）："传真方式"
• 传真自动接收  指示灯亮起。

通常用作电话
您想自己应答来电。如果收到传真
来电，您必须手动接收传真。

电话

1. 将手动应答设置设为电话模式（功能 #404）。

2. 传真自动接收  （重复）："电话方式"
• 传真自动接收  指示灯熄灭。

8.4.4 向预先编程的多方发送同样的文稿（多站点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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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模式 设置

用作电话和/或传真机
您想自己应答电话，并且自动接收
传真而本机不振铃。 电话/传真

1. 将手动应答设置设为电话/传真模式（功能
#404）。

2. 传真自动接收  （重复）："电话／传真方式"
• 传真自动接收  指示灯熄灭。

与答录机一起使用
您想将本机与答录机一起使用。

–

1. 连接分机电话答录机。

2. 将答录机的振铃次数设为小于 4。
• 如果使用自动应答功能，请将本机的传真专用
模式的振铃次数设置为 4 次以上。

注释

• 对于电话模式和电话/传真模式：
– 配合电话分机使用。

– 振铃音量设置应为开。

• 推荐 A4 或 letter 尺寸的记录纸。

• 接收的传真可能会根据纸张尺寸设置存储在存储器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功能 #380。

8.6  接收传真的基本功能

8.6.1  传真专用方式

如何接收传真

当收到来电时，本机将自动应答所有来电，但是仅接收传真文稿。

如何更改振铃次数

可以在传真振铃次数设置中更改振铃数量（功能 #210）。

• 还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更改振铃次数。（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显示所需的设置。  设定

8.6.2  电话方式

如何接收电话和传真

您必须手动应答所有来电。若要接收传真文稿，请按 /开始  再按 2 。

如何使用电话分机接收传真

若您有另一台电话连接到 [分机接口] 插孔或相同线路（电话分机），则您可以使用电话分机接收传真。
若要使用电话分机接收传真文稿，请确保预先将遥控传真启动设定为开（功能 #434）。默认设定是开启状态。

1. 当电话分机振铃时，拿起此电话分机的话筒。

2. 若要开始传真接收，确切地按   9 （默认的传真启动代码）。

3. 放回话筒。

8.6.3  电话/传真模式

如何接收电话和传真

1. 对方呼叫本机。

2. 在应答来电之前，本机将等待 2 次振铃*1。
• 在此时间内，电话分机将振铃。

3. 本机会应答呼叫并尝试辨别是传真还是电话。

4. 是传真时：
本机自动接收传真而不振铃。
是电话时：
本机将振铃 3 次*2*3。您可以作为电话应答来电。

*1 振铃次数由“电话/传真延迟振铃次数”决定（功能 #212）。

8.6 接收传真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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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振铃次数由“静音传真识别振铃次数”决定（功能 #436）。
*3 来电者将听到与电话公司发出的声音不同的回铃音。

如何用电话分机应答电话

• 如果连接至本机的 [分机接口] 插孔：

请拿起话筒，然后按本机上的 /停止  可与对方

通话。

• 如果连接至与本机相同的电话线：
拿起话筒，与对方通话。

注释

• 如果不应答呼叫，本机将启动传真功能。
– 一些传真机在发送传真时不发出传真呼叫音，因此即使未检测到传真呼叫音，本机也将尝试接收传真。

8.6.4  将本机与答录机一起使用

设置本机和答录机

1. 连接答录机（ ）。

• 答录机不随机提供。插图仅为示例。

• 如果有制动塞（ ），则将其取下。

B

A

2. 将答录机的振铃次数设置为 4 次或以下。
• 这将允许答录机先应答来电。

3. 在答录机中录入应答信息。

4. 启动答录机。

5. 将本机设置在所需的接收模式。
• 如果您设置为传真专用模式，请将传真专用模式下的振铃次数设置改为 4 次以上（功能 #210）。

6. 确保下列项目是唯一的：
– 答录机的遥控操作代码

– 传真启动代码（功能 #434）

8.6.4 将本机与答录机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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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如果该来电是电话，答录机会自动记录语音信息。
如果检测到传真呼叫音，传真机将自动接收传真。

• 关于答录机的遥控操作代码，请参阅答录机的使用说明书。

在同一来电中接收留言和传真文稿

来电者可以在同一来电过程中留言和发送传真文稿。请预先通知来电者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来电者呼叫本机。
• 答录机将应答来电。

2. 来电者可以在应答信息之后留下留言。

3. 来电者按 9 （预选的传真启动代码）。

• 本机将启动传真功能。

4. 来电者按开始按键发送文稿。

注释

• 若要使用此功能，应确保将遥控传真启动设定为开（功能 #434）。也可以更改传真启动代码。

• 如果答录机存储器中已没有剩余空间，本机可能无法接收文稿。请参阅答录机的操作说明，删除不需要的留
言。

8.6.5  来电显示 
本机与您当地电话公司提供的来电显示服务兼容。若要使用本机的来电显示功能，您必须订阅来电显示服务。

• 本机将只显示来电者的电话号码和名称。

• 本机将不支持未来的其他电话服务。

• 根据当地电话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有可能不显示来电日期/时间或来电者的名称。

• 确保预先将下面的振铃次数设置为 2 次或以上。
– 传真振铃次数（功能 #210）

– 电话/传真延迟振铃次数（功能 #212）

来电显示功能

本机将自动存储 近 30 个来电的来电者信息（名称、电话号码以及来电日期和时间）。当收到来电者信息，并且
符合存储在本机地址簿中的电话号码时，会显示存储的名称。

注释

• 如果本机连接到 PBX（专用分组交换机，Private Branch Exchange）系统，可能无法正确接收来电者信息。请
咨询您的 PBX 供应商。

• 如果本机无法接收来电者信息，将显示下面的信息：

"超出接收范围"：来电者所在的地区没有提供来电显示服务。

"私人号码"：来电者请求不要发送来电者信息。

"长途电话"：来电者拨打的是长途。

来电显示的触摸板屏幕 

ECO

8.6.5 来电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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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叫/存储之前查看/编辑来电者的电话号码

• 如果来电号码的区号与您的区号相同，可能需要在回叫前删除区号。这可能仅适用于某些地区。

1. 将本机设为传真模式。

2. ： 菜单  （重复）："来电搜索"  设定

：显示"来电搜索"屏幕（第 101 页）

3. 搜索 新收到的来电者信息。

• 当显示所需的来电者信息时，反复按 ： / ："电话号码" 更改名称/电话号码信息。

• 如果需要，按拨号键（0 到 9）或 /音频  进入编辑模式，然后编辑电话号码。

注释

• 显示屏中的 表示已经查看或应答了来电。若要停止查看，则按 /停止 。

删除来电者信息

删除所有来电者信息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设定来电显示"  设定

2. 将显示"清除来电显示表"。  设定

3. 设定   /停止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清除来电显示表" 屏幕（第 101 页）。

2. "确定"  

删除特定的来电者信息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来电搜索"  设定

2. 显示所需的项目。    设定   /停止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来电搜索" 屏幕（第 101 页）。

2. 选择所需的项目。  "删除"
3. "确定"  

存储来电者信息

存储到地址簿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来电搜索"  设定

8.6.5 来电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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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显示所需的项目。  菜单

3.   设定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来电搜索" 屏幕（第 101 页）。

2. 选择所需的项目。  "地址"
3. "确定"  

存储到一键通（ ）

1. 菜单  （重复）："来电搜索"  设定

2. 显示所需的项目。  菜单

3. 选择组键。
对于 1-3 组：
1. 按所需的组键。

2. 选择"拨号码方式"  设定   设定

对于 4-6 组：

1. 下一组

2. 按所需的组键。  设定

4. 设定

8.6.6  垃圾传真过滤器

如果您订阅了来电显示服务（第 101 页），此功能可以拒绝接收不显示来电者信息的传真。
另外，如果发送传真的号码与编程存入的垃圾传真过滤器列表中的号码匹配，本机将拒绝接收该传真。

• 如果您手动接收传真，此功能不起作用。

垃圾传真过滤器的触摸板屏幕 

启动垃圾传真过滤器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8.6.6 垃圾传真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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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菜单  （重复）："垃圾传真过滤器"  
2. "开"  设定

3. 按 /停止  退出。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垃圾传真过滤器" 屏幕（第 103 页）。

2. "过滤器"  "开"
3. 按  退出。

存储不受欢迎的来电者

多可以从来电显示表（第 121 页）中选择 20 个不受欢迎的号码进行注册，以避免接收他们发来的传真。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垃圾传真过滤器"
2.  （重复）："传真过滤器表设定"  设定

3. 显示您不想接收传真的一方。  设定

4. 重复按 /停止  退出。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传真过滤器表设定" 屏幕（第 103 页）。

2. 选择您不想接收传真的一方。  "确定"
3. 按  退出。

垃圾传真过滤器的其他有用功能

显示垃圾传真过滤器列表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垃圾传真过滤器"
2.  （重复）："垃圾传真过滤器表"  设定

3. 显示列表上的项目。

4. 按 /停止  退出。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垃圾传真过滤器表" 屏幕（第 103 页）。

2. 显示列表上的项目。

3. 按  退出。

打印垃圾传真过滤器列表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垃圾传真过滤器"
2.  （重复）："打印传真过滤器表"  设定

3. 重复按 /停止  退出。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垃圾传真过滤器" 屏幕（第 103 页）。

2. "打印传真过滤器表"  "确定"
3. 按  退出。

从垃圾传真过滤器列表中删除项目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垃圾传真过滤器"

8.6.6 垃圾传真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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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复）："垃圾传真过滤器表"  设定

3. 显示所需的项目。  
4. 设定   菜单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垃圾传真过滤器表" 屏幕（第 103 页）。

2. 选择所需的项目。  "删除"
3. "确定"  

8.6.6 垃圾传真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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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8.7.1  将电子文稿作为传真从计算机发送（计算机传真发送）

您可以将电子文稿作为传真从计算机发送。

1. 打开想要发送的文稿。

2. 从菜单中选择 [打印]。

3. 选择 PC FAX 机器名称作为当前打印机。

4. 单击 [打印]。

5. 使用键盘或地址簿输入传真号码。

6. [发送]

注释

• 如果文稿超过本机的存储器容量，将取消发送。

• 有关详细信息，请在多功能机中选择 [帮助] 以查看帮助文件。

• 单击 [选择] 更改当前机器。

防止将传真发送到错误的目的地

1. 启动多功能机。  [应用程序]  [PC FAX]
2. [工具]  [功能设定]
3. 从 [发送] 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设置。

[每次发送传真将显示发送确认] 发送传真之前显示传真号码的确认对话框。

[不要直接输入传真号码] 只能选择地址簿中存储的传真号码。

[重新确认传真号码] 输入传真号码时使用拨号键盘显示，而且需要再次输
入号码。

4. [确定]

注释

• 关于每个功能的详细说明，请单击 [帮助]。

8.7.2  在计算机上接收传真（计算机传真接收）

您可以在计算机上接收传真文稿。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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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启动此功能，请预先进行如下设置：

1. 启动计算机传真设置（功能 #442）。

1. 菜单   4 4 2

2. 选择"始终"或"连接后"。  设定 *1  ： 菜单 / ：

• 有关选择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计算机传真设置（功能 #442）。

2. 关闭传真预览模式（功能 #448）（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1. 菜单  4 4 8   选择"关"。  设定 *1  ： 菜单 / ：

3. 为计算机传真接收（功能 #443）进行计算机设置（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1. 菜单   4 4 3   设定 *1

2. 选择所需的计算机。  设定 *1  ： 菜单 / ：

• 按  可以显示所选择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 如果本机没有连接到 LAN，通过 USB 连接到本机的计算机会被指定为用于计算机传真接收的默认计
算机。

4. 传真自动接收  （重复）：打开自动接收设置。

5. 启动多功能机。  [应用程序]  [PC FAX]
• 当接到传真来电时，计算机将通过本机接收文稿。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查看收到的文稿

1. 在 [通信记录] 中选择 [收件箱]。
2. 单击要查看的项目。

3. 单击工具栏中的 [查看] 图标。
• 如果接收的传真文稿保存在本机存储器中，请事先单击 [接收传真]。

注释

• 您可以使用计算机查看、打印或转移所收到的文稿。

• 已传送到计算机的信息将从本机删除。

8.7.3  网页传真预览（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您可以在网络浏览器中显示接收的传真文稿而不进行打印，并在确认图像后打印或保存必要的文稿。

 
若要启动此功能，请预先如下设置：

1. 设置网页传真预览遥控代码。

1. 菜单   4 5 0   设定 *1

2. 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 设定 / ："确定"
3. 使用英文字母和数字，输入网页传真预览遥控代码， 多 8 个字符。  ： 设定 /

："确定"
• 也可以输入下列符号（第 53 页）。

! @ # $ % ^ & ’ ) ( . – _ { }
2. 启动传真预览模式（功能 #448）。

1. 菜单   4 4 8   选择"开"。  设定 *1  ： 菜单 / ：

3. 启动传真接收的通知（功能 #451）（推荐）。

8.7.3 网页传真预览（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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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5 页。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在启动传真接收通知的情况下，当内存中的已接收文稿已满时，所选择的计算机将接收到通知。

• 激活网页传真预览时，传真文稿会保存在存储器中。
存储器可能会充满接收的文稿，因此在查看或打印文稿后，请尽快从存储器上删除文稿。

• 激活网页传真预览时，计算机传真设置（功能 #442）将被关闭。

• 您可以更改网页传真预览遥控代码（功能 #450）。

在网络浏览器上显示已接收传真文稿

• 确保本级处于空闲状态。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3. 在菜单中选择 [网络传真预览]。
4. 输入网页传真预览遥控代码（功能 #450）。  [确定]

• 将显示已接收传真文稿的列表。

5. 单击要预览的所需图标，打印或保存传真文稿。
• 预览文稿时，您可以操作传真文稿（示例：放大，旋转等）。

6. 关闭网络浏览器。

注释

• 显示速度取决于文稿的内容和大小。

• 接收的传真文稿保存成图像文件（PDF 格式）。需要使用 Adobe Reader 来查看。

• 显示屏中的 表示已经查看、打印或保存了图像。

• 您可以删除显示 的图像。
– 若要删除在步骤 5 中查看传真文稿后的文稿，单击 [报表] 返回列表。

– 若要删除在步骤 5 中打印或保存传真文稿后的文稿，单击 [重新安装] 更新列表。

8.7.4  将传真传送至电子邮件地址（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可以自动将接收的传真文稿（传真到电子邮件功能）传送至一个或多个电子邮件地址。传送的信息将不会从本机
删除。

实用信息：

如果您要离开本机很长一段时间，建议您进行如下操作。

1. 设置此功能。

2. 在计算机开机的情况下，启动 PC FAX（第 106 页）。
• 对于 PC FAX，请启动多功能机。  [应用程序]  [PC FAX]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PC FAX 功能将数据传送到您的计算机，然后传送数据将会从本机自动删除。相同的数据也
可能发送到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因此可以每天都检查一遍信息以避免本机缺纸或内存容量不够等。

