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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準備開始
本手冊提供使用裝置及解決問題的詳細說明。

• 有關產品的其他資源

• 可用性

• 裝置零組件說明

有關產品的其他資源
您可自下列資源獲得本手冊以外的產品資訊，及進一步的疑難排解資源：

資源 說明 位置

Readme 檔案及付印後注意事
項

提供付印後才獲得的資訊以及
疑難排解技巧。

可見於 Starter CD。

裝置管理工具（網路連結） 讓您檢視狀態資訊、修改設
定、管理裝置。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內建 Web
伺服器。

可見於連結的電腦。

工具箱 (Microsoft® Windows®) 提供有關印字頭勘用狀態的資
訊，以及使用印表機維護服務
的方法。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工具箱
(Windows)。

通常與裝置軟體一起安裝。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 內含配置列印設定、校正裝
置、清潔印字頭、列印配置
頁、線上訂購耗材以及自網路
查閱支援資訊的工具。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 HP 印表機
公用程式 (Mac OS)。

通常與裝置軟體一起安裝。

控制面板 提供有關印表機作業的狀態、
錯誤及警告資訊。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控制面板。

日誌及報告 提供有關所發生事件的資訊。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管理裝置。

測試診斷頁 • 裝置資訊：

◦ 產品名稱

◦ 型號

◦ 序號

◦ 韌體版本號碼

• 雙面列印單元等安裝的配
件

• 紙匣及配件已列印的頁數

• 列印耗材狀態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測試診斷頁
說明。

6 準備開始



資源 說明 位置

列印品質診斷頁 找出影響印表機列印品質的問
題，協助您決定是否執行任何
維護服務以改善列印品質。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列印「列印
品質診斷頁」。

HP 網站 提供最新的印表機軟體以及產
品和支援資訊。

www.hp.com/support
www.hp.com

HP 電話支援 聯繫 HP 的各項資料。 保固期
間此一支援服務通常免費。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獲得 HP 電
話支援。

HP 相片及影像軟體說明 提供使用軟體的資訊。  

HP Solution Center
(Windows)

讓您修改裝置設定、訂購耗
材、啟動、及使用線上說明。
按您已安裝的裝置，HP
Solution Center 提供 HP 相片
及影像軟體和傳真設定精靈等
其他功能。詳細的說明，請參
閱使用 HP Solution Center
(Windows)。

通常與裝置軟體一起安裝。

可用性
本裝置提供多種便於殘障人士使用的功能。

視障

視障或視力欠佳的使用者，仍可經由作業系統'的協助工具選項及功能，使用本
裝置的軟體。 本裝置也支援大部份的螢幕閱讀器、點字機及語音轉文字應用程
式。 對有色肓的使用者，彩色按鈕及軟體和控制面板所用的選項標籤，均附有
說明其意義的文字或圖示。

肢障

對有行動障礙的使用者，本裝置的軟體功能可經鍵盤指令使用。 本軟體也支援
Windows 的 StickyKey、ToggleKey、FilterKey、及 MouseKey 等使用選項 印
表機的護蓋、鈕、紙匣及紙張導桿，即使體力和活動能力欠佳的使用者仍可操
作使用。

支援

本產品及 HP 對產品可用性之承諾的詳細說明，請參閱 HP www.hp.com/
accessibility 網站。

有關 Mac OS 作業系統可用性的資料，請瀏覽 Apple www.apple.com/
accessibility 網站。

裝置零組件說明
• 前視圖

• 控制面板

• 後視圖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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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視圖

1 控制面板

2 電源按鈕與指示燈

3 出紙匣

4 紙匣 1

5 紙材長度導板

6 紙材寬度導板

7 墨水匣護蓋

8 墨水匣

9 墨水匣指示燈

10 印字頭指示燈

11 印字頭

12 印字頭鎖栓

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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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

有關控制面板指示燈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控制面板指示燈說明。

1 紙張用盡燈號

2 擋門打開燈號

3 卡紙燈號

4 「取消」按鈕

5 繼續按鈕與指示燈

後視圖

1 電源輸入

2 Ethernet 網路連接埠（限某些機型）

3 後側 USB 連接埠

4 後側護蓋（限用於無雙面列印單元的機型）

5 自動雙面列印配件 (duplexer)，限某些機型

裝置零組件說明 9



2 安裝配件
本節主題如下：

• 安裝雙面列列單元

安裝雙面列列單元

附註 本配件可見於本裝置的某些型號。訂購資訊，請參閱附件。

安裝選購的自動雙面列印單元後，即可自動雙面列印。 使用雙面列單元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雙面列印。

安裝雙面列印單元

1. 向下壓後側護蓋的鬆脫鈕，將後側護蓋自裝置取下。

2. 將雙面列印單元推入裝置直到定位為止。 安裝中切勿按壓自動雙面列印單
元任何一側的按鈕，此二按鈕僅供取下自動雙面列印單元之用。

10 安裝配件



3 使用裝置
本節主題如下：

• 選擇印材

• 載入印材

• 變更列印設定

• 使用 HP Solution Center (Windows)
• 使用後方手動進紙槽進行列印

• 雙面列印

• 列印於特殊及自訂尺寸印材

• 列印無邊框

• 取消列印作業

選擇印材
本裝置適用於多種辦公用印材。 大量採購印材之前，最好先對各種印材類型進
行測試。 為獲得最佳列印品質，請使用 HP 印材。 有關 HP 印材的詳細說明，
請瀏覽 www.hp.com 網站。

• 選擇和使用印材的提示

• 被支援之印材的規格

• 設定最小邊界

選擇和使用印材的提示

為獲得最佳列印效果，請遵循以下原則：

• 務請使用符合裝置規格的印材。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被支援之印材的規格。

• 紙匣一次只裝一種紙。

• 將印材列印面朝下，貼齊紙匣右側及底緣載入。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載入印
材。

• 不要在紙匣中裝入過多印材，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被支援之印材的規格。

• 為避免夾紙、低劣的列印品質等列印問題，請避免使用下列印材：

◦ 多聯式表單

◦ 受損、扭曲或皺折的印材

◦ 有缺口或洞孔的印材

◦ 表面絨毛處理、有浮凸或吸墨性欠佳的印材

◦ 太輕或容易延展的印材

使用裝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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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紙及信封

• 避免使用有光面裝飾、自粘膠、鉤子或透明窗口的信封， 亦請避免使用邊
緣過厚、不規則或卷曲的信封及卡片。褶皺、破裂或有其他損壞的信封及卡
片亦應避免。

• 使用黏貼牢固的信封，並確定折疊部分的折痕清晰。

• 將信封正面朝上載入。

相片印材

• 請用「最佳」模式列印相片。 在此模式下，列印時間較長，且佔用較多電
腦記憶體。

• 投影片一旦印好，請即自印表機取出，分開晾乾。 層疊潮濕的印材可能造
成墨水污漬。

投影片

• 載入投影片時，粗糙面應朝下且膠條朝向裝置後方。

• 請用正常模式列印投影片。 正常模式提供較長的晾乾時間，確保每一頁送
至出紙匣前，墨水已完全晾乾。

• 投影片一旦印好，請即自印表機取出，分開晾乾。層疊潮濕的印材可能造成
墨水污漬。

自訂尺寸的印材

• 請只使用裝置支援的自訂尺寸印材。

• 應用程式支援自訂尺寸印材時，請在列印文件前，於應用程式中設定印材尺
寸。 否則請在列印驅動程式中設定尺寸。 您可能必須需重新設定文件的格
式，才能正確地在自訂尺寸的印材上進行列印。

被支援之印材的規格

用瞭解支援的尺寸及瞭解支援的紙材類型及重量表，決定裝置應使用的印材以
及印材適用的特色。

• 瞭解支援的尺寸

• 瞭解支援的紙材類型及重量

瞭解支援的尺寸

附註 某些機型附有雙面列印模組。

印材尺寸 紙匣 1 後方手動進
紙匣

自動雙面列印模組

標準印材尺寸

U.S. Letter（216 x 279 公釐；8.5 x 11 英
吋）

8.5 x 13 英吋（216 x 330 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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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材尺寸 紙匣 1 後方手動進
紙匣

自動雙面列印模組

U.S. Legal（216 x 356 公釐；8.5 x 14 英
吋）

A4（210 x 297 公釐；8.3 x 11.7 英吋）

U.S. Executive（184 x 267 公釐；7.25 x
10.5 英吋）

U.S. Statement（140 x 216 公釐；5.5 x
8.5 英吋）

 

B5 (JIS)（182 x 257 公釐；7.17 x 10.12
英吋）

A5（148 x 210 公釐；5.8 x 8.3 英吋）  

A3（297 x 420 公釐；11.7 x 16.5 英吋）

A3+（330 x 297 公釐；13 x 19 英吋）

A6（105 x 148 公釐；4.1 x 5.8 英吋）  

B4（257 x 364 公釐；10.1 x 14.3 英吋）

Super B（330 x 483 公釐；13 x 19 英吋）

無邊框 Super B（330 x 483 公釐；13 x
19 英吋）

 

Tabloid（279.4 x 431.8 公釐；11 x 17 英
吋）

長條紙 A3（297 x 420 公釐；11.7 x 16.5
英吋）

  

長條紙 A4（210 x 297 公釐；8.3 x 11.7 英
吋）

  

長條紙 Letter（215.9 x 279.4 公釐；8.5 x
11 英吋）

  

長條紙 Tabloid（279 x 432 公釐；11 x 17
英吋）

  

Ofuku Hagaki（148 x 200 公釐；7.9 x 5.8
英吋）

 

Panorama（101.6 x 254 公釐；4 x 10 英
吋）

 

Panorama（101.6 x 279.4 公釐；4 x 11 英
吋）

 

Panorama（101.6 x 304.8 公釐；4 x 12 英
吋）

 

無邊框（相片）Panorama（101.6 x 254
公釐；4 x 10 英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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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材尺寸 紙匣 1 後方手動進
紙匣

自動雙面列印模組

無邊框（相片）Panorama（101.6 x 279.4
公釐；4 x 11 英吋）

 

無邊框（相片）Panorama（101.6 x 304.8
公釐；4 x 12 英吋）

 

信封

美式 10 號信封（105 x 241 公釐；4.13 x
9.5 英吋）

 

Monarch 信封（98 x 191 公釐；3.88 x 7.5
英吋）

 

HP 賀卡信封（111 x 152 公釐；4.38 x 6
英吋)

 

A2 信封（111 x 146 公釐；4.37 x 5.75 英
吋）

 

DL 信封（110 x 220 公釐；4.3 x 8.7 英
吋）

 

C5 信封（162 x 229 公釐；6.4 x 9 英吋）  

C6 信封（114 x 162 公釐；4.5 x 6.4 英
吋）

 

日式 Chou 3 號信封（120 x 235 公釐；
4.7 x 9.3 英吋）

 

日式 Chou 4 號信封（90 x 205 公釐；3.5
x 8.1英吋）

 

日式 Kaku 2 號信封（240 x 332 公釐；
9.44 x 13.06 英吋）

 

信封

索引卡（76.2 x 127 公釐；3 x 5 英吋）  

索引卡（102 x 152 公釐；4 x 6 英吋）  

索引卡（127 x 203 公釐；5 x 8 英吋）  

Hagaki*（100 x 148 公釐；3.9 x 5.8 英
吋）

 

無邊框 Hagaki*（100 x 148 公釐；3.9 x
5.8 英吋）

 

相片印材

相片印材（76.2 x 127 公釐；3 x 5 英吋）  

相片印材（102 x 152 公釐；4 x 6 英吋）  

相片印材（5 x 7 英吋）  

第 3 章
（續）

14 使用裝置



印材尺寸 紙匣 1 後方手動進
紙匣

自動雙面列印模組

相片印材（8 x 10 英吋）  

相片印材（10 x 15 公分）  

L 號相紙（89 x 127 公釐；3.5 x 5 英吋）  

無邊框相片印材（102 x 152 公釐；4 x 6
英吋）

 

無邊框相片印材（5 x 7 英吋）  

無邊框相片印材（8 x 10 英吋）  

無邊框相片印材（8.5 x 11 英吋）  

無邊框相片印材（10 x 15 公分）  

無邊框相片 A3（297 x 420 公釐；11.7 x
16.5 英吋）

 

無邊框相片 A4（210 x 297 公釐；8.3 x
11.7 英吋）

 

無邊框相片 A5（148 x 210 公釐；5.8 x
8.3 英吋）

 

無邊框相片 A6（105 x 148 公釐；4.1 x
5.8 英吋）

 

無邊框相片 B5（182 x 257 公釐；7.8 x
10.1 英吋）

 

無邊框相片 Tabloid（279.4 x 431.8 公釐；
11 x 17 英吋）

 

L 號無邊框相紙（89 x 127 公釐；3.5 x 5
英吋）

 

其他印材

76.2 到 330 公釐寬，127 到 483 公釐長
（3 到 13 英吋寬，5 到 19 英吋長）自訂尺
寸的紙材

  

* 本裝置只與日本郵政的普通及噴墨 hagaki 相容。與日本郵政的相片 hagaki 不
相容。

瞭解支援的紙材類型及重量

附註 某些機型附有雙面列印模組。

紙匣 類型 重量 容量

紙匣 1 紙張 60 到 130 g/m2 最多 250 張普通紙

（續）

選擇印材 15



紙匣 類型 重量 容量

（每令 16 到 36 磅） （25 公釐或疊高 1 英
吋）

投影片  最多 60 張
（18 公釐或 0.71 英吋
疊高）

相片印材 最多到 280 g/m2

（每令 75 磅）

最多 60 張
（18 公釐或 0.71 英吋
疊高）

標籤  最多 60 張
（18 公釐或 0.71 英吋
疊高）

信封 75 到 90 g/m2

（每令 20 到 24 磅信
紙）

最多 15 張
（18 公釐或 0.71 英吋
疊高）

卡片 最重 200 g/m2

（110 磅索引卡）

最多 60 張
（18 公釐或 0.71 英吋
疊高）

後方手動進
紙匣

紙張 60 到 130 g/m2

（每令 16 到 36 磅）

1 張

投影片  

相片紙材 可高達 280 g/m2

（每令 75 磅）

標籤  

信封 75 到 90 g/m2

（每令 20 到 24 磅信
紙）

卡片 最重 200 g/m2

（110 磅索引卡）

雙面列印單
元

紙張 可高達 0.3 g/m2

(0.012 英吋)
不適用

出紙夾 各種支援的印材  最多 150 張普通紙（文
字列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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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最小邊界

文件邊界至少需等於縱向版面的邊界設定。

印材 (1) 左邊界 (2) 右邊界 (3) 上邊界 (4) 下邊界*

美規 Letter
美規 Legal
A4
美規 Executive
美規 Statement
8.5 x 13 英吋

B5
A5
卡片

自訂尺寸的印材

相片印材

A6
長條紙紙材

Ofuku Hagaki
Hagaki 卡

3.3 公釐
（0.13 英
吋）

3.3 公釐
（0.13 英
吋）

3.3 公釐
（0.13 英吋）

附註 使用雙
面列印模組
（隨附於某些
機型）時，最
小的上邊界必
須等於或超過
12 公釐
（0.48 英
吋）。

3.3 公釐
（0.13 英
吋）

附註 使用雙
面列印模組
（隨附於某些
機型）時，下
邊界最小必須
等於或超過
12 公釐
（0.48 英
吋）。

A3 *
A3+ *
B4 *
Super B *
Tabloid *

5 公釐（0.20
英吋）

5 公釐（0.20
英吋）

20 公釐
（0.79 英吋）

附註 使用雙
面列印模組
（隨附於某些
機型）時，上
邊界最小必須
等於或超過
20 公釐
（0.79 英
吋）。

20 公釐
（0.79 英
吋）

附註 使用雙
面列印模組
（隨附於某些
機型）時，下
邊界最小必須
等於或超過
20 公釐
（0.79 英
吋）。

信封 3.3 公釐
（0.13 英
吋）

3.3 公釐
（0.13 英
吋）

16.5 公釐
（0.65 英吋）

16.5 公釐
（0.65 英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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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材 (1) 左邊界 (2) 右邊界 (3) 上邊界 (4) 下邊界*

