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水使用
墨盒中的墨水以多种不同方式使用于打印过程，这些使用方式包括用来让设备和墨盒准备就绪的初始化 
过程，用于确保打印喷头清洁和墨水顺利流动的打印头维护过程。此外，当墨盒用完后，墨盒中还会残留
一些墨水。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hp.com/go/inkusage。

注意
安装单会指导您装入纸张、插入墨盒以及执行其他打印机设置步骤。如果需要动画版安装指南，请放入软

件光盘，然后按照屏幕说明进行操作。

要查看“欧盟管制通告”声明和合规信息，请转至电子版帮助，单击附录 > 技术信息 >  
管制通告 > 欧盟管制通告，或单击技术信息 > 管制通告 > 欧盟管制通告。本产品的“符合性

声明”可在以下网址找到：www.hp.eu/certificates。

自述文件
自述文件包含 HP 支持联系信息、操作系统要求和产品信息的最新更新。

Windows：放入软件光盘。在软件光盘上找到 ReadMe.chm。双击 ReadMe.chm 将其打开，然后选择您所用
语言对应的自述文件。

Mac：放入软件光盘，然后双击软件光盘顶层中的 Read Me 文件夹。

注册打印机
通过在 www.register.hp.com 注册， 
更快获得服务和支持提醒。 

没有 CD/DVD 驱动器？
如果计算机没有 CD/DVD 驱动器，请转至 
www.hp.com/support 以下载和安装该软件。

Windows：软件安装后，单击开始 > 所有程序 > HP > HP Deskjet 2520 series > 帮助。

 • Mac OS X v10.6：从帮助中选择 Mac 帮助。在帮助查看器中，单击并按住主页按钮，然后选择与您的设

备相对应的帮助。

 • Mac OS X v10.7：从帮助中选择帮助中心。在帮助中心中，单击所有应用程序的帮助，然后选择与您的

设备相对应的帮助。

电子版帮助
安装推荐的打印机软件时会同时安装电子版帮助。电子版帮助包含有关产品功能和疑难排解的说明， 
以及指向在线内容的其他链接。另外还提供产品规格、通告、环境、管制和支持信息。

Mac：安装软件期间，在“安装选项”屏幕中选择 HP 推荐的软件，以便安装电子版帮助。

DeskJet Ink Advantage Ultra 2520  
All-in-One series

噪声大于63.0Db(A)的办公设备不宜放置于办公室内，请在独立的隔离区域使用。

如需长时间使用本产品或打印大量文件，请确保在通风良好的房间内使用。

如您需要确认本产品处于零能耗状态，请按下电源关闭按钮，并将插头从电源插座断开。

您可以使用再生纸，以减少资源耗费。

中国环境标识认证产品用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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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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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打开或关闭产品。关闭产品后，仍会消耗少量电力。要完全切断电源，请关闭产品， 
然后拔掉电源线。

扫描：与计算机建立好连接后启动扫描作业。

取消：停止当前操作。

适合页面：放大或缩小放在玻璃板上的原件。

适合页面指示灯：指示是否选择了放大或缩小功能。

开始黑白复印：开始黑白复印作业。通过按此按钮多次可增加份数。在解决打印问题之后， 
可用作恢复按钮。 
开始彩色复印：开始彩色复印作业。通过按此按钮多次可增加份数。在解决打印问题之后， 
可用作恢复按钮。

警示灯：指示出现卡纸、打印机缺纸或其他需要引起注意的事件。

控制面板显示屏：指示份数、介质错误、墨水量和墨盒错误。

墨水量指示器：指示墨盒中预计的剩余墨水量。墨水量图标闪烁表明对应的墨盒缺失、 
墨盒尚未移除胶带或墨盒可能出现故障。

墨水滴图标：指示墨水相关错误。

介质错误图标：指示出现卡纸或打印机缺纸。

计数和状态显示屏：指示份数或错误消息字母。

电源适配器：0957-2398
输入电压：100-240Vac (+/- 10%)
输入频率：50/60Hz (+/- 3Hz)

电源适配器：0957-2286
输入电压：100-240Vac (+/- 10%)
输入频率：50/60Hz (+/- 3Hz)
电源适配器：0957-2290
输入电压：200-240Vac (+/- 10%)
输入频率：50/60Hz (+/- 3Hz)

电源规格

注意：请仅使用 HP 提供的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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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疑难排解

1. 从计算机的 CD/DVD 驱动器中取出光盘，然后 
断开 USB 电缆与计算机间的连接。

2. 重新启动计算机。

3. 暂时禁用所有软件防火墙并关闭所有防病毒软

件。当打印机软件安装好以后，再重新启动这

些程序。

4. 将打印机软件光盘放入计算机的 CD/DVD 驱动

器，然后按照屏幕说明进行操作以安装打印机

软件。请勿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连接 USB 电缆。

5. 安装完毕之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1. 如果使用 USB 电缆将打印机连接到计算机， 
请确保电缆连接稳固。

2. 确保打印机电源已接通。 （电源按钮） 
将变为白色。

1. Windows 7®：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 
单击设备和打印机。

2. Windows Vista®：在 Windows 任务栏上，依次

单击开始、控制面板和打印机。

3. Windows XP®：在 Windows 任务栏上，依次单

击开始、控制面板、打印机和传真。

1. 断开 HP 产品与计算机的连接。

2. 打开 Applications：Hewlett-Packard 文件夹。

3. 双击 HP Uninstaller（HP 卸载程序）。按照

4. 屏幕说明进行操作。

确保勾选了打印机旁边的圆圈。如果您的打印机

没有被选定为默认打印机，请右键单击打印机图

标，然后从菜单中选择设置为默认打印机。

Windows XP 和 Windows Vista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的注册商标。Windows 7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

注册商标或商标。

1. 重新启动计算机。

2. 重置打印机。

1. 连接 USB 电缆。

2. 将 HP 软件光盘放入计算机的 CD/DVD 驱动器中。

3. 在桌面上，打开光盘，然后双击 HP Installer（HP 
安装程序）。

4. 按照屏幕上和 HP 产品随附的印刷版安装说明进

行操作。

Windows Mac

如果无法打印：

1. 如果使用 USB 电缆将打印机直接连接到 
计算机，请确保电缆连接稳固。

2. 确保打印机电源已接通。 （电源按钮） 
将变为白色。

确保将打印机设置为您的默认打印设备：

如果您仍无法打印，或软件安装失败：

如果无法打印：

检查打印队列：

重新启动并重置：

如果您仍无法打印，请卸载并重新安装软件：

注意：卸载程序会删除所有设备特定的 HP 软件 
组件。但它不会删除与其他产品或程序共享的 
组件。

卸载软件的方法：

安装软件的方法：

1. 在系统首选项中，单击

 - 打印与传真 (Mac OS X v10.6)。
 - 打印与扫描 (Mac OS X v10.7)。

2. 单击打开打印队列按钮。

3. 单击打印作业将其选中。

4. 使用下列按钮来管理打印作业：

 - 删除：取消选取的打印作业。

 - 重新开始：继续执行暂停的打印作业。

5. 进行了任何更改后，再次尝试打印。

a. 关闭打印机，然后断开电源线连接。

b. 等待一分钟，然后再插上电源线，接着打开

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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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打印机有限保修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