若要启动此功能，请预先进行如下设置：

1. 将本机设置为传真专用模式。

传真自动接收  （重复）："传真方式"
2. 编程电子邮件服务器设置。

1. 启动多功能机。

8.7.4 将传真传送至电子邮件地址（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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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  [内嵌网络]  [网络]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在菜单中选择 [电子邮件功能]。
5. 单击 [电子邮件服务器] 旁的 [编辑]。
6.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发件人），电子邮件服务器信息和时区。  [提交]

3. 注册目的地电子邮件（推荐）。

1. [设备]  [内嵌网络]  [目录]
2.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3. 在菜单中选择 [地址簿]。
4. 单击想要注册或编辑的项目旁的 [编辑]。  [提交]

4. 启动传真到电子邮件功能，然后设置目的地。

1. [设备]  [内嵌网络]  [设备]
2.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3. 在菜单中选择 [传真功能]。
4. 从 [传真自动电子邮件] 下拉列表中选择 [开]。
5. 如果需要，从 [加密 PDF] 下拉列表选择 [开] 并输入 4 位密码。

6. 单击 [传送地] 旁的 [编辑]。
7. 单击所需的目的地旁的 [地址簿]。
8. 单击要发送接收的传真文稿到目的地的名称。  [提交]
9. 关闭网络浏览器。

检查最后 15 个传送者的状态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设备]
3. 将 “root” 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在菜单中选择 [传真功能]。
5. 单击 [结果] 旁的 [报表]。

8.8  Internet 传真
使用此功能，您可以在 Internet 上以电子邮件附件（TIFF-F 格式）形式发送和接收文稿。如果对方正在使用支持
Internet 传真的机器，则您可直接将原稿发送至对方而不使用电子邮件服务器（直接 SMTP）。

• 将本机设置为传真模式。

若要启动此功能，请预先进行如下设置：

1. 为 Internet 传真进行电子邮件服务器设置。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网络]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在菜单中选择 [电子邮件功能]。
5. 单击 [电子邮件传真服务器] 旁的 [编辑]。
6.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发件人）、电子邮件服务器信息和时区。

• 若要使用 Internet 传真的直接 SMTP，请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发件人）。

7. [提交]
8. 关闭网络浏览器。

2. 注册目的地电子邮件地址（推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9 页。

3. 启动直接 SMTP 设置（功能 #425）。

菜单   4 2 5   选择"开"。  设定 *1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8.8 Internet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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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  发送 Internet 传真

• 建议预先注册目的地电子邮件。
– 若要使用地址簿，请参阅第 59 页。

– 若要使用一键通（ ），请参阅第 60 页。

1. 放置原稿。

2. 必要时，根据文稿类型更改清晰度（第 97 页）和对比度（第 97 页）。

3. ： 传真   电子邮件  （重复）："电子邮件发送"  设定

• 若要扫描双面原稿，请选择所需的原稿装订。  设定

• 若要扫描单面原稿，请选择"关"。  设定

："互联网传真"  "发送"
• 若要扫描双面原稿，请点击"双面"。  选择所需的原稿装订。

4. 输入目的地电子邮件地址（第 110 页）。

5. /开始

当使用扫描器玻璃时，请扫描第 1 页。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设定 。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

始 。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扫描"。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始"。

Internet 传真自动重拨

如果 LAN 连接有问题或没有应答，则本机将自动重发文稿 2 次或更多次。

指定目的地

使用拨号键盘

：  （重复）："请输入地址"  /开始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地址簿"  "请输入地址"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使用地址簿

：  （重复）：显示所需的项目。

："地址簿"  选择所需的项目。

使用一键通功能（ ）

使用 1-3 组
按所需的组键。
使用 4-6 组

按 下一组 ，然后按所需的组键。

8.8.2  Internet 传真的多站点发送

您可以向多方发送同样的文稿（ 多 20 方）。在使用此功能前，请将目的地电子邮件注册到多站点发送存储器以
进行 Internet 传真（第 59 页）。

1. 放置原稿。

2. 必要时，根据文稿类型更改清晰度（第 97 页）和对比度（第 97 页）。

3. ： 传真   电子邮件  （重复）："电子邮件发送"  设定

• 若要扫描双面原稿，请选择所需的原稿装订。  设定

• 若要扫描单面原稿，请选择"关"。  设定

："互联网传真"
• 若要扫描双面原稿，请点击"双面"。  选择所需的原稿装订。

8.8.1 发送 Internet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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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所需的目的地。

使用多站点发送键时（ ）

按一多站点发送键（1-3）。

5. /开始

当使用扫描器玻璃时，请扫描第 1 页。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设定 。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

始 。

：若要扫描下一页，请放置文稿并按 "扫描"。重复该步骤直至所有文稿扫描完毕，然后按 "开始"。

注释

• 如果 LAN 连接有问题或没有应答，则文稿将会跳过并且稍后自动重发 2 次或更多次。

8.8.3  接收 Internet 传真

您可使本机以固定间隔自动从电子邮件服务器接收 Internet 传真（功能 #428）。
不通过电子邮件服务器而直接发送的 Internet 传真会在接收后立即打印。
您可按照以下步骤手动确认接收到的电子邮件。

1. ： 传真   电子邮件  （重复）："电子邮件接收"  /开始

："互联网传真"  "接收"
• 本机从电子邮件服务器接收所有 Internet 传真，并进行打印。

8.8.3 接收 Internet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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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编程功能：传真
若要更改功能设置，请参阅第 44 页以获取详细信息。

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电话/传真延迟振铃
次数

#212 如果在电话/传真模式下使用电话分机，应选择在本机应答来
电之前所需的电话分机振铃次数。

注释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9 页。

2

发送报告 #401 打印发送报告。

– "关"：将不打印发送报告。

– "开"：每次传真发送后都打印发送报告。

– "出错"：仅在传真传送失败时打印发送报告。

–

自动通讯报告 #402 当启动此功能时，在每进行 30 次新的传真传送和接收后，本
机将自动打印通讯报告。

1

手动接收模式 #404 更改手动应答设置中的接收模式。 1

默认传真清晰度 #405 更改传真使用的默认清晰度设置。

注释

• 如果选择 "精细"、"超精细" 或 "照片" 清晰度，则发送

时间会增加。

1

传真接收的双面打
印设置

#407 为传真接收设置双面打印。可以选择长边或短边，或关闭此
功能。

0

海外模式 #411 如果即使号码正确并且线路已接通也无法发送海外传真，请
在发送传真前启动此功能。
此功能通过降低发送速度来提高可靠性。
电话费可能会高于平时。

– "关"：关闭此功能。

– "下个传真"：此设置仅对下一次传真发送有效。发送之

后，本机将恢复以前的设置。

– "出错"：当上一次传真发送失败并且您想重发文稿时。

注释

• 此功能对于多站点发送无效。

2

延迟发送 #412 在所需时间前 多 24 小时保留传真发送。请在启动此菜单前
设置原稿。

注释

• 文稿将被扫描存入存储器。本机将在指定的时间发送数
据。在上一次发送结束前不能为另一次传真发送使用此
功能。

• 若要在编程后取消该设置，当本机空闲时按 /停止 ，

然后按 ： 设定 / ："确定"。

–

ECM 选择 #413 设置错误修正模式（ECM）。当发送/接收传真机与 ECM 兼
容时，此功能有效。当启动此功能时，将会执行传真发送/接
收以便错误不会出现。

1

8.9 编程功能：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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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连接音 #416 如果在发送传真时经常出现故障，启动此功能可以使您听到
连接音：传真音、回铃音和忙音。您可以根据这些声音确认
对方机器的状态。

注释

• 如果持续响起回铃音，则说明对方机器可能不是传真机
或记录纸已用完。请检查对方的情况。

• 连接音无法分别进行调节。

1

最大传真速度 #418 设置 大传真速度 (14.4 kbps/33.6 kbps)。根据您的线路，传
真速度可能会低于所选的速度。

2

快速扫描模式 #419 启动快速扫描模式。当启动此功能时，本机将首先扫描文稿
并将其存入存储器中，然后才开始发送文稿。

0

确认目的地 #420 在发送传真前确认目的地。当启动时，您可以在确认目的地

后发送传真。显示的目的地正确时，按 /开始  发送传

真。

0

拨号键盘输入限制 #421 如果您想要限制使用拨号键盘手动拨打传真号码（例如为了
避免误拨），请启动此功能。

注释

• 当启动此功能时，
– 无法对使用拨号键盘输入的传真号码进行重拨呼叫。

– 传真号码再输入设置（功能 #422）将被关闭。

0

传真号码再输入 #422 当启动此功能时，如果使用拨号键盘手动拨打传真号码，则

必须再次输入该号码，然后按 /开始 。当第二次输入的号

码与第一次输入的号码相匹配时，则可以发送传真。

0

确认下一份文稿 #424 当启动此功能时，在从存储器发送传真过程中使用自动送稿
器扫描文稿后，会显示确认下一份文稿的信息。放入下一份

文稿，然后按 ： 设定 / ："确定"。  /

开始

0

直接 SMTP #425 注册电子邮件地址时如启动此功能，您可以为电子邮件地址
设置直接 SMTP。 0

送达通知 #426 当启动了此功能时，一份送达通知会被发送至 Internet 传真的
接收方。如果接收方返回此通知，则将会打印一份发送报
告。

1

POP 定时器设置 #428 设置 POP 定时器。
使用拨号键盘将 POP 定时器（自动接收 Internet 传真的间隔）

设置为 "00" 和 "60" 分钟之间的一个值。

• 默认值是 "03" 分钟。

• 如果不想自动接收 Internet 传真（第 111 页），则将定时器

设置为"00"。

–

传真发送通知 #429 设置本机在传真传送结束后以哗声通知您。 0

自动缩小 #432 接收长于记录纸的传真文稿。当启动此功能时，本机会使接
收到的文稿适合记录纸尺寸。

1

传真启动代码 #434 如果想使用电话分机接收传真，请启动此功能并编程启动代
码。输入代码时，请使用拨号键盘。

• 默认代码是 " #9"。

• 传真启动代码必须与在答录机上编程的代码不同。

–

8.9 编程功能：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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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静音传真振铃次数 #436 更改本机在电话/传真模式下的振铃次数。

注释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9 页。

3

存储器接收提示 #437 将收到的传真文稿存入存储器时，以哔声提醒您。

注释

• 如果由于一些打印问题文稿保存到内存中，则会持续发
出哔声直到您解决此问题。如果显示一条信息，有关打
印出保存文稿的说明，请参阅第 134 页。确保本机配有
足够的纸张打印存储的文稿。

• 如果由于启动网页传真预览（功能 #448）而将文稿保存
在内存中，则本机不会发出哔声。但是，当存储器快满
时，本机将开始发出哔声（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

1

友好接收 #438 当应答来电并且听到传真呼叫音（慢哔声）时，自动接收传

真。当启动此功能时，您不必按 /开始 ，然后再按 2  接
收传真。

1

传真时的进纸盘设
置

#440 设置传真时使用的进纸盘。
1

计算机传真设置 #442 如果要将传真接收到计算机中，请启动此功能并从多功能机
运行 [PC FAX]。
此功能仅当传真预览模式关闭（功能 #448）时可用（仅限支

持 LAN 的机型）。（ ）

• "关"：关闭此功能。

• "始终"：如果本机识别到计算机的连接，则将收到的文稿

转移到计算机中。如果本机无法识别连接，则将收到的文稿
存储到存储器中，并在识别计算机连接后转移数据。

• "连接后"：如果本机识别到计算机的连接，则将收到的文

稿转移到计算机中。如果本机无法识别连接，则将数据打印
出来。

–

计算机传真接收 #443 选择可用来接收传真的计算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07 页。

–

传真预览模式 #448 设置传真预览模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7 页。 0

网页传真预览遥控
代码

#450 设置网页传真预览遥控代码。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后，使用英语字母和数字输入遥控代码（ 多 8 个字符）。
• 也可以输入下列符号（第 53 页）。

! @ # $ % ^ & ' ) ( . - _ { }

–

8.9 编程功能：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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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传真接收通知 #451 当启动此功能时，若接收到传真文稿，则使用 USB/LAN*1 连
接到本机的计算机将收到通知。

注释

• 当连接 LAN（ ）时：注册通过网络浏览器界面将传真

接收通知发送到的计算机。
 

选择要将传真接收通知信息发送到的计算机（ 多 6 个目的
地）。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设备]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在菜单中选择 [传真功能]。
5. 从 [接收通报] 下拉列表中选择 [开]。
6. 单击 [接收电脑列表] 旁的 [编辑]。
7. 单击所需的目的地旁的 [报表]。
8. 从列表中单击所需的计算机。  [提交]
9. 关闭网络浏览器。

0

传真到电子邮件地
址设置

#452 如果要传送接收的传真文稿到所需的电子邮件地址，启动此
功能（第 108 页）。

0

删除全部接收的传
真

#458 删除所有接收的传真信息。
• 在启动此功能前，断开以下缆线的连接。
– 电话线

– USB 缆线

– LAN 缆线（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

将传真功能设置为
默认值

#459 将传真功能重置为默认设置。
–

*1 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8.9 编程功能：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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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网络

9.1  网络功能的适用性

• 网络功能（LAN 或无线 LAN）可能不适用于您的机器。请参阅第 9 页上的“ 可用功能和设备列表”检查

本机是否具有此功能。

9.2  编程功能：LAN
若要更改功能设置，请参阅第 44 页以获取详细信息。

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DHCP 模式 #500 当启动此功能时，使用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服务器自
动分配下列项目。
– IP 地址

– 子网掩码

– 默认网关

1

IP 地址 #501 设置 LAN 连接的 IP 地址。此功能当关闭功能 #500 时可用。 –

子网掩码 #502 设置 LAN 连接的子网掩码。此功能当关闭功能 #500 时可
用。

–

默认网关 #503 设置 LAN 连接的默认网关。此功能当关闭功能 #500 时可
用。

–

DNS 服务器 #1 #504 设置 LAN 连接的首选 DNS 服务器。此功能当关闭功能 #500
时可用。

–

DNS 服务器 #2 #505 设置 LAN 连接的备用 DNS 服务器。此功能当关闭功能 #500
时可用。

–

机器名称 #507 设置机器名称。
输入可在 LAN 上识别的名称， 多可使用包含英文字母和数
字的 15 个字符。
• 第一个和 后一个字母必须是英文字母或数字。

• 还可以使用 1  输入连字符。（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

注释

• 为了在 LAN 中识别本机，会自动为本机指派一个默认名
称。如果更改此名称，请指派一个唯一的名称以避免同
名。

–

MAC 地址 #508 显示本机的 MAC 地址。 –

Bonjour #513 设置 Bonjour 功能。 1

网络状态 #526 查看网络状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8 页。 –

代理服务器 #531 设置 LAN 连接的代理服务器。

1. 菜单   5 3 1

2. 选择 "启动"。  设定 *1

3. 选择所需的接入类型。  设定 *1

4. 输入 IP 地址或域名。  ： 设定 /
："确定"

• 域名 多 63 个字符。

5. 输入端口号。  ： 设定 / ："确定"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0

9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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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IP 过滤 #532 当启动此功能时，本机将拒绝/允许从预编程 IP 类型的访问。
您可以编程拒绝还是允许 IP 地址。通过网络浏览器界面，
多可以各为 IPv4 和 IPv6 编程 4 种类型（第 119 页）。