Panorama 3.3 公釐
（0.13 英
吋）

3.3 公釐
（0.13 英
吋）

3.3 公釐
（0.13 英吋）

3.3 公釐
（0.13 英
吋）

* 若要在 Windows 電腦上得到此邊界設定，請點選印表機驅動程式的「進階」
選項標籤，再選擇「最小邊界」。

載入印材
本節說明如何將印材載入裝置。

載入紙匣 1（主紙匣）

1. 將出紙匣向上抬起。

2. 將印材列印面朝下沿紙匣右緣插入。 務請將印材貼齊紙匣右緣及後緣插
入。疊高不超出紙匣標示線。

附註 裝置列印中不可載入紙張。

3. 調整紙匣內的印材導桿使貼緊載入的印材，然後將出紙匣向下壓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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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拉出出紙匣托板。

放入小型紙材

附註 如果要列印厚的紙張（例如是卡片），請採用後方手動進紙槽。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後方手動進紙槽進行列印〉。

1. 將出紙匣抬起，並取出進紙匣內的所有紙材。

2. 依列印面向下並緊靠在進紙匣右側的方式，裝入的紙材不要超過紙張導板的
高度，向內裝入直到停住為止。

3. 將小型紙材導板以 90 度順時針方向從頭移動到底，即可開啟小型紙材導
板。

4. 壓住紙張導板上端的按鈕，向右滑入導板，直到導板停在紙材的邊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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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壓住進紙匣固定鎖將紙匣推回，直到小型紙材導板停在卡片的邊緣上。當您
滑進紙匣時，小型紙材導板會延伸直到碰觸到紙材邊緣為止。

6. 將出紙匣放下。

7. 要列印時，從印表機驅動程式選擇適當的紙材類型及尺寸。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被支援之印材的規格〉。

放入後方手動進紙槽

1. 如果已安裝雙面列印模組，請換用後方機蓋。

附註 如果您找不到後方機蓋，請取消列印工作，並改用主紙匣進行列
印。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取消列印作業〉。

2. 傳送列印工作。

3. 等待繼續燈號閃爍。

4. 抬起進紙槽，然後將紙張導板推至所需的紙材寬度。

5. 將一張紙材列印面朝上裝入紙槽的左側，以便裝置自動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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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  （「繼續」按鈕）進行列印。

7. 若您要列印多頁，請先裝入所有紙材，然後按下  （「繼續」按鈕）進行
列印。

變更列印設定
您可自應用程式或印表機驅動程式，變更紙張尺寸或類型等列印設定。 應用程
式設定的優先程度，高於印表機驅動程式中的設定。 但應用程式結束後，設定
值會自動轉回為印表機驅動程式的設定。

附註 要設定套用到各列印工作的設定值，請在印表機驅動程式中作變更。

有關 Windows 印表機驅動程式功能的詳細資料，請參考印表機驅動程式的
線上說明。 有關在特定應用程式中列印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該應用程式的文
件。

• 從應用程式變更目前工作的設定 (Windows)
• 變更適用以後各列印工作的預設值 (Windows)
• 變更設定 (Mac OS)

從應用程式變更目前工作的設定 (Windows)
1. 開啟要列印的文件。

2. 在「檔案」功能表上，點選「列印」，然後按「設定」、「內容」，或「喜
好」。 （個別選項視您所使用的應用程式而定。）

3. 變更任何要改的設定，點選「OK」、「列印」，或類似的指令。

變更適用以後各列印工作的預設值 (Windows)
1. 按一下「開始」，指向「設定」，然後按「印表機」或「印表機和傳真」。

- 或 -
點選「開始」，點選 「控制台」，再按兩下「印表機」。

2. 在印表機圖示上按滑鼠右鍵，選擇「內容」，「文件預設值」，或「列印喜
好」。

3. 變更所要變更的設定，再點選「OK」。

變更設定 (Mac OS)
1. 點選「File」（檔案）功能表的「Page Setup」（頁面設定）。

2. 變更所要變更的設定（例如紙張尺寸），再點選「OK」（設定）。

3. 在「File」（檔案）功能表，點選「Print」（列印），開啟列印驅動程式。

4. 變更印材類型等任何要改的設定，再點選「OK」（設定）或「Print」（列
印）。

使用 HP Solution Center (Windows)
用 HP Solution Center 修改列印設定、訂購耗材、使用線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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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解決方案中心中可用的功能視所安裝的裝置而異。 您可設定 HP 解決方案
中心以顯示與所選裝置相對應的圖示。 所選的裝置沒有某項功能時，該功能的
圖示不會顯示在 HP 解決方案中心內。

電腦的 HP 解決方案中心中無任何圖示時，代表軟體安裝中發生錯誤。請從
Windows 控制台徹底移除安裝，然後再重新安裝，以解決安裝錯誤的問題。

使用後方手動進紙槽進行列印
如果只要列印一份或是少數的相片、信封或紙張，您可用後方手動進紙槽列
印，而將原先一般的紙材留在進紙匣內。

後方手動進紙槽採用直通式紙張通道，專為列印單張厚紙（最重 280 g/m2) 而
設計。 如需有關手動進紙槽所支援的紙材類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被支援之
印材的規格〉。

從後方手動進紙槽列印可分為兩個階段執行：1) 變更軟體設定值，和 2) 放入紙
材。 如需有關裝入後方手動進紙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載入印材〉。

附註 如果已安裝雙面列印模組，而您要用後方手動進紙槽列印，請拆下雙
面列印模組並裝回後方機蓋。

變更軟體設定 (Windows)
1. 開啟印表機驅動程式。

2. 按一下「紙張/品質」索引標籤。

3. 從「紙張來源」下拉式清單選擇手動進紙選項。

4. 變更任何其他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5. 列印文件。

變更軟體設定 (Mac OS)
1. 按一下「File」（檔案），然後按一下「Page Setup」（頁面設定）。

2. 選擇紙材尺寸，再按一下「OK」（確定）。

3. 按一下「File」（檔案），然後按一下「Print」（列印）。

4. 開啟「Paper Type/Quality」（紙張類型/品質）面板。

5. 在「Paper」（紙張）面板中選擇來源。

6. 變更任何其他設定，然後按一下「Print」（列印）。

雙面列印
您可用選購的自動雙面列印單元，或手動將印材翻面後載入裝置的方式，進行
雙面列印。

• 雙面列印的規範

• 進行雙面列印 (Windows)
• 進行自動雙面列印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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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面列印的規範

• 務請使用符合裝置規格的印材。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被支援之印材的規格。

• 在應用程式或印表機驅動程式中設定雙面列印選項。

• 切勿雙面列印投影片、信封、相片紙、光面印材、重量小於每令 16 磅 (60
g/m2) 或重量大於每令 28 磅 (105 g/m2) 的紙張。 上述印材易於發生夾紙的
現象。

• 信紙、套表紙、及有浮水印或打洞的特殊紙張，在進行雙面列印時，請特別
注意紙張的正反面。 自 Windows 電腦列印時，裝置會先列印印材的第一
面。 自 Mac OS 電腦列印時，裝置會自印材的第二面開始列印。 請將印材
的列印面朝下載入。

• 自動雙面列印時，列印完一面後，裝置會定住紙張暫停列印，等待墨水晾
乾。 墨水晾乾後，裝置會將印材拉回開始列印第二面。 列印完成後，紙張
會掉入出紙匣。 列印工作尚未完成前切勿將印材拉出。

• 您可將印材翻面後再插入裝置，在印表機支援的自訂印材上進行雙面列印。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被支援之印材的規格。

進行雙面列印 (Windows)
1. 載入適當的印材。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雙面列印的規範及載入印材。

2. 請先將雙面列印單元安裝好。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安裝雙面列列單元。

3. 開啟文件，點選「檔案」功能表的「列印」，點選「設定」、「內容」、或
「喜好」。

4. 點選「功能」選項標籤。

5. 選擇「雙面列印」下拉清單。 對自動雙面列印，請先選擇「自動」。

6. 若要自動調整每一頁面，以符合文件'在螢幕上的版面，請確認已選擇「保留
版面」項目。 清除此選項可能造成非預期的換頁。

7. 根據您的裝訂方式，選取或清除「向上翻轉頁面」核選方塊。 相關範例，
請參閱列印驅動程式中的圖示。

8. 請按需要，自「型錄版面」下拉清單選擇型錄版面。

9. 變更任何其他設定，再點選「OK」。

10.列印文件。

進行自動雙面列印 (Mac OS)
1. 載入適當的印材。詳細的說明請參閱雙面列印的規範及載入印材。

2. 請先將雙面列印單元安裝好。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安裝雙面列列單元。

3. 按一下「File」（檔案）功能表的「Print」（列印）。

4. 開啟「Two-Sided Printing」（雙面列印）視框。

5. 選擇雙面列印選項。

6. 點選適當的圖示，挑選所要的裝訂方向。

7. 變更任何其他設定，再點選「Print」（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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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於特殊及自訂尺寸印材
本節主題如下：

• 列印於特殊及自訂尺寸印材（Windows)
• 列印於特殊或自訂尺寸印材（Mac OS)

列印於特殊及自訂尺寸印材（Windows)
1. 載入適當的印材。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載入印材。

2. 開啟文件，點選「檔案」功能表的「列印」，點選「設定」、「內容」、或
「喜好」。

3. 點選「功能」選項標籤。

4. 自「尺寸」下拉清單中選擇印材尺寸。

設定自訂印材尺寸：

a. 自下拉清單選擇「自訂」。

b. 輸入自訂尺寸的名稱。

c. 在「寬度」和「長度」方塊中，鍵入尺寸，然後按一下「儲存」。

d. 按兩下「OK」，關閉內容或喜好對話方塊。 然後再開啟對話方塊。

e. 選擇新的自訂尺寸。

5. 選擇印材類型：

a. 點選「紙張類型」下拉清單中的「其他」。

b. 點選所要的印材類型，按一下「OK」。

6. 自「紙張來源」下拉清單選擇印材來源。

7. 變更任何其他設定，再點選「OK」。

8. 列印文件。

列印於特殊或自訂尺寸印材（Mac OS)
1. 載入適當的印材。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載入印材。

2. 點選「File」（檔案）功能表的「Page Setup」（頁面設定）。

3. 選擇印材尺寸。

4. 設定自訂印材尺寸：

a. 點選「Manage Custom Sizes」（紙張尺寸）下拉功能表的「Paper
Size」（管理自訂尺寸）。

b. 點選「New」（新增），並於「Paper Size Name」（紙張大小名稱）
方塊輸入尺寸名稱。

c. 在「Width」（寬度）和「Height」（長度）方塊中，鍵入尺寸並按需要
設定邊界。

d. 點選「Done」（完成）或「OK」（確定），點選「Save」（儲存）。

5. 點選「File」（檔案）功能表的「Page Setup」（頁面設定），再選擇新的
自訂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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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點選「OK」（確定）。

7. 按一下「File」（檔案）功能表的「Print」（列印）。

8. 開啟「Paper Handling」（紙張處理）視框。

9. 在「Destination Paper Size」（目標紙張尺寸）選項下，點選 「Scale to
fit paper size」（調整為紙張同樣尺寸）選項標籤，再選擇自訂的紙張尺
寸。

10.變更任何其他要改的設定，然後按一下「OK」（確定）或「Print」（列
印）。

列印無邊框
無邊框列印讓您列印，到某幾種相片印材及多種標準尺寸印材的邊緣。

附註 在應用程式中開啟檔案並指定影像的尺寸。 務使指定的尺寸符合列印
影像的印材尺寸。

您亦可從「列印捷徑」選項標籤使用本功能。 開啟印表機驅動程式，選擇
「列印捷徑」選項標籤，再從列印作業下拉清單選擇列印捷徑。

• 列印無邊框文件 (Windows)
• 列印無邊框文件 (Mac OS)

列印無邊框文件 (Windows)
1. 載入適當的印材。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載入印材。

2. 開啟您要列印的檔案。

3. 從應用程式開啟列印驅動程式：

a. 點選「檔案」，再點選「列印」。

b. 點選「內容、設定」或「喜好」。

4. 點選「功能」選項標籤。

5. 自「尺寸」下拉清單中選擇印材尺寸。

6. 選擇「無邊框」核選方塊。

7. 自「紙張來源」下拉清單選擇印材來源。

8. 自「紙張類型」下拉清單選擇印材類型。

9. 列印相片時，選擇「最佳」（位於 「列印品質」下拉清單）。 您亦可選擇
「最高 dpi」。本選項在最佳列印品質的條件下提供高達 4800 x 1200 的優
化 dpi*。
*高達 4800 x 1200 彩色優化 dpi 及 1200 輸入 dpi。 此設定將暫時性使用大
量的硬碟空間（400MB 以上），列印速度將會顯著變慢。

10.變更任何其他列印設定，再點選「OK」。

11.列印文件。

12.列印在有打孔虛邊的相片印材上時，請撕除打孔虛邊使文件完全無邊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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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無邊框文件 (Mac OS)
1. 載入適當的印材。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載入印材。

2. 開啟您要列印的檔案。

3. 點選「File」（檔案），再點選「Page Setup」（頁面設定）。

4. 選擇無邊框印材尺寸，再點選「OK」（確定）。

5. 點選「File」（檔案），再點選「Print」（列印）。

6. 開啟「Paper Type/Quality」（紙張類型/品質）視窗。

7. 點選「Paper tab」（紙張選項標籤），再從「Paper type」（紙張類型）下
拉清單選擇印材類型。

8. 列印相片時，選擇「Best」（最佳）（位於 「Quality」（品質）下拉清
單）。 您亦可選擇「Maximum」（最高） dpi，本選項提供高達 4800 x
1200 的優化 dpi*。
*高達 4800 x 1200 彩色優化 dpi 及 1200 輸入 dpi。此設定將暫時性使用大
量的硬碟空間（400MB 以上），列印速度將會顯著變慢。

9. 選擇印材來源。 列印厚印材或相片印材時，請選擇手動送紙選項。

10.變更任何其他列印設定，再點選「Print」（列印）。

11.列印在有打孔虛邊的相片印材上時，請撕除打孔虛邊使文件完全無邊框。

取消列印作業
您可用下列方式取消列印作業。

控制面板：按 （「取消」鈕），如此就能清除裝置目前正在進行的列印作
業，而不會影響正在等待處理的列印工作。

Windows：按兩下電腦螢幕右下角的印表機圖示。 選擇列印作業，再按鍵盤上
的刪除鍵。

Mac OS：按兩下「Printer Setup Utility」（印表機設定公用程式）內的印表
機。 選擇列印作業，點選「Hold」（保留），再點選 「Delete」（刪除）。

第 3 章

26 使用裝置



4 設定與管理

本節係供管理員或負責管理本裝置的人員使用。 本節主題如下：

• 管理裝置

• 使用裝置管理工具

• 測試診斷頁說明

• 網路配置頁說明

• 配置裝置 (Windows)
• 配置裝置 (Mac OS)
• 移除安裝和重新安裝軟體

管理裝置
下表所示即為可用來管理裝置的常用工具。如需有關存取及使用這些工具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裝置管理工具〉。

附註 個別程序可能會用到別的方法。

Windows
• 裝置控制面板

• 內建 Web 伺服器

• 印表機驅動程式

• HP Web Jetadmin

附註 如需有關 HP Web Jetadmin 軟體的詳細資訊，請開啟 HP Web
Jetadmin 軟體並參閱其說明文件。

• 工具箱

• myPrintMileage

附註 如需有關 myPrintMileage 的詳細資訊，請瀏覽 myPrintMileage 網
站。

Mac OS
• 裝置控制面板

• 內建 Web 伺服器

• HP Printer Utility（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 監控裝置

• 管理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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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裝置

本節說明監控裝置的方法。

請用本工具… 取得下列資訊....

