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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全和重要警告事项
进行维修工作之前，请仔细阅读以下所述的安全和重要警告事项。

1. 重要注意事项
• 因为没有经验的人员维修本产品可能会带来人身危险并可能有损坏产品的危险，柯尼卡美能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KM）强烈建议所有维修工

作都由经过 KM 培训的维修技术人员来进行。

• 本维修手册出版之后，为了改进性能，本产品可能又有改变。因此， KM 不以任何明确或隐含的方式保证本维修手册中所包含信息的完整性和

准确性。

• 当维修本维修手册所适用的产品时，使用本维修手册的用户必须自己承担所有可能的人身伤害或产品损坏的危险。因此，无论在技术培训课程

中或培训之后，在开始维修工作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维修手册，以便正确进行产品的维修保养和控制。请妥善保存本维修手册，以便将来维

修中使用。

• 分销商或 KM 会根据需要为用户工程师 （CE）发布密码。根据本维修手册所进行的操作或机器设置需要使用密码。这些用户工程师 （CE）必

须小心地管理密码。切勿向第三方泄露密码。

2. 危险、警告和注意事项说明

2.1 本维修手册中的事项说明
在本维修手册中，三种术语 “ 危险 ”、 “ 警告 ” 和 “ 注意 ” 的定义如下。

当维修产品时，必须极其小心地进行有关工作 （拆卸、重新组装、调整、修理和维修保养等）。
Safety_2.1

2.2 安全和重要警告事项说明
用于安全和重要警告事项的符号定义如下：

Safety_2.2

插图表示在以下的说明中所使用的电源连接头和壁式电源插座仅为典型。其形状因国家或地区而异。

危险 ：极有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行为

警告 ：有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行为

注意 ：有可能导致轻微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行为

：使用本机时的注意事项。

一般注意事项 电气危险 高温

：使用本机时的禁止事项。

一般禁止事项 请勿用湿手触摸 请勿拆卸

：使用本机时的指导说明。

一般指导事项 拔出连接头 接地／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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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警告

3.1 未经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 （中国）有限公司授权的改造
柯尼卡美能达品牌的产品以高稳定性而闻名。这种稳定性是通过高质量的设计和坚实的维修网络来实现的。

产品的设计是一种高度复杂和精细的过程，它必须充分考虑机械、物理、电气等众多方面，旨在获得合适的耐用性和安全性。因此，未经授权的

改造极有可能降低其性能和安全性。因此，严禁进行这种改造。以下列举的要点不能涵盖所有情况，但足可说明本方针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1.1 需要特别注意的行为
Safety_3.1.1_EN

警告
• 未经 KM 指导对产品进行任何改造。

• 使用任何非 KM 指定的零件。

• 使用任何非 KM 指定的电源线或电源连接头。

• 只能使用 KM 指定的保护保险丝。

使用任何非 KM 指定类型的保险丝或相关部件，可能会因高温引起火灾，导致安全设备无法运作。

• 请勿禁用保险丝功能或用电线、金属夹、焊锡或其他导体代替保险丝，

否则高温可能会引起火灾。

• 请勿禁用继电器功能 （例如，将一小张纸插入继电器触点之间以阻止电路动作。）

否则高温可能会引起火灾。

• 请勿使安全功能 （例如，联锁、安全电路）失效。

安全设备不运作，可能会导致因高温引起火灾、触电或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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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源连接头的选择
在有些国家或地区，随本产品提供的电源连接头可能不适合该地区使用的壁式电源插座。在此情况下，安装合适的电源连接头或电源线组件以将

产品与电源连接是用户工程师 （以下简称 CE）的职责。

3.2.1 电源线组件或电源连接头
Safety_3.2.1_EN

警告
• 使用满足下列条件的电源线组件：

• 提供的连接头形状可用于连接适合产品额定电压和电流的壁式电源插座；

• 连接头有用于接地的导线引脚／端子；

• 配有 3 导线电缆，具有足够的电流容量；

• 电源线组件符合当地的规章制度要求。

使用不合适的电源线组件会导致火灾或触电。

• 连接满足下列条件的电源连接头：

• 形状可用于连接适合产品额定电压和电流的壁式电源插座；

• 连接头有用于接地的导线引脚／端子；

• 符合当地的规章制度要求。

使用不合适的电源线组件会导致产品连接到不合适的电源 （电压、电流容量、接地），并可能导致

火灾或触电。

• 电源线中的导线必须按下列顺序连接到连接头的端子：

• 连接错误可能使产品中的保护机制失效，并可能导致火灾或触电。

kw

导线颜色 插头端子

棕色

白色亮蓝灯

黑色

黄绿色

标记为 “N” 或颜色为黑色

 标记为 “E”、“PE” 或 “     ”
颜色为绿色或黄绿色

标记为 “L”、“A” 或 “W” 或者
颜色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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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进行现场维修时的检查要点
为了保证满足所有适用安全标准、保护用户及用户工程师 （以下简称 CE）免受人身伤害的危险，柯尼卡美能达品牌的产品在出厂前都经过全面测

试。但是，在日常使用中，任何电气设备都会遇到零件磨损和 终完全失效的问题。为了维持安全和可靠性， CE 必须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3.3.1 电源

(1) 与电源的连接
Safety_3.3.1.(1)_EN

(2) 接地连接
Safety_3.3.1.(2)_EN

警告
• 电源插座的容量应大于 大功耗，且专用于本产品。

流经电源插座的电流有限制，超过该限制的电流可能引起火灾。

• 若壁式电源插座有两个或多个插孔，且本机与其他电气设备共用此壁式电源插座，请确保总负荷不

得超过壁式电源插座的额定值。流经电源插座的电流有限制，超过该限制的电流可能引起火灾。

• 若电源连接头形状与壁式电源插座不匹配，请勿使用任何转接器。

电源连接头与壁式电源插座的形状是根据电压和允许电流所设置。使用连接头转接器可能导致电压

异常或电流容量不足，引起火灾。也可能由于接地故障导致触电。

若连接头形状与壁式电源插座不匹配，请用户进行电源安装工作。

• 请务必将电源线牢固插入壁式电源插座。

若电源连接头与壁式电源插座连接不牢，可能发生接触不良，导致电源连接头异常发热或火灾。

kw

警告
• 检查产品是否正确接地。

若非接地产品出现漏电，操作产品时可能会导致触电。

将电源连接头插入接地的壁式电源插座。

• 确保正确接地。

若接地线接到不适当的部件，可能会导致爆炸或触电。切勿将接地线连接到以下部件：

a. 煤气管道：可能会导致煤气爆炸或起火。

b. 避雷针：闪电时可能会导致触电或火灾。

c. 电话线的接地线：闪电时可能会导致触电或火灾。

d. 水管、水龙头：这些部件不能作为接地接口，原因在于水管内经常装有塑料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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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源连接头和导线
Safety_3.3.1.(3)_EN

(4) 接线
Safety_3.3.1.(4)_EN

警告
• 当使用随产品提供的电源线组件 （入口型）时，请确定连接头牢固地插入产品的入口。

当提供有固定措施时，请用固定夹具正确固定电源线。

如果电源线 （入口型）未牢固接到产品上，此类接触问题可能会导致电阻增加、过热，甚至有导致

火灾的危险。

• 当心不要踩到或压住电源线。

这可能会导致过热引起火灾。

• 检查电源线是否损坏。检查套层是否损坏。

若电源连接头、电源线、套层出现损坏，请更换为 KM 指定的新电源线 （两头都带连接头和接

口）。继续使用损坏的电源线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触电。

• 不要捆扎电源线或将电源线打结。 

这可能会导致过热引起火灾。

• 检查电源连接头和壁式电源插座是否积有灰尘。

不清除灰尘继续使用电源连接头和壁式电源插座可能会导致火灾。

• 请不要用湿手将电源连接头插入壁式电源插座。

否则可能会触电。

• 当拔出电源线要抓住连接头部分，而不是电缆部分。

否则电缆可能会被拉断，引起火灾或触电。

警告
• 切勿用多连接头转接器将多根电源线插入同一电源插座中。

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

• 当使用加长电线时，请使用满足额定电流、额定电压以及国家相关安全标准的产品。

流经加长电线的电流有限制，使用不适当的加长电线可能会引起火灾。

不要使用卷在卷线轴上的加长电缆。否则可能会引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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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安装要求

(1) 禁止安装场所
Safety_3.3.2.(1)_EN

(2) 当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时
Safety_3.3.2.(2)_EN

(3) 通风
Safety_3.3.2.(3)_EN

(4) 稳定性
Safety_3.3.2.(4)_EN

3.3.3 维修保养后

(1) 维修之前的检查
Safety_3.3.3.(1)_EN

警告
• 不要将产品放置在易燃性物质或易着火的挥发性物质附近。

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

• 请勿将产品暴露在水如雨水中。

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触电。

警告
• 当长时间 （假日等）不使用本产品时，请关闭电源开关，并从插座拔出电源线。

电源连接头或电源插座中积累的灰尘可能会引起火灾。

注意
• 操作过程中产品会产生臭氧。

在下列情况下若出现臭氧的异常气味，请给室内通风。

a. 当在通风不良的室内使用本产品时

b. 当进行大量复印时

c. 当同时使用多个产品时

注意
• 请务必锁定轮脚的止动器。

否则，万一发生地震，产品可能会滑动，引起人身伤害。

警告
• 进行检查之前，阅读所有相关资料 （维修手册、技术注意事项等），然后穿戴安全服、使用指定工

具按照指定的步骤进行检查。

请勿进行任何资料中未明确说明的调整。

若不使用指定的步骤或工具，可能会损坏产品，导致人身伤害或火灾。

• 进行检查之前，请务必将主机和附件 （选购件）的电源连接头拔出。

当电源连接头插入壁式电源插座时，即使将电源开关置于关闭状态，某些单元可能仍然带电。 

可能会导致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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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产品通电状态下进行的工作
Safety_3.3.3.(2)_EN

(3) 安全检查要点
Safety_3.3.3.(3)_EN

注意
• 定影单元周围的部位会非常烫。

可能会导致灼伤。

• 运输、安装和 / 或检查期间确保指派专人负责看护机器。

若无人看管，可将突起部的一侧面向墙壁，或采取其他措施防止用户或该区域的其他人员被机器的

突起部绊倒或电线绊倒，以免摔倒或造成人身伤害。

警告
• 在产品通电状态下进行调整或操作检查时，请务必万分小心。

在卸下外盖状态下进行调整或操作检查，可能会碰到带电或高压零件、卷入转动的齿轮或同步带，

引起受伤。

• 在外盖卸下状态进行维修时，请务必万分小心。

在感光鼓组件附近存在高压部分。可能会导致触电。

• 如需打开门或拆下外盖对机器进行维修，请注意内部零件的运动情况。

正常受保护零件可能会导致意料之外的危害。

注意
• 在产品通电状态下进行维修时，切勿直视灯光。

否则可能会引起视觉疲劳。

警告
• 从用户获取产品故障报告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正确检查部件并修复故障。

否则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人身伤害或火灾。

• 在机器上安装选购件时，请注意其他工作件的运动情况。

机器与选购件之间的夹点可能损坏其他工作件。

• 在机器上安装选购件时，请注意机器与选购件之间的间隙。

您的手指或手可能被夹在机器与选购件之间，导致受伤。

• 拆卸固定马达、齿轮或其他活动件的部件、拆解单元，或重新安装此类部件和装置时，请注意活动

件，不要丢失任何部件或装置。维修程序时，注意支撑好重型装置。

部件或装置掉落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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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外盖和机架是否存在棱角、毛刺或损伤，

这些缺陷在使用或维修期间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 检查难以看到或狭窄的盲区时，请注意机架和部件上的棱角和毛刺，

这些缺陷可能会伤害到手或手指。

• 当心不要让金属件如环形针、装订针或螺丝落入产品中。

否则可能会引起产品内部短路，导致触电或火灾。

• 检查接线是否受到挤压或其它损坏。

否则可能会导致漏电，引起触电或火灾。

• 检查高压电缆和套层是否存在损坏。

如有损坏，可能导致产品故障和 / 或引起火灾。

• 切勿擅自拆卸或调整配有激光的写入单元 （PH 单元）。

否则激光可能会进入眼睛，引起失明。

• 当将写入单元 （PH 单元）从指定安装位置移开时，请勿接通电源。

否则激光可能会进入眼睛，引起失明。

• 更换了使用 AC 电源的某零件 （例如光学灯、定影灯）后，请务必检查安装状态。

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

• 检查联锁开关和激活器是否存在松弛，检查联锁功能是否正常。

若联锁功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当将手伸进产品时 （如取出卡纸），可能会触电或受伤。

• 要保证接线没有与尖锐的边缘、毛刺或其它尖锐的部分接触。

否则可能会导致漏电或火灾。

• 要保证在安全检查和维修保养中卸下的所有螺丝、零件、接线、连接头等都重新安装回原来的位

置。（特别要注意遗忘的连接头、夹紧的电缆、遗忘的螺丝等）

否则可能会导致产品故障、人身伤害、触电或火灾。

• 切勿在产品内及其周围使用易燃或可燃喷剂、液体、气体或类似物质。

切勿使用易燃或可燃除尘剂清洁产品，特别是产品内部。

否则可能会引起火灾或爆炸。

警告



bizhub C360i/C300i/C250i A 安全和重要警告事项 > 3. 安全警告

A-9

(4) 耗材的操作处理
Safety_3.3.3.(4)_EN

(5) 维修材料的操作处理
Safety_3.3.3.(5)_EN

3.4 废旧电池注意事项

3.4.1 所有地区

3.4.2 德国

3.4.3 法国

注意
• 小心将所有碳粉残渣和灰尘从电气零件和电极单元如充电电晕单元上清除。

残留碳粉和灰尘可能导致产品故障和 / 或引起火灾。

• 检查电极单元如充电电晕单元是否存在劣化或漏电的迹象。

如有损坏，可能导致产品故障和 / 或引起火灾。

• 当更换电池时，请使用指定的新电池。

按照包装说明或根据当地法律法规处理废旧电池。

若使用非指定电池更换旧电池，可能会导致爆炸。

警告
• 有关耗材 （碳粉、显影剂、光电导体等）的处理及其存储注意事项，请参考 MSDS。

注意
• 根据 MSDS 谨慎处理。

使用溶剂可能造成爆炸、火灾或人身伤害。

注意

电池更换不正确会有爆炸的危险。
只能更换相同类型的电池或制造商推荐的同等类型的电池。
请按照制造商提供的操作说明处理废旧电池。

VORSICHT!

Explosionsgefahr bei unsachgemäßem Austausch der Batterie.
Ersatz nur durch denselben oder einen vom Hersteller empfohlenen gleichwertigen Typ.
Entsorgung gebrauchter Batterien nach Angaben des Herstellers.

ATTENTION

Il y a danger d’explosion s’il y a remplacement incorrect de la batterie.
Remplacer uniquement avec une batterie du même type ou d’un type équivalent recommandé par le constructeur.
Mettre au rebut les batteries usagées conformément aux instructions du fabr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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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丹麦

3.4.5 芬兰，瑞典

3.4.6 挪威

3.5 激光安全

3.5.1 激光安全
本产品经认证为 1 类激光产品。如果根据本手册中的指示对本机进行维修，则没有来自激光的危险。

3.5.2 内部激光辐射
• 本机采用会辐射不可见激光束的 3B 类激光二极管。打印头单元内配备激光二极管和扫描多棱镜。

• 打印头单元 “ 不属于现场维修品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切勿打开打印头单元。
LaserSpec_C360i

* 打印头单元的激光缝隙 
LaserIllust_C360i

ADVARSEL! 

Lithiumbatteri - Eksplosionsfare ved fejlagtig håndtering. 
Udskiftning må kun ske med batteri af samme fabrikat og type.
Levér det brugte batteri tilbage til leverandøren.

VAROlTUS

Paristo voi räjähtää, jos se on virheellisesti asennettu.
Vaihda paristo ainoastaan laitevalmistajan suosittelemaan tyyppiin. 
Hävitä käytetty paristo valmistajan ohjeiden mukaisesti.

VARNING

Explosionsfara vid felaktigt batteribyte.
Använd samma batterityp eller en ekvivalent typ som rekommenderas av apparattillverkaren.
Kassera använt batteri enligt fabrikantens instruktion.

ADVARSEL

Eksplosjonsfare ved feilaktig skifte av batteri.
Benytt samme batteritype eller en tilsvarende type anbefalt av apparatfabrikanten.
Brukte batterier kasseres i henhold til fabrikantens instruksjoner.

半导体激光器

激光二极管的 大功率 bizhub C360i/C300i/C250i 25 mW

大平均辐射功率 （*） bizhub C360i 8.1 μW

bizhub C300i 7.1 μW

bizhub C250i 7.1 μW

波长 bizhub C360i/C300i/C250i 770 至 800 nm

[1] 打印头单元的激光缝隙 [2] 打印头单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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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加拿大 （CDRH 规定）
• 根据 1990 年颁布的 “ 食品、药物及化妆品法案 ”，本机经鉴定属于 “ 辐射性能标准 ” 下的 1 类激光产品。对于在美国销售的激光产品，必须申

请合格证，并且应报告给 “ 设备与辐射卫生中心 ” （CDRH），该中心隶属美国 “ 卫生与公共事业部 ” （DHHS）下辖的 “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

局 ”。这表示本机不会产生危险的激光辐射。

• “A.3.5.3. 激光安全标签 ” 所示的标签表示符合 CDRH 规定，该标签必须张贴到在美国销售的激光产品上。
美国

LaserSpecUSA_C360i

(2) 所有地区
ALL

LaserSpecALL_C360i

3.5.3 激光安全标签
激光安全标签张贴在机器外部，如下图所示。

SafetyLbl Illust_C360i

警告
采取本使用说明书规定内容之外的控制、调整或操作步骤可能会导致暴露于危险的辐射中。

半导体激光器

激光二极管的 大功率 25 mW

波长 770 至 800 nm

警告
采取本使用说明书规定内容之外的控制、调整或操作步骤可能会导致暴露于危险的辐射中。

半导体激光器

激光二极管的 大功率 25 mW

波长 770 至 8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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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激光警告标签
激光警告标签张贴在机器内部，如下图所示。

WarningLbl Illust_C360i

3.5.5 激光设备操作注意事项
• 在激光束通道中 （PH 单元附近）进行维修作业时，请务必拔下电源线。

• 如果必须在电源线连接的情况下进行维修作业，请严格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1. 开始维修作业之前，请取下手表、戒指以及其它反光物品，并务必佩戴激光护目镜。

2. 让其他人员远离作业现场。

3. 维修过程中不要将高反射性工具带入激光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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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器上的警告标识
注意标签粘贴在机器上／内的某些部位。

当接近这些部位进行维修保养、修理或调整时，要特别小心，避免灼伤或触电。

4.1 机器内的警告标识

WarningInsideMachine_C360i

4.2 板上的警告标识
WarningOnBoard_C360i

注意
对于贴有提示不要触摸注意标签的部位，若触摸可能会灼伤或受伤。请不要撕掉注意标签。若警告标签脱落或弄脏导致无法看
清，请与维修办公室联系。

 

复制某些类型的文件
是违法的。请勿复制
此类文件。

注意

警告

请勿更改或拆下本机附带
的任何盖或面板。某些产
品内部的高压零件或激光
束源可能会导致触电或失
明。

请勿将装有碳粉的容器扔进明
火。热碳粉可能会飞散，从而
导致灼伤或其它伤害。

警告
当安装了加热器HT-509时，标示部分
周围区域温度很高。触摸标示部分周
围区域可能会导致烫伤。

请勿将装有碳粉的容器扔进明
火。热碳粉可能会飞散，从而
导致灼伤或其它伤害。

本产品内部某些区域会产生
高温，可能会导致灼伤。当
您检查单元内部是否发生故
障（如卡纸）时，请勿触摸
贴有“小心烫伤”注意标
签的位置（定影单元等附
近）。可能会导致灼伤。

注意

注意

警告

此区域会产生高压。
电源开启时小心不要触摸此处以防触电。

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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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生事故时的措施
1. 当发生事故时，接到通知的分销商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向受影响的人提供救助并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

2. 若收到用户严重事故报告，必须迅速进行现场评估并通知 KM。

3. 为了确定事故原因，必须根据 KM 发出的指示，通过直接的现场检查记录有关条件和材料。

4. 关于严重事故的报告和措施，请按照各分销商指定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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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目录中使用的符号

1. 本手册使用注意事项

注意 
• 本手册在使用时应被严格监管，以避免泄露机密信息。

2. 产品名
本手册中产品的各部分名称如下：

Table_C360i

3. 品牌名

其他公司的商标
• 本手册中提到的公司名和产品名分别是各公司的品牌名称或注册商标。

所有者商标
• 柯尼卡美能达、柯尼卡美能达标识以及 bizhub 均为柯尼卡美能达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CopyWrite_2019• © 2019 柯尼卡美能达有限公司

4. 进纸方向
• 纸张长边平行于进纸方向时，称为短边进纸。垂直于短边进纸的进纸方向称为长边进纸。

• 短边进纸时，纸张尺寸上以 [S] （短边进纸的缩写）作为标识。长边进纸不添加特定的符号。如果尺寸只有短边进纸、没有长边进纸，将不在

纸张尺寸上添加 [S]。
PaperDirNote_A3

符号示例

5. 有关规格的注意事项
• 以上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主机，机器

2 Microsoft Windows 7 Windows 7

3 Microsoft Windows 8.1 Windows 8.1

4 Microsoft Windows 10 Windows 10

5 结合上述操作系统进行说明时 Windows 7/8.1/10

纸张尺寸 进纸方向 符号

A4 长边进纸 A4

短边进纸 A4S

A3 短边进纸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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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产品概述

1. 产品规格要求

1.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1.1.1 基本规格

项目 规格

类型 桌面 / 落地式 * 扫描器 / 打印机

（当安装了选购的进纸柜 / 台时） 

控制面板 10.1 英寸 TFT 彩色 LCD WVGA
静电触摸面板 （振动反馈）

打印工艺 激光静电处理复印系统

光电导体 OPC 感光鼓：KM-91Dz

显影系统 干燥双组分显影方式， HMT 显影系统

充电系统 辊式充电系统

中和系统 红色 LED 系统

图像转印系统 第 1：带转印系统，第 2：辊转印系统

纸张分离系统 弯曲、分离爪和偏压针系统的组合

定影系统 上部双轴垫加压定影

加热系统 卤素灯

原稿扫描 镜扫描 CCD 光学系统 （使用 DF 时的直接进纸式系统）

曝光灯 LED 灯 （10W 或以下）

扫描分辨率 主扫描方向：600 dpi，副扫描方向：600 dpi

稿台 静止 （反光镜扫描）

原稿对齐 后左缘

原稿类型 纸张、书本和三维物体

大原稿尺寸 A3 或 11 × 17

大原稿重量 大 2 kg

曝光系统 1 光束 LD 曝光系统，和多棱镜扫描系统

曝光分辨率 主扫描方向：1200 dpi，副扫描方向：1200 dpi 

图像损失 复印 主缘：4.2 mm （薄纸：5 mm）

尾缘：3 mm
后缘：3 mm
前缘：3 mm

PC 打印 主缘：4.2 mm
尾缘：4.2 mm
后缘：4.2 mm
前缘：4.2 mm

预热时间 （在 23 ℃ 的环境温度以及额定

电源电压下）
（从主电源开关打开到本机准备好打印的
时间段。）

bizhub C360i 黑色：12 秒或以下

彩色：13 秒或以下

bizhub C300i 黑色：11 秒或以下

彩色：13 秒或以下

bizhub C250i 黑色：11 秒或以下

彩色：13 秒或以下

首页复印时间
（纸盒 1， A4 或 8 1/2 × 11，全尺寸）

bizhub C360i 黑色：4.6 秒或以下

彩色：6.1 秒或以下

bizhub C300i 黑色：5.0 秒或以下

彩色：6.7 秒或以下

bizhub C250i 黑色：5.2 秒或以下

彩色：6.9 秒或以下

多份复印循环的复印速度
（A4 或 8 1/2 × 11，普通纸）

bizhub C360i 36 张 / 分 （单面）， 36 张 / 分 （双面）

bizhub C300i 30 张 / 分 （单面）， 30 张 / 分 （双面）

bizhub C250i 25 张 / 分 （单面）， 25 张 / 分 （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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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纸张

处理速度 bizhub C360i 166.433 mm/s：普通纸、普通纸 +、薄纸、再生纸、 OHP 胶片 （仅黑色模

式）
83.214 mm/s：厚纸 1/1+/2/3/4、特殊纸、光泽模式、 1,200 dpi 模式

bizhub C300i 145.843 mm/s：普通纸、普通纸 +、薄纸、再生纸、 OHP 胶片 （仅黑色模

式）
83.214 mm/s：厚纸 1/1+/2/3/4、特殊纸、光泽模式、 1,200 dpi 模式

bizhub C250i 145.843 mm/s：普通纸、普通纸 +、薄纸、再生纸、 OHP 胶片 （仅黑色模

式）
83.214 mm/s：厚纸 1/1+/2/3/4、特殊纸、光泽模式、 1,200 dpi 模式

固定缩放比率 全尺寸 ×1.000

缩小 ×0.500、 ×0.707、 ×0.816、 ×0.866 （日本、欧洲）

×0.500、 ×0.647、 ×0.733、 ×0.785 （美国）

放大 ×1.154、 ×1.224、 ×1.414、 ×2.000 （日本、欧洲）

×1.214、 ×1.294、 ×1.545、 ×2.000 （美国）

缩放比率存储器 三个存储器

可变缩放比率 0.250 倍至 4.000 倍 单位增量 x0.001 倍

进纸分离系统 手送纸盒 带拾纸辊
带转矩限制器的小型辊分离系统

纸盒 1/2 带拾纸机构的辊分离系统

复印出纸盒容量 普通纸 250 张

厚纸 10 张

OHP 胶片 1 张

薄纸 100 张

存储容量 主内存：8 GB
标准存储器：256 GB

外部存储器功能 支持的外部存储设备
（可能是无法运行的产
品。）

与 USB (1.1/2.0) 接口兼容的 USB 闪存

FAT32 格式化存储设备

不包括安全功能 （可以关闭安全功能）
无法使用在计算机上以多个驱动器出现的 USB 闪存。

材料 碳粉盒、光鼓组件、显影组件、废粉盒、转印带单元、定影单元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 定期维修保养 ”。

类型 / 尺寸 纸盒 1 纸盒 2 手送纸盒

薄纸 （52 至 59 g/m2）（*1）（*5） 500 张 500 张 -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150 张

普通纸 （91 至 105 g/m2）

再生纸 （60 至 90 g/m2）

厚纸 1 （106 至 120 g/m2） 150 张 150 张 20 张

厚纸 1+ （121 至 157 g/m2）

厚纸 2 (158 至 209 g/m2)

厚纸 3 （210 至 256 g/m2） (*1)

厚纸 4 (257 至 300 g/m2) (*1) (*4) - -

OHP 胶片 （*2）（*3）

索引纸

标签纸

明信片 200 张

信封 70 张 10 张

长尺寸纸张 （127 至 210 g/m2）（*6） -

半透明纸 -

项目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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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无法保证图像质量。

• *2：仅适用于横向进纸方向。 

• *3：仅黑色打印。 

• *4：仅适用于横向进纸方向 A4/Letter 纸和 A3/Ledger 

• *5：无法传输尺寸小于 A5 的薄纸。

• *6：需要 MK-730。 

备注

• 不能装入 OHP 胶片、厚纸 4、信封、标签纸、索引纸和长尺寸纸张进行双面打印。

1.1.3 打印量
bizhub C360i

• *：进纸时保证性能的范围 

bizhub C300i

• *：进纸时保证性能的范围 

bizhub C250i

• *：进纸时保证性能的范围 

1.1.4 机器规格

常规尺寸纸张 A3 至 A6S、明信片 （100 x 
148 mm、 3 15/16 x 5 13/16 英
寸）、 16K、 8K

11×17 至 81/2×11、 81/2 ×11S、

51/2×81/2S、 8×13

A3 至 B5、 A5S、 A3 宽纸、

SRA3、 16K、 8K

121/4×18 至 81/2×11、 81/

2×11S、 51/2×81/2S、 8×13

A3 至 A6S、 A3 宽纸、 SRA3、
明信片 (100 × 148 mm、 3 15/16 × 
5 13/16 英寸 )、 16K、 8K

121/4×18 至 51/2×81/2、 51/2×81/2S、

4×6S、 8×13

自定义纸张尺寸 宽度 90 至 297 mm 139.7 至 320 mm 90 至 320 mm （长尺寸纸张：210 至 
297 mm)

长度 148 至 431.8 mm 182 至 457.2 mm 139.7 至 1200 mm （长尺寸纸张：

457.3 至 1200 mm，18 至 47 1/4 英寸）

项目 日本 北美 欧洲

平均打印量 （张 / 月） 色彩 1,860 2,400 3,080

黑色 4,340 3,600 4,620

大打印量 （页 / 月）（*） 色彩 45,000 61,000 61,000

黑色 130,000 114,000 114,000

项目 日本 北美 欧洲

平均打印量 （张 / 月） 色彩 1,250 1,800 2,600

黑色 3,750 2,700 3,900

大打印量 （页 / 月）（*） 色彩 31,000 51,000 49,000

黑色 119,000 99,000 101,000

项目 日本 北美 欧洲

平均打印量 （张 / 月） 色彩 540 1,400 1,720

黑色 2,160 2,100 2,580

大打印量 （页 / 月）（*） 色彩 27,000 45,000 40,000

黑色 103,000 85,000 90,000

项目 规格

电源要求 电压 AC 100 V AC 110 V AC 120 V AC 220 V 至 240 V

电流 15 A 15A 12A 8A

频率 50/60 Hz 60 Hz 60 Hz 50/60 Hz

大功耗 1,500 W 或以下 1,500 W 或以下 1,500 W 或以下 1,580 W 或以下 

各模式中的功耗 待机 255 W 或以下 （*3）

低功耗模式 100W 或以下 （*3）

睡眠模式 （*1） 0.49 W （*3）

副电源关闭模式 （*2） 0.49 W （*3）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 0.49 W （*3）

待机功耗 0.2 W

类型 / 尺寸 纸盒 1 纸盒 2 手送纸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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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Timer Setting] （定时设置） -> [Power Supply/Power Save Settings] （电源 / 节能

设置） -> [Power Consumption in Sleep Mode] （睡眠模式中的功耗） 

• *2：即使在副电源关闭模式中，也可以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Timer Setting] （定时设置） -> [Power 

Supply/Power Save Settings] （电源 / 节能设置） -> [Power Consumption in Sleep Mode] （睡眠模式中的功耗）中选择 [Disable] （禁用）、

[Enabled] （启用）和 [High] （大幅）。 

• *3：数值仅供参考。因不同的操作环境而异。 

• *4：手送纸盒关闭时的宽度 

• *5：稿台以下的高度

• *6：手送纸盒 / 副纸盘和纸盒被拉出。

1.1.5 打印功能

尺寸 615 mm （*4）（宽） x 688 mm （深） x 779 mm （高）（*5）

空间要求 937 mm （宽） x 1,227 mm （深） x 779 mm （高）（*6）

重量 约 84 kg （无碳粉盒）

操作环境 温度 10 至 30°C （每小时变化幅度在 10°C 或以下）

湿度 15 - 85 % （相对湿度每小时变化付调度在 10 % 或以下）

水平度 前与后、左与右的差异应在 1 度以内。

项目 规格

首页打印时间
（A4 或 8 1/2 x 11，普通纸，纸盒 1，全尺寸）

bizhub C360i 彩色：9.0 秒或以下

黑色：7.6 秒或以下

bizhub C300i 彩色：9.2 秒或以下

黑色：7.6 秒或以下

bizhub C250i 彩色：9.4 秒或以下

黑色：7.9 秒或以下

多个打印周期的打印速度
（A4 或 8 1/2 x 11，普通纸，手送纸盒除外）

bizhub C360i 36 张 / 分 （单面）， 36 张 / 分 （双面）

bizhub C300i 30 张 / 分 （单面）， 30 张 / 分 （双面）

bizhub C250i 25 张 / 分 （单面）， 25 张 / 分 （双面）

打印分辨率 多值：相当于主扫描方向 1,800 dpi x 副扫描方向 600 dpi
二进制 : 相当于主扫描方向 1,200 dpi x 副扫描方向 1,200 dpi

打印机语言 PCL5e/c 模拟、

PCL 6 （XL 版本 3.0）模拟

PostScript 3 (3016) 模拟

XPS 版本 1.0

打印机驱动程序 (PCL6/XPS/FAX) 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08 (x86/x64)
Windows Server 2008 R2 
Windows Server 2012 
Windows Server 2012 R2
Windows Server 2016

客户端 Windows 7 (x86/x64)
Windows 8.1 (x86/x64)
Windows 10 (x86/x64)

打印机驱动程序 (PS3) 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08 (x86/x64)
Windows Server 2008 R2 
Windows Server 2012 
Windows Server 2012 R2
Windows Server 2016

客户端 Windows 7 (x86/x64)
Windows 8.1 (x86/x64)
Windows 10 (x86/x64)
Mac OSX (10.9、 10.10、 10.11、 10.12、 10.13) PPD+PDE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CUPS v1.1.22) PPD

工作内存 8 GB

主机接口 Ethernet 10Base-T、 100Base-TX、 1000Base-T
USB 2.0/1.1
USB_Host

内置字体 (PCL) 西方 80 种字体

日语 HGMinchoL、 HGPMinchoL、 HGGothicB、 HGPGothicB

内置字体 (PostScript 3 模拟 ) 西方 Type1 字体， 137 种字体

日语 HGMinchoL、 HGGothicB

项目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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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扫描功能

项目 规格

可扫描范围 符合基本规格

扫描分辨率 推：200 dpi、 300 dpi、 400 dpi、 600 dpi
拉：100 dpi、 200 dpi、 300 dpi、 400 dpi、 600 dpi

扫描速度 彩色：80 张 / 分，黑色：80 张 / 分 （使用 DF-632/DF-714， A4 单面原稿，扫描分辨率为 300 dpi）
彩色：100 张 / 分，黑色：100 张 / 分 （使用 DF-714， A4 单面原稿，扫描分辨率为 200 dpi）

扫描尺寸 （扫描器玻璃） 宽度 297 mm x 长度 431.8 mm （宽度 11 11/16 英寸 x 长度 17 英寸）（ 大）

扫描尺寸 （DF） 宽度 297 mm x 长度 1,000 mm （宽度 11 11/16 英寸 x 长度 39 3/8 英寸）（ 大）：400 dpi 或更低

宽度 297 mm x 长度 432 mm （宽度 11 11/16 英寸 x 长度 17 英寸）（ 大）：600 dpi

接口 Ethernet 10Base-T、 100Base-TX、 1000Base-T

通讯协议 TCP/IP (FTP, SMB, SMTP, WebDAV) IPv4/IPv6

TWAIN 驱动程序 类型 HDD TWAIN 驱动程序

实时模式 Twain 驱动程序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7 (x86/x64)
Windows 8.1 (x86/x64)
Windows 10 (x86/x64)

功能 扫描至 FTP、扫描至 PC （SMB）、扫描至电子邮件、扫描至 WebDAV、扫描至 BOX [SSD]、扫描至 
USB 存储器、扫描至扫描服务器、 Web 服务设备配置文件 （DPWS）、扫描到 Me、扫描到主页、扫描

到 Web 服务 （WSD 扫描）、扫描到 URL

输出方法 TIFF、PDF、紧凑 PDF、JPEG、XPS、紧凑 XPS、OOXML (pptx、xlsx、docx)、可查找 PDF、PDF/A、

线性化 PDF

输出页面设置 单独页的指定数量 （1 至 999 页）、多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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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网络浏览器功能
• 所安装的网络浏览器的主要规格如下。

• *1：仅限 JavaScript 支持的范围。 

备注

• 使用本机提供的网络浏览器功能，可以从控制面板访问互联网上的内容。用户对其访问、下载或上传的内容以及其他通讯内容负责。用户应遵
守其公司规定和所在国家的法律。柯尼卡美能达株式会社及其集团公司对用户使用互联网不承担任何责任。

备注
• 使用网络浏览器功能时，触摸面板区域周界 26 点不属于敏感区域。维修模式 软开关设置 可通过使用维修模式下的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缩小非敏感区域，具体见下文。但是，触摸面板无法正确检测到触摸操作。

• 位分配时开关编号 143 [00000000]/ 十六进制分配时 [00] 非敏感区域：触摸面板周界 26 点
• 位分配时开关编号 143 [00000001]/ 十六进制分配时 [01] 非敏感区域：触摸面板周界 16 点
• 位分配时开关编号 143 [00000010]/ 十六进制分配时 [02] 非敏感区域：触摸面板周界 9 点

项目 规格

浏览器引擎 Chromium 浏览器

支持的协议 HTTP (HTTP 0.9/1.0/1.1)
HTTPS
TCP/IP

支持的标记语言 HTML 4.01
HTML 5.0 的一部分
XHTML 1.1/Basic

样式表 CSS3

脚本语言 JavaScript 1.7
ECMAScript （第 3/5/5.1 版）
Ajax*1

DOM 第 2 级
第 3 级

文件类型 JPEG
BMP
PNG
GIF
动画 GIF
PDF

支持的 SSL/TLS 版本 SSL3.0
TLS1.0
TLS1.1
TLS1.2

支持的字符代码 日语 （Shift_JIS）
日语 （ISO-2022-JP）
日语 （EUC-JP）
简体中文 （GB2312）
繁体中文 （Big5）
西欧国家 （ISO-8859-1）
Unicode （UTF-8）

PDF 阅读器 Adobe Reader LE
PDFium



bizhub C360i/C300i/C250i C 产品概述 > 1. 产品规格要求

C-7

1.2 DF-632

基本规格

文件类型

混合原稿进纸表

项目 规格

名称 自动双面输稿器

类型 进纸部分 从纸叠顶部进纸

文档读取部分 直接进纸式系统

反转部分 反转系统

出纸部分 直出纸系统

安装 用螺钉固定到主机上

文件对齐 中央

文件装载 面朝上

模式 标准模式、混合原稿检测模式、扫描模式 / 传真模式

原稿进纸速度

（A4 或 8 1/2 x 11）
复印 单面 （600 dpi） 55 页 / 分

双面 （600 dpi） 26 页 / 分

扫描 / 传真模式 单面 （300 dpi） 80 页 / 分

双面 （300 dpi） 37 页 / 分

电源要求 电源：DC 24 V、 DC 5 V （对于从睡眠模式恢复）

供电方式：由主机供电

大功耗 60 W 或以下

尺寸 611.2 mm （宽） x 503.6 mm （深） x 127 mm （高）

重量 约 9.0 kg

操作环境 与主机的操作环境一致。

选购件 印记单元 （SP-501）

项目 模式 规格

类型 标准模式 （普通纸） 单面模式：35 至 163 g/m2

双面模式：50 至 163 g/m2

混合原稿检测模式 （普通
纸）

单面模式：35 至 128 g/m2

双面模式：50 至 128 g/m2

扫描 / 传真模式 （普通纸） 单面模式：35 至 163 g/m2

双面模式：50 至 163 g/m2

文件尺寸 标准模式 日本：Postcard S、 B6 至 A3
欧洲：A6S 至 A3

北美：51/2 x 81/2 至 11 x 17

混合原稿检测模式 请参考混合原稿进纸表。

扫描 / 传真模式 公制：Postcard S、 B6 至 A3

英制：51/2 x 81/2 至 11 x 17

宽度：100 至 297 mm
长度：139.7 至 431.8 mm （传真发送模式：139.7 至 1,000 mm）

容量 标准模式
混合原稿检测模式
扫描 / 传真模式

日本：130 张 （68 g/m2）或 12 mm 及以下的纸堆 （包括纸张卷曲）

欧洲：100 张 （80 g/m2）或 12 mm 及以下的纸堆 （包括纸张卷曲）

北美：100 张 （75 g/m2）或 12 mm 及以下的纸堆 （包括纸张卷曲）

◎ 相同尺寸 倾斜 1.5 % 或以下

○ 混合原稿进纸可用

× 无混合原稿进纸

- 无法放置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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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北美

欧洲

特殊原稿
• 如果输入这种原稿，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进纸的，但可能会导致故障的发生。

• *1：卷曲量：当原稿在垂直方向小于 10 mm、在水平方向小于 20 mm，并且折叠原稿的浮动量小于 10 mm 时，可以保证进纸和图像。 

大原稿尺寸

297 mm 257 mm 210 mm 182 mm 148 mm 128 mm

A3 A4 B4 B5 A4S A5 B5S A5S B6S

混合原稿尺寸 297 mm A3 ◎ ◎ - - - - - - -

A4 ◎ ◎ - - - - - - -

257 mm B4 ○ ○ ◎ ◎ - - - - -

B5 ○ ○ ◎ ◎ - - - - -

210 mm A4S ○ ○ ○ ○ ◎ ◎ - - -

A5 × × × × ◎ ◎ - - -

182 mm B5S × × ○ ○ ○ ○ ◎ - -

148 mm A5S × × × × × × ○ ◎ -

128 mm B6S × × × × × × × ○ ◎

大原稿尺寸

11 英寸 81/2 英寸 51/2 英寸

11 x 17 81/2 x 11 81/2 x 14 81/2 x 11 S 81/2 x 51/2 81/2 x 51/2 S

混合原稿尺寸 11 英寸 11 x 17 ◎ ◎ - - - -

81/2 x 11 ◎ ◎ - - - -

81/2 英寸 81/2 x 14 ○ ○ ◎ ◎ ◎ -

81/2 x 11 S ○ ○ ◎ ◎ ◎ -

81/2 x 51/2 × × ◎ ◎ ◎ -

51/2 英寸 81/2 x 51/2 S × × × × × ◎

大原稿尺寸

297 mm 257 mm 210 mm 182 mm 148 mm

A3 A4 B4 B5 A4S A5 B5S A5S

混合原稿尺寸 297 mm A3 ◎ ◎ - - - - - -

A4 ◎ ◎ - - - - - -

257 mm B4 ○ ○ ◎ ◎ - - - -

B5 ○ ○ ◎ ◎ - - - -

210 mm A4S ○ ○ ○ ○ ◎ ◎ - -

A5 × × × × ◎ ◎ - -

182 mm B5S × × ○ ○ ○ ○ ◎ -

148 mm A5S × × × × × × ○ ◎

文件类型 可能导致的故障

纸张轻微卷曲 （卷曲量：10 至 15 mm）（*1） 折角、出纸故障、传送故障

热敏纸 边缘折叠、出纸故障、传送故障

刚从主机中输出的纸张 进纸故障、传送故障

有很多孔的纸张 （如活页 （*2）、 CF 纸张 （*3）） 由于孔中的飞边而导致多页进纸

折叠原稿 （包括对折和 Z 形折页原稿）（*4） 进纸故障、传送故障、图像扭曲

有 2 至 4 个孔的纸 传输故障

铜版纸 （包括喷墨纸） 进纸故障、传送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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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限制为垂直进纸 

