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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纸张、标签或投影胶片上打印

1. 在软件程序的文件菜单中，单击打印。  

2. 选择产品，然后单击属性或首选项按钮。  

3. 单击纸张/质量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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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纸张类型下拉列表中，单击更多...选项。  

5. 展开类型：选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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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展开能最准确描述您的纸张的纸张类型类
别。

注： 标签和投影胶片位于其它选项列表中。

 

7. 选择要使用的纸张类型对应的选项，然后单
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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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 USB 打印

本产品可以从 USB 闪存盘中执行打印，因此无需从计算机发送，也可快速打印文件。 本产品可通过产品

前面的 USB 端口接受标准 USB 存储附件。 您可以打印以下类型的文件：

● .PDF

● .JPEG

1. 将 USB 驱动器插入产品前面的 USB 端
口。

 

2. USB 闪存驱动器菜单将打开。 使用箭头按
钮浏览选项。

● 打印文档

● 查看和打印照片

● 扫描到 USB 驱动器

 

3. 要打印文档，请轻触打印文档屏幕，然后轻触
USB 驱动器上用于存储此文档的文件夹的
名称。 摘要屏幕打开后，您可以轻触它以调
整设置。 轻触按钮打印打印此文档。

 

4. 要打印照片，请轻触查看和打印照片屏幕，
然后轻触要打印的每张照片对应的预览图
像。 轻触完成按钮。 摘要屏幕打开后，您
可以轻触它以调整设置。 轻触打印按钮打
印照片。

 

5. 从出纸槽中取出打印的作业，然后拔下 USB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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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Windows 执行双面打印

1. 在软件程序的文件菜单中，单击打印。  

2. 选择产品，然后单击属性或首选项按钮。  

3. 单击完成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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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中双面打印（手动）复选框。单击确定按
钮打印作业的第一面。

 

5. 从出纸槽中取出打印的纸叠，在不改变纸张
方向的前提下，将纸叠打印面朝下装入纸盘
1 中。

 

6. 在控制面板上，轻触确定按钮以打印作业的
第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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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标识卡

使用 ID 复印功能将标识卡或其它小文档的两面复印在一张纸的同一面上。 产品会提示您先复印第一面，

然后将第二面放到扫描仪玻璃板上的其它区域中，然后再次复印。 本产品会同时打印两个图像。

1. 将文档放在扫描仪玻璃板上。  

2.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复印按钮。  

3. 轻触 ID 复印按钮。  

4. 轻触黑色或彩色按钮开始复印。  

5. 产品会提示您将下一页放到扫描仪玻璃板上
的其它区域中。

 

6. 如果还有多个页面要复印，请轻触确定按
钮；如果这是最后一页，请轻触完成按钮。

 

7. 本产品会将所有页面复印到一张纸的同一面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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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复印质量

可使用以下复印质量设置：

● 自动选择： 如果对复印质量要求不高，则可以使用此设置。 此项为默认设置。

● 混合： 对同时包含文本和图形的文档使用此设置。

● 文本： 对所含内容大部分是文本的文档使用此设置。

● 图片： 对所含内容大部分是图形的文档使用此设置。

1. 将文档放在扫描仪玻璃板上或文档进纸器
中。

 

2.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复印按钮。  

3. 轻触设置...按钮，然后滚动查看并轻触优化
按钮。 轻触箭头按钮浏览选项，然后轻触选
项以选中它。

 

4. 轻触黑色或彩色按钮开始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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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编辑快速拨号条目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传真按钮。  

2. 轻触传真菜单按钮。  

3. 轻触电话簿设置按钮。  

4. 轻触单独设置按钮。  

5. 轻触列表中未分配的号码。  

6. 使用小键盘输入该条目的名称，然后轻触确
定按钮。

 

7. 使用小键盘输入该条目的传真号码，然后轻
触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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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以后发送传真