控制面板 取得進行中作業的狀態、裝置的作業狀態、墨
水匣及印字頭狀態資訊。

內建 Web 伺服器 • 印表機狀態資訊：點選「資訊」選項標
籤，再點選左側視框中可用的選項。

• 墨水匣及印字頭狀態：點選「資訊」選項
標籤，再點選左側視框中的「墨水耗
材」。

• 列印工作墨水及紙材用量：按一下「設
定」標籤，然後按一下左側窗格中的「用
量追蹤」。

• 有關裝置狀態的電子郵件警示：按一下
「設定」標籤，然後按一下左側窗格中的
「警示」。

工具箱軟體 (Windows) 墨水匣資訊：點選「估計的墨水存量」選項標
籤，檢視墨水存量，再翻閱顯示「墨水匣詳細
資料」 鈕。 點選「墨水匣詳細資料」鈕，檢視
有關更換墨水匣以及到期日的資訊。 *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 墨水匣資訊：開啟「Information and
Support」（資訊及支援）視框，再點選
「Supplies Status」（耗材狀態）。 *

* 顯示的墨水存量僅為預估值。 實際的墨水量可能有所不同。

管理裝置

本節說明如何管理裝置及變更設定。

請用本工具… 執行下列作業...

內建 Web 伺服器 • 設定內建 Web 伺服器密碼：點選「設定」選項
標籤，再點選左側視框中的「安全」選項。

• 執行裝置維護作業：點選「設定」選項標籤，再
點選左側視框中的「裝置服務」選項。

• 語言或國家/地區：點選「設定」選項標籤，再
點選左側視框中的「國際」選項。

• 配置網路設定：點選「網路」選項標籤，再點選
左側視框中的選項。

• 訂購耗材：在任何選項標籤上，點選「訂購耗
材」鈕，按線上提示執行。

• 支援：在任何選項標籤上，點選「支援」鈕，再
選擇支援選項。

工具箱 (Windows) 執行裝置維護作業：點選「服務」選項標籤。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 執行裝置維護作業：開啟「Information and
Support」（資訊及支援）視框，再點選您要執行的
作業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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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裝置管理工具
下表所示即為可用來管理裝置的常用工具。

• 內建 Web 伺服器

• 工具箱 (Windows)
•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
• 網路印表機設定公用程式 (Mac OS)
• HP Web Jetadmin 軟體

• HP Instant Support
• myPrintMileage

內建 Web 伺服器

印表機連上網路時，您可用印表機的內建 Web 伺服器功能，檢視狀態資訊、變
更設定、並從電腦管理印表機。

附註 內建 Web 伺服器的各預系統需求，請參閱內建 Web 伺服器規格。

某些設定可能受 EWS 密碼的保護。

您可在未連上網際網路的情形下使用內建 Web 伺服器，但此時某些功能無
法使用。

• 開啟內建 Web 伺服器

• 內建 Web 伺服器頁

開啟內建 Web 伺服器

您可用兩種方式開啟內建 Web 伺服器：

附註 用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 開啟內嵌式 Web 伺服器前，裝置必
須先連上網路並取得 IP 位址。

• Web 瀏覽器：在電腦支援的Web 瀏覽器內輸入裝置的IP 位址。

例如，IP 位址若為 123.123.123.123 ，請將下列位址輸入 Web 瀏覽器：
http://123.123.123.123
裝置的 IP 位址可見於網路配置頁。詳細的說明，請參閱網路配置頁說明。

開啟內建 Web 伺服器後，您可將內建 Web 伺服器位址加入我的最愛，以便
以後快速進入。

• Windows 工作列：右點 HP 數位影像監控程式圖示，指向您要檢視的裝
置，點選「網路設定 (EWS)」。

•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從「Printer Settings」（印表機設定）視
框，點選「Additional Settings」（其他設定），再點選「Open Embedded
Web Server」（開啟內建 Web 伺服器）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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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 Web 伺服器頁

內建 Web 伺服器除提供檢視產品資料及變更裝置設定的說明頁面外， 還提供
其他線上服務的連結。

頁/鈕 目錄

資訊頁 顯示有關裝置的狀態資訊、墨水存量及用量資訊、以
及裝置錯誤等事件記錄。

設定頁 顯示裝置配置的設定值，並讓您變更這些設定。

電子郵件警示可讓您將裝置設定成在需要注意的情況
（例如卡紙）下傳送出電子郵件。 此外，您還可以
追蹤裝置的用量，以便向客戶收取費用或管理耗材。

網路頁 顯示網路狀態及裝置配置的網路設定。這些網頁只在
裝置連上網路時才會顯示。

支援及訂購耗材鈕 「支援」選項提供多種支援服務，包括 HP Instant
Support 及 myPrintMileage 等線上服務。 詳細的說
明請參閱 HP Instant Support 及 myPrintMileage。
「訂購耗材」，讓您連上線上訂購耗材的網頁。

工具箱 (Windows)
工具箱提供有關裝置的維護資訊。

附註 電腦規格符合系統需求時，您可選擇 Starter CD 上的完整安裝選項來
安裝工具箱程式。

• 開啟工具箱

• 工具箱選項標籤

開啟工具箱

• 在 HP 解決方案中心中，點選「設定」功能表，指向「列印設定」，再點選
「印表機工具箱」。

• 右擊工具列的 HP 數位影像監控程式圖示，指向裝置，點選「顯示印表機工
具箱」。

• 在「印表機內容」，按一下「列印喜好」、「功能或色彩索引標籤」，然後
選取「印表機服務」。

工具箱選項標籤

工具箱內有下列選項標籤。

選項標籤 目錄

估計的墨水存量 • 墨水存量資訊：顯示各墨水匣的估計墨水存量。

附註 墨水存量僅為估計值。 實際存量可能略有
出入。

• 線上訂購：提供線上訂購裝置列印耗材的網路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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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標籤 目錄

• 用電話訂購：顯示訂購裝置耗材的電話號碼。
某些國家/地區沒有訂購耗材的電話號碼。

• 墨水匣詳細資料：顯示所安裝之墨水匣的訂購號
碼及到期日。

資訊 印表機資訊：提供 myPrintMileage 連結，並顯示裝
置硬體及印字頭的堪用狀態。 資訊選項標籤的內容
如下：

• 硬體資訊

• myPrintMileage（如果已安裝）

• HP Instant Support

• HP 印字頭堪用狀態

服務 • 列印 PQ（列印品質）診斷頁：讓您找出影響裝
置列印品質的問題，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列印
「列印品質診斷頁」。

• 列印測試診斷頁：列印裝置的測試診斷頁。 本
頁包括裝置及耗材的資訊，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
測試診斷頁說明。

• 校準印字頭：說明校準印字頭的各步驟， 詳細
的說明請參閱校準印字頭。

• 清潔印字頭：提供清潔印字頭的步驟， 詳細的
說明請參閱清潔印字頭。

• 校準跳行間距：讓您進行跳行校準， 詳細的說
明請參閱校準跳行。

• 控制面板語言：讓您設定用於列印診斷頁等報表
的語言。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提供下列工具：配置列印設定、校準裝置、清潔印字頭、列
印測試診斷頁、線上訂購耗材、以及搜尋網路支援資訊。

• 開啟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視框

開啟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1. 從「Finder」（搜尋程式）視框點選「Computer」（電腦）（位於 「Go」
功能表）。

2. 選擇「Library」（程式集），再選擇「Printers」（印表機）。

3. 選擇「HP」，選擇「Utilities」（公用程式），再選擇「HP Printer
Selector」。

4. 選擇裝置，再點選「Launch Utility」（啟動公用程式）。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視框

本節主題如下：

• 資訊及支援視框

• 印表機設定視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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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支援視框

• 耗材狀態：顯示已安裝之印字頭及墨水匣的資訊。

• 耗材資料：顯示墨水匣更換選項。

• 裝置資訊：顯示型號及序號資訊。 亦可列印裝置的測試診斷頁。本頁包括
裝置及耗材的資訊，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測試診斷頁說明。

• 列印品質診斷：讓您找出影響裝置列印品質的問題，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列印
「列印品質診斷頁」。

• 清潔：提供清潔印字頭的步驟，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清潔印字頭。

• 校準：說明校準印字頭的各步驟，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校準印字頭。

• 校準跳行間距：讓您進行跳行校準，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校準跳行。

• 控制面板語言：讓您設定用於列印診斷頁等報表的語言。

• HP 支援：連上提供對裝置的支援、註冊裝置、以及有關退回及回收列印耗
材資訊的 HP 網站。

印表機設定視框

• 紙匣設定：設定紙匣的預設紙材類型及尺寸。

• 其他設定：啟動內建 Web 伺服器，變更網路設定。 配置網路連結的 IP 設
定。

網路印表機設定公用程式 (Mac OS)
本工具讓您配置裝置的網路設定。 設定項目包括無線網路的網路位置名稱及無
線模式，以及有線網路的 TCP/IP 位址、路由器及子網路遮罩等設定。

開啟網路印表機設定公用程式

1. 從「Finder」（搜尋程式）視框點選「Computer」（電腦）（位於 「Go」
功能表）。

2. 選擇「Library」（程式集），再選擇「Printers」（印表機）。

3. 選擇「HP」，選擇「Utilities」（公用程式），再選擇「Network Printer
Setup Utility」（網路印表機設定公用程式）。

4. 按線上說明配置裝置的網路設定。

HP Web Jetadmin 軟體

HP Web Jetadmin 是一套 Web 化的管理工具，可用來進行遠端安裝、個別或
批次配置、監控包括耗材存量的狀態、遠端診斷、以及排除多種 HP 及非 HP
網路週邊設備的故障。

HP Web Jetadmin 軟體安裝後，您即可自內部網路上任何一點，以標準 Web
瀏覽程式加以使用。 有關本軟體的詳細說明及下載，請瀏覽 www.hp.com/go/
webjetadmin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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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Instant Support
HP 線上支援是一套 Web 化的疑難排解工具。 協助您快速找出、診斷並解決列
印問題，

HP 線上支援提供下列裝置資訊：

• 輕鬆找到疑難排解的技巧： 提供針對您裝置的技巧。

• 個別裝置錯誤的解決方法：讓您立即獲得有助於解決裝置特定錯誤的資訊。

• 列印驅動程式更新的通知：提示您更新印表機驅動程式。 HP Instant
Support 首頁會顯示相關的通知訊息，點選訊息內的連結，即可直接連上
HP 網站的下載區。

• 管理墨水及印材用量 (myPrintMileage)：協助您管理及預估裝置耗材用
量。 

• 安全及隱私

• 獲得 HP 線上支援

安全及隱私

使用 HP 線上支援時，包括序號、錯誤、及狀態在內的詳細裝置資訊會送交
HP。 HP 充分尊重您的安全及隱私，並將按「HP 線上隱私聲明」
(welcome.hp.com/country/us/en/privacy.html) 所揭示的原則，管理您的資訊。

附註 對 IE 及 Opera 選擇「原始檔」，對 Netscape 及 Mozilla Firefox 選
擇「網頁原始檔」，即可從瀏覽器的「檢視」功能表，檢視傳給 HP 的全部
資訊。

獲得 HP 線上支援 
• 工具箱 (Windows)：點選「資訊」選項標籤，再點選「HP Instant

Support」。

• 內建 Web 伺服器：點選「支援」鈕，再點選 「HP Instant Support」。

附註 「支援」鈕可見於任何網頁。

附註 切勿將開啟 HP Instant Support 的網頁加入書籤。 以書籤方式連結本
網站，將不會看到最新的資訊。

myPrintMileage
myPrintMileage 是 HP 所提供，用來記錄及預估裝置用量和規劃耗材採購的服
務。

使用 myPrintMileage 的先決條件如下：

• 網際網路連結

• 以連結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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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yPrintMileage 網站上，您可檢查墨水用量、黑白或彩色列印的比例、以及
按現有墨水存量的估計列印頁數，等列印分析。

使用 myPrintMileage
• 內建 Web 伺服器：點選「支援」鈕，再點選「myPrintMileage」。

附註 「支援」鈕可見於任何網頁。

• 工具箱 (Windows)：點選「資訊」選項標籤，點選 「myPrintMileage」 後
按線上提示進行。

• Windows 工作列：右擊 Windows 工作列的「HP 數位影像」圖示，選擇您
要檢視的裝置，再點選「myPrintMileage」。

附註 切勿將開啟 myPrintMileage 的網頁設為我的最愛。以書籤方式連結本
網站，將不會看到最新的資訊。

測試診斷頁說明
請用自我測試診斷頁來檢視目前的裝置資訊、墨水匣狀態，以及印字頭堪用狀
態，以協助解決問題和檢查雙面列印模組等選購附件的安裝。

電洽 HP 前，請先列印測試診斷頁。

1. 印表機資訊：顯示包括產品名稱、型號、序號、韌體版本等資料在內的印表
機資訊、包括雙面列印單元在內的已安裝的配件資訊、以及各紙匣及配件列
印的頁數。

2. 墨水匣狀態：顯示以量表圖形表示的估計墨水存量、墨水匣編號及到期日。

附註 墨水存量僅為估計值。 實際存量可能略有出入。

3. 印字頭狀態：顯示印字頭的堪用狀態及編號、首次安裝日期、保固到期日以
及累計的墨水用量。印字頭的狀態選項如下：良、佳、及更換。狀態為佳
時，須注意列印品質，但尚無需更換印字頭；狀態為「更換」時，印字頭應
即更換，否則裝置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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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測試診斷頁

• 工具箱 (Windows)：點選「服務」選項標籤，再點選「列印測試診斷
頁」。

•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點選「Information and Support」（資訊及
支援）視框中的「Device Information」（裝置資訊），再點選「Print
Configuration Page」（列印配置頁）。

• 內建的 Web 伺服器： 按一下「設定」標籤，再按一下左側窗格中的「報
告」，從下拉式清單選擇「自我測試報告」，然後按一下「套用」按鈕。

網路配置頁說明
網路配置頁會顯示裝置的網路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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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訊：顯示目前的狀態及網路連結類型，另外還顯示內建 Web 伺服器
位址及裝置硬體位址等其他資訊。

網路狀態：本設定可為「就緒」或「離線」。設定為 離線時，代表 DNS 伺
服器正在指定或確定 IP 位址，或網路或 AutoIP 無法使用。

2. 802.3 有線：顯示有關有線網路以及如果設定裝置的資訊，包括 IP 位址、
子網路遮罩、預設閘道、伺服器及服務名稱。另外也顯示「設定方式」欄
位；欄位值為「AutoIP」時，代表裝置連上的是對等式網路，欄位值為
「DHCP」時，代表裝置已被指派 IP 位址，或由 DHCP 伺服器設定位址。

3. 網路狀態：顯示是否啟用或停用 LPD、mDNS、SLP、SNMP 及 WINS。
• Line Printer Daemon (LPD) 意指安裝在各式 TCP/IP 系統上，與行式印

