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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Ink Tank Wireless 410 series

需要帮助？www.support.hp.com

控制面板

1  控制面板显示屏：指示份数、打印头注墨状态、
介质错误、无线状态和信号强度、Wi-Fi Direct 状
态和打印头问题。有关图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使用手册（网址为 www.support.hp.com），或
参阅随 HP 打印机软件一同安装的电子版帮助。

2 （取消按钮）：停止当前操作。

3  （无线按钮）：开启或关闭无线功能。

  无线指示灯：指示打印机是否已连接到无线网
络。指示灯闪烁指示尚未设置无线或打印机正
在尝试连接无线网络。

4  （Wi-Fi Direct 按钮）：开启或关闭 Wi-Fi 
Direct。 

  Wi-Fi Direct 指示灯：指示 Wi-Fi Direct 为开启
或关闭状态。指示灯闪烁指示打印机正在 Wi-Fi 
Protected Setup (WPS) 推送模式下连接到移动设
备，或 Wi-Fi Direct 连接有问题。

5  （彩色复印按钮）：开始彩色复印作业。若
要增加复印份数，多按几次该按钮即可。份数
将显示在控制面板显示屏中。复印作业会在最
后一次按下按钮的两秒钟后开始。

  注意：按住彩色复印按钮三秒钟，可以生成打
印质量诊断报告。

 6  打印头警告指示灯：指示打印头问题。

 7   （重新开始按钮）：中断后（例如，装入纸
张或清除卡纸后）重新开始作业。

  重新开始指示灯：指示打印机处于警告或错误
状态。

 8  （信息按钮）：按此按钮可打印有关如何以
无线方式将打印机连接到网络，或直接连接到
计算机和移动设备的信息。

 9  （HP ePrint 按钮）：开启或关闭 HP ePrint。 

  HP ePrint 指示灯：指示 HP ePrint 的开启或关
闭状态。指示灯闪烁指示与 Web 服务的连接存
在问题。

10  （黑白复印按钮）：开始黑白复印作业。若
要增加复印份数，多按几次该按钮即可。份数
将显示在控制面板显示屏中。复印作业会在最
后一次按下按钮的两秒钟后开始。

11  （电源按钮）：开启或关闭打印机。

本文所含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保留备用

http://www.support.hp.com
http://www.support.h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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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控制面板显示屏通过交替闪烁字母 E 和一个数字，指示出现某些错误。下表包含一些常见错误。 

控制面板显示屏错误

有关控制面板显示屏错误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support.hp.com 查看或下载使用手册。 

                   显示错误                                                                  解决方法

打印头托架卡住

1. 打开前盖，然后打开打印头检修门。

2. 确保打印头卡销正确关闭，并且墨盒托架没有阻塞。 
重要信息：请勿打开打印头卡销，应检查其是否已牢固推下。除非要安装
新的打印头或者要将打印机搬到家外或办公室外，否则打印头卡销应保持
关闭状态。

3. 关闭打印头检修门，然后关闭前盖。

4. 按下 （重新开始按钮）以继续打印。

 

卡纸

清除卡纸，然后按 （重新开始按钮）继续打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support.hp.com 上的使用手册。

 

需要进行系统维护

完全打开打印头检修门，然后立即将其关闭。此过程可清除积聚的墨水，
并在打印机的整个使用寿命中保持最佳打印质量。

重要信息：除非您收到这条消息、要安装新的打印头或者要将打印机搬到
家外或办公室外，否则请勿打开打印头卡销。

 

缺纸

错误图标 ( )、纸张错误图标 
( ) 以及重新开始指示灯  
( ) 闪烁。

1. 在进纸盒中装入纸张。

2. 按下 （重新开始按钮）以继续打印。

注意：有关如何装入纸张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手册（网址为： 
www.support.hp.com。

打印头问题

错误图标 ( )、一个或两个打
印头图标 ( ) 以及打印头警
告指示灯 ( ) 闪烁。

左侧打印头图标闪烁：指示三色打印头出现错误。

右侧打印头图标闪烁：指示黑色打印头出现错误。 
如果您首次设置打印机，请确保已经揭下打印头上的胶带。

如果您一直在使用打印机并开始遇到打印质量问题，则需要更换所指示的
打印头。请通过 www.support.hp.com 联系 HP 支持部门，获取用于更换的
打印头。

http://www.support.hp.com
http://www.support.hp.com
http://www.support.hp.com
http://www.support.h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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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墨水信息

设置好打印机后，除非您要安装新打印头或者将打印机搬到家或办公室外，否则请勿打开打印头卡销。此
外，您还应在打印时让墨槽保持适当的墨水量。 

保持适当的墨水量
请使用墨槽上的墨水量标示线来确定何时需要为墨槽填充墨水以及应添加多少墨水。切勿在任意墨槽的墨水
少于最低墨水量时进行打印。打印时墨水过少或向墨槽填充过量墨水都可能会损坏打印机并影响打印质量。
重新填充墨槽时，请确保根据墨槽颜色选择相应颜色的墨水。有关如何填充墨槽的说明，请参阅《从此处开
始》小册子。

   

最低墨水量 
墨水量绝不能低于最低墨水标示线。打印时墨水量低于
最低标示线可能会导致打印机损坏。

   

最高墨水量 
填充的墨水量不得高于最高墨水标示线。过度填充可能
会导致漏墨。重新填充时，墨瓶内可能会残留一些墨
水。您可以将墨瓶存放在干燥阴凉之处来保存好剩余墨
水，以供后续填充墨水时使用。