使用本产品控制面板计划在将来要自动发送到一个或多个人的传真。此过程完成时，本产品会将文档扫描

到内存中，然后返回“就绪”状态。

注： 如果本产品无法在计划的时间传送传真，则会在传真错误报告（如果已启用该选项）中显示该信息

或在传真活动记录中记录该信息。由于传真发送呼叫无应答，或者占线信号停止重拨尝试，因此，传送可

能尚未启动。

如果已计划在将来某一时间发送传真但需要更新，则会将附加信息作为另一作业发送。计划同时发送到同

一传真号码的所有传真均作为独立的传真传送。

1. 将文档装入文档进纸器。  

2.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传真按钮。  

3. 轻触传真菜单按钮。  

4. 轻触发送选项按钮。  

5. 轻触以后发送传真按钮。  

6. 使用小键盘输入传真发送时间。 轻触确定
按钮。

 

7. 使用小键盘输入传真发送日期。 轻触确定
按钮。

 

8. 使用小键盘键入传真号码。 轻触确定按
钮。 本产品将扫描文档并将文件保存到内
存中，直至达到指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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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存删除传真

仅在您担心其他人访问您的产品并可能尝试从内存重新打印传真时，才使用此步骤。

注意： 除清除重新打印内存中的传真外，此步骤还会清除当前正在发送的传真、等待重拨而未发送的传

真、计划在未来某一时间发送的传真以及未打印或未转发的传真。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设置 按钮。  

2. 轻触服务菜单。  

3. 轻触传真服务菜单。  

4. 轻触清除保存的传真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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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P 扫描软件进行扫描 (Windows)
1. 双击计算机桌面上的 HP 扫描图标。

2. 选择一个扫描快捷方式，然后根据需要调整设置。

3. 单击扫描。

注： 单击高级设置访问更多选项。

单击创建新快捷方式，创建一个自定义的设置集，然后保存到快捷方式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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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打印作业的颜色主题

1. 在软件程序的文件菜单中，单击打印。  

2. 单击属性或首选项。  

3. 单击颜色选项卡。  

4. 从颜色主题下拉列表中选择颜色主题。

● 默认 (sRGB)： 此主题将产品设为在
原始设备模式下打印 RGB 数据。 使
用此主题时，可在软件程序或操作系统
中管理颜色，以确保正确着色。

● 鲜明： 本产品增强了中色调的颜色饱
和度。 打印商务图形时请使用此主
题。

● 照片： 本产品将 RGB 颜色解释为如
同使用数码彩扩机打印照片。 它渲染
的色彩比默认 (sRBG) 主题更深、更饱
和。 打印照片时请使用此主题。

● 照片 (Adobe RGB 1998)： 此主题适
合打印使用 AdobeRGB 色彩空间而
非 sRGB 的数码照片。 使用此主题
时，请关闭软件程序中的颜色管理功
能。

● 无： 不使用颜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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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扫描仪玻璃板上是否有灰尘和污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扫描仪玻璃板和白色塑料底板上聚集的灰尘斑点会影响扫描作业的质量。 按照以下步

骤清洁扫描仪玻璃板和白色塑料底板。

1. 用电源开关关闭本产品，然后从电气插座上
拔下电源线。

 

2. 打开扫描仪盖。  

3. 使用浸有非磨蚀玻璃清洁剂的软布或海绵清
洁扫描仪玻璃板和白色塑料底板。

注意： 不要使用研磨剂、丙酮、苯、氨水、

普通酒精或四氯化碳擦拭产品的任何部分，

因为它们可能损坏产品。 切勿将液体直接

倒在玻璃板或压板上。 液体可能会渗入并

损坏产品。

 

4. 用软皮或纤维海绵擦干玻璃板和白色塑料底
板，以免留下污点。

 

5. 插上产品插头，然后使用电源开关打开产品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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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控制面板清洁纸张通路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设置 按钮。  

2. 轻触服务菜单。  

3. 轻触清洁页按钮。  

4. 提示后请装入普通的 letter 或 A4 纸。  

5. 轻触确定按钮开始清洁过程。

一页纸将缓慢穿过产品。清洁过程完毕后，
请丢弃该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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