0

自动 IP #533 自动设置 LAN 连接的 IP 地址。此功能当启动功能 #500 时可
用。当启动此功能时，不使用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服
务器便可自动分配 IP 地址。

0

HTTPD #534 设置 LAN 连接的 HTTPD。当启动此功能时，您可以访问网
络服务器。

1

IPv6 协议 #535 当启动此功能时，可以使用 IPv6 协议。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

后，请务必更改 IPv6 协议的端口。您可以打印 "安装设定

表" （第 121 页）来检查 IPv6 协议地址。

注释

• 若要启动此功能，您需要将本机电源开关关闭，然后再
打开。

0

WINS 服务器 #1 #538 设置 LAN 连接的首选 WINS 服务器。此功能当关闭功能 #500
时可用。

–

WINS 服务器 #2 #539 设置 LAN 连接的备用 WINS 服务器。此功能当关闭功能 #500
时可用。

–

WSD (Web Service
for Devices)

#557 启动 WSD (Web Service for Devices)。
1

在网页上编辑地址
簿

#567 当启动此功能时，您可以通过网页浏览器界面查看和编辑地
址簿。

1

网页上的来电显示
表

#568 当启动此功能时，您可以通过网页浏览器界面查看来电显示
表（第 122 页）。

1

网页上的通讯 #569 当启动此功能时，您可以通过网页浏览器界面查看通讯报告
（第 122 页）。

1

删除全部 FTP/SMB
地址

#578 删除本机中存储的所有 FTP 目的地和 SMB 文件夹目的地。
• 在启动此功能前，断开以下缆线的连接。
– 电话线

– USB 缆线

– LAN 缆线

–

LAN 模式 #580 选择 LAN 模式。

• 若要设置此功能，请确保以下项目：
– 本机处于待机模式。

– 文稿未装在自动送稿器中。

– 未启动定时发送功能（功能 #412）。

1

无线状态 #581 如果功能 #580 设为无线 LAN，可以检查无线 LAN 连接状
态。

–

WPS-PBC #582 使用 WPS-PBC 设置无线 LAN 连接。此功能与按下 WPS  按
钮的功能相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7 页。

–

WPS-PIN #583 使用 WPS-PIN 设置无线 LAN 连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7 页。

–

SSID 搜索 #584 通过在网络上自动寻找 SSID 来设置无线 LAN 连接。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第 27 页。

–

9.2 编程功能：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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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手动无线设置 #585 通过手动输入所需信息来设置无线 LAN 连接。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28 页。

–

无线恢复 #586 恢复所有无线 LAN 连接设置。 –

自动断开 Wi-Fi

Direct® 连接

#592 设置自动断开 Wi-Fi Direct 连接的定时器。如果启动此功能，
打印完成后将自动断开 Wi-Fi Direct 连接。如果通常从计算机
打印或与其他用户共用本机，此功能非常有用。

2

9.2.1  网络状态代码

当在计算机扫描期间显示信息时，或者当网络功能工作异常时，可以确认详细的网络状态。

1. 菜单   5 2 6   设定 *1

• 显示网络状态代码。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代码 状态 原因 解决方法

000 未连接 本机未正确连接到网络。 请检查连接（第 25 页）。

110 脱机 未配置 IP 地址。 请配置 IP 地址。

112 脱机 由于 IP 配置不正确，因此无法确定
IP 地址。

请修正 IP 地址信息的配置。

113 脱机 由于 IP 地址重复，因此无法确定 IP
地址。

请更改 IP 地址。

121 脱机 本机正使用 DHCP 服务器分配 IP 地
址。

—

128 脱机 DHCP 服务器无响应，或者 DHCP 服
务器出错。

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131 脱机 本机正使用自动 IP 功能自动分配 IP
地址。

—

210 联机 通过手动配置 IP 地址使网络处于联
机状态。

—

220 联机 通过使用 DHCP 分配 IP 地址使网络
处于联机状态。

—

230 联机 通过使用自动 IP 功能自动分配 IP 地
址使网络处于联机状态。

—

342 联机 由于 NetBIOS 名称不正确，NetBIOS
不工作。

请修正机器名称（功能 #507）。

343 联机 由于 NetBIOS 名称与其他名称重
复，NetBIOS 不工作。

请更改机器名称（功能 #507）。

344 联机 由于没有指定的 WINS 服务器，无法
解析其他网络间的 NetBIOS 名称。

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352 联机 由于 Bonjour 主机名不正确，Bonjour
不工作。

请修正机器名称（功能 #507）。

353 联机 由于 Bonjour 主机名与其他名称重
复，Bonjour 不工作。

请更改机器名称（功能 #507）。

354 联机 由于 Bonjour 服务名称不正确，
Bonjour 不工作。

请更改 Bonjour 服务名称
（第 119 页）。

9.2.1 网络状态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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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状态 原因 解决方法

355 联机 由于 Bonjour 服务名称与其他名称重
复，Bonjour 不工作。

请更改 Bonjour 服务名称
（第 119 页）。

801-9
99

系统错误 出现系统错误。 请与维修人员联系。

9.3  编程功能：更新

功能 代码 说明 默认键

固件版本 #548 显示固件版本和更新日期。 –

固件更新 #549 更新固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22 页。 –

9.4  网络功能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网络]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功能 目录 选择

设置 LAN 功能 [LAN 功能] 输入 LAN 功能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16 页。

设置 IP 过滤 [LAN 功能] 输入 IP 过滤信息。

1. 在菜单中选择 [LAN 功能]。
2. 单击 [IP 过滤功能] 旁的 [编辑]。
3. 单击 [过滤 (IPv4)]/[过滤 (IPv6)] 旁的 [编辑]。
4. 更改模式并编辑 IP 过滤信息。  [提交]
5. 关闭网络浏览器。

设置 WSD 功能 [WSD] 启动 WSD (Web Service for Devices)。

设置 LDAP 信息 [LDAP] 输入 LDAP 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
员。

设置 SNMP 的团体名
称

[SNMP] 输入 SNMP 团体名称。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您的服
务供应商或网络管理员。

设置使用本机的位置 [SNMP]/[BONJOUR] 输入机器的位置信息。

设置 Bonjour 的服务
名称

[BONJOUR] 输入 Bonjour 服务名称。

显示 IPv6 的连接本
地地址

[IPv6] 连接本地地址将显示出来。

显示用于自动配置的
IPv6 地址

[IPv6] 用于自动配置的 IP 地址将显示出来。

设置 IPv6 的 IP 地
址

[IPv6] 输入 IPv6 的 IP 地址。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您的服务
供应商或网络管理员。

设置 IPv6 的默认路
由器

[IPv6] 输入 IPv6 的默认路由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您的
服务供应商或网络管理员。

设置用于扫描到 FTP
的信息

[FTP 功能] 输入 FTP 服务器信息以从本机将扫描图像发送到 FTP
服务器。有关此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扫描章节。

9.3 编程功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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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目录 选择

设置用于扫描到 SMB
的信息

[SMB 功能] 输入 SMB 文件夹信息以从本机将扫描图像发送到 SMB
文件夹。有关此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扫描章节。

设置用于扫描到电子
邮件地址的电子邮件
服务器信息

[电子邮件功能] 输入电子邮件服务器信息通过电子邮件从本机发送扫描
图像。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扫描章节。

设置用于传真到电子
邮件地址的电子邮件
服务器信息

[电子邮件功能] 输入电子邮件服务器信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传真信
息。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传真章节。

设置出错通知的电子
邮件服务器信息

[电子邮件功能] 输入电子邮件服务器信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错误通
知。
 
1. 在菜单中选择 [电子邮件功能]。
2. 单击 [电子邮件服务器] 旁的 [编辑]。
3.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发件人）、电子邮件服务器信

息和时区。
4. [提交]
5. 关闭网络浏览器。

为 Internet 传真设
置电子邮件服务器信
息

[电子邮件功能] 输入电子邮件服务器信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Internet
传真。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9 页上的
“8.8 Internet 传真”。

设置出错通知功能 [电子邮件功能] [启动]：发生问题时，本机将电子邮件发送到登录地
址。
[关闭]（默认值）：关闭此功能。

注册出错通知功能的
目的地

[电子邮件功能] 1. 在菜单中选择 [电子邮件功能]。
2. 单击 [传送地] 旁的 [编辑]。
3. 输入出错通知要发送到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选择

问题类型。
– [寿命警告]：表示墨盒或硒鼓不久后需要更换的
警告。

– [媒介路径出错]：表示进纸盘发生故障的错误。

– [寿命出错]：表示墨盒或硒鼓需要更换的错误。

4. [提交]
5. 关闭网络浏览器。

设置 SSL/TLS [SSL/TLS] 1. 在菜单中选择 [SSL/TLS]。
2. 单击 [SSL/TLS 配置] 旁的 [编辑]。
3. 选择 [SSL/TLS 服务] 旁的 [启动]。
4. [提交]。接下来，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5. 关闭网络浏览器。

9.4 网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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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它有用功能

10.1  参考列表和报告
您可打印出以下列表和报告供您参考。
– "安装设定表"
– "电子邮件地址列表"
– "通讯报告"
– "多站点发送编程表"
– "打印机测试"
– "来电显示表"*1

– "PCL 字体表"*2

– "PS 字体表"*3

– "FTP 服务器列表"
– "SMB 文件夹表"
– "WLAN 状态列表"
– "部门打印数量"
– "快捷复印／扫描表"
*1 仅限支持来电显示功能的机型。（ ）
*2 仅限支持 PCL 功能的机型。（ ）
*3 仅限支持 PS 功能的机型。（ ）
 
用于打印参考列表和报告的触摸板屏幕

ECO

1. ： 菜单  （重复）："打印报告"
：显示"打印报告"屏幕（第 121 页）。

2. 选择所需的项目。  设定 *1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10 其它有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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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浏览器界面查看来电显示表（仅支持 LAN 和来电显示的机型）（ ）

• 确保网页上的来电显示表已预先设定为"启动"（功能 #568）。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设备]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从菜单中选择 [传真功能]。
5. 单击 [来电显示] 旁的 [报表]。
6. 显示来电显示表。

7. 关闭网络浏览器。

通过网络浏览器界面查看通讯报告（仅支持 LAN 和传真的机型）（ ）

• 确保网页上的通讯已预先设定为"启动"（功能 #569）。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设备]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编程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从菜单中选择 [传真功能]。
5. 单击 [通讯报告] 旁的 [报表]。
6. 将显示通讯报告。

7. 关闭网络浏览器。

10.2  固件更新
可以更新本机的固件。

• 若要启动此功能，请预先设置代理服务器（功能 #531）。

• 更新固件期间，请勿关闭本机电源。

• 更新固件期间，请勿断开网络连接。

1. 菜单   5 4 9   设定 *1

2. ： 设定 / ："确定"
• 若要取消更新，请按 /停止 。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如果更新固件失败，请参阅以下 URL 了解如何还原。
http://panasonic.net/pcc/support/fax/world.htm

10.3  环保模式
通过在本机上设置环保模式，您可减少本机的复印份数和本机的耗电量。
当启动环保模式时，会自动设置以下项目。
– 启动二合一复印。

– 启动双面复印。

– LCD 背光关闭。（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 本机在 1 分钟后进入节电模式。

启动环保模式

： 菜单  （重复）："节能模式开"  设定

： ECO   "ECO"  "开"

10.2 固件更新

122 使用说明书



自定义环保模式

每个环保模式设置均可更改。

1. ： 菜单  （重复）："节能模式开"
： ECO

2. 选择要更改的设置。
3. 选择所需的项目。

4. ： 设定 / ："确定"

每个设置可以选择的项目：

"多合一"
– "二合一"
– "四合一"
– "八合一"
– "关"
"页面方向"
– "纵向"
– "横向"
"双面"
– "长边"
– "短边"
– "关"
"背光"（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 "关"
– "自动"

10.4  限制模式
您可通过启动部门代码限制输出。
仅知道部门代码的用户可以：
– 进行复印

– 打印文稿

– 从 USB 存储设备打印文件

注释

• 您可对各个部门（ 多 100 个部门）设置部门代码和限制设置。

• 若要使用限制模式功能，请勿让很多人知道管理员代码。

10.4.1  模式限制的触摸板屏幕 

ECO

10.4 限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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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设置限制模式

启动限制模式

1. 菜单   1 5 4   设定 *1

2. 输入管理员代码（功能 #151）。  ： 设定 / ："确定"
3. 选择 "开"。  设定 *1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设置部门的限制模式

• 确保预先将功能 #154 设置为"开"。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部门设置"  
2. 输入管理员代码（功能 #151）。  设定

3. 选择 "新"。  设定

4. 输入 多 16 个字符的名称（有关字符输入，请参阅第 53 页）。  设定

5. 使用 0-9 输入 4 位数字的部门代码。  设定

6. 如果需要，更改"打印"或"复印"的设置。

选择所需的设置。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部门设置" 屏幕（第 123 页）。

• 输入管理员代码（功能 #151）。  "确定"
2. "部门表显示"  "新"
3. 输入 多 16 个字符的名称（有关字符输入，请参阅第 53 页）。

4. 使用 0-9 输入 4 位数字的部门代码。

5. 如果需要，更改"打印"或"复印"的设置。

选择所需的设置。  "确定"

编辑部门的限制模式

• 确保预先将功能 #154 设置为"开"。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部门设置"  
2. 输入管理员代码（功能 #151）。  设定

3. 选择 "编辑"。  设定

4. 显示所需的项目。  菜单   /音频

5. 如果需要，可编辑名称。  设定

6. 如果需要，编辑部门代码。  设定

10.4.2 设置限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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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需要，编辑部门设置。

选择所需的设置。  设定

8. /停止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部门设置" 屏幕（第 123 页）。

• 输入管理员代码（功能 #151）。  "确定"
2. "部门表显示"
3. 选择所需的项目。

4. 如果需要，编辑姓名、部门代码和设置。

5. "确定"  

删除已存储的项目

• 确保预先将功能 #154 设置为"开"。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菜单  （重复）："部门设置"  
2. 输入管理员代码（功能 #151）。  设定

3. 选择"编辑"  设定

• 若要删除所有项目：

："全部删除"  设定   设定   /停止

4. 显示所需的项目。  菜单   
• 若要取消删除操作，请按 /停止 。

5. 设定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显示 "部门设置" 屏幕（第 123 页）。

• 输入管理员代码（功能 #151）。  "确定"
2. "部门表显示"

• 若要删除所有项目：

"全部删除"  "确定"  
3. 选择所需的项目。

4. "删除"  "确定"

通过网络浏览器界面设置或编辑限制模式

• 确保预先将功能 #154 设置为"开"。

1. 启动多功能机。

2. [设备]  [内嵌网络]  [设备]
3. 将“root”作为用户名，然后输入密码（功能 #155）。  [确定]
4. 从菜单中选择 [限制模式]。
5. 键入管理员代码（功能 #151）。  [确定]
6. 单击想要注册或编辑的项目旁的 [编辑]。
7. 输入码姓名和 4 位部门代码。

8. 如果需要，从 [打印] 下拉列表中选择 [启动]。
9. 如果需要，从 [复印] 下拉列表中选择 [启动]。
10.[提交]
11.关闭网络浏览器。

10.4.2 设置限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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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部门的计数器查看和打印