表機 (line-printer) 多工緩衝處理服務有關的通訊協定及程式。

• Multicast Domain Name System (mDNS) 服務通常用於使用非傳統
DNS 伺服器的小型網路，做為 IP 位址和名稱解析（透過 UDP 連接埠
5353）。

• Service Location Protocol (SLP) 提供一個結構的網際網路標準網路通訊
協定，可讓網路應用程式在企業網路中探索網路服務是否存在，以及網
路服務的位置和設定。

•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 可供網路管理應用程式
用於管理裝置。 此裝置支援 IP 網路上的 SNMPv1 通訊協定。

• Windows Internet Naming Service (WINS) 伺服器可為網路電腦和裝置
提供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P) 位址和名稱解析服務。

列印網路配置頁

• 控制台: 請按住控制面板上的  三秒鐘即可列印本頁。

• 內建的 Web 伺服器：按一下「設定」標籤，再按一下左側窗格中的「報
告」，從下拉式清單選擇「網路組態頁」，然後按一下「套用」按鈕。

配置裝置 (Windows)
您可將裝置直接連上電腦，或與網路使用者共用裝置。

附註 執行安裝程式前，請先在電腦系統上安裝 Microsoft IE 6.0。
另外，您需有管理員權限才能在 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Server 2003 上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設定裝置時，HP 建議於安裝完成後再將裝置連上電腦，此一安裝方式最容
易。 但已先連上纜線時，則請參閱安裝軟體前將裝置連上電腦。

直接連結

您可用 USB 纜線將裝置直接連上電腦。

附註 安裝裝置軟體並將裝置連上 Windows 電腦後，無須再安裝裝置軟
體，即可將別的裝置以 USB 纜線連上同一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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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裝置時，HP 建議於安裝完成後再將裝置連上電腦，此一安裝方式最容易。
但已先連上纜線時，則請參閱安裝軟體前將裝置連上電腦。

裝置未連上電腦時安裝軟體的方法（建議採用）

1. 關閉所有正在執行的應用程式。

2. 將 Starter CD 插入光碟機。 光碟功能表即自動執行。 光碟功能表若未自動
啟動，請按兩下 Starter CD 上的設定圖示。

3. 點選光碟功能表中的「安裝」，按線上提示進行。

4. 按提示，將裝置開機並用 USB 纜線連上電腦。 「找到新硬體」精靈即顯示
出來，並在印表機資料夾新增裝置圖示。

附註 您可於稍後要使用裝置時才插入 USB 纜線。

您亦可用名為「本機共用網路」的簡易型網路連結，與別的電腦共用裝置，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在本機共享的網路上共享裝置。

安裝軟體前將裝置連上電腦

安裝軟體前若已將裝置連上電腦，「找到新硬體」精靈會顯示出來。

附註 裝置若已開機，安裝程式進行中請勿將裝置關機或斷開裝置的纜線，
安裝程式可能因此無法完成。

1. 在顯示搜尋裝置驅動程式方法的「找到新硬體」對話方塊中，選擇進階選
項，再點選「下一步」。

附註 切勿讓「找到新硬體」精靈自動搜尋印表機驅動程式。

2. 勾選指定驅動程式位置，並取消另一項的勾選。

3. 將 Starter CD 插入光碟機。 光碟功能表啟動時，請關閉光碟功能表。

4. 瀏覽進入 Starter CD 的根目錄（例如，D），再點選「OK」。

5. 點選「下一步」，按線上說明進行。

6. 按一下「完成」，結束「找到新硬體」精靈。 精靈即自動執行安裝程式，
（這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7. 完成安裝步驟。

附註 您亦可用名為「本機共用網路」的簡易型網路連結，與別的電腦共用
裝置，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在本機共享的網路上共享裝置。

在本機共享的網路上共享裝置

在本機共用網路中，裝置直接連上稱作伺服器之選定電腦的 USB 連接埠，並被
稱作用戶端電腦的使用者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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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共用直接連結的裝置時，請以執行最新作業系統的電腦為伺服器。 例
如，有一台執行 Windows XP 的電腦，及一台執行較舊版本 Windows 作業
系統的電腦時，請以執行 Windows XP 的電腦為伺服器。

此一方式僅限於小型群組或低用量的環境。 大量使用者列印到裝置連結的電
腦時，該一電腦速度會減緩。

1. 按一下「開始」，指向「設定」，然後按「印表機」或「印表機和傳真」。

- 或 -
點選「開始」，點選 「控制台」，再按兩下「印表機」。

2. 右擊裝置圖示，點選「內容」，再點選「共用」選項標籤。

3. 點選共用裝置選項，並指定共用名稱。

4. 與執行不同版本 Windows 的電腦共用裝置時，您可點選「其他驅動程
式」，安裝用戶端電腦所需的驅動程式。 安裝前，請先將 Starter CD 插入
光碟機。

網路連結

裝置若有網路功能，即可直接連上網路在網路環境中共用。 此種連結讓您自網
路上任一台電腦，經內建 Web 伺服器管理裝置。

附註 執行安裝程式前，請先在電腦系統上安裝 Microsoft IE 6.0。

按所用的網路種類選擇安裝選項：

• 主/從式網路：對有專門當作列印伺服器電腦的網路，請在伺服器上安裝裝
置軟體，再安裝裝置軟體於用戶端電腦。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在網路上安裝
裝置及在用戶端電腦安裝裝置軟體。 本方式不會共享置的全部功能。 用戶
端電腦只能從裝置列印。

• P2P 網路：對沒有專用之列印伺服器電腦的網路（P2P 網路），請將軟體
安裝於各個要使用本裝置的電腦上，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在網路上安裝裝
置。

此外，您也可用 Windows 的「新增印表機」精靈，將網路印表機連上這兩種網
路，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用新增印表機的方式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在網路上安裝裝置

請按下列步驟，在下列網路環境安裝裝置軟體：

對沒有專用列印伺服器電腦的網路（P2P 網路）

1. 將裝置網路連接埠的保護蓋取下，並將裝置連上網路。

2. 關閉列印伺服器電腦上，任何執行中的第三方防火牆軟體及任何應用程式。

3. 將 Starter CD 插入光碟機。 光碟功能表即自動開始。 光碟功能表若未自動
啟動，請瀏覽到電腦的光碟機，按兩下 Setup.exe。

4. 點選光碟功能表中的「安裝」後，再按線上提示進行。

5. 在「連結類型」畫面，選擇「有線網路/無線」，再點選「下一步」。

6. 按線上提示完成安裝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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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與 Windows 用戶端電腦共用裝置的方式，請參閱在用戶端電腦安裝
裝置軟體及在本機共享的網路上共享裝置。

在用戶端電腦安裝裝置軟體

在列印伺服器電腦上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後，即可分享列印功能。 使用網路裝
置的個別 Windows 使用者，必須在各自的（用戶端）電腦安裝軟體。

用戶端電腦可按下列方式連結裝置：

• 在 [印表機] 資料夾中，按兩下「新增印表機」圖示，並按提示進行網路安
裝，詳細的說明請參閱用新增印表機的方式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 在網路上瀏覽並將裝置拖曳至印表機資料夾。

• 自網路的 INF 檔案新增裝置並安裝軟體。 INF 檔案儲存於 Starter CD 的根
目錄。

用新增印表機的方式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1. 按一下「開始」，指向「設定」，然後按「印表機」或「印表機和傳真」。

- 或 -
點選「開始」，點選 「控制台」，再按兩下「印表機」。

2. 按兩下「新增印表機」，再點選「下一步」。

3. 選擇「網路印表機」或「網路印表機伺服器」。

4. 點選「下一步」。

5. 執行下列步驟：

輸入網路路徑或共用裝置名稱，再點選「下一步」。 出現選擇裝置型號提
示時，點選「從磁片安裝」。

點選「下一步」，再在共用印表機清單中搜尋所要的裝置。

6. 點選「下一步」，並按線上說明完成安裝。

若要安裝純 IPV6 網路環境中的裝置

如果您正在將裝置連接至純 IPV6 網路上的 Windows XP 或 Windows Vista 電
腦，依照下列說明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附註 如果嘗試安裝 Starter CD 中的裝置軟體，將無法找到裝置並完成軟體
安裝。

附註 純 IPv6 網路環境，僅限印表機驅動程式。 其他的裝置軟體功能例如
工具箱和解決方案中心就無法這樣使用。

若要安裝 Windows XP 上的裝置磁碟機

1. 將 HP 裝置連接在網路上。

2. 從 Starter CD 上的 util\ipv6 資料夾安裝 HP Standard TCP/IP 連接埠監視
器。

附註 如果出現對話說明無法識別裝置，按一下「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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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印裝置的網路組態頁以取得 IP 位址。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網路配置頁說
明。

4. 在 Windows 新增印表機精靈中，建立本機印表機並選擇 HP 標準 TCP/IP
連接埠。

5. 收到提示時，輸入印在網路配置頁 HP 裝置的無裝態 IPv6 位址。 例如，
2001:DB8:1::4A50:33GFF:FE32:3333。

附註 正在執行 Windows XP 的純 IPv6 網路環境中不提供裝置裝態。

若要在 Windows Vista 上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1. 按一下「開始」，然後按「網路」。

2. 在正在安裝的裝置上按滑鼠右鍵，再按一下「安裝」。

3. 出現印表機驅動程式的提示訊息時，請選取 Starter CD 的根層級。

配置裝置 (Mac OS)
您可用 USB 纜線在單一 Macintosh 電腦使用裝置，或在網路上與其他使用者共
用裝置。

本節主題如下：

• 安裝網路連結或直接連結的軟體

• 共用裝置於本機共用網路

安裝網路連結或直接連結的軟體

1. 用 USB 纜線將裝置連上電腦。

2. 將 Starter CD 插入光碟機。 按兩下桌面上的光碟圖示，再按兩下設定圖
示， 您亦可自行進入 Starter CD 上的安裝程式資料夾。

3. 點選「Install Software」（安裝軟體），按線上說明進行。

4. 視需要與其他 Macintosh 使用者共用裝置。

• 直接連結：與其他 Macintosh 電腦使用者共用裝置。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
共用裝置於本機共用網路。

• 網路連結：要在網路上使用裝置的個別 Macintosh 電腦，必須在電腦上
安裝裝置軟體。

共用裝置於本機共用網路

將裝置直接連上電腦時，您仍可用稱為「本機共用網路」的簡易網路連結與別
的電腦共用。此一方式僅限於小型群組或低用量的環境。大量使用者列印到裝
置連結的電腦時，該一電腦速度會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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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 OS 環境中共用裝置時的基本條件如下：

• Macintosh 電腦必須使用 TCP/IP 協定進行網路通訊，且必須有 IP 位址。
（不支援 AppleTalk。）

• 被共用的裝置必須連結在主機 Macintosh 電腦的內建 USB 埠上。

• 使用共用裝置的主機及用戶端 Macintosh 電腦，必須安裝裝置共用軟體及所
安裝之裝置的驅動程式或 PPD。 （請執行安裝程式來安裝裝置共用軟體和
相關的說明檔案。）

有關 USB 裝置共用的進一步資訊，請參考 Apple 網站 (www.apple.com) 上的
支援資訊，或電腦上的 Apple Macintosh Help 檔案。

在 Mac OS 電腦上共用裝置 
1. 在連上印表機的各主機及用戶 Macintosh 電腦，開啟印表機共用。 請按所

用的 OS 版本執行下列步驟：

• Mac OS 10.3：開啟「System Preferences」（系統喜好），點選
「Print & Fax」（列印及傳真），核選「Share my printers with other
computers」（與別的電腦共用裝置）旁的方塊。

• Mac OS 10.4：開啟「System Preferences」（系統喜好），點選
「Print & Fax」（列印及傳真），點選「Sharing」（共用）選項標籤，
核選「Share these printers with other computers」（與別的電腦共用裝
置）旁的方塊，選擇要共用的印表機。

2. 從網路上其他 Macintosh 電腦（用戶）列印時，請執行下列步驟：

a. 點選「File」（檔案），在要列印的文件中選擇「Page Setup」（頁面
設定）。

b. 在「Format for」（格式）旁的下拉功能表中，選擇「Shared Printers」
（共用的印表機）後選擇裝置。

c. 選擇「Paper Size」（紙張尺寸），點選「OK」（確定）。

d. 在文件中，點選「File」（檔案），再選擇「Print」（列印）。

e. 在「Printer」（印表機）旁的下拉功能表中，選擇「Shared Printers」
（共用的印表機）後選擇裝置。

f. 按需要進行其他設定後，點選「Print」（列印）。

移除安裝和重新安裝軟體
安裝未完成，或在軟體安裝畫面提示出現之前，就將 USB 纜線插入電腦時，就
可能需要移除安裝後再重新安裝軟體。 請不要只刪除電腦上的裝置應用程式檔
案。 移除安裝時，務必使用裝置隨附之安裝軟體所提供的移除安裝公用程式。

Windows 電腦有 3 種移除安裝的方式；Macintosh 系統只有一種方式。

自 Windows 電腦移除安裝，方法 1
1. 斷開電腦與裝置的連結。 軟體重新安裝完成之前請勿連上電腦。

2. 按「電源」鈕關閉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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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Windows 工作列上，按一下「開始」，選擇「程式集」或「所有程
式」，選擇「HP」，選擇要解除安裝的裝置，然後按一下「解除安裝」。

4. 按照畫面上的指示操作。

5. 如果詢問您是否要移除共用的檔案，請按一下「否」。

如果這些檔案被刪除，其他使用這些檔案的程式可能將無法正常執行。

6. 重新啟動電腦。

7. 將 Starter CD 插入電腦的光碟機，按線上說明重新安裝軟體，亦請參閱裝
置未連上電腦時安裝軟體的方法（建議採用）。

8. 重新安裝軟體後，將裝置連上電腦。

9. 按「電源」鈕開啟裝置。

連接並開啟裝置後，全部的「即插即用」事件可能要花幾分鐘的時間才能完
成。

10.按照畫面上的指示操作。

軟體安裝完成後，「HP Digital Imaging Monitor」圖示會出現在 Windows 系統
工作列中。

Windows 電腦移除安裝，方式 2

附註 Windows 的開始功能表未出現「移除安裝」選項時，請使用此方式。

1. 在 Windows 的工作列，點選「開始」，選擇「設定」，選擇「控制台」，
再點選「新增/移除程式」。

- 或 -
點選「開始」，點選 「控制台」，再按兩下「程式及功能」。

2. 選擇要移除安裝的裝置，再點選「變更/移除」或「移除安裝/變更」。

3. 斷開電腦與裝置的連結。

4. 重新啟動電腦。

附註 重新啟動電腦前請先斷開電腦與裝置的連結。 重新安裝軟體後，
才將裝置連上電腦。

5. 將 Starter CD 插入電腦的光碟機，然後啟動安裝程式。

6. 按線上說明進行，並請參閱裝置未連上電腦時安裝軟體的方法（建議採
用）。

Windows 電腦移除安裝，方式 3

附註 Windows 的開始功能表未出現「移除安裝」選項時，請使用此方式。

1. 將 Starter CD 插入電腦的光碟機，然後啟動安裝程式。

2. 斷開電腦與裝置的連結。

3. 選取「解除安裝」，再依據畫面指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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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新啟動電腦。