• *3：打孔无折痕 

• *4：必须摊平折痕。（浮动量：15 mm 或以下）

禁止的原稿
• 会导致故障的禁止的原稿

原稿类型

装订或夹在一起的纸

书本原稿

纸张固定的纸

用别针别住或有缺口的纸

撕开的纸

重量小于 35 g/m2 或 163 g/m2 或以上的原稿

显著卷曲的原稿 （卷曲量超过 15 mm）

OHP 胶片

标签纸

胶印版纸

光滑的照相纸或铜版纸

20mm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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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F-714

基本规格

文件类型

混合原稿进纸表

项目 规格

名称 自动双面输稿器

类型 进纸部分 从纸叠顶部进纸

文档读取部分 正面：直接进纸式系统
背面：通过 CIS 读取

出纸部分 直出纸系统

安装 用螺钉固定到主机上

文件对齐 中央

文件装载 面朝上

模式 标准模式、混合原稿检测模式、扫描模式 / 传真模式

原稿进纸速度

（A4 或 8 1/2 x 11）
复印 单面 （600 dpi） 55 页 / 分

双面 （600 dpi） 110 页 / 分

扫描 / 传真模式 单面 （300 dpi） 80 页 / 分

双面 （300 dpi） 160 页 / 分

扫描 单面 （200 dpi） 100 页 / 分

双面 （200 dpi） 200 页 / 分

电源要求 电源：DC 24 V、 DC 5 V （对于从睡眠模式恢复）、 DC 12 V （对于 CIS）

供电方式：由主机供电

大功耗 74.5W 或以下

尺寸 612 mm （宽） x 504 mm （深） x 139 mm （高）

重量 约 12.0 kg

操作环境 与主机的操作环境一致。

选购件 印记单元 （SP-501）

项目 模式 规格

类型 标准模式 （普通纸） 单面模式：35 至 163 g/m2

双面模式：50 至 163 g/m2

混合原稿检测模式 （普通纸） 单面模式：35 至 128 g/m2

双面模式：50 至 128 g/m2

扫描 / 传真模式 （普通纸） 单面模式：35 至 163 g/m2

双面模式：50 至 163 g/m2

文件尺寸 标准模式 日本：Postcard S、 B6 至 A3
欧洲：A6S 至 A3

北美：51/2 x 81/2 至 11 x 17

混合原稿检测模式 请参考混合原稿进纸表。

扫描 / 传真模式 公制：Postcard S、 B6 至 A3

英制：51/2 x 81/2 至 11 x 17

宽度：100 至 297 mm
长度：139.7 至 431.8 mm （传真发送模式：139.7 至 1,000 mm）

容量 标准模式
混合原稿检测模式
扫描 / 传真模式

日本：130 张 （68 g/m2）或 12 mm 及以下的纸堆 （包括纸张卷曲）

欧洲：100 张 （80 g/m2）或 12 mm 及以下的纸堆 （包括纸张卷曲）

北美：100 张 （75 g/m2）或 12 mm 及以下的纸堆 （包括纸张卷曲）

◎ 相同尺寸 倾斜 1.5 % 或以下

○ 混合原稿进纸可用

× 无混合原稿进纸

- 无法放置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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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北美

欧洲

特殊原稿
• 如果输入这种原稿，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进纸的，但可能会导致故障的发生。

• *1：卷曲量：当原稿在垂直方向小于 10 mm、在水平方向小于 20 mm，并且折叠原稿的浮动量小于 10 mm 时，可以保证进纸和图像。当折叠原

稿的浮动量小于 10 mm 时，可以保证进纸和图像。 

大原稿尺寸

297 mm 257 mm 210 mm 182 mm 148 mm 128 mm

A3 A4 B4 B5 A4S A5 B5S A5S B6S

混合原稿尺寸 297 mm A3 ◎ ◎ - - - - - - -

A4 ◎ ◎ - - - - - - -

257 mm B4 ○ ○ ◎ ◎ - - - - -

B5 ○ ○ ◎ ◎ - - - - -

210 mm A4S ○ ○ ○ ○ ◎ ◎ - - -

A5 × × × × ◎ ◎ - - -

182 mm B5S × × ○ ○ ○ ○ ◎ - -

148 mm A5S × × × × × × ○ ◎ -

128 mm B6S × × × × × × × ○ ◎

大原稿尺寸

11 英寸 81/2 英寸 51/2 英寸

11 x 17 81/2 x 11 81/2 x 14 81/2 x 11 S 81/2 x 51/2 81/2 x 51/2 S

混合原稿尺寸 11 英寸 11 x 17 ◎ ◎ - - - -

81/2 x 11 ◎ ◎ - - - -

81/2 英寸 81/2 x 14 ○ ○ ◎ ◎ ◎ -

81/2 x 11 S ○ ○ ◎ ◎ ◎ -

81/2 x 51/2 × × ◎ ◎ ◎ -

51/2 英寸 81/2 x 51/2 S × × × × × ◎

大原稿尺寸

297 mm 257 mm 210 mm 182 mm 148 mm

A3 A4 B4 B5 A4S A5 B5S A5S

混合原稿尺寸 297 mm A3 ◎ ◎ - - - - - -

A4 ◎ ◎ - - - - - -

257 mm B4 ○ ○ ◎ ◎ - - - -

B5 ○ ○ ◎ ◎ - - - -

210 mm A4S ○ ○ ○ ○ ◎ ◎ - -

A5 × × × × ◎ ◎ - -

182 mm B5S × × ○ ○ ○ ○ ◎ -

148 mm A5S × × × × × × ○ ◎

文件类型 可能导致的故障

纸张轻微卷曲 （卷曲量：10 至 15 mm）（*1） 折角、出纸故障、传送故障

热敏纸 边缘折叠、出纸故障、传送故障

刚从主机中输出的纸张 进纸故障、传送故障

有很多孔的纸张 （如活页 （*2）、 CF 纸张 （*3）） 由于孔中的飞边而导致多页进纸

折叠原稿 （包括对折和 Z 形折页原稿）（*4） 进纸故障、传送故障、图像扭曲

有 2 至 4 个孔的纸 传输故障

铜版纸 （包括喷墨纸） 进纸故障、传送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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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限制为垂直进纸 

• *3：打孔无折痕 

• *4：必须摊平折痕。（浮动量：15 mm 或以下） 

禁止的原稿
• 会导致故障的禁止的原稿

原稿类型

装订或夹在一起的纸

书本原稿

纸张固定的纸

用别针别住或有缺口的纸

撕开的纸

重量小于 35 g/m2 或 163 g/m2 或以上的原稿

显著卷曲的原稿 （卷曲量超过 15 mm）

OHP 胶片

标签纸

胶印版纸

光滑的照相纸或铜版纸

20mm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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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C-116/PC-216

基本规格

纸张容量

• *：第二面无法保证图像质量。 

纸张尺寸

• *：在维修模式下，有 4 种类型可供选择：8 x 13、 81/4 x 13、 81/2 x 13、 81/2 x 13 1/2。 

项目 规格

名称 PC-116 单向进纸柜

PC-216 双向进纸柜

类型 PC-116 单向进纸设备：前装式

PC-216 双向进纸设备：前装式

安装 台式

文件对齐 中央

电源要求 由主机供电

大功耗 22 W 或以下

尺寸 615 mm （宽） ×688 mm （深） ×246 mm （高）

重量 PC-116 约 22 kg

PC-216 约 24 kg

操作环境 与主机的操作环境一致。

纸张类型 容量

纸盒 3 纸盒 4

薄纸 （52 至 59 g/m2）（*） 500 张 500 张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再生纸 （60 至 90 g/m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厚纸 1 （106 至 120 g/m2） 150 张 150 张

厚纸 1+ （121 至 157 g/m2）

厚纸 2 （158 至 209 g/m2）

厚纸 3 （210 至 256 g/m2） (*)

类型 尺寸

常规尺寸纸张 A3、 B4、 A4S、 B5S、 A4、 B5、 A5S

11 x 17、 81/2 x 14、 81/2 x 11 S、 81/2 x 11、 51/2 x 81/2 S

Foolscap (*)、 16K、 8K

自定义尺寸纸张 宽度：139.7 至 297.0 mm
长度：182.0 至 431.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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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C-416

基本规格

纸张容量

• *：第二面无法保证图像质量。 

纸张尺寸

项目 规格

名称 大容量纸柜

类型 前装式 LCC

安装 台式

文件对齐 中央

电源要求 由主机供电

大功耗 22 W 或以下

尺寸 615 mm （宽） ×688 mm （深） ×246 mm （高）

重量 约 23 kg

操作环境 与主机的操作环境一致。

类型 容量

薄纸 （52 至 59 g/m2）（*） 2,500 张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再生纸 （60 至 90 g/m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厚纸 1 （106 至 120 g/m2） 1,000 张

厚纸 1+ （121 至 157 g/m2）

厚纸 2 （158 至 209 g/m2）

厚纸 3 （210 至 256 g/m2） (*)

类型 尺寸

常规尺寸纸张 A4、 81/2 x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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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U-302

基本规格

纸张容量

• *：不包括潮湿、卷曲的纸张或再生纸。 

纸张尺寸

项目 规格

名称 3,000 张大容量单元

类型 安装在主机右侧的外部选购件

文件对齐 中央

电源要求 由主机供电

大功耗 22 W 或以下

尺寸 367 mm （宽） ×528 mm （深） ×405 mm （高）

重量 约 18.0 kg

操作环境 与主机的操作环境一致。

类型 容量

薄纸 （52 至 59 g/m2） 3,000 张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2,500 张

厚纸 1 （106 至 120 g/m2）（*）

厚纸 1+ （121 至 157 g/m2）（*） 1,750 张

厚纸 2 （158 至 209 g/m2）（*） 1,550 张

厚纸 3 （210 至 256 g/m2） (*) 1,300 张

类型 尺寸

常规尺寸纸张 A4、 81/2 x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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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S-506

基本规格

容量

• *1：堆叠高度 22.5 mm （堆叠高度由传感器确定） 

• *2：堆叠高度 49.9 mm （无传感器检测机构可确定堆叠高度）

• *3：如果堆叠张数或高度达到指定值，会确定 “Tray paper full” （纸盘纸满）。 

项目 规格

类型 带活动纸盒的作业分离器

安装 固定在主机的出纸部分上

文件对齐 中央

模式 • 分页、分组

• 偏移分页、偏移分组

偏移功能 出纸盘 纸盒 2

移位量 30 mm （13/16 英寸）

电源要求 DC 24 V ± 10 % （由主机供电）

大功耗 24 W 或以下

尺寸 纸盒 1：412.0 mm （宽） x 469.0 mm （深） x 130.0 mm （高）

纸盒 2：451.0 mm （宽） x 386.0 mm （深） x 127.0 mm （高）

重量 约 1.5 kg

操作环境 与主机的操作环境一致。

出纸盘 模式 纸张尺寸 纸张类型 容量

纸盒 1 （*1）
（*3）

• 分页

• 群组

• A3、B4、A4、A4S、B5、B5S、A5、A5S、

B6S、 A6S

• 11 x 17、 81/2 x 14、 81/2 x 11、 81/2 x 11 S、

71/4 x 101/2、71/4 x 101/2 S、51/2 x 81/2、51/2 x 

81/2 S

• 16KS、 16K、 8K

• 明信片 S

• 自定义尺寸纸张 （宽度：90 至 320 mm），

长度：139.7 至 457.2 mm）

薄纸 （52 至 59 g/m2） 100 张

普通纸 / 再生纸

（60 至 90 g/m2）

100 张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10 张

厚纸 （106 至 300 g/m2）

特殊纸 明信片

标签纸

OHP 胶片

索引纸

信封

纸盒 2 （*2） • 分页

• 群组

• A3、B4、A4、A4S、B5、B5S、A5、A5S、

B6S、 A6S

• 11 x 17、 81/2 x 14、 81/2 x 11、 81/2 x 11 S、

71/4 x 101/2、71/4 x 101/2 S、51/2 x 81/2、51/2 x 

81/2 S

• 16KS、 16K、 8K

• 明信片 S

• 自定义尺寸纸张 （宽度：90 至 320 mm，

长度：139.7 至 1,200 mm）

薄纸 （52 至 59 g/m2） 150 张

普通纸 / 再生纸

（60 至 90 g/m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20 张

厚纸 （106 至 300 g/m2）

特殊纸 明信片

标签纸

OHP 胶片

索引纸

信封 10 张

长尺寸纸张（127 

至 210 g/m2）

未设置

• 偏移分页

• 偏移分组

• A3、 B4、 A4、 A4S、 B5、 B5S

• 11 x 17、 81/2 x 14、 81/2 x 11、 81/2 x 11 S、

71/4 x 101/2、 71/4 x 101/2 S、 16KS、 16K、 8K

• 自定义尺寸纸张 （宽度：182 至 297 mm/

长度：182 至 431.8 mm）

薄纸 （52 至 59 g/m2） 150 张

普通纸 / 再生纸

（60 至 90 g/m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20 张

厚纸 （106 至 300 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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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FS-533

基本规格

• *：包括安装部分

分页 / 分组

< 堆叠张数 >

< 堆叠高度 >

备注
• 如果堆叠张数或高度达到指定值，会确定 “Tray paper full” （纸盘纸满）。

< 纸张尺寸 >

项目 规格

名称 带装订功能的排纸处理设备

类型 内置于主机的多页装订排纸处理器

文件对齐 中央

耗材 装订针 （5,000 个装订针 / 盒）

模式 分页、分组
偏移分页、偏移分组
分页装订

电源要求 DC 24 V ± 10% （由主机供电）

大功耗 40 W 或以下

尺寸 472.5 mm （宽）（*） x 583.5 mm （深）（*） x 194.7 mm （高）

重量 约 12.0 kg

操作环境 与主机的操作环境一致。

选购件 打孔组件 （PK-519）

纸张类型 大堆叠张数

A4S、 81/2 x 11 S 或以下 B4、 81/2 x 14 或以上

薄纸 （52 至 59 g/m2） 500 张 250 张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再生纸 （60 至 90 g/m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10 张 10 张

厚纸 1 （106 至 120 g/m2）

厚纸 1+ （121 至 157 g/m2）

厚纸 2 （158 至 209 g/m2）

厚纸 3 （210 至 256 g/m2）

厚纸 4 （257 至 300 g/m2）

明信片

信封

OHP 胶片

标签纸

信笺

Tab 纸

纸张宽度 大堆叠高度

A4S、 81/2 x 11 S 或以下 73 mm

B4、 81/2 x 14 或以上 36 mm

类型 尺寸

常规尺寸纸张 SRA3、 A3W、 A3、 B4、 A4S、 A4、 B5S、 B5、 A5S、 A5、 B6S、 A6S、 Postcard S

11 x 17、 81/2 x 14、 81/2 x 11 S、 81/2 x 11、 51/2 x 81/2 S、 51/2 x 81/2

71/4 x 101/2 S、 71/4 x 101/2、 8K、 16KS、 16K

自定义尺寸纸张 宽度：90 至 320 mm
长度：139.7 至 1,2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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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分页 / 偏移分组

< 堆叠张数 >

< 堆叠高度 >

备注
• 如果堆叠张数或高度达到指定值，会确定 “Tray paper full” （纸盘纸满）。

< 纸张尺寸 >

分页装订

< 堆叠张数 >

• *：在封页模式下的 “Front Cover/ Back Cover” （封面 / 封底）中只能使用厚纸。 

< 堆叠高度 >

备注
• 如果堆叠张数或高度达到指定值，会确定 “Tray paper full” （纸盘纸满）。

纸张类型 大堆叠张数

A4S、 81/2 x 11 S 或以下 B4、 81/2 x 14 或以上

薄纸 （52 至 59 g/m2） 500 张 250 张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再生纸 （60 至 90 g/m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10 张 10 张

厚纸 1 （106 至 120 g/m2）

厚纸 1+ （121 至 157 g/m2）

厚纸 2 （158 至 209 g/m2）

厚纸 3 （210 至 256 g/m2）

厚纸 4 （257 至 300 g/m2）

纸张宽度 大堆叠高度

A4S、 81/2 x 11 S 或以下 73 mm

B4、 81/2 x 14 或以上 36 mm

类型 类型

常规尺寸纸张 A3、 B4、 A4S、 A4、 B5

11 x 17、 81/2 x 14、 81/2 x 11 S、 81/2 x 11

71/4 x 101/2、 8K、 16K

自定义尺寸纸张 宽度：210 至 297 mm 
长度：182 至 431.8 mm

纸张类型 大堆叠张数

A4S、 81/2 x 11 S 或以下 B4、 81/2 x 14 或以上

薄纸 （52 至 59 g/m2） 500 张或 50 套 250 张或 30 套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再生纸 （60 至 90 g/m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未设置 （*） 未设置 （*）

厚纸 1 （106 至 120 g/m2）

厚纸 1+ （121 至 157 g/m2）

厚纸 2 （158 至 209 g/m2）

纸张宽度 大堆叠高度

A4S、 81/2 x 11 S 或以下 73 mm

B4、 81/2 x 14 或以上 3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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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张尺寸 >

< 要装订的张数，装订位置 >

• *：“Front Cover/ Back Cover” （封面 / 封底）中只能使用厚纸。

类型 类型

常规尺寸纸张 A3、 B4、 A4S、 A4、 B5

11 x 17、 81/2 x 14、 81/2 x 11 S、 81/2 x 11

71/4 x 101/2、 8K、 16K

自定义尺寸纸张 宽度：210 至 297 mm
长度：182 至 431.8 mm

模式 基本重量 要装订的 大张数 装订位置

A4S、 81/2 x 11 S 或以下 B4、 81/2 x 14 或以上

正常模式 52 至 90 g/m2 50 套 30 张 角线反面 （平行）
角线正面 （平行）
侧面：平行 2 点封页模式 （*） 52 至 209 g/m2 （厚纸为 

2 张或以下）

48 张 （普通纸 / 再生纸） + 2 张
（厚纸）

28 张 （普通纸 / 再生纸） + 2 张
（厚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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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PK-519

基本规格

纸张处理能力

• *：北美 3 孔和欧洲 4 孔不受支持。

项目 规格

名称 打孔组件

类型 内置 FS 式打孔操作设备

打孔方式 每页停止和打孔

孔数 日本：2 孔
北美：2-3 孔切换

欧洲：2-4 孔切换

瑞典：4 孔

支持的模式 打孔模式

可用的后处理模式 分页、分组、装订

电源要求 DC 24 V （由排纸处理器供电）

DC 5 V （由排纸处理器供电）

大功耗 包含在排纸处理器的 大功耗中

尺寸 110.2 mm （宽） ×483.5 mm （深） ×203.2 mm （高）

重量 约 3.2 kg

操作环境 与主机的操作环境一致。

项目 规格

纸张类型 薄纸 （52 至 59 g/m2）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厚纸 1 （106 至 120 g/m2）

厚纸 1+ （121 至 157 g/m2）

纸张尺寸 A3、 B4、 A4、 A4S (*)、 B5、 B5S (*)

11 x 17、81/2 x 14 (*)、81/2 x 11、81/2 x 11 S (*)、71/4 x 101/2、71/4 x 101/2 S (*)、8K、16K、16KS (*)

禁止打孔的纸张 标签纸、 Tab 纸、 OHP 胶片、半透明纸、打孔纸

可能影响打孔组件或打孔刀片操作的其他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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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FS-536/FS-536SD

• *1：出纸盘拉出时的尺寸

分页 / 分组

< 堆叠张数 >

< 堆叠高度 >

备注
• 如果堆叠张数或高度达到指定值，会确定 “Tray paper full” （纸盘纸满）。

项目 规格

名称 多页装订排纸处理器 （FS-536）
搭载排纸处理器的中心和三折设备 （FS-536SD）

类型 独立式

原稿对齐 中央

装订功能 通过固定装订器实现的中心 2 点装订方式 （FS-536SD）

耗材 装订针 （5,000 个装订针 / 盒）

模式 分页、分组、偏移分页、偏移分组、分页装订
中央装订 （FS-536SD）、中央折叠 （FS-536SD）、三折 （FS-536SD）

电源要求 DC 24 V ± 10 % （由主机供电）

功耗 105 W 或以下

尺寸 528 mm （宽） x 635 mm （深） x 1,023 mm （高）

658 mm （宽） x 635 mm （深） x 1,065 mm （高）（*1）

重量 FS-536：约 36 kg/FS-536SD：约 60 kg

操作环境 与主机的操作环境一致。

选购件 打孔组件 （PK-520）

纸张类型 大堆叠张数

主纸盘 副纸盘

A5、A5S、51/2 x 81/2、5
1/2 x 

81/2 S 或以下

B5、 B5S 或以上、

A4S、 81/2 x 11 S 或以下

B4、 81/2 x 14 或以上

薄纸 （52 至 59 g/m2） 500 张 3,000 张 （FS-536）
2,000 张 （FS-536SD）

1,500 张 200 张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再生纸 （60 至 90 g/m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20 张 20 张

厚纸 1 （106 至 120 g/m2）

厚纸 1+ （121 至 157 g/m2）

厚纸 2 （158 至 209 g/m2）

厚纸 3 （210 至 256 g/m2）

厚纸 4 （257 至 300 g/m2）

明信片

信封

OHP 胶片

标签纸

信笺

Tab 纸 -

纸张宽度 大堆叠高度

主纸盘 副纸盘

A4S、 81/2 x 11 S 或以下 375 mm （FS-536）
250 mm （FS-536SD）

35 mm

B4、 81/2 x 14 或以上 187.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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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张尺寸 >

偏移分页 / 偏移分组

< 堆叠张数 >

< 堆叠高度 >

备注
• 如果堆叠张数或高度达到指定值，会确定 “Tray paper full” （纸盘纸满）。

< 纸张尺寸 >

分页装订

< 堆叠张数 >

类型 尺寸

主纸盘 副纸盘

常规尺寸纸张 • SRA3、 A3W、 A3、 B4、 A4、 A4S、 B5、 B5S、 A5、 A5S、 B6S、 A6S、 Postcard S

• 11 x 17、81/2 x 14、81/2 x 11、81/2 x 11 S、71/4 x 101/2、71/4 x 101/2 S、51/2 x 81/2、51/2 x 81/2 S、8K、

16K、 16KS

自定义尺寸纸张 • 宽度：130 至 320 mm

• 长度：139.7 至 457.2 mm

• 宽度：90 至 320 mm

• 长度：139.7 至 1,200 mm

纸张类型 大堆叠张数

主纸盘 副纸盘

B5 或以下 A4、 A4S、 B5

81/2 x 11、 81/2 x 11 S
B4、 B5S、 81/2 x 14 或

以上

薄纸 （52 至 59 g/m2） 500 张 3,000 张 （FS-536）
2,000 张 （FS-536SD）

1,500 张 -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再生纸 （60 至 90 g/m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20 张

厚纸 1 （106 至 120 g/m2）

厚纸 1+ （121 至 157 g/m2）

厚纸 2 （158 至 209 g/m2）

厚纸 3 （210 至 256 g/m2）

厚纸 4 （257 至 300 g/m2）

纸张宽度 大堆叠高度

主纸盘 副纸盘

A4S、 81/2 x 11 S 或以下 375 mm （FS-536）
250 mm （FS-536SD）

-

B4、 81/2 x 14 或以上 187.5 mm

类型 尺寸

主纸盘 副纸盘

常规尺寸纸张 SRA3、 A3W、 A3、 B4、 A4、 A4S、 B5、 B5S、 A5

11 x 17、 81/2 x 14、 81/2 x 11、 81/2 x 11 S、 71/4 x 101/2、 71/4 x 101/2 S、 8K、 16K、 16KS

-

自定义尺寸纸张 宽度：182 至 320 mm
长度：148.5 至 457.2 mm

纸张类型 要装订的张数 大容量

主纸盘 副纸盘

A4、 B5、 81/2 x 11 A4S、 81/2 x 11 S 或以下 B4、 81/2 x 14 或以上

薄纸 （52 至 59 g/m2）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再生纸 （60 至 90 g/m2）

2 至 9 张 200 套 （*） 100 套 -

10 至 20 张 50 套

21 至 30 张 30 套

31 至 40 张 25 套

41 至 50 张 2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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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纸或再生纸为 100 套 

< 堆叠高度 >

备注
• 如果堆叠张数或高度达到指定值，会确定 “Tray paper full” （纸盘纸满）。

< 纸张尺寸 >

< 要装订的张数 >

• *1：以高图像浓度打印时的 大装订张数 / 套数为 20 x 20 套。

• *2：对于包括不同尺寸纸张的原稿，要装订的张数表示装订的 大纸张的 大张数。

< 装订位置 >

中央装订 / 中央折叠

纸张宽度 大堆叠高度

主纸盘 副纸盘

A4S、 81/2 x 11 S 或以下 375 mm （FS-536）
250 mm （FS-536SD）

-

B4、 81/2 x 14 或以上 187.5 mm

类型 尺寸

主纸盘 副纸盘

常规尺寸纸张 A3、 B4、 A4、 A4S、 B5、 B5S、 A5

11 x 17、 81/2 x 14、 81/2 x 11、 81/2 x 11 S、 71/4 x 101/2、 71/4 x 101/2 S、 8K、 16K、 16KS

-

自定义尺寸纸张 宽度：182 至 297 mm
长度：148.5 至 431.8 mm

模式 基本重量 要装订的 大张数

正常模式 （*1） 52 至 90 g/m2 50 张 （*2）

91 至 120 g/m2 30 张 （*2）

121 至 209 g/m2 15 张 （*2）

封页模式 封页：200 g/m2、内文页：90 g/m2 2 张封页 + 48 张内文页

封页：200 g/m2、内文页：80 g/m2

封页：163 g/m2、内文页：90 g/m2

封页：163 g/m2、内文页：80 g/m2

封页：163 g/m2、内文页：75 g/m2

装订位置 纸张尺寸

角线正反面 （45 度） A3、 B4、 A4、 B5、 11 x 17、 81/2 x 11

角线反面 （平行）（选中时可行） A3、 A4、 11 x 17、 81/2 x 11

角线正反面 （平行） A4S、 B5S、 A5、 81/2 x 14、 81/2 x 11 S

侧面：平行 2 点 A3、 B4、 A4、 A4S、 B5、 B5S、 A5、 11 x 17、 81/2 x 14、 81/2 x 11、 81/2 x 11 S

项目 规格

中央装订 / 中央折叠支持的纸张 薄纸 （52 至 59 g/m2）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1）（*2）

厚纸 1 （106 至 120 g/m2）（*1）（*2）

厚纸 1+ （121 至 157 g/m2）（*1）（*2）

厚纸 2 （158 至 209 g/m2 （*1）（*2）

支持的纸张尺寸 A3W、 A3、 B4、 A4S、 11 x 17、 81/2 x 14、 81/2 x 11 S、 8K、自定义尺寸纸张 （宽度：210 至 320 mm，

长度：279.4 至 457.2 mm）

支持的模式和基本重量 正常模式：52 至 90 g/m2

封页模式：52 至 209 g/m2 （*3）

厚纸模式：91 至 209 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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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于中央装订，仅 1 张封页模式时可用 

• *2：对于折叠，仅 1 张封页时可用 

• *3：封页模式下，仅用 1 张纸作为封页 

• *4：封页：1 张 （52 至 209 g/m2） + 正文页：19 张 （52 至 90 g/m2）

三折

• *：三折时 多 3 张 

鞍式纸盒堆叠张数 1 至 3 张：20 套

4 至 10 张：10 套

11 至 20 张：5 套

中央装订张数 正常模式：2 至 20 张 （ 多 80 页）

封页模式：2 至 20 张 （ 多 80 页）（*4）

折叠张数 正常模式：5 张

厚纸模式：1 张

三折时支持的纸张 薄纸 （52 至 59 g/m2）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支持的纸张尺寸 A4S、 81/2 x 11 S、 16KS

三折张数和份数 (*) 1 张折叠 30 套

2 张折叠 10 套

3 张折叠

项目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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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PK-520

基本规格

纸张处理能力

• *：北美 3 孔和欧洲 4 孔不受支持。

项目 规格

名称 打孔组件

类型 内置 FS 式打孔操作设备

打孔方式 每页停止和打孔

孔数 日本：2 孔
北美：2-3 孔切换

欧洲：2-4 孔切换

瑞典：4 孔

支持的模式 打孔模式

可用的后处理模式 分页、分组、装订

电源要求 DC 24 V （由排纸处理器供电）

DC 5 V （由排纸处理器供电）

大功耗 包含在排纸处理器的 大功耗中

尺寸 61 mm （宽） x 492 mm （深） x 142 mm （高）

重量 约 1.8 kg

操作环境 与主机的操作环境一致。

项目 规格

纸张类型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厚纸 1 （106 至 120 g/m2）

厚纸 1+ （121 至 157 g/m2）

厚纸 2 （158 至 209 g/m2）

厚纸 3 （210 至 220 g/m2）

纸张尺寸 A3、 B4、 A4、 A4S (*)、 B5、 B5S (*)

11 x 17、 81/2 x 14 (*)、 81/2 x 11、 81/2 x 11 S (*)、 71/4 x 101/2、 71/4 x 101/2 S (*)、 8K、 16K、 16KS (*)

禁止打孔的纸张 标签纸、 Tab 纸、 OHP 胶片、半透明纸、打孔纸

可能影响打孔组件或打孔刀片操作的其他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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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CU-102

基本规格

项目 规格

名称 清洁单元

类型 废气滤清器

吸入系统 双平行风扇

捕获系统 UFP 捕获 UFP 滤网

UFP 采集效率 UFP 滤网采集量：超过 99%

大吸入风量 1.2 m3/ 分钟 （平均流速：0.1 m/ 秒）

排气方向 排气向下流

电源要求 DC 24 V （由主机供电）

大功耗 17 W 或以下

尺寸 480 mm （宽） x 75 mm （深） x 314 mm （高）

重量 约 2.0 kg

操作环境 与主机的操作环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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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FK-514/FK-515

1.13.1 基本规格

(1) 一般规格

(2) 扫描部分

适用线路 PSTN、 PBX

协议 第 3 组 （兼容 ITU-T T.30）
• ECM

• F 码通讯

• 柯尼卡美能达非标准协议：否

• 第 4 组：否

大数据速率 33,600 bps

编码方式 • MH

• MR

• MMR

• JBIG

调谐方式 • V.27 ter

• V.29

• (V.33)：V.33 仅供接收之用。

• V.17

• V.8

• V.34

通信分辨率 正常 • 8 行 /mm × 3.85 行 /mm

• 200 dpi x 100 dpi

精细纸 • 8 行 /mm × 7.7 行 /mm

• 200 dpi x 200 dpi

超精细 • 8 行 /mm × 15.4 行 /mm （仅接收）

• 16 行 /mm × 15.4 行 /mm

• 400 dpi x 400 dpi

极精细 600 dpi x 600 dpi

• 发送时固定使用 mm （600 dpi 除外）

• 接收时可使用 mm 和 英寸。

• 使用 [Resolution] （分辨率）键选择。

• 每页的设置无法更改。

传真存储器大小 • 128 GB （主机存储器中 128 GB 用作存储器。）

• 可存储 10,000 页，包括所有扫描 /Box/ 打印机 / 传真文件。

传真存储器备份 图像数据保存在主机存储器中。

多线路连接 通过安装四个传真组件，可连接四条线路。（2 台 FK-514 和 MK-742 （2 台 FK-515））

通信时间 2 秒 （Konica Minolta 标准 A4 图， 33,600 bps）

分辨率转换 发送时 • 扫描器：英寸

• 浓度转换：英寸 -> mm

• 通信：mm/ 英寸 （仅限 600 dpi）

接收时 （mm） • 浓度转换：mm -> 英寸

• 打印：英寸

接收时 （英寸） • 浓度转换：英寸 -> 英寸

• 打印：英寸

扫描方式 稿台文件 无法扫描书籍文件 （书籍模式）

DF 书籍文件 • 扫描模式：单面，双面和封页 + 双面

• 可扫描 DF 混合尺寸文件。

扫描分辨率 正常 • 8 行 /mm × 3.85 行 /mm

• 200 dpi x 100 dpi

精细纸 • 8 行 /mm × 7.7 行 /mm

• 200 dpi x 200 dpi

超精细 • 16 行 /mm × 15.4 行 /mm

• 400 dpi x 400 dpi

极精细 600 dpi x 600 dpi

• 使用 [Resolution] （分辨率）键选择。

• 每页的设置无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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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记录部分

(4) 线路连接部分

混合原稿 可以混合不同尺寸的原稿。
• 旋转图像后，发送时，每次扫描线长度改变， EOM 会改变图像尺寸。

• 可混合尺寸 （A 和 B）。

浓度选择 使用 [Density] （浓度）键选择。 [Light] （亮） /[Standard] （标准） /[Dark] （暗）

• 每页的设置无法更改。

大扫描文件宽度 DF 和稿台二者均为 297 mm （A3 宽度）

大扫描文件长度 常规模式 • 431.8 mm

• 17 inches

DF 的长原稿模式 • 1,000 mm

• 长度无限制的原稿不可用。

有效扫描范围 文件小于有效扫描范围时，文件以外的区域会被消除。
• DF 扫描：左、右、上和下各遮蔽 3 mm （0 ~ 5 mm）

• 原稿扫描：左、右、上和下各遮蔽 2 mm （固定）

发送时自动缩小 A3 -> B4、 A3 -> A4 和 B4 -> A4
• 根据远程站的记录纸尺寸自动缩小和发送。

旋转发送 仅限 A4/Letter 尺寸。发送时， LEF 文件旋转 90 度，然后以 SEF 方向发送。

发送时的页面分割 否

半色调 256 级误差扩散

• 用户可使用 [Text] （文字）、 [Text/Photo, Printed] （文字 / 照片，打印）、 [Text/Photo, PhotoPaper]

（文字 / 照片，照相纸）、 [Photo, Printed] （照片，打印）、 [Photo, PhotoPaper] （照片，照相纸）、

[Dot Matrix Original] （点矩阵原稿）或 [Copied Paper] （复印纸张）键更改设置。

自动背景控制 （ABC） 是

完成印记 是

扫描时间 80 张 / 分钟 （安装有 DF 时， Letter 纸 （81/2 x 11）或 A4，扫描， 300 dpi）

记录 激光静电打印系统

记录纸尺寸 • B6 和明信片以外的所有尺寸 （参见复合机基本规格。）

• 自动记录纸选择

• 备注：AA5 和 B5 纸张仅分别用于 A5 和 B5 接收

记录纸纸盒 • 纸盒 1 至纸盒 4

• 手送纸盒

• LCT

装订 否

记录速度 符合复合机标准

记录尺寸 大 A3 尺寸

• 如协议中所声明的接收记录能力，固定使用 A3。

大接收长度 1,000 mm
• 如果大于 大接收长度，会发生通讯错误。

• 如果在接收过程中发生存储器溢出，会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缩小记录 收到的图像信息大于记录纸时，会自动缩小到记录纸尺寸并记录。

分页记录 是

每次通信时偏移输出 是 （仅限作业单元接收）

旋转接收 是
• 图像旋转 90 度，然后记录在 LEF 方向的记录纸上。

双面接收 是 （效用模式）

二合一接收 否

校平 是 （转换分辨率时）

打印 / 传真输出设置 是

手送纸盒打印 在自动选择模式下可用作启用纸盒。

总页面计数器 是

监视打印 否 （发送时复印）

NCU 类型 A-A~，利用硅 DAA 实现线路控制

连接终端 RJ11

Modem （调制解调器） Matsushita MMD-5020

调制解调器发送电平 -10 ~ -15 dBm （视国家 / 地区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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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控制面板部分

1.13.2 功能规格

(1) 拨号功能

DTMF 发送电平 -10 ~ -15 dBm （视国家 / 地区而定）

接收灵敏度 • G3 接收： 多 -48 dB

• 提示音接收： 多 -52 dB

拨号信号 DP (10pps) 和 DTMF

传真 / 复印 / 扫描 /Box 模式切换 通过面板按键选择
• 在每个模式工作期间可切换模式

• 自动重置不恢复模式。

开机初始屏幕 关机屏幕或传真屏幕。
（取决于参数设置）

扫描中断 扫描要发送的文件时按 interrupt （中断）键，中断指示灯会闪烁。扫描完成后出现复印屏幕。

传真模式屏幕记录中断 使用 interrupt （中断）键的操作无效。

传真开始 使用 Start （开始）键。

停止 使用 Stop （停止）键。

• 可约定从作业列表停止，以停止多作业运行。

传真可用存储空间显示 RDH 存储器

• 扫描、记录和待机期间 LCD 指示 %。

文件存储器
• 显示在作业列表屏幕

文件存在指示 在以下情况下，控制面板上的数据指示器 （LED）亮起。

• 接收到传真时

• 文件保存在公告板 Box、轮询发送 Box 和记忆接收用户 Box 时。

传真通信期间的显示 LCD 面板图标无显示。

图标显示在传真等待屏幕和传真操作屏幕上。

错误显示 LCD 面板显示

时间显示 显示日期和时间。
• 当前时间显示在分区。

远程站 ID 显示 是
• 通信之前以数字显示

• 通信期间显示 TSI/CSI

其他操作键 [Application] （应用）键：移到传真应用功能设置画面。

• 检查设置键：有效

• */# 按钮：是

• 帮助按钮：是

缩略拨号 是
• 可注册 2,000 个站。（未安装主机存储器时， 1,000 个）

• 多 38 位

• 可按缩略编号和索引的顺序搜索远程站列表。

• 注册名称必须 24 位或以下。

• 注册名称自动注册功能：否

• 二次传真号注册功能：否

• 不可注册通讯模式。

• 可注册线路设置（海外发送、ECM 关、 V.34 关、检测目的地、线路选择（仅当安装四个传真组件

时））。

• 除了线路设置外， [Scan Setting] （扫描设置）、 [Comm.Setting] （通信设置）均未提供注册功能。

程序拨号 400 个拨号 （未安装主机存储器时， 200 个）

小键盘拨号 多 38 位

群组拨号 多 100 个群组。可注册群组名称。每个组 多 500 个远程站，仅限用缩略编号表示。

多远程站的拨号 多 605 个远程站 （缩略 500 个 + 小键盘 100 个 + 手动输入 E-Mail 目的地 5 个）

手动重拨 是
• 可以从五个 近拨号记录中选择。

自动重拨 是
• 远程基站正忙或没有响应，或者内存发送时发生发送错误时自动重拨。

• 可在重拨等待过程中接收传真。

• 可以进行另一次呼叫。（有两个重拨等待作业时不可能。）

作业列表重拨 否

脉冲 / 音频切换 可使用小键盘的 [*] 键，或直接输入屏幕上的 [Tone] （音频）键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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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送

PBX 模式设置 是
• 可以打开或关闭 PBX 连接并登录外部接入密码。

• 所登录缩略远程基站号码的外部接入密码具有自动删除功能。没有自动添加功能。

伪摘机 是
• 可通过使用伪摘机手动启动。

• LCD 上的 [Off-Hook] （摘机）键

呼叫进程检测 DC 波幅 （取决于各个国家 / 地区的规格）

• 拨号音 （同上）

• 忙音 （同上）

• 二次拨号音 （同上）

拨号参数 拨号信号 DP （10 pps）和 DTMF （取决于各个国家 / 地区的规格）

• 位数间暂停 1 至 7 秒 （用户无法设置。）

• 位数间暂停 3 秒

电话簿拨号 （缩略） 是
• 约定搜索字符后，使用上下光标键。

外部电话连接插座 是
• 取决于各国家 / 地区的规格。

定时发送 可设置一个 24 小时 （ 大）定时器。（一站，连续多站发送）

批量发送 否

定时轮询 可设置一个 24 小时 （ 大）定时器。（一个远程站轮询和连续轮询接收）

定时器数量 总共 21 次发送和轮询。连续轮询次数为 1。

记忆发送预约 通信期间可实现记忆发送预约。（DF 记忆发送和稿台记忆发送文件的记忆注册）

DF 发送预约 否

折痕消除发送 否

边框消除发送 是
• 稿台文件和书籍文件

• DF 文件也可以。

• 仅限常规模式

自动排版发送 （外部文件会被删除。） 否

反转图像发送 否

2 合 1 传输 否

书籍发送 否

扫描尺寸约定 是
• 扫描与文件尺寸无关的约定尺寸的文件，然后发送。在稿台发送和 DF 发送时发送约定扫描宽度和

长度的文件。

• DF 发送时的有效图像区域基于中心。（混合尺寸文件模式下的角线扫描。）

文件图像质量约定 是
• 从 [Text]（文字）、 [Text/Photo, Printed]（文字 / 照片，打印）、 [Text/Photo, PhotoPaper]（文字 / 照

片，照相纸）、 [Photo, Printed]（照片，打印）、 [Photo, PhotoPaper]（照片，照相纸）、 [Dot Matrix 

Original] （点矩阵原稿）或 [Copied Paper] （复印纸张）选择。

多站 多 605 个站 （缩略拨号 x 500 个站，数字键盘拨号 x 100 个站和 E-Mail x 5）
可执行定时器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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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olling （轮询）

记忆发送 默认是记忆发送 （△仅此通信模式可实现）

快速记忆发
送

DF 发送 ○

稿台发送 仅限 1 页

DF/ 稿台文件混合 ×

高级通信功能 △
仅支持通讯模式

手动传输 ○

激活打印机时发送 ×

记忆发送 DF 发送 ○

稿台发送 ○
单独扫描设置后，使用 [Start] （开始）键读取设置，然后

使用 [Finish] （结束）开始通信。

DF/ 稿台文件混合 ○
单独扫描设置后，使用 [Start] （开始）键读取设置，然后

使用 [Finish] （结束）开始通信。

高级通信功能 ○

手动传输 ×

激活打印机时发送 ○

转发传输 是
• 自动转发：将收到的文件自动发送到提前注册的远程站。

• 手动转发：否

中断发送 单站发送预约会自动中断多站通信的站点。

国际通信 是
• 远程站为 V17 时，通信以 TCM 7,200 开始。远程站为 V34 时，通信以 28,800 bps 开始。

V34-off 发送 无 V34 模式发送。可在缩略 / 程序拨号中注册 V34-off 约定。

经常出现 V34 相关发送错误代码时使用。

长原稿发送 是

DF 不规则尺寸发送 可从 DF 发送不规则尺寸原稿。主扫描针对的是在 DF 上设定的 大文件宽度，副扫描取决于文件长

度。
• 宽度： 大 297 mm/11.69 英寸

• 长度： 大 1,000 mm/39.37 英寸

不完整发送保留 是

即时批量发送 （捆绑发送） 否

保密传输 使用 F 码 （SUB/SID）发送到远程站的保密 BOX。

使用 SUB 约定保密 Box 编号。根据要求使用 SID 设定通信密码。

中继请求 使用 F 码 （SUB/SID）的中继请求。

使用 SUB 约定中继 Box 编号。

中继传输 否

防止发送错误 • 检查目的地：发送时，将指定的传真号与远程站的传真号信息 （CSI）进行比较，然后当二者相同

时发送。

• 目的地检查显示功能：发送时，显示地址列表，以允许再次检查地址，然后发送。

• 限制传真广播：限制为传真发送指定多个地址。

确认地址 （呼叫和注册时） 直接拨号期间，只有当第一次输入的目的地编号与第二次输入的编号一致时才能发起呼叫。

轮询传输 • 只有一个文件允许发送设置。

• 发送后会删除文件。

• 文件无其他扫描。

• 无 DF 轮询传输预约。

轮询接收 可按顺序轮询。
多 600 个站 （缩略拨号 x 500 个站和键盘拨号 x 100 个站）

主叫往返轮询 否

被叫往返轮询 是

闭合轮询传输 否

选择性轮询 发送和接收。
• 使用 F 码 （SEP）的选择性轮询。

• 存在公告板 Box 轮询接收。

• 无保密 Box 轮询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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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线路占用模式和电话功能