注意：由于不正确填充墨槽和/或使用非 HP 墨水而导致的产品维护或维修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显示错误                                                                  解决方法

打印头托架卡住

1. 打开前盖，然后打开打印头检修门。

2. 确保打印头卡销正确关闭，并且墨盒托架没有阻塞。 
重要信息：请勿打开打印头卡销，应检查其是否已牢固推下。除非要安装
新的打印头或者要将打印机搬到家外或办公室外，否则打印头卡销应保持
关闭状态。

3. 关闭打印头检修门，然后关闭前盖。

4. 按下 （重新开始按钮）以继续打印。

 

卡纸

清除卡纸，然后按 （重新开始按钮）继续打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support.hp.com 上的使用手册。

 

需要进行系统维护

完全打开打印头检修门，然后立即将其关闭。此过程可清除积聚的墨水，
并在打印机的整个使用寿命中保持最佳打印质量。

重要信息：除非您收到这条消息、要安装新的打印头或者要将打印机搬到
家外或办公室外，否则请勿打开打印头卡销。

 

缺纸

错误图标 ( )、纸张错误图标 
( ) 以及重新开始指示灯  
( ) 闪烁。

1. 在进纸盒中装入纸张。

2. 按下 （重新开始按钮）以继续打印。

注意：有关如何装入纸张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手册（网址为： 
www.support.hp.com。

打印头问题

错误图标 ( )、一个或两个打
印头图标 ( ) 以及打印头警
告指示灯 ( ) 闪烁。

左侧打印头图标闪烁：指示三色打印头出现错误。

右侧打印头图标闪烁：指示黑色打印头出现错误。 
如果您首次设置打印机，请确保已经揭下打印头上的胶带。

如果您一直在使用打印机并开始遇到打印质量问题，则需要更换所指示的
打印头。请通过 www.support.hp.com 联系 HP 支持部门，获取用于更换的
打印头。

 设置后移动打印机
为了防止打印机受损或漏墨，请遵循以下说明。

在家中或办公室内移动打印机时，请使打印头卡销处于关闭状态，并确保打印机保持水平。

如果您需要将打印机搬到家或办公室外，请访问 www.support.hp.com 或联系 HP。

http://www.support.hp.com
http://www.support.hp.com
http://www.support.hp.com
http://www.support.h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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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设置帮助

请访问 123.hp.com/setup 下载后安装 HP Smart 应用或 HP 打印机软件，然后将打印机连接到您的网络（支持 
2.4 GHz）。 
Windows® 用户须知：如果您的打印机未随附 CD，可访问 www.support.hp.com 订购。

提示：按下控制面板上的 （信息按钮）三秒钟即可打印无线快速入门手册。

如果连接打印机到网络失败
进一步了解：请访问 www.hp.com/go/wifihelp，获取有关无线设置方面的帮助。

与网络上的计算机和其他设备共享打印机
将打印机连接到无线网络后，您可以与同一网络上的多台计算机和移动设备共享打印机。在每台设备上， 
从 123.hp.com 安装 HP Smart 应用程序或打印机软件。

从 USB 连接转换为无线连接
进一步了解：www.hp.com/go/usbtowifi。

在没有路由器的情况下通过无线方式使用打印机 (Wi-Fi Direct)
进一步了解：www.hp.com/go/wifidirectprinting。 
此产品设计用于开放环境（例如：在家庭环境中，不连接到公共 Internet），让环境中的任何人均可访问和
使用打印机。因此，Wi-Fi Direct 设置默认处于“自动”模式，没有管理员密码，从而允许处于无线范围内的
任何人均可连接和访问打印机的所有功能与设置。如果希望提高安全级别，HP 建议将 Wi-Fi Direct 连接方式
从“自动”改成“手动”，并设置管理员密码。

基本故障排除

 • 请确保您从 123.hp.com 下载了最新的 HP Smart 应用或打印机软件，并已为每台设备安装。

 • 如果使用 USB 电缆，请确保电缆连接牢固并且已将打印机设置为默认打印机。

 • 如果使用无线连接将计算机连接至打印机，请确保打印机与从其进行打印的设备处在同一网络。

Windows® 用户须知：如需修复常见打印机问题，请访问 HP 诊断工具，网址为：www.hp.com/go/tools。

HP 移动打印

www.hp.com/go/mobileprinting

产品支持

www.hp.com/support/it410

在《使用手册》的“技术信息”部分中获取其他帮助并查找通告、环保和法规信息（包括欧盟管制通告、 
北美 EMC、无线和电信声明以及其他合规性声明）：www.hp.com/support/it410。  
打印机注册：www.register.hp.com。  
符合性声明：www.hp.eu/certificates。  
墨水使用：www.hp.com/go/inkusage。

进一步了解

http://123.hp.com/setup
http://www.support.hp.com
http://www.hp.com/go/wifihelp
http://123.hp.com
http://www.hp.com/go/usbtowifi
http://www.hp.com/go/wifidirectprinting
http://123.hp.com
http://www.hp.com/go/tools
http://www.hp.com/go/mobileprinting
http://www.hp.com/support/it410
http://www.hp.com/support/it410
http://www.register.hp.com
http://www.hp.eu/certificates
http://www.hp.com/go/ink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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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打印机有限保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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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P  a)  HP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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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