附註 重新啟動電腦前請先斷開電腦與裝置的連結。重新安裝軟體後，才
將裝置連上電腦。

5. 再次啟動裝置的安裝程式。

6. 選擇「安裝」。

7. 按線上說明進行，並請參閱裝置未連上電腦時安裝軟體的方法（建議採
用）。

在 Macintosh 電腦移除安裝

1. 啟動「HP Device Manager」（HP 裝置管理員）。

2. 點選「Information and Settings」（資訊及設定）。

3. 從下拉功能表選擇「Uninstall your HP Software」（移除安裝 HP 軟體）。

按照畫面上的指示操作。

4. 軟體移除安裝後，請將電腦重新開機。

5. 將 Starter CD 插入電腦的光碟機，重新安裝軟體。

6. 在桌面上開啟光碟，然後連按兩下「HP Installer」。

7. 按線上說明進行，並請參閱安裝網路連結或直接連結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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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維護及疑難排解
本節主題如下：

• 支援的墨水匣

• 更換墨水匣

• 維護印字頭

• 存放列印耗材

• 疑難排解技巧及資源

• 解決列印問題

• 列印品質欠佳且出現非預期的列印結果

• 解決送紙問題

• 解決裝置管理問題

• 疑難排解安裝問題

• 清除夾紙

支援的墨水匣
各國家/地區可用的墨水匣可能不同。墨水匣的容量大小各地區互異。裝置可使
用的墨水匣清單，請參考可自行列印之測試診斷頁的墨水匣狀態節。詳細的說
明，請參閱測試診斷頁說明。

墨水匣編號可見於下列位置：

附註 在多種情況下，列印過程中都會使用墨匣中的油墨，這裡情況包括準
備供列印用之裝置和墨匣的初始化過程，以及保持列印噴頭清潔和出墨順暢
的列印噴頭保養。此外，油墨在使用過後會在墨匣中留下剩餘油墨。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 www.hp.com/go/inkusage。

• 測試診斷頁，請參閱測試診斷頁說明。

• 要更換之墨水匣的標籤。

• 可見於內建 Web 伺服器的說明頁，請參閱內建 Web 伺服器。

• Windows：有雙向通訊時，點選「工具箱」，點選「估計的墨水匣存量」
選項標籤，翻閱顯示「墨水匣詳細資料」鈕，再點選「墨水匣詳細資料」。

• Mac OS：從 「HP Printer Utility」（HP 印表機公用程式），點選
「Information and Support」（資訊及支援）區的「Supply Info」（耗材資
訊），再點選「Retail Supplies Information」（零售耗材資訊）。

更換墨水匣
您可用 Windows 的工具箱軟體、或 Mac OS 的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或內建
Web 伺服器，檢查墨水匣的估計存量。 有關使用這些工具的詳細說明，請參閱
使用裝置管理工具。 您亦可列印測試診斷頁來檢視本資訊（請參閱測試診斷頁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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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墨水存量僅為估計值。 實際存量可能略有出入。

墨水匣自包裝盒取出後，請立即安裝。 切勿將墨水匣自裝置取出過長的時
間。

有關裝置適用的墨水匣，請參閱耗材。

更換墨水匣

1. 將墨水匣護蓋輕輕拉開。

2. 用拇指和食指握住需要更換的墨水匣，穩穩地向外拉。

3. 自包裝盒中取出新墨水匣。

4. 將墨水匣對準同色標示的墨水匣插槽後插入槽內。 墨水匣插入後用力往下
壓到定位。

5. 蓋上墨水匣蓋。

維護印字頭
印出來的文字不完整或點或線條沒有印出來時，可能是墨水噴嘴堵塞，因此須
要清潔印字頭。

列印品質惡化時，請按順序執行下列相關步驟：

1. 檢查印字頭堪用狀態。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檢查印字頭堪用狀態。

2. 在空白的白紙上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 檢查任何有問題的部份，並執
行所建議的步驟。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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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潔印字頭。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清潔印字頭。

4. 清潔印字頭後若問題仍未消除，請更換印字頭。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更換
印字頭。

注意 因修改印字頭而導致的裝置損壞，HP 概不負責。

本節說明下列印字頭維護作業：

• 檢查印字頭堪用狀態

• 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

• 校準跳行

• 清潔印字頭

• 校準印字頭

• 手動清潔印字頭接腳

• 更換印字頭

檢查印字頭堪用狀態

以下列方式檢查印字頭堪用狀態。 對狀態欠佳的印字頭，請執行下列某個或多
個維護功能，或清潔或更換印字頭。

• 測試診斷頁：在空白的白紙上列印測試診斷頁，並檢查其中的印字頭堪用狀
態欄。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測試診斷頁說明。

• 內建 Web 伺服器：開啟內建 Web 伺服器。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內建 Web
伺服器。 點選「資訊」選項標籤，再點選左視框的「墨水耗材」。

• 工具箱 (Windows)：開啟工具箱。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開啟工具箱。 點選
「資訊」選項標籤，再點選「印字頭堪用狀態」。

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

請用列印品質診斷頁，分析影響列印品質的問題。協助您決定是否執行任何維
護工具來改善列印品質。您亦可用本頁來檢查墨水存量及印字頭堪用狀態。

• 控制面板： 按住 （電源按鈕），按 1 次 （取消按鈕）7 次，按 （恢
復按鈕）兩次，放開 （電源按鈕）。

• 內建 Web 伺服器：點選「設定」選項標籤，點選左側視框的「裝置服
務」，自「列印品質」區之下拉清單，選擇「列印 PQ（列印品質）診斷
頁」，再點選「執行診斷」。

• 工具箱 (Windows)：點選「服務」選項標籤，再點選「列印 PQ（列印品
質）診斷頁」後，按線上說明進行。

•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點選「Information and Support」（資訊及
支援）視框的「Print Quality Diagnostics」（列印品質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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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表機資訊：顯示產品型號、序號、韌體版本等裝置資訊、各紙匣及雙面列印單元已列印的
張數、以及印字頭堪用狀態。

2 測試樣式 1：線條不直且未相連時，請校準印字頭，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校準印字頭。

3 測試樣式 2：色塊出現任何白色花紋時，請清潔印字頭。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清潔印字頭。

4 測試樣式 3：出現箭頭指向的黑線或白色缺口時，請校準跳行，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校準跳
行。

校準跳行

出現條紋（色塊上出現淡色或深色線條或曲折的線條時，請校準因表機的跳
行。

• 控制面板：按住 （電源按鈕），按 （取消按鈕）14 次，按 （恢復按
鈕）6 次，放開 （電源按鈕）。

• 內建 Web 伺服器：點選「設定」選項標籤，點選左側視框的「裝置服
務」，自「列印品質」區之下拉清單中選擇「校準跳行」，點選「執行診
斷」。

• 工具箱 (Windows)：點選「服務」選項標籤，點選「校準跳行」，按線上
說明進行。

•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點選「Calibrate Linefeed」（校準跳行）
（位於「Information and Support」（資訊及支援）視框）。

清潔印字頭

印出來的文字不完整或點或線條沒有印出來時，可能是墨水噴嘴堵塞，此時須
要清潔印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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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清潔印字頭會耗用墨水，因此僅於必要時才清潔印字頭。

清潔工作耗時可達 3.5 分半鐘。 過程中可能出現噪音。

• 控制面板：按住 （電源按鈕），按 （取消按鈕）2 次，按 （恢復按
鈕）1 次，放開 （電源按鈕）。

• 內建 Web 伺服器：點選「裝置設定」選項標籤，點選左側視框的「裝置服
務」，自「列印品質」區之下拉清單，選擇「清潔印字頭」，再點選「執行
診斷」。

• 工具箱 (Windows)：點選「服務」選項標籤，再點選「清潔印字頭」後，
按線上說明進行。

•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 點選「Clean」（清潔）（位於
「Information and Support」（資訊及支援）視框）。

校準印字頭

更換印字頭後裝置會自動校準印字頭，以獲得最好的列印品質。 列印結果若顯
示印字頭未校準時，請手動校準印字頭。

• 控制面板：按住 （電源按鈕），按 （恢復按鈕）三次，放開 （電源
按鈕）。

• 內嵌式 Web 伺服器：按一下「設定」標籤，按一下左側窗格中的「裝置維
修」，再從「列印品質」區域的下拉式清單選擇「校準印表機」，然後按一
下「執行診斷」。

• 工具箱 (Windows)：點選「服務」選項標籤，再點選「校準印字頭」後，
按線上說明進行。

•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點選「Align」（校準）（位於
「Information and Support」（資訊及支援）視框）。

手動清潔印字頭接腳

印字頭安裝後，一或多個印字頭燈號閃爍。印字頭燈號閃爍時，代表可能需要
清潔印字頭及裝置的電氣接點。

注意 務請先清潔印字頭後，才清潔印字頭接點。 印字頭接點包含容易損壞
的高敏感電子元件。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清潔印字頭。

1. 打開上蓋。

2. 匣座如未自動移動到最左側，請按住 （恢復鈕），直到匣座移動到最左
側為止。墨水匣停止移動後，斷開印表機的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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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拉開印字頭鎖栓。

4. 拉開要更換之印字頭的提把，將印字頭自插槽內取出。

5. 請用清潔、乾燥、軟且無麻質的清潔用紙， 適當的清潔用紙包括咖啡濾紙
和鏡片潔紙。

注意 切勿用水。

6. 擦拭印字頭的電氣接頭但請勿觸及噴嘴。

注意 電氣接點是集中於印字頭單面上的黃銅色小金屬塊，

噴嘴位於印字頭的另一面， 噴嘴口可見到墨水。

觸摸噴嘴可能對噴嘴造成永久性損壞， 衣物上的墨水也永遠無法清洗
掉。

7. 清潔後請將印字頭置於紙張或紙巾上晾乾。 噴嘴請朝上且勿與紙張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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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用清潔、乾燥、柔軟的無纖布，清潔裝置內印字頭插槽內的接點。

9. 插入電源線啟動裝置。 控制面板應顯示印字頭未插入。

10.將印字頭插入同色標示的插槽，（印字頭上的標籤必須與印字頭扣栓上的標
籤一致）。 插入印字頭後請用力壓到定位。

11.將印字頭栓向前拉到底後向下壓，使印字頭栓扣好。 您可能需要用些力才
能扣好鎖栓。

12.按需要重複執行上述步驟於其他印字頭。

13.關上護蓋。

14.印字頭燈號仍繼續閃爍時，請按上述步驟再清潔相關印字頭及裝置的電氣接
點。

15.印字頭燈號仍繼續閃爍時，請更換相關的印字頭。

16.等候裝置啟始化印字頭及列印校準頁。 裝置若未列印校準頁，請手動執行
校準步驟。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校準印字頭。

更換印字頭

附註 有關印表機適用的印字頭，請參閱耗材。

1. 打開上蓋。

2. 匣座如未自動移動到最左側，請按住 （恢復鈕），直到匣座移動到最左
側為止。墨水匣停止移動後，斷開印表機的電源線。

3. 拉開印字頭鎖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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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拉開要清潔的印字頭提把，將印字頭拉出印字頭插槽。

5. 安裝印字頭前，請於取出印字頭前，連同外包裝上下搖動至少 6 次。

6. 自包裝盒中取出新印字頭，並撕除橘色保護膠帶。

注意 印字頭嘴護蓋取下後請勿搖動印字頭。

7. 將印字頭插入同色標示的插槽，（印字頭上的標籤必須與印字頭扣栓上的標
籤一致）。插入印字頭後請用力壓到定位。

8. 將印字頭栓向前拉到底後向下壓，使印字頭栓扣好。您可能需要用些力才能
扣好鎖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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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上護蓋。

10.等候裝置啟始化印字頭及列印校準頁。裝置若未列印校準頁，請手動執行校
準步驟。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校準印字頭。

存放列印耗材
本節主題如下：

• 存放墨水匣

• 存放印字頭

存放墨水匣

墨水匣可存放於裝置內相當長的時間。 取出墨水匣後，請將墨水匣存放於可封
口的塑膠袋等氣密儲器內。

存放印字頭

印字頭可存放於裝置內相當長的時間。 取出印字頭後，請將印字頭存放於可封
口的塑膠袋等氣密儲器內。

疑難排解技巧及資源
請用下列技巧及資源解決列印問題。

• 有關夾紙的說明，請參閱清除夾紙。

• 有關紙張歪扭或挾紙等饋紙問題，請參閱解決送紙問題。

• 檢查：

◦ 電源燈號亮著且未閃爍。裝置首次開機後，印字頭安裝完成時，裝置需
耗時約 10 分鐘進行啟始化。

◦ 裝置正處於「就緒」狀態。 如果這些指示燈亮起或閃爍，請參閱控制面
板指示燈說明。

◦ 電腦螢幕上無任何錯誤訊息。

◦ 檢查電源線及其他纜線是否正常，且是否妥善的插入裝置。 請檢查裝置
是否妥善插入有電的 AC 插座且已開機。 裝置的電源規格，請參閱電氣
規格。

◦ 檢查印材是否均已妥善裝入紙匣且裝置中無夾紙。

◦ 檢查印字頭及墨水匣是否妥善插入同色標示的插槽中。 用力往下按每個
印字頭和墨水匣確定接觸良好。 檢查各印字頭上的橘色保護膠帶是否均
已撕乾淨。

◦ 檢查印字頭鎖栓及各護蓋是否均已蓋好。

◦ 檢查後側面板及自動雙面列印單元是否均已插入定位。

◦ 各包裝膠帶及保利龍均應移除。

◦ 裝置可列印測試診斷頁。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測試診斷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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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裝置為使用中或預設印表機。 對 Windows 系統，請於印表機資料
夾將其設定為預設。 對 Mac OS 系統，請在印表機設定公用程式將其設
定為預設。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電腦的使用手冊。

◦ 對 Windows 系統的電腦，請檢查有無點選「暫停列印」選項。

◦ 執行列印工作時，沒有太多其他作業在執行中。 再次嘗試執行工作前，
請關閉不用的程式，或是重新啟動電腦。

附註 某些問題可用重設裝置的方式解決。

解決列印問題
本節主題如下：

• 裝置無預期關機

• 全部指示燈均亮起或閃爍

• 裝置無回應（沒有任何列印）

• 插入裝置的印字頭不合

• 裝置經過長時間後才列印

• 印出空白頁或不完整的頁

• 列印文件的某些部份消失或錯誤

• 文字或圖形位置錯誤

• 裝置列印半頁後，就送出紙張

裝置無預期關機

檢查電源及電源連結

請檢查裝置是否妥善插入有電的 AC 插座，裝置的電源規格，請參閱電氣規
格。

全部指示燈均亮起或閃爍

發生無法復原的錯誤

拔掉電源線、網路線、及 USB 纜線等各纜線，等 20 秒，再將各纜線重新插
回。 問題持續發生時，請瀏覽 HP 網站 (www.hp.com/support) 上最新的疑難
排解、或產品修復及更新資訊。

裝置無回應（沒有任何列印）

檢查列印佇列

某個列印工作可能卡在列印佇列中。 若要解決這個問題，請開啟列印佇列，取
消佇列中所有文件的列印工作，然後重新啟動電腦。 電腦重新啟動後，重新嘗
試列印。 請參閱您的作業系統說明，以取得有關開啟列印佇列與取消列印工作
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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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裝置設定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疑難排解技巧及資源。

檢查印字頭起始化

安裝或更換印字頭後，印表機會自動列印多張校準印字頭的校準頁。此一程序
約需時 10 分鐘。本程序完成前，只能列印自動校準頁。

檢查裝置軟體安裝。

列印中裝置若關機，電腦顯示幕上會出現警示訊息，否則裝置軟體可能未正確
安裝。 請將裝置軟體完全移除安裝後再重新安裝，來解決此一問題， 詳細的說
明，請參閱移除安裝和重新安裝軟體。

