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成硬件设置后，请在计算机或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或平板电 
脑）上访问 123.hp.com，然后安装 HP 打印机软件或 HP Smart 应 
用。HP 软件可帮助您将打印机连接到网络。

注意：每台设备都必须安装上述应用或软件才能进行打印。  

设置无线连接  
将打印机连接到无线网络  
注意：如需获取连接到无线网络或移动设备的帮助，请访问 www.hp.com/go/wirelessprinting 或 
www.hp.com/go/mobileprinting，或者按住 （信息按钮）三秒钟打印相关信息。  
使用 HP 软件将打印机连接到无线网络
安装 HP 打印机软件或 HP Smart 应用时，系统会引导您将打印机连接到无线网络。如果系统无法
找到打印机，请恢复打印机的初始网络设置，使其进入设置模式。设置模式会持续两小时。   
要恢复打印机网络设置
请同时按住 （无线按钮）和 （取消按钮）五秒钟。  
在不连接无线网络的情况下使用打印机 (Wi-Fi Direct) 
借助 Wi-Fi Direct，可将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以无线方式直接连接到打印机（无需连接到现有的无线
网络）。  
要打开 HP Wi-Fi Direct 
请同时按住 （无线按钮）和 （重新开始按钮）三秒钟。  
注意：要使用 Wi-Fi Direct，可能需要在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安装 HP 软件。如需获取 Wi-Fi Direct  
帮助，请同时按住 （重新开始按钮）和 （信息按钮）打印相关信息，或者访问 
www.hp.com/go/wifidirectprinting。  

扫描  
要进行扫描，请使用 HP 打印机软件或 HP Smart 应用。

进一步了解  
www.support.hp.com 

参考手册
设置打印机，然后安装 HP 软件
要设置打印机，请按照入门手册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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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打印机设置后，请勿打开打印
头卡销，必要情况除外。

重要信息
如果您需要移动打印机，请参阅收件箱
中关于移动打印机的说明。请严格按照
说明进行操作，以防漏墨或打印机受损。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hp.com/support/smarttankmoving。

保留备用

1

HP Smart Tank 510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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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消按钮）：停止当前操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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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在解决打印机问题
后，必须按下 （重新开始按钮）才能继
续打印。

3  （彩色复印按钮）：开始彩色复印作
业。若要增加复印份数，按住按钮即可。
最后一次按下按钮的两秒钟后，复印作业
便会开始。

4  （黑色复印按钮）：开始黑白复印作
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上面的内容。

5  墨水/打印头指示灯：指示墨槽或打印头 
问题。

6  （彩色打印头图标）/ （黑色打印头 
图标）

7  控制面板显示屏：指示份数、纸张状态、
打印头和墨水状态或错误、Wi-Fi Direct 状
态及无线状态和信号强度。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support.hp.com 上的使用手册。

  （Wi-Fi Direct 图标）：图标亮起表示 
Wi-Fi Direct 已打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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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指示灯闪烁表示打印机未连接或正在
尝试连接到网络。如是设置过程中闪烁，
也表示打印机正处于设置模式。 

9  （信息按钮）：按下此按钮即可打印信
息页面，其中包含 Wi-Fi Direct 或网络连接
及移动打印的简要信息。 

10 （电源按钮）：开启或关闭打印机。

控制面板

打印机问题和解决方法

控制面板指示灯指示打印机状态及错误。 
注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support.hp.com 上的使用手册。

显示屏和指示灯 原因和解决方法

 
纸张图标 ( )、警告图标 ( ) 和 
重新开始指示灯 ( ) 同时闪烁。

缺纸 
在进纸盒中放入纸张，然后按 （重新开始按钮）继续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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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水/打印头指示灯 ( ) 和重新开
始指示灯 ( ) 同时闪烁。

托架卡住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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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勿打开打印头卡销。
3. 取出阻塞托架的所有卡纸和其他物体。
4. 关闭打印头检修门，然后关闭前盖。
5. 请按 （重新开始按钮）继续打印，或者按下 （取消

按钮）。 

重新开始指示灯 ( ) 闪烁。

卡纸 (E4) 
清除卡纸，然后按 （重新开始按钮）继续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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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 图标亮起，并且一个或多个
墨水图标 ( ) 闪烁。

墨槽墨水不足
请为指示墨水不足的墨槽重新灌注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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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 图标亮起，并且一个或多个
墨水图标 ( ) 闪烁。墨水/打印头
指示灯 ( ) 亮起。

墨槽墨水严重不足
请为指示墨水严重不足的墨槽重新灌注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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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 图标亮起。

墨水/打印头指示灯 ( )、一个或
多个墨水图标 ( ) 及警告图标 ( )  
同时闪烁。

墨槽缺墨 (E7)
请为指示缺墨的墨槽重新灌注墨水。

墨水/打印头指示灯 ( )、彩色/黑
色打印头图标 ( ) 及警告图标 ( )  
同时闪烁。

打印头问题 
 • 确保两个打印头均已正确安装。 
 • 如果两个打印头均已安装，请取出系统指示有问题的打
印头，确保打印头上面没有橙色塞子及塑料胶带，然后
再将打印头重新插入到位。 

 • 请确保使用的 HP 打印头适用于您的打印机。
注意：请勿打开打印头卡销，必要情况除外。 

 
或

重新开始指示灯 ( ) 闪烁。

纸张宽度不匹配 (E1) 或纸张长度不匹配 (E2)
1. 按 （取消按钮）取消打印。
2. 装入与打印页面尺寸相匹配的纸张，或者依照实际使用

的纸张更改应用中的纸张尺寸设置。
3. 再次打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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