查看部门的复印/打印页数

1. 菜单   4 7 9   设定 *1

2. 输入管理员代码（功能 #151）。  ： 设定 / ："确定"
3. 选择所需的项目。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打印一份部门复印/打印的页数报告

1. ： 菜单  （重复）："打印报告"
：显示"打印报告"屏幕（第 121 页）。

2. 选择 "部门打印数量"。  设定 *1

3. 输入管理员代码（功能 #151）。  ： 设定 / ："确定"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重置部门的计数器

1. ： 菜单  （重复）："部门设置"  
：显示"部门设置"屏幕（第 123 页）。

2. 输入管理员代码（功能 #151）。  ： 设定 / ："确定"
3. 选择 "重置计数器"。  设定 *1

4. ： 设定 / ："确定"  /停止

• 若要取消重置操作，请按 /停止 。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仅当启动限制模式（功能 #154）时，复印/打印的页数才会被重置。

10.4.3 部门的计数器查看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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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QUICK-JOB 功能
可以对频繁使用的扫描/复印类型进行预编程（每种 多 3 个）。可以对以下设置项目进行预编程：

扫描 复印

作业名称 作业名称

扫描模式 页面布局

计算机选择*1 数字

扫描类型 原稿尺寸

扫描尺寸 进纸盘

清晰度 缩放比例

文件格式 清晰度

亮度 双面

对比度 边缘

– 边距

*1 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编程 QUICK-JOB 项目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将本机设为所需的模式（扫描或复印）。

2. 快捷复印/扫描

3. 选择所需的项目。

4. 选择所需的设置。  设定

• 若要删除其他项目，请重复步骤 3 和 4。
• 根据项目，可以使用拨号键盘进行设置。

5. 重复按 /停止  退出。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快捷复印/扫描

2. 点击所需的项目旁边的"设定"。
3. 选择 "复印" 或 "扫描"。
4. 选择所需的设置。

使用预编程设置进行扫描/复印

 对于双行 LCD 机型（ ）：

1. 将本机设为所需的模式（扫描或复印）。

2. 快捷复印/扫描

3. 选择所需的设置编号（1-3）。

4. /开始

 对于触摸板机型（ ）：

1. 快捷复印/扫描

2. 选择所需的设置编号。
• QUICK-JOB 将自动启动。

注释

• 您可以打印 QUICK-JOB 列表（第 121 页）。

10.5 QUICK-JOB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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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移动打印
可以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设备等打印内容。

10.6.1  Mobile Print（Panasonic 应用程序）

此应用程序可在 iOS 和 Android™ 设备上使用。可从 App Store (iOS) 或 Google Play™ (Android) 下载“Mobile Print”
（Panasonic 应用程序）。

10.6.2  Wi-Fi Direct
通过 Wi-Fi Direct，无需使用接入点，即可配置本机与移动设备之间的安全无线网络。
根据无线设备选择适宜的本机连接模式设置。

注释

• 如果使用此功能，将断开现有的 LAN 连接。如果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不使用 Wi-Fi Direct 传输数据，将自动断
开 Wi-Fi Direct 连接，并恢复 LAN 连接。可设置 Wi-Fi Direct 连接的自动断开连接时间（功能 #592）。

• 要从移动设备打印，需要安装“Mobile Print”（Panasonic 应用程序）（版本 2.0 或更高）。

设置 Wi-Fi Direct
1. ： WPS / ： 无线

2. 选择"Wi-Fi Direct 设定"  设定 *1

3. 连接移动设备。
• 如果手动连接，请将本机上显示的 SSID 和密码输入移动设备。

对于双行 LCD 型号（ ）：按  之后将显示密码。

• 连接完毕后，将会显示 "已连接"。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10.7  密码打印
可以为从计算机进行的打印分配密码。此功能可以让您在打印开始时进行控制，以免保密或敏感文稿被打开查看
或取走。

1. 打开想要打印的文件。

2. 从菜单中选择 [打印]。

3. 选择本机名称作为当前打印机。

4. 单击 [首选项]，然后单击 [作业类型] 选项卡。

5. 选择 [密码打印]。
• 可以在 [作业名称] 中输入所需的作业名称， 多 15 个字符。如果不输入，则应用程序会自行为作业分配一
个名称。

6. 单击 [确定]。

7. 单击 [打印]。
• 仅在首次才会显示分配密码的对话框。输入所需的 4 位密码，然后单击 [确定]。

注释

• 任务托盘中会显示打印作业管理器图标。单击此图标以启动可以管理打印作业的应用程序。

从本机打印保密文稿

1. 打印   "密码打印"
2. 选择所需的计算机名称。  设定 *1

3. 输入在计算机上分配的密码打印密码。  ： 设定 / ："确定"
4. 选择所需的打印作业。  设定 *1

• 若要选择多个打印作业，请重复此步骤。

10.6 移动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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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计算机未处于活动状态，则不会显示作业。

5. 按 /开始  开始打印。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如果在步骤 3 中忘记密码，请使用计算机删除所有打印作业，分配新的密码，然后重新开始打印。

10.8  校样打印
当打印文稿的多个副本时，此功能允许您仅打印首份副本以检查打印结果。如果首份副本打印正确，则可以继续
打印剩余文稿。

注释

• 使用 PCL 或 PS 打印机驱动程序时不能使用此功能。

1. 打开想要打印的文件。

2. 从菜单中选择 [打印]。

3. 选择本机名称作为当前打印机。

4. 单击 [首选项]，然后单击 [作业类型] 选项卡。

5. 选择 [校样打印]。
• 可以在 [作业名称] 中输入所需的作业名称， 多 15 个字符。如果不输入，则应用程序会自行为作业分配一
个名称。

6. 单击 [确定]。

7. 单击 [打印]。
• 本机会打印 1 份文稿副本并暂时停止，以便您检查打印是否如您所期。

• 任务托盘中会显示打印作业管理器图标。单击此图标以启动可以管理打印作业的应用程序。

从本机打印剩余文稿

1. 打印   "校样打印"  设定 *1

2. 选择所需的计算机名称。  设定 *1

3. 选择所需的打印作业。
• 如果计算机未处于活动状态，则不会显示作业。

4. 按 /开始  继续打印。

• 若要取消打印，请按 ：   设定 / ："删除"  "确定"，然后从头开始。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10.9  USB 存储设备
您可打印 USB 存储设备上存储的文件并且可将文件保存至 USB 存储设备。

注释

• 大容量 USB 存储设备（格式：FAT12/FAT16/FAT32，扇区大小：512 字节）可与本机一起使用。

• 无法使用以下类型的 USB 存储设备：
– 格式化为 NTFS 的设备

– 多 LUN（逻辑单元号）USB 闪存设备

– 多分区 USB 闪存设备

– 带安全/加密功能的设备

– 带内置 USB 集线器功能的设备

即使您的 USB 存储器不是这些类型，也可能无法与本机一起使用。
• 如果 USB 闪存设备通过 USB 集线器连接，则 USB 闪存设备将无法被识别。请勿通过 USB 集线器连接。

• 若要重新连接 USB 存储设备，请确保先完全移除 USB 存储设备，然后再重新连接。

• 对于每张扫描的页面 多可能需要约 10 MB 的可用空间。

• 为确保符合持续辐射限制：

10.8 校样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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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使用符合 EMC 标准（例如：CE、FCC）的 USB 存储器

USB 存储设备中的文件夹

将文件保存至 USB 存储设备时，USB 存储设备上会形成以下文件夹。
USB:/(机器名称)/IMAGE/XXXXXXXX
（“XXXXXXXX”为 MAC 地址的 后 8 位。）

• 读取或写入数据时，切勿移除 USB 存储设备或关闭电源开关。否则会损坏本机或破坏文件。

• 请务必对数据进行备份。

• 对于因 USB 存储设备损坏或丢失数据所造成的损失，我们概不负责。

• 废弃或转让 USB 存储设备时，建议将保存的数据删除。客户在 USB 存储设备上保存的数据，需由客户自己
承担全部责任。

10.10  中央管理控制器
可以使用此系统通过网络管理和操作多功能打印机。
– 可以以管理员身份监视各多功能打印机的已打印页数和错误信息。

– 可以一次性更新多功能打印机的固件和驱动程序软件。

– 如果多功能打印机出现系统错误，此系统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通知您。

等等。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 URL。
http://panasonic.net/pcc/support/fax/world.htm

10.11  下层进纸盘（选购）
您可以增加下层进纸盘。关于附件信息，请参阅第 17 页。

有关本机可以装入的纸张数量，请参阅第 166 页。
• 设置记录纸尺寸和类型：
– 下层进纸盘 1 的纸张尺寸（功能 #382）

– 下层进纸盘 1 的纸张类型（功能 #385）

– 下层进纸盘 2（ ）的纸张尺寸（功能 #389）

– 下层进纸盘 2（ ）的纸张类型（功能 #386）

• 您可以更改左边距（功能 #394）。

• 在开始安装下层进纸盘之前，确保从本机拔出电源线插头。

• 应在使用前设置下层进纸盘的类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31 页。

• 安装后，您可以在进行下列操作时选择要使用的下层进纸盘：
– 列表和报告打印时的进纸盘设置（功能 #390）。

– 传真时的进纸盘设置（功能 #440）。

– 复印时的进纸盘设置（功能 #460）。

– PCL 的进纸盘设置（功能 #760）。

• 若要通过计算机使用下层进纸盘，您需要更改打印机属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32 页。

下层进纸盘注意事项

• 不要使下层进纸盘掉落。

10.10 中央管理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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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下或安装时，请用双手拿住下层进纸盘。
载满记录纸时，下层进纸盘重量如下。

– 大约 5.2 kg

 5.2 kg

• 不要将本机安装在不稳定或者容易受到振动的地方。安装下层进纸盘并且载满记录纸时，本机重量如下。
– 大约 11.7 kg

• 移动本机时，确保事先拆下下层进纸盘以分开移动。如果将本机和下层进纸盘一起移动，则下层进纸盘可能会
掉落。

10.11.1  设置下层进纸盘

应在使用前设置下层进纸盘的类型。

设置下层进纸盘 1 的类型

1. 菜单   3 9 6   设定 *1

2. 选择所需的设置。  设定 *1

– "LEGAL"
3. ： 菜单 / ：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注释

• 执行此项设置之后，应该关闭本机电源开关，然后再打开。

设置下层进纸盘 2 的类型

1. 菜单   3 9 7   设定 *1

2. 选择所需的设置。  设定 *1

– "LEGAL"
3. ： 菜单 / ：

*1 仅限双行 LCD 机型。（ ）

10.11.1 设置下层进纸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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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执行此项设置之后，应该关闭本机电源开关，然后再打开。

若要在计算机上使用下层进纸盘，请执行下列操作。

1. 打开打印机窗口。
对于 Windows XP：
[打印机和传真]
对于 Windows Vista：
[控制面板]  [打印机]
对于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控制面板]  [设备和打印机]

2. 选择本机的名称。

3. 打开打印机属性窗口。
对于 Windows XP：
在 [文件] 菜单中选择 [属性]。
对于 Windows Vista：
在 [组织] 菜单中选择 [属性]。
对于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右击本机的图标。  [打印机属性]

4. 在[设备]选项卡上单击[自动设置]。  [确定]
• 将自动检测下层进纸盘。

如果设置未被自动更改，请手动更改。

5. [确定]

10.11.1 设置下层进纸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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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帮助

11.1  报告信息（仅限支持传真的机型）
若要表示本机的传真发送/接收状态，下列其中一条信息将打印在发送报告和通讯报告上（第 121 页）。

留言 代码 原因和解决方法

通信错误 40-42
46-72

FF

• 发生了发送或接收错误。请再试一次或检查对方的情
况。

43
44

• 发生了线路故障。请将电话线连接到另一个插孔，然
后再试一次。

• 发生了海外发送错误。请尝试使用海外模式（功能
#411）。

原稿卡纸 ----- • 清除卡住的文稿（第 154 页）。

对方传真机故障或错误 53
54
59
70

• 因为对方传真机的故障而发生了发送或接收错误。请
检查对方的情况。

拒接传真过滤器 ----- • 本机的垃圾传真过滤器功能拒绝接收传真。

存储已满 ----- • 由于记录纸不够或记录纸卡纸，存储器中已存满了收
到的传真。装入纸张（第 31 页）或取出卡住的纸
（第 148 页）。

• 如果计算机传真设置（功能 #442）设为 "始终"，请

检查计算机和本机之间的连接。

• 如果传真预览模式（功能 #448）设置为 "开"，请使

用通过 LAN 连接到计算机的网络浏览器进行查看、
打印或保存文稿，然后删除不需要的文稿

（第 108 页）。（ ）

没有原稿 / 进纸盘拾纸失败 ----- • 文稿没有正确送入本机。请重新插入并再试一次。

• ADF 顶盖未完全关闭。用力推 ADF 顶盖的前部和后
部边缘，然后再次送入文稿。

其他传真无响应 ----- • 对方的传真机占线或记录纸用完。请再试一次。

• 对方传真机的振铃次数太多。手动发送传真
（第 96 页）。

• 对方的机器不是传真机。请检查对方的情况。

• 您拨打的号码无效。

按了 ‘停止’ 键 ----- • 按了 /停止 ，传真通讯被取消。

机盖被打开了 ----- • 前盖被打开了。请关好并再试一次。

好 ----- • 传真发送或接收成功。

11.1.1  Internet 传真报告信息（错误代码列表）

如果无法发送或接收 Internet 传真，则通讯和发送报告上会显示错误代码。如果无法按以下说明解决问题，请咨询
网络管理员。

错误代码 原因 解决方法

C0 网络有问题。 检查 10 Base-T/100 Base-TX/1000 Base-T 缆线连
接。

C1 在初始过程中出现通讯错误。 要求对方重新发送文稿。

11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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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原因 解决方法

C2 由于电子邮件太大，失去连接。
SMTP 设置错误。

将文稿分割成更小的部分，并重新发送。检查
SMTP 设置。

C3 电子邮件地址错误。 检查注册的电子邮件地址。

C5 网络有问题。 检查 10 Base-T/100 Base-TX/1000 Base-T 缆线连
接。

C6 无法访问指定的 SMTP 服务器。 检查 SM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设置。

C7 网络有问题。 检查 10 Base-T/100 Base-TX/1000 Base-T 缆线连
接。

C8 不支持所接收数据的格式。 要求发件人重新发送支持格式的附件数据，如
下所示：
• TIFF-F 格式

• 符合纸张尺寸的图像数据

C9 无法访问 POP 服务器（错误的 POP 服务
器 IP 地址）。POP 服务器已关闭。

检查 PO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CA 无法访问 POP 服务器（用户名或密码错
误）。