檢查纜線的連結

• 請將網路/USB 線兩端插入定位。

• 裝置已連上網路上時，請檢查下列事項：

◦ 請檢查裝置背面的 Link 指示燈。

◦ 切勿以電話線來連結裝置。

◦ 網路集線器、交換器、或路由器已開機並運作正常。

請檢查裝置的網路環境設定

請檢查裝置驅動程式及印表機驅動程式連接埠是否正確。 有關網路連結的詳細
說明，請參閱配置裝置 (Windows)、配置裝置 (Mac OS)、或網路供應商提供的
文件。

檢查電腦上安裝的任何個人防火牆軟體

個人防火牆軟體是安全性軟體，可保護電腦免於受到侵犯。 但也可能阻擋電腦
及裝置之間的通訊。 與裝置的通訊如有問題，請暫時關閉個人防火牆軟體。 如
果還會有問題，防火牆就不是通訊問題的來源。 請重新啟動防火牆。

關閉防火牆若能使裝置正常通訊，請指定靜態 IP 位址給裝置，然後重新啟動防
火牆軟體。

插入裝置的印字頭不合

檢查印字頭鎖栓

確認印字頭鎖栓已鎖好。

檢查印字頭

檢查印字頭是否插入同色標示的插槽，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更換印字頭。

清潔印字頭

完成印字頭清潔程序，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維護印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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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印字頭後將裝置關機

取出印字頭，將裝置關機，20 秒後，再將裝置開機（印字頭不插入）。 裝置重
新開機後，再將印字頭插入。

裝置經過長時間後才列印

檢查系統資源

確定您的電腦擁有足夠的資源，以便在合理的時間範圍內列印文件。 如果您的
電腦僅符合最低系統需求，文件的列印時間就會拉長。 如需最少與建議系統需
求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需求。 此外，如果電腦忙著執行其他程式，文件就
會較晚列印出來。

檢查裝置軟體設定

當列印品質設定為「最佳」或「最大 dpi」時，印表機的列印速度會變慢。 若
要加快列印速度，請於裝置驅動程式中改選其他列印設定， 詳細的說明，請參
閱變更列印設定。

印出空白頁或不完整的頁

檢查墨水用完的墨水匣

墨水存量偏低或用完的提示，可見於控制面板或內建 Web 伺服器，請參閱內
建 Web 伺服器。工具箱 (Windows)、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及測試
診斷頁（請參閱測試診斷頁說明），都提供墨水存量的資訊。列印黑色文字時
出現空白頁，代表黑色墨水匣可能已用完。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更換墨水匣。

檢查印字頭鎖栓

確認印字頭鎖栓已鎖好。

檢查印字頭

• 檢查印字頭是否插入同色標示的插槽，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更換印字頭。

• 取出印字頭，並檢查各橘色保護膠帶是否均已撕乾淨。

清潔印字頭

完成印字頭清潔程序，詳細的說明請參閱維護印字頭。

取出印字頭後將裝置關機

取出印字頭。將印字頭置於紙張或紙巾上。噴嘴請朝上且勿與紙張接觸。 關閉
裝置，等 20 秒鐘，未插回印字頭前將裝置重新開機。重新開機後，再將印字頭
插入。

檢查印材設定

• 請檢查印表機驅動程式中所選的列印品質設定與紙匣中的印材是否相符。

• 請檢查印表機驅動程式所選的版面設定與紙匣中的印材大小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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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文件的某些部份消失或錯誤

檢查印字頭

在空白的白紙上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檢查任何有問題的部份，並執行所
建議的步驟。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

檢查邊界設定

確認文件的邊界設定，未超過裝置的可列印範圍，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設定最
小邊界。

檢查彩色列印設定

確定沒有在印表機驅動程式中選定「灰階列印」。 有關變更此設定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變更列印設定。

檢查裝置位置及 USB 纜線的長度

USB 纜線等物件所產生的強電磁場，有時可能稍微扭曲列印出來的結果。 請將
裝置置於遠離強電磁場的位置。 亦請避免使用長度超過 3 公尺（9.8 英呎）的
USB 纜線，使電磁場的影響降到最低。

文字或圖形位置錯誤

檢查印材的裝入方式

印材長度及寬度導桿應貼緊印材的邊緣，紙匣裝紙量不得過多。 詳細的說明請
參閱載入印材。

檢查印材尺寸

• 文件尺寸若大於所用印材的大小，頁面內容可能被裁短。

• 檢查印表機驅動程式中所選的印材尺寸，是否符合紙匣所載入的印材尺寸。

檢查邊界設定

文字或圖形在頁面邊緣被截斷時，請檢查文件的邊界設定是否超出裝置的可列
印範圍，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設定最小邊界。

檢查頁面方向設定

應用程式中選取的印材尺寸和頁面方向，應符合印表機驅動程式中的設定。詳
細的說明請參閱變更列印設定。

檢查裝置位置及 USB 纜線的長度

USB 纜線等物件所產生的強電磁場，有時可能稍微扭曲列印出來的結果。請將
裝置置於遠離強電磁場的位置。亦請避免使用長度超過 3 公尺（9.8 英呎）的
USB 纜線，使電磁場的影響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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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法若仍不能奏效，問題可能出在電腦的應用程式，無法正確解讀印表機
的列印設定。 請參閱「付印後注意事項」中已知的軟體衝突說明、應用程式手
冊、或洽請軟體廠商提供協助。

裝置列印半頁後，就送出紙張

檢查墨水匣

列印墨匣的墨水存量偏低，列印作業被取消。 更換墨水匣再重送列印作業到裝
置。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更換墨水匣〉。

列印品質欠佳且出現非預期的列印結果
本節主題如下：

• 列印品質太差

• 印出亂碼

• 墨水汚漬

• 文字或圖形印不完整

• 印出的文件色彩暗淡

• 彩色印成黑白

• 印出錯誤的色彩

• 印出的文件色彩褪色

• 色彩未對齊

• 文字或圖形漏印一條或一點

列印品質太差

檢查印字頭及墨水匣

在空白的白紙上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檢查任何有問題的部份，並執行所
建議的步驟。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

檢查紙張品質

紙張可能太潮濕或太粗糙。 請確認所用的印材符合 HP 的規格，再列印一次。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選擇印材。

請檢查裝置中印材的類型

• 請確認紙匣支援所載入的印材，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被支援之印材的規格。

• 請確認您在列印驅動程式中所選的紙匣，裝有您要使用的印材。

檢查裝置位置及 USB 纜線的長度

USB 纜線等物件所產生的強電磁場，有時可能稍微扭曲列印出來的結果。請將
裝置置於遠離強電磁場的位置。亦請避免使用長度超過 3 公尺（9.8 英呎）的
USB 纜線，使電磁場的影響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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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印字頭後將裝置關機

取出印字頭。將印字頭置於紙張或紙巾上。噴嘴請朝上且勿與紙張接觸。 關閉
裝置，等 20 秒鐘，未插回印字頭前將裝置重新開機。重新開機後，再將印字頭
插入。

印出亂碼

列印作業被中斷時，裝置可能無法識別該工作的其餘部分。

請取消目前的工作，等待裝置返回就緒狀態。 如果裝置未返回就緒狀態，請取
消所有工作繼續等待。 裝置進入就緒狀態後，重送列印工作。 電腦提示重送該
工作時，點選「取消」。

檢查纜線的連結

以 USB 纜線連結裝置及電腦時，問題可能出在纜線連結不良。

請確認纜線兩端確實插好。 問題若仍持續發生，請關閉裝置，斷開裝置纜線，
將裝置在未插入纜線時重新開機，刪除裝置緩衝中任何未印完的作業。 電源指
示燈亮起且不閃爍時，重新連結纜線。

檢查文件檔案

文件檔案可能受損。 如果從同一應用程式能夠列印其他文件，請嘗試使用文件
的備份複本（如果有的話）進行列印。

墨水汚漬

檢查列印設定

• 列印使用大量墨水的文件時，請讓印材有足夠的乾燥時間。 投影片更是如
此。 在印表機驅動程式中，選擇「最佳」列印品質，增加墨水乾燥時間，
並用印表機軟體的進階功能 (Windows) 或墨水功能 (Mac OS) 的墨水量設
定，來減少墨水飽和度。 請注意，降低墨水飽和度可能會使列印出來的文
件略顯「褪色」。

• 在「最佳」模式下列印鮮豔多彩的文件時，可能會使頁面出現褶皺或滲
漏。 請改用「正常」等別的列印模式，減少墨水用量，或改用 HP 專為艷麗
色彩列印所設計的高級紙張。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變更列印設定。

檢查印材類型

某些印材的吸墨性欠佳。 對於這類印材，墨水乾得較慢且可能產生汙漬。詳細
的說明請參閱選擇印材。

文字或圖形印不完整

檢查印材類型

有些印材類型不適用於本裝置，詳細的說明請參閱選擇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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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列印模式

請於印表機驅動程式中，改用最佳列印模式。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變更列印設
定。

檢查印字頭

在空白的白紙上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檢查任何有問題的部份，並執行所
建議的步驟。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

印出的文件色彩暗淡

檢查列印模式

如果要取得較佳的效果，請選擇「一般」或「最佳」。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變更列印設定。

檢查紙張類型設定

列印投影片或其他特殊印材時，請在列印驅動程式對話方塊中，選取適當的印
材類型，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列印於特殊及自訂尺寸印材（Windows)。

檢查印字頭

在空白的白紙上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檢查任何有問題的部份，並執行所
建議的步驟。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

彩色印成黑白

檢查列印設定

確定沒有在印表機驅動程式中選定「灰階列印」。 有關變更此設定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變更列印設定。

印出錯誤的色彩

檢查列印設定

確定沒有在印表機驅動程式中選定「灰階列印」。 有關變更此設定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變更列印設定。

檢查印字頭

在空白的白紙上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檢查任何有問題的部份，並執行所
建議的步驟。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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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出的文件色彩褪色

檢查墨水匣

檢查墨水匣有無被改動。 使用重新填充或不相容的墨水，不但有害於精密的列
印系統，更使列印品質惡化、損壞裝置或印字頭。 HP 不擔保或支援重新填充
的墨水匣。 訂購資訊，請參閱HP 耗材及配件。

檢查印材類型

有些印材類型不適用於本裝置，詳細的說明請參閱選擇印材。

檢查印字頭

在空白的白紙上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檢查任何有問題的部份，並執行所
建議的步驟。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

色彩未對齊

檢查印字頭

在空白的白紙上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檢查任何有問題的部份，並執行所
建議的步驟。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

檢查圖形位置

使用軟體的縮放或列印預覽功能，檢查頁面上圖形位置中的間隙。

文字或圖形漏印一條或一點

檢查列印模式

請於印表機驅動程式中，改用最佳列印模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列印
設定。

檢查印字頭

在空白的白紙上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檢查任何有問題的部份，並執行所
建議的步驟。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列印「列印品質診斷頁」。

解決送紙問題
有關解決夾紙的資訊，請參閱清除夾紙。

• 送紙時發生問題

送紙時發生問題

印表機或紙匣不支援載入的印材

務請使用裝置及紙匣支援的印材，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被支援之印材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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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材無法自紙匣夾起

• 檢查印材有無插入紙匣，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載入印材。 載入前請先將壓緊
的印材翻鬆。

• 印材導桿應調整到所裝入印材的標示位置。 印材導桿應不緊不鬆地貼齊印
材。

• 請確認紙匣中的印材無捲曲不平的現象。 反方向捲曲紙張以將其展平。

• 使用超薄特殊印材時，請將紙匣裝滿。所用的超薄特殊印材量無法填滿紙匣
時，請在下方墊一些相同尺寸的其他紙張，將紙匣填滿。（某些印材在紙匣
裝滿時較易於被挟起。）

• 使用傳單等超厚特殊印材時，請將紙匣裝到 1/4 至 3/4 滿。您可在下方墊一
些相同尺寸的其他紙張，使紙匣內的紙張疊高在上述範圍內。

印材未正確送出裝置

• 請確認出紙匣托板已拉開，否則列印出來的文件可能掉出裝置。

• 取出出紙匣中過多的印材。 出紙匣的印材數量有一定的限度。

紙張歪扭

• 印材裝入紙匣時務必貼齊印材導桿。紙匣可取出時，將紙匣拉出裝置，重新
載入印材，並將紙張導桿貼緊印材邊緣。

• 確保後側護蓋或雙面列印單元安裝正確。

• 切勿在裝置列印中將印材載入。

• 請勿猛力將紙匣插入印表機，此舉可能使紙張在裝置中滑動，導致裝置夾紙
或一次送入多張紙。

一次夾起多張印材

• 載入前請先將壓緊的印材翻鬆。

• 印材導桿應調整到所裝入印材的標示位置。印材導桿應不緊不鬆地貼齊印
材。

• 紙匣中切勿裝入過多的紙張。

• 使用超薄特殊印材時，請將紙匣裝滿。所用的超薄特殊印材量無法填滿紙匣
時，請在下方墊一些相同尺寸的其他紙張，將紙匣填滿。（某些印材在紙匣
裝滿時較易於被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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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傳單等超厚特殊印材時，請將紙匣裝到 1/4 至 3/4 滿。您可在下方墊一
些相同尺寸的其他紙張，使紙匣內的紙張疊高在上述範圍內。

• 請勿猛力將紙匣插入印表機，此舉可能使紙張在裝置中滑動，導致裝置夾紙
或一次送入多張紙。

• 請使用 HP 印材以獲得最佳的效能及效率。

• 請勿在移動墨水匣時放入紙張。

解決裝置管理問題
本節說明如何解決管理裝置時常見的問題。 本節目錄如下：

附註 如果您要使用 HTTPS 通訊協定來存取內嵌式 Web 伺服器，可能會出
現瀏覽器安全性警告。這是正常情形。 您可以安裝憑證，然後再造訪 EWS
網站。

• 內建 Web 伺服器無法開啟

內建 Web 伺服器無法開啟

檢查網路設定

• 切勿以電話線或跳線將裝置連上網路。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配置裝置
(Windows) 或配置裝置 (Mac OS)。

• 確認網路線已妥善插入裝置。

• 網路集線器，交換器，或路由器已開機且正常運作。

檢查電腦

請確認所用的電腦已連上網路。

檢查 Web 瀏覽器

請確認 Web 瀏覽器符合系統最低需求，詳細的說明請參閱系統需求。

檢查裝置 IP 位址

• 請列印網路配置頁，用控制面板察看裝置的 IP 位址。詳細的說明，請參閱
網路配置頁說明。

• 在 DOS 模式下，Ping 裝置的 IP 位址。

例如，IP 位址若為 123.123.123.123，即應在 MS-DOS 提示下輸入下列指
令：

C:\Ping 123.123.123.123
MS-DOS 若有回應出現，表示 IP 位址正確無誤。 出現逾時回應時，代表
IP 位址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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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安裝問題
下列說明若仍無法解決問題，請參閱支援及保固中有關 HP 支援的資訊。

• 硬體安裝注意事項

• 軟體安裝注意事項

• 解決網路問題

硬體安裝注意事項

檢查裝置

• 請檢查並確認裝置內外的各項包裝膠帶及包裝物均已去除。

• 確定裝置內裝有紙張。

• 檢查並確認除電源指示燈外，無其他任何開啟或閃爍的指示燈。 除電源指
示燈外，如有任何開啟或閃爍的指示燈，代表有故障發生。詳細的說明，請
參閱控制面板指示燈說明。