(5) 信息接收和记录

(6) 存储器功能

(7) 各种通信功能

线路占用模式切换 可设置自动接收和手动接收。
• 当内存满，且无轮询传输预约时，会取消自动接收模式。

• 通过约定日期和时间，不切换自动 / 手动模式。

应答机模式 是
• 外部电话摘机的情况下执行 CNG 检测时，会连接线路开始接收。

自动接收模式 时间和响铃次数。
• 响铃次数：0 至 15 次 （取决于各个国家 / 地区的规格）

• 时间：0 至 15 秒 （取决于各个国家 / 地区的规格）

保持 否

听筒 否

一体式电话 国家 / 地区规格

呼叫外部电话 否

通话预约 否

机密接收 F 码 （SUB）约定的保密 Box 接收。

保密 Box 设置发送密码 （SID）时， SID 必须指定为通信密码。 
打印保密 Box 收到的文件时，要求输入保密 Box 的访问密码。

闭合接收 使用 SID （PWD）（垃圾传真）执行闭合接收。

自适应 （自动）缩小 87 至 96 %，步幅 1%
当选择 “Print Separate Fax Pages = OFF” （打印单独的传真页 = 关）时，变成自适应缩小。对于自适应

缩小，如果接收图像尺寸比记录纸大一点，则尺寸会自动缩小，使其在记录纸尺寸范围内并记录。

固定缩小 否

分页记录 是。分页时不重叠。

等尺寸记录 记录接收到的等尺寸图像。
接收尺寸大于 A3 时，过大的图像会损毁。

纸盒选择 自动选择合适的纸张尺寸
• 纸张用尽时，会从另一个纸盒提供尺寸相同的纸张。

• 纸盒固定模式可用

二合一接收 否

显示所用的存储器空间 是 （传真屏幕：RDH 存储器）

记忆接收 需要密码才能打印接收的文件。在效用模式下设定记忆接收模式时要设置密码 （ 多 8 位数）。

可打印第一页。

存储器替代接收 是 （无纸 / 碳粉时）

短协议 否

ECM 是
• 帧尺寸：64 字节 /256 字节

通信定时器 是
• 多 24 小时。 21，包括 1 个用于连续轮询定时器。

重拨等待 多 5 个重拨定时器

错误页重新发送 否 （变成错误页重拨。）

错误页重拨 对快速记忆发送和记忆发送均有效。 RTN 或通信错误时重拨和重发。

• 重拨时间间隔：与忙碌重拨间隔相同。

• 重拨次数：0 ～ 7 次 （计数器与忙碌重拨不同）

总页数打印 是
• 记忆发送时自动打印到 TTI。

• 为快速记忆发送约定文件页数时添加。

页眉记忆 否

TTI （发送终端 ID） 是
• 多 30 个字符

• 指定图像旋转时，不添加到原稿读取图像，而是添加到发送图像顶部。

• 多可注册 20 个发送者姓名。

• 可选择决定是否在页眉位置打印地址。

RTI （接收终端 ID） 是
• 处理放大和 / 或缩小操作后，在执行图像旋转前会在指定的底部位置上做记录。

• 会记录日期、时间和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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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用户列表 / 报告

(9) 其他用户功能

传真远程诊断 是

MH 修复 是。可从维修模式进行设置。

拨号后插入文件 是。
• 可在拨号后插入文件。使用 [Start] （开始）按钮开始呼叫。

通信历史 是
• 通信日志中会记录 近 700 条通信历史。

电子插入式计数器 是
• 发送到每个用户的页数。不执行限制。

插入式计数器 是

投币式出售机 是
• 可和传真配合使用。

活动报告 • 可记录总 700 次通信 （发送和接收）。

• 自动输出：每天 / 每 100 次通信 /100/ 每天

• 手动输出：是

定时器预约发送报告 自动输出：用户可打开 / 关闭。

发送结果报告 • 自动输出 （开 / 如果发送失败 / 关）

• 可和图像一同输出

同步发送预约报告 自动输出：用户可打开 / 关闭。

广播结果报告

轮询发送预约报告

轮询发送结果报告

轮询接收结果报告

连续轮询，接收预约报告

连续轮询，接收结果报告

地址查询接收预约报告

中继 TX 结果报告

中继请求报告

PC 传真发送错误报告

地址簿列表 手动输出 （数字顺序：针对每个目的地类型生成输出）

程序列表 手动输出

群组列表

传真设置列表

公告发送报告 自动输出：用户可打开 / 关闭。

机密接收报告 F 码机密接收时自动输出。自动输出：用户可打开 / 关闭。

主题 / 文本列表 手动输出

传真 ID 编号 ID：20 位 （ 多）

页眉注解 否

语言选择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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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网络传真规格

(1) Internet 传真

图像存储器容量 128 GB （主机存储器中 128 GB 用作存储器。）

大存储页数 约 10,000 页
（存储标准 A4 尺寸页面 （包括大约 700 个高分辨率字符）时的页数）

分辨率 极精细 600 dpi x 600 dpi

超精细 400 dpi x 400 dpi

精细纸 200 dpi x 200 dpi

正常 200 dpi x 100 dpi

发送模式 （文件类型） 黑白 （TIFF-FX）

发送编码方式 • TIFF-S (MH)

• TIFF-F (MR/MMR)

大扫描尺寸 • 420 mm x 297 mm （A3 尺寸）

• 宽度：297 mm

• 长度： 大 1,000 mm

大记录尺寸 • 420 mm x 297 mm （A3 尺寸）

• 长度： 大 1,000 mm

• 当接收比纸盒中放置的纸张的尺寸更长的原稿数据时，数据将根据 [Print Separate Fax Pages] （打印

单独的传真页）的设置来打印。

发送错误的处理 重新发送邮件。 否

Internet 传真接收错误报告 文件无法发往 SMTP 服务器时，可设置打印 / 不打印发送错误报告。

收到 MDN/DSN 响应时，可设置打印 / 不打印。

收到 MDN/DSN 响应时，发送控制报告会给出发送结果。

MDN/DSN 响应监视时间可设定在 0 ~ 99 小时范围内。

邮件接收 邮件采集间隔 可设置为 1 到 60 分钟。

手动 POP 接收 可行

通过指定 Box 接收 不可用 （记忆接收除外）

接收的文件尺寸 宽度：A4 / B4 / A3

接收编码系统 TIFF-S (MH)、 TIFF-F (MR/MMR)

列表 / 报告 打印 DSN 信息 可生成输出

打印 MDN 信息 可生成输出

打印接收邮件文件 可生成输出

网络传真中继结果报告 可生成输出

网络传真活动报告 • 自动输出期间：与传真活动报告共享。 大 100。

• 自动输出期间：与传真活动报告共享。 大 700。

网络传真接收错误报告 可生成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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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 地址传真

图像存储器容量 128 GB （主机存储器中 128 GB 用作存储器。）

大存储页数 约 10,000 页
（存储标准 A4 尺寸页面 （包括大约 700 个高分辨率字符）时的页数）

分辨率 极精细 600 dpi x 600 dpi

超精细 400 dpi x 400 dpi

精细纸 200 dpi x 200 dpi
300 dpi x 300 dpi （彩色：仅限紧凑 PDF）

手动 （仅限黑白） 200 dpi x 100 dpi

发送模式 （文件类型） • 彩色 （PDF、紧凑 PDF、 TIFF-C） / 黑白 （TIFF）

• 可发送 TIFF-C （JPEG）

• 不可接收 TIFF-C （JPEG）（任何接收的 TIFF-C 作业都会被丢弃）

编码方式 MH/MR/MMR （仅适用于黑白格式）

大扫描尺寸 • 420 mm x 297 mm （A3 尺寸）

• 宽度：297 mm

• 长度： 大 1,000 mm

大记录尺寸 • 420 mm x 297 mm （A3 尺寸）

• 大记录尺寸时 1,000 mm

• 不能接收超过 1,000 mm 的原稿。

• 在彩色模式下，不可接收长度超过 432 mm 的原稿。

• 当接收比纸盒中放置的纸张的尺寸更长的原稿数据时，数据将根据 [Print Separate Fax Pages] （打印

单独的传真页）的设置来打印。（仅适用于黑白接收）

发送错误的处理 重试 SIP Direct SMTP 发送过程中出现发送错误时重试。

要重试的错误代码：仅限 N10、 N12、 N15 到 17

发送错误报告 • 发送错误报告打印可设置为 ON/OFF （开 / 关）。

• 当发生发送错误时会打印发送错误报告，并将发送错误记录在活动

中。

接收 接收的文件尺寸 接收的 大文件宽度：A3

接收编码系统 • TIFF-S (MH)

• TIFF-F (MR/MMR)

• PDF

• 紧凑 PDF

• TIFF-C

接收的文件尺寸 • 无限 （取决于主机存储器中的可用空间）

• 如果主机存储器中的可用空间为 107 MB 或以下，不会接收此文件。

• 如果主机存储器中的可用空间在接收文件期间用完，此会话会异常终

止并删除接收的文件。

报告 打印接收邮件文件 可行

IP 地址传真活动报告 • 自动输出期间：与传真活动报告共享。 大 100。

• 自动输出期间：与传真活动报告共享。 大 700。

IP 地址传真结果报告 与传真接收结果报告通用

IP 地址传真接收错误报告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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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i-Option

1.14.1 i-Option 可用功能
• 适用于 i-Option 的功能如下。

(1) 高级功能列表
• *：若要使用语音识别，除了 LK-104 许可证激活外，还必须安装可选购的本地接口组件 EK-608 或 EK-609。 

(2) i-Option 的激活步骤
有关激活步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面的内容。

• 通过管理设置激活：License Settings （许可证设置）。 

• 通过维修模式激活：License Management （许可证管理） - Activation （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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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构成

2.1 系统配置

2.1.1 系统配置

(1) 系统前视图

• *1：欧洲区除外 

• *2：日本除外 

• *3：安装了台架 DK-705 时，大容量单元 LU-302 无法安装。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2] 原稿盖 OC-511

[3] 反转自动输稿器 DF-632 [4] 双重扫描输稿器 DF-714

[5] 印记单元 SP-501 [6] 备用发送印记 2

[7] 认证单元 AU-201S [8] 安装组件 MK-735

[9] 认证单元 AU-102 [10] 物品托盘 WT-506

[11] 数字键盘 KP-102 [12] 本地接口组件 EK-608

[13] 本地接口组件 EK-609 [14] 安装组件 MK-730

[15] 变压器组件 TK-101 [16] 大容量单元 LU-302

[17] 台架 DK-705 (*1) (*3) [18] 台架 DK-516 (*1) 

[19] 进纸柜 PC-416 [20] 进纸柜 PC-216

[21] 进纸柜 PC-116 [22] 电源箱 MK-734 (*2)

[23] 加热器 HT-509 [24] 键盘固定器 KH-102 （*1）

[25] 连接组件 RU-513 [26] 排纸处理器 FS-536

[27] 排纸处理器 FS-536SD [28] 打孔组件 PK-520

[29] 排纸处理器 FS-533 [30] 打孔组件 PK-519

[31] 作业分离器 JS-506 [32] 辅助手柄 AH-10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16]

[17][18][19][20][21]

[22][23]

[24]
[25]

[26][27]

[28][28]

[29]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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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正常使用安装在地面上的台架或进纸柜，以保证该单元的功能和质量。

(2) 系统后视图

• *1：仅日本 

• *2：仅限日本、北美和亚太地区 

2.1.2 选购配置

(1) 主机和文件选购件的组合配置

(2) 主机和进纸选购件的组合配置

(3) 主机和后处理选购件的组合配置

(4) 主机和传真组件的组合

(a) 日本、北美、亚太地区

(b) 欧洲

(5) 主机 （扫描器部分）和加热器的组合

(a) 日本

[1] 防凝露加热器电源箱 MK-719 (*1) [2] 防凝露加热器 HT-510 (*1)

[3] 清洁单元 CU-102 [4] 图像打印控制器 IC-420

[5] 视频接口组件 VI-516 [6] 升级组件 UK-115

[7] 安全组件 SC-509 [8] 传真安装组件 MK-742 (*2)

[9] 传真组件 FK-515 （*2） [10] 传真组件 FK-515 （*2）

[11] 传真组件 FK-514 [12] 传真组件 FK-514

[13] 升级组件 （无线） UK-221 [14] i-Option LK-102 v3/104 v3/105 v4/106/107/108/110 v2/111/114/
115/116

1 主机 OC-511

2 主机 DF-632 SP-501 备用发送印记

3 主机 DF-714 SP-501 备用发送印记

1 主机 DK-705

2 主机 DK-516

3 主机 PC-116 LU-302

4 主机 PC-216 LU-302

5 主机 PC-416 LU-302

1 主机 JS-506

2 主机 FS-533 PK-519

3 主机 RU-513 FS-536 PK-520 SK-602

4 主机 RU-513 FS-536SD PK-520 SK-602

1 主机 FK-514 （主线路） FK-514 （线路 2） MK-742 FK-515 （线路 3） FK-515 （线路 4）

1 主机 FK-514 （主线路） FK-514 （线路 2）

1 主机 （扫描器部分） MK-719 HT-510

[1]

[2]

[3]

[4]

[5]
[6][7][8]

[9]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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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国际
• 无可选设置

(6) 进纸选项和除湿加热器的组合配置

(a) 日本

(b) 国际

2.2 各部分配置

1 DK-516 （配有标准的除湿加热

器）

-

2 PC-116 （配有标准的除湿加热

器）

HT-509 LU-302 （配有标准的除湿加热

器）

TK-101

3 PC-216 （配有标准的除湿加热

器）

HT-509 LU-302 （配有标准的除湿加热

器）

TK-101

4 PC-416 （配有标准的除湿加热

器）

HT-509 LU-302 （配有标准的除湿加热

器）

TK-101

1 DK-516 HT-509 MK-734

2 PC-116 HT-509 MK-734 LU-302 （配有标准的除湿加

热器）

TK-101

3 PC-216 HT-509 MK-734 LU-302 （配有标准的除湿加

热器）

TK-101

4 PC-416 HT-509 MK-734 LU-302 （配有标准的除湿加

热器）

TK-101

[1] 扫描器部分 [2] 出纸 / 反转部分

[3] 双面器部分 [4] 定影部分

[5] 第 2 转印部分 [6] 对位部分

[7] 进纸部分 （手动进纸盒） [8] 进纸部分 （纸盒 2）

[9] 进纸部分 （纸盒 1） [10] 写入部分 （PH 部分）

[11] 光电导体部分 / 显影部分 [12] 第 1 转印部分

[13] 碳粉供应部分 - -

[1]

[9]

[2]

[10]

[13]

[11]
[12]

[8]

[7]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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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纸张通道
主机 + DF-632 + PC-216 + RU-513 + FS-536SD + LU-302

• 纸张通道中的驱动辊和传感器列表

2.4 控制块状图

MFP 主机

基板

CPU 板

存储板

操作面板

歪斜修正马达

多棱镜马达

PH 温度传感器

指示板

激光驱动板

PH 部分

Y M C K

扩展控制板

显影部分

光电导体部分

排纸处理器

通用纸盒

进纸部分

双面器部分

备用板

高压单元

转印部分

定影单元

DC 供电单元

图像打印控制器

视频接口组件

插入式计数器

传真电路板

USB 板

认证单元

扫描器
驱动板

CCD 板

扫描器部分

R G B

DF-714 DF-632

双重扫描图像
处理板

手送纸盒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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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图像生成处理

[1] 光电转换 原稿表面反射光通过滤色镜（R、G 和 B）分为不同颜色；然后 CCD 将其转换为相应的电信号并将该信号输出到 IR 
成像处理部分。

[2] 打印机图像处理 • 电信号被转换成数字图像信号。经过某些修正后，视频信号 （C、 M、 Y 和 K）输出到打印机图像处理部分。

• 在修正视频信号 （Y、 M、 C、 K）后执行 D/A 转换。此数据将控制激光二极管的发射。

[3] 光电导体 投射在光电导体上的原稿图像变为相应的静电潜像。

[4] 充电辊 在光电导体上提供负电荷。

[5] 激光曝光 用激光束使光电导体曝光，产生静电潜像。

[6] 显影 • 碳粉在显影剂混合腔内搅拌并带负电荷后，被吸引到光电导体表面形成的静电潜像上，从而形成可见的显影图

像。

• 对显影辊施加 AC 和 DC 负偏压，从而防止碳粉粘到背景图像部分。

[7] 第 1 转印 对转印带的背面施加 DC 正偏压，使每个光电导体 （Y、 M、 C、 K）表面的可见显影图像转移到转印带上。

[8] 第 2 转印 对纸张的背面施加 DC 正偏压，使转印带表面的可见显影图像转移到纸张上。

[9] 分离 经过第 2 转印处理后的纸张被中和，以便纸张分离爪将其与转印带正确分离。

[10] 转印带清洁 转印带表面上的残留碳粉被收集并由清洁刮板清洁。

[11] 消电灯 用光照射光电导体表面，中和光电导体表面残留的任何表面电位。

[12] 光电导体清洁 将光电导体表面的残留碳粉刮掉。

[13] 定影 转移到纸张表面的可见碳粉图像被定影辊的热量熔化，并在压力作用下固定到纸张上。

[1] [2]

[3]

[4]

[5] [6]

[7]

[8]

[9][10]

[11][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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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图像形成控制

TOD

分离电压

第 2 转印电压

转印带状态

定影马达（M3）

第 1 转印电压/K

显影偏压 AC 远程控制/K

显影偏压 DC/K

充电偏压 DC/K

充电偏压 AC 远程控制/K

充电偏压 AC/K

消除 LED/K

显影电磁铁（SD4）

传送马达（M1）

第 1 转印电压/YMC

显影偏压 AC 远程控制/YMC

显影偏压 DC/YMC

充电偏压 DC/YMC

充电偏压 AC 远程控制/YMC

充电偏压 AC/YMC

消除 LED/YMC

显影马达（M21）

PC 马达（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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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维修工具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维修材料列表

维修材料列表

CE 工具列表

CE 工具列表

名称 形状 零件编号 说明

清洁垫 （30 件） A5AWP001## 30 件 / 包

Hydro-wipe 65AA-9920 10 件 / 包

工具名称 形状 数量 零件编号 说明

彩色图 1 9J06 PJP1 ##

黑白图 1 A79J PJP0 ##

扫描器定位工具 1 A79J PJG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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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用工具

2.1 读卡器的 IC 卡信息设置工具

2.1.1 概述
• 将读卡器连接到 MFP 之前，需要使用可加载的驱动程序准备 IC 卡信息设置文件。

• 为了准备该文件，使用准备 IC 卡信息设置文件的工具以在各读卡器中使用。
ToolList_4type

工具的系统要求

2.1.2 IC 卡信息设置步骤

(1) 事先在可加载驱动程序中设置 IC 卡信息

(a)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AU-201/AU-201S
1. 获得与所使用卡类型兼容的 在 AU-201S 中使用的可加载驱动程序 （ICC_LDR.tar）。

2. 启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AU-201/AU-201S。

3. 从 [File] （文件）中选择 [Import Loadable Driver] （导入可加载驱动程序）并选择可加载的驱动程序。

4. 选择卡类型。

5. 如果卡能够进行详细设置，请单击 [Detail Setting/Extra Data Setting] （详细设定 / 附加数据设置）。

6. 输入必要的扩展数据。（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IC 卡管理员。）

7. 在 [Export Format] （导出格式）中选择可加载驱动程序并单击 [Export] （导出）。

8. 选择要更新的可加载驱动程序以及可加载驱动程序的输出位置并单击 [OK] （确定）。

9. 将输出可加载驱动程序 (ICC_LDR.tar) 复制到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

备注
• 请不要将任何其它数据保存在 USB 存储器中。

10. 将维修模式调到 MFP 屏幕上。

11. 选择 [System 2] （系统 2） -> [Driver Install] （驱动程序安装） -> [Install] （安装）。

12. 在控制面板侧连接将可加载驱动程序已保存到 USB 端口的 USB 存储器。

13. 选择 [Loadable driver] （可加载的驱动程序）并触摸 [Start] （开始）以安装可加载的驱动程序。

14. 取出 USB 存储卡，访问 [Billing Settings] （账单设置） -> [Authentication Device 2] （认证设备 2），再选择 [Card] （卡）。

15.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打开开关。

16. 设置授权用户。

(b)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SCL-010
1. 获得与所使用卡类型兼容的 用于 SCL-010 的可加载驱动程序 （ICC_LDR.tar）。

2. 启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SCL-010。

3. 选择卡类型。

4. 在 [Export Format] （导出格式）中选择可加载驱动程序并单击 [Export] （导出）。

5. 选择要更新的可加载驱动程序以及可加载驱动程序的输出位置并单击 [OK] （确定）。

6. 将输出可加载驱动程序 (ICC_LDR.tar) 复制到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

备注
• 请不要将任何其它数据保存在 USB 存储器中。

7. 将维修模式调到 MFP 屏幕上。

8. 选择 [System 2] （系统 2） -> [Driver Install] （驱动程序安装） -> [Install] （安装）。

9. 在控制面板侧连接将可加载驱动程序已保存到 USB 端口的 USB 存储器。

10. 选择 [Loadable driver] （可加载的驱动程序）并触摸 [Start] （开始）以安装可加载的驱动程序。

11. 取出 USB 存储卡，访问 [Billing Settings] （账单设置） -> [Authentication Device 2] （认证设备 2），再选择 [Card] （卡）。

12.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打开开关。

13. 设置授权用户。

读卡器 IC 卡信息设置文件准备工具

AU-201S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AU-201/AU-201S

SCL-010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SCL-010

OMNIKEY 5427CK (AU-205H) Auth Device Advanced for 5427CK (AU-205H)

YSoft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YSoft CRv2/YSoft CRv3

操作系统 • Windows 7

• Windows 8.1

• Windows 10

同时支持 32 位 (x86) 和 64 位 (x64) 版本。

库 （需要安装任意版本）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2.0 SP2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3.0 SP2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3.5 SP1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3.5.1

硬盘 需要 3 MB 或以上可用空间

显示器 800 x 600 像素， 16 位全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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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5427CK （设置：A 型 /HID Prox/ 多种）

备注
• 选择 [Multiple] （多种）即可同时使用 HID Prox、 HID iCLASS 和 A 型卡。

1. 获得与所使用卡类型兼容的 用于 OMNIKEY 5427CK (AU-205H) 的可加载驱动程序 （ICC_LDR.tar）。

2. 启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5427CK (AU-205H)。

3. 选择卡类型。（HID iCLASS 除外）

4. 在 [Export Format] （导出格式）中选择可加载驱动程序并单击 [Export] （导出）。

5. 选择要更新的可加载驱动程序以及可加载驱动程序的输出位置并单击 [OK] （确定）。

6. 将输出可加载驱动程序 (ICC_LDR.tar) 复制到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

备注

• 请不要将任何其它数据保存在 USB 存储器中。

7. 将维修模式调到 MFP 屏幕上。

8. 选择 [System 2] （系统 2） -> [Driver Install] （驱动程序安装） -> [Install] （安装）。

9. 在控制面板侧连接将可加载驱动程序已保存到 USB 端口的 USB 存储器。

10. 选择 [Loadable driver] （可加载的驱动程序）并触摸 [Start] （开始）以安装可加载的驱动程序。

11. 取出 USB 存储卡，访问 [Billing Settings] （账单设置） -> [Authentication Device 2] （认证设备 2），再选择 [Card] （卡）。

12.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打开开关。

13. 设置授权用户。

(d)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5427CK (HID iCLASS)
1. 获得与所使用卡类型兼容的 用于 OMNIKEY 5427CK (AU-205H) 的可加载驱动程序 （ICC_LDR.tar）。

2. 启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5427CK (AU-205H)。

3. 选择 HID iCLASS。

4. 单击 [Detail Setting] （详细设定）。

5. 设置卡 ID 长度。

6. 在 [Export Format] （导出格式）中选择可加载驱动程序并单击 [Export] （导出）。

7. 选择要更新的可加载驱动程序以及可加载驱动程序的输出位置并单击 [OK] （确定）。

8. 将输出可加载驱动程序 (ICC_LDR.tar) 复制到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

备注
• 请不要将任何其它数据保存在 USB 存储器中。

9. 将维修模式调到 MFP 屏幕上。

10. 选择 [System 2] （系统 2） -> [Driver Install] （驱动程序安装） -> [Install] （安装）。

11. 在控制面板侧连接将可加载驱动程序已保存到 USB 端口的 USB 存储器。

12. 选择 [Loadable driver] （可加载的驱动程序）并触摸 [Start] （开始）以安装可加载的驱动程序。

13. 取出 USB 存储卡，访问 [Billing Settings] （账单设置） -> [Authentication Device 2] （认证设备 2），再选择 [Card] （卡）。

14.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打开开关。

15. 设置授权用户。

(e)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YSoft CRv2/YSoft CRv3

备注
• 如果使用 YSoft 读卡器，那么进行认证时，无论使用哪种类型的卡，可加载驱动程序的默认设置都会被当作 HID Prox 卡。若要在进行认证时更

改卡类型，使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YSoft CRv2/YSoft CRv3 从以下列表中选择相应的卡类型向认证程序报告。

• *1：从 A 型卡设置读取的内容 (ID) 与使用 AU-201/AU-201S 读取的内容不同。

• *2：从 HID Prox 卡设置读取的内容 (ID) 与使用 AU-201H 读取的内容不同。

• *3：从 HID iCLASS 卡设置读取的内容 (ID) 与使用 AU-202H 读取的内容不同。

读卡器名称 可读取卡类型 IC 卡信息设置 （要报告的卡类型）

KM USB Reader v2 MultiReader HF Mifare A 型 (1) (*1)

KM USB Reader v2 Legic Advant LEGIC A 型 (1) (*1)

KM USB Reader v2 ASK FSK 125kHz EM4100、 EM4102、 RFID 125kHz EM4100/
EM4102/
RFID 125kHz

KM USB Reader v2 Mot/Ind W26 Indala Indala

KM USB Reader v2 HID Prox HID Prox HID Prox (1) (*2)

KM USB Reader v2 HID iCLASS HID iCLASS HID iCLASS (1) (*3)

KM USB Reader v3 MF & Legic LEGIC A 型 (1) (*1)

KM USB Reader v3 Indala Indala Indala

KM USB Reader v3 MF+ EM4100、 EM4102、 RFID 125kHz EM4100/
EM4102/
RFID 125kHz

Mifare A 型 (1) (*1)

HID Prox HID Prox (1) (*2)

HID iCLASS HID iCLASS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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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获取 用于 YSoft 读卡器的可加载驱动程序 (ICC_LDR.tar)。

2. 启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YSoft CRv2/YSoft CRv3。

3. 选择卡类型。

4. 在 [Export Format] （导出格式）中选择可加载驱动程序并单击 [Export] （导出）。

5. 选择要更新的可加载驱动程序以及可加载驱动程序的输出位置并单击 [OK] （确定）。

6. 将输出可加载驱动程序 (ICC_LDR.tar) 复制到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

备注

• 请不要将任何其它数据保存在 USB 存储器中。

7. 将维修模式调到 MFP 屏幕上。

8. 选择 [System 2] （系统 2） -> [Driver Install] （驱动程序安装） -> [Install] （安装）。

9. 在控制面板侧连接将可加载驱动程序已保存到 USB 端口的 USB 存储器。

10. 选择 [Loadable driver] （可加载的驱动程序）并触摸 [Start] （开始）以安装可加载的驱动程序。

11. 取出 USB 存储卡，访问 [Billing Settings] （账单设置） -> [Authentication Device 2] （认证设备 2），再选择 [Card] （卡）。

12.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打开开关。

13. 设置授权用户。

(2) 仅在 MFP 中事后安装 IC 卡信息设置

(a) 准备
• 使用 Data Administrator，事先注册目标 MFP。

• 将 MFP 设置为可通过网络进行通信的状态。

• 访问 Web Connection -> [Administrator mode] （管理员模式） -> [Security Settings] （安全设置），从 [Device Certificate Setting] （设备证书设置）

签发自签名证书并安装。

• 访问 Web Connection -> [Administrator mode] （管理员模式） -> [Network Settings] （网络设置），将 [OpenAPI] 中的 [SSL/TLS] 使用设置为 “SSL 

Only” （仅 SSL）。

备注
• USB 存储器中必须只保存一个可加载的设备驱动程序，不要将任何其他数据保存在 USB 存储器中。

(b)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AU-201/AU-201S
1. 安装与所使用卡类型兼容的 在 AU-201/AU-201S 中使用的可加载驱动程序。

2. 启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AU-201/AU-201S。

3. 选择卡类型。

4. 如果卡能够进行详细设置，请单击 [Detail Setting/Extra Data Setting] （详细设定 / 附加数据设置）。

5. 输入必要的扩展数据。（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 IC 卡管理员。）

6. 在 [Export Format] （导出格式）中选择 IC 卡信息设置并单击 [Export] （导出）。

7. 设置加密密码。

8. 保存文件 (iccConfig.bin)。

9. 启动 Data Administrator，并选择目标 MFP。

10. 在 [Settings for multiple device] （多台设备的设置）选项卡中，单击 [Batch setting of IC Card Information] （IC 卡信息的批量设置）。

11. 使用 [Browse] （浏览），选择在第 8 步中保存的文件。

12. 单击 [Open] （打开）并输入在第 7 步中设置的加密密码。

13. 单击 [Next] （下一步）并选择要导入的设备。

14. 单击 [Start] （开始）并在 MFP 中写入文件。

15. 确认在 [Status] （状态）中显示了 “Normal” （正常）。

16.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打开开关。

17. 设置授权用户。

(c)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SCL-010
1. 将 用于 SCL-010 的可加载驱动程序 安装到 MFP 上。

2. 启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SCL-010。

3. 选择卡类型。

4. 在 [Export Format] （导出格式）中选择 IC 卡信息设置并单击 [Export] （导出）。

5. 设置加密密码。

6. 保存文件 (iccConfig.bin)。

7. 启动 Data Administrator，并选择目标 MFP。

8. 在 [Settings for multiple device] （多台设备的设置）选项卡中，单击 [Batch setting of IC Card Information] （IC 卡信息的批量设置）。

9. 使用 [Browse] （浏览），选择在第 6 步中保存的文件。

10. 单击 [Open] （打开）并输入在第 5 步中设置的加密密码。

11. 单击 [Next] （下一步）并选择要导入的设备。

12. 单击 [Start] （开始）并在 MFP 中写入文件。

13. 确认在 [Status] （状态）中显示了 “Normal” （正常）。

14.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打开开关。

15. 设置授权用户。

(d)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5427CK （设置：A 型 /HID Prox/ 多种）
1. 将 用于 OMNIKEY 5427CK (AU-205H) 的可加载驱动程序 安装到 MFP 上。

2. 启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5427CK (AU-205H)。

3. 选择卡类型。（HID iCLASS 除外）

4. 在 [Export Format] （导出格式）中选择 IC 卡信息设置并单击 [Export] （导出）。

5. 设置加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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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存文件 (iccConfig.bin)。

7. 启动 Data Administrator，并选择目标 MFP。

8. 在 [Settings for multiple device] （多台设备的设置）选项卡中，单击 [Batch setting of IC Card Information] （IC 卡信息的批量设置）。

9. 使用 [Browse] （浏览），选择在第 6 步中保存的文件。

10. 单击 [Open] （打开）并输入在第 5 步中设置的加密密码。

11. 单击 [Next] （下一步）并选择要导入的设备。

12. 单击 [Start] （开始）并在 MFP 中写入文件。

13. 确认在 [Status] （状态）中显示了 “Normal” （正常）。

14.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打开开关。

15. 设置授权用户。

(e)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5427CK (HID iCLASS)
1. 将 用于 OMNIKEY 5427CK (AU-205H) 的可加载驱动程序 安装到 MFP 上。

2. 启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5427CK (AU-205H)。

3. 选择 HID iCLASS。

4. 单击 [Detail Setting] （详细设定）。

5. 设置卡 ID 长度。

6. 在 [Export Format] （导出格式）中选择 IC 卡信息设置并单击 [Export] （导出）。

7. 设置加密密码。

8. 保存文件 (iccConfig.bin)。

9. 启动 Data Administrator，并选择目标 MFP。

10. 在 [Settings for multiple device] （多台设备的设置）选项卡中，单击 [Batch setting of IC Card Information] （IC 卡信息的批量设置）。

11. 使用 [Browse] （浏览），选择在第 8 步中保存的文件。

12. 单击 [Open] （打开）并输入在第 7 步中设置的加密密码。

13. 单击 [Next] （下一步）并选择要导入的设备。

14. 单击 [Start] （开始）并在 MFP 中写入文件。

15. 确认在 [Status] （状态）中显示了 “Normal” （正常）。

16.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打开开关。

17. 设置授权用户。

(f)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YSoft CRv2/YSoft CRv3

备注
• 如果使用 YSoft 读卡器，那么进行认证时，无论使用哪种类型的卡，可加载驱动程序的默认设置都会被当作 HID Prox 卡。若要在进行认证时更

改卡类型，使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YSoft CRv2/YSoft CRv3 从以下列表中选择相应的卡类型组合向认证程序报告。

• *1：从 A 型卡设置读取的内容 (ID) 与使用 AU-201/AU-201S 读取的内容不同。

• *2：从 HID Prox 卡设置读取的内容 (ID) 与使用 AU-201H 读取的内容不同。

• *3：从 HID iCLASS 卡设置读取的内容 (ID) 与使用 AU-202H 读取的内容不同。

1. 将 用于 YSoft 读卡器的可加载驱动程序 安装到 MFP 上。

2. 启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YSoft CRv2/YSoft CRv3。

3. 选择卡类型。

4. 在 [Export Format] （导出格式）中选择 IC 卡信息设置并单击 [Export] （导出）。

5. 设置加密密码。

6. 保存文件 (iccConfig.bin)。

7. 启动 Data Administrator，并选择目标 MFP。

8. 在 [Settings for multiple device] （多台设备的设置）选项卡中，单击 [Batch setting of IC Card Information] （IC 卡信息的批量设置）。

9. 使用 [Browse] （浏览），选择在第 6 步中保存的文件。

读卡器名称 可读取卡类型 IC 卡信息设置 （要报告的卡类型）

KM USB Reader v2 MultiReader HF Mifare A 型 (1) (*1)

KM USB Reader v2 Legic Advant LEGIC A 型 (1) (*1)

KM USB Reader v2 ASK FSK 125kHz EM4100、 EM4102、 RFID 125kHz EM4100/
EM4102/
RFID 125kHz

KM USB Reader v2 Mot/Ind W26 Indala Indala

KM USB Reader v2 HID Prox HID Prox HID Prox (1) (*2)

KM USB Reader v2 HID iCLASS HID iCLASS HID iCLASS (1) (*3)

KM USB Reader v3 MF & Legic LEGIC A 型 (1) (*1)

KM USB Reader v3 Indala Indala Indala

KM USB Reader v3 MF+ EM4100、 EM4102、 RFID 125kHz EM4100/
EM4102/
RFID 125kHz

Mifare A 型 (1) (*1)

HID Prox HID Prox (1) (*2)

HID iCLASS HID iCLASS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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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 [Open] （打开）并输入在第 5 步中设置的加密密码。

11. 单击 [Next] （下一步）并选择要导入的设备。

12. 单击 [Start] （开始）并在 MFP 中写入文件。

13. 确认在 [Status] （状态）中显示了 “Normal” （正常）。

14.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打开开关。

15. 设置授权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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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F-632
DF tool list_both charts

DF 工具列表

工具名称 形状 数量 零件编号 说明

DF 读取图 1 9J06 PJG1 XX

DF 读取图 （双面） 1 A782 9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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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F-714
DF tool list_multi feed detection DF714

DF 工具列表

工具名称 形状 数量 零件编号 说明

DF 读取图 1 9J06 PJG1 00

DF 读取图 （双面） 1 A782 945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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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维修保养

1. 维修保养的概念

定期维修保养的概念
• 根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中的总计数器值或各个寿命计数器值，评估主机 / 选购件的各维修保

养项目的清洁 / 更换周期。

耗材 / 零件更换时间的概念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中提供各耗材和零件的更换时间。

• 更换时间是指在另一节 “ 更换时间的指定条件 ” 中定义的条件下进行打印时的标准更换时间。根据机器的使用方式或环境，实际更换时间或会

有所不同。

• “M” 指各单元的旋转时间。

• *1：有关现场标准输出量指定条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2：更换时间随更换时间智能控制的设置而变化。请参见显影组件的更换时间智能控制。 

现场标准输出量的指定条件

日本

北美

耗材 / 零件名称 目标型号 现场标准输出量 （*1） 更换时间 （*2） 寿命终止 （*2）

感光鼓组件 /CMY bizhub C360i 105,000 张 6857M 8229M

bizhub C300i 90,000 张 7825M 9390M

bizhub C250i 65,000 张 7825M 9390M

感光鼓组件 /K bizhub C360i 225,000 张 10952M 12047M

bizhub C300i 225,000 张 12498M 13748M

bizhub C250i 170,000 张 12498M 13748M

显影组件 /CMYK bizhub C360i 1,000,000 张 1,000,000 次计数 1,010,000 次计数

bizhub C300i 1,000,000 张 1,000,000 次计数 1,010,000 次计数

bizhub C250i 1,000,000 张 1,000,000 次计数 1,010,000 次计数

转印带单元 bizhub C360i 330,000 张 22088M 24096M

bizhub C300i 330,000 张 26960M 29411M

bizhub C250i 330,000 张 26960M 29411M

转印辊 bizhub C360i 330,000 张 22088M 24096M

bizhub C300i 330,000 张 26960M 29411M

bizhub C250i 330,000 张 26960M 29411M

定影单元 bizhub C360i 800,000 张 800,000 次计数 840,000 次计数

bizhub C300i 800,000 张 800,000 次计数 840,000 次计数

bizhub C250i 800,000 张 800,000 次计数 840,000 次计数

项目 bizhub C360i bizhub C300i bizhub C250i

打印 色彩 4 P/J 3 P/J 3 P/J

黑色 4 P/J 3 P/J 3 P/J

纸张尺寸比率 A4S：40%

覆盖率 每个颜色 5%

平均打印量 / 月 色彩 打印 1,482 张 / 月 打印 701 张 / 月 打印 378 张 / 月

黑色 打印 4,218 张 / 月 打印 2,639 张 / 月 打印 1,422 张 / 月

项目 bizhub C360i bizhub C300i bizhub C250i

打印 色彩 4 P/J 3 P/J 3 P/J

黑色 4 P/J 3 P/J 3 P/J

纸张尺寸比率 Letter S：7%

覆盖率 每个颜色 5%

平均打印量 / 月 色彩 打印 2,240 张 / 月 打印 1,604 张 / 月 打印 1,104 张 / 月

黑色 打印 4,160 张 / 月 打印 3,256 张 / 月 打印 2,456 张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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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项目 bizhub C360i bizhub C300i bizhub C250i

打印 色彩 4 P/J 3 P/J 3 P/J

黑色 4 P/J 3 P/J 3 P/J

纸张尺寸比率 A4S：7%

原稿浓度 每个颜色 5%

平均打印量 / 月 色彩 打印 2,891 张 / 月 打印 2,091 张 / 月 打印 1,337 张 / 月

黑色 打印 5,369 张 / 月 打印 4,059 张 / 月 打印 2,483 张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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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期更换零件列表

2.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1：寿命计数器值 

*2：同时更换这些零件。 

*3：零件可以由用户或维修工程师更换。 

*4：现场标准输出量

*5：日本、北美

*6：日本和北美除外

2.2 DF-632

*1：实际更换周期 （寿命计数器值） 

*2：同时更换这些零件。 

部分 零件名称 零件编号 数量 更换周期 说明 参考页

纸盒 1 纸盒 1 拾纸辊 A64J 5642 ## 1 300,000 (*1)
(*2)

E.3.1.1. 更换纸盒 1 拾
纸辊、纸盒 1 进纸

辊、纸盒 1 分离辊
纸盒 1 进纸辊 A64J 5641 ## 1 300,000

纸盒 1 分离辊 AA2J 5600 ## 1 300,000

纸盒 2 纸盒 2 拾纸辊 A64J 5642 ## 1 300,000 (*1)
(*2)

E.3.1.2. 更换纸盒 2 拾
纸辊、纸盒 2 进纸

辊、纸盒 2 分离辊
纸盒 2 进纸辊 A64J 5641 ## 1 300,000

纸盒 2 分离辊 AA2J 5600 ## 1 300,000

手送纸盒 手送纸盒拾纸辊 A5C1 5622 ## 1 200,000 (*1)
(*2)

更换手送纸盒进纸辊

手送纸盒进纸辊 A00F 6232 ## 1 200,000

手送纸盒分离辊组件 AA2J 5911 ## 1 200,000

处理部分 碳粉盒 /Y、 /M、 /C、 /K bizhub C360i - 1 28,000 (*3) E.3.1.4. 更换碳粉盒

bizhub C300i - 1 28,000

bizhub C250i - 1 28,000

感光鼓组件 /Y、 /M、 /C bizhub C360i - 1 105,000 (*3)
(*4)

E.3.1.5. 更换感光鼓组

件bizhub C300i - 1 90,000

bizhub C250i - 1 65,000

感光鼓组件 /K bizhub C360i - 1 225,000 (*3)
(*4)

bizhub C300i - 1 225,000

bizhub C250i - 1 170,000

显影组件 /Y、 /M、 /C、 /K bizhub C360i - 1 1,000,000 (*4) E.3.1.6. 更换显影组件

bizhub C300i - 1 1,000,000

bizhub C250i - 1 1,000,000

废粉盒 bizhub C360i AAVA 0Y1 *5
AAVA WY1 *6

1 44,000 (*3)
(*4)

E.3.1.7. 更换废粉盒

bizhub C300i 1 44,000

bizhub C250i 1 44,000

图像转印部
分

转印带单元 bizhub C360i AA2J R731 ## 1 330,000 (*4) E.3.1.8. 更换转印带单

元bizhub C300i 1 330,000

bizhub C250i 1 330,000

转印辊单元 bizhub C360i AA2J R720 ## 1 330,000 (*4) E.3.1.9. 更换转印辊单

元bizhub C300i 1 330,000

bizhub C250i 1 330,000

定影部分 定影单元 bizhub C360i AA2J R702 ## (100V)
AA2J R703 ## (120V)

AA2J R704 ## (220-240V)

1 800,000 (*4) E.3.1.10. 更换定影单

元bizhub C300i 1 800,000

bizhub C250i 1 800,000

零件名称 零件编号 数量 更换周期 说明 参考页

拾纸辊 A143 PP52 ## 2 200,000 (*1)
(*2)

E.3.2.DF-632

进纸辊 A00J 5636 ## 1 200,000

进纸组件 A7V7 PP28 ## 1 200,000

分离辊组件 A3CF PP4H ## 1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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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F-714