检查 POP 用户名和密码以及 APOP 设置。

CC-CD 从 DNS 服务器接收的错误/DNS 服务器连
接超时/DNS 服务器关闭。

检查 POP 服务器名称。检查 SMTP 服务器名
称。检查 DNS 服务器 IP 地址。

CE 当连接 SMTP 服务器时验证失败（SMTP
验证）。

检查 SMTP 验证用户名和密码。

11.2  一般信息
关于本机状态，显示屏中将显示下列一条或多条信息。

显示屏 原因和解决方法

"请联系维修人员" • 本机发生了故障。请与维修人员联系。

"硒鼓故障 请更换" • 硒鼓发生了故障。请更换硒鼓和墨盒。

"请检查原稿" • 文稿没有正确送入本机。取出文稿，然后按 /停止  以清除该信息。重新插入

文稿。如果频繁发生送纸错误，请清洁送纸滚筒（第 157 页），然后再试一
次。

• ADF 顶盖未完全关闭。用力推 ADF 顶盖的前部和后部边缘，然后再次送入文
稿。

"请检查硒鼓" • 没有正确插入硒鼓。重新正确插入硒鼓（第 23 页）。

"请检查记录纸#1" • 未安装记录纸或者标准进纸盘缺纸。请安装纸张（第 32 页）。

• 记录纸没有正确送入本机。重新插入记录纸（第 32 页）。

• 未安装标准进纸盘或未完全插入。将标准进纸盘装入本机。

11.2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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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 原因和解决方法

"请检查记录纸 纸盘#1" • 装入的记录纸不是适当的尺寸。装入画面上所显示尺寸的记录纸。

• 如果经常显示该信息，另外请更改记录纸尺寸设置（功能 #380）。

• 记录纸尺寸设置（功能 #380）设为下面的设置，这样接收的传真就会存储到存
储器中。

– "B5(ISO)"/"B5-R(JIS)"
– "B5(JIS)"/"B5-R(ISO)"
– "16 开"/"16K-R"
更改记录纸尺寸设置并装入适当的记录纸。

注释

• "#1"：检查标准进纸盘。显示的纸张尺寸取决于记录纸尺寸设置（功能

#380）。

• "#2"：检查多用途纸盘。显示的纸张尺寸取决于记录纸尺寸设置（功能

#381）。

• "#3"：检查下层进纸盘 1。显示的纸张尺寸取决于记录纸尺寸设置（功能

#382）。

• "#4"：检查下层进纸盘 2。显示的纸张尺寸取决于记录纸尺寸设置（功能

#389）。

"请检查记录纸进纸 进纸

盘#1"
• 记录纸没有正确送入本机。重新放入记录纸。

• 如果频繁发生送纸错误，请清洁拾取滚筒（第 159 页），然后再试一次。

"请检查背部机盖" • 后机盖被打开了。牢牢关闭。

"正在冷却定影组件 请稍

等"
• 本机正在冷却熔融装置。请稍候。

"硒鼓将近使用寿命" • 硒鼓即将达到使用寿命。如果您身边没有新的硒鼓和墨盒，则您应该尽快买一
个，因为当前的硒鼓即将达到使用寿命。

"硒鼓寿命已尽" • 硒鼓已达到使用寿命。请立即更换硒鼓和墨盒。

"超出电子邮件容量" • 执行扫描到电子邮件地址时，扫描页数或扫描数据的文件大小超过了限制。将文
稿分成几个部分。

"有传真文稿存储" • 本机的存储器中存有传真。请参阅其他显示信息说明以将传真打印出来。关于传
真存储器容量，请参阅第 162 页。

"传真预览" • 如果传真预览模式（功能 #448）设置为 "开"，
– 使用通过 LAN 连接到计算机的网络浏览器查看、打印或保存接收的传真文
稿，然后删除不需要的文稿（第 108 页）。

– 将设置变为 "关"。保存在存储器中的传真文稿将被自动打印。

"超出文件容量" • 执行扫描到 FTP 服务器或者扫描到 SMB 文件夹时，扫描页数或扫描数据的文件
大小超过了限制。将文稿分成几个部分。

"请确认关好内盖" • 内盖被打开了。请关好盖。

"复印暂停" • 由于出现问题（示例：记录纸不够或记录纸卡住），复印已停止。请参阅显示的
其他信息说明以继续复印。

"使用环境温度过低" • 本机内部温度太低，无法正常操作。在温暖的区域使用本机。

"存储已满" • 当进行存储器发送时，正在存储的文稿超过了本机的存储器容量。请手动发送整
个文稿。

• 当进行复印时，正在存储的文稿超过了本机的存储器容量。请按 /停止  清除

此信息。将文稿分成几个部分。
• 地址簿中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存储新项目。删除不需要的项目（第 57 页）。

11.2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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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 原因和解决方法

"调制解调器故障" • 本机的调制解调器发生了故障。请与维修人员联系。

"没有传真信号回应" • 对方的传真机占线或记录纸用完。请再试一次。

"没有记录纸 进纸盘#1" • 未装入记录纸或者进纸盘缺纸。装入纸张。

"记录纸卡纸"
"请打开后盖"
"请打开前盖"

• 记录纸卡纸。取出卡住的纸张（第 148 页）。

"PCFAX" • 如果计算机传真设置（功能 #442）设置为 "始终"，
– 检查计算机和本机之间的连接。

– 检查计算机是否已打开。

"请稍等" • 本机正在预热。请稍候。

"传真提取中出错" • 对方的传真机不提供查询功能。请检查对方的情况。

"超出重拨时间" • 对方的传真机占线或记录纸用完。请再试一次。

"原稿卡纸  请取出" • 文稿被卡住。清除卡住的文稿（第 154 页）。

• 试图使用自动送稿器发送或复印长于 600  的文稿。取出文稿，然后按 /停止

以清除该信息。将文稿分成两页或多页，然后再试一次。
• ADF 顶盖未完全关闭。用力推 ADF 顶盖的前部和后部边缘，然后再次送入文
稿。

"请清除记录纸背面" • 记录纸停留在后侧。从后侧取走记录纸。

"请清除记录纸 进纸盘

#2"
• 当试图接收传真或打印报告时，记录纸装载在多用途纸盘中。从多用途纸盘中取
出记录纸。

"接收存储已满" • 由于记录纸不够或记录纸卡纸，存储器中已存满了收到的传真。装入纸张
（第 31 页）或取出卡住的纸（第 154 页）。

• 如果计算机传真（功能 #442）设置为 "始终"，
– 检查计算机和本机之间的连接。

– 检查计算机是否已打开。

• 如果传真预览模式（功能 #448）设置为 "开"，
– 使用通过 LAN 连接到计算机的网络浏览器查看、打印或保存接收的传真文
稿，然后删除不需要的文稿（第 108 页）。

– 将设置变为 "关"。保存在存储器中的传真文稿将被自动打印。

"休眠" • 本机处于节电模式（功能 #403）达到 5 分钟后，将进入休眠状态。请按任意键
使本机进入待机模式以便进行下一步操作。

注释

• 当本机发出警报蜂鸣声或显示错误消息时，可能无法进入睡眠模式。

"墨粉已用完" • 墨粉用完了。请立即更换墨盒。

"墨粉即将用完" • 墨粉已达到使用寿命。您很快就要更换墨盒。

"发送出现错误" • 发生了发送错误。请再试一次。

"USB 集线器不支持" • 不支持 USB 集线器。请勿通过 USB 集线器连接。

"USB 存储器 访问出错" • USB 存储设备在被读/写访问时被移除。插入设备并重新执行操作。

• 当 USB 存储设备正在被读/写访问时出现故障。使用计算机，检查设备是否可正
常被读取和写入。

11.2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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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 原因和解决方法

"USB 存储器 超出文件容

量"
• USB 存储设备上已没有空间保存新数据。使用计算机删除不需要的数据。

• 当执行扫描到 USB 存储器时，扫描的总页数超过了限制。将文稿分成几个部
分。

"USB 存储器 格式化错

误"
• 介质未格式化或已格式化成不支持的格式（例如 NTFS）。使用计算机格式化为

FAT32。格式化会删除 USB 存储设备上的所有数据。请务必在格式化前备份您
的数据。

"USB 存储器 媒介出错" • 连接了不支持的 USB 存储设备。无法使用带有特定安全功能或集线器功能的设
备。

"USB 存储器无响应" • USB 存储设备没有响应。使用另一个 USB 存储设备。

"USB 存储器 未插入" • USB 存储设备已从本机上移除。请重新插入。

• 本机上没有插入 USB 存储设备。请插入一个。

"USB 存储器不支持" • 插入了非 USB 存储设备。请勿连接不支持的设备。

"USB 存储器 写保护" • USB 存储设备的写保护开关位于锁定位置。解锁开关以允许写访问。

• USB 存储设备中的保存文件夹设置为“只读”。使用计算机将保存文件夹设置
为“可写”。（有关保存文件夹名称规范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30 页。）

11.2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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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界面信息

显示屏 原因和解决方法

"连接错误" •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网络配置不正确。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 服务器已关闭。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数据错误" • 本机与计算机之间的缆线没有正确连接。请检查连接（第 25 页、第 29 页）。

•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网络配置不正确。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 您的计算机可能没有足够的内存。将扫描的清晰度改为较低并重试。

• 电子邮件服务器配置需要验证。检查电子邮件服务器的设置。

• SMB 文件夹为只读。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登录错误" • 服务器的登陆名称或密码错误或者您没有权限登陆到服务器。请咨询您的网络管
理员。

"名称错误" • 服务器名称错误。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 服务器已关闭。请咨询网络管理员以启动服务器。

"离线" • 本机与计算机之间的缆线没有正确连接。请检查连接（第 25 页、第 29 页）。

• 检查计算机是否已打开。

"路径错误" • FTP 服务器或 SMB 文件夹的路径错误。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电脑访问错误" • 检查计算机是否已打开。

• 多功能机的扫描应用程序在计算机上无法正确运行。请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再
试一次。

• 如果您的计算机正忙，请关闭其他应用程序。

• 您的防火墙软件正在阻止 LAN 连接。禁用防火墙软件或者更改防火墙设置以允
许本机访问您的计算机。

"电脑连接失败" • 本机与计算机之间的缆线没有正确连接。请检查连接（第 25 页、第 29 页）。

• 计算机存在某种问题。（例如：确认计算机已开启。）

• 多功能机的扫描应用程序在计算机上无法正确运行。请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再
试一次。

11.3 界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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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某个功能无法操作时

11.4.1  一般情况

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本机无法操作。 • 请检查连接（第 25 页、第 29 页）。

记录纸出口迅速堆满纸或
者记录纸没有正确叠放在
记录纸出口。

• 高湿度可能导致记录纸卷曲。试着将纸张翻过来，然后重新插入。如果纸张过于
卷曲，请从记录纸出口中取出纸张。如果此问题仍然存在，请用新开封的纸张重
试。

无法调整音量，无法显示
存储在地址簿中的项目。

• 本机设置为扫描模式或复印模式。将本机设置为传真模式。如果此问题仍然存
在，请与维修人员联系。

一次送入多页记录纸。 • 如果记录纸裁切不当，一次可能会送入多页记录纸。翻松纸张数次然后再试。如
果无法解决问题，则减少纸盘内记录纸的数量，然后再试。

当使用以下项目时，会显
示打印错误。

– PC FAX（ ）

– 远程控制

– 无线 LAN 设置工具

（ ）

• 打印机驱动程序用于 PC FAX、远程控制和无线 LAN 设置工具。发送错误显示
成打印错误。

多功能机不能正常操作。 • 如果 USB 缆线连接到 USB 集线器，请将缆线直接连接到计算机上的 USB 连接
端口。

• 确保安装了计算机上运行的 Windows 版本的 新 Service Pack。有关详细信息，
请访问 Microsoft 网站。

• 检查计算机是否有足够的内存和硬盘空间。如果您的计算机提示内存不足，请关
闭其他应用程序。如果硬盘中没有足够的空间，请删除不必要的文件。

• 卸载多功能机一次，然后重新安装。

无法安装或卸载多功能
机。

• 安装或卸载多功能机时所需的一些文件可能已损坏。使用 MfsCleaner 实用程序
（在附带的 CD-ROM 中）解决此问题。
1. 将附带的 CD-ROM 插入 CD-ROM 驱动器。

– 安装程序将自动启动。

2. [工具]  [清除工具]
3. 单击 [清理]，然后单击 [是] 以重新启动计算机。

注释

• 若要重新安装多功能机，请参阅第 28 页。

使用多功能机时无法查看
使用说明书。

• 将使用说明书预先安装到计算机（第 29 页）。

当使用下列功能时，在
[目标设备] 或 [选择设
备] 对话框中找不到本
机。
– 扫描

– 远程控制

– PC FAX（ ）

– 设备监视器

• 尚未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在计算机上安装它（第 28 页）。

忘记了通过遥控操作进行
功能编程的密码。

• 您可能已经更改了进行功能编程的密码。如果您不记得密码，请使用功能 #155
指定一个新的编程密码。要求您输入当前的密码时，请输入 "0101"。

忘记了限制模式设置的当
前管理员代码（功能
#151）。

• 您可能已更改了管理员代码。如果您不记得密码，请使用功能 #151 指定一个新

密码。要求您输入当前的密码时，请输入 "0101"。

11.4 某个功能无法操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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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与电子邮件相关的功能无
法正常运行（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 对于需要 Secure Sockets Layer（安全套接字层）（SSL）加密环境以发送和接收
电子邮件的情况，可能需要额外设置电子邮件服务器和/或使用另外的电子邮件
系统。

11.4.2  打印故障

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记录纸打印时褶皱或折
叠。

• 确保记录纸已正确装入（第 31 页）。

• 试着将纸张翻过来，或者旋转 180 度。

打印质量差（例如文稿上
有污迹、污点或线条）。

ABC

• 某些纸张附有说明，建议您在哪一面打印。请将记录纸翻过来。

• 您可能用过含有 20 % 以上的棉或纤维的纸，如信头纸或用于履历表的纸。

• 记录纸太潮湿。请使用新纸。

已经更换了记录纸，但打
印质量仍然较差。

• 扫描器玻璃或滚筒因为粘有涂改液等而变脏了。请进行清洁（第 156 页、
第 157 页）。在文稿上的涂改液完全晾干之前，请不要插入文稿。

• 功能 #482 的墨粉节省模式被打开了。

• 剩余的墨粉不多了。请更换墨盒。

• 若要检查硒鼓的寿命和质量，请打印一份打印机测试表（第 121 页）。如果打印
质量仍然不佳，则更换墨盒和硒鼓。

本机排出空白纸张。 • 将本机作为复印机使用时，放置文稿时面向了错误的方向。

• 对方没有将文稿正确地放在其传真机上。请检查对方的情况（仅限支持传真的机

型）。（ ）

无法安装或卸载 PCL 打
印机驱动程序。

• 在安装菜单中选择 [修改]  [添加驱动程序]  [添加 PCL 打印机驱动程序]
可以安装 PCL 驱动程序。

• 若要卸载 PCL 打印机驱动程序，请单击 [控制面板] [卸载程序]
[Panasonic PCL 打印机驱动程序] [卸载]。

• PCL 驱动程序可以在附带 CD-ROM 上的下列文件夹中找到。

CPU 文件夹路径

32 位 “D:\Drivers\Object\Printer\32bit\PCL”

64 位 “D:\Drivers\Object\Printer\64bit\PCL”

（“D”是 CD-ROM 驱动器的盘符）

无法安装或卸载 PS 打印
机驱动程序。

• 在安装菜单中选择 [修改]  [添加驱动程序]  [添加 PS 打印机驱动程序]
可以安装 PS 驱动程序。

• 若要卸载 PS 打印机驱动程序，请单击 [控制面板]  [卸载程序] 
[Panasonic PS 打印机驱动程序]  [卸载]。

• PS 驱动程序可以在附带 CD-ROM 上的下列文件夹中找到。

CPU 文件夹路径

32 位 “D:\Drivers\Object\Printer\32bit\PS”

