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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历史

2018 年 4 月
• 移除有关许可证要求的信息。

2017 年 8 月
• 移除对“扫描到 PC”的支持。

• 更新有关访问打印机功能的说明。

2016 年 7 月
• 带有类似平板触摸显示屏的多功能产品的初始文档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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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使用该应用程序来允许用户在将作业发送到打印机之前直接从他们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指定作业设置。您还可
以利用辅助技术使用应用程序，如屏幕放大器和屏幕阅读器。

应用程序支持 Windows® 和 Mac OS 操作系统。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自述文件。

此文档提供有关如何配置、使用和解决应用程序问题的说明。

使用辅助技术和支持浏览器的设备的提示

屏幕阅读器或语音识别软件
在做出选择之前，浏览整个屏幕的内容。除了链接和按钮，屏幕可能包含说明文本，提供有关特定选择的
信息。

屏幕放大器

• 使用您能管理的 低级别放大。

• 应用程序的设置是左对齐的。

• 当提示要求输入值时，输入框紧接着下一行。

• 要读取指示设置的值的文本，在单击链接之前滚动到 右边。

支持浏览器的设备

• 在做出选择之前，浏览整个屏幕的内容。除了链接和按钮，屏幕可能包含说明文本，提供有关特定选择的
信息。

• 您的首选作业设置可以另存为快捷方式，并存储在浏览器 cookies 中。对于不支持 cookies 的支持浏览器
的设备，不能使用快捷方式保存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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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应用程序

获取打印机 IP 地址
请执行下面的任一操作：

• 在打印机主屏幕的顶部找到 IP 地址。

• 从打印机主屏幕，触摸设置 > 网络/端口 > 网络概述。

创建浏览器快捷方式
1 打开 Web 浏览器，然后键入

IPaddress/esf/prtappauth/apps/LexmarkAccessibilitySolution，其中 IPaddress 是打
印机 IP 地址。

2 使用书签标记应用程序主屏幕。

配置桌面快捷方式
在您开始之前，请获取应用程序实用程序文件。如需更多信息，请与您的管理员联系。

对于 Windows 操作系统

1 从计算机，将应用程序实用程序文件保存到 C:\Lexmark。

2 创建快捷方式，然后打开“快捷方式属性”窗口。

3 在“目标”字段中，键入下面任一项内容：

• C:\Lexmark\LAS‑Win‑Utility.exe /IP IPaddress，其中 IPaddress 是打印机 IP 地址。

• C:\Lexmark\LAS‑Win‑Utility.exe /DNS hostname，其中 hostname 是打印机主机名。

4 单击应用 > 确定。

对于 Mac OS 操作系统

1 从计算机，启动应用程序实用程序文件。

2 从应用程序实用程序对话框，选择应用程序图标。

3 在“IP 地址”或“DNS 名称”字段中，键入打印机 IP 地址或主机名，然后单击创建。

限制打印机功能
您可以为特定用户禁用打印机功能来提高打印机安全性。

1 打开 Web 浏览器，然后键入打印机 IP 地址。

2 从“嵌入式 Web 服务器”，单击设置 > 安全。

3 从“公共”部分，单击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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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开功能访问，然后清除您要禁用的功能旁边的复选框。

5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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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应用程序

访问打印机功能
1 从应用程序主屏幕，选择一项打印机功能。

注意：要查看每项功能的所有选项，请单击显示扩展视图。

2 配置设置，然后单击保存并继续。

3 请执行下面的一项或多项操作：

• 提交作业。

• 提交并保留作业。

• 还原默认设置。

• 显示作业详细信息。

调整辅助功能选项
1 从应用程序主屏幕，单击辅助功能选项。

2 请执行下列办法中的一个或多个：

• 调整字体大小。

• 更改前景或背景颜色。

• 更改焦点管理。

注意：

• 要保存更改，请单击主页。

• 要还原默认值，请单击还原显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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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解答

一些设置没有出现在配置页中
请尝试下列办法中的一个或多个：

确认使用推荐的 Web 浏览器

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自述文件。

当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时，请确认不要在“兼容性视图”中显示内部网站

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浏览器的帮助信息。

联系 Lexmark 代表

“嵌入式 Web 服务器”中的应用程序页面没有以选定的语
言出现

在更改应用程序语言之前，请清除您的 Web 浏览器 cookies

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自述文件。

无法设置辅助功能选项

确认在您的浏览器上启用 JavaScript

设置背景颜色和字体大小等辅助功能选项需要 JavaScript。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浏览器的帮助信息。

当扫描时出现 Java 安全警告
请尝试下列办法中的一个或多个：

将打印机 IP 地址添加到浏览器的安全例外列表

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浏览器的帮助信息。

将打印机 IP 地址添加到 Java 例外站点列表

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 Java 的帮助信息。

为将来的扫描禁用 Java 安全警告

选择该选项以接受在当前和将来的扫描中运行应用程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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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某些浏览器中，您可能需要显示更多的选项以忽略将来的警告。