*1：实际更换周期 （寿命计数器值） 

*2：同时更换这些零件。 

2.4 PC-116/PC-216

• *1：寿命计数器值 

• *2：同时更换这些零件。 

2.5 PC-416

• *1：寿命计数器值 

• *2：同时更换这些零件。 

2.6 LU-302

• *1：实际更换周期 （寿命计数器值） 

• *2：同时更换这些零件。 

2.7 FS-533

• *1：实际更换周期 （寿命计数器值） 

• *2：同时更换这些零件。 

2.8 FS-536/FS-536SD

• *：实际更换周期 （寿命计数器值） 

零件名称 零件编号 数量 更换周期 说明 参考页

拾纸辊 A143 PP52 ## 2 200,000 (*1)
(*2)

E.3.3.DF-714

进纸辊 A00J 5636 ## 1 200,000

进纸组件 A7V7 PP28 ## 1 200,000

分离辊组件 A3CF PP4H ## 1 200,000

零件名称 零件编号 数量 更换周期 说明 参考页

纸盒 3 拾纸辊 A64J 5642 ## 1 300,000 (*1)
(*2)

E.3.4.1. 更换纸盒 3 拾纸辊、

进纸辊、分离辊
纸盒 3 进纸辊 A64J 5641 ## 1 300,000

纸盒 3 分离辊 AA2J 5600 ## 1 300,000

纸盒 4 拾纸辊 A64J 5642 ## 1 300,000 (*1)
(*2)

E.3.4.2. 更换纸盒 4 拾纸辊、

进纸辊、分离辊
纸盒 4 进纸辊 A64J 5641 ## 1 300,000

纸盒 4 分离辊 AA2J 5600 ## 1 300,000

零件名称 零件编号 数量 更换周期 说明 参考页

拾纸辊 A64J 5642 ## 1 300,000 (*1)
(*2) 

E.3.5.1. 更换拾纸辊、进纸

辊、分离辊进纸辊 A64J 5641 ## 1 300,000

分离辊 AA2J 5600 ## 1 300,000

零件名称 零件编号 数量 更换周期 说明 参考页

拾纸辊 A5C1 5622 ## 1 300,000 (*1)
(*2) 

E.3.6.1. 更换拾纸辊

进纸辊 A00J 5636 ## 1 300,000 E.3.6.2. 更换进纸辊

分离辊 A00J 5636 ## 1 300,000 E.3.6.3. 更换分离辊

零件名称 零件编号 数量 更换周期 说明 参考页

前对齐辊组件 A2YU PPK0 ## 1 1,000,000 (*1)
(*2)

E.3.7.1. 更换前 / 后对齐辊组

件后对齐辊组件 A2YU PPK1 ## 1 1,000,000

零件名称 零件编号 数量 更换周期 说明 参考页

叶片 （排纸处理器） A87G PP0W ## 2 2,000,000 (*) E.3.8.1. 更换叶片 （FS-536/
FS-536SD）A87G PP0X ## 1 2,000,000

上叶片 （鞍式单元） A3ER PP38 ## 1 2,000,000 (*) E.3.8.2. 更换上叶片 （FS-
536SD）

下叶片 （鞍式单元） A3ER PP7Y ## 4 2,000,000 (*) E.3.8.3. 更换下叶片 （FS-
536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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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期更换步骤

备注
• 在维修保养的清洁步骤中描述的酒精为异丙醇。

3.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3.1.1 更换纸盒 1 拾纸辊、纸盒 1 进纸辊、纸盒 1 分离辊
1. 打开右门。

2. 卸下纸盒 1。

F.5.1.21. 纸盒 1

3. 卸下纸盒 2。

F.5.1.22. 纸盒 2

4. 释放每个辊的翼片 [1]，然后卸下纸盒 1 进纸辊 [2]、纸盒 1 拾纸辊 [3] 和纸盒 1 

分离辊 [4]。

备注

• 滑动盖板 [5]，将纸盒 1 进纸辊 [2] 卸下。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6.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清除 [1st.] （第 1）的计数。

3.1.2 更换纸盒 2 拾纸辊、纸盒 2 进纸辊、纸盒 2 分离辊
1. 打开右门。

2. 卸下纸盒 1。

F.5.1.21. 纸盒 1

3. 卸下纸盒 2。

F.5.1.22. 纸盒 2

4. 释放每个辊的翼片 [1]，然后卸下纸盒 2 进纸辊 [2]、纸盒 2 拾纸辊 [3] 和纸盒 2 

分离辊 [4]。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6.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清除 [2nd.] （第 2）的计数。

3.1.3 更换手送纸盒拾纸辊、手送纸盒进纸辊、手送纸盒分离辊组件
1. 卸下手送纸盒单元。

F.5.2.8. 手送纸盒单元

[1]

[2] [4]

[3]

[5]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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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连接头保护盖 [2]。

3.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边盖 [2] 上卸下线束。

4. 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板 [4]。

5. 卸下轴衬 [1]，然后卸下手送纸盒拾纸辊组件 [2]。

6. 卸下 C 形夹 [1]、 C 形夹 [2] 和齿轮 [3]。

[2]

[1]

[1]

[2]

[4]

[3]

[2]

[1]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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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卸下轴 [1] 和齿轮 [2]，然后卸下手送纸盒拾纸辊 [3]。

8. 卸下手送纸盒进纸辊 [1]。

备注

• 注意不要丢失销钉。

9.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和弹簧 [3]。

10. 卸下手送纸盒分离辊单元 [1]。

11. 卸下 C 形夹 [1]，然后卸下手送纸盒分离辊组件 [2]。

1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3.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清除 [Manual Tray] （手送纸盒）的计数。

[3]

[1]

[2]

[1]

[3]

[1][2]

[1]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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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更换碳粉盒

(1) 拆卸步骤

备注
• 尽管下述程序适用于更换碳粉盒 /Y，这些程序也适用于更换碳粉盒的其他颜色。

1. 打开前门。

2. 卸下碳粉盒 [1]。

(2) 重新安装步骤

1. 从包装中取出新碳粉盒 [1]，然后来回摇动碳粉盒 5 到 10 次。

备注
• 将碳粉盒摇 。

如果未摇 ，可能导致故障。

2. 将碳粉盒 [1] 插入机器。

3.1.5 更换感光鼓组件

(1) 拆卸步骤
1. 打开前门。

2. 卸下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F.5.2.1. 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3. 转动感光鼓组件锁定杆 [1]，释放锁定。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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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感光鼓组件 [1] 向前拉，然后将其从机器上卸下。

(2) 重新安装步骤

1. 从包装中取出感光鼓组件 [1]。

2. 从塑料袋中取出感光鼓组件 [1]。

3. 撕下胶带 [1]。

备注
• 切勿抓住感光鼓组件的上部。抓住感光鼓组件的上部可能导致光电导体表面

划伤，从而降低图像质量。

4. 将感光鼓组件 [1] 插入机器。

5. 撕下光电导体保护膜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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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全插入感光鼓组件 [1]。

7. 转动感光鼓组件锁定杆 [1]，锁定感光鼓组件。

备注

• 如果锁定杆难以旋转，则一边转动该锁定杆，一边将感光鼓组件向后推。

8. 装回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9. 关闭前门。

10.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执行灰阶调整。

3.1.6 更换显影组件
1. 打开前门。

2. 卸下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F.5.2.1. 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3. 卸下前下盖。

F.5.1.13. 前下盖

4. 卸下感光鼓组件。

E.3.1.5. 更换感光鼓组件

5. 从两个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2]。

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显影组件 [2]。

[1]

[1]

[2][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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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要在显影组件上安装两颗螺钉，如图所示，用手指按住位置 [1]。

8.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e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过程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

3.1.7 更换废粉盒

(1) 拆卸步骤
1. 打开前门。

2. 解开废粉盒固定杆 [1]，然后卸下废粉盒 [2]。

(2) 重新安装步骤

1. 从其包装中取出新废粉盒，拆下包装材料。

2. 放置废粉盒 [1]。

3. 关闭前门。

3.1.8 更换转印带单元

(1) 拆卸步骤
1. 打开右门。

2. 释放三个翼片 [1]，然后卸下第二个转印纸张防缠绕导板 [2]。

[1]

[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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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止动器 [2]。

4.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解锁转印带单元 [2]。

5. 抓住两侧将其提起，以将转印带单元 [1] 取出一点。

6. 抓住该位置 [1]，然后拆下转印带单元 [2]。

备注
• 不要触摸转印带单元的表面。
• 用遮光布等物品盖住转印带单元，保护其表面，避免沾上灰尘或异物。
• 如果意外触摸转印带的表面，使用亲水抹布 （65AA-99##）轻轻擦拭。切勿

使用酒精或水清洁。

(2) 重新安装步骤

1. 插入转印带单元 [1]。

备注
• 插入转印带单元时，注意不要让其对接齿轮撞到导轨或相关零件而受损。
• 不要触摸转印带单元的表面。

• 用遮光布等物品盖住转印带单元，保护其表面，避免沾上灰尘或异物。
• 如果意外触摸转印带的表面，使用亲水抹布 （65AA-99##）轻轻擦拭。切勿

使用酒精或水清洁。

[2]

[1]

[2]

[1]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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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 2 颗螺钉 [1] 安装转印带单元 [2]。

3. 安装第二个转印纸张防缠绕导板。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 打开主电源开关。

6.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 -> [New Release] （新发布）。

7.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过程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

3.1.9 更换转印辊单元

(1) 拆卸步骤
1. 打开右门。

2. 解锁转印辊单元 （两处）的锁定杆 [1]。

3. 拿住锁定杆 [1] （两处），卸下转印辊单元 [2]。

(2) 重新安装步骤

1. 拿住锁定杆 [1] （两处），安装新的转印辊单元 [2]。

2. 锁住锁定杆 [1] （两处）。

备注
• 确认锁定杆在前方和后方的位置均锁定。

3. 关闭右门。

4.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 -> [New Release] （新发布）。

3.1.10 更换定影单元

1. 打开右门。

[2]

[1]

[2]

[1]

[2]

[1]

注意
• 定影单元周围的温度会变得很高。接触该区域时可能会被灼伤。

进行更换之前，确保主电源开关已经关闭 20 分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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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 2 颗螺钉 [1]，然后卸下连接头保护盖 [2]。

备注

• 安装连接头保护盖时，确保主线没有被连接头保护盖夹住。

3. 断开两个连接头 [1]，然后从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4. 断开连接头 [3]。

备注
• 卸下该连接头 [3] 时，按下固定爪以释放该锁，然后将其卸下。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定影单元 [2]。

备注
• 卸下定影单元时，抓住图中所示的部分 [3]。确保稳稳抓住，以防止定影单

元因其自重而掉落。

• 安装定影单元时，确保固定销 [4] 插入定影单元。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7.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 -> [New Release] （新发布）。

3.2 DF-632

备注
• 在维修保养的清洁步骤中描述的酒精为异丙醇。

3.2.1 更换进纸组件

1. 打开左盖 [1]。

<NG>
[1]

[2]

[3]

[2][1] [1]

[4][1] [1]

[3] [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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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释放锁定 [1]。

3. 释放两个翼片 [2]，然后卸下进纸组件 [3]。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3.2.2 更换拾纸辊／进纸辊
1. 卸下进纸组件。

E.3.2.1. 更换进纸组件

2. 卸下 E 形环 [1] 和齿轮组件 [2]。

备注

• 安装齿轮组件 [2] 时，一边旋转一边将齿轮组件 [2] 推入到位。

3. 卸下销钉 [1]。

备注

• 注意不要丢失销钉 [1]。
4. 卸下 C 形夹 [2]，卸下杆 [3]。

5. 卸下 C 形夹 [1]。

6.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弹簧 [3]。

[1]

[3]

[2]

[1][2]

[1] [2]

[3]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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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卸下 C 形夹 [1]，然后沿箭头方向滑动轴衬 [2]。

8. 卸下拾纸辊 / 进纸辊组件 [3]。

9. 卸下两个 C 形环 [1]。

10. 卸下臂 [2] 和销钉 [3]。

备注
• 注意不要丢失销钉 [3]。

11. 卸下 C 形环 [1] 和皮带 [2]，然后卸下拾纸辊组件 [3]。

12. 卸下两个杆 [1]。

13. 卸下两个 C 形环 [1] 和两个销钉 [2]，然后卸下两个拾纸辊 [3]。

备注
• 注意不要丢失销钉 [2]。

[2]

[1] [3]

[3]

[2]

[1]

[1]

[2]

[3]

[1]

[1]

[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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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卸下 C 形环 [1] 和销钉 [2]，然后卸下臂 [3]。

备注

• 注意不要丢失销钉 [2]。

15. 卸下 C 形环 [1]、滑轮 [2] 和齿轮 [3]。

16. 卸下两颗销钉 [4]，然后卸下进纸辊 [5]。

备注
• 注意不要丢失销钉 [4]。

1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3.2.3 更换分离辊组件

1. 打开左盖 [1]。

2. 抓住托架的两侧 [1]，卸下盖板 [2]。

[1][2]

[3]

[1][2][4]

[5] [3]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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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分离辊组件 [1]。

备注

• 请不要松开分离辊组件 [1] 下部的弹簧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3.3 DF-714

备注
• 在维修保养的清洁步骤中描述的酒精为异丙醇。

3.3.1 更换进纸组件

1. 打开左盖 [1]。

2. 释放锁定 [1]。

3. 释放两个翼片 [2]，然后卸下进纸组件 [3]。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1]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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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更换拾纸辊／进纸辊
1. 卸下进纸组件。

E.3.3.1. 更换进纸组件

2. 卸下 E 形环 [1] 和齿轮组件 [2]。

备注
• 安装齿轮组件 [2] 时，一边旋转一边将齿轮组件 [2] 推入到位。

3. 卸下销钉 [1]。

备注
• 注意不要丢失销钉 [1]。

4. 卸下 C 形夹 [2]，卸下杆 [3]。

5. 卸下 C 形夹 [1]。

6.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弹簧 [3]。

7. 卸下 C 形夹 [1]，然后沿箭头方向滑动轴衬 [2]。

8. 卸下拾纸辊 / 进纸辊组件 [3]。

9. 卸下两个 C 形环 [1]。

10. 卸下臂 [2] 和销钉 [3]。

备注

• 注意不要丢失销钉 [3]。
11. 卸下 C 形环 [4] 和皮带 [5]，然后卸下拾纸辊组件 [6]。

[1][2]

[1] [2]

[3]

[1] [3]

[2]

[1] [3]

[2]

[6]

[1][2][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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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卸下两个杆 [1]。

13. 卸下两个 C 形环 [1] 和两个销钉 [2]，然后卸下两个拾纸辊 [3]。

备注

• 注意不要丢失销钉 [2]。

14. 卸下 C 形环 [1] 和销钉 [2]，然后卸下臂 [3]。

备注
• 注意不要丢失销钉 [2]。

15. 卸下 C 形环 [1]、滑轮 [2] 和齿轮 [3]。

16. 卸下两颗销钉 [4]，然后卸下进纸辊 [5]。

备注
• 注意不要丢失销钉 [4]。

1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3.3.3 更换分离辊组件

1. 打开左盖 [1]。

[1]

[2]

[1]

[3]

[3]

[3]

[1]

[2]

[4]
[4]

[2]

[3] [5]
[1]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E 维修保养 > 3. 定期更换步骤

E-21

2. 抓住托架的两侧 [1]，卸下盖板 [2]。

3. 卸下分离辊组件 [1]。

备注

• 请不要松开分离辊组件 [1] 下部的弹簧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3.4 PC-116/PC-216

3.4.1 更换纸盒 3 拾纸辊、进纸辊、分离辊
1. 打开右门。

2. 卸下纸盒 3 和纸盒 4。

F.8.4. 纸盒 3、纸盒 4 （PC-116/PC-216）

3. 释放翼片 [1]，然后卸下纸盒 3 进纸辊 [2]、纸盒 3 拾纸辊 [3] 和纸盒 3 分离辊 

[4]。

备注

• 更换纸盒 3 分离辊时，同时更换转矩限制器 [5]。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清除 [3rd.] （第 3）的计数。 

[1]

[2]

[1] [2]

[3] [5] [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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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更换纸盒 4 拾纸辊、进纸辊、分离辊
1. 打开右门。

2. 卸下纸盒 3 和纸盒 4。

F.8.4. 纸盒 3、纸盒 4 （PC-116/PC-216）

3. 释放翼片 [1]，然后卸下纸盒 4 进纸辊 [2]、纸盒 4 拾纸辊 [3] 和纸盒 4 分离辊 

[4]。

备注
• 更换纸盒 4 分离辊时，同时更换转矩限制器 [5]。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清除 [4th.] （第 4）的计数。 

3.5 PC-416

3.5.1 更换拾纸辊、进纸辊、分离辊
1. 滑出进纸盒。

2. 卸下右门。

F.9.1. 右门 （PC-416）

3. 卸下翼片 [2] 时按下分离辊组件 [1]，然后卸下分离辊 [3]。

备注

• 更换分离辊时，同时更换转矩限制器 [4]。

4. 卸下翼片 [1]，然后卸下进纸辊 [2]。

[3] [5] [2][4]

[1]

[3]

[1][2] [4]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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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翼片 [1]，然后卸下拾纸辊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7.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清除 [3rd.] （第 3）的计数。

3.6 LU-302

3.6.1 更换拾纸辊
1. 打开上门。

2. 向上移动进纸辊组件 [1]。

3. 卸下两个 C 形夹 [1]、轴衬 [2]，然后卸下进纸辊组件 [3]。

4. 卸下两个 C 形夹 [1]、激活器 [2]，然后卸下拾纸辊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

[1]

[1]

[1]

[2] [3]

[1]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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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更换进纸辊
1. 打开上门。

2. 向上移动进纸辊组件 [1]。

3. 卸下两个 C 形夹 [1]、轴衬 [2]，然后卸下进纸辊组件 [3]。

4. 卸下三个 C 形夹 [1]、激活器 [2]，然后卸下进纸辊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3.6.3 更换分离辊
1. 打开上门。

2. 向上移动进纸辊组件 [1]。

3.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1]

[2] [3]

[1]

[2]

[3][1]

[1]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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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向下按分离辊时卸下 C 形夹 [1]，以卸下分离辊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3.7 FS-533

备注

• 在维修保养的清洁步骤中描述的酒精为异丙醇。

3.7.1 更换前 / 后对齐辊组件
1. 卸下前盖。

前盖 （FS-533）

2. 卸下 C 形夹 [1]。

3. 将轴衬 [2] 移向右侧。

4. 拉动纸张止动器 [1]，然后卸下前对齐辊组件 [2]。

[1][2]

[1][2]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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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 C 形夹 [1]。

6. 将轴衬 [2] 移向左侧。

7. 将纸张止动器 [1] 向后按，然后卸下后对齐辊组件 [2]。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3.8 FS-536/FS-536SD

备注
• 在维修保养的清洁步骤中描述的酒精为异丙醇。

3.8.1 更换叶片 （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排纸处理器的前门。

前门 （FS-536/FS-536SD）

3. 卸下排纸处理器的前上盖。

前上盖 （FS-536/FS-536SD）

4. 卸下排纸处理器的后盖。

后盖 （FS-536/FS-536SD）

[1] [2]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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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出纸盘 [1]。

6. 卸下两个翼片 [1]，然后卸下盖板 [2]。

7. 释放翼片 [1]，然后卸下主纸盘上位检测开关 [2]。

8.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1]

[1]

[2]

[1]

[2]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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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卸下叶片组件 （前） [1]，叶片组件 （中） [2] 和叶片组件 （后） [3]。 

10. 备注

• 重新安装叶片时，注意不要弄错位置或方向。
[1]：叶片组件 （前） 
[2]：叶片组件 （中） 
[3]：叶片组件 （后） 
[4]：叶片 （长） 
[5]：叶片 （中） 
[6]：叶片 （短） 

11.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3.8.2 更换上叶片 （FS-536SD）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前盖。

前盖 （FS-536SD 鞍式部分）

3. 断开两个连接头 [1]。

4. 拆下 E 形环 [2]。

5. 卸下齿轮 [3] 和皮带 [4]。

6. 卸下四颗螺钉 [5]，然后卸下中心折叠导板马达组件 [6]。

[3]
[2]

[1]

[5]

[5]

[6]

[6]

[4] [4]

[1]

[2]

[3]

[1]

[3] [2][5][4] [5] [6]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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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备注

• 重新安装皮带时，使图中所示的齿轮 [1] 和齿轮 [2] 部分对齐金属板上的三角

形标记。然后安装皮带。

8. 卸下上叶片组件 [1]。

9. 卸下轴衬 [1]。

10. 卸下 E 形环 [2]，然后卸下轴衬 [3]。

11. 卸下两个 E 形环 [4]。

12. 更换上叶片 [5]。

1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3.8.3 更换下叶片 （FS-536SD）

1. 卸下四个下叶片 [1]。

[1]

[2]

[1]

[5]

[1]

[2] [3]

[4]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E 维修保养 > 4. 清洁零件列表

E-30

4. 清洁零件列表
• 请参考总计数器上显示的数值或控制面板上显示的信息进行清洁。

4.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4.2 DF-632

部分 零件名称 清洁周期 参考页

扫描器部分 稿台 发生图像异常时 （图像噪点等） E.5.1.1. 清洁稿台

扫描器横杆 发生图像异常时 （同步位移等） E.5.1.2. 清洁扫描器横杆

反光镜 发生图像异常时 （图像模糊、图像
不均 等）

E.5.1.3. 清洁反光镜

镜头 发生图像异常时 （图像模糊、图像
不均 等）

E.5.1.4. 清洁镜头

CCD 传感器 发生图像异常时 E.5.1.5. 清洁 CCD 传感器

纸盒 1 纸盒 1 进纸辊 进纸卡纸时 E.5.1.6. 清洁纸盒 1 拾纸辊、纸盒 1 
进纸辊、纸盒 1 分离辊

纸盒 1 拾纸辊 进纸卡纸时

纸盒 1 分离辊 进纸卡纸时

纸盒 2 纸盒 2 进纸辊 进纸卡纸时 E.5.1.7. 清洁纸盒 2 拾纸辊、纸盒 2 
进纸辊、纸盒 2 分离辊

纸盒 2 拾纸辊 进纸卡纸时

纸盒 2 分离辊 进纸卡纸时

纸盒 2 传送辊 进纸卡纸时 E.5.1.8. 清洁纸盒 2 传送辊

手送纸盒 手送纸盒拾纸辊 进纸卡纸时 E.5.1.9. 清洁手送纸盒拾纸辊

手送纸盒进纸辊 进纸卡纸时 E.5.1.10. 清洁手送纸盒进纸辊

手送纸盒分离辊 进纸卡纸时 E.5.1.11. 清洁手送纸盒分离辊

处理部分 转印带单元 发生图像异常时 E.5.1.12. 清洁转印带单元

PH 窗口 发生图像异常时 E.5.1.13. 清洁 PH 窗口

传送部分 对位辊 60,000 E.5.1.14. 清洁对位辊

图像转印部分 废碳粉口周围 60,000 E.5.1.15. 清洁废碳粉收集口周围区

域

图像转印入口导板 240,000
或更换转印带单元时

E.5.1.16. 清洁图像转印入口导板

IDC 传感器窗口 240,000
或更换转印带单元时

E.5.1.17. 清洁 IDC 传感器窗口

双面器部分 双面传送辊 60,000 E.5.1.18. 清洁双面传送辊

出纸部分 出纸盘前辊 300,000 E.5.1.19. 清洁出纸盘前辊

零件名称 清洁周期 参考页

拾纸辊 50,000 E.5.2.1. 清洁拾纸辊 / 进纸辊

进纸辊 50,000

分离辊 50,000 E.5.2.2. 清洁分离辊

辊和轮 50,000 E.5.2.3. 清洁其他辊

E.5.2.4. 清洁其他轮

扫描导轨 50,000 E.5.2.5. 清洁扫描导轨

反射传感器部分 50,000 E.5.2.6. 清洁反射传感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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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DF-714

4.4 PC-116/PC-216

4.5 PC-416

4.6 LU-302

4.7 FS-533

零件名称 清洁周期 参考页

拾纸辊 50,000 E.5.3.1. 清洁拾纸辊 / 进纸辊

进纸辊 50,000

分离辊 50,000 E.5.3.2. 清洁分离辊

辊和轮 50,000 E.5.3.3. 清洁其他辊

E.5.3.4. 清洁其他轮

正面扫描导轨 50,000 E.5.3.5. 清洁正面扫描导轨

反射传感器部分 50,000 E.5.3.6. 清洁反射传感器部分

反面扫描玻璃 发生图像异常时 （图像噪点等） E.5.3.7. 反面扫描玻璃

反面扫描导轨 / 反面扫描遮光轴 发生图像异常时 （图像噪点等） E.5.3.8. 反面扫描导轨 / 反面扫描遮光轴

零件名称 清洁周期 参考页

纸盒 3 拾纸辊 进纸卡纸时 E.5.4.1. 纸盒 3 拾纸辊、进纸辊、分离辊

纸盒 3 进纸辊 进纸卡纸时

纸盒 3 分离辊 进纸卡纸时

纸盒 4 拾纸辊 进纸卡纸时 E.5.4.2. 纸盒 4 拾纸辊、进纸辊、分离辊

纸盒 4 进纸辊 进纸卡纸时

纸盒 4 分离辊 进纸卡纸时

纸盒 3 垂直传送辊 进纸卡纸时 E.5.4.3. 纸盒 3 垂直传送辊、纸盒 4 垂直传送辊

纸盒 4 垂直传送辊 进纸卡纸时

零件名称 清洁周期 参考页

拾纸辊 进纸卡纸时 E.5.5.1. 拾纸辊、进纸辊、分离辊

进纸辊 进纸卡纸时

分离辊 进纸卡纸时

垂直传送辊 进纸卡纸时 E.5.5.2. 垂直传送辊

零件名称 清洁周期 参考页

拾纸辊 进纸卡纸时 E.5.6.1. 拾纸辊

进纸辊 进纸卡纸时 E.5.6.2. 进纸辊

分离辊 进纸卡纸时 E.5.6.3. 分离辊

双面传送辊 进纸卡纸时 E.5.6.4. 传输辊

零件名称 清洁周期 参考页

辊和轮 300,000 E.5.7.1. 各部件的清洁步骤

叶片 300,000 E.5.7.2. 清洁出纸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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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FS-536/FS-536SD

零件名称 清洁周期 参考页

辊 （排纸处理器） 300,000 E.5.8.1. 各辊 / 轮的清洁步骤 （FS-536/FS-
536SD）

叶片 （排纸处理器） 300,000 E.5.8.2. 清洁叶片 （FS-536/FS-536SD）

传输辊 （鞍式单元） 300,000 E.5.8.1. 各辊 / 轮的清洁步骤 （FS-536/FS-
536SD）折叠辊 （鞍式单元） 300,000

上叶片 （鞍式单元） 300,000 E.5.8.3. 清洁上叶片 （FS-536SD）

下叶片 （鞍式单元） 300,000 E.5.8.4. 清洁下叶片 （FS-536SD）

FNS 入口传感器 （PS4）（排纸处理器） 300,000 E.5.8.5.FNS 入口传感器 （PS4）（FS-536SD/FS-
536）

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排纸处理器） 300,000 E.5.8.6. 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FS-536SD/
FS-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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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洁 / 润滑步骤

备注
• 在维修保养的清洁步骤中描述的酒精为异丙醇。

5.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5.1.1 清洁稿台

1.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稿台 [1] 上的灰尘擦去。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读稿台 [1] 上的灰尘擦去。

5.1.2 清洁扫描器横杆
1. 卸下稿台。

F.5.1.11. 稿台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扫描器横杆 [1] 上的灰尘擦去。

备注
• 清洁后涂上润滑剂。

5.1.3 清洁反光镜
1. 卸下稿台。

F.5.1.11. 稿台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反光镜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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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清洁镜头
1. 卸下稿台。

F.5.1.11. 稿台

2. 清洁镜头 [1]。

5.1.5 清洁 CCD 传感器
1. 卸下稿台。

F.5.1.11. 稿台

2.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 CCD 单元盖 [2]。

3. 卸下四个翼片 [1]，然后卸下 CCD 传感器盖 [2]。

4. 清洁 CCD 传感器 [1]。

5.1.6 清洁纸盒 1 拾纸辊、纸盒 1 进纸辊、纸盒 1 分离辊
1. 卸下纸盒 1。

F.5.1.21. 纸盒 1

2. 卸下纸盒 2。

F.5.1.22. 纸盒 2

[1]

[1]

[2]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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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纸盒 1 进纸辊 [1]、纸盒 1 拾纸辊 [2]、纸盒 1 分离辊 [3] 

上的灰尘擦去。

5.1.7 清洁纸盒 2 拾纸辊、纸盒 2 进纸辊、纸盒 2 分离辊
1. 卸下纸盒 1。

F.5.1.21. 纸盒 1

2. 卸下纸盒 2。

F.5.1.22. 纸盒 2

3.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纸盒 2 进纸辊 [1]、纸盒 2 拾纸辊 [2]、纸盒 2 分离辊 [3] 

上的灰尘擦去。

5.1.8 清洁纸盒 2 传送辊
1. 打开右门。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纸盒 2 传送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5.1.9 清洁手送纸盒拾纸辊
1. 打开手送纸盒。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手送纸盒拾纸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5.1.10 清洁手送纸盒进纸辊
1. 打开右门。

2. 打开对位单元。

[2] [1] [3]

[2] [1]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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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手送纸盒进纸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5.1.11 清洁手送纸盒分离辊
1. 卸下手送纸盒分离辊单元。

E.3.1.3. 更换手送纸盒拾纸辊、手送纸盒进纸辊、手送纸盒分离辊组件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手送纸盒分离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5.1.12 清洁转印带单元
1. 拆下转印带单元。

E.3.1.8. 更换转印带单元

2. 使用亲水抹布 （65AA-99##）擦拭转印带 [1]。

备注
• 不要用水擦拭。

• 不要用溶剂擦拭。

5.1.13 清洁 PH 窗口
1. 打开前门。

2. 卸下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F.5.2.1. 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3. 来回移动 PH 窗口清洁夹具 [1] 几次，清洁 PH 窗口。

[1]

[1]

[1]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E 维修保养 > 5. 清洁 / 润滑步骤

E-37

5.1.14 清洁对位辊
1. 打开右门。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对位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5.1.15 清洁废碳粉收集口周围区域
1. 卸下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F.5.2.1. 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2. 用蘸有水或酒精的清洁垫，将废碳粉收集口周围溢出的碳粉和灰尘擦去。

5.1.16 清洁图像转印入口导板
1. 拆下转印带单元。

E.3.1.8. 更换转印带单元

2. 使用蘸有水或酒精的清洁垫将图像转印入口导板 [1] 上溢出的碳粉和灰尘擦拭

干净。

5.1.17 清洁 IDC 传感器窗口
1. 拆下转印带单元。

E.3.1.8. 更换转印带单元

2. 擦拭 IDC 传感器窗口 [1]。

备注
• 不要用溶剂或酒精擦拭。

5.1.18 清洁双面传送辊
1. 打开右门。

2. 打开对位单元。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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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蘸有水或酒精的清洁垫将双面传送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5.1.19 清洁出纸盘前辊
1. 打开右门。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出纸盘前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5.2 DF-632

5.2.1 清洁拾纸辊 / 进纸辊

1. 打开左盖 [1]。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拾纸辊 [1]/ 进纸辊 [2] 上的灰尘擦去。

[1]

[1]

[1]

[1]

[2]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E 维修保养 > 5. 清洁 / 润滑步骤

E-39

5.2.2 清洁分离辊

1. 打开左盖 [1]。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分离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5.2.3 清洁其他辊
1. 抬起进纸盒。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辊 [1]。

3. 打开左盖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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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辊 [1]。

5. 提起导板 DF1 [1]。

6. 卸下 11 颗螺钉 [2]，然后卸下传送导板 [3]。

备注
• 需要注意的是，虚线圆中螺钉 [2] （从正面看时在左侧的螺钉）的安装与其

他 10 颗螺钉 [2] 不同。

7.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辊 [1]。

5.2.4 清洁其他轮
1. 抬起进纸盒。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轮 [1]。

3. 打开左盖 [1]。

[1]

[1] [2] [2] 

[2] [3] [2] 

[1][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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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轮 [1]。

5.2.5 清洁扫描导轨
1. 打开自动双面输稿器。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扫描导轨 [1] 上的灰尘擦去。

备注
• 注意不要损坏板。

5.2.6 清洁反射传感器部分

1. 用刷子或类似工具清洁传感器 [1]。

2. 打开自动双面输稿器。

3. 使用毛刷或其他类似工具清洁反射部分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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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DF-714

5.3.1 清洁拾纸辊 / 进纸辊

1. 打开左盖 [1]。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拾纸辊 [1]/ 进纸辊 [2] 上的灰尘擦去。

5.3.2 清洁分离辊
1. 打开左盖 [1]。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分离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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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清洁其他辊
1. 抬起进纸盒。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辊 [1]。

3. 打开左盖 [1]。

4.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辊 [1]。

5. 卸下前盖。

F.7.1. 前盖 （DF-714）

6.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7. 抬起进纸纸盒 [1]。

8. 卸下前面的固定爪 [2]，然后从工作区域中取出进纸盒 [1]。

9. 卸下 10 颗螺钉 [1]，然后断开连接头 [2]。

10. 从线束导板 [3] 上卸下线束，然后卸下传送导板 [4]。

备注

• 需要注意的是，虚线圆中螺钉 [1] （从正面看时在左侧的螺钉）的安装与其

他九颗螺钉 [1] 不同。

[1]

[1]

[1]

[1]
[2]

[1][1] [4]

[1]
[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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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辊 [1]。

12. 打开开合导板 [1]。

13.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辊 [1]。

14. 关闭开合导板 [1]。

5.3.4 清洁其他轮
1. 抬起进纸盒。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轮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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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左盖 [1]。

4.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轮 [1]。

5. 打开开合导板 [1]。

6.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轮 [1]。

7. 关闭开合导板 [1]。

[1]

[1]

[1]

[1]

[1]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E 维修保养 > 5. 清洁 / 润滑步骤

E-46

5.3.5 清洁正面扫描导轨
1. 打开双重扫描输稿器。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正面扫描导轨 [1] 上的灰尘擦去。

备注
• 注意不要损坏板。

5.3.6 清洁反射传感器部分

1. 用刷子或类似工具清洁传感器 [1]。

2. 打开双重扫描输稿器。

3. 打开文档读取前导板 [1]，使用毛刷或其他类似工具清洁传感器 [2] 和反射部分 

[3]。

5.3.7 反面扫描玻璃
1. 打开双重扫描输稿器。

2. 打开开合导板 [1]。

[1]

[1]

[2]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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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清洁垫擦拭反面扫描玻璃 [1]。

5.3.8 反面扫描导轨 / 反面扫描遮光轴
1. 打开双重扫描输稿器。

2. 打开开合导板 [1]。

3.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反面扫描导轨 [1] 和反面扫描遮光轴 [2] 上的灰尘擦去。

5.4 PC-116/PC-216

备注
• 在维修保养的清洁步骤中描述的酒精为异丙醇。

5.4.1 纸盒 3 拾纸辊、进纸辊、分离辊
1. 卸下纸盒 3。

F.8.4. 纸盒 3、纸盒 4 （PC-116/PC-216）

2. 卸下纸盒 4 或收纳盒。

F.8.4. 纸盒 3、纸盒 4 （PC-116/PC-216）

3.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纸盒 3 进纸辊 [1]、纸盒 3 拾纸辊 [2]、纸盒 3 分离辊 [3] 

上的灰尘擦去。

5.4.2 纸盒 4 拾纸辊、进纸辊、分离辊
1. 卸下纸盒 3。

F.8.4. 纸盒 3、纸盒 4 （PC-116/PC-216）

[1]

[1]

[1]

[2]

[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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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纸盒 4。

F.8.4. 纸盒 3、纸盒 4 （PC-116/PC-216）

3.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纸盒 4 进纸辊 [1]、纸盒 4 拾纸辊 [2]、纸盒 4 分离辊 [3] 

上的灰尘擦去。

5.4.3 纸盒 3 垂直传送辊、纸盒 4 垂直传送辊
1. 打开右门。

2. 使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纸盒 3 垂直传送辊 [1]、纸盒 4 垂直传送辊 [2] 上的

灰尘擦去。

5.5 PC-416

备注
• 在维修保养的清洁步骤中描述的酒精为异丙醇。

5.5.1 拾纸辊、进纸辊、分离辊
1. 滑出纸盒。

2. 打开右门。

3.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进纸辊 [1]、拾纸辊 [2]、分离辊 [3] 上的灰尘擦去。

5.5.2 垂直传送辊
1. 打开右门。

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垂直传送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3][2] [1]

[2]

[1]

[3][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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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LU-302

备注
• 在维修保养的清洁步骤中描述的酒精为异丙醇。

5.6.1 拾纸辊

1. 打开上门。

2. 提起拾纸辊。

3.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拾纸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5.6.2 进纸辊

1. 打开上门。

2. 提起拾纸辊。

3.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进纸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5.6.3 分离辊
1. 打开上门。

2. 提起拾纸辊。

3.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4.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分离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5.6.4 传输辊
1. 卸下进纸盖。

进纸盖 （LU-302）

[1]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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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传输辊 [1] 上的灰尘擦去。

5.7 FS-533

备注
• 在维修保养的清洁步骤中描述的酒精为异丙醇。

5.7.1 各部件的清洁步骤

备注

• 切勿清洁前 / 后对齐辊。

5.7.2 清洁出纸叶片

1.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出纸叶片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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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FS-536/FS-536SD

备注
• 在维修保养的清洁步骤中描述的酒精为异丙醇。

5.8.1 各辊 / 轮的清洁步骤（FS-536/FS-536SD）
FS-536SD

• *：选购件 

5.8.2 清洁叶片 （FS-536/FS-536SD）

1.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叶片 [1]。

5.8.3 清洁上叶片 （FS-536SD）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前盖。

前盖 （FS-536SD 鞍式部分）

[1] 副纸盘出纸辊、轮 [2] 副纸盘传送辊、轮 

[3] 传送辊、轮 [4] RU 传送辊 3，传送轮 3 （中继单元）（*） 

[5] RU 传送辊 2，传送轮 2 （中继单元）（*） [6] RU 传送辊 1，传送轮 1 （中继单元）（*） 

[7] FNS 入口辊、轮 [8] 鞍式部分出纸辊、轮 

[9] 鞍式部分进纸辊、轮 [10] 中心折叠辊 

[11] 三折辊、轮 [12] 副纸盘出纸辊、轮 

[13] 接收辊，接收轮 - -

[1] [2]
[3] [4] [5]

[6]
[7][8]

[9]

[10]

[11]

[12]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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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三折导板马达组件 [2]。

4.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传输组件 [2]。

5.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叶片 [1]。

5.8.4 清洁下叶片 （FS-536SD）

1.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擦拭叶片 [1]。

5.8.5 FNS 入口传感器 （PS4）（FS-536SD/FS-536）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排纸处理器的前门。

前门 （FS-536/FS-536SD）

3. 卸下排纸处理器的前上盖。

前上盖 （FS-536/FS-536SD）

4. 卸下排纸处理器的后盖。

后盖 （FS-536/FS-536SD）

[1]

[1][2]

[1]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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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七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7]。

6.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打开盖板 [2]。

7.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将 FNS 入口传感器 [1] 上的灰尘擦去。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8.6 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FS-536SD/FS-536）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排纸处理器的前门。

前门 （FS-536/FS-536SD）

3. 卸下排纸处理器的前上盖。

前上盖 （FS-536/FS-536SD）

4. 卸下排纸处理器的后盖。

后盖 （FS-536/FS-536SD）

5. 将遮光板 [1] 旋转 180 度。

[1]

[1]

[2]

[1][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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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断开连接头 [1]，然后卸下螺钉 [2] 和导板 [3]。

7. 用蘸有酒精的清洁垫清洁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1]。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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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拆卸 / 重新组装

1. 拆卸 / 调整禁用项目

1.1 涂漆螺钉

备注
• 为了防止螺钉松动，可以在螺钉上涂抹一层蓝色或绿色系列的油漆。

• 机器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振动和负荷，运输期间也会产生振动，这些振动或负荷可能会导致某些螺钉松动，对于这些螺钉，可以涂抹螺钉漆。
• 如果涂有油漆的螺钉松动或脱落，请务必在拧紧螺钉后涂抹螺钉漆。

1.2 红漆螺钉

备注
• 很难在现场调整的螺钉被漆成红色以防将其卸下。
• 请勿在现场卸下或松开红漆螺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当两个或更多螺钉被用在一个零件上时，只能将一个代表螺钉漆成红色。

1.3 电路板上的可变电阻器

备注
• 对于在调整 / 设置中未提供调整说明的电路板，请勿转动上面的可变电阻器。

1.4 关于拆卸的警告

1.5 安装或运输期间的警告 / 注意事项

警告
• 检查难以看到或狭窄的盲区时，请注意机架和部件上的棱角和毛刺，

这些缺陷可能会伤害到手或手指。

警告
• 如需打开门或拆下外盖对机器进行维修，请注意内部零件的运动情况。

正常受保护零件可能会导致意料之外的危害。

警告
• 拆卸固定马达、齿轮或其他活动件的部件、拆解单元，或重新安装此类部件和装置时，请注意活动件，不要丢失任何部件或

装置。维修程序时，注意支撑好重型装置。

部件或装置掉落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警告
• 在机器上安装选购件时，请注意其他工作件的运动情况。

机器与选购件之间的夹点可能损坏其他工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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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在机器上安装选购件时，请注意机器与选购件之间的间隙。

您的手指或手可能被夹在机器与选购件之间，导致受伤。

注意
• 运输、安装和 / 或检查期间确保指派专人负责看护机器。若无人看管，可将突起部的一侧面向墙壁，或采取其他措施防止

用户或该区域的其他人员被机器的突起部绊倒或电线绊倒，以免摔倒或造成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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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止拆卸的单元

2.1 CCD 单元

2.1.1 禁止的原因
• CCD 单元的精确度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保证，因此拆卸后无法保证精确度。请勿卸下可能会拆卸 CCD 单元的螺钉。

2.2 PH 单元

2.2.1 禁止的原因
• 激光会进入 PH 单元。打开盖可能会导致灰尘进入及阻断激光。请勿卸下可能会拆卸 PH 单元的螺钉。

2.3 定影单元

2.3.1 禁止的原因
• 定影单元的内部零件和定影带的位置在出厂前已做调整。请勿卸下可能会拆卸定影单元的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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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拆卸／组装警告 / 注意事项

3.1 卸下 / 安装 PWB

注意
• 拆下或安装电路板或其它电气元件时，请参考 “PWB 的处理 ”，按照相应拆卸或安装步骤进行。

• 以下列出的拆卸步骤省略了固定电路板支座或电路板的连接头和螺钉的拆卸。
• 如果绝对有必要触摸电路板上的 IC 和其它电气元件，请务必站在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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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输机器时的注意事项

备注
• 运输机器并将其安装在其他位置时，请将下列保护材料装在机器上，防止运输过程中因振动导致机器损坏或溢出。
• 设置机器时会除去保护材料。但是，设置结束后请务必保留保护材料。