64 位 “D:\Drivers\Object\Printer\64bit\PS”

（“D”是 CD-ROM 驱动器的盘符）

11.4.2 打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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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无法安装或卸载 XPS 打
印机驱动程序。

• 在安装菜单中设置 [修改]  [添加驱动程序]  [添加 XPS 打印机驱动程序]
可以安装 XPS (XML Paper Specification) 驱动程序。

• 若要卸载 XPS 打印机驱动程序，请单击 [控制面板] [卸载程序]
[Panasonic XPS 打印机驱动程序] [卸载]。

• XPS 打印机驱动程序可以在附带 CD-ROM 上的下列文件夹中找到。

CPU 文件夹路径

32 位 “D:\Drivers\Object\Printer\32bit\XPS”

64 位 “D:\Drivers\Object\Printer\64bit\XPS”

（“D”是 CD-ROM 驱动器的盘符）

当从 Microsoft

PowerPoint® 或其他应用
程序打印时，彩色和灰度
对象以黑色（而不是灰度
方式）打印。

• 在打印对话框中选择 [颜色] 或取消 [灰度] 旁边的对号，以便用灰度方式正确打
印彩色或灰度对象。

在将本机用作打印机时，
打印结果发生变形。

• 通过 USB 将本机连接到计算机时，如果使用计算机取消打印，然后立即重新开
始打印，打印结果可能发生变形。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您必须在重新打印前等
待 60 秒钟。

墨粉未定影在从后侧排出
的记录纸上。

• 后盖内的绿色推杆处于松开位置。将绿色推杆向上推到原来的位置。此外，请确
保在打印后牢牢关闭后盖。

忘记了密码打印功能的密
码。

• 您可能已经更改了密码。如果您忘记了密码，请运行密码打印应用程序，然后删
除所有打印作业。单击 [设置] 按钮，然后将新的密码输入 [设置] 对话框中。

使用以下功能时无法在本
机显示中找到我的计算机
或打印作业。
– 密码打印

– 校样打印

• 从应用程序进行的打印还未完成。请确认密码打印应用程序列表中存在打印作
业。

• 确保计算机未被关闭、处于睡眠模式或注销状态。

11.4.3  扫描器

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不能扫描。 • 当以高清晰度扫描时，需要大量可用的内存空间。如果您的计算机提示内存不
足，请关闭其他应用程序，然后再试一次。

• 选择较低的清晰度并重试。

• 缩小扫描区域并重试。

1. 若要预览扫描的图像，请单击 [预览]。
2. 您可以拖动选择框以指定扫描区域。

3. 单击 [扫描] 以开始扫描。

• 本机正在使用中。请稍候再试。

• 硬盘中没有足够的空间。请删除不需要的文件，然后再试一次。

• 检查计算机和本机之间的连接（第 25 页、第 29 页）。

• 请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再试一次。

• 您试图扫描的文稿长于您设置的纸张尺寸。请更改设置或将文稿分成合适的纸张
尺寸，然后再试一次。

将本机用作扫描器时，文
稿不送入本机（仅自动送

稿器）。（ ）

• 从自动送稿器中取出文稿，然后重新插入。

即使单击了[取消]，扫描
也仍继续进行。

• 请等待。可能需要等一会儿才能接受取消请求。

11.4.3 扫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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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当从本机（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扫描文稿时，所
需计算机的名称不显示在

本机上。（ ）

• 尚未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在计算机上安装它（第 28 页）。

• 计算机名称列出功能已经设成 [关]。将 [设备中计算机名称列表] 设置为 [开]
（第 42 页）。

• LAN 中与本机相连的计算机达到 大数量（ 多 30 台计算机）。在其他计算机
（第 42 页）上将 [设备中计算机名称列表] 设置为 [关]。

扫描（复印）结果上出现
条纹（纹路）。

• 干扰条纹（波纹）的发生可能取决于原稿类型及扫描（复印）清晰度。尤其当扫
描印刷品（杂志和手册等）时这种条纹可能发生。这属于扫描器的正常现象。但
是，更改清晰度可能会改善这种情况。

11.4.4  复印机

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本机不能复印。 • 在编程过程中不能进行复印。编程结束后进行复印。

• 没有正确设置文稿（第 38 页）。

• 没有装入记录纸或者本机的记录纸已用完。装入纸张（第 31 页）。

复印的文稿上的文字不清
晰。

• 原稿太深或太淡。更改对比度（第 80 页）然后再试一次。

复印的文稿太深，因此无
法读取。

• 您使用了彩纸作为文稿。请更改对比度（第 80 页）并使用 "文本" 清晰度

（第 80 页）复印一份稍浅的文稿。

11.4.5  传真 

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不能发送文稿。 • 电话线连到了本机上的 [分机接口] 插孔。请连接到 [电话线接口] 插孔
（第 25 页）。

• 对方的传真机占线或记录纸用完。请再试一次。

• 对方的机器不是传真机。请检查对方的情况。

• 对方的传真机未能自动接收传真。手动发送传真（第 96 页）。

• 将 大传真速度设置为 "14.4kbps"（功能 #418）。

不能发送海外传真。 • 请使用海外发送模式（功能 #411）。

• 请在电话号码结尾加两次暂停或手动拨号。

对方抱怨其收到的文稿上
的文字变形。

• 如果您的电话线路具备特殊的电话服务，如呼叫等待，在传真发送过程中可能启
动了这类服务。请将本机连接到没有这类服务的电话线路。

• 同一线路上的另一台电话没有挂机。挂断分机，然后再试一次。

对方抱怨接收文稿的质
量。

• 尝试复印文稿。如果复印图像清晰，则说明可能是对方的机器有问题。
如果复印的图像不清晰、太深，或者出现黑线、白线或污迹，请参阅第 140 页的
“11.4.2 打印故障”。

• 原稿太深或太淡。更改对比度（第 97 页）然后再试一次。

对方抱怨其收到的文稿太
深而且无法读取。

• 您使用了彩纸作为文稿。请更改对比度（第 97 页）并使用 "文本" 清晰度

（第 97 页）复印一份稍浅的文稿，然后重试。

不能接收文稿。 • 电话线连到了本机上的 [分机接口] 插孔。请连接到 [电话线接口] 插孔
（第 25 页）。

• 计算机传真设置（功能 #442）已启动并且收到的传真文稿将自动转移到计算机
中。使用计算机查看收到的文稿（第 106 页）。

• 传真预览模式（功能 #448）已启动并且收到的传真文稿将自动保存在存储器
中。使用通过 LAN 连接到计算机的网络浏览器查看接收的文稿（第 108 页）。

• 将 大传真速度设置为 "14.4kbps"（功能 #418）。

11.4.4 复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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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不能接收所有的文稿（仅
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

• 启动传真到电子邮件地址（功能 #452）。此时，只能接收传真存储器容量
（第 99 页）内的传真。关闭此功能，然后要求对方重新发送文稿。

不能自动接收文稿。 • 接收模式被设置为电话模式。请设置为传真专用模式（第 99 页）或电话/传真模
式（第 99 页）。

• 应答来电的时间太长。请减少本机应答来电前的振铃次数（功能 #210）。

虽然显示"连接

中．．．．．"，但没有

收到传真。

• 来电不是传真。将接收模式改为电话模式（第 99 页）或电话/传真模式
（第 99 页）。

接收文稿的打印质量差。 • 如果能够正确复印文稿，则说明本机工作正常。对方发送的文稿可能不清晰或者
对方的传真机有问题。请求他们发送更清晰的文稿或者检查他们的传真机。

• 如果不能正确复印文稿，请参阅第 140 页的“11.4.2 打印故障”。

对方抱怨其不能发送文
稿。

• 由于记录纸不够或记录纸卡纸，存储器中已存满了收到的传真。装入纸张
（第 31 页）或取出卡住的纸（第 148 页）。

• 如果计算机传真设置（功能 #442）设为 "始终"，请检查计算机和本机之间的连

接。

• 如果传真预览模式（功能 #448）设置为 "开"，使用通过 LAN 连接到计算机的

网络浏览器查看、打印或保存文稿，然后删除不需要的文稿（第 108 页）。

• 本机未处于传真专用模式。反复按 传真自动接收  以使 传真自动接收  指示灯

点亮。

不能选择所需的接收模
式。

• 如果您想设置传真专用模式：

– 反复按 传真自动接收  以使 传真自动接收  指示灯点亮。

• 如果您想设置电话/传真模式：

1. 使用功能 #404 选择电话/传真模式。

2. 反复按 传真自动接收  以使 传真自动接收  指示灯熄灭。

• 如果您想设置电话模式：

1. 使用功能 #404 选择电话模式。

2. 反复按 传真自动接收  以使 传真自动接收  指示灯熄灭。

当连接了电话分机时，按

9  不能接收文

稿。

• 必须预先将遥控传真启动设置为开（功能 #434）。

• 确切地按 9 。

• 您可能更改了遥控传真启动代码 9 （默认设置）。检查遥控传真启动代

码（功能 #434）。

听不到拨号音。 • 电话线连到了本机上的 [分机接口] 插孔。请连接到 [电话线接口] 插孔
（第 25 页）。

• 如果您使用分离器/耦合器连接本机，请将其取下，将本机直接连接到墙壁插
孔。如果本机操作正常，则检查分离器/耦合器。

• 将本机的电话线拔下，然后连接一台操作正常的电话机。如果此电话操作正常，
请与维修人员联系以便修理本机。如果此电话不能正常操作，请与电话公司联
系。

• 没有连接电源线或电话线。请检查连接（第 25 页）。

• 如果通过计算机调制解调器连接本机，则将本机直接连接到电话线插孔。

不能打电话。 • 拨号模式设置有错误。更改设置（功能#120）。

本机不振铃。 • 关闭了振铃音量。请调节音量（第 20 页）。

对方抱怨他们只能听到传
真音但不能通话。

• 设置了传真专用模式（第 99 页）。请通知对方此号码是传真专用号码。

• 将接收模式改为电话模式（第 99 页）或电话/传真模式（第 99 页）。

11.4.5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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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重拨  或  按键工作

不正常。

• 如果在拨号时按此按键，将会插入暂停。如果在听到拨号音后立即按此按键，将
重拨 后一次拨打的号码。

无法在计算机上接收传真
文稿。

• 确保已预先设置下列功能。
– 计算机传真接收（功能 #442）
– 计算机传真接收的计算机设置（功能 #443）

无法在网络浏览器上显示
已接收传真文稿（仅限支
持 LAN 的机型）。

（ ）

• 确保已预先设置下列功能。
– 网页传真预览模式（功能 #448）
– 网页传真预览遥控代码（功能 #450）

• 打印、复印或扫描过程中无法在网络浏览器上显示已接收传真文稿。请在打印、
复印或扫描后重试。

无法在网络浏览器上删除
已接收传真文稿（仅限支
持 LAN 的机型）。

（ ）

• 删除前请查看、打印或保存收到的传真文稿（第 108 页）。

11.4.6  使用 USB 存储设备

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无法将数据保存至 USB
存储设备。

• 本机上没有插入 USB 存储设备。插入支持的 USB 存储设备（第 129 页）。

• USB 存储设备具有写保护。请解除写保护。（有关解除写保护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设备的资料文件。）

• USB 存储设备可能出现故障。使用计算机，检查设备是否可正常被读取和写
入。

• USB 存储设备上没有足够的空间保存新文件。删除不需要的文件，并重试。

无法打印 USB 存储设备
上保存的文件。

• 本机上没有插入 USB 存储设备。插入支持的 USB 存储设备（第 129 页）。

• 您试图将不同文件格式打印在 1 页上。启动连续打印设置（第 69 页）。

• 文件可能已损坏。尝试在计算机上查看文件。

• 如果文件太大或者为一种不支持的格式。使用支持的文件格式（第 67 页）。

11.4.6 使用 USB 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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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  网络（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无法操作下列功能。
– 计算机打印

– 扫描

– 远程控制

– PC FAX（ ）

– 设备监视器

– 密码打印

– 校样打印

• 如果 LED（橙色）不点亮，确认 LAN 缆线已正确地连接到主板的 LAN 端口。
对于 10Base-T/100Base-TX，缆线应为 CAT 5（5 类）或更高，对于 1000Base-
T，缆线应为 CAT 5e（增强型 5 类）或更高。

• 如果 LED（绿色）闪烁并且您无法执行所需的操作，则本机的 IP 地址可能已更
改。
若要检测 IP 地址，请单击连接出错信息对话框中的 [更改 IP]。检测本机的 IP
地址。

LED（橙色） 通讯链路状态指示
– 熄灭：通讯链路断开

– 点亮：通讯链路接通（任意速度）

LED（绿色） 数据传送或接收指示
– 闪烁：传送或接收数据

注释

• 如果无法检测到 IP 地址，则需手动输入（功能 #501）。计算机与本机的 IP
地址必须在同一本地 IP 地址类别内，如下所示。在与您本地网络规模对应
的类别所指定的数字范围内，设置 IP 地址。

 

类别 子网掩码 IP 地址

A 类 255.0.0.0 10.0.0.1 - 10.255.255.254

B 类 255.255.0.0 172.xx.0.1 - 172.xx.
255.254*1

C 类 255.255.255.0 192.168.xx.1 -
192.168.xx.254*2

*1 本机和计算机应该具有相同数值的“xx”，如下列示例所示。
示例：172.16.0.1 - 172.16.255.254
（“xx”的可用范围为 16 - 31）

*2 本机和计算机应该具有相同数值的“xx”，如下列示例所示。
示例：192.168.0.1 - 192.168.0.254
（“xx”的可用范围为 0 - 255）

 
• 您的防火墙软件阻止连接。禁用防火墙软件或者更改防火墙设置以正常使用多功
能机。

• 如果功能 #580 已设置为 "关"，请将设置更改为 "有线" 或 "无线"。如果功能

#580 已设置为 "无线"，请参阅第 146 页上的“11.4.8 无线 LAN ”。

• 确保网络已正确配置。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当安装多功能机时，本机
不出现在 [选择网络设
备] 对话框中。

• 您的防火墙软件阻止连接，安装程序可能无法列出任何机器。咨询您的网络管理
员，暂时禁用防火墙软件。

• 本机连接到其他网络分段，安装程序可能无法列出任何机器。确保网络已正确配
置。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11.4.7 网络（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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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出现 [Windows 安全警
报] 对话框，并询问是否
阻止 [PCCMFLPD]，而且
在安装 Microsoft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或更高版本后，
无法使用下列功能。
– 计算机打印