• 請先檢查裝置是否可列印測試診斷頁。

• 請確定後側面板或雙面列印器是否均已插入定位。

檢查硬體連結

• 檢查並確認所用的任何線材均在常狀態。

• 檢查並確認電源線妥善插入裝置及有電的插座。

檢查印字頭及墨水匣

• 檢查並確認各印字頭及墨水匣，並妥善插入正確的同色標示插槽。用力往下
按每個印字頭和墨水匣確定接觸良好。 印字頭及墨水匣插入前，裝置將無
法使用。

• 檢查各鎖栓及護蓋是否均已蓋好。

軟體安裝注意事項

檢查電腦系統

• 檢查並確認電腦執行的是被支援的作業系統。

• 檢查並確認電腦符合最低系統要求。

• 請檢查 Windows 裝置管理員中 USB 驅動程式是否被停用。

• Windows 電腦無法偵測到裝置時，請執行 (Starter CD 上的 util\ccc
\uninstall.bat ) 移除安裝公用程式，將裝置裝驅動程式完全移除。 重新啟動
電腦，再重新安裝裝置驅動程式。

證安裝前的必要條件

• 檢查並確認 Starter CD 內有作業系統所需的安裝軟體。

• 安裝軟體前，請先關閉任何其他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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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若無法識別所輸入的光碟機路徑，請檢查光碟機代碼是否正確。

• 如果電腦無法識別光碟機中的 Starter CD，請檢查光碟是否損壞。 您可自
HP Web 網站 (www.hp.com/support)下載裝置驅動程式。

附註 解決任何問題後，請再執行一次安裝程式。

解決網路問題

一般網路問題疑難排解

• 無法在電腦上安裝裝置軟體時，請檢查下列項目：

◦ 連結電腦及裝置的各纜線均已連結妥善。

◦ 網路作業正常且網路集線器已開機。

◦ 對 Windows 電腦，包括防毒程式、spyware 保護程式及韌體在內的任何
應用程式均關閉或停用。

◦ 裝置及要使用該一裝置的電腦均安裝於同一網段。

◦ 安裝程式若無法偵測到裝置，請列印網路配置頁，並在安裝程式中手動
輸入 IP 位址。詳細的說明，請參閱網路配置頁說明。

• 對 Windows 電腦，請檢查裝置驅動程式中新增的連接埠是否與裝置的 IP 位
址吻合：

◦ 列印裝置的網路配置頁。

◦ 按一下「開始」，指向「設定」，然後按「印表機」或「印表機和傳
真」。

- 或 -
點選「開始」，點選 「控制台」，再按兩下「印表機」。

◦ 在裝置圖示上按滑鼠右鍵，按一下「內容」，再按一下「連接埠」選項
標籤。

◦ 選擇裝置的 TCP/IP 連接埠，再選擇「設定連接埠」。

◦ 比較對話方塊的 IP 位址及網路配置頁上的 IP 位址是否相符。 兩者若不
相同，請修改對話方塊中的 IP 位址，使與網路配置頁上的 IP 位址完全
一致。

◦ 按兩次「確定」儲存設定並關閉對話方塊。

連結有線網路時的問題

網路卡上的連結燈號若未亮起，請逐項檢查「一般網路疑難排解」中的條件是
否符合。

清除夾紙
印材在作業中偶爾會夾紙。 清除夾紙前請先試用下列解決方式。

警告 裝置電源開啟或滑動架卡住時，請不要將手伸入裝置中。掀開列印滑
動架存取擋門時，滑動架應回到裝置右側的位置。滑動架若未移向右側，清
除夾紙前請先將裝置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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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所列印的印材符合規定。詳細的說明請參閱選擇印材。

• 確定所列印的印材，沒有皺紋、摺疊、或損壞的情形。

• 進紙匣務必載入正確且不要太滿。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載入印材。

• 清除裝置夾紙

• 避免夾紙的注意事項

清除裝置夾紙

清除夾紙

1. 清空出紙匣印材。

2. 檢查後側護蓋或雙面列印單元。

a. 按後側護蓋或自動雙面列印單元任一側的按鈕，取出護蓋或雙面列印單
元。

b. 找出夾在裝置內的印材，用雙手抓住夾紙向外拉。

c. 印表機內找不到夾紙時，請向內推動卡榫，以拆下護蓋。夾紙在雙面列
印模組內時，請小心取出。關上護蓋。

d. 重新插入後側護蓋或自動雙面列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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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動雙面列印單元內若無夾紙，請拉開出紙匣，檢查紙匣 1 中是否有夾紙。
若有夾紙的話，請執行下列步驟：

a. 抬起出紙匣。

b. 將其中的紙張向外拉。

c. 將出紙匣放下。

4. 打開墨水匣座護蓋。 裝置若仍有夾紙，請將印字頭移到裝置右側，取出任
何殘紙或扭曲的印材，並將紙張從裝置的上方向外拉。

警告 裝置電源開啟且印字頭卡住時，請不要將手伸入裝置中。 掀開頂
蓋時，墨水匣座應回到裝置右側的位置。 印字頭若未移向右側，清除夾
紙前請先將裝置關機。

5. 清除夾紙後，關閉所有護蓋，啟動裝置（如果已將其關閉），重送列印作
業。

避免夾紙的注意事項

• 確定紙張路徑中沒有異物。

• 不要在紙匣中裝入過多印材，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被支援之印材的規格。

• 裝置不在列印中時載入紙張。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載入印材。

• 不要使用捲曲或褶皺的印材。

• 務請使用符合規格的印材，詳細的說明請參閱選擇印材。

• 出紙匣切勿太滿。

• 務請將印材貼齊紙匣右緣。

• 務請將長度及寬度導桿在不引起曲摺的情形下，貼緊印材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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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面板指示燈說明
控制面板指示燈顯示印表機狀態，對診斷列印方面的問題非常實用。本節說明
控制面板指示燈、其意義以及相關應採取的行動。

• 控制面板指示燈說明

• 網路卡指示燈說明

控制面板指示燈說明

1 紙張用盡燈號

2 擋門打開燈號

3 卡紙燈號

4 「取消」按鈕

5 繼續按鈕與指示燈

6 電源按鈕與指示燈

7 墨水匣指示燈

8 印字頭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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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造訪 HP 的網站 (www.hp.com/support) 取得最新的疑難排解或產品修復和更
新軟體資訊。

指示燈說明/指示燈組合 說明及相關應採取的行
動

各指示燈均關閉。 裝置的電源關閉。

• 連上電源線。

• 按  （電源按
鈕）。

電源指示燈亮起。 裝置就緒。

無需進行任何操作。

電源指示燈閃爍。 裝置正在開關機或處理
列印作業。

無需進行任何操作。

裝置暫停等待墨水晾乾
中。

等待墨水晾乾。

電源及恢復指示燈閃爍。 裝置墨水匣卡住了。

• 打開上蓋取出卡住
墨水匣的夾紙等異
物。

• 按  （繼續按
鈕）繼續列印。

• 錯誤若仍持續發
生，請將裝置關機
後再開機。

電源指示燈亮起，恢復指示燈閃爍。 等待手動送紙槽。

• 將一張紙裝入後方
手動進紙槽。

• 按 （繼續按鈕）
繼續列印。

長條紙被送出。

不需要任何操作。

「電源」燈號、「繼續」燈號及「擋門打開」燈號都亮起。 護蓋或擋門是開著的。

• 請確定所有擋門和
護蓋都已關閉。

• 按 （繼續按鈕）
繼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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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燈說明/指示燈組合 說明及相關應採取的行
動

電源指示燈及恢復指示燈閃爍，同時一或多個墨水匣指示燈亮起。 一個或多個墨水匣已逾
期。

注意 因使用逾期墨水
匣而導致的裝置服務或
修護，不在保固範圍
內。

• 更換所示的墨水
匣。

• 如果要使用逾期墨
水匣，請按住

（電源按鈕），

再按三次 （繼續
按鈕）。 除「電
源」燈號外，其他
燈號均關閉。 因使
用此墨水匣而導致
的印表機損壞不在
保固範圍內。

電源指示燈亮起，同時一或多個印字頭指示燈閃爍。 一或多個印字頭未安
裝。

• 安裝所示的印字頭
後繼續列印。

• 安裝所示的印字頭
後，錯誤若仍無法
消除，請參考插入
裝置的印字頭不
合。

• 錯誤若仍無法消
除，請更換所示的
印字頭。

電源指示燈及一或多個印字頭指示燈閃爍。 一或多個印字頭故障或
需要處理。

• 將所示的印字頭確
實安裝好後再列
印。必要時請將印
字頭取出後重新插
入。詳細的說明，
請參閱插入裝置的
印字頭不合。

• 錯誤若仍無法消
除，請更換所示的
印字頭。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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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燈說明/指示燈組合 說明及相關應採取的行
動

電源指示燈亮起，一或多個墨水匣指示燈閃爍。 一或多個墨水匣未安
裝。

• 安裝所示的墨水匣
後再列印。 必要時
請將墨水匣連續取
出後重新插入幾
次。

• 錯誤若仍無法消
除，請更換所示的
墨水匣。

一或多個墨水匣的墨水
用完了，請先加以更換
再繼續列印。

更換所示的墨水匣。訂
購資訊，請參閱 HP 耗
材及配件。

電源指示燈及一或多個墨水匣指示燈閃爍。 一或多個墨水匣故障或
需要處理。

• 將燈號所示的墨水
匣安裝好後繼續列
印。 必要時請將墨
水匣連續取出後重
新插入幾次。

• 錯誤若仍無法消
除，請更換所示的
墨水匣。

電源指示燈及一或多個墨水匣指示燈亮起。 一或多個墨水匣的存量
過低即需更換。

準備新的墨水匣，原墨
水匣用完時即可加以更
換。

「電源」燈號亮著，「繼續」和「紙張用盡」燈號閃爍。 裝置的紙張用完了。

放入紙張後，按

（繼續按鈕）。

「電源」和「繼續」燈號亮著，「擋門打開」燈號閃爍。 雙面列印模組或後蓋遺
失

更換雙面列印模組或後
蓋。

「電源」、「繼續」和「卡紙」燈號閃爍。 列印紙材卡在裝置中。

清空出紙匣中的紙材。
找出並清除卡紙。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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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燈說明/指示燈組合 說明及相關應採取的行
動

詳細資訊，請參閱清除
夾紙。

網路卡指示燈說明

1 通訊作業指示燈

2 網路卡

3 連結指示燈

指示燈說明/指示燈組合 說明及相關應採取的行動

連結指示燈開啟。通訊作業指示燈關閉。 裝置已連上網路但與網路間無任何數據
傳輸。裝置開機且在待機中。

無需進行任何操作。

連結指示燈開啟。通訊作業指示燈閃爍。 裝置正自或從網路收發數據。

無需進行任何操作。

連結指示燈關閉。通訊作業指示燈關閉。 裝置已關機或未連上網路。

裝置若已關機，請將裝置開機。若裝置
已開機且已連上網路，請參閱疑難排解
安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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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P 耗材及配件
本節說明裝置的 HP 耗材及配件， 相關資料會隨時修訂，最新的資訊請上 HP 網站
(www.hpshopping.com) 瀏覽。 您亦可於本網站訂購 HP 耗材及配件。

• 線上訂購列印耗材

• 附件

• 耗材

線上訂購列印耗材
除 HP 網站外，您亦可經下列工具訂購列印耗材：

• 內建 Web 伺服器：在內建 Web 伺服器的任何網頁，點選訂購耗材鈕。

• 工具箱 (Windows)：點選估計墨水存量標籤上的線上採購。

•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點選「Information and Support」（資訊及支援）
視框的「Supplies Status」（耗材狀態），點選「Shop for HP Supplies」（採購
HP 耗材）下拉功能表，再選擇「Online」（線上）。

附件

HP 自動雙面列印配件 CB017A 自動雙面列印器提供自動雙面列印的
功能

HP 無線列印升級套件 Q6236A 讓有線電腦能以無線方式與裝置通
訊。

HP Jetdirect en1700 外部列印
伺服器連 IPv6

J7988G 外部列印伺服器

HP Jetdirect 175x 列印伺服器
- Fast Ethernet

J6035G 外接列印伺服器 (USB 1.0)

HP Jetdirect en3700 列印伺服
器 - Fast Ethernet

J7942G 外接列印伺服器 (USB 2.0)

HP Jetdirect ew2400 802.11g
無線列印伺服器 (USB 2.0)

J7951G 無線或有線外接列印伺服器

耗材
本節主題如下：

• 墨水匣

• 印字頭

• HP 印材

墨水匣

各國家/地區可用的墨水匣可能不同。墨水匣的容量大小各地區互異。裝置可使用的墨水
匣清單，請參考可自行列印之測試診斷頁的墨水匣狀態節。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測試診
斷頁說明。

72 HP 耗材及配件

http://www.hpshopping.com


墨水匣編號可見於下列位置：

• 測試診斷頁，請參閱測試診斷頁說明。

• 要更換之墨水匣的標籤。

• 可見於內建 Web 伺服器的說明頁，請參閱內建 Web 伺服器。

• Windows：有雙向通訊時，點選「工具箱」，點選「估計的墨水匣存量」選項標
籤，翻閱顯示「墨水匣詳細資料」鈕，再點選「墨水匣詳細資料」。

• Mac OS：從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點選「資訊及支援」區的「耗材資訊」，再
點選「零售耗材資訊」。

印字頭

HP 88 黑黃色 Officejet 印字頭 C9381

HP 88 紅藍色 Officejet 印字頭 C9382

HP 印材

請上 www.hp.com 網站，訂購 HP 特級相片紙或 HP 高級紙等印材。

選擇國家/地區，再選擇購買或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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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支援及保固
維護及疑難排解說明常見問題的解決之道。 裝置不能正確操作，且本節的說明無法解決
問題時，請洽下列支援服務。

本節主題如下：

• Hewlett-Packard 有限的保固書

• 獲得電子支援

• 獲得 HP 電話支援

• 運送前的準備作業

• 裝置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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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wlett-Packard 有限的保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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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電子支援
HP 的 www.hp.com/support 網站，提供支援及保固資訊。 按提示選擇國家/地區，點選
「聯絡 HP」，查閱有關電洽技術支援的資訊。

網站還提供技術支援、驅動程式、耗材、訂購資訊，以及下列其他選項：

• 線上支援網面。

• 傳送有關問題的電子郵件訊息給 HP。
• 線上與 HP 技術人員對談話。

• 檢查軟體更新。

您也可透過「工具箱」(Windows) 或 HP Printer Utility (Mac OS) 取得支援，這些工具會
逐步提供解決常見印表機問題的簡便方式。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工具箱 (Windows) 或 HP
印表機公用程式 (Mac OS)。
支援選項及可用性，依產品、國家/地區、和語言而不同。

獲得 HP 電話支援
在保固期內，您可從 HP Customer Care Center 獲得協助。

本節主題如下：

• 致電前的準備動作

• 支援程序

• 致電 HP 支援中心

• 附加保固選項

• HP Quick Exchange Service （日本）

致電前的準備動作

問題仍無法解決時，請瀏覽 HP (www.hp.com/support) 網站上最新的疑難排解或產品變
更和更新軟體資訊。

為使 Customer Care Center 服務人員能夠為您提供更好的服務，致電前請先準備好以下
資訊：

1. 列印裝置的測試診斷頁。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測試診斷頁說明。 裝置無法列印時，
請準備好以下資訊：

• 裝置型號

• 位於裝置背面的型號及序號

2. 查明您所用的作業系統，如 Windows XP。
3. 裝置連上網路時，請查明網路作業系統。

4. 查明裝置與系統的連接方式，例如，USB 或網路。

5. 取得印表機軟體的版本號碼。（若要尋找印表機驅動程式的版本號碼，請開啟印表
機設定或內容對話方塊，然後按一下「關於」標籤。）

6. 從特定應用程式列印時發生問題時，請查明應用程式和版本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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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程序