4.1 保护材料

4.1.1 光电导体的保护材料
1. 打开前门。

2. 打开废碳粉传送单元的盖子 [1]。

3. 抓住锁定杆 [1]，将废碳粉传送单元和废粉盒作为一个单元卸下。

4. 将光电导体 [1] 的保护材料插入所示位置，将其推到 底位置。

4.1.2 扫描器包装支架
1. 确认曝光单元是否位于原位。

2. 卸下四个盖帽 [1]。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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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扫描器锁定材料 [1]，以固定扫描器。

4.1.3 纸盒锁定材料
1. 滑出纸盒 2。

2. 安装锁定材料 [1]。

3. 滑回纸盒 2。

4.1.4 转印辊锁定材料
1. 打开右门。

2. 安装锁定材料 [1]。

3. 关闭右门。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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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izhub C360i/C300i/C250i

5.1 外部零件

5.1.1 扫描器右盖

1. 卸下 3 颗螺钉 [1]。如箭头所示方向移动扫描器右盖 [2] 将其卸下。

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2 扫描器左盖

1. 卸下螺钉 [1]。如箭头所示方向移动扫描器左盖 [2] 将其卸下。

备注

• 卸下扫描器左盖时，解开盖底上的翼片 [3]。

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3 扫描器前盖
1. 卸下扫描器左盖。

F.5.1.2. 扫描器左盖

2. 卸下控制面板上盖。

F.5.1.5. 控制面板上盖

3. 卸下控制面板前盖。

F.5.1.6. 控制面板前盖

4. 卸下控制面板右盖。

F.5.1.7. 控制面板右盖

5. 卸下控制面板左盖 /2。

F.5.1.9. 控制面板左盖 /2

6. 卸下手写笔 [1]。

[2]

[1]

[1]

[2]
[3]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 拆卸 / 重新组装 > 5.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8

7.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扫描器前盖 [2]。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4 扫描器上后盖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2.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扫描器上后盖 [2]。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5 控制面板上盖

1. 抬起控制面板。

2. 解开四个翼片 [1]，然后卸下控制面板上盖 [2]。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6 控制面板前盖
1. 打开前门。

2. 卸下控制面板上盖。

F.5.1.5. 控制面板上盖

[1]

[2][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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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 4 颗螺钉 [1]。

4. 稍微向下倾斜控制面板。

5. 解开两个翼片 [1]，然后卸下控制面板前盖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7 控制面板右盖
1. 打开右门。

2. 卸下控制面板上盖。

F.5.1.5. 控制面板上盖

3. 卸下控制面板前盖。

F.5.1.6. 控制面板前盖

4. 断开两个连接头 [1]。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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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盖帽 [1]。

6.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控制面板右盖 [2]。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8 控制面板左盖 /1

1. 卸下两个盖帽 [1]。

2.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控制面板左盖 /1 [2]。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9 控制面板左盖 /2
1. 卸下控制面板上盖。

F.5.1.5. 控制面板上盖

2. 卸下控制面板前盖。

F.5.1.6. 控制面板前盖

[1]

[2] [1]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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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4. 断开连接头 [1]。

5. 卸下八颗螺钉 [1]，然后卸下控制面板左盖 /2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10 控制面板单元
1. 卸下控制面板上盖。

F.5.1.5. 控制面板上盖

2. 卸下控制面板前盖。

F.5.1.6. 控制面板前盖

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1]

[2]

[1]

[1][2]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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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5. 卸下六颗螺钉 [1]，然后卸下控制面板单元 [2]。

6.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电缆。断开电缆 [2]，然后从电缆导管中卸下电缆。

7.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备注
• 安装控制面板单元时，注意不要让盖 [3] 夹住扁平电缆。

[1]

[2]

[2]

[1] [1]

[1][2]

[2]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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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断开连接头 [1]，切开束线带 [2]，然后拆下控制面板单元 [3]。

备注

• 装回控制面板单元时，使用新束线带。
9.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11 稿台
1. 卸下扫描器右盖。

F.5.1.1. 扫描器右盖

2. 分别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两个稿台锁定材料 [2]。

3. 卸下稿台 [1]。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Scan Area] （扫描区域） -> [Scanner Image Side Edge] （扫描器图像侧缘）执行调整。

6.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Scan Area] （扫描区域） -> [Image Position: Leading Edge] （图像位置：主缘）执行调

整。

5.1.12 前门

1. 打开前门，然后旋转两个止动器 [1] 以将其卸下。

[2]

[1][3]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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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两个 C 形夹 [1]，然后卸下前门 [2]。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13 前下盖
1. 卸下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F.5.2.1. 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前下盖 [2]。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14 前盖
1. 卸下前门。

F.5.1.12. 前门

2. 卸下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F.5.2.1. 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3. 卸下前下盖。

F.5.1.13. 前下盖

4. 卸下 14 颗螺钉 [1]，然后卸下前盖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

[1][1]

[1]

[2]

[2]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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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 左盖
1. 打开前门。

2.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左盖 [2]。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16 出纸盘
1. 打开前门。

2. 卸下左盖。

F.5.1.15. 左盖

3.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出纸盘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17 后右盖
1. 打开右后盖。

2. 断开两个连接头 [1]，然后从电缆导管中卸下电缆。

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连接头盖 [2]。

[2] [1]

[2]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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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七颗螺钉 [1]，然后卸下右后盖 [2]，露出线束。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18 DF 电缆护套

1. 解开四个翼片 [1]，然后卸下 DF 电缆护套 [2]。

备注

• 安装盖板时，先将两个固定爪 [3] 插入主机盖上的孔中。然后，将两个固定

爪 [4] 装配到孔中。

• 注意不要夹伤线束。

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19 上后盖
1. 卸下 DF 电缆护套。

F.5.1.18.DF 电缆护套

2.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上后盖 [2]。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
[1]

[1]

[2]

[1]

[1]

[3][4]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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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 下后盖

1.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进纸柜连接头盖 [2]。

2. 卸下三个盖帽 [1]。

3.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下后盖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21 纸盒 1
1. 滑出纸盒 1，取出纸张。

2. 解锁止动器 [1]。

[2] [1]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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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抓住纸盒 1 [1] 将其拆下。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1.22 纸盒 2
1. 滑出纸盒 2，取出纸张。

2. 解锁止动器 [1]。

3. 抓住纸盒 2 [1] 将其拆下。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2 单元

5.2.1 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1. 打开前门。

2. 打开盖 [1]，释放锁 [2]，然后拆下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3]。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2.2 LED 曝光单元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2. 卸下扫描器上后盖。

F.5.1.4. 扫描器上后盖

[1]

[1]

[1]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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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扫描器右盖。

F.5.1.1. 扫描器右盖

4. 卸下扫描器左盖。

F.5.1.2. 扫描器左盖

5. 卸下控制面板上盖。

F.5.1.5. 控制面板上盖

6. 卸下控制面板前盖。

F.5.1.6. 控制面板前盖

7. 卸下控制面板右盖。

F.5.1.7. 控制面板右盖

8. 卸下控制面板左盖 /2。

F.5.1.9. 控制面板左盖 /2

9. 卸下扫描器前盖。

F.5.1.3. 扫描器前盖

10. 卸下稿台。

F.5.1.11. 稿台

11. 将 LED 曝光单元移到螺钉接入点 [1]。

12. 撕下密封胶带 [1]。

13. 卸下 LED 曝光单元组件 [1] 的两颗螺钉 [2]。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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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断开扁平电缆 [1]，然后卸下 LED 曝光单元组件 [2]。

1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 LED 曝光单元 [2]。

1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安装 LED 曝光单元时，注意不要让螺钉夹住扁平电缆。

• LED 曝光单元换新时，安装好后撕掉该单元的保护膜。

• 更换 LED 曝光单元时，订购更换用密封胶带 （料号：4581 1625 ##）。

5.2.3 CCD 单元

(1) 拆卸步骤
1. 卸下扫描器右盖。

F.5.1.1. 扫描器右盖

2. 卸下稿台。

F.5.1.11. 稿台

3.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 CCD 单元盖 [2]。

4. 断开三个连接头 [1]。

[2]

[1]

[2]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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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别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两个固定板 [2]。

6. 卸下 CCD 单元 [3]。

(2) 重新安装步骤

1. 检查 CCD 单元镜头上的标记 [1]。

备注
• 标记是 “-”、 “o” 或 “+”。

2. 将 CCD 单元 [1] 安装到主机。

3. 将 CCD 单元的刻度 [2] 设置到与步骤 1 确认的标记相同的位置上，使用两个固

定板 [3] 和螺钉 [4] 在两个点上进行固定。

4. 对于其他安装程序，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 重新安装稿台。

6. 打开主电源开关。

7.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CCD Calibration] （CCD 校准）进行调整。

8.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Line Mag Setting] （线路管理设置）进行调整。

9.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Printer Area] （打印机区域） -> [Paper Feed Direction Adj.] （进纸方向调整）进行调

整。

10.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Scan Area] （扫描区域） -> [Main Scan Zoom Adj.] （主扫描缩放调整）进行调整。如

果规格不匹配，松开 CCD 单元安装螺钉，并根据需要向副扫描方向移动 CCD 单元。

备注
• 移动时用手握住 CCD 单元。切勿使用螺丝刀或类似工具敲击使之移动。否则，会造成 CCD 传感器与镜头之间的距离发生变化。

11.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Scan Area] （扫描区域） -> [Scanner Image Side Edge] （扫描器图像侧缘）进行调整。

5.2.4 通用纸盒
1. 滑出纸盒 1 和纸盒 2。

2. 打开右门。

[1] [1]

[3]

[2]

[1]

[4]

[4][1] [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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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两颗螺钉 [1] 和翼片 [2]，然后卸下连接头盖 [3]。

4. 断开五个连接头 [1]。

5.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通用纸盒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2.5 PH 单元

1. 卸下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F.5.2.1. 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2. 卸下左盖。

F.5.1.15. 左盖

[1]

[3][1][2]

[1]

[1]

[2][1] [1]

警告
• 当将写入单元 （PH 单元）从指定安装位置移开时，请勿接通电源。

否则激光可能会进入眼睛，引起失明。

警告
• 切勿擅自拆卸或调整配有激光的写入单元 （PH 单元）。

否则激光可能会进入眼睛，引起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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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出纸盘。

F.5.1.16. 出纸盘

4. 卸下 DC 电源。

F.5.3.13.DC 电源 （DCPU）

5. 从三个线束导板 [1] 中取出线束。

6.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备注
• 安装板时，钩住两个翼片 [3]。

7. 断开四个连接头 [1]。

8. 卸下七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1] [1]

[2] [1][1]

[3][3]

[1]

[1]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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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拆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 PH 单元的固定销 [2]。

10. 断开扁平电缆 [1]，然后卸下 PH 单元 [2]。

11.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Printer Area] （打印机区域） -> [Leading Edge Adjustment] （主缘调整）执行调整。

13.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Printer Area] （打印机区域） -> [Printer Image Centering Side 1] （打印图像对中侧 1）

执行调整。

5.2.6 副料斗单元
1. 卸下前门。

F.5.1.12. 前门

2. 卸下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F.5.2.1. 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3. 卸下前下盖。

F.5.1.13. 前下盖

4. 卸下前盖。

F.5.1.14. 前盖

5. 卸下碳粉盒 Y/M/C/K。

E.3.1.4. 更换碳粉盒

6. 卸下感光鼓组件 Y/M/C/K。

E.3.1.5. 更换感光鼓组件

7. 卸下显影组件 Y/M/C/K。

E.3.1.6. 更换显影组件

8. 卸下左盖。

F.5.1.15. 左盖

9. 卸下出纸盘。

F.5.1.16. 出纸盘

10. 断开 3 个连接头 [1]。卸下七颗螺钉 [2]，然后卸下副料斗单元 [3]。

[2]

[1]

[2]

[1]

[2] [3]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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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备注

• 需注意的是，卸下 / 安装时，两个翼片 [1] 在图示位置上。

1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2.7 右门单元
1.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2. 打开右门。

3.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连接头盖 /1 [2]。

4. 断开两个连接头 [1]。

5.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接地端子 [3]。

6.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连接头盖 /2 [2]。

[1] [1]

[1]

[2]

[1]

[2][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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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断开三个连接头 [1]，然后从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8.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接地端子 [2]。

9. 沿主机机架上的铰链切口画一条规线到铰链安装部分 （上部） [1] 。

10.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铰链 （上部） [2]。

[2] [1]

[2][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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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闭对位单元 [1]。

12. 抓住右门单元 [2] 将其拆下。

1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安装右门单元时，将其对齐到机器机架上所示刻度上所画的基准线。开关右门，检查是否有任何干扰，必要时进行修整。

5.2.8 手送纸盒单元
1. 打开右门。

2. 打开对位单元。

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轴支架 /1 [2]。

4. 卸下十颗螺钉 [1]，然后卸下垂直传送轮组件 [2]。

5.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轴支架 /2 [2]。

[2]

[1]

[1][2]

[2][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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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右门杆组件 [2]。

7.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连接头盖 [2]。

8. 断开三个连接头 [1]，然后从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9.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接地端子 [2]。

[2]

[1]

[1] [2]

[1][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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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卸下手送纸盒单元 [1] 的十颗螺钉 [2]。

11. 卸下手送纸盒单元 [1]。

1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2.9 对位单元
1.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2. 卸下右门单元。

F.5.2.7. 右门单元

3.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1] [2]

[2]
[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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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沿主机机架上的铰链切口画一条规线到铰链安装部分 [1] 。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铰链 [2]。

6. 抓住对位单元 [1] 将其拆下。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3.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1]

[2]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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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电缆，然后断开连接头 [2]。

5. 断开连接头 （CN1E/CN2E/CN7E/CN6E/CN12E/CN9E/CN4E/CN3E/CN14E/

CN13E/CN11E/CN36E/CN19E/CN18E/CN22E/CN16E）。卸下五个束线座 [1]，

然后从线束导板 [2] 上卸下线束。

6. 卸下七颗螺钉 [1]，然后打开板盒 [2]。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2.11 主驱动单元
1. 卸下感光鼓组件 （Y/M/C/K）。

E.3.1.5. 更换感光鼓组件

2. 卸下显影组件 （Y/M/C/K）。

E.3.1.6. 更换显影组件

3.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4.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5.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6.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7. 卸下高压单元。

F.5.3.12. 高压单元 （HV）

8. 卸下传送马达。

F.5.4.1. 传送马达 （M1）

9. 卸下 PC 马达。

F.5.4.2.PC 马达 （M2）

10. 卸下显影马达。

F.5.4.15. 显影马达 （M21）

11. 卸下 ADU 传送离合器。

F.5.5.6.ADU 传送离合器 （CL6）

[2]

[1]

[1]

[2][1]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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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卸下显影电磁铁。

F.5.7.3. 显影电磁铁 （SD4）

13.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14. 断开所有连接头与扩展控制板的连接。从九个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15.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扩展控制板组件 [2]。

16. 从线束导板 [1] 中取出线束。

[1]

[1]

[1]

[1][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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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从线束导板上卸下线束。从两个束线座 [2] 上卸下线

束。

备注
• 确保不要丢弃弹簧 [3]。

18. 卸下八颗螺钉 [1]，然后卸下主驱动单元 [2]。

19.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2.12 传送单元
1. 卸下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F.5.2.1. 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2. 拆下转印带单元。

E.3.1.8. 更换转印带单元

3. 卸下前下盖。

F.5.1.13. 前下盖

4. 断开两个连接头 [1]。从三个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5. 打开右门和对位单元。

6.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止动器 [2]。

[2]

[1] [3]

[1]

[1] [2]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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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板弹簧 [2]。

8. 卸下三颗螺钉 [3]，然后卸下传送单元 [4]。

备注
• 卸下传送单元 [4] 时，注意不要损坏通用纸盒的导板或使之变形。

• 卸下传送单元 [4] 时，注意不要丢弃板螺母 [5]。

9.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2.13 定影驱动单元
1. 卸下定影单元。

E.3.1.10. 更换定影单元

2. 拆下转印带单元。

E.3.1.8. 更换转印带单元

3. 卸下碳粉盒 （Y/M/C/K）。

E.3.1.4. 更换碳粉盒

4.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5.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6.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7. 卸下左盖。

F.5.1.15. 左盖

8. 卸下出纸盘。

F.5.1.16. 出纸盘

9.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10. 卸下定影马达。

F.5.4.3. 定影马达 （M3）

11. 卸下定影加压马达。

F.5.4.11. 定影加压马达 （M11）

12. 断开连接头 [1]。卸下四颗螺钉 [2]，然后卸下纸张冷却风扇组件 [3]。

[1] [2]

[4][3] [3]

[5][5]

[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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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断开连接头 [1]。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碳粉盒冷却风扇组件 [3]。

14. 断开连接头 [1]。

15.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取出板 [2]。

16. 卸下螺钉 [1]，然后解开翼片 [2]。

17. 卸下线束导板 [3]，露出线束和电缆。

[3]

[1][2]

[1]

[1]

[2]

[1]

[1]

[3]

[1]

[2]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 拆卸 / 重新组装 > 5.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36

18. 卸下螺钉 [1]。

19. 卸下六颗螺钉 [1]，然后卸下定影驱动单元 [2]。

备注

• 安装定影驱动单元，使齿轮组件 [3] 的方向如图所示。

• 安装定影驱动单元时，将皮带 [4] 装到齿轮上。

20.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2.14 料斗驱动单元
1. 卸下碳粉盒 （Y/M/C/K）。

E.3.1.4. 更换碳粉盒

2.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3.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4. 卸下左盖。

F.5.1.15. 左盖

5. 卸下出纸盘。

F.5.1.16. 出纸盘

6. 卸下碳粉盒马达 /YM。

F.5.4.10. 碳粉盒马达 /YM （M10）

7. 卸下碳粉盒马达 /CK。

F.5.4.16. 碳粉盒马达 /CK （M25）

8. 卸下碳粉供应马达 /Y。

F.5.4.9. 碳粉供应马达 /Y （M9）

9. 卸下碳粉供应马达 /M。

F.5.4.8. 碳粉供应马达 /M （M8）

10. 卸下碳粉供应马达 /C。

F.5.4.7. 碳粉供应马达 /C （M7）

11. 断开连接头 [1]。卸下束线座 [2]，然后从线束导板上卸下线束。卸下螺钉 [3]，

然后卸下碳粉盒冷却风扇组件 [4]。

[1]

[1][2]

[1]

[3][4]

[4]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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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五个线束导板 [2] 上卸下线束。

13. 卸下螺钉 [1]。

14.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15. 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盖板 [4]。

16.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料斗驱动单元 [2]。

1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3 电路板

5.3.1 扫描器驱动板 （SCDB）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2. 卸下扫描器上后盖。

F.5.1.4. 扫描器上后盖

[2] [2][1]

[1]

[1] [2]

[3][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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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断开扫描器驱动板上的所有连接头。

4.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扫描器驱动板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3.2 基板 （BASEB）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3. 如果安装了选装的传真组件 FK-514，卸下传真电路板。

4. F.19.FK-514

5. 如果安装了选装的安全组件 SC-509，卸下 DSC 板 /1。
6. F.18.SC-509

7. 当安装了选购的视频接口组件 VI-516/ 升级组件 UK-115/ 图像打印控制器 IC-420 时，卸下 EFI 中继电路板和存储器板。

8. F.23.VI-516/F.24.UK-115

9. 卸下 CPU 板。

10. F.5.3.4.CPU 板 （CPUB）

11. 卸下 TPM 板。

12. F.5.3.7.TPM 板 （TPMB）

13.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2]

[1]

[2]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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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15. 断开基板侧面的两个连接头 [1]。拆下连接头盖 [2] 和两颗螺栓 [3]。卸下 3 颗螺

钉 [4]。

16. 断开连接头 [1]。从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17. 卸下基板上的所有连接头和扁平电缆。

18. 卸下 13 颗螺钉 [1]，然后卸下基板 [2]。

19.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

[1]

[2]

[4]

[1] [3]

[1]

[2]

[1]

[1]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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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存储板 （STRGB）

备注
• 切勿将从另一台机器上卸下的旧存储器板与 CPU 板组合使用。否则会导致存储的数据损坏。注意，将原存储器板与从另一台机器上卸下的旧 

CPU 板组合使用也会导致相同的问题。

• 切勿同时更换存储器板和 CPU 板。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存储板 [2]。

备注
• 安装存储板时，将其斜着插入。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更换 CPU 板后的操作

1. 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SSD 控制器的 固件版本。

3. 如果 SSD 控制器的固件版本不是 新版，则升级固件。

4.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5. [Recover Data] （恢复数据）出现在面板上，触摸 [Recover Data] （恢复数据）以开始恢复数据。

6.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7. 如果有使用备份实用程序检索的任何数据，执行数据的恢复。

5.3.4 CPU 板 （CPUB）

备注

• 切勿将从其他机器拆下的旧 CPU 板与存储板组合使用。否则会导致存储的数据损坏。请注意，如果组合使用原装 CPU 板与从其他机器拆下的

旧存储板，会导致同样的问题。
• 切勿同时用新的 CPU 板和存储板进行更换。

[2]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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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3. 卸下存储板。

F.5.3.3. 存储板 （STRGB）

4.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 CPU 板 [2]。

备注
• 安装 CPU 板时，将其斜着插入。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6. 更换 CPU 板后，输入型号信息。

F.5.3.4.(1). 输入机器类型信息

更换 CPU 板后的操作

1. 打开主电源开关。

2. 等待，直到故障代码 (C-D3C0) 屏幕出现。

3. 故障代码屏幕上出现 [Recover Data] （恢复数据），触摸 [Recover Data] （恢复数据）以启动数据的恢复。

4.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5. 如果有使用备份实用程序检索的任何数据，执行数据的恢复。

6. 检查电源控制 CPU 2 和 MFP 控制器启动程序的固件版本。

7. 如果电源控制 CPU 2 和 MFP 控制器启动程序的固件版本不是 新版，则升级固件。

(1) 输入机器类型信息
• 更换 CPU 板时，需要输入机器类型信息。

• 请参见以下步骤输入机器类型信息。

(a) 步骤
1. 将 USB 存储器插到 USB 端口。

2. 按下停止键时打开主电源开关。

3. 触摸 [Machine Type Select] （机器类型选择）。

[2]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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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表：机器类型信息输入 [Machine] （机器）和 [Type] （类型）信息。然后触摸 [Fix] （修复）。

5. 触摸 [OK] （确定），然后关闭主电源开关。

ProductInfo_Ea

表：机器类型信息

5.3.5 备份板 （ERB）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并卸下备份板 [3]。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备份板更换成新板时会清零计数器，因此请用新的零件更换以下零件。
• 更换成新的转印带单元和定影单元后，在维修模式中执行 [New Release] （新发布）。更换成新的转印辊后，执行 [Counter clear] （计数器

清零）。
• 显影组件 Y/M/C/K
• 感光鼓组件 Y/M/C/K
• 碳粉盒 Y/M/C/K

序列号前四位 AA2J AA2K AA2M

[Machine] （机器） 10 10 10

[Type] （类型） 1 2 D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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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印带单元

• 定影单元
• 转印辊
• 进纸辊、拾纸辊、分离辊 （包括选购件）
备注

• 安装新的备份板时，会显示错误信息：“License management error occurred.” （许可证管理出错）。执行 i-Option 恢复操作。

4. 打开下前门并打开主电源开关。

5. 进入维修模式。使用机器管理列表以及在安装和维修保养主机时输出的调整列表，如表 1：重新调整项目中所示按照列出的顺序进行调整。

备注

• 确保下前门打开。
备注
• 更换备用板后，在启动首次预热操作之前，对上述调整项目进行重新调整。

6. 关闭主电源开关。

7. 打开主电源开关，关闭前门。检查预热和图像稳定操作是否能正常完成。

8. 再次进入维修模式。使用机器管理列表以及在安装和维修保养主机时输出的调整列表，如表 2：重新调整项目中所示按照列出的顺序进行调

整。

9.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 [Engine FW DipSW] （引擎 FW DipSW），如表 3：要启用的开关编号

所示，配置按键的设置。

备注
• 也打开 （反白显示）引擎 FW DipSW 中的开关编号在主机设置和维护时启用。

重新调整项目 1

表 1：重新调整项目

重新调整项目 2

表 2：重新调整项目

重新调整项目 3

表 3：要启用的开关编号

5.3.6 扩展控制板 （EXCB）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调整项目 维修模式重新调整项目

1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图像处理调

整）

Image Background Adj （图像背景调整）

2 Max Image Density Adj （ 大图像浓度调整）

3 Grad/Dev AC Bias V Selection （灰阶 /Dev AC 偏压 V 选择）

4 System 1 （系统 1） Change Warm Up Time （更改预热时间）

5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图像处理调

整）

Charge AC Output fine adjustment （充电 AC 输出微调）

6 System 2 （系统 2） Unit Change （单元更换） Warning Display （警告显示）

调整项目 维修模式重新调整项目

1 Machine （机器） Manual Bypass Tray Width Adj （手送纸盒宽度调整）

2 Printer Reg. Loop Adj. （打印机对位波幅调整）

3 Fusing Temperature （定影温度）

4 Finisher （排纸处理器） FS-FN Adjustment （FS-FN 调整）

5 Machine （机器） Printer Area （打印机区域） Paper Feed Direction Adj. （进纸方向调整）

6 Fusing speed （定影速度）

7 Printer Area （打印机区域） Printer Image Centering Side 1 （打印图像对中

侧 1）

8 Prt. Image Center. Side 2 (Dup) （打印图像对中

侧 2 （双面））

9 Leading Edge Adjustment （主缘调整）

10 Leading Edge Adj. Side 2 (Duplex) （主缘调整

侧 2 （双面））

11 Tray Printing Position: Tip （纸盒打印位置：尖

部）

12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

调整）

Transfer Voltage Fine Adj （转印电压微

调）

2nd Transfer Adj. （第 2 转印调整）

13 Primary transfer adj. （主转印调整）

区域 要启用的开关编号

日本 [6] 设置为关 （正常显示）

日本以外 [6] 设置为开 （反白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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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3. 断开所有连接头与扩展控制板的连接。

4.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扩展控制板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3.7 TPM 板 （TPMB）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 TPM 板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3.8 机械状态监测板 （MCMB）
1. 卸下控制面板上盖。

F.5.1.5. 控制面板上盖

2. 卸下控制面板前盖。

F.5.1.6. 控制面板前盖

[2]

[1]

[2]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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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断开三个连接头 [1]。解开翼片 [2]，然后卸下机械状态监测板 [3]。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3.9 纸盒 1 FD 纸张尺寸板 （FDPSB/1）、纸盒 2 FD 纸张尺寸板 （FDPSB/2）

备注
• 纸盒 1 FD 纸张尺寸板和纸盒 2 FD 纸张尺寸板具有相同的形式和机构。此程序显示针对纸盒 1 FD 纸张尺寸板的步骤。

1. 卸下纸盒 1。

2. 卸下纸盒 2。

3. 断开连接头 [1]。

4. 卸下螺钉 [2] 和三个翼片 [3]，然后卸下纸盒 1 FD 纸张尺寸板组件 [4]。

5. 解开三个翼片 [1]，然后卸下纸盒 1 FD 纸张尺寸板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3.10 纸盒 1 CD 纸张尺寸板 （CDPSB/1）、纸盒 2 CD 纸张尺寸板 （CDPSB/2）

备注
• 纸盒 1 CD 纸张尺寸板和纸盒 2 CD 纸张尺寸板具有相同的形式和机构。此程序显示针对纸盒 1 CD 纸张尺寸板的步骤。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3.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4. 卸下高压单元。

F.5.3.12. 高压单元 （HV）

[2]

[3][1]

[4]

[1]

[2]

[3]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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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滑出纸盒 1。

6.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7. 卸下螺钉 [1] 和弹簧 [2]。

8. 卸下连接头 [1]，然后卸下纸盒 1 CD 纸张尺寸板组件 [2]。

9.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纸盒 1 CD 纸张尺寸板 [2]。

10.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2]

[1]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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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纸盒 1 缺纸指示灯板（PEIB/1）、纸盒 2 缺纸指示灯板 （PEIB/2）
1. 滑出纸盒 1 和纸盒 2。

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纸盒右盖 [2]。

3. 各拆下一颗螺钉 [1]。各断开一个连接头 [2]，然后拆下纸盒 1 缺纸指示灯板 [3] 

和纸盒 2 缺纸指示灯板 [4]。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3.12 高压单元 （HV）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3.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4. 断开高压单元上的所有连接头和无焊端子。

5. 卸下高压单元的四颗螺钉 [1]。

备注
• 安装高压单元时，按图示顺序拧紧螺钉。

[1]

[2]

[1]

[2] [1] [4]

[2]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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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解开翼片 [1]，然后卸下高压单元 [2]。

7. 备注

• 安装高压单元时，树脂支架插入线缆的中心，而且，必须正常接触端子触点 
[1]。固定爪也必须牢固钩住。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3.13 DC 电源 （DCPU）
1. 卸下左盖。

F.5.1.15. 左盖

2. 卸下出纸盘。

F.5.1.16. 出纸盘

3. 卸下六颗螺钉 [1]，然后卸下 DC 电源保护罩 [2]。

4. 断开连接头 [1]。

5.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 PH/ 电源冷却风扇组件 [3]。

[1]

[2]

<OK> <NG> <NG>

[1]

[1]

[2][1] [1]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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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断开 DC 电源上的所有连接头。

7. 卸下 11 颗螺钉 [1]。解开三个翼片 [2]，然后卸下 DC 电源 [3]。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 马达

5.4.1 传送马达 （M1）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3.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4. 卸下四颗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并卸下传送马达 [3]。

备注
• 卸下 / 安装马达的固定板部分。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2 PC 马达 （M2）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3.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2]

[3][2] [2][1]

[1]

[2] [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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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四颗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并卸下 PC 马达 [3]。

备注

• 卸下 / 安装马达的固定板部分。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3 定影马达 （M3）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2. 卸下四颗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并卸下定影马达 [3]。

备注

• 卸下 / 安装马达的固定板部分。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4 出纸 / 反转马达（M4）

(1) 拆卸步骤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2. 卸下两颗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然后卸下出纸 / 反转马达 [3]。

(2) 重新安装步骤
1. 打开右门。

2.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2] [3][1]

[1]

[2] [3]

[1]

[1]

[2]

[1]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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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传动带 [1] 装到出纸 / 反转马达的齿轮上。

4. 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安装。

5.4.5 ADU 传送马达 （M5）
1. 打开右门。

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齿轮盖 [2]。

3. 断开两个连接头 [1]。

4.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接地端子 [3]。

5. 卸下七颗螺钉 [1]，然后卸下 ADU 传送组件 [2]。

[1]

[1]

[2]

[1]

[2][3]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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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导板 [2]。

7. 卸下三颗螺钉 [1]，释放 ADU 传送马达组件 [2]。

8. 卸下两颗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并卸下 ADU 传送马达 [3]。

9.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6 碳粉供应马达 /K （M6）
1. 卸下前门。

F.5.1.12. 前门

2. 卸下前下盖。

F.5.1.13. 前下盖

3. 卸下前盖。

F.5.1.14. 前盖

4. 卸下碳粉盒 Y/M/C/K。

E.3.1.4. 更换碳粉盒

5. 卸下感光鼓组件 Y/M/C/K。

E.3.1.5. 更换感光鼓组件

6. 卸下显影组件 Y/M/C/K。

E.3.1.6. 更换显影组件

7. 卸下左盖。

F.5.1.15. 左盖

8. 卸下出纸盘。

F.5.1.16. 出纸盘

9. 卸下副料斗单元。

F.5.2.6. 副料斗单元

[2]

[1]

[1]

[2]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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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卸下螺钉 [1]。

11. 断开连接头 [2]，然后卸下碳粉供应马达 /K [3]。

1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7 碳粉供应马达 /C （M7）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2.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3. 断开所有连接头与扩展控制板的连接。从十个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4.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扩展控制板组件 [2]。

备注
• 安装扩展控制板组件时，确保扩展控制板组件板 [3] 位于板箱的板 [4] 背面。

5. 卸下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然后卸下碳粉供应马达 /C [3]。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

[1] [3]

[1][1]

[1]

[2]

[1]

[1][1]

[3]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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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碳粉供应马达 /M （M8）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2.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3. 断开所有连接头与扩展控制板的连接。从十个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4.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扩展控制板组件 [2]。

备注
• 安装扩展控制板组件时，确保扩展控制板组件板 [3] 位于板箱的板 [4] 背面。

5. 卸下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然后卸下碳粉供应马达 /M [3]。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9 碳粉供应马达 /Y （M9）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2.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1][1]

[1]

[2]

[1]

[1][1]

[3]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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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断开所有连接头与扩展控制板的连接。从十个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4.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扩展控制板组件 [2]。

备注

• 安装扩展控制板组件时，确保扩展控制板组件板 [3] 位于板箱的板 [4] 背面。

5. 卸下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然后卸下碳粉供应马达 /Y [3]。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10 碳粉盒马达 /YM （M10）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2.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3. 断开所有连接头与扩展控制板的连接。从十个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1][1]

[1]

[2]

[1]

[1][1]

[3]
[4]

[1]

[2] [3]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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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扩展控制板组件 [2]。

备注

• 安装扩展控制板组件时，确保扩展控制板组件板 [3] 位于板箱的板 [4] 背面。

5. 卸下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然后卸下碳粉盒马达 /YM [3]。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11 定影加压马达 （M11）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2.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3.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

定影加压马达 [4]。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12 纸盒 1 提升马达 （M12）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3.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4. 卸下高压单元。

F.5.3.12. 高压单元 （HV）

5. 滑出纸盒 1。

[2]

[1]

[1][1]

[3]
[4]

[1]

[2] [3]

[4]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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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卸下 3 颗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并卸下纸盒 1 提升马达 [3]。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13 纸盒 2 提升马达 （M13）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3.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4. 卸下高压单元。

F.5.3.12. 高压单元 （HV）

5. 滑出纸盒 2。

6. 解开两个翼片 [1]，然后卸下线束导板 [2]。

7. 卸下三颗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并卸下纸盒 2 提升马达 [3]。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14 废碳粉传送马达 （M20）
1. 卸下前门。

F.5.1.12. 前门

2. 卸下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F.5.2.1. 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3] [2]

[1]

[2]

[1]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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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前下盖。

F.5.1.13. 前下盖

4. 卸下前盖。

F.5.1.14. 前盖

5.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6. 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废碳粉传送马达组件 [4]。

7.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废碳粉传送马达 [2]。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15 显影马达 （M21）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3.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4. 卸下四颗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并卸下显影马达 [3]。

备注
• 卸下 / 安装马达的固定板部分。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16 碳粉盒马达 /CK （M25）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2.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3][4]

[2] [1]

[2]

[1]

[2] [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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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断开所有连接头与扩展控制板的连接。从十个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4.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扩展控制板组件 [2]。

备注

• 安装扩展控制板组件时，确保扩展控制板组件板 [3] 位于板箱的板 [4] 背面。

5. 卸下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然后卸下碳粉盒马达 /CK [3]。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4.17 扫描器马达 （M201）

(1) 拆卸步骤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2. 卸下扫描器右盖。

F.5.1.1. 扫描器右盖

3. 卸下扫描器上后盖。

F.5.1.4. 扫描器上后盖

[1][1]

[1]

[2]

[1]

[1][1]

[3]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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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断开连接头 [1]，然后卸下三颗螺钉 [2]。

5. 卸下弹簧 [1] 和皮带 [2]，然后卸下扫描器马达组件 [3]。

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扫描器马达 [2]。

(2) 重新安装步骤

1. 将弹簧 [3] 安装到扫描器马达组件 [1]。

2. 用三颗螺钉 [2] 临时固定扫描器马达组件 [1]。

备注
• 应将螺钉 [2] 临时拧紧到可以通过弹簧力调整马达位置的程度。

• 安装扫描器马达时，确保扫描器马达断开与连接头的连接。

[1]

[2]

[2]

[3]

[1]

[2]

[1]

[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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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传动带 [2] 装到扫描器马达的滑轮 [1] 和齿轮上。

4. 按图示方向移动扫描器马达组件 [3] 两到三次，然后确保其运行顺畅。

备注
• 确认驱动皮带 [2] 在弹簧力 [4] 的作用下正确张紧。

• 如果驱动皮带 [2] 的垂度或张力过大，扫描器单元将无法正确运行。这可能

导致故障。

• 确保传动带 [2] 正确安装到滑轮 [1] 上。

5. 按图示顺序拧紧三颗螺钉 [1]，以固定扫描器马达组件。

备注
• 拧紧螺钉 [1] 时，确保不触碰到扫描器马达组件。

• 固定扫描器马达组件后，再次检查驱动皮带 [2] 的垂度和张力是否过大。

6. 将连接头 [3] 连接到扫描器马达。

7.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Scan Area] （扫描区域） -> [Main Scan Zoom Adj.] （主扫描缩放调整）进行调整。

5.5 离合器

5.5.1 纸盒 2 进纸离合器 （CL1）
1. 卸下通用纸盒。

F.5.2.4. 通用纸盒

2. 卸下 E 形环 [1]，然后卸下齿轮 [2]。

3.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三个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4. 卸下 E 形环 [3] 和垫片 [4]，然后卸下纸盒 2 进纸离合器 [5]。

备注
• 安装纸盒 2 进纸离合器时，使止动器的凸起部分进入纸盒 2 进纸离合器 [5] 

的凹陷部分。
• 连接头 [1] 和束线带必须安装到来自束线座的线束的出线侧。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3][2] [1] [4]

[2]

[1]

[1]

[3]

[1]

[2]

[1]

[2]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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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CL2）
1. 卸下通用纸盒。

F.5.2.4. 通用纸盒

2. 卸下 E 形环 [1]，然后卸下齿轮 [2]。

3. 卸下 E 形环 [1]，然后卸下齿轮 [2]。

4. 断开连接头 [1]。卸下 E 形环 [2]，然后卸下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 [3]。

备注

• 安装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时，使止动器的凸起部分进入纸盒 2 垂直传送离

合器 [3] 的凹陷部分。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5.3 纸盒 1 进纸离合器 （CL3）
1. 卸下通用纸盒。

F.5.2.4. 通用纸盒

2. 从三个束线座 [1] 和线束导板 [2] 上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3]。卸下 E 形

环 [4] 和垫片 [5]，然后卸下纸盒 1 进纸离合器 [6]。

备注

• 安装纸盒 1 进纸离合器时，使止动器的凸起部分进入纸盒 1 进纸离合器 [6] 
的凹陷部分。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5.4 对位离合器 （CL4）
1. 卸下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F.5.2.1. 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2. 拆下转印带单元。

E.3.1.8. 更换转印带单元

[1]

[2]

[1]

[2]

[1][2]

[3]

[6]

[1] [3] [4]

[5]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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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前下盖。

F.5.1.13. 前下盖

4. 卸下传送单元。

F.5.2.12. 传送单元

5. 断开连接头 [1]。卸下 E 形环 [2]，然后卸下对位离合器 [3]。

备注
• 安装对位离合器时，使止动器的凸起部分进入对位离合器 [3] 的凹陷部分。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5.5 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CL5）
1. 卸下定影单元。

E.3.1.10. 更换定影单元

2. 拆下转印带单元。

E.3.1.8. 更换转印带单元

3. 卸下碳粉盒 （Y/M/C/K）。

E.3.1.4. 更换碳粉盒

4.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5.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6.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7. 卸下左盖。

F.5.1.15. 左盖

8. 卸下出纸盘。

F.5.1.16. 出纸盘

9.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10. 卸下定影马达。

F.5.4.3. 定影马达 （M3）

11. 卸下定影加压马达。

F.5.4.11. 定影加压马达 （M11）

12. 卸下定影驱动单元。

F.5.2.13. 定影驱动单元

13. 从边盖 [1] 上卸下线束。卸下 E 形环 [2] 和轴衬 [3]。卸下弹簧 [4]、卸下齿轮组

件 [5]，然后卸下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 [6]。

备注

• 安装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时，使止动器的凸出部分配合到第 1 转印加压离合

器 [6] 的凹陷部分。

1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3]

[6]

[1]

[4] [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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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ADU 传送离合器 （CL6）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3.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4. 卸下高压单元。

F.5.3.12. 高压单元 （HV）

5. 解开两个翼片 [1]，然后卸下线束导板 [2]。

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取出线束导板 [2]。

7.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2]。

[2]

[1]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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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卸下 E 形环 [1] 和轴衬 [2]。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板 [4]。

9. 卸下 ADU 传送离合器 [1]。

备注

• 安装 ADU 传送离合器时，使其凹陷部分配合到金属板的下凸出部分。

10.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5.7 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 （CL7）
1. 打开右门。

2. 打开对位单元。

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连接头盖 [2]。

4.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线束导板 [2] 和边盖 [3] 上卸下线束。

[1]

[2]

[4]

[3]

[1]

[1]

[2]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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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 E 形环 [1]，然后卸下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 [2]。

备注

• 安装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时，使止动器的凸起部分进入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 
[2] 的凹陷部分。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5.8 进纸辊快速离合器 （CL10）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3.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4.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5. 卸下 E 形环 [1]，然后卸下轴衬 [2]。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盖板 [4]。

6. 卸下轴衬 [1]，然后卸下进纸辊快速离合器 [2]。

备注

• 安装进纸辊快速离合器，使其凹陷部分 [2] 配合到盖板的上开口。

• 将弹簧插入盖板的凹槽。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2]

[1]

[1] [2] [4]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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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风扇

5.6.1 PH/ 电源冷却风扇 （FM1）
1. 卸下左盖。

F.5.1.15. 左盖

2. 卸下出纸盘。

F.5.1.16. 出纸盘

3. 卸下六颗螺钉 [1]，然后卸下 DC 电源保护罩 [2]。

4. 断开连接头 [1]。

5.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 PH/ 电源冷却风扇组件 [3]。

6.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线束导板上卸下线束。

7. 解开两个翼片 [1]，然后卸下 PH/ 电源冷却风扇 [2]。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6.2 转印带吸尘器冷却风扇 （FM2）
1. 卸下前门。

F.5.1.12. 前门

2. 卸下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F.5.2.1. 废碳粉传送单元 / 废粉盒

3. 卸下前下盖。

F.5.1.13. 前下盖

[1]

[2][1] [1]

[3]

[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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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前盖。

F.5.1.14. 前盖

5. 卸下左盖。

F.5.1.15. 左盖

6. 卸下出纸盘。

F.5.1.16. 出纸盘

7. 卸下 DC 电源。

F.5.3.13.DC 电源 （DCPU）

8. 拆下转印带单元。

E.3.1.8. 更换转印带单元

9. 卸下碳粉盒 （Y/M/C/K）。

E.3.1.4. 更换碳粉盒

10. 卸下感光鼓组件 （Y/M/C/K）。

E.3.1.5. 更换感光鼓组件

11. 卸下显影组件 （Y/M/C/K）。

E.3.1.6. 更换显影组件

12. 卸下副料斗单元。

F.5.2.6. 副料斗单元

1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废碳粉管 [2]。

14.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15. 卸下导轨 [1]。

备注
• 安装时，将导轨的尖端插入图示位置。

[1]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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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从三个线束导板 [1] 中取出线束。