– 扫描

– 远程控制

– PC FAX（ ）

– 设备监视器

– 密码打印

– 校样打印

• 单击 [保持阻止]，然后运行 Windows 防火墙设置工具以允许多功能机发送数据
（第 147 页）。

11.4.8  无线 LAN 

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无法检测到无线接入点的
网络名称（SSID）。

• 无线接入点已配置为不显示网络名称（SSID）。手动输入网络名称（SSID）
（功能 #585）。

• 将本机和无线接入点靠近放置，然后重新进行配置。

• 如果附近放有产生电磁波的设备（微波炉、数字无绳电话等）或其他无线 LAN
设备：
– 保持上述设备远离本机和无线接入点。

– 暂时关闭上述设备的电源。

我无法找到网络名称
(SSID) 和/或网络密钥。

• 检查无线接入点的设置信息。有关步骤详细信息，请参阅无线接入点的说明书。

无法将本机连接至无线接
入点。

• 将本机和无线接入点靠近放置，然后重新进行配置。

• 如果附近放有产生电磁波的设备（微波炉、数字无绳电话等）或其他无线 LAN
设备：
– 保持上述设备远离本机和无线接入点。

• 无线接入点的设置错误。检查无线接入点的设置信息，然后重新进行配置。有关
步骤详细信息，请参阅无线接入点的说明书。

• 无线接入点配置为限制从特定设备访问。检查无线接入点的设置。

无线通讯缓慢和/或不稳
定。

• 如果本机和无线接入点之间存在障碍物，请尽可能将本机靠近无线接入点放置。

• 如果附近存在产生电磁波的设备（电视机、微波炉、数字无绳电话等），请使本
机和无线接入点远离上述设备。

11.4.9  使用答录机

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不能自动接收文稿。 • 您的答录机中的应答信息太长。请将其缩短。请录制少于 10 秒钟的留言。

• 答录机的振铃次数太多。请设置为 1 次或 2 次振铃。

不能接收留言。 • 检查答录机是否被启动并正确连接到本机（第 100 页）。

• 将答录机的振铃次数设置为 1 次或 2 次。

虽然按了遥控操作代码来
接通答录机，但线路被中
断。

• 代码中可能包含"#"，它用于电话公司提供的某些特定功能。请将答录机中的代

码改为其他号码，使其不包含"#"。

11.4.10  如果停电

• 本机将不工作。

• 当前在存储器中的任何文稿（如在复印、计算机打印过程中）将会丢失。

11.4.8 无线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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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支持传真的机型（ ）：

• 本机在设计上不具备停电时拨打紧急电话的功能。因此应另作安排以接入紧急服务。

• 传真发送和接收将被中断。

• 传真发送或传真接收过程中的文稿会丢失。

• 电源恢复时将打印停电报告，以告知存储器中的哪些传真项目已被删除。

11.4.11  Microsoft Windows 用户的防火墙设定工具（仅支持 LAN 的机型）

安装完 Microsoft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或更高版本/Windows Vista/Windows 7 后，由于 Windows 防火墙功能
会激活并阻止连接，您将无法使用下列功能。
– 设备监视器

– LPD 管理器（网络管理工具）

Windows 防火墙设置工具允许您更改 Windows 防火墙安全设置并正确使用上述功能。

1. 将本机附带的 CD-ROM 放入 CD-ROM 驱动器中。
• 如果出现 [语言选择] 对话框，选择想要使用本软件时需要的语言。单击 [确定]。

2. [工具]  [Windows 防火墙设置]

3. [添加到例外列表]  [确定]  [确定]

确认安全设置（对于 Windows XP 用户）

1. [控制面板]  [安全中心]
2. [Windows 防火墙]
3. 单击 [例外] 选项卡。
4. 确认 [Panasonic Trap Monitor Service] 和 [Panasonic LPD] 在 [程序和服务] 列表中显示出来并处于选中状

态。

确认安全设置（对于 Windows Vista 用户）

1. [控制面板]  [安全中心]
2. [Windows 防火墙]
3. [更改设置]
4. [继续]
5. 单击 [例外] 选项卡。
6. 确认 [Panasonic Trap Monitor Service]、[Panasonic LPD Manager] 和 [Panasonic LPD] 在 [程序或端口] 列

表中显示出来并处于启用状态。

确认安全设置（对于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10 用户）

1. [控制面板]  [系统和安全]  [Windows 防火墙]  [高级设置]
2. [入站规则]
3. 确认 [Panasonic Trap Monitor Service]、[Panasonic LPD Manager] 和 [Panasonic LPD] 在 [入站规则] 列表

中显示出来并处于启用状态。

11.4.11 Microsoft Windows 用户的防火墙设定工具（仅支持 LAN 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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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卡纸

12.1  记录纸卡纸
显示屏中将显示下面的信息：

– "记录纸卡纸"
 
"请打开后盖"
"请打开内盖"

12.1.1  当记录纸在后盖内部卡住时

注意

• 请勿强行拉出卡住的纸张。

1. 按住左侧盖开盖杆（ ），然后拉开后盖。

A

2. 按下两个绿色推杆（ ），直至它们不动为止。

A

注释

• 如果纸张在自动双面打印装置附近卡住
（第 149 页 上的情况 3），可忽略此步
骤。

3. 取出卡住的纸张。
• 如果纸张在滚筒附近卡住，请参阅情况 1
（第 148 页）。

• 如果纸张在熔融装置附近卡住，请参阅情况 2
（第 149 页）。

• 如果纸张在自动双面打印装置附近卡住，请参
阅情况 3（第 149 页）。

4. 将绿色推杆（ ）向上推到原来的位置。

A

5. 完全关上后盖。

情况 1：录纸在滚筒附近卡住时：

• 如果记录纸的底边（ ）位于滚筒下，请旋转金属

滚筒，直至记录纸松开，然后将其拉出。

12 卡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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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如果记录纸的顶边（ ）露在外面，请手持卡纸的

前端将其拉出。

B

情况 2：记录纸在熔融装置附近卡住时：

• 打开内盖，然后通过握住内盖向您的方向拖，小心

地取出卡住的纸张（ ）。

A B

注意

• 熔融装置（ ）会变热。请勿触摸。

情况 3：当记录纸在自动双面打印装置附近卡住时：

向您自己的方向拉纸，以小心地取出卡住的纸张

（ ）。

A

12.1.2  当记录纸在多用途纸盘附近卡住时

按照以下步骤取出卡住的纸张。

注释

• 请在取出卡住的纸张之前关闭出纸盘和多用途纸
盘。

步骤 1：当记录纸在多用途纸盘内部卡住时：

1. 将盖子提到引导板（ ）上方，直到卡合到位。

12.1.2 当记录纸在多用途纸盘附近卡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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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向您自己的方向拉纸，以小心地取出卡住的纸张

（ ）。

A

3. 取出卡住的纸张之后，按下盖子。
如果仍然显示卡纸消息，请继续到步骤 2
（第 150 页）。

步骤 2：当记录纸在后盖内部卡住时：

1. 按住左侧盖开盖杆（ ），然后拉开后盖。

A

2. 小心地取出卡住的纸张（ ）。

A

• 如果不能取出卡住的纸张，请打开内盖

（ ），取出纸张（ ），然后关上内盖。

12.1.2 当记录纸在多用途纸盘附近卡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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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3. 完全关上后盖。
如果仍然显示卡纸消息，请继续到步骤 3
（第 151 页）。

步骤 3：当记录纸在本机内部卡住时：

1. 取出多用途纸盘。

多用途纸盘注意事项。
• 不要使多用途纸盘掉落。

2. 向您自己的方向拉纸，以小心地取出卡住的纸张

（ ）。

A

3. 将多用途纸盘插入本机中。

12.1.3  当记录纸在下层进纸盘附近卡住时
（ ）

按照以下步骤取出卡住的纸张。

步骤 1：当记录纸在后盖内部卡住时：

1. 按住左侧盖开盖杆（ ），然后拉开后盖。

12.1.3 当记录纸在下层进纸盘附近卡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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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小心地取出卡住的纸张（ ）。

A

如果仍然显示卡纸消息，请继续到步骤 2
（第 152 页）。

步骤 2：当记录纸在下层进纸盘内部卡住时：

1. 取出下层进纸盘（ ）。

A

2. 小心地取出卡住的纸张（ ）。

A

如果仍然显示卡纸消息，请继续到步骤 3
（第 152 页）。

步骤 3：当记录纸卡在下层进纸盘 1 的后盖附近时

（仅适用于下次进纸盘 2 支持的型号）（ ）：

1. 打开下层进纸盘 1 的后盖。

2. 向您自己的方向拉纸，以小心地取出卡住的纸张

（ ）。

12.1.3 当记录纸在下层进纸盘附近卡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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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关闭下层进纸盘 1 的后盖。

12.1.4  当进纸盘中的记录纸未正确送入本机时

显示屏中将显示下面的信息：

– "请检查记录纸进纸 进纸盘#1"（标准进纸盘）

– "请检查记录纸进纸 进纸盘#3"（下层进纸盘 1）
（ ）

– "请检查记录纸进纸 进纸盘#4"（下层进纸盘 2）
（ ）

1. 将显示屏上指示的进纸盘完全拉出。

2. 重新装入记录纸。

3. 将进纸盘插入本机中。

注释

• 如果记录纸引导板中央夹得太紧，可能会导致送
纸错误。

• 如果仍显示信息，请检查记录纸规格，然后重新
装入记录纸。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1 页。

• 如果本机中残留任何记录纸张，请从本机内取
出。

12.1.5  当多用途纸盘中的记录纸未正确送入本
机时

显示屏中将显示下面的信息：

– "请检查记录纸进纸 进纸盘#2"

1. 将盖子提到引导板（ ）上方，直到卡合到位。

A

2. 取出记录纸。

3. 重新放入记录纸。

4. 装入纸张之后，按下盖子（ ）。

A

注释

• 如果仍显示信息，请检查记录纸规格，然后重新
装入记录纸。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5 页。

12.1.4 当进纸盘中的记录纸未正确送入本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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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文稿卡纸（自动送稿器）
显示屏中将显示下面的信息：

– "原稿卡纸  请取出"

注意

• 在抬起 ADF 盖之前，切勿用力拉出卡住的文
稿。

1. 按住文稿盖（ ），同时打开 ADF 盖（ ）。

A

B

2. 小心地取出卡住的文稿（ ）。

当文稿在文稿入口附近卡住时：

A

• 如果不能取出卡住的文稿（ ），请打开文稿

盖并取出文稿，然后关上文稿盖。

A

当文稿在文稿出口附近卡住时：

A

• 如果不能取出卡住的文稿，请打开内盖（ ）

并取出文稿（ ），然后关上盖子。

A B

3. 关上 ADF 盖。

12.2 文稿卡纸（自动送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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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按 /停止  清除此信息。

12.2 文稿卡纸（自动送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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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清洁

注意

• 不要使用纸制品，如纸毛巾或纸巾进行清洁。

• 不要使用易燃液体或喷雾清洁器。

13.1  清洁白色盖板和玻璃
当下列纸张上出现黑线、白线或脏图案时，请清洁白
色盖板和玻璃：
– 记录纸，

– 原稿，

– 扫描的数据，或

– 对方收到的传真文稿。（ ）

1. 打开文稿盖（ ）。

A

2. 按住文稿盖，同时清洁白色盖板（ ）和扫描器

玻璃（ ）。

A

B

3. 关上文稿盖（ ）。

A

13 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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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清洁送稿器滚筒 
经常发生送纸错误时，或者在文稿上出现一条线或脏
图案时，请清洁滚筒。

1. 关闭电源开关。

2. 按住文稿盖（ ），同时打开 ADF 盖（ ）。

A

B

3. 使用蘸水的布清洁送稿器滚筒（ ）和盘

（ ），然后让所有部件完全晾干。

A

B

4. 打开内盖（ ）。

A

5. 使用蘸水的布清洁送稿器滚筒（ ），然后让所

有部件完全晾干。

A

6. 关闭内盖和 ADF 盖。

7. 打开电源开关。

13.2 清洁送稿器滚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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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清洁多用途纸盘的记录纸送稿
器滚筒

当从多用途纸盘送入的文稿频繁发生送纸错误时，请
清洁记录纸进纸滚筒。

1. 关闭电源开关。

2. 握住凹槽以打开前盖。

3. 将盖子提到引导板上方，直到其咔哒一声到位。

4. 您可使用稍蘸水的布清洁记录纸进纸滚筒

（ ），然后让所有部件完全晾干。

A

5. 按下盖子。

6. 关上前盖。

7. 打开电源开关。

13.3 清洁多用途纸盘的记录纸送稿器滚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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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清洁拾取滚筒
当标准进纸盘经常发生送纸错误时，请清洁拾取滚
筒。

1. 关闭电源开关。

2. 拉出标准进纸盘（ ）直至其咔哒一声到位，然

后抬起纸盘前端将其完全拉出。

A

3. 使用稍蘸水的布清洁拾取滚筒（ ），然后让所

有部件完全晾干。

A

4. 提起标准进纸盘前端，将其插入本机。随后将其
完全推入本机。

13.4 清洁拾取滚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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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清洁硒鼓

• 如果硒鼓的凹槽变脏，在打印件上可能会出现线
条或污迹。请务必清除硒鼓内残留的墨粉以保证
打印质量。

• 硒鼓清洁器预装在本机中。打开前盖（ ）和后

盖（ ），然后取下本机上连接的清洁器

（ ）。

C

B

A

• 将清洁器（ ）插入左侧凹槽（ ）并从一侧移

动到另一侧至少 3 次以清洁硒鼓内部。为右侧凹

槽（ ）重复该步骤。

A

B
C

注释

• 请务必从头到尾清洁每条凹槽，包括其边缘。

• 清洁后，将清洁器重新装于原处。

13.5 清洁硒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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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般信息

14.1  规格

项目 规格

打印机类型 激光打印机

存储器容量（用于操作和存储的存储器）

DP-MB536
512 MB

DP-MB539
1024 MB

电源 220-240 V AC，50/60 Hz，7.0 A

耗电量

关闭*1 小于 0.35 W

睡眠*1
小于 2.2 W*2

小于 2.6 W*3

小于 3.0 W*4

待机 约 90 W

复印 约 800 W

大 约 1,550 W（打开熔融灯时）

尺寸（宽 × 深 × 高） 约 530 mm × 475 mm × 615 mm

产品重量
约 34 kg（包含附件）
约 31 kg（仅本机）

操作环境 10 ℃ - 32.5 ℃，20 % - 70 % RH（相对湿度）

大月负荷周期 150,000 份打印页

扫描器类型 彩色密接图像传感器（CIS）

文稿尺寸

扫描器玻璃
宽度： 大 216 mm
长度： 大 356 mm

自动送稿器（ ）
宽度： 大 216 mm/ 小 105 mm
长度（单面）： 大 600 mm/ 小 105 mm
长度（双面）： 大 356 mm/ 小 128 mm

有效扫描宽度 208 mm

有效打印宽度
信纸（横向）：271 mm，Legal：208 mm
A4（横向）：289 mm

扫描清晰度
大 1,200 × 1,200 dpi（光学）
大 19,200 × 19,200 dpi（插值）

CIS LED 指示灯特性

LED 放射输出 大 1 mW

波长
红色：630 nm 典型波长
绿色：525 nm 典型波长
蓝色：465 nm 典型波长

放射持续时间 连续

扫描到电子邮件地址存储器容量*5 总计 5 MB（包括页眉和电子邮件）或 100 页，以首先达
到的限制为准。

扫描到 FTP 服务器存储器容量*5 总计 10 MB 或 150 页，以首先达到的限制为准。

扫描到 SMB 文件夹存储器容量*5 总计 10 MB 或 150 页，以首先达到的限制为准。

扫描到 USB 存储器容量 150 页

14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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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格