联系管理员

已删除的快捷方式仍然出现在列表中
请尝试下列办法中的一个或多个：

在删除快捷方式后重新启动 Web 浏览器

使用不同的 Web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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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版本注意事项

2018 年 4 月

以下文字如果与当地法律法规有所冲突，可能并不适用于那些地区：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以其
现状提供此手册，并没有任何保证（不论明示的或暗示的），包括，但不限于以其特定目的进行销售及适用的
暗示保证。某些司法管辖区并不准许在某些交易中排除明示的或暗示的保证；因此，这份声明可能并不适用于
你方。

本手册中可能会有技术上的不准确或印刷错误。鉴于此，本手册中的内容会阶段性地更新；这些改动将会体现
在以后的版本中。产品或程序有可能会随时改动，如有改动，恕不另行通知。

本手册中提到的有关产品、程序或服务等并不意味着生产厂商打算将这些产品、程序或服务向所有的国家提
供，也不意味着只能使用此产品、程序或服务。任何功能一样的产品、程序或服务，只要不侵犯现有的知识产
权，都可以用来替换使用。与其他的产品、程序或服务（除厂商明确标明外）共同操作并进行评估与验证是用
户的责任。

如需 Lexmark 技术支持，请访问 http://support.lexmark.com。

如需有关耗材和下载的信息，请访问 www.lexmark.com。

© 2016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保留所有权利。

GOVERNMENT END USERS
The Software Program and any rel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mmercial Items," as that term is defined in 48
C.F.R. 2.101, "Computer Software" and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Documentation," as such terms are
used in 48 C.F.R. 12.212 or 48 C.F.R. 227.7202, as applicable. Consistent with 48 C.F.R. 12.212 or 48 C.F.R.
227.7202-1 through 227.7207-4, as applicable, the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and Commercial Software
Documentation are licensed to the U.S. Government end users (a) only as Commercial Items and (b) with
only those rights as are granted to all other end users pursuan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herein.

商标

Lexmark 和 Lexmark 徽标是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Java 和 JavaScript 是 Oracle 和/或其附属机构的注册商标。

Mac OS 是 Apple Inc. 的注册商标。

Windows 和 Internet Explorer 是微软集团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所有其他商标的所有权属于它们各自的所有者。

注意事项 10

http://support.lexmark.com
http://www.lexmark.com


索引

C
创建快捷方式 
浏览器  5

D
打印机 IP 地址 
获取  5

打印机功能 
访问  7
限制  5

当扫描时出现 Java 安全警告  8

F
访问打印机功能  7
辅助功能选项 
调整  7

辅助技术 
提示  4

G
概述  4
更改焦点管理  7
更改历史  3
更改颜色 
背景  7
前景  7

H
还原显示默认值  7
获取打印机 IP 地址  5

K
快捷方式 
浏览器  5
桌面  5

L
浏览器快捷方式 
创建  5

P
配置桌面快捷方式 

Mac  5
Windows  5

屏幕放大器 
提示  4

屏幕阅读器 
提示  4

T
提示 
辅助技术  4
屏幕放大器  4
屏幕阅读器  4
语音识别软件  4
支持浏览器的设备  4

调整辅助功能选项  7
调整字体大小  7

W
无法设置辅助功能选项  8

X
显示默认值 
还原  7

限制打印机功能  5

Y
一些设置没有出现在配置页中  8
疑难解答 
当扫描时出现 Java 安全警告  8
无法设置辅助功能选项  8
一些设置没有出现在配置页中  8
已删除的快捷方式仍然出现在列
表中  9

应用程序页面没有以正确的语言
出现  8

已删除的快捷方式仍然出现在列
表中  9
应用程序的语言 
更改  8

应用程序没有以正确的语言出
现  8
应用程序页面语言 
更改  8

语音识别软件 
提示  4

Z
支持浏览器的设备 
提示  4

桌面快捷方式 
配置  5

字体大小 
调整  7

索引 11


	目录
	修改历史
	概述
	使用辅助技术和支持浏览器的设备的提示

	配置应用程序
	获取打印机 IP 地址
	创建浏览器快捷方式
	配置桌面快捷方式
	限制打印机功能

	使用应用程序
	访问打印机功能
	调整辅助功能选项

	疑难解答
	一些设置没有出现在配置页中
	确认使用推荐的 Web 浏览器
	当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时，请确认不要在“兼容性视图”中显示内部网站
	联系 Lexmark 代表

	“嵌入式 Web 服务器”中的应用程序页面没有以选定的语言出现
	在更改应用程序语言之前，请清除您的 Web 浏览器 cookies

	无法设置辅助功能选项
	确认在您的浏览器上启用 JavaScript

	当扫描时出现 Java 安全警告
	将打印机 IP 地址添加到浏览器的安全例外列表
	将打印机 IP 地址添加到 Java 例外站点列表
	为将来的扫描禁用 Java 安全警告
	联系管理员

	已删除的快捷方式仍然出现在列表中
	在删除快捷方式后重新启动 Web 浏览器
	使用不同的 Web 浏览器


	注意事项
	版本注意事项
	GOVERNMENT END USERS
	商标

	索引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fals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ENU ()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