若您有問題，請執行下列步驟

1. 檢查 HP 印表機 隨附的說明文件。

2. 造訪 HP 線上支援網站：www.hp.com/support。所有 HP 客戶都可以使用 HP 線上
支援。它是獲取最新裝置資訊和專家協助的最快來源，其中包括下列功能：

• 快速連絡合格的線上支援人員

• HP 印表機 的軟體與驅動程式更新程式

• 寶貴的 HP 印表機 資訊與常見問題的疑難排解資訊

• 註冊您的 HP 印表機 後，即可及早取得裝置更新程式、支援警示及 HP 新聞簡訊

3. 致電 HP 支援中心。支援選項與可用性會因裝置、國家/地區及語言而異。

致電 HP 支援中心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 電話支援期限

• 電話支援服務號碼

• 致電

• 電話支援期限過後

電話支援期限

北美洲、亞太地區及拉丁美洲（包括墨西哥） 可獲得一年的電話支援。若要確定歐洲、
中東及非洲的電話支援期限，請瀏覽 www.hp.com/support。您需要支付標準的電話費
用。

電話支援服務號碼

在許多地方，HP 在保固期內提供免付費的電話支援。不過，部分支援服務號碼可能需
要收費。

最新的電話支援號碼，請瀏覽 www.hp.com/support 網站。

致電

請您在備好電腦和HP 印表機時，聯絡 HP 支援中心。 同時，請準備下列資訊：

• 型號（位於 HP 印表機 正面的標籤上）

• 序號（位於 HP 印表機 的背面或底部）

• 發生狀況時顯示的訊息

• 下列問題的答案：

◦ 之前是否發生過此狀況？

◦ 您是否可以再現此狀況？

◦ 在問題發生前後，您是否在電腦上新增任何的硬體或軟體？

◦ 在此狀況之前是否發生過任何其他事情（如大雷雨、HP 印表機 移動等情形）？

電話支援期限過後

電話支援期限過後，HP 提供的支援服務將酌情收費。您也可以在 HP 線上支援網站取得
協助：www.hp.com/support。請聯絡 HP 經銷商或致電您所在國家/地區的支援中心，以
瞭解關於支援選項的詳細資訊。

附加保固選項

只要另行付費，HP 印表機就能取得延長服務。 請瀏覽 www.hp.com/support，選擇您的
國家/地區和語言，然後探索服務及保固部分，以取得有關延長服務計畫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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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Quick Exchange Service （日本）

有關包裝裝置以進行換貨的指示，請參閱裝置打包。

運送前的準備作業
被 HP 客戶支援人員或原出售者要求裝置送回進行維修時，請在送回裝置之前取下並保
存下列項目：

• 墨水匣及印字頭

• 電源線、USB 纜線，以及任何其他連接至裝置的纜線

• 任何放入進紙匣的紙張

• 任何已放入裝置的原稿

本節主題如下：

• 運送前請先取出墨水匣及印字頭

運送前請先取出墨水匣及印字頭

送返裝置前，請先取出墨水匣及印字頭。

附註 此資訊不適用於日本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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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前取出墨水匣

1. 開啟裝置，等候列印匣座停止不動且不再發出聲音。 裝置無法開啟時，請略過本步
驟直接進行步驟 2。

附註 裝置無法開啟時，請拔下電源線，手動將列印匣座滑到最右側，再取出墨
水匣。

2. 將墨水匣護蓋輕輕拉開。

3. 用拇指和食指握住墨水匣，穩穩地拉出插槽。

4. 將墨水匣置於密閉的塑膠容器以避免乾掉，並置於一旁。 除非 HP 客戶支援專線服
務員指示，否則請勿將印字頭連同裝置一起送修。

5. 關上墨水匣護蓋，等待數分鐘，讓列印匣座回到左側的原始位置。

6. 按「電源」鈕，將裝置關機。

運送前取出印字頭

1. 打開護蓋。

2. 墨水匣如未自動移動到最左側，請按住 （恢復鈕） 直到墨水匣移動到最左側為
止。 墨水匣停止移動後，斷開印表機的電源線。

運送前的準備作業 79



3. 拉開印字頭鎖栓。

4. 拉開要清潔的印字頭提把，將印字頭拉出印字頭插槽。

5. 將印字頭置於密閉的塑膠容器以避免乾掉，並置於一旁。除非 HP 客戶支援專線服務
員指示，否則請勿將印字頭連同裝置一起送修。

6. 關上護蓋。

7. 按「電源」鈕，將裝置關機。

裝置打包
裝置準備好可運送後請執行下列步驟。

裝置打包

1. 可能的話，請用裝置的原始包裝材料或隨附於替換裝置的包裝材料，來進行打包運
送。

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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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包裝材料找不到時，請改用適當的其他包裝材料。 不良包裝及/或運送造成的運輸
損壞不在保固範圍之內。

2. 將寄回送修的運送標籤貼在包裝箱上。

3. 包裝箱內附上以下資料：

• 給維修人員的問題完整說明（列印品質問題的樣本會很有幫助）。

• 銷售單或其他購買證明副本，證明在保固期間內。

• 您的姓名、住址和日間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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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裝置規格
有關印材及印材處理的規格，請參閱被支援之印材的規格。

• 實際規格

• 產品性能及容量

• 處理器及記憶體規格

• 系統需求

• 網路協定規格

• 內建 Web 伺服器規格

• 列印解析度

• 環境規格

• 電氣規格

• 發聲規格（草稿模式列印， ISO 7779 噪音衡量標準）

實際規格

尺寸（寬 x 深 x 高）

• 裝置：610 x 403 x 223 公釐（24 x 15.9 x 8.8 英吋）

• 配備雙面列印模組：裝置後側另加 97.6 公釐（3.8 英吋）

裝置重量（不含列印耗材）

• 裝置：11.9 公斤（26.3 磅）

• 配備雙面列印模組：增加 2.5 公斤（5.6 磅）

產品性能及容量

功能 容量

連結 • USB 2.0-相容高速 
• 內嵌式網路連線

列印方式 變量噴墨式的熱感噴墨列印

墨水匣 四組墨水匣（黑，靛藍，紫紅及黃色各一）

印字頭 兩組印字頭（一組黑色及黃色，一組紫紅色及
靛藍色）

耗材產出 有關墨水匣預估產出量的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hp.com/pageyield/ 網站。

裝置語言 HP PCL 3 增強版

字型支援 美國字型：CG Times、CG Times Italic、
Universe、Universe Italic、Courier、Courier
Italic、Letter Gothic、Letter Gothic Italic。

工作週期循環 每月高達 6,2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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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容量

控制面板語言支援

各國家/地區可用的語言互異。

保加利亞語、克羅埃西亞語、捷克語、丹麥
語、荷蘭語、英文、芬蘭語、法文、德文、希
臘語、匈牙利語、義大利語、日文、韓文、挪
威語、波蘭語、葡萄牙文、羅馬尼亞文、俄
語、簡體中文、斯洛伐克語、斯洛文尼亞語、
西班牙文、瑞典語、繁體中文、土耳其語、烏
克蘭語。

處理器及記憶體規格

裝置處理器

192 MHz ARM9463ES

裝置記憶體

• 內建 32 MB RAM
• 8 MB 內建 MROM + 2 MB 內建 Flash ROM

系統需求

附註 有關支援的作業系統和系統需求的最新資訊，可見於 http://www.hp.com/
support/ 網站。

作業系統相容性

• 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XP（32 和 64 位元）、Windows XP
Starter Edition、Windows XP Reduced Media Edition、Windows Vista（32 和 64
位元）、Windows 2003 Server

附註 如果是 Windows 2000，僅提供印表機驅動程式與「工具箱」。

• Mac OS X（v10.3.8、v10.4 及更新的版本）

• Linux

附註 Windows Server 2003（32-bit 及 64-bit 版本）的印表機及掃描器驅動程式的
最低需求為，Intel ®Pentium® II 或 Intel Celeron ® 處理器、128 MB RAM，以及 200
MB 可用硬碟空間。 驅動程式可自 http://www.hp.com/support/ 網站下載。

最低需求

• Windows 2000 Service Pack 4：Intel Pentium II 或 Celeron 處理器、128 MB
RAM、150 MB 可用硬碟空間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0
• Windows XP（32 位元）：Intel Pentium II 或 Celeron 處理器、128 MB RAM、

300 MB 可用硬碟空間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0
• Windows XP x64：AMD Athlon 64、AMD Opteron、配有 Intel EM64T 支援的

Intel Xeon 處理器，或配有 Intel EM64T 支援的 Intel Pentium 4 處理器、128 MB
RAM、270 MB 可用硬碟空間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0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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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Vista：800 Mhz 32 位元 (x86) 或 64 位元 (x64) 處理器、512 MB RAM、
730 MB 可用硬碟空間。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7.0
• Mac OS X（v10.3.9 及以上版本、v10.4.6 及以上版本）：400 MHz Power PC G3

（v10.3.9 及以上版本、v10.4.6 及以上版本）或 1.83 GHz Intel Core Duo（v10.4.6
及以上版本）、256 MB 的記憶體、200 MB 可用硬碟空間

QuickTime 5.0 或以上版本

• Adobe Acrobat Reader 5.0 或以上版本

理想配置

• Windows 2000 Service Pack 4：Intel Pentium III 或以上等級的處理器、200 MB
RAM、150 MB 可用硬碟空間

• Windows XP（32 位元）：Intel Pentium III 或以上等級的處理器、256 MB RAM、
350 MB 可用硬碟空間

• Windows XP x64：AMD Athlon 64、AMD Opteron、配有 Intel EM64T 支援的
Intel Xeon 處理器，或配有 Intel EM64T 支援的 Intel Pentium 4 處理器、256 MB
RAM、340 MB 可用硬碟空間

• Windows Vista：1 GHz 32 位元 (x86) 或 64 位元 (x64) 處理器、1 GB RAM、790
MB 可用硬碟空間。

• Mac OS X（v10.3.9 及以上版本、v10.4.6 及以上版本）：400 MHz Power PC G4
（v10.3.9 及以上版本、v10.4.6 及以上版本）或 1.83 GHz Intel Core Duo（v10.4.6
及以上版本）、256 MB 的記憶體、500 MB 可用硬碟空間

網路協定規格

網路作業系統相容性

• Windows 2000、Windows XP（32 位元）、Windows XP x64（Professional 及
Home Edition）、Windows Vista

• Mac OS X（10.4 及更新的版本）

•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Terminal Services with Citrix Metaframe XP with
Feature Release 3

•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Terminal Services with Citrix Presentation Server
4.0

•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Terminal Services
• Microsoft Windows 2003 Server Terminal Services
• Microsoft Windows 2003 Server Terminal Services with Citrix Presentation Server

4.0
• Microsoft Windows 2003 Server Terminal Services with Citrix Metaframe XP with

Feature Release 3
• Novell Netware 6, 6.5, Open Enterprise Server 6.5

相容的網路協定

TCP/IP

附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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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管理

• HP Web Jetadmin 外掛程式

• 內建 Web 伺服器

功能：

◦ 遠端配置及管理網路裝置的能力

◦ myPrintMileage

內建 Web 伺服器規格

需求

• TCP/IP 網路（不支援 IPX/SPX 網路）

• Web 瀏覽器（Microsoft IE 6.0、Netscape 7.0、Opera 7.54、Mozilla Firefox 1.0、
或 Safari 1.2 或後續版本）

• 網路連結（內建 Web 伺服器無法使用於以 USB 纜線直接連結的電腦）

• 網際網路連結（用於某些功能）

附註 即使未連結網際網路，仍可開啟內建 Web 伺服器， 但某些功能可能無法
使用。

• 必須與裝置在防火牆的同側。

列印解析度

黑白

使用顏料型黑色墨水時可達 1200 dpi

彩色

HP 增強型照片品質 (1200 x 1200 輸入解析度，HP 高級照片紙優化列印時可高達 4800
x 1200 dpi）

環境規格

作業環境

作業溫度：5℃ 到 40℃（41℉ 到 104℉）

建議的作業環境：15℃ 到 32℃（59℉ 到 90℉）

建議的相對溼度：25% 到 75% 無冷凝

儲存環境

儲存溫度：-40℃ 到 60℃（-40℉ 到 140℉）

儲存相對溼度：溫度 65℃（150℉）時，最高可達 90%，無冷凝

電氣規格

電源供應

萬用電源插頭（外接）

電源

輸入電壓：100 到 240 VAC (± 10%)，50/60 Hz (± 3Hz)
輸出電壓：32 Vdc, 250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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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電量

43.7 瓦

發聲規格（草稿模式列印， ISO 7779 噪音衡量標準）

音壓（旁觀位置）

LpAd 55 (dBA)

聲能

LwAd 6.7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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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法規資訊
本節主題如下：

• FCC 聲明

• 韓國使用者注意事項

• 日本使用者 VCCI (Class B) 合格聲明

• 日本使用者電源線注意事項

• RoHS 注意事項（僅限中國）

• LED 指示燈聲明

• 官方型號

• 符規聲明

• 環保產品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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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聲明

韓國使用者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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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使用者 VCCI (Class B) 合格聲明

日本使用者電源線注意事項

RoHS 注意事項（僅限中國）
裝置符合您所在國家/地區主管機構的產品需求。

有毒有害物質表

LED 指示燈聲明

LED 指示燈聲明 89



官方型號
按政府強制標示的要求，本產品已指定一組法規型號。 本產品的法規型號為
SNPRC-0704，請勿與本產品的產品名稱 (HP Officejet Pro K8600 印表機系列) 或產品
編號 (CB015A、CB016A) 互相混淆。

附錄 D

90 法規資訊



符規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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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產品管理計畫
Hewlett-Packard 致力在符合環保的原則下，提供高品質產品。本產品在設計時已考慮到
回收問題。在確保功能性和可靠性的同時，儘可能減少各種材料的使用數量。不同的材
料經特殊設計，易於分離。緊固件和其他連接裝置易於查找和存取，只需使用常用工具
即可方便地拆卸。重要零件均設計在可快速裝卸的位置，以便於迅速有效地拆卸與維
修。

如需詳細資訊，請瀏覽 HP 環保倡導網站：

www.hp.com/hpinfo/globalcitizenship/environment/index.html
本節主題如下：

• 紙張使用

• 塑膠

• 原料安全性資料

• 回收計畫

• HP 噴墨耗材回收計畫

• 歐盟一般家庭使用者的廢棄裝置處置

紙張使用

本產品可以使用符合 DIN 19309 和 EN 12281:2002 標準的再生紙張。

塑膠

重量超過 25 公克的塑膠零件，均依據國際標準註有記號，可以在將來產品報廢後，在
回收時協助辨別塑膠零件。

原料安全性資料

如需原料安全性資料表 (MSDS)，請至 HP 網站：

www.hp.com/go/msds

回收計畫

HP 在許多國家/地區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產品回收與循環再造計畫，並且 HP 還與全世界
一些最大的電子設備回收中心合作。HP 透過重新銷售其中一些最受歡迎的產品，而節
省了很多資源。如需 HP 產品回收的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hp.com/hpinfo/globalcitizenship/environment/recycle/

HP 噴墨耗材回收計畫

HP 致力於環境保護活動。HP 噴墨耗材回收計劃 (HP Inkjet Supplies Recycling
Program) 適用許多國家/地區，可讓您免費回收用過的列印墨匣及墨水匣。如需詳細資
訊，請造訪下列網站：

www.hp.com/hpinfo/globalcitizenship/environment/r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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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一般家庭使用者的廢棄裝置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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