适用线路*6 公共交换电话网络

调制解调器速度*6
33,600 / 31,200 / 28,800 / 26,400 / 24,000 / 21,600 / 19,200 /
16,800 / 14,400 / 12,000 / 9,600 / 7,200 / 4,800 / 2,400 bps；
自动降速

传真清晰度*6

水平 8 pels/mm

垂直
3.85 线/mm - 标准清晰度，
7.7 线/mm - 精细/照片清晰度，
15.4 线/mm - 超精细清晰度

发送时间*6*7 约 4  秒/页（ECM-MMR 存储器发送）*8

数据压缩系统*6 Modified Huffman（MH）、Modified READ（MR）、
Modified Modified READ（MMR）

传真存储器容量*6

总计 7.9  MB
存储器接收约 400 页
存储器传送约 200 页
（在标准清晰度下以 ITU-T 1 号测试稿为根据。）

打印清晰度 1,200 × 1,200 dpi

打印速度（页/分钟）
（约）

单面

DP-MB539
A4：45 ppm/信纸：45 ppm

DP-MB536
A4：36 ppm/信纸：36 ppm

双面

DP-MB539
A4：45 ppm/信纸：44 ppm

DP-MB536
A4：36 ppm/信纸：36 ppm

激光二极管特性

激光输出 大 15 mW

波长 760 nm - 800 nm

放射持续时间 连续

计算机界面

USB*9*10

LAN (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5*9

无线 LAN (IEEE802.11b/g/n)*11

复印清晰度 大 1,200 × 1,200 dpi

复印速度
A4： 高 45 cpm（每分钟复印份数）
信纸： 高 45 cpm（每分钟复印份数）

14.1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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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格

无线 LAN*11

天线 1 × 1（RX 分集式）

发送方法 SISO（单入/单出）- OFDM、OFDM、DSSS

通讯标准 IEEE802.11n/b/g

频率范围（中心频
率）/频道

2.412 GHz - 2.472 GHz（1 - 13 频道）

数据传送速率*12
IEEE802.11n：6.5 - 150 Mbps
IEEE802.11g：6 - 54 Mbps
IEEE802.11b：1 - 11 Mbps

接入方法 基础设施模式/特殊模式/Wi-Fi Direct

安全*13 WPA/WPA2-PSK (TKIP/AES)
开放系统 (WEP64/WEP128)

WPS PBC 方式（按钮方式），PIN 方式（PIN 代码方式）

RF 输出功率
IEEE802.11n：13 dBm ± 1 dB
IEEE802.11g：13 dBm ± 1 dB
IEEE802.11b：17 dBm ± 1 dB

Internet 传真*5*6

通信协议 TCP/IP、SMTP、POP3、SMTP AUTH、SMTP 之前的 POP

电子邮件格式
MIME Base 64 内容类型：Image/TIFF

Multipart/mixed（text/plain、Image/TIFF）附件格式

数据格式

RFC3949 (RFC2301)，TIFF-FX 极小集

配置文件：TIFF-F
编码方案：MH/MR/MMR
大文稿尺寸（宽 x 长）：216 mm x 600 mm

清晰度：8 点 x 3.85 线/mm，8 点 x 7.7 线/mm，8 点 x 15.4
线/mm

Internet 传真信息确认 MDN

兼容的网络类型 以太网 (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

支持发送的机型 兼容 TTC 标准的 Internet 传真（JT-T37 全双工模式）

*1 基于 IEC 62301 标准。
*2 仅当通过 USB 接口连接且 LAN 模式（功能 #580）关闭时。
*3 仅当连接有线 LAN 时。
*4 仅当连接无线 LAN 时。
*5 仅限支持 LAN 连接的机型。（ ）
*6 仅限支持传真功能的机型。（ ）
*7 发送速度取决于各页的内容、清晰度、电话线路状况和对方机器的能力。
*8 使用原稿模式时，发送速度以 ITU-T 1 号测试稿为根据。如果对方机器的能力低于您的机器，发送时间可能

更长。
*9 为确保符合持续辐射限制：

– 只应使用屏蔽型 A 型公头/B 型公头 USB 缆线（示例：高速 USB 2.0 认证缆线）。
– 只应使用屏蔽型 LAN 缆线。对于 10Base-T/100Base-TX，缆线应为 CAT 5（5 类）或更高，对于 1000Base-

T，缆线应为 CAT 5e（增强型 5 类）或更高。（ ）
*10 若要保护本机，在发生雷雨的地方只应使用屏蔽 USB 缆线。
*11 仅限支持无线 LAN 的机型。（ ）
*12 实际线路速度可能会因网络环境和连接的无线设备而不同。
*13 根据使用的无线路由器（无线接入点），本机和无线路由器之间可能无法连接。连接到 802.11n 时，将安全

选项设为 WPA-PSK (AES) 或 WPA2-PSK (AES)。

14.1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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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1 号测试稿

14.1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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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记录纸尺寸

：支持双面打印。

▲：不支持双面打印。

纸张尺寸
标准进纸盘 多用途纸盘 下层进纸盘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Letter —

Legal — — — —

A4 —

A5 ▲ ▲ —

A6 ▲ — ▲ — — —

B5(ISO/JIS) — ▲ ▲ —

B6(ISO/JIS) ▲ — ▲ — — —

16K — ▲ ▲ —

F4/Folio/
Foolscap — — — —

Mexico
Oficio/India
Legal

— — — —

B4(ISO/JIS) — — — — —

A3 — — — — —

11 × 17 — — — — —

8K — — — — —

信封 #10 — — ▲ — — —

信封 DL — — ▲ — — —

信封
YOUKEI #4 — — ▲ — — —

信封
CHOUKEI #3 — — ▲ — — —

信封
CHOUKEI #4 — — ▲ — — —

日本明信片 — — ▲ — — —

自定义 — — ▲*1 — ▲*1 —

*1 使用计算机进行打印时或复印时，也可以使用自定义尺寸的记录纸。有关自定义尺寸纸张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第 168 页。

14.1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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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纸规格

项目 规格

标准进纸盘

纸张类型
单面

普通纸/薄纸
双面

纸张重量
单面

60 g/m² 至 105 g/m²
双面

多用途纸盘

纸张类型
单面 普通纸/薄纸/厚纸/透明胶片/标签/信封/日本明信片

双面 普通纸/薄纸

纸张重量
单面 60 g/m² 至 220 g/m²

双面 60 g/m² 至 105 g/m²

下层进纸盘

纸张类型
单面

普通纸/薄纸
双面

纸张重量
单面

60 g/m² 至 105 g/m²
双面

载纸盘容量

纸盘类型 纸张类型 进纸盘容量*1 出纸盘容量*2

标准进纸盘

薄纸
(60 g/m² - 75 g/m²) 550*3 150

普通纸
(75 g/m² - 80 g/m²) 550*3 150

普通纸
(80 g/m² - 90 g/m²) 480*3 150

普通纸
(90 g/m² - 105 g/m²) 410*3 150

多用途纸盘

薄纸
(60 g/m² - 75 g/m²) 100*3 150

普通纸
(75 g/m² - 80 g/m²) 100*3 150

普通纸
(80 g/m² - 105 g/m²) 75*3 150

厚纸
(105 g/m² - 165 g/m²) 25 25

厚纸
(165 g/m² - 220 g/m²) 1 1

标签 25 25

信封 10 10

明信片 10 10

透明纸 1 1

14.1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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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盘类型 纸张类型 进纸盘容量*1 出纸盘容量*2

下层进纸盘（选购）

（ ）

薄纸
(60 g/m² - 75 g/m²) 550*3 150

普通纸
(75 g/m² - 80 g/m²) 550*3 150

普通纸
(80 g/m² - 90 g/m²) 480*3 150

普通纸
(90 g/m² - 105 g/m²) 410*3 150

*1 如果装入的纸张超出了指定的量，则可能会出现卡纸和损坏纸张。
*2 纸张数量可能会随使用环境而异。
*3 视纸张类型而定，装入的纸张可能会超出上限标记。在此情况下，请从纸盘中取出部分纸张。

14.1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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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尺寸

（宽 × 长）

项目 规格

普通纸/薄纸/厚纸/标签

A4 210 × 297 mm

A5 148 × 210 mm

A6 105 × 148 mm

Letter 216 × 279 mm

Legal*1 216 × 356 mm

B5 (ISO) 176 × 250 mm

B5 (JIS) 182 × 257 mm

B6 (ISO) 125 × 176 mm

B6 (JIS) 128 × 182 mm

16K 195 × 270 mm

F4/Folio/Foolscap 216 × 330 mm

Mexico Oficio/India Legal 216 × 340 mm

B4 (ISO) 250 × 353 mm

B4 (JIS) 257 × 364 mm

A3 297 × 420 mm

11 × 17 279 × 432 mm

8K 270 × 390 mm

自定义尺寸 请参阅下面的“自定义尺寸纸张”表。

信封

信封 #10 104.7 × 241.3 mm

信封 DL 110 × 220 mm

信封 YOUKEI #4 105 × 235 mm

信封 CHOUKEI #3 120 × 235 mm

信封 CHOUKEI #4 90 × 205 mm

明信片 日本明信片 100 × 148 mm

*1 确定记录纸的实际尺寸。

自定义尺寸纸张

（宽 × 长）

纸盘类型 用于复印
用于打印

GDI PCL/PS

多用途纸盘
85-297 × 200-600 mm*1 

210-297 × 279-432 mm*2
85-297 × 200-600 mm*1 

210-297 × 279-432 mm*2
85-297 × 200-600 mm*1 

210-297 × 279-432 mm*2

下层进纸盘（选购） 210-216 × 279-356 mm 210-216 × 279-356 mm 210-216 × 279-356 mm

*1 用于单面打印
*2 用于双面打印

14.1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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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盒寿命

墨盒需要定期进行更换。墨盒寿命取决于所打印文稿的内容多寡，如下所列。页数基于采用默认打印浓度设置打
印 A4 尺寸纸张时的“ISO/IEC 19752”*1。墨粉量的消耗因文稿类型而异。请参阅以下示例。

*1 “ISO/IEC 19752”是与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含有打印机部件的单色电图打印机和多功能设备用
墨盒容量的测定方法”相关的国际标准。

示例 1 示例 2 示例 3

Table of Contents1.

1. Table of Contents 1. Introduction and Installation Accessories

1.1 Included accessories.1.2 Accessory information.Finding the Controls

1.3 Description of buttons.1.4 Overview Installation

1.5 Toner cartridge and drum unit       

1.6 Document tray 1.7 Output tray1.8 Recording paper2. Preparation 

2.1 Connections 2.2 Turning the power switch ON Help Button2.3 Help function Volume

4. PC Operations/ Setup 4.1 Connecting to a computer

4.2 Installing Multi-Function Station 4.3 Starting Multi-Function Station Printing  

4.4 Using the unit as a printer Scanning 4.5 Using the unit as a scannerRemote Control 

4.6 Operating the unit from your computer.

4.7 Fax sending/receiving using Multi-Function Station 

4.8 Registering the computer in the LANnetwork with the optional LAN board 

4.9 Confirming the status of the unit 5. Case / Setup

5.1 Selecting the way to use your unit   5.2 Case 1: FAX ONLY

Table of Contents2.

1. Table of Contents 

1.1 Included accessories.1.2 Accessory information.Finding the Controls

1.3 Description of buttons.1.4 Overview Installation1.5 Toner cartridge and drum unit

1.6 Document tray 1.7 Output tray1.8 Recording paper2. Preparation 

2.1 Connections 2.2 Turning the power switch ON Help Button2.3 Help function Volume

Thank you for purchasing a Panasonic fax machine. 

Things you should keep a record of 

Attach your sales receipt here. 

For your future reference 

Date of purchase 

Table of Contents1.

1. Table of Contents  /  Introduction and Installation Accessories

1.1 Included accessories.

1.2 Accessory information.Finding the Controls

1.3 Description of buttons.

1.4 Overview Installation

1.5 Toner cartridge and drum unit        1.6 Document tray        

1.7 Output tray 1.8 Recording paper

2. Preparation 

2.1 Connections  

2.2 Turning the power switch ON Help Button

2.3 Help function Volume

2.4 Adjusting volume Initial Programming 

2.5 Dialing mode         2.6 Date and time.

2.7 Your logo.           2.8 Your fax number 

Thank you for purchasing a Panasonic fax machine. 

Things you should keep a record of 

Attach your sales receipt here. 

For your future reference 

Date of purchase 

Serial number (found on the rear of the unit) 

Table of Contents1.

1. Table of Contents  /  Introduction and Installation Accessories

1.1 Included accessories.

1.2 Accessory information.Finding the Controls

1.3 Description of buttons.

1.4 Overview Installation

1.5 Toner cartridge and drum unit        1.6 Document tray  

1.7 Output tray   1.8 Recording paper

2. Preparation 

2.1 Connections  

Thank you for purchasing a Panasonic fax machine. 

Things you should keep a record of 

Attach your sales receipt here. 

For your future reference 

Date of purchase 

Serial number (found on the rear of the unit) 

打印数量（大约）： 打印数量（大约）： 打印数量（大约）：

25,000 12,500 8,000

注释

• 实际墨盒寿命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温度、湿度、纸张类型、使用的墨粉量或每次打印作业的页数。如果本机
经常用来打印页数很少的打印作业，墨盒能打印的实际打印页数可能要比这个估计值少很多。由于影响墨盒
实际寿命的许多因素无法控制，因此我们不能保证您的墨盒能够打印的 少页数。

• 页数会随文字的深度、厚度和尺寸而改变。

• 页数会随每个作业的打印页面而变化，如果大多数作业每个作业仅 1 页，则墨盒寿命可能会比上述示例 1 减
少约 30 %。

• 如果启用墨粉节省功能，墨盒的寿命可延长约 20 %。

硒鼓寿命

硒鼓需要定期进行更换。硒鼓的 大寿命为打印大约 100,000 张 A4 尺寸单面纸（每个作业 3 页）。

注释

• 实际硒鼓寿命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温度、湿度、纸张类型以及每次打印作业页数所消耗的墨粉量。如果本机
经常用来打印页数很少的打印作业，硒鼓能打印的实际打印页数可能要比这个估计值少很多。由于影响硒鼓
实际寿命的许多因素无法控制，因此我们不能保证您的硒鼓能够打印的 少页数。

• 如果机器显示屏上显示"硒鼓寿命已尽"，则表示硒鼓已差不多达到使用寿命。此时，机器不会停止打印，但

是我们强烈建议您更换硒鼓以避免造成打印质量不佳。

废物处理方法

应按国家和当地所有环境法规的要求弃置废物。

14.1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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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版权和许可信息（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     "This product includes cryptographic software written by

*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 The word 'cryptographic' can be left out if the rouines from the library

*     being used are not cryptographic related :-).

*

*     "This product includes software written by Tim Hudson (tjh@cryptsoft.com)"

• 本产品包含某些其他开放源软件。

• 有关上述开放源软件的版权和许可信息，请参阅附带 CD-ROM 中的 "Manual/Agreement" 文件夹。

14.2 版权和许可信息（仅限支持 LAN 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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