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单一览表

菜单列表

设备 打印 书签设置 纸张

首选项

通知

组列表

警报类型

反垃圾邮件逻辑描述

制止重复警报

电源管理

已发送给 Lexmark 的信息

辅助功能

还原出厂默认设置

维护

可见的主屏幕图标

更新固件

关于此打印机

布局

输出

设置

质量

作业统计

图像

XPS

PDF

HTML

PostScript

PCL

PPDS

添加书签

添加文件夹

删除

进纸匣配置

介质配置

接纸架配置

复印 传真 电子邮件 FTP

复印默认设置 常规传真设置

传真服务器设置

T.38 设置

VoIP 设置

SIP 设置

H.323 设置

传真封面页

传真发送设置

传真接收设置

传真日志设置

扬声器设置

电子邮件默认设置

电子邮件设置

Web 链接设置

FTP 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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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端口 USB 驱动器 安全 报告

网络概述

无线

AirPrint

直接 Wi-Fi 打印

以太网

TCP/IP

IPv6

SNMP

IPSec

LPD 配置

HTTP/FTP

ThinPrint

USB

并口 [x]

串口

闪存驱动器打印 登录方法

证书管理

TCP/IP 端口访问

预定 USB 设备

安全审核日志

登录限制

保密打印

磁盘加密

清除临时数据文件

杂项

菜单设置页

设备

打印

快捷方式

网络

事件日志摘要

使用控制面板

使用 来

1 显示屏 • 查看打印机状态和消息。

• 设置和操作打印机。

2 “主页”按钮 转到主屏幕。

3 “电源”按钮 打开或关闭打印机电源。

• 打开或关闭打印机电源。

• 将打印机从“睡眠”或“休眠”模式唤醒。

4 键盘 在打印机上输入数字或符号。

5 “暂停”按钮 将两秒钟的拨号暂停放入传真号码内。

6 “开始”按钮 根据选择的模式启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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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来

7 “全部清除”或“重置”按钮 重置功能的默认设置，如复印、传真或扫描。

8 “停止”或“取消”按钮 停止当前的作业。

9 “返回”按钮 返回到上一个屏幕。

10 指示灯 检查打印机的状态。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理解指示灯的颜色”主题。

11 音量按钮 调整耳机或扬声器的音量。

12 耳机或扬声器端口 连接耳机或扬声器。

理解指示灯的颜色

指示灯 打印机状态

关 打印机电源已关闭或处于“休眠”模式。

蓝色 打印机已就绪或正在处理数据。

红色 打印机要求用户干预。

使用主屏幕

当打印机电源打开时，显示屏显示主屏幕。使用主屏幕按钮和图标来启动操作。

注意：您的主屏幕可能根据您的主屏幕定制设置、管理设置和活动的嵌入式解决方案而有所变化。

触摸 来

1 更改语言 更改打印机显示屏上的语言。

2 复印 制作副本。

3 文档管理器 访问挂起作业、书签和应用程序。

4 传真 发送传真。

5 USB 从闪存驱动器查看、选择或打印照片和文档。

6 电子邮件 发送电子邮件。

7 扫描配置文件 扫描文档，然后将它们直接保存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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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 来

8 FTP 扫描文档，然后将它们直接保存到 FTP 服务器。

9 应用程序配置文件 访问配置文件和应用程序。

10 锁定设备 防止用户从主屏幕访问任何打印机功能。

11 作业队列 显示所有的当前打印作业。

注意：您也可以通过触摸主屏幕的顶端部分访问此设置。

12 挂起传真 显示所有的当前挂起传真作业。

13 设置 访问打印机菜单。

注意：确认启用打印机菜单。从 Embedded Web Server，单击设置 > 设备 > 维护 > 配置菜单 >
面板菜单 > 开。

14 状态/耗材 • 当打印机需要干预以继续处理时，显示打印机警告或错误消息。

• 查看有关打印机警告或消息，以及如何清除的更多信息。

注意：您也可以通过触摸主屏幕的顶端部分访问此设置。

15 快捷方式 组织所有的快捷方式。

特性

特性 描述

菜单路径

示例：

设置 > 复印 > 复印默认设置 > 份数

菜单路径位于每个菜单屏幕的顶部。此特性显示到达当前菜单所采取的路径。

触摸任何下划线的文字来返回到上级菜单。

在返回到上级菜单之前，请确认保存对设置的更改。

菜单路径上的当前屏幕没有加下划线。

注意：此特性仅在“设置”菜单屏幕上出现。

警告 如果发生错误情况，会出现此图标。触摸主屏幕的顶部来显示错误消息。

通知栏 显示当前的打印机状态、消息和作业。

打印机 IP 地址

示例： 123.123.123.123

打印机的 IP 地址位于主屏幕的顶部。使用 IP 地址来访问 Embedded Web Server 并远程配
置打印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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