17.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备注

• 安装板时，钩住两个翼片 [3]。

18. 断开连接头 [1]。

19. 拆下螺钉 [2]。

20. 释放三个翼片 [3]，然后卸下转印带吸尘器冷却风扇组件 [4]。

21. 从线束导板 [1] 中取出线束。

22.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转印带吸尘器冷却风扇 [3]。

2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6.3 后侧冷却风扇 （FM3）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3.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1] [1]

[2] [1][1]

[3][3]

[3]

[4] [1][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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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2]。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后侧冷却风扇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6.4 碳粉盒冷却风扇 （FM4）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2.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3.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4. 解开三个翼片 [1]，然后卸下碳粉盒冷却风扇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6.5 纸张冷却风扇 （FM8）
1. 卸下上后盖。

F.5.1.19. 上后盖

[1]

[2]

[1]

[2]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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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线束导板 [1] 上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2]。

3.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纸张冷却风扇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7 其他

5.7.1 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 （SD1）
1. 卸下手送纸盒单元。

F.5.2.8. 手送纸盒单元

2. 卸下 E 形环 [1]，然后卸下激活器 [2]。

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2] [1]

[2]

[1]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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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边盖 [2] 上卸下线束。

5. 从线束导板 [3] 中取出线束。

6.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7. 从两个线束导板 [1] 中取出线束。卸下 E 形环 [2]，然后取出手送纸盒进纸离合

器 [3]。

8. 卸下螺钉 [1]，卸下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组件 [3]，同时从四个线束导板 [2] 中

卸下线束。

[3]

[2] [1]

[2]

[1]

[2]

[1] [3]

[3]

[1]

[2]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 拆卸 / 重新组装 > 5.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73

9.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10.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 [2]。

11.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7.2 出纸通道开关电磁铁 （SD3）
1. 卸下控制面板左盖 /1。

F.5.1.8. 控制面板左盖 /1

2. 卸下控制面板上盖。

F.5.1.5. 控制面板上盖

3. 卸下控制面板前盖。

F.5.1.6. 控制面板前盖

4. 卸下控制面板右盖。

F.5.1.7. 控制面板右盖

5. 打开右门和对位单元。

6.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7.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1] [2]

[1]

[2]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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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卸下门开关单元 [1] 的四颗螺钉 [2]。

9. 断开连接头 [1]。

10. 从束线座 [2] 和边盖 [3] 上卸下线束。

11. 卸下门开关单元 [2]，露出两条皮带 [1]。

12.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卸下弹簧 [3]。

[1]

[2]

[2]

[2]

[3]

[1]

[2]

[1]

[1]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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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出纸通道开关电磁铁组件 [2]。

14.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卸下激活器 [3]，然后卸下出纸通道开关

电磁铁 [4]。

1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7.3 显影电磁铁 （SD4）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3. 打开 PWB 盒。

F.5.2.10. 如何打开 PWB 盒

4. 断开两个连接头 [1]，然后从束线座 [2] 和边盖 [3] 上卸下线束。

5. 卸下螺钉 [4]，然后卸下显影电磁铁 [5]。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7.4 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 （SD6）
1. 卸下手送纸盒单元。

F.5.2.8. 手送纸盒单元

2.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线束导板 [2] 上卸下线束。

[1]

[2]

[1] [2]

[4][3]

[3]

[4] [1][5]

[2][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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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组件 [2]。

4.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5. 卸下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 [1]。

备注
• 安装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使翼片 [2] 在手动纸盒拾纸辊盖板 [3] 下方的某

个位置。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7.5 传真扬声器 （SP1）
1. 卸下控制面板上盖。

F.5.1.5. 控制面板上盖

2. 卸下控制面板前盖。

F.5.1.6. 控制面板前盖

3. 卸下控制面板右盖。

F.5.1.7. 控制面板右盖

4. 卸下控制面板左盖 /1。

F.5.1.8. 控制面板左盖 /1

[1]

[2]

[2]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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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两颗螺钉 [1]。从束线座 [2] 上卸下电缆。卸下束线座 [3]，然后从线束导

板 [4] 上卸下线束。

6. 卸下八颗螺钉 [1]，然后卸下传真扬声器组件 [2]。

7.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2]。

8.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2]

[3][4]

[1]

[2] [1]

[1]

[1]

[1]

[2]

[2]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 拆卸 / 重新组装 > 5.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78

9.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传真扬声器 [2]。

10.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7.6 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VR1）

(1) 拆卸步骤
1. 打开手送纸盒。

2.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3. 从线束导板 [1] 中取出线束。

4. 从两个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5. 卸下四颗螺钉 [2]，然后卸下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组件 [3]。

[2]

[1]

[1]

[2][1]

[1]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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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卸下齿轮 [1]。

7. 卸下两颗螺钉 [1]。

8. 断开连接头 [2]，然后卸下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3]。

[1]

[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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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安装步骤

1. 将手送进纸导向板支架齿轮上的匹配标记 [2] 与两个齿轮肋 [1] 对齐，然后安装

两个手送进纸导向板齿条齿轮 [3]。

2. 安装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组件 [3] 时，确保手送进纸导向板支架齿轮上的

凹槽 [1] 与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组件上的齿轮孔 [2] 在一条直线上。

3. 使用四颗螺钉固定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组件。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 安装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底座后，确认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的杆在连接到手送进纸导向板后可顺畅移动。

6.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Manual Bypass Tray Width Adj] （手送纸盒宽度调整）执行调整。

[1]

[1]

[2]

[2]

[3]

[3]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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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 除臭滤网

备注
• 除臭滤网仅在出货国家为中国的型号上标配。

1. 卸下通风盖 [1]。

2. 解开两个翼片 [1]，然后卸下滤网盖 [2]。

3. 卸下除臭滤网 [1]。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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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F-632/SP-501

6.1 前盖 （DF-632）
1. 打开自动双面输稿器。

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前盖 [2]。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6.2 后盖 （DF-632）
1. 打开自动双面输稿器。

2. 卸下 4 颗螺钉 [1]。

备注

• 如果由于铰链止动器的设置位置而将自动双面输稿器设为提升最多 60 度，

请改变下侧的设置位置，使得自动双面输稿器可以完全打开。

3. 打开左盖 [1]。

4. 卸下后盖 [1]。

备注

• 安装后盖时，进纸盒的凸出部分 [2] 将配合到后盖上的凹槽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1]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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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左盖单元 （DF-632）
1. 卸下后盖。

F.6.2. 后盖 （DF-632）

2. 卸下螺钉 [1]，然后从线束导板上卸下接地线 [2]。

3.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线束导板 [2] 上卸下线束。

4.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轴 [2]。

5. 卸下图示左盖单元 [2] 的同时如图所示将线束压入孔 [1]。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

[2]

[1]

[1][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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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自动双面输稿器 （DF-632）
Procedure_C360i

1. 卸下两个铰链盖 [1]。

2. 从主机背面卸下 DF 电缆护套。

F.5.1.18.DF 电缆护套

3. 卸下电缆带 [1]，然后断开两个连接头 [2]。

4. 打开自动双面输稿器 [1]。

备注
• 如果由于铰链止动器的设置位置而将自动双面输稿器设为提升最多 60 度，

请改变下侧的设置位置，使得自动双面输稿器可以完全打开。

5. 卸下两颗螺钉 [2]。

6. 卸下自动双面输稿器 [1]。

[1]

[2][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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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备注

• 移动自动双面输稿器时，务必握住指定位置。如果位置不当，输稿器主体可

能变形。
• 从主机卸下自动双面输稿器后，将其放在地面或类似物体上，如图所示。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6.5 玻璃清洁辊单元 （DF-632）
1. 卸下前盖。

F.6.1. 前盖 （DF-632）

2. 卸下双重扫描输稿器。

F.6.4. 自动双面输稿器 （DF-632）

3. 如图所示垂直放置自动双面输稿器。

4. 卸下 C 形夹 [1] 和轴衬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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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 C 形夹 [1]，移动轴衬 [2]，然后卸下皮带 [3]。

6. 卸下玻璃清洁辊单元 [4]。

7. 备注

• 安装玻璃清洁辊单元 [2] 时，确保透明纸张 [1] 在玻璃清洁辊单元 [2] 之外。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安装玻璃清洁辊单元时，需要进行以下调整。

• 调整激活器 [1]，使其所在位置挡住读稿台清洁传感器 [2] 的光，然后安装皮

带。

• 完成上述调整后，当您打开主电源开关时，确保轴 [1] 在正确位置 （原位）

上。

[1] [2][3]

[4]

[2]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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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DF 控制板 （DFCB）（DF-632）
1. 卸下后盖。

F.6.2. 后盖 （DF-632）

2. 从 DF 控制板断开所有 15 个连接头。

3.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 DF 控制板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用新的 DF 控制板更换后，务必执行以下步骤。

• 安装固件。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Original Tray Width] （原稿盒宽度）。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Mixed Original Size Adjustment] （混合原稿尺寸调整）。

6.7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VR1）（DF-632）
1. 卸下后盖。

F.6.2. 后盖 （DF-632）

2. 抬起进纸纸盒 [1]。

3. 卸下出纸 [1] 杆。 

4. 卸下六颗螺钉 [2]，然后卸下盖板 [3]。

5. 卸下两颗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然后卸下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3]。

备注
• 安装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时，完全加宽进纸盒的侧缘挡块 [4]，确保齿轮的

圆孔 [5] 在图示位置上。

[1]

[2][1]

[1]

[2]

[1] [2][3]

[1]

[2] [3]

[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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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备注

• 安装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时，按图示方向进行安装。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更换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后确保执行以下操作。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Original Tray Width] （原稿盒宽度）。

• 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再重新打开，检查尺寸检测操作是否正常。

6.8 文档读取马达 （M1）（DF-632）
1. 卸下后盖。

F.6.2. 后盖 （DF-632）

2. 卸下读取辊释放马达。

F.6.12. 读取辊释放马达 （M5）（DF-632）

3. 卸下弹簧 [1]，然后卸下三颗螺钉 [2]。

4. 断开连接头 [3]，然后卸下文档读取马达组件 [4]。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文档读取马达 [2]。

6. 备注

• 安装时，将文档读取马达设定到图示的皮带位置 [1]。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6.9 进纸马达 （M2）（DF-632）
1. 卸下后盖。

F.6.2. 后盖 （DF-632）

[4] [2]

[1][3]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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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抬起进纸纸盒 [1]。

3. 断开连接头 [1]。

4.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进纸马达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6.10 对位马达 （M3）（DF-632）
1. 卸下后盖。

F.6.2. 后盖 （DF-632）

2. 卸下进纸马达。

F.6.9. 进纸马达 （M2）（DF-632）

3. 断开连接头 [1]。

4. 拆下弹簧 [2]。

5.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对位马达组件 [2]。

[1]

[2] [1][3]

[1]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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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对位马达 [2]。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6.11 玻璃清洁马达 （M4）（DF-632）
1. 卸下前盖。

F.6.1. 前盖 （DF-632）

2. 断开连接头 [1]。

3.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玻璃清洁马达 [3]。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6.12 读取辊释放马达 （M5）（DF-632）
1. 卸下后盖。

F.6.2. 后盖 （DF-632）

2. 断开 DF 控制板上的连接头 （J18） [1]。

3. 卸下五个束线座 [1]，然后从线束导板 [2] 上卸下线束。

[1]

[1][2]

[1][2]

[2][3]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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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驱动组件 [2]。

5. 断开连接头 [1]。

6.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读取辊释放马达 [3]。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6.13 出纸辊释放电磁铁 （SD1）（DF-632）
1. 卸下后盖。

F.6.2. 后盖 （DF-632）

2. 抬起进纸纸盒 [1]。

3. 断开连接插头 [1]。

4.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板 [3]。

[1]

[2] [1]

[2]

[3] [1]

[1]

[1]

[3] [2]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 拆卸 / 重新组装 > 6. DF-632/SP-501

F-92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出纸辊释放电磁铁 [2]。

备注

• 要将出纸辊释放电磁铁装回原位置，标记螺钉安装位置。

6. 备注

• 安装时，将线束穿过图示的孔 [1]。

7. 备注

• 在底部 [1] 将芯线插入，使图示部分 [2] 合理设定，再安装出纸辊释放电磁

铁。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6.14 印记单元 （SP-501）

1. 打开左盖 [1]。

[1][2]

[1]

[1]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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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起导板 DF1 [1]。

3.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盖 [3]。

备注
• 边卸下导板边将其右移 （从主机后侧看）。

4.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接地端子 [2]。

5. 断开连接头 [3]。

6. 卸下印记单元 [4]。

备注
• 确保接地端子在印记单元安装托架的上侧。
• 如图所示穿过线束，使其连接头在导板下方。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注意不要夹伤线束。

6.15 印戳 （SP-501）

1. 打开左盖 [1]。

2. 提起导板 DF1 [1]。

3.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盖 [3]。

[1]

[2]

[3]

OK NG

[1][3] [2]

[4]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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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出用过的印记，然后安装备用发送印记 [1]。

备注

• 将印戳的圆形销钉与印记单元中的凹槽对齐。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注意不要夹伤线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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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F-714/SP-501

7.1 前盖 （DF-714）
1. 打开双重扫描输稿器。

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前盖 [2]。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7.2 后盖 （DF-714）
1. 打开双重扫描输稿器。

2. 卸下三颗螺钉 [1]。

3. 撕下垫子后，卸下螺钉 [2]。

备注

• 如果由于铰链止动器的设置位置而将自动双面输稿器设为提升最多 60 度，

请改变下侧的设置位置，使得自动双面输稿器可以完全打开。

4. 打开左盖 [1]。

5. 卸下后盖 [1]。

备注

• 安装后盖时，进纸盒的凸出部分 [2] 将配合到后盖上的凹槽 [3]。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1]

[2]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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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左盖单元 （DF-714）
1.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2. 卸下螺钉 [1]，然后从线束导板上卸下接地线 [2]。

3. 断开两个连接头 [1]，然后从线束导板 [2] 上卸下线束。

4.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轴 [2]。

5. 卸下螺钉 [1]。

6. 卸下图示左盖单元 [3] 的同时如图所示将线束压入孔 [2]。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1]

[2]

[1]

[2]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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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双重扫描输稿器 （DF-714）

1. 卸下两个铰链盖 [1]。

2. 卸下 DF 电缆护套。

F.5.1.18.DF 电缆护套

3. 卸下主机的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4. 从两个束线座 [1] 上卸下电缆，然后断开连接头 [2]。

5. 卸下电缆带 [1]，然后断开三个连接头 [2]。

6. 打开双重扫描输稿器 [1]。

备注
• 如果由于铰链止动器的设置位置而将自动双面输稿器设为提升最多 60 度，

请改变下侧的设置位置，使得自动双面输稿器可以完全打开。
7. 卸下两颗螺钉 [2]。

8. 卸下双重扫描输稿器 [1]。

[1]

[2]

[1]

[2]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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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备注

• 移动双重扫描输稿器时，务必握住指定位置。如果位置不当，输稿器主体可

能变形。
• 从机器卸下双重扫描输稿器后，将其放在地面或类似物体上，如图所示。

10.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7.5 前侧玻璃清洁辊单元 （DF-714）
1. 卸下前盖。

F.7.1. 前盖 （DF-714）

2. 卸下双重扫描输稿器。

F.7.4. 双重扫描输稿器 （DF-714）

3. 如图所示垂直放置双重扫描输稿器。

4. 卸下 C 形夹 [1] 和轴衬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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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 C 形夹 [1]，移动轴衬 [2]，然后卸下皮带 [3]。

6. 卸下前侧玻璃清洁辊单元 [4]。

7. 备注

• 安装玻璃清洁辊单元 [2] 时，确保透明纸张 [1] 在玻璃清洁辊单元 [2] 之外。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安装正面玻璃清洁辊单元时，需要进行以下调整。

• 调整激活器 [1]，使其所在位置挡住读稿台清洁传感器 [2] 的光，然后安装皮

带。

• 完成上述调整后，当您打开主电源开关时，确保轴 [1] 在正确位置 （原位）

上。

[1] [2][3]

[4]

[2]

[1]

[1] [2]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 拆卸 / 重新组装 > 7. DF-714/SP-501

F-100

7.6 背面玻璃清洁辊单元 （DF-714）
1. 打开双重扫描输稿器。

2. 打开开合导板 [1]。

3. 在剥开衬垫时卸下螺钉 [1]，然后在打开开合导板时，卸下盖板 [2]。

4. 卸下螺钉 [1] 和 E 形环 [2]，然后卸下轴衬 [3]。

5. 备注

• 安装轴衬 [3] 后，将定位销 [1] 放置在槽位 [2] 的中间。

[1]

[1][2]

[1]

[3]

[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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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卸下 E 形环 [1]。

7. 卸下齿轮 [2]，然后卸下皮带 [3]。

8. 卸下轴衬 [4]。

9. 卸下背面玻璃清洁辊单元 [5]。

10.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安装背面玻璃清洁辊单元时，需要进行以下调整。

• 使轴的 D 裁切表面 [2] 与轴衬上的标记线 [1] 对齐。

• 安装皮带时，将滑轮上的线 [1] 与传送导板上的线 [2] 对齐。

7.7 CIS 模块 （CIS）（DF-714）
1. 卸下前盖。

F.7.1. 前盖 （DF-714）

2.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3]

[5]

[1][2]

[4]

[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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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抬起进纸纸盒 [1]。

4. 卸下前面的固定爪 [2]，然后从工作区域中取出进纸盒 [1]。

5. 卸下十颗螺钉 [1]，然后断开连接头 [2]。

6. 从线束导板 [3] 上卸下线束，然后卸下传送导板 [4]。

备注
• 需要注意的是，虚线圆中螺钉 [1] （从正面看时在左侧的螺钉）的安装与其

他九颗螺钉 [1] 不同。

7. 卸下螺钉 [1]，然后断开两个连接头 [2]。

8.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9. 卸下两颗螺钉 （正面） [1]。

[1]
[2]

[1][1] [4]

[1]
[2]

[3][1]

[2]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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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卸下两颗螺钉 （背面） [1]。

11. 如图所示卸下 CIS 模块 [1]。

12. 卸下左右 E 形环 [1]，然后卸下金属件 [2]。

1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用新的 CIS 模块更换后，务必执行以下步骤。

• 调整 ADF 上的背面歪斜进纸。

G.4.3. 调整 ADF 上的背面歪斜进纸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CCD Calibration] （CCD 校正）。

I.10.7.CCD Calibration （CCD 校正）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Line Mag Setting] （线路倍率设置）。

I.10.11.Line Mag Setting （线路放大设置）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ADF]->[Auto Stop Position Adjustment] （自动停止位置调整） ->[Sub Scanning Direction 2-Side] （副

扫描方向双面）。

I.15.3.Auto Stop Position Adjustment （自动停止位置调整）

• 执行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ADF]->[Auto Stop Position Adjustment]（自动停止位置调整） ->[Main Scanning (Back)]（主扫描（背

面））。
I.15.3.Auto Stop Position Adjustment （自动停止位置调整）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FD-Mag. Adj. (B)] （FD 放大调整 （B））。

I.15.12.FD-Mag. Adj. (B) （FD 放大调整 （B））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Main Scanning Direction Zoom] （主扫描方向缩放）。

I.15.13.Main Scanning Direction Zoom （主扫描方向缩放）

[1]

[1]

[1]

[2]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 拆卸 / 重新组装 > 7. DF-714/SP-501

F-104

7.8 DF 控制板 （DFCB）（DF-714）
1.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2. 从 DF 控制板断开所有 19 个连接头。

3.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 DF 控制板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用新的 DF 控制板更换后，务必执行以下步骤。

• 安装固件。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Original Tray Width （原稿盒宽度） ]。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Mixed original Size adjustment （混合原稿尺寸调整） ]。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Multi-Feed DetectionAdj. （多页进纸检测调整） ]。

7.9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VR1）（DF-714）
1.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2. 抬起进纸纸盒 [1]。

3. 卸下出纸 [1] 杆。

4. 卸下六颗螺钉 [2]，然后卸下盖板 [3]。

5. 卸下两颗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然后卸下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3]。

备注

• 安装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时，完全加宽进纸盒的侧缘挡块 [4]，确保齿轮的

圆孔 [5] 在图示位置上。

[1]

[1] [2]

[1]

[2]

[1] [2][3]

[1]

[2] [3]

[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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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备注

• 安装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时，按图示方向进行安装。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更换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后确保执行以下操作。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Original Tray Width] （原稿盒宽度）。

I.15.6.Original Tray Width （原稿盒宽度）

• 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再重新打开，检查尺寸检测操作是否正常。

7.10 CIS 电源 （CISPU）（DF-714）
1. 卸下前盖。

F.7.1. 前盖 （DF-714）

2.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3. 抬起进纸纸盒 [1]。

4. 卸下前面的固定爪 [2]，然后从工作区域中取出进纸盒 [1]。

5. 卸下十颗螺钉 [1]，然后断开连接头 [2]。

6. 从线束导板 [3] 上卸下线束，然后卸下传送导板 [4]。

备注

• 需要注意的是，虚线圆中螺钉 [1] （从正面看时在左侧的螺钉）的安装与其

他九颗螺钉 [1] 不同。

7. 断开两个连接头 [1]。

8.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 CIS 电源 [3]。

9.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1][1] [4]

[1]
[2]

[3][1]

[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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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文档读取马达 （M1）（DF-714）

拆卸步骤
1.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2. 卸下读取辊释放马达。

F.7.14. 读取辊释放马达 （M4）（DF-714）

3. 断开连接头 [1]。

4. 拆下螺钉 [2]。

5.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文档读取马达组件 [2]。

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文档读取马达 [2]。

重新安装步骤

1. 松开螺钉 [1]，沿箭头方向移动张力板 [2]，以减小皮带张力。

2. 拧紧螺钉 [1]。

3. 使用四颗螺钉安装文档读取马达组件。

[1][2]

[1]

[2]

[1]

[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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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松开螺钉 [1]，对皮带施加张力。

5. 拧紧螺钉 [1]。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7.12 进纸马达 （M2）（DF-714）
1.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2. 断开连接头 [1]。

3. 拆下螺钉 [2]，然后拆下接地板 [3]。

4. 卸下螺钉 [4]。

5.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进纸马达组件 [2]。

6. 卸下两颗螺钉 [1] 和皮带 [2]，然后卸下进纸马达 [3]。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7.13 对位马达 （M3）（DF-714）
1.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2. 卸下读取辊释放马达。

F.7.14. 读取辊释放马达 （M4）（DF-714）

3. 卸下文档读取马达。

F.7.11. 文档读取马达 （M1）（DF-714）

[1]

[1] [2]

[3][4]

[1]

[2]

[1][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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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弹簧 [1]，然后卸下三颗螺钉 [2]。

5. 断开连接头 [3]，并卸下对位马达组件 [4]。

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对位马达 [2]。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7.14 读取辊释放马达 （M4）（DF-714）
1.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2. 断开 DF 控制板上的连接头 （J18） [1]。

3. 卸下六个束线座 [1]，然后从线束导板 [2] 上卸下线束。

[2][3] [4]

[1][2]

[1]

[2][1]

[1]

[1] [1]

[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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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两颗螺钉 [1]，解开翼片 [2]，然后将线束导板 [3] 从工作区域移出。

5. 卸下螺钉 [1]。

6. 卸下两颗螺钉 [1]。

7. 断开连接头 [1]，并卸下读取辊释放马达组件 [2]。

8. 从两个线束导板 [3] 中取出线束。

[2]

[1][3]

[1]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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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读取辊释放马达 [2]。

10.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7.15 CIS 清洁马达 （M5）（DF-714）
1.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2. 断开连接头 [1]。

3.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 CIS 清洁马达 [3]。

备注
• 安装时，确保将皮带 [5] 紧紧地套在滑轮上的齿轮 [4] 上。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7.16 读稿台清洁马达 （M6）（DF-714）
1. 卸下前盖。

F.7.1. 前盖 （DF-714）

2. 断开连接头 [1]。

3.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读稿台清洁马达 [3]。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1]

[2]

[2][1]

[2]

[4][5]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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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DF 冷却风扇马达 （FM1）（DF-714）
1.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2. 断开连接头 [1]。

3. 卸下 DF 冷却风扇马达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7.18 CIS 电缆 （DF-714）
1. 卸下前盖。

F.7.1. 前盖 （DF-714）

2.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3. 卸下读取辊释放马达。

F.7.14. 读取辊释放马达 （M4）（DF-714）

4. 卸下 CIS 清洁马达。

F.7.15.CIS 清洁马达 （M5）（DF-714）

5. 卸下 CIS 模块。

F.7.7.CIS 模块 （CIS）（DF-714）

6. 卸下一颗螺钉 [1]。然后，从 CIS 电缆上卸下束线座 [2]。

7. 卸下 CIS 电缆。

备注
• 如果 CIS 电缆要换新，则先卸下两个连接到旧 CIS 电缆的束线座 [1]，然后

连接到新电缆。
• 将束线座安装在其之前位置上。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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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印记单元 （SP-501）

1. 撕掉垫子 （左侧两处） [1]。

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3. 卸下螺钉 [1]。

4. 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2] 的连接。

5. 拆下螺钉 [1]，然后拆下导板 [2]。

备注

• 安装时，将接地端子穿过图示的孔 [3]。

6.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印记单元 [2]。

备注

• 安装时，将线束穿过图示的孔 [3]。
• 确保接地端子在印记单元安装托架的上侧。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1] [2]

[1] [2]

[2]

[1][3]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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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印戳 （SP-501）

1. 撕掉垫子 （左侧两处） [1]。

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3. 卸下螺钉 [1]。

4. 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2] 的连接。

5. 拆下螺钉 [1]，然后拆下导板 [2]。

备注

• 安装时，将接地端子穿过图示的孔 [3]。

6. 取出用过的印记，然后安装备用发送印记 [1]。

备注

• 将印戳的圆形销钉与印记单元中的凹槽对齐。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1] [2]

[1] [2]

[2]

[1][3]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 拆卸 / 重新组装 > 7. DF-714/SP-501

F-114

7.21 多页进纸接收器板 （MFRB）（DF-714）
1. 卸下左盖单元。

F.7.3. 左盖单元 （DF-714）

2. 卸下进纸组件。

E.3.3.1. 更换进纸组件

3.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4. 卸下螺钉 [1]，断开两个连接头 [2]，然后卸下多页进纸接收器板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在多页进纸接收器板换新后，务必执行以下步骤。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Multi-Feed DetectionAdj. （多页进纸检测调整） ]。

7.22 多页进纸检测板 / 发送 （MFDB/TX）
1. 卸下前盖。

F.7.1. 前盖 （DF-714）

2. 卸下后盖。

F.7.2. 后盖 （DF-714）

3. 抬起进纸纸盒 [1]。

4. 松开前面的固定爪 [2]，然后从工作区域中取出进纸盒 [1]。

5. 卸下 10 颗螺钉 [1]，然后断开连接头 [2]。

6. 从线束导板 [3] 上卸下线束，然后卸下传送导板 [4]。

备注

• 需要注意的是，虚线圆中螺钉 [1] （从正面看时在左侧的螺钉）的安装与其

他九颗螺钉 [1] 不同。

[1][2]

[1]

[1] [2]

[3]

[1]
[2]

[1][1] [4]

[1]
[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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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翻转胶片 [1]，然后卸下螺钉 [2]。

8. 断开连接头 [3]，然后卸下多页进纸检测板发送 [4]。

备注
• 将翻转的胶片恢复到其原始状态。

9.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在多页进纸检测板 / 发送换新后，务必执行以下步骤。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Multi-Feed DetectionAdj. （多页进纸检测调整） ]。

7.23 多页进纸检测板 / 接收 （MFDB/RX）
1. 卸下左盖单元。

F.7.3. 左盖单元 （DF-714）

2. 卸下进纸组件。

E.3.3.1. 更换进纸组件

3.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4. 卸下螺钉 [1]，断开连接头 [2]，然后卸下多页进纸检测板 / 接收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在多页进纸检测板 / 接收换新后，务必执行以下步骤。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Multi-Feed DetectionAdj. （多页进纸检测调整） ]。

[1][3]

[2] [4]

[1][2]

[1]

[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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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C-116/PC-216

8.1 右门 （PC-116/PC-216）
1. 打开右门。

2.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右门 [2]。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8.2 后右盖 （PC-116/PC-216）

1.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后右盖 [2]。

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8.3 后盖 （PC-116/PC-216）

1.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后盖 [2]。

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8.4 纸盒 3、纸盒 4 （PC-116/PC-216）

备注

• 纸盒 3 与纸盒 4 的机构相同。此程序显示针对纸盒 3 的步骤。

1. 滑出纸盒 3，取出纸张。

[2]

[1]

[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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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止动器 [1] 移向左侧。

3. 抓住纸盒 3 将其卸下。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8.5 进纸柜 （PC-116/PC-216）

1. 滑出纸盒 2 和纸盒 3。

2.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固定架 [2]。

[1]

注意
• 抓住传送手柄时，注意不要让主机夹伤手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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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固定架 [2]。

4. 将纸盒 2 和纸盒 3 滑回。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两个固定架 [2]。

6.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后下盖 [2]。

7. 断开三个连接头 [1]。

8. 拉出传送手柄。

[1]

[2]

[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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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抓住主机左右两侧上的传送手柄，提起主机 [1]，然后卸下进纸柜 [2]。

备注

• 传送或移动主机时，指派足够的人员。

8.6 纸盒 3 通用纸盒 （PC-116/PC-216）
1. 卸下右门。

F.8.1. 右门 （PC-116/PC-216）

2. 卸下后右盖。

F.8.2. 后右盖 （PC-116/PC-216）

3. 滑出纸盒 3。

4. 解开三个翼片 [1]，然后卸下线束盖 [2]。

5. 从两个束线座 [3] 上卸下线束。

6. 断开两个连接头 [4]。

7.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纸盒 3 通用纸盒 [2]。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8.7 纸盒 4 通用纸盒 （PC-216）
1. 卸下右门。

F.8.1. 右门 （PC-116/PC-216）

2. 卸下后右盖。

F.8.2. 后右盖 （PC-116/PC-216）

3. 滑出纸盒 4。

4. 解开三个翼片 [1]，然后卸下线束盖 [2]。

5. 从束线座 [3] 上卸下线束。

6. 断开两个连接头 [4]。

[2]

[1]

[1] [4]

[1][2] [3]

[1]

[2]

[4]

[1]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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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8.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纸盒 4 通用纸盒 [2]。

9.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8.8 PC 控制板 （PCCB）（PC-116/PC-216）
1. 卸下后盖。

F.8.3. 后盖 （PC-116/PC-216）

2. 断开 PC 控制板上的所有连接头。

3.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 PC 控制板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8.9 纸盒 3 缺纸指示灯板 （PEIB/3）、纸盒 4 缺纸指示灯板 （PEIB/4）（PC-116/PC-216）

备注
• 纸盒 3 缺纸指示灯板和纸盒 4 缺纸指示灯板具有相同的形式和机构。此程序显示针对纸盒 3 缺纸指示灯板的步骤。

1. 滑出纸盒 3。

2. 滑出纸盒 4。

3.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右前盖 [2]。

[1]

[2]

[1]

[2]

[1][2]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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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断开连接头 [1]。

5.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纸盒 3 缺纸指示灯板 [3]。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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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纸盒 3 FD 纸张尺寸板 （FDPSB/3）、纸盒 4 FD 纸张尺寸板 （FDPSB/4）（PC-116/PC-216）

备注
• 纸盒 3 FD 纸张尺寸板和纸盒 4 FD 纸张尺寸板具有相同的形式和机构。此程序显示针对纸盒 3 FD 纸张尺寸板的步骤。

1. 卸下纸盒 3 和纸盒 4。

F.8.4. 纸盒 3、纸盒 4 （PC-116/PC-216）

2. 断开连接头 [1]。

3. 卸下螺钉 [2] 和三个翼片 [3]，然后卸下纸盒 3 FD 纸张尺寸板组件 [4]。

4. 卸下螺钉 [1] 和翼片 [2]，然后卸下纸盒 3 FD 纸张尺寸板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8.11 纸盒 3 CD 纸张尺寸板 （CDPSB/3）（PC-116/PC-216）
1. 卸下后盖。

F.8.3. 后盖 （PC-116/PC-216）

2. 断开 PC 控制板上的连接头 [1]。

3. 卸下纸盒 3 和纸盒 4。

F.8.4. 纸盒 3、纸盒 4 （PC-116/PC-216）

4.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纸盒 3 提升马达组件 [2]。

[3]

[3]

[1]

[2] [4]

[1] [3] [2]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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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螺钉 [1]，卸下弹簧 [2]，然后卸下纸盒 3 CD 纸张尺寸板 [3]。

6. 断开连接头 [1]。

7.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纸盒 3 CD 纸张尺寸板 [3]。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8.12 纸盒 4 CD 纸张尺寸板 （CDPSB/4）（PC-216）
1. 卸下后盖。

F.8.3. 后盖 （PC-116/PC-216）

2. 断开 PC 控制板上的连接头 [1]。

3. 卸下纸盒 3 和纸盒 4。

F.8.4. 纸盒 3、纸盒 4 （PC-116/PC-216）

4.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纸盒 4 提升马达组件 [2]。

[1] [2]

[3]

[3]

[2] [1]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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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螺钉 [1]，卸下弹簧 [2]，然后卸下纸盒 4 CD 纸张尺寸板 [3]。

6. 断开连接头 [1]。

7.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纸盒 4 CD 纸张尺寸板 [3]。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8.13 纸盒 3 进纸马达 （M111）、纸盒 4 进纸马达 （M121）（PC-116/PC-216）

备注

• 纸盒 3 进纸马达和纸盒 4 进纸马达具有相同的形式和机构。此程序显示针对纸盒 3 进纸马达的步骤。

1. 卸下后盖。

F.8.3. 后盖 （PC-116/PC-216）

2. 卸下 3 颗螺钉 [1]。

3. 断开连接头 [2]，并卸下纸盒 3 进纸马达组件 [3]。

备注

• 安装纸盒 3 进纸马达组件时，注意不要忘记将皮带套到齿轮上。

4.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纸盒 3 进纸马达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8.14 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 （M112）、纸盒 4 垂直传送马达 （M122）（PC-116/PC-216）

备注
• 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和纸盒 4 垂直传送马达具有相同的形式和机构。此程序显示针对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的步骤。

1. 卸下后盖。

F.8.3. 后盖 （PC-116/PC-216）

[1] [2]

[3]

[3]

[2] [1]

[1]

[1][3]

[2]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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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三颗螺钉 [1]。

3. 断开连接头 [2]，并卸下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组件 [3]。

备注
• 安装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组件时，注意不要忘记将皮带套到齿轮上。

4.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8.15 纸盒 3 提升马达 （M113）、纸盒 4 提升马达 （M123）（PC-116/PC-216）

备注

• 纸盒 3 提升马达和纸盒 4 提升马达具有相同的形式和机构。此程序显示针对纸盒 3 提升马达的步骤。

1. 卸下后盖。

F.8.3. 后盖 （PC-116/PC-216）

2. 断开连接头 [1]。

3. 卸下三颗螺钉 [2]，然后卸下纸盒 3 提升马达 [3]。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3][2] [1]

[1]

[1][2]

[1]

[2]

[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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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C-416

9.1 右门 （PC-416）
1. 打开右门。

2.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右门 [2]。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9.2 后右盖 （PC-416）

1.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后右盖 [2]。

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9.3 后盖 （PC-416）

1.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后盖 [2]。

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9.4 进纸盒 （PC-416）
1. 滑出进纸盒，取出纸张。

2. 松开螺钉 [1]，并拉下止动器 [2]。

3. 卸下进纸盒。

[2]

[1]

[1]

[2]

[1]

[2]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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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9.5 进纸柜 （PC-416）

1. 滑出纸盒 2 和纸盒 3。

2.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固定架 [2]。

3.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固定架 [2]。

4. 将纸盒 2 和纸盒 3 滑回。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两个固定架 [2]。

注意
• 抓住传送手柄时，注意不要让主机夹伤手指。

[1]

[2]

[1]

[2]

[1]

[2]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 拆卸 / 重新组装 > 9. PC-416

F-128

6.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后下盖 [2]。

7. 断开三个连接头 [1]。

8. 拉出传送手柄。

9. 抓住主机左右两侧上的传送手柄，提起主机 [1]，然后卸下进纸柜 [2]。

备注
• 传送或移动主机时，指派足够的人员。

9.6 通用纸盒 （PC-416）
1. 卸下右门。

F.9.1. 右门 （PC-416）

2. 卸下后右盖。

F.9.2. 后右盖 （PC-416）

3. 滑出进纸盒。

4. 解开三个翼片 [1]，然后卸下线束盖 [2]。

5. 从两个束线座 [3] 上卸下线束。

6. 断开两个连接头 [4]。

[1]

[2]

[1]

[2]

[1]

[4][1]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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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通用纸盒 [2]。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9.7 PC 控制板 （PCCB）（PC-416）
1. 卸下后盖。

F.9.3. 后盖 （PC-416）

2. 断开 PC 控制板上的所有连接头。

3.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 PC 控制板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9.8 纸盒 3 缺纸指示灯板 （PEIB/3）（PC-416）
1. 滑出进纸盒。

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前右盖 [2]。

3. 断开连接头 [1]。

4.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纸盒 3 缺纸指示灯板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9.9 进纸马达 （M131）（PC-416）
1. 卸下后盖。

F.9.3. 后盖 （PC-416）

[1]

[2]

[1]

[2][1]

[1]

[1] [2]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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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三颗螺钉 [1]。

3. 断开连接头 [2]，并卸下进纸马达组件 [3]。

备注
• 安装进纸马达组件时，注意不要忘记将皮带套到齿轮上。

4.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进纸马达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9.10 垂直传送马达 （M132）（PC-416）
1. 卸下后盖。

F.9.3. 后盖 （PC-416）

2.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3. 卸下三颗螺钉 [2]。

4. 断开连接头 [3]，并卸下垂直传送马达组件 [4]。

备注

• 安装垂直传送马达组件时，注意不要忘记将皮带套到齿轮上。

5.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垂直传送马达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9.11 升降马达 （M134）（PC-416）
1. 滑出进纸盒。

2. 卸下后盖。

F.9.3. 后盖 （PC-416）

[1]

[2][1][3]

[1][2]

[1]

[2][1]

[2] [4][3]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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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断开连接头 [1]。

4. 卸下三颗螺钉 [2]，然后卸下升降马达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9.12 移位马达 （M133）（PC-416）
1. 滑出进纸盒。

2. 卸下后盖。

F.9.3. 后盖 （PC-416）

3. 断开连接头 [1]。

4. 卸下三颗螺钉 [2]，然后卸下移位马达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9.13 钢丝绳 （PC-416）
1. 滑出进纸盒。

2.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3]。

[2]

[3] [2][1]

[2]

[3] [2][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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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八颗螺钉 [1]，然后卸下前盖组件 [2]。

4. 卸下进纸盒。

F.9.4. 进纸盒 （PC-416）

5. 卸下两个 C 形环 [1]。

6. 卸下两个滑轮盖 [2]。

7. 卸下两个滑轮 [3]。

8.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1]

[1]
[2]

[1]

[3] [2][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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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卸下右纸张导板的六颗螺钉 [1]。

10. 卸下 C 形环 [1]。

11. 卸下两个滑轮盖 [2]。

12. 卸下两个滑轮 [3]。

13. 卸下三个电缆固定夹具（白色） [1] 和电缆固定夹具（黑色） [2]，然后卸下主

纸盘 [3]。

备注
• 注意不要弯曲钢丝绳。

14. 卸下右纸张导板组件 [1]。

[1]

[1]

[1]

[1]

[2][2] [3]

[1] [3]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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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倒置纸盘。

16. 卸下 C 形环 [1] 和轴衬 [2]。

17. 恢复纸盘的原始状态。

18. 卸下两个 C 形环 [1] 和两个钢丝滑轮 [2]。

19. 从钢丝滑轮 [2] 中卸下钢丝绳。

备注
• 注意不要丢失销钉。
• 装回钢丝滑轮 [2] 时，确认来自两个钢丝滑轮的钢丝绳的方向相同。

20.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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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U-302

10.1 右盖 （LU-302）
1. 打开上门。

2.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右盖 [2]。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0.2 前盖 （LU-302）
1. 卸下右盖。

F.10.1. 右盖 （LU-302）

2.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3. 松开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前盖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0.3 后盖 （LU-302）
1. 卸下右盖。

F.10.1. 右盖 （LU-302）

[1]

[2]

[1][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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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3. 松开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后盖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0.4 进纸盖 （LU-302）
1. 卸下右盖。

F.10.1. 右盖 （LU-302）

2. 卸下前盖。

F.10.2. 前盖 （LU-302）

3. 卸下后盖。

F.10.3. 后盖 （LU-302）

4.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进纸盖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0.5 上门 （LU-302）
1. 卸下右盖。

F.10.1. 右盖 （LU-302）

2. 卸下前盖。

F.10.2. 前盖 （LU-302）

3. 卸下后盖。

F.10.3. 后盖 （LU-302）

4. 卸下进纸盖。

F.10.4. 进纸盖 （LU-302）

5. 打开上门。

[1]

[2]

[1]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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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固定金属片 [2]。

7. 卸下两颗螺钉 [1]、金属片 [2]，然后卸下上门 [3]。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0.6 大容量单元 （LU-302）

1. 从主机上卸下大容量单元 [1]。

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3.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1]

[2]

[2] [3]

[1]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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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断开两个连接头 [1]、地线上的螺钉 [2] 以及线夹 [3]。

备注

• 当安装了选装的变压器组件 TK-101 时，断开连接头 [4]。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安装板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0.7 LU 驱动板 （LUDB）（LU-302）
1. 卸下右盖。

F.10.1. 右盖 （LU-302）

2. 卸下后盖。

F.10.3. 后盖 （LU-302）

3. 断开五个连接头 [1]，卸下四颗螺钉 [2]，然后卸下 LU 驱动板 [3]。

10.8 LU 提升马达 （M1）（LU-302）
1. 卸下右盖。

F.10.1. 右盖 （LU-302）

2. 卸下后盖。

F.10.3. 后盖 （LU-302）

3. 断开连接头 [1]，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 LU 提升马达 [3]。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0.9 除湿加热器 （DH）（LU-302）
1. 卸下右盖。

F.10.1. 右盖 （LU-302）

[1]

[2] [3]

[4]

[1]

[2]

[1][3] [2]

[1][2]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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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连接头 [1] 和三个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3.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除湿加热器 [2]。

10.10 提升钢丝绳 （LU-302）

10.10.1 卸下
1. 卸下右盖。

F.10.1. 右盖 （LU-302）

2. 卸下前盖。

F.10.2. 前盖 （LU-302）

3. 卸下后盖。

F.10.3. 后盖 （LU-302）

4. 从两个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2]。

5.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2]。

6. 从束线座 [3] 上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4]。

7. 从束线座 [5] 上卸下线束。

[1]

[2]

[1]

[2]

[2]

[1]

[4] [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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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9.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接地端子 [3]。

10. 断开连接头 [4]。

11. 卸下九颗螺钉 [1]，然后卸下马达组件 [2]。

12. 从马达组件 [2] 卸下电缆带 [3]。

13. 从边盖 [1] 和四个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14. 断开连接头 [3]。

15.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驱动板组件 [2]。

[2][4]

[3][1]

[1][2] [1]

[1][1]

[3]

[3]

[1][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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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从旋转板 [1] 上卸下提升钢丝绳／左 [2]。

17. 从正面的弹簧 [1] 上卸下辅助钢丝绳 [2]。

18. 卸下正面的 E 形环 [1]，以便卸下钢丝绳固定夹具 [2]。

19. 卸下背面的 E 形环 [1]，以便卸下驱动滑轮 [2]。

20. 拉出三根提升钢丝绳 [1]。

[1]

[2]

[1]

[2]

[1]

[2]

[1][2]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 拆卸 / 重新组装 > 10. LU-302

F-142

21. 卸下两个 E 形环 [1] 和两个钢丝滑轮 [2]，以卸下提升钢丝绳 /S [3] 和提升钢丝

绳 /L [4]。

22. 卸下正面的 E 形环 [1]，以便卸下驱动滑轮 [2]。

23. 拉出辅助钢丝绳 [1] 和两个提升钢丝绳 [2]。

24. 卸下两个 E 形环 [1] 和两个钢丝滑轮 [2]，以卸下提升钢丝绳 /S [3] 和提升钢丝

绳 /L [4]。

10.10.2 安装

1. 将提升钢丝绳 /L [2] 插入后面的左侧孔 [1]。

[1][2] [2][3]

[4]

[1]

[2]

[2][1]

[1][2] [2]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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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提升钢丝绳 /L [2] 放入钢丝滑轮上的近侧凹槽 [1] 中，然后使用 E 形环 [3] 固

定。

3. 将提升钢丝绳 /S [2] 插入后面的右侧孔 [1]。

4. 将提升钢丝绳 /L [2] 放入钢丝滑轮上的近侧凹槽 [1] 中，将提升钢丝绳 /S [4] 放

入远侧凹槽 [3] 中，然后使用 E 形环 [5] 固定。

5. 备注

• 如果钢丝绳 [1] 的两个末端在同一个位置上，则说明合理固定。

6. 拿住提升钢丝绳 /S [1] 和提升钢丝绳 /L [2] 的末端，将它们放入轴 [3] 上的孔中。

[1]

[2]

[3]

[1][2]

[1]

[3]

[4]

[2]
[5]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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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拿住提升钢丝绳／左 [1] 的末端，将其放入轴 [2] 上的孔中。

8. 安装驱动滑轮 [1]，并用 E 形环 [2] 固定。

9. 将提升钢丝绳 /L [2] 插入前面的右侧孔 [1]。

10. 将提升钢丝绳 /L [2] 放入钢丝滑轮上的近侧凹槽 [1] 中，然后使用 E 形环 [3] 固

定。

11. 将提升钢丝绳 /S [2] 插入前面的左侧孔 [1]。

[1] [2]

[1][2]

[1] [2]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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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将提升钢丝绳 /L [2] 放入钢丝滑轮上的近侧凹槽 [1] 中，将提升钢丝绳 /S [4] 放

入远侧凹槽 [3] 中，然后使用 E 形环 [5] 固定。

13. 备注

• 如果钢丝绳 [1] 的两个末端在同一个位置上，则说明合理固定。

14. 拿住提升钢丝绳 /S [1] 和提升钢丝绳 /L [2] 的末端，将它们放入轴 [3] 上的孔中。

15. 拿住辅助钢丝绳 [1] 的末端，将其放入轴 [2] 上的孔中。

16. 安装驱动滑轮 [1]，并用 E 形环 [2] 固定。

[1]

[3]

[4]

[2]

[5]

[1]

[1][2]

[3]

[2]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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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逆时针转动背面的提升轴 [1]，使纸盒组件升起到上端，把钢丝绳卷在滑轮 [2] 

上。

备注
• 按照箭头方向卷钢丝绳。

18. 钢丝绳卷好、纸盒组件处于上端后，把辅助钢丝绳 [2] 在钢丝滑轮 [1] 上顺时针

卷一圈。

19. 把正面的辅助钢丝绳 [1] 挂在滑动弹簧 [2] 的钩子上。

20. 安装钢丝绳固定夹具 [1]，并用 E 形环 [2] 固定。

Rear side

Front side

[1] [2]

[2]

[1]

[2]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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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 检查确认当纸盒组件处于下端时，钢丝绳钩子 [1] 位于图中所示位置。

22. 放置重物 （例如一包纸） [1]，使纸盒组件向下移动到下端。

23. 将提升钢丝绳 /L [2] 缠绕在后面上的传动滑轮 [1] 上七圈。

24. 从旋转板保持拉紧的位置上顺时针转动旋转板 [1] 一圈半，以固定提升钢丝绳 /

L [2]。

25. 备注

• 当纸盒组件处于最低位置时，旋转板的肋肩边缘 [1] 必须在图中所示的虚线

附近。

26. 之后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1]

[1]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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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S-506

11.1 出纸盘 1 （JS-506）
1. 卸下控制面板左盖 /1。

F.5.1.8. 控制面板左盖 /1

2.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出纸盘 1 [3]。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1.2 出纸盘 2 （JS-506）
1. 卸下作业分离器。

F.11.3. 作业分离器 （JS-506）

2. 解开两个翼片 [1]，然后上移出纸盘 2 [2]。

3. 滑动出纸盘 2 [2]，解开翼片 [3]，然后卸下出纸盘 2 [2]。

[1]

[2]

[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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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备注

• 安装出纸盘 2 时，按照以下步骤安装出纸盘 2，使激活器的轴 [2] 可放入出

纸盘 2 的凹槽 [1] 中。

• 调整激活器 [5]，使定位标记 [3] 和 [4] 对齐。

• 下压出纸盘 2，使出纸盘 2 的定位标记 [6] 与移位单元的定位标记 [7] 对齐。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1.3 作业分离器 （JS-506）
1. 卸下 DF 电缆护套。

F.5.1.18.DF 电缆护套

2. 卸下电缆带 [1]，然后断开两个连接头 [2]。

3.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作业分离器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1.4 传感器单元 （JS-506）
1. 卸下控制面板左盖 /1。

F.5.1.8. 控制面板左盖 /1

[1]

[2]

[3] [4]

[5]

[6]

[7]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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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边盖 [1] 和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3. 断开连接头 [3]。

4. 卸下螺钉 [4]，然后卸下传感器单元 [5]。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1.5 JS 控制板 （JSCB）（JS-506）
1. 卸下作业分离器。

F.11.3. 作业分离器 （JS-506）

2. 卸下出纸盘 2。

F.11.2. 出纸盘 2 （JS-506）

3. 卸下盖 [1]。

4. 断开三个连接头 [1]。

5. 卸下四颗螺钉 [2]，然后卸下两个接地端子 [3]。

6. 卸下 JS 控制板 [4]。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1.6 纸盒移位马达 （M1）（JS-506）
1. 卸下作业分离器。

F.11.3. 作业分离器 （JS-506）

2. 卸下出纸盘 2。

F.11.2. 出纸盘 2 （JS-506）

3. 断开两个连接头 [1]。

4. 卸下激活器 [2]。

备注

• 注意不要松开弹簧 [3] 和止动器 [4]。
5. 卸下两颗螺钉 [5]，然后卸下盖板 [6]。

[1] [2]

[3][4]

[5]

[1]

[1]

[1][2]

[2][2] [3]

[3][4]

[1] [5]

[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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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卸下 E 形环 [1]，然后卸下齿轮 [2]。

7. 卸下三颗螺钉 [3]，然后卸下纸盒移位马达驱动组件 [4]。

备注
• 安装纸盒移位马达驱动组件时，将接地端 [5] 放在纸盒移位马达驱动组件的

板上，拧紧螺钉。

8.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纸盒移位马达 [2]。

9.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3]

[3][3]

[4]

[5]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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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S-533

12.1 前盖 （FS-533）

1. 卸下四颗螺钉 [1] 和两个翼片 [2]，然后卸下前盖 [3]。

2. 备注

• 当安装了打孔组件 （PK-519）时，应卸下盖板 [1]。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2 后盖 （FS-533）

1.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后盖 [2]。

备注
• 当安装后盖时，将板上的翼片 [3] 钩到后盖上。

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3 上盖 （FS-533）
1. 卸下前盖。

F.12.1. 前盖 （FS-533）

2. 卸下后盖。

F.12.2. 后盖 （FS-533）

[1]

[1][2]

[3]

[1]

[1]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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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4 排纸处理器 （FS-533）

1.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主机的后左盖。

2. 卸下 DF 电缆护套。

F.5.1.18.DF 电缆护套

3. 卸下电缆带 [1]，然后断开两个连接头 [2]。

4. 拉动杆 [1] 滑动排纸处理器。

5.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盖板 [3]。

备注
• 安装盖板时，使排纸处理器的电缆从盖板的图示位置引出。
• 后侧必须使用带肩螺钉。

[1][2]

[1]

[1]

[2]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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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卸下两颗螺钉 [1]，从主机卸下排纸处理器 [2]。

7. 备注

• 搬运排纸处理器时，务必抓住图中所示的排纸处理器的两侧。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5 装订单元 （FS-533）
1. 卸下前盖。

F.12.1. 前盖 （FS-533）

2. 断开两个连接头 [1]。

3.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4. 卸下螺钉 [3]，然后卸下装订单元组件 [4]。

[1]

[1]

[2]

[1]

[1][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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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装订单元 [2]。

备注

• 更换装订单元后，将导板 [3] （料号：A2YU PPE9 ##）安装到装订单元。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6 出纸盘单元 （FS-533）

1.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出纸盘单元 [2]。

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7 FS 控制板 （FSCB）（FS-533）
1. 卸下后盖。

F.12.2. 后盖 （FS-533）

2. 从板上卸下所有连接头。

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 FS 控制板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5. 安装固件。

12.8 装订器中继电路板 （STRYB）（FS-533）
1. 卸下前盖。

F.12.1. 前盖 （FS-533）

2. 卸下装订单元。

F.12.5. 装订单元 （FS-533）

3. 拉出装订驱动组件 [1]。

4. 释放板盖的锁 [2]，然后卸下扁平电缆 [3]。

[1][3]

[2]

[1]

[1] [2]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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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开翼片 [1]，然后卸下板盖 [2]。

6. 解开两个翼片 [1]，然后卸下装订器中继电路板 [2]。

7. 断开两个连接头 [3]。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9 纸张传输马达 （M101）（FS-533）
1. 卸下后盖。

F.12.2. 后盖 （FS-533）

2. 断开连接头 [1]。

3. 拆下弹簧 [2]。

4. 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纸张传输马达组件 [4]。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纸张传输马达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10 出纸马达 （M102）（FS-533）
1. 卸下前盖。

F.12.1. 前盖 （FS-533）

[1] [2]

[1]

[1][2][3]

[1]

[2]

[3] [4]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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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断开连接头 [1]。

3. 拆下弹簧 [2]。

4. 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出纸马达组件 [4]。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出纸马达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11 对齐辊马达 （M103）（FS-533）
1. 卸下前盖。

F.12.1. 前盖 （FS-533）

2. 断开连接头 [1]。

3.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对齐辊马达 [3]。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12 出纸辊提升马达 （M104）（FS-533）
1. 卸下前盖。

F.12.1. 前盖 （FS-533）

2. 断开连接头 [1]。

3. 拆下弹簧 [2]。

4. 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出纸辊提升马达组件 [4]。

[1]

[2]

[3] [3]

[4]

[1]

[2]

[1][2] [2][3]

[1][2] [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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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出纸辊提升马达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13 对齐马达／前 （M105）、对齐马达／后 （M106）（FS-533）
1. 卸下出纸盘单元。

F.12.6. 出纸盘单元 （FS-533）

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3.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备注
• 卸下盖板 [2] 后，两个固定爪 [3] 可能脱落，对齐纸盒 [4] 可能升高。这可能

导致对齐纸盒接触激活器 [5]，导致激活器故障。

• 安装盖板 [2] 时，确保两个固定爪 [3] 固定到板上。

4.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拉出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组件 [2]。

[1]

[2]

[1]

[2]

[1] [2]

[3]

[4] [5]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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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断开连接头 [1]，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对齐马达／前 [3]。

6. 断开连接头 [4]，卸下两颗螺钉 [5]，然后卸下对齐马达／后 [6]。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14 装订器移动马达 （M107）（FS-533）
1. 卸下前盖。

F.12.1. 前盖 （FS-533）

2. 卸下装订单元。

F.12.5. 装订单元 （FS-533）

3. 拉出装订驱动组件 [1]。

4. 释放板盖的锁 [2]，然后卸下扁平电缆 [3]。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装订器移动马达 [2]。

6. 断开连接头 [3]。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15 纸盒提升马达 （M109）（FS-533）
1. 卸下后盖。

F.12.2. 后盖 （FS-533）

2. 断开连接头 [1]。

3. 从线束导板 [3] 上卸下线束带 [2] 和线束。

[1] [3][4] [6]

[2][5]

[3]

[1] [2]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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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排纸处理器的电缆 [2]。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线束导板 [2]。

6.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纸盒提升马达 [1]。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16 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 （SD101）（FS-533）
1. 卸下出纸盘单元。

F.12.6. 出纸盘单元 （FS-533）

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1]

[2]

[2][1]

[1]

[2]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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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备注

• 卸下盖板 [2] 后，两个固定爪 [3] 可能脱落，对齐纸盒 [4] 可能升高。这可能

导致对齐纸盒接触激活器 [5]，导致激活器故障。

• 安装盖板 [2] 时，确保两个固定爪 [3] 固定到板上。

4.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拉出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组件 [2]。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拉出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 [2]。

6.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2] 并卸下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 

[3]。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17 批量电磁铁 （SD102）（FS-533）
1. 卸下后盖。

F.12.2. 后盖 （FS-533）

2. 卸下 FS 控制板。

F.12.7.FS 控制板 （FSCB）（FS-533）

[1] [2]

[3]

[4] [5]

[1] [1][2]

[1]

[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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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弹簧 [1]。

4.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5. 断开连接头 [2]。

6. 卸下螺钉 [3]，然后卸下批量电磁铁组件 [4]。

7.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批量电磁铁 [2]。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18 出纸辊电磁铁 （SD103）（FS-533）
1. 卸下前盖。

F.12.1. 前盖 （FS-533）

2. 卸下弹簧 [1]。

[1]

[1] [2]

[3]

[4]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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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4. 断开连接头 [2]。

5. 卸下螺钉 [3]，然后卸下出纸辊电磁铁 [4]。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19 出纸叶片 （FS-533）

1. 拉动旋钮 [1]，以卸下出纸叶片。

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

[3][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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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K-519

13.1 打孔组件 （PK-519）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2.4. 排纸处理器 （FS-533）

备注
• 卸下前，确保打孔单元锁定到排纸处理器。

2. 卸下后盖。

F.12.2. 后盖 （FS-533）

3. 打开打孔单元。

4. 从止动销 [2] 上卸下止动臂 [1]。

5. 断开两个连接头 [1]。

6.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打孔单元 [2]。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3.2 PK 控制板 （PKCB）（PK-519）
1. 卸下排纸处理器。

F.12.4. 排纸处理器 （FS-533）

[2]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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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3. 断开两个连接头 [1]。

4. 卸下螺钉 [2]，然后拉出 PK 控制板 [3]。

5. 断开两个连接头 [4]，并卸下 PK 控制板 [3]。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3.3 打孔马达 （M201）（PK-519）
1. 卸下排纸处理器。

F.12.4. 排纸处理器 （FS-533）

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3. 卸下螺钉 [1]，然后拉出 PK 控制板 [2]。

4. 断开连接头 [3]。

[1]

[2]

[2]

[3] [1]

[4]

[1]

[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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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从齿轮 [3] 上卸下传动带 [2]。

7. 卸下打孔马达 [4]。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1]

[1]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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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RU-513

14.1 RU 传送单元 （RU-513）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 RU 传送单元。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4.2 传感器单元 （RU-513）
1. 卸下 RU 传送单元。

F.14.1.RU 传送单元 （RU-513）

2. 卸下控制面板左盖 /1。

F.5.1.8. 控制面板左盖 /1

3. 从边盖 [1] 和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4. 断开连接头 [3]。

5. 卸下螺钉 [4]，然后卸下传感器单元 [5]。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4.3 RU 传送马达 （M1）（RU-513）
1. 卸下 RU 传送单元。

F.14.1.RU 传送单元 （RU-513）

2.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 RU 传送单元的后盖 [2]。

[1]

[1]

[2]

[3]

[4]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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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两个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4. 断开连接头 [2]。

5.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 RU 传送马达组件 [2]。

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 RU 传送马达 [2]。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1]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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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FS-536/FS-536SD

15.1 后盖 （FS-536/FS-536SD）

1. 卸下八颗螺钉 [1]，然后卸下后盖 [2]。

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2 前门 （FS-536/FS-536SD）

1. 卸下上、下止动器 [1]，然后卸下前门 [2]。

2.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3 前上盖 （FS-536/FS-536SD）
1. 卸下前门。

F.15.2. 前门 （FS-536/FS-536SD）

2. 卸下旋钮 （FS5） [1]。

3. 卸下五颗螺钉 [2]，然后卸下前上盖 [3]。

备注
• 安装了鞍式装订单元时，移动导板 [4]，然后卸下前上盖。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4 左下盖 （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1]
[1]

[1]

[2]

[2]

[1]

[1]

[1][2] [2][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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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两颗螺钉 [1]。

备注

• 如果安装了鞍式装订单元，拉出鞍式装订单元，然后卸下两颗螺钉 [1]。

3. 卸下左下盖 [1]。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5 前下盖 （FS-536/FS-536SD）
1. 卸下前门。

F.15.2. 前门 （FS-536/FS-536SD）

2. 卸下前上盖。

F.15.3. 前上盖 （FS-536/FS-536SD）

3. 卸下左下盖。

F.15.4. 左下盖 （FS-536/FS-536SD）

4.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前下盖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1. 卸下 DF 电缆护套。

F.5.1.18.DF 电缆护套

[1]

[1]

[1]

[1]

[1]

[1]

[2]

注意
• 运输排纸处理器时，务必将其朝图中所示方向推。（以防运输过程中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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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电缆带 [2]，然后断开两个连接头 [1]。

3. 打开前门。

4. 卸下螺钉 [1]，然后拉出杆 [2]。

备注
• 安装排纸处理器时，确保螺孔 [3] 位于杆安装孔 [4] 的范围内。

5. 断开连接头 [1]。

6.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2]。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1]

[3]

[2]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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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备注

• 安装好后，板上的刮板弹簧 [1] 应与主机接触。

15.7 装订单元 （FS-536/FS-536SD）
1. 打开前门。

2. 卸下后盖。

F.15.1. 后盖 （FS-536/FS-536SD）

3. 安装了鞍式装订单元时，卸下 C 形夹 [1]，然后卸下导板 [2]。

4. 转动装订器转移旋钮 [1]，将装订器 [2] 移到图中所示位置 （后端止动器 [3] 不

会碰到夹钳装订臂 [4] 的位置）。

[1]

[1]

[2]

[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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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排纸处理器背面断开两个连接头 [1]。

6. 拆下螺钉 [2]。

7. 卸下螺钉 [1]。

8. 从排纸处理器正面卸下两颗螺钉 [1]。

9. 从排纸处理器上卸下装订器组件 [1]。

备注
• 卸下装订器组件 [1] 时，注意不要让装订器碰到排纸处理器框架。

10. 把装订器组件 [2] 放在稳固的工作台上。

11. 转动装订器转移旋钮 [1]，直至装订单元 [3] 移到近端 [4]。

[1]

[2][1]

[1]

[1]

[1] [1]

[1]

[1]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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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盖板 [1]。

13. 断开装订单元 [2] 的两个连接头 [1]。

14. 翻转装订器组件 [2]。

15. 从导向轴上卸下两个 E 形环 [1]。

16. 卸下两根轴 [3] 上的透明垫片 [1] 和白色轮 [2]。

备注
• 注意不要丢失透明垫片。

17. 从装订器组件 [4] 缓慢地卸下装订单元 [1]。

18. 卸下两根轴 [3] 上的白色轮 [2]。

备注
• 确保线束在此过程中未受损。
• 注意不要丢失白色轮。

[2] [1][2]

[1]

[2] [1]

[1]

[1]
[2]

[1][2][3]

[1] [2] [3]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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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卸下装订单元的两颗螺钉 [3]，然后从装订单元 [1] 卸下装订单元的底板 [2]。

20.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安装装订单元时，务必使步骤 13 中卸下的两个连接头 [1] 穿过底板上的孔 
[2]，并与装订单元连接，然后再安装底板。

15.8 FS 控制板 （FSCB）（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后盖。

F.15.1. 后盖 （FS-536/FS-536SD）

3. 从该板断开所有连接头。

4.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 FS 控制板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9 FNS 入口传送马达 （M2）（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后盖。

F.15.1. 后盖 （FS-536/FS-536SD）

3. 断开连接头 [1]。

4.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 FNS 入口传送马达组件 [3]。

[3] [3][1] [2]

[1] [2]

[1]

[1]

[2]

[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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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 FNS 入口传送马达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10 FNS 放电马达 （M3）（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后盖。

F.15.1. 后盖 （FS-536/FS-536SD）

3.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2]。

4. 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 FNS 放电马达组件 [4]。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 FNS 放电马达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11 接收辊收缩马达 （M4）（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前门。

F.15.2. 前门 （FS-536/FS-536SD）

3. 卸下前上盖。

F.15.3. 前上盖 （FS-536/FS-536SD）

4. 断开连接头 [1]。

5.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接收辊收缩马达 [3]。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

[1][2]

[3] [4]

[1]

[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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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FNS 叶片马达 （M5）（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前门。

F.15.2. 前门 （FS-536/FS-536SD）

3. 卸下前上盖。

F.15.3. 前上盖 （FS-536/FS-536SD）

4. 断开连接头 [1]。

5.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 FNS 叶片马达 [3]。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13 尾缘止动器马达 （M6）（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前门。

F.15.2. 前门 （FS-536/FS-536SD）

3. 卸下前上盖。

F.15.3. 前上盖 （FS-536/FS-536SD）

4. 断开连接头 [1]。

5. 从三个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6. 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尾缘止动器马达组件 [4]。

7.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尾缘止动器马达 [2]。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14 对齐马达／前 （M7）（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前门。

F.15.2. 前门 （FS-536/FS-536SD）

3. 卸下前上盖。

F.15.3. 前上盖 （FS-536/FS-536SD）

[1]

[2]

[3]

[1] [2][2]

[3]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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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断开连接头 [1]。

5. 从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6. 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对齐马达 / 前组件 [4]。

7.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对齐马达 / 前 [2]。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15 对齐马达／后 （M8）（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后盖。

F.15.1. 后盖 （FS-536/FS-536SD）

3. 断开连接头 [1]。

4.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对齐马达 / 后组件 [3]。

5.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对齐马达 / 后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16 预排纸驱动马达 （M9）（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后盖。

F.15.1. 后盖 （FS-536/FS-536SD）

3. 安装了鞍式装订单元时，打开前门并拉出鞍式装订单元。

[1] [2]

[3]

[4]

[1]

[2]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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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出纸盘 [2]。

5.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6. 断开两个连接头 [1]。

7. 卸下七颗螺钉 [2]，然后卸下左下盖 [3]。

备注
• 未安装鞍式装订单元时，断开一个连接头。

8. 断开连接头 [1]。

[1]

[2]

[1]

[1]

[2]

[2]

[3]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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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卸下七颗螺钉 [1]，然后卸下左上盖 [2]。

10. 断开连接头 [3]。

11. 断开连接头 [1]。

12.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预排纸驱动马达组件 [3]。

13. 卸下旋转盘 [1]。

14.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预排纸驱动马达 [3]。

1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17 纸叠排出马达 （M10）（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后盖。

F.15.1. 后盖 （FS-536/FS-536SD）

3. 安装了鞍式装订单元时，打开前门并拉出鞍式装订单元。

4.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出纸盘 [2]。

[1][2]

[3]

[1]

[2]

[3]

[1][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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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6. 断开两个连接头 [1]。

7. 卸下七颗螺钉 [2]，然后卸下左下盖 [3]。

备注
• 未安装鞍式装订单元时，断开一个连接头。

8. 断开连接头 [1]。

9. 卸下七颗螺钉 [1]，然后卸下左上盖 [2]。

10. 断开连接头 [3]。

[1]

[1]

[2]

[2]

[3]

[1]

[2]

[1]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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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12. 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纸叠排出马达组件 [4]。

13. 卸下旋转盘 [1]。

14.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纸叠排出马达 [3]。

1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18 主纸盘升 / 降马达 （M11）（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后盖。

F.15.1. 后盖 （FS-536/FS-536SD）

3. 断开连接头 [1]。

4.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主纸盘升 / 降马达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19 纸张接收控制马达 （M12）（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后盖。

F.15.1. 后盖 （FS-536/FS-536SD）

3. 安装了鞍式装订单元时，打开前门并拉出鞍式装订单元。

4. 卸下两颗螺钉 [1]。

[1] [2]

[3] [4]

[1]

[2]

[3]

[3]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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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断开连接头 [1]，然后卸下纸张接收控制马达组件 [2]。

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纸张接收控制马达 [2]。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5.20 侧装订器移动马达 （M13）（FS-536/FS-536SD）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后盖。

F.15.1. 后盖 （FS-536/FS-536SD）

3. 安装了鞍式装订单元时，打开前门并拉出鞍式装订单元。

4. 断开连接头 [1]。

5.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侧装订器移动马达 [3]。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1]

[2]

[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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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S-536SD 鞍式部分

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1. 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排纸处理器的前门。

F.15.2. 前门 （FS-536/FS-536SD）

3. 拉出鞍式装订单元 [1]。

4. 卸下排纸处理器左下盖。

F.15.4. 左下盖 （FS-536/FS-536SD）

5. 卸下排纸处理器前上盖。

F.15.3. 前上盖 （FS-536/FS-536SD）

6. 卸下排纸处理器前下盖。

F.15.5. 前下盖 （FS-536/FS-536SD）

注意
• 安装鞍式装订单元的过程中，在右导轨上安装鞍式装订单元时，注意不要让导轨边缘卡住手指。

注意
• 注意不要让缩放器的连接部分夹住手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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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断开三个连接头 [1]。

8.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缩放器 [2]。

9. 备注

• 安装缩放器时，将鞍式装订单元缩放器上的三个挂钩 [1] 插入排纸处理器的

背孔中。

10. 卸下螺钉 [1]。

11. 把鞍式装订单元向后推到图示位置，然后卸下螺钉 [1]。

[1]

[1]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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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拉出鞍式装订单元，然后卸下螺钉 [1]。

13. 将右侧的导轨 [1] 插入排纸处理器。

14. 抓住图中所示部分 [1] 抬起鞍式装订单元，将其取出。

备注
• 安装鞍式装订单元时，将左导轨 [3] 上的两个挂钩插入到鞍式装订单元 [2] 的

两个孔中。

1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6.2 前盖 （FS-536SD 鞍式部分）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F.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卡纸清除旋钮 [2]。

3. 卸下四颗螺钉 [3]，然后卸下前盖 [4]。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1]

[3] [2] 

[1]

[3] [2] 

[1]

[2]

[3]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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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出纸盘 （FS-536SD 鞍式部分）

1. 卸下销钉 [1]，然后卸下出纸杆 [2]。

2. 卸下出纸盘 [1]。

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6.4 装订单元 （FS-536SD 鞍式部分）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F.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前盖。

F.16.2. 前盖 （FS-536SD 鞍式部分）

3.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4.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三折导板马达组件 [2]。

[1]

[2]

[1]

[2] [1]

[1]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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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传输组件 [2]。

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7. 卸下两颗螺钉 [1]。

8. 从线束导板翼片 [2] 上拆下板支撑膜 [3]。

9.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10. 断开连接头 [2]。

11. 卸下四颗螺钉 [3]，然后卸下 SD 控制板组件 [4]。

[1]

[1]

[1]

[2]

[1]

[2]

[2]

[1][3]

[3]

[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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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13. 卸下螺钉 [1]。

14. 释放两个翼片 [2]，然后卸下盖板 [3]。

15. 断开连接头 [1]。

1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装订单元 [2]。

1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1]

[2] [3]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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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SD 控制板 （SDCB）（FS-536SD 鞍式部分）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F.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两颗螺钉 [1]。

3. 从线束导板 [2] 上卸下板支撑膜 [3]。

4. 从该板断开所有连接头。

5. 卸下四颗螺钉 [1]。

6. 从两个翼片 [2] 上拆下 SD 控制板 [3]。

备注
• 更换了 SD 控制板 （SDCB）后，请务必重新安装 EEPROM (U3) [4]。

从旧 SD 控制板卸下 EEPROM (U3) [4]，然后安装到新 SD 控制板上。

7. 备注

• 安装 EEPROM (U3) 时，请将切口 （在图中用 “A” 表示）对齐。

8.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备注
• 更换 SD 控制板后，务必安装最新的固件。

16.6 SD 传送马达 （M1）（FS-536SD 鞍式部分）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F.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前盖。

F.16.2. 前盖 （FS-536SD 鞍式部分）

3. 断开连接头 [1]。

4.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 SD 传送马达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

[1][3]

[3]

[1]

[2][4]

A

A

[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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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排纸控制马达 （M2）（FS-536SD 鞍式部分）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F.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前盖。

F.16.2. 前盖 （FS-536SD 鞍式部分）

3. 从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然后断开连接头 [2]。

4. 卸下两颗螺钉 [3]，然后卸下排纸控制马达 [4]。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6.8 对齐马达 （M3）（FS-536SD 鞍式部分）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F.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前盖。

F.16.2. 前盖 （FS-536SD 鞍式部分）

3.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4.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5. 断开连接头 [1]。

6.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对齐马达 [3]。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3]

[3][4]

[1]

[2]

[2]

[1]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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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止动器驱动马达 （M4）（FS-536SD 鞍式部分）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F.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前盖。

F.16.2. 前盖 （FS-536SD 鞍式部分）

3. 卸下六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4. 断开连接头 [1]。

5.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止动器驱动马达 [3]。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6.10 中心折叠辊马达 （M5）（FS-536SD 鞍式部分）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F.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断开连接头 [1]。

3. 卸下四颗螺钉 [2]，然后卸下中心折叠辊马达 [3]。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6.11 中央折叠导板马达 （M6）（FS-536SD 鞍式部分）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F.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前盖。

F.16.2. 前盖 （FS-536SD 鞍式部分）

[1] [2]

[1]

[1]

[2]

[3]

[3]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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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断开连接头 [1]。

4.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中央折叠导板马达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6.12 SD 叶片马达 （M7）（FS-536SD 鞍式部分）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F.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前盖。

F.16.2. 前盖 （FS-536SD 鞍式部分）

3. 断开连接头 [1]。

4.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 SD 叶片马达组件 [3]。

5. 备注

• 重新安装皮带时，使图中所示的齿轮 [1] 和齿轮 [2] 部分对齐金属板上的三角

形标记。然后安装皮带。

[1] [3]

[2]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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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 SD 叶片马达 [2]。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6.13 三折导板马达 （M8）（FS-536SD 鞍式部分）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F.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前盖。

F.16.2. 前盖 （FS-536SD 鞍式部分）

3. 断开连接头 [1]。

4. 卸下两颗螺钉 [2]，然后卸下三折导板马达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6.14 中央折叠刀马达 （M9）（FS-536SD 鞍式部分）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F.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前盖。

F.16.2. 前盖 （FS-536SD 鞍式部分）

3. 卸下六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1]

[2]

[1]

[2]

[3]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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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断开连接头 [1]。

5. 卸下四颗螺钉 [2]，然后卸下中央折叠刀马达 [3]。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6.15 止动器电磁铁 （SD1）（FS-536SD 鞍式部分）
1. 拆下鞍式装订单元。

F.16.1. 鞍式装订单元 （FS-536SD）

2. 卸下前盖。

F.16.2. 前盖 （FS-536SD 鞍式部分）

3. 卸下六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4. 如图所示放置鞍式装订单元。

5. 卸下两个止动器 [1]，然后卸下导板 [2]。

[1] [2]

[3]

[1] [2]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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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向上滑动杆单元 [3]。

7.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断开连接头 [2]。

8. 抬起鞍式装订单元。

9.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三个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10. 断开连接头 [1]，然后卸下驱动杆 [2]。

11. 卸下两颗螺钉 [1]。

12. 卸下导板组件 [1]。

备注
• 重新安装导板组件时，执行机械调整。

G.10.1. 对折歪斜调整

[1]

[2] [3]

[1]

[2]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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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14. 卸下两个 E 形环 [1]，然后卸下止动器导板 [2]。

15. 备注

• 重新安装止动器导板时，将皮带装入止动器导板凹槽 [1] 中。

16.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17. 卸下螺钉 [1]。

[1]

[1]

[2]

[1] [2]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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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断开连接头 [1]，然后卸下止动器电磁铁 [2]。

备注

• 重新安装止动器电磁铁时，将其尖端装入图中所示位置 [3]。

19.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OK 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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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PK-520

17.1 打孔组件 （PK-520）
1. 从主机上卸下排纸处理器。

F.15.6.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2. 卸下八颗螺钉 [1]，然后卸下排纸处理器后盖 [2]。

3. 从五个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4. 断开连接头 [1]。

5.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打孔组件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1]

[1]

[2]

[1]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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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C-509

18.1 DSC 板 /1 （SC-509）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3. 断开扁平电缆 [1]。

4. 卸下七颗螺钉 [1]，然后卸下 DSC 板 /1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1]

[2]

[1]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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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FK-514

19.1 传真组件 （Line1）、传真组件 （Line2）（FK-514）

备注

• 下文介绍同时卸下传真组件 （Line1）和传真组件 （Line2）时要遵守的程序。

卸下传真组件时，先确认与要卸下的传真组件相关的正确线路，然后再卸下线路。
• 安装新电路板时，检查传真电路板开关并进行线路设置。

1. 打开盖 [1]。

2. 断开模块化电缆 [1]，然后从导管 [2] 中卸下模块化电缆。

3. 备注

如果模块化电缆在安装后连接了铁氧体磁心，则根据说明将铁氧体磁心连接到

模块化电缆。
• 线路 1 （LINE）：将电缆钩到电缆挂钩 [1]，对齐铁氧体磁心与电缆之间的

凸出部分 [2]。

4. 备注

如果模块化电缆在安装后连接了铁氧体磁心，则根据说明将铁氧体磁心连接到

模块化电缆。
• 线路 1 （TEL）：对齐铁氧体磁心与电缆之间的凸出部分 [1]，然后将铁氧体

磁心放在安装座 [2] 上。

[1]

[1]

[2]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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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备注

如果模块化电缆在安装后连接了铁氧体磁心，则根据说明将铁氧体磁心连接到

模块化电缆。
• 线路 2 （LINE）：对齐铁氧体磁心与电缆之间的凸出部分 [1]。

6.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连接头盖 [2]。

备注

• 安装连接头盖时，将连接头盖上的凸出部分 [3] 插入孔 [4]，注意不要夹住线

束。

7. 从线束导板 [1] 中卸下 USB 线和线束。

8. 断开 USB 电缆 [2] 和连接头 [3]。

9. 卸下螺钉 [4]，然后卸下传真组件 （线路 1）。

10. 从线束导板 [1] 中卸下 USB 线和线束。

11. 断开 USB 电缆 [2] 和连接头 [3]。

12. 卸下螺钉 [4]，然后卸下传真组件 （线路 2）。

13.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1]

[2]

[3][4]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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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传真组件 （Line1）、传真组件 （Line2）（FK-514）（带 MK-742）

备注
• 下文介绍同时卸下传真组件 （Line1）和传真组件 （Line2）时要遵守的程序。卸下传真组件时，先确认与要卸下的传真组件相关的正确线路，

然后再卸下线路。
• 安装新电路板时，检查传真电路板开关并进行线路设置。

1. 断开模块化电缆 [1]。

2. 卸下七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3. 从束线座 [1] 中卸下 USB 线和线束。

4. 断开线路 2 的两个连接头 [1]。

5. 从盖中的切口部分 [2] 卸下线束和 USB 线

[1]< 4>

[1]< 3>

[1]

[1][1]

[1]

[2]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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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断开线路 1 的两个连接头 [1]。

7. 从盖中的切口部分 [2] 卸下线束和 USB 线

8.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连接头盖 [2]。

备注

• 安装连接头盖时，将连接头盖上的凸出部分 [3] 插入孔 [4]，注意不要夹住线

束。

9.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传真组件 （线路 1） [2]。

10. 卸下螺钉 [3]，然后卸下传真组件 （线路 2） [4]。

11.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

[1]

[1]

[1]

[2]

[3][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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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K-515

20.1 传真电路板 （线路 3）、传真电路板 （线路 4）（FK-515）

备注

• 卸下传真组件时，先确认与要卸下的传真组件相关的正确线路，然后再卸下线路。
• 安装新电路板时，检查传真电路板开关并进行线路设置。

1. 断开模块化电缆 [1]。

2. 卸下七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3. 断开四个连接头 [1]。

备注
• 如果只要卸下线路 4 的传真电路板，则不需断开线路 3 的连接头。

4.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传真电路板 （线路 4） [2]。

[1]< 4>

[1]< 3>

[1]

[1][1]

[1]

[2]

[1]< 3>

[1]< 4>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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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传真电路板 （线路 3）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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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UK-221

21.1 升级组件 （UK-221）
1. 卸下后右盖。

F.5.1.17. 后右盖

2. 断开 USB 电缆 [1]。

3.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升级组件 [3]。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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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KP-102

22.1 数字键盘 （KP-102）

1.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2. 断开连接头 [1]。

3.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键盘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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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VI-516

23.1 视频接口组件 （VI-516）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3. 断开视频传输电缆 [1] 的连接。

4. 卸下电缆 [1] 和线束 [2]。

5.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中继电路板 [2]。

6.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1]

[2]

[1]

[1] [2]

[1]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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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UK-115

24.1 升级组件 （UK-115）
1. 卸下下后盖。

F.5.1.20. 下后盖

2.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板 [2]。

3. 卸下线束 [1]。

4.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存储器板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1]

[1]

[2]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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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U-102

25.1 清洁单元 （CU-102）

1.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2.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两个束线座 [2] 上卸下线束。

3.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清洁单元 [2]。

4.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5.2 清洁单元驱动板 （CUDB）

1.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1]

[2]

[1]

[2]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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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五颗螺钉 [1]，然后卸下清洁单元盖 [2]。

3. 断开四个连接头 [1]。

4. 卸下螺钉 [2]，然后卸下清洁单元驱动板 [3]。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5.3 排气风扇 /1 （FM14）
1. 卸下清洁单元。

F.25.1. 清洁单元 （CU-102）

2.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3. 断开连接头 [1]，然后从两个束线座 [2] 和线束导板 [3] 上卸下线束。

[1]

[1] [2]

[1] [1]

[2][3]

[1]

[2]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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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三颗螺钉 [1]，然后卸下排气风扇 /1。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5.4 排气风扇 /2 （FM15）
1. 卸下清洁单元。

F.25.1. 清洁单元 （CU-102）

2. 卸下四颗螺钉 [1]，然后卸下盖板 [2]。

3. 断开连接头 [1]。

4. 卸下两颗螺钉 [1]，然后卸下排气风扇 /2 [2]。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2]

[1]

[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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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可从市面上购得的部件

26.1 安装插入式计数器

26.1.1 配置

26.1.2 步骤

备注

• 安装插入式计数器时，需要选购的插入式计数器组件 KIT-1 （4623-474）或插入式计数器组件 KIT-CF （4623-484 ；仅限欧洲和日本）。

• 安装插入式计数器时，需要选装的工作台 WT-506。 

如需将插入式计数器安装到选购的物品托盘 WT-506，请参考 WT-506 安装手册。

26.2 安装原稿尺寸传感器 /2 （选购件）
1. 卸下稿台。

F.5.1.11. 稿台

2. 从两个束线座 [1] 上卸下线束。

3. 将连接头 [2] 连接到原稿尺寸传感器 /2 [1]。

4. 将线束装到束线座 [3] 上。

5. 用螺钉 [4] 固定原稿尺寸传感器 /2 （PS205） [1]。

备注
• 如需束线座、螺钉和原稿尺寸传感器的零件号，请参见零件手册。

[1] 插入式计数器插座 [2] 插入式计数器

[2]
[1]

[1]

[]

[1]

[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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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1] （系统 1） -> [Original Size 

Detection] （原稿尺寸检测），然后将稿台设为 [Table 2] （台 2）。

7.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Sensor Check] （传感器检查）。

8. 将原稿放在稿台上，检查屏幕上 “Original Size Detection 2” （原稿尺寸检测 2）的数据是否从 “0” 变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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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机械调整

1. 高级检查
尝试进行调整和设置之前，必须先进行下面的高级检查。检查下列条件：

• 电源电压是否满足规格要求。

• 电源是否正确接地。

• 本机与其他间歇使用大电流的机器共用电源。（例如，产生电气噪音的电梯和空调机）
SetEnv_EN• 安装场所的环境是否适宜：

• 高温度、高湿度、阳光直射、通风等；

• 安装场所的水平度。

注意事项

• 安装要求

• 原稿是否有导致缺陷图像的问题。

• 浓度选择是否正确。

• 稿台玻璃、读稿台或相关零件是否有污垢。

• 打印使用的纸张是否正确。

• 打印所用单元、零件和材料 （显影剂、 PC 感光鼓等）在到达使用寿命时是否得到适当补充和更换。

• 碳粉是否用尽。

警告
• 开始维修作业之前，请务必拔下机器的电源线。

• 如果不得不打开电源维修机器，要务必小心不要让曝光单元的齿轮或扫描器电缆卡住。
• 处理定影单元时要特别注意，因为它可能非常热。

注意
• 显影组件有很强的磁场。避免接触手表和测量仪表。
• 使用工具或相似设备时当心不要损坏 PC 感光鼓。

• 请勿徒手触摸 IC 针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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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izhub C360i/C300i/C250i

2.1 歪斜调整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扫描或复印图像时图像歪斜。

备注
• 执行打印测试页，确保打印图像无歪斜。
• 如果打印的图像歪斜，则先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Printer Area] （打印机区域）进行调整，再进行此调整。

• 执行打印头歪斜调整之后，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中执行 [Scan Area] （扫描区域）功能。

2.1.1 确认程序

1. 准备一张检查歪斜用测试图。

2. 将测试图放在原稿台上。

备注
• 将测试图对齐原稿台刻度放置上，确保测试图与原稿台刻度之间的间隙为 

0.3 mm 或以下。

3. 确保原稿盖完全关闭。

4. 按开始键进行复印。

5. 检查复印后图像是否歪斜。

6. 当图像歪斜量 （宽度 A 与宽度 B 之间的差）超出标准范围 ±1.4 mm 时进行以

下调整。

2.1.2 调整步骤
1. 卸下扫描器左盖。

2. 进行调整前，记录默认值 [1]。

B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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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松开八颗螺钉 [1]。

4. 松开两颗螺钉 [1]，然后调整扫描器方向。

• 将宽度 B 减去宽度 A，计算差。使用两倍于此差的值作为扫描器移动量。

正值差

例如）如果差为 +2，将扫描器上移 4 mm （4 个刻度）。

负值差

例如）如果差为 -2，将扫描器下移 4 mm （4 个刻度）。

5. 拧紧两颗螺钉 [1]。

6. 拧紧八颗螺钉 [1]，同时将扫描器下按。

备注
• 拧紧螺钉，使扫描器底部接触金属板 [2] 为宜。

• 切勿用力按压扫描器和对支柱施加太大力量。（拧紧螺钉时对支柱施加大力
将导致在释放扫描器后发生歪斜。）

[1]

[1]

[1]

[1]

[1]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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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纸盒 1/2 的对中调整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当打印在副本上的图像偏离纸盒 1/2 的正确位置时。

步骤
1. 进行测试打印，检查偏差量。

2. 拉出要进行调整的纸盒。

3. 将纸张导板 [1] 拉伸到 小尺寸位置。

4. 松开三颗螺钉 [1]。

5. 根据在步骤 1 检查到的中心偏移量移动纸张导板 [1]，然后调整中心位置。

6. 拧紧三颗螺钉 [2]。

7. 再打印一张测试页，检查偏移量。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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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整定影单元通道的平行度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当第二转印进纸通道和定影部分通道不平行，导致纸张起皱时。

步骤
1. 卸下定影单元。

E.3.1.10. 更换定影单元

2. 卸下定影单元定位材料的螺钉 [1]。

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定影单元定位材料 [2]。

4. 标配 0.6 mm 调整垫片 [1]。通过增加或减少垫片的数量来调整平行度。

• 卸下标配的调整垫片：定影单元安装位置 （前侧）将下移 0.6 mm。

• 增加一块调整垫片：定影安装位置 （前侧）将上移 0.6mm。

调整垫片料号：A161 1126##

5.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6. 打印测试页，检查纸张是否合理放入。

[1]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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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H 歪斜调整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发生前缘歪斜。

步骤
1. 卸下传送单元。

F.5.2.12. 传送单元

2. 卸下螺钉 [1]。

3. 将在步骤 2 中卸下的螺钉临时拧紧到较长的孔 [1] 中。松开固定螺钉 [2]。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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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歪斜状态，然后按调整方向移动滑片 [1]，以匹配此指标 [2]。

• 上图：将 PH 前移，加速前侧写入。

• 下图：将 PH 后移，加速后侧写入。

5. 注意事项

调整宽度如下。图中所示为刻度设置为 +3 （+0.3%）的情况。

• 歪斜调整宽度：-3 （ 左线）至 +3 （ 右线）（±0.3%）

• 1 指标 0.1% （0.4 mm）

• 上标 [1]：每 2.2 mm

• 下标 [2]：每 2.6 mm

6. 拧紧两颗螺钉 [1]。

7. 重新安装时，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8. 执行复印，检查歪斜结果。必要时重复步骤 1 到 7。

[1]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面

歪斜状态

歪斜状态

[2]

[1][2]

右侧左侧

正面

背面

正面

背面

纸张

右侧左侧纸张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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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F-632

3.1 调整高度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重新安装自动双面输稿器后。

步骤

1. 检查扫描器上表面与自动双面输稿器侧 （3 点）的突出部分 [1] 之间的间隙。

备注
• 自动双面输稿器的突出部分 [1] 与扫描器上表面之间不得有间隙。

2. 如果存在间隙，需要以下调整。

3. 转动调整螺钉 [1] 消除间隙。

• 顺时针旋转：提升后侧

• 逆时针旋转：降下后侧

4. 使用调整螺钉 [2] 执行进一步调整。

• 顺时针旋转：提升后侧

• 逆时针旋转：降下后侧

[1]

正确

错误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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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调整 ADF 上的正面歪斜进纸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重新安装自动双面输稿器后。

步骤
1. 在屏幕上调出维修模式，然后测量 DF 歪斜。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Skew Measurement] （歪斜调整） -> [DFSkew (Front) （DF 歪斜 （正面）） ]。

2. 如果 [Avg.Value] （平均值）不在 “ 指定范围 ” 内，请执行以下调整。

3. 松开右侧铰链 （从正面看）的安装螺钉 [1]。

4. 如果 [Scale]（刻度）中显示 “1.0”，则顺时针转动调整螺钉，以 “+” 方向移动刻

度线一个刻度。

示例：如果调整前刻度线在刻度 “3” 上，则将刻度线调整到刻度 “4”。

备注
• 边调整边观察参考线 [2]。
• 当自动双面输稿器打开 90 度时，切勿转动调整螺钉 [1]，以防止螺钉损坏。

5. 如果 [Scale]（刻度）中显示 “-1.0”，则逆时针转动调整螺钉，以 “-” 方向移动刻

度线一个刻度。

示例：如果调整前刻度线在刻度 “3” 上，则将刻度线调整到刻度 “2”。

备注
• 边调整边观察参考线 [2]。
• 当自动双面输稿器打开 90 度时，切勿转动调整螺钉 [1]，以防止螺钉损坏。

6. 完成调整后，使用螺丝刀紧固右侧铰链的安装螺钉 [1]。

7. 通过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Skew Measurement] （歪斜调整） -> [DFSkew (Front) （DF 歪斜 （正面）） ]。重新扫描测试

图 5 次，然后测量平均歪斜值。

8. 确认 [Avg.Value] （平均值）在 “ 指定范围 ” 内。

9. 如果 [Avg.Value] （平均值）不在 “ 指定范围 ” 内，重复调整。

[1]

[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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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整分离辊的压力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此调整可分两个不同等级进行。

• 经常出现原稿卡纸。

步骤

1. 打开左盖 [1]。

2. 抓住托架的两侧 [1]，卸下盖板 [2]。

3. 如图所示卸下垫片 [1]。

4. 如图中所示方向，将垫片放入弹簧下部 （较深的凹槽面向上侧）。

备注
• 如果执行此程序后情况未改善，则执行以下调整，以增强弹簧弹力。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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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图中所示方向，将垫片放入弹簧下部 （较浅的凹槽面向上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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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F-714

4.1 调整高度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重新安装双重扫描输稿器后。

步骤

1. 检查扫描器上表面与双重扫描输稿器侧 （3 点）的突出部分 [1] 之间的间隙。

备注
• 双重扫描输稿器的突出部分 [1] 与描器上表面之间不得有间隙。

2. 如果存在间隙，需要以下调整。

3. 转动调整螺钉 [1] 消除间隙。

• 顺时针旋转：提升后侧

• 逆时针旋转：降下后侧

4. 使用调整螺钉 [2] 执行进一步调整。

• 顺时针旋转：提升后侧

• 逆时针旋转：降下后侧

4.2 调整 ADF 上的正面歪斜进纸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重新安装双重扫描输稿器后。

步骤
1. 在屏幕上调出维修模式，然后测量 DF 歪斜。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Skew Measurement] （歪斜调整） -> [DFSkew (Front) （DF 歪斜 （正面）） ]。 

2. 如果 [Avg.Value] （平均值）不在 “ 指定范围 ” 内，请执行以下调整。

[1]

正确

错误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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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松开右侧铰链 （从正面看）的安装螺钉 [1]。

4. 如果 [Scale]（刻度）中显示 “1.0”，则顺时针转动调整螺钉，以 “+” 方向移动刻

度线一个刻度。

示例：如果调整前刻度线在刻度 “3” 上，则将刻度线调整到刻度 “4”。

备注
• 边调整边观察参考线 [2]。
• 转动螺钉时，确保不要升起双重扫描输稿器，直到直立位置。

5. 如果 [Scale]（刻度）中显示 “-1.0”，则逆时针转动调整螺钉，以 “-” 方向移动刻

度线一个刻度。

示例：如果调整前刻度线在刻度 “3” 上，则将刻度线调整到刻度 “2”。

备注
• 边调整边观察参考线 [2]。
• 转动螺钉时，确保不要升起双重扫描输稿器，直到直立位置。

6. 完成调整后，使用螺丝刀紧固右侧铰链的安装螺钉 [1]。

7. 通过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Skew Measurement] （歪斜调整） -> [DFSkew(Front) （DF 歪斜 （正面）） ]，重新扫描测试

图 5 次，然后测量平均歪斜值。

8. 确认 [Avg.Value] （平均值）在 “ 指定范围 ” 内。

9. 如果 [Avg.Value] （平均值）不在 “ 指定范围 ” 内，重复调整。

4.3 调整 ADF 上的背面歪斜进纸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重新安装双重扫描输稿器后。

• 重新安装 CIS 模块后。

步骤
1. 在屏幕上调出维修模式，然后测量 DF 歪斜。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Skew Measurement] （歪斜调整） -> [DFSkew (Back) （DF 歪斜 （反面）） ]。

[1]

[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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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 [Avg.Value] （平均值）不在 “ 指定范围 ” 内，请执行以下调整。

3. 卸下双重扫描输稿器的前盖。

F.7.1. 前盖 （DF-714）

4. 松开两颗螺钉 [1]。

5. 根据歪斜值的差，使用标记 [2] 作为参考，转动调整盘 [1] 进行调整。

• 当差值为正值 （+）时，顺时针转动调整盘。

• 当差值为负值 （-）时，逆时针转动调整盘。

6. 完成调整后，拧紧在步骤 4 松开的螺钉。

7. 通过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Skew Measurement] （歪斜调整） -> [DFSkew(Back) （DF 歪斜 （反面）） ]，重新扫描测试

图 5 次，然后测量平均歪斜值。

8. 确认 [Avg.Value] （平均值）在 “ 指定范围 ” 内。

9. 如果 [Avg.Value] （平均值）不在 “ 指定范围 ” 内，重复调整。

10. 安装前盖。

4.4 调整分离辊的压力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此调整可分两个不同等级进行。

• 经常出现原稿卡纸。

步骤

1. 打开左盖 [1]。

2. 抓住托架的两侧 [1]，卸下盖板 [2]。

[1] 

[2]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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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图所示卸下垫片 [1]。

4. 如图中所示方向，将垫片放入弹簧下部 （较深的凹槽面向上侧）。

备注

• 如果执行此程序后情况未改善，则执行以下调整，以增强弹簧弹力。

5. 如图中所示方向，将垫片放入弹簧下部 （较浅的凹槽面向上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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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C-116/PC-216

5.1 纸张基准位置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更换 PH 单元后。

• 当打印件上的图像往主扫描方向偏移时。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Printer Area] （打印机区域） -> [Printer Image Centering Side 1 （打印图像对中侧 1） ]

中的调整未能解决问题时。

备注

• 当安装了选装的排纸处理器 FS-536 或 FS-536SD 时，调整前需要进行机械调整 [Printer Image Centering Side 1] （打印图像对中侧 1）。

步骤

1. 测量打印参考线 A 的宽度。 

• 目标：3.0 ± 1.0 mm

2. 滑出纸盒 [1]，取出纸张。

3. 松开三颗螺钉 [2]。

4. 边观察抽屉上的刻度 [1] 边向后移动纸张宽度导板 [2]。

• 如果宽度 A 大于目标宽度，请将纸张宽度导板移动到前面。

• 如果宽度 A 小于目标宽度，请将纸张宽度导板移动到后面。

5. 拧紧之前松开的三颗螺钉。

6. 执行另一个打印测试页，检查基准偏差。

A

[1]

[2]

[1]

[2]



bizhub C360i/C300i/C250i G 机械调整 > 6. PC-416

G-17

6. PC-416

6.1 纸张基准位置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更换 PH 单元后。

• 当打印件上的图像往主扫描方向偏移时。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Printer Area] （打印机区域） -> [Printer Image Centering Side 1 （打印图像对中侧 1） ]

中的调整未能解决问题时。

备注

• 当安装了选装的排纸处理器 FS-536 或 FS-536SD 时，调整前需要进行机械调整 [Printer Image Centering Side 1] （打印图像对中侧 1）。

步骤

1. 测量打印参考线 A 的宽度。目标：3.0 ± 1.0 mm

2. 滑出进纸盒 [1]，取出纸张。

3. 松开九颗螺钉 [2]。

4. 边观察螺钉附近的刻度 [1] 边移动前盖组件 [2]。

• 如果宽度 A 大于目标宽度，请将前盖组件移动到后面。

• 如果宽度 A 小于目标宽度，请将前盖组件移动到前面。

5. 拧紧之前松开的九颗螺钉。

6. 执行另一个打印测试页，检查基准偏差。

A

[1]

[2]

[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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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移位器同步带调整

步骤
1. 滑出进纸盒。

2. 升起主纸盘 [1] 时，卸下将移位纸盒固定到位的两颗螺钉 [2]。

备注

• 装回时，需注意的是，主纸盘 [1] 的钢丝绳容易脱落。

3. 卸下移位纸盒 [3]。

4. 移动移位器。

5. 松开张紧轮组件固定螺钉 [1]，然后按箭头方向移动。

6. 移动移位器后，拧紧张紧轮组件固定螺钉 [1]。

[3]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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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U-302

7.1 LCT 的对中调整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Printer Area] （打印机区域） -> [Printer Image Centering Side 1 （打印图像对中侧 1） ]

中的调整未能解决问题时。

步骤

1. 测量打印参考线 A 的宽度。

• 目标 A：3.0 mm ± 1.0 mm

2. 打开 LCT 的上门，松开四颗螺钉 [1]。

备注
• 调整期间，为了使纸张导板侧板之间的距离保持一致，在纸张导板侧板之间

放一张纸 [2]，使板间距离 1.0 mm。

3. 当宽度大于标准值时，将纸张导板侧板 [2] 向左移动并拧紧四颗松开的螺钉 

[1]。

4. 当宽度小于标准值时，将纸张导板侧板 [2] 向右移动并拧紧四颗松开的螺钉 

[1]。

5. 装纸，使主机生成另外一张打印测试页。然后，检查宽度 A。

6. 调整到宽度 A 在目标范围内为止。

A

[1]

[2]

[1]

[1]

[1][2] [2]

[1]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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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LCT 的拾纸辊负荷调整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如果不进纸卡纸频繁发生，执行拾纸辊负荷调整。

步骤
1. 打开上门。

2. 卸下螺钉 （M3×8 mm：V116 0308 03） [1]，然后卸下纸张辅助板组件 [2]。

3.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辅助手柄 [2]。

4. 在原基础上加一块纸张辅助板 （A03N 5604 ##） [1]。

备注
• 纸张辅助板最多四块。（标配：三块）

5. 重新安装在步骤 3 拆下的辅助手柄，然后使用螺钉固定。

6. 重新安装纸张辅助板组件，然后使用新螺钉 （M3×10 mm：V116 0310 03）固定。重新安装此组件时不得使用步骤 2 卸下的螺钉 （M3×8 mm：

V118 0308 03）

7. 关闭上门。

8. 执行复印／打印，检查是否发生不进纸或双张进纸。

[2]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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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K-519

8.1 打孔偏差修正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打孔呈斜线。

步骤

1. 将模式设置为打孔模式进行打印。

2. 将输出纸张对折，并检查打孔的移位情况。

• 目标：0 ± 2.0 mm

3. 如果此数字超出上述目标，执行以下调整步骤。

4. 拉动杆滑动排纸处理器。

5. 卸下 C 形夹 [1]，卸下杆 [2]。

6. 卸下螺钉 [1]，然后卸下盖 [2]。

7. 松开两颗螺钉 [1]。

[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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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考基准线，来回移动打孔单元 [1]，调整其位置。

9. 按照与拆卸相反的步骤重新安装上述零件。

10. 复印一份，再次检查打孔位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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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K-520

9.1 打孔偏差修正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打孔呈斜线。

步骤

1. 在打孔模式下，制作一个单面样本。打印面朝上。

• [A]：孔间距

• [B]：进纸方向

• [a]：打孔 （上）

• [b]：打孔 （下）

2. 沿进纸方向的中心将纸张对折。

3. 测量打孔 [a] 与 [b] 之间的偏差量 [D]。

目标：D = 0 ± 1.0 mm

4. 如果打孔 [a] 与 [b] 之间的偏差为 [CA]，则打孔相对于纸张折叠线 [F] 向上偏离

（进纸方向的中心）。

• 示例 1：打孔偏差量 [DA]= 测量值 [CA]3 mm ÷ 2 = -1.5 mm （孔位置向上偏

离）

5. 如果打孔 [a] 与 [b] 之间的偏差为 [CB]，则打孔相对于纸张折叠线 [F] 向下偏离

（进纸方向的中心）。

• 示例 2：打孔偏差量 [DB]= 测量值 [CB]3 mm ÷ 2 = +1.5 mm （孔位置向下偏

离）

6. 如果打孔 [a] 与 [b] 之间的偏差量 [D] 在目标范围内（±1.0 mm 或以下），则完成

调整。

• 示例 3：打孔偏差量 [D]= 测量值 [C]0 mm ÷ 2 = 0 （打孔偏差量在目标范围

内）

A

B

a

b

a
b

CA

CB

a

b

示例 1

A

DA

F

a

b

示例 2

A

DB

F
a

b

示例 3

A

D=

F

a

b
A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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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此数字超出上述目标，执行以下调整步骤。

8. 打开上盖 [1]。

9. 松开两颗螺钉 [1]。

10. 参考板上的三角形标记 [1]，强打孔单元 [2] 前后移动，调整其位置。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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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S-536SD 鞍式部分

10.1 对折歪斜调整

目的
• 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此调整：

• 折叠线超出对折模式的公差。

• 重新安装导板组件时，执行机械调整。

步骤

1. 在对折模式下复印一份。

2. 展开主机内的纸张，使纸脊面朝上。

3. 确认输出样本的折叠线 [1] 的歪斜 （A1 和 A2 的宽度）

• 目标：A1-A2=±1.0 mm

4. 如果此数字超出上述目标，执行以下调整步骤。

5. 打开排纸处理器的前门。

6. 拉出鞍式单元。

7. 松开两颗螺钉 [1]。

8. 向上滑动杆单元 [1]。

9. 松开两颗螺钉 [2]。

出纸方向

[A2]

[A1]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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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据折痕的偏差，前倾或后倾导板组件 [1]。

• 如果折痕向右歪斜：将导板组件后倾。

• 如果折痕向左歪斜：将导板组件前倾。

11. 再次制作一个样本，确认折痕歪斜。

12. 按照与拆卸相反的步骤重新安装上述零件。

[1]

如果折痕 [1] 向右歪斜：

[1]

如果折痕 [1] 向左歪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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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效用模式

1. 概述

备注

• 画面上显示的按键因设置不同而异。
• 如需效用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 使用说明书 ”。

启动步骤
1. 触摸主屏幕上的 [Utility] （效用）。

2. 显示效用模式屏幕。

退出步骤
3. 触摸 Home （主页）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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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辅助功能
Accessibility_C360i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Brightness Adjustment （亮度调整） -

Key Repeat Start/Interval Time （键重复开

始 / 间隔时间）

-

Default Enlarge Display Settings （默认放

大显示设置）

当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账单设置） ->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管理

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Key Counter IF vendor（插入式计数器 IF 投币机）” 或 “Vendor 2（投币机 2）”
时将不会显示。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Reset Settings] （重置设置） -> [Job 
Reset] （作业重置） -> [Default Basic/Enlarge Display Common Setting] （默认基本 / 放大显示通用设置）

设为 “OFF （关） ” 时，通常不可选择。

System Auto Reset Confirmation （系统自

动重置确认）

-

Auto Reset Confirmation （自动重置确

认）

-

Enlarge Display Mode Confirmation （放大

显示模式确认）

-

Message Display Time （信息显示时间） -

Color Reversal Screen Display Setting （颜

色反转屏幕显示设置）

-

Sound Setting （信息音设置） -

Voice Guidance Settings （语音提示设置） 当安装了语音数据并且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Voice Guidance Settings] （语音提示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Double tap setting （双击设置） -

Vibration setting （振动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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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数器
Counter_C360i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Copy （复印）

Print （打印）

Scan/Fax （扫描 / 传真）

Other （其他）

Eco Info （生态信息）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Display Eco Index] （显示环保指数） -> [Power 
Savings Display Level] （节能显示水平）设为 “OFF （关） ” 时， [Power Consumption] （功耗）和 [CO2 
Emission] （CO2 排放）不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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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效用

4.1 信息
Information_IT6

4.2 系统设置
System Settings_C360i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Device Information （设备信息） -

Change User Password （更改用

户密码）

• 当执行用户认证 （仅限 MFP）时，完成认证后会显示。

• 执行用户认证或账户跟踪输入时，登录认证为用户 Box 管理员时会显示。

• 当通过设置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ecurity] （安全）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可显示的

[Password Rules] （密码规则）设为 “Enable （启用） ” 时，将不会修改使用单个字母的密码，或与前一个密

码相同，少于 8 位数的密码。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ecurity] （安全）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时，输入不正确密码累计达到三次将会导致访问锁定。

Synchronize User Auth. and 
Account Track （同步用户认证与

账户跟踪）

• 当执行用户认证 （ON （MFP）、外部服务器认证或主 + 外部服务器）时，仅当完成认证后会显示。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User Authentication/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型） ->[Synchronize User Authentication / Account Track] （同步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设为

“Synchronize by User （由用户同步） ” 时会显示。

Function Permission Information
（功能权限信息）

当执行用户认证 （ON （MFP）、外部服务器认证或主 + 外部服务器）时，仅当完成认证后会显示。

Network Setting Information （网

络设置信息）

-

Print Setting Information （打印设

置信息）

Set as Default （设置为

默认值）

-

Font Information （字体

信息）

-

Macro List （宏列表） -

ICC Profile List （ICC 
配置文件列表）

-

PCL Setting （PCL 设
置）

-

PS Setting （PS 设置） -

TIFF Setting （TIFF 设
置）

-

Security Setting （安全

设置）

-

OOXML Print Settings
（OOXML 打印设置）

-

Page Layout Settings
（页面布局设置）

-

Print Information （打印信息） -

Change E-Mail Address （更改 E-
Mail 地址）

• 当执行用户认证 （仅限 MFP）时，完成认证后会显示。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ecurity] （安全）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员安全等级）设为

“Level 2 （等级 2） ” 时会显示。

Change PIN Code（更改 PIN 码）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User Authentication 
Setting] （用户认证设置） -> [User Registration] （用户注册）中设置了用户 PIN 码时会显示。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Measurement Unit Setting
（测量单位设置）

-

Auto Tray Selection Settings
（自动纸盒选择设置）

-

Paper Tray Setting （纸盒设

置）

Auto Tray Switch ON/OFF
（自动纸盒切换开 / 关）

-

No Matching Paper in Tray 
Setting （纸盒中无匹配纸

张设置）

-

Print Lists （打印列表）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

时将不会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

设为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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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Color Level Adjustment
（自动颜色等级调整）

-

Power Settings （电源设置） Low Power Mode Setting
（低功耗模式设置）

•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员安全等级）中选择了 “Prohibit （禁止） ” 以外的其他选项时会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设为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

• 仅当十六进制分配时通过设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ystem 2] （系统 2）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将开关编号 “157” 指定为 “02” 时上限可设

为 高 240 分钟。

Sleep Mode Setting （睡眠

模式设置）

bizhub Remote Access 
Setting （bizhub 远程访问设

置）

连接 Android 平板电脑终端时会显示。

AE Level Adjustment （AE 
等级调整）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ecurity] （安全）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员安全等级）设为 “Level 2

（等级 2） ” 时会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

设为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

Auto Paper Select for Small 
Original （为小型原稿自动

选纸）

-

Blank Page Print Settings
（空白页打印设置）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ecurity] （安全）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员安全等级）设为 “Level 2

（等级 2） ” 时会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

设为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

Page Number Print Position
（页码打印位置）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ecurity] （安全）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员安全等级）设为 “Level 2
（等级 2） ” 时会显示。

Select Keyboard （选择键

盘）

选择 [Local Keyboard]（本地键盘）时显示的键盘类型取决于在 [Utility]（效用） ->[Language Selection]（语言选择）

中选择的语言。

Separate Scan from Platen
（从稿台分离扫描）

-

Blank Sheet Detection Level
（空白纸检测水平）

-

Multi-Feed Detection Setting
（多页进纸检测设置）

安装了双张进纸检测组件时会显示。

Searchable PDF Setting （可

查找 PDF 设置）

需要 i-Option LK-105 v4 或 i-Option LK-110 v2 才能使用此功能。

Network TWAIN （网络 
TWAIN）

TWAIN Lock Time
（TWAIN 锁定时间）

-

Left Panel Display Default
（左侧面板显示默认）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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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ox

备注
• 在使用外部服务器或 MFP 的用户认证功能设为 ON （开）的机器中，当在未执行用户认证的情况下操作此机器时，此菜单不会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Box_IT6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User Box List （用户 Box 列
表）

New Registration
（新注册）

Create User Box (Public/
Personal) （创建用户 Box
（公共 / 个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设为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显

示。）

• 当 [User Box] （用户 Box）设为 “Restrict （限制） ” 时，由于用

户认证具有功能限制，所以将不显示。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User Box Settings] （用户 Box 设置） ->[Allow/Restrict User 

Box] （允许 / 限制用户 Box）设为 “OFF （关） ” 时将不会显

示。

System User Box List （系统

用户 Box 列表）

New Registration
（新注册）

Bulletin Board User Box（公告

板用户 Box）
• 安装了传真组件时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设为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显

示。）

• 当 [User Box] （用户 Box）设为 “Restrict （限制） ” 时，由于用

户认证具有功能限制，所以将不显示。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User Box Settings] （用户 Box 设置） ->[Allow/Restrict User 

Box] （允许 / 限制用户 Box）设为 “OFF （关） ” 时将不会显

示。

• 当 [Fax] （传真） 设为 “Restrict （限制） ” 时，由于用户认证具

有功能限制，所以将不显示。

Relay User Box （中继用户 
Box）

• 安装了传真组件时显示。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FAX] （传真） ->[System] （系

统） ->[Display Setting] （显示设置） ->[Relay] （中继）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设为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显

示。）

• 当 [User Box] （用户 Box）设为 “Restrict （限制） ” 时，由于用

户认证具有功能限制，所以将不显示。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User Box Settings] （用户 Box 设置） ->[Allow/Restrict User 

Box] （允许 / 限制用户 Box）设为 “OFF （关） ” 时将不会显

示。

Annotation User Box （归档号

码用户 Box）
• 安装了传真组件时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设为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显

示。）

• 当 [User Box] （用户 Box）设为 “Restrict （限制） ” 时，由于用

户认证具有功能限制，所以将不显示。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User Box Settings] （用户 Box 设置） ->[Allow/Restrict User 

Box] （允许 / 限制用户 Box）设为 “OFF （关） ” 时将不会显

示。

• 当执行用户认证时，完成管理员认证后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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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复合机设置
Copier Settings_C360i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Basic Setting （基本设置） Auto Zoom for Combine/
Booklet （组合 / 小册子的

自动缩放）

-

Default Copy Settings （默

认复印设置）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并且不执行用户认证时将不会显示。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中设置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的条件

下，当设置了插入式计数器或者出现警告消息，告知需要检查投币机主电源开

关或未插入硬币 （卡）时此菜单不可用。

Default Enlarge Display 
Settings （默认放大显示设

置）

-

When AMS Direction is 
Incorrect （当 AMS 方向不

正确时）

-

Separate Scan Output Method
（分离扫描输出方法）

-

Enlargement Rotation （放大

旋转）

-

Select Tray for Insert Sheet
（选择插页纸盒）

-

Auto Booklet Selection for 
Saddle Stitching （自动选择

小册子执行鞍式装订）

安装了带折叠功能的排纸处理器时会显示。

Booklet shortcut mode setting
（小册子快捷模式设置）

-

选择插纸纸盒功能。 -

Auto Zoom (Platen) （自动

缩放 （稿台））

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Security]（安全） ->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员安全等级）中选择了 “Prohibit （禁止） ” 以外的其他选项时会显示。

Auto Zoom (ADF) （自动缩

放 （ADF））

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Security]（安全） ->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员安全等级）中选择了 “Prohibit （禁止） ” 以外的其他设置时会显示。

Specify Default Tray when 
APS Off （APS 关闭时指定

默认纸盒）

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Security]（安全） ->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员安全等级）中选择了 “Prohibit （禁止） ” 以外的其他设置时会显示。

Tri-Fold Print Side （三折打

印侧）

安装了带折叠功能的排纸处理器时会显示。

Print Jobs During Copy 
Operation （复印操作期间

的打印作业）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ecurity] （安全）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员安全等级）设为 “Level 2 （等级 2） ” 时会显示。

Automatic Image Rotation
（自动图像旋转）

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Security]（安全） ->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员安全等级）中选择了 “Prohibit （禁止） ” 以外的其他设置时会显示。

Finishing Program （排纸处理器

程序）

• 当安装了排纸处理器时会显示。

• 选择 “ON （开） ” 时，选择要注册于排纸处理程序的内容。

Card Shot （卡） Layout （布局） -

Zoom （缩放） -

Store Original Size 1 （储存

原稿尺寸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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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打印机设置
Printer Settings_C360i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Basic Setting （基本设

置）

PDL Setting （PDL 设置） -

Image Quality Setting （图像质量

设置）

-

Edge Definition （边缘定义） -

Paper Tray （纸盒） -

2-Sided Print （双面打印） -

Binding Position （装订位置） -

Staple （装订） 当安装了装订排纸处理器时会显示。

Punch （打孔） 安装了排纸处理器和打孔组件时会显示。

Fold Type Settings （折叠类型设

置）

安装了带折叠功能的排纸处理器时会显示。

Half-Fold/Tri-Fold Operation 
Selection （对折 / 三折操作选

择）

安装了带折叠功能的排纸处理器时会显示。

Number of Sets （套数） -

Paper Size （纸张尺寸） -

Paper Type （纸张类型） -

Original Direction （原稿方向） -

Spool Print Jobs in HDD before RIP
（RIP 前 HDD 中假脱机打印作

业）

-

Banner Sheet Setting （横幅页设

置）

-

Banner Paper Tray （横幅纸纸

盒）

-

A4/A3 <--> LTR/LGR Auto Switch
（A4/A3 <--> LTR/LGR 自动开

关）

-

Binding Direction Adjustment（装

订方向调整）

-

Line Width Adjustment (600 dpi)
（线宽调整 （600 dpi））

-

Line Width Adjustment (1200 dpi)
（线宽调整 （1200 dpi））

-

Gray Background Text Correction
（灰色背景文本修正）

-

Minimal Print （ 低配置打印） -

OOXML Print Mode （OOXML 
打印模式）

-

Gloss Mode （光泽模式） -

Toner Save （碳粉保存） -

Print/Fax Output （打印 / 传真输

出）

Print （打印） •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员安全等级）中选择了

“Restrict （限制） ” 以外的其他设置时会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

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设为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

Fax （传真） • 安装了传真组件时显示。

•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员安全等级）中选择了

“Restrict （限制） ” 以外的其他设置时会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

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设为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

Output tray （出纸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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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存储地址

备注
• 在使用外部服务器或 MFP 的用户认证功能设为 ON （开）的机器中，当在未执行用户认证的情况下操作此机器时，此菜单不会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Store Address_C360i

PCL Setting（PCL 设置） Select Color （选择颜色） -

Symbol Set （字符设置） -

Font Settings （字体设置） -

Font Size （字体大小） -

Line/Page （行 / 页） 默认设置值取决于在 [Utility] （效用） -> [Utility] （效用） -> [Printer Settings] （打印

机设置） -> [Basic Setting]（基本设置） -> [Original Direction]（原稿方向）和 [Paper 
Size] （纸张尺寸）中设置的值。

CR/LF Mapping （CR/LF 映射） -

Thin Line （细线） -

Bar Code Font Settings （条形码

字体设置）

i-Option LK-106 启用时显示。

Auto Trapping （自动捕获） -

PS Setting （PS 设置） Select Color （选择颜色） -

PS Error Print （PS 错误打印） -

ICC Profile Settings （ICC 配置文

件设置）

-

Auto Trapping （自动捕获） -

Black Overprint （黑色套印） -

TIFF Setting （TIFF 设
置）

Auto Paper Select （自动选纸） 当选择 “Auto （自动） ” 且纸盒中无大于图像尺寸的纸张时，会出现纸张尺寸错误。

Security Setting （安全设

置）

Verify XPS/OOXML Digital 
Signature （验证 XPS/OOXML 数
字签名）

-

OOXML Print Settings
（OOXML 打印设置）

Sheet/Book Print （页 / 书打印） -

Paper Size （纸张尺寸） 显示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1] （系统 1） -> [Foolscap Size Setting]
（Foolscap 尺寸设置）中选择的纸张尺寸。

Paper Type （纸张类型） -

Page Layout Settings （页

面布局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Address Book （地址簿） E-mail Address （E-mail 地址） -

FTP -

SMB -

WebDAV -

User Box （用户 Box）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

显示。）

Fax （传真） -

IP Address Fax （IP 地址传真） 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Network]（网络）-> [Network Fax 
Settings] （网络传真设置）中，当 [IP Address Fax Function Settings]
（IP 地址传真功能设置）设为 “ON （开） ” 时，此设置可用。

Internet Fax （Internet 传真） 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Network Settings]（网络设置） -> 
[Network Fax Settings] （网络传真设置）中，当 [I-Fax Function 
Setting] （Internet 传真功能设置）启用时，此设置可用。

Group （群组） Destination Information （目的地信息） -

Limiting Access to Destinations （限制访问目的

地）

-

Subject （主题）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设

为 “Management Device 2 （管理设备 2） ” 时将不会显示。
Text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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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扫描 / 传真设置
Scan/Fax Settings_C360i

4.8 传真设置
Fax Settings_C360i

Call Rejection Setting （拒绝

来电设置）（仅限日本）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System] （系统）中的 [Reject Calls] （拒绝来电）和 [Number 
display] （号码显示）设为 “ON. （开） ” 时此设置可用。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Function Setting] （功能设置） -> [Function ON/OFF 
Setting] （功能开 / 关设置）中的 [Number Display Function] （号码显示功能）启用时会显示。

Prefix/Suffix （前 / 后 ） -

Maximum Number of User 
Boxes （用户 Box 上限）

如果用户 Box 上限设为 “0”，则无法新建用户 Box。
例如，如果所选用户已创建三个用户 Box，则可在 3 ～ 1000 内设置用户 Box 上限。

Prefix/Suffix Setting （前 /
后 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Basic Settings （基本设置） JPEG 压缩方法键 -

Black Compression 
Level （黑色压缩等

级）

-

Compact PDF 
compression method
（紧凑 PDF 压缩方

法）

-

Default Scan/Fax 
Settings （默认扫描 /
传真设置）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并且不执行用户认证时将不会显示。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中设置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的条件下，当设置了插入

式计数器或者出现警告消息，告知需要检查投币机主电源开关或未插入硬币 （卡）时此

菜单不可用。

Default Enlarge Display 
Settings （默认放大显

示设置）

-

Color TIFF Type （彩

色 TIFF 类型）

-

Auto Rename Function
（自动重命名功能）

-

Distributed Scan PDF 
Settings （分布式扫描 
PDF 设置）

满足以下条件时会显示。
• 认证服务器类型设为 Active Directory （活动目录）。

•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Network] （网络）中， [Distributed Scan Settings]（分布

式扫描设置）设定为 [Use] （使用）。

• 用户允许扫描操作。
Distributed Scan XPS 
Settings （分布式扫描 
XPS 设置）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Fax Default Settings
（传真默认设置）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并且

不执行用户认证时将不会显示。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中设

置了 “Vendor 2（投币机 2） ” 的条件下，当设置了插入式计数器或者出现警告消息，告知需要检查投币机主电源开关或

未插入硬币 （卡）时此菜单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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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自定义
Customize_C360i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Copier Settings （复合机设

置）

Basic Screen （基本屏幕） -

Quick Settings 1 （快速设置 1） 此设置启用时，选择要注册的复印功能。

Quick Settings 2 （快速设置 2）

Default Paper Type Display （默

认纸张类型显示）

注册自定义纸张时显示。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Scan/Fax Settings （扫描 / 传
真设置）

-

Search Option Settings （查找

选项设置）

-

User Box Setting （用户 Box 
设置）

Default Tab （默认选项卡） -

Shortcut Key 1 （快捷键 1） 此设置设定为 ON （开）时，选择要在屏幕上显示快捷键的辅助功能。

Shortcut Key 2 （快捷键 2）

Active screen setting （活动屏

幕设置）

Copy Operating Screen （复印操

作屏幕）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Key Counter Only （仅限插入式计

数器） ” 或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但是，当安装了此插入式计

数器且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 ->[The next job reservation] （下一个作业预约）

设为 “License （许可证） ” 时此菜单可用。）

Fax Active Screen （传真启用屏

幕）

• 安装了传真组件时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Key Counter Only （仅限插入式

计数器） ” 或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

Animation Settings （动画设

置）

-

Accessibility Settings （辅助功

能设置）

-

Paper jam release procedure 
display settings （卡纸清除步骤

显示设置）

- 

Default Application Screen 
Type Setting （默认应用屏幕

类型设置）

-

Function Display Key （功能

显示键）

Copy/Print （复印 / 打印）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Function Display 
Key Permission Setting]（功能显示键权限设置） ->[Copy/Print]（复印 / 打印）关闭

时不会显示。

Send/Save （发送 / 保存）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Function Display 
Key Permission Setting] （功能显示键权限设置） ->[Send/Save] （发送 / 保存）关闭

时不会显示。
Fax Tx （传真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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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语言选择
Language Selection_IT6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Language Selection Display （语言选择显

示）

默认情况下，语言取决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下从 [System 1] （系统 1）的 [Marketing Area]
（销售地区）中设置的销售地区。

Panel Keyboard Language Selection （面板

键盘语言选择）

External Keyboard Language Selection（外

部键盘语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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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员

6.1 概述

备注
• 通过输入 Administrator Settings （管理员设置）或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设定的管理员密码 （16 位）即可使用 Administrator Settings
（管理员设置）。（管理员初始密码为 “1234567812345678”。）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ecurity] （安全）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启用时，输入不正确管理员密码累计达到三

次将会导致访问锁定。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经过规定的时间后访问锁会解除 （默认设置：5 分钟）。可通过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Administrator unlocking] （管理员解锁）解除访问锁。

6.2 维修保养
Maintenance_C360i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Meter Count （计数器计数） -

ROM Version （ROM 版本） -

Status Notification Setting （状态

通知设置）

-

Total Counter Notification Setting
（总计数器通知设置）

-

Date/Time Setting （日期 / 时间设

置）

Manual Setting
（手动设置）

-

Time Adjustment 
Setting （时间调

整设置）

此设置启用时，触摸 [Data Entry] （数据输入）并修改时间。

Daylight Saving Time （夏令时） 此设置启用时，设置要增加的时差。
• 默认设置：60 min. （60 分钟）

• 设置范围：1 至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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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 Setting （定时器设置） Power Settings
（电源设置）

Low Power 
Mode Setting
（低功耗模式
设置）

仅当十六进制分配时通过设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ystem 2] （系

统 2）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将开关编号 “157” 指定为

“02” 时上限可设为 高 240 分钟。

Sleep Mode 
Setting （睡眠

模式设置）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1] （系统 1） -> [Sleep ON/OFF 

Choice Setting] （睡眠开 / 关选择设置）设为 “Permit （允许） ” 时，会显示

且可选择睡眠开关设置。

• 即便睡眠模式设置为 “OFF （关） ”，也将会在 48 小时后开始。

• 仅当十六进制分配时通过设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ystem 2]

（系统 2）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将开关编号 “157” 指

定为 “02” 时上限可设为 高 240 分钟。

Power 
Consumption 
in Sleep Mode
（睡眠模式中
的功耗）

安装了图像打印控制器时不会显示。

Power Save 
Settings （节

能设置）

-

Enter Power 
Save Mode
（进入节能模
式）

-

Power Key 
Setting （电源

键设置）

• 安装了图像打印控制器时不会显示。

• 在 ErP auto power OFF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下，本机无法接收数据或

传真，且无法扫描或打印原稿。

Power Saving 
Fax/Scan （节

能传真 / 扫
描）

当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Reset 
Settings] （重置设置） -> [System Auto Reset] （系统自动重置） -> [Screen to 
display after startup/Reset] （启动 / 重置后显示的屏幕）中选择 “Copy （复

印） ” 以外的其他选项时此功能可用。

Awake from 
Power Save 
Mode by 
Touching 
Control Panel
（触摸控制面
板以从节能模
式唤醒）

-

Weekly Timer 
Settings （周定

时器设置）

Use Weekly 
Timer （使用

周定时器）

-

Use Power 
Save （使用节

能）

当选择 “Yes （是） ” 时，使用数字键盘，输入节能开始时间和节能结束时

间。

Use Overtime 
Password （使

用加班密码）

此设置启用时，输入密码 （8 位）。

Enable 
Tracking 
Function （启

用跟踪功能）

-

Network Error Code Display 
Setting （网络错误代码显示设

置）

-

Reset （重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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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系统设置

6.3.1 机器设置

6.3.2 注册支持信息

License Settings （许可证设置） Get Request Code （获取请求代

码）

-

Install License （安装许可证） • 通过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进行设

置， CE 也可以激活 i-Option 提供的功能。

• 激活 i-Option 时，MFP 通过 WebDAV 连接访问 KM 许可证服务器。根据需

要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Network] （网络） ->[WebDAV Settings]

（WebDAV 设置） ->[Proxy Setting for Remote Access] （远程访问的代理设

置）中配置代理服务器设置。

• 若要访问 KM 许可证服务器，需要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WebDAV Server Setting] （WebDAV 服务

器设置）中选择 [Fixed Address] （固定地址）。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1.1.License Settings （许可证设置） ”。

List of Enabled Functions （已启

用功能列表）

如果有激活功能时会出现。

Install License from Ext.Memory
（从外部存储器安装许可证）

-

Authorization function Setting
（授权功能设置）

Install License （安装许可证） -

Install License from Ext.Memory
（从外部存储器安装许可证）

-

Authorization function list display
（认证功能列表显示）

如果有授权功能时会出现。

Backup Setting Information（备份

设置信息）

-

User Box Document Backup （用

户 Box 文件备份）

-

PING TX Address （PIN 发送地

址）

-

External Memory Backup （外部

存储器备份）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ystem 2]（系统 2）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显示，开关编

号 72 在位分配时设为 [00000100]/ 在十六进制分配时设为 [04] 时会显示。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1.2.External Memory Backup （外部存储器备份） ”。

Call Remote Center （呼叫远程控

制中心）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I.8.1.Remote Care”。

Remote Access Setting （远程访

问设置）

• 使用 CS Remote Care system （CS Remote Care 系统）时会显示。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1.3. 远程访问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Device Location （设备位置） -

Administrator Registration （管理

员注册）

-

Input Machine Address （输入机

器地址）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Register Support Information （注

册支持信息）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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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重置设置
Reset Settings_C360i

6.3.4 User Box Settings （用户 Box 设置）
User Box Settings_C360i

6.3.5 URL 文件管理设置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Job Reset （作业重置） 当账户发生变化时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当原稿设在 ADF 上时 -

Next Job （下一个作业） Staple Setting （装订设置） -

Original Set/Bind Direction
（原稿设置 / 装订方向）

-

Reset Data After Job （作业

后重置数据）

-

Default Basic/Enlarge Display 
Common Setting （默认基

本 / 放大显示通用设置）

-

System auto reset （系统自

动重置）

• 当 [Low Power Mode Setting] （低功耗模式设置）或 [Sleep Mode Setting] （睡眠模式设置）设为 “1 Minute （1 分

钟） ” 时， [System Auto Reset Time] （系统自动重置时间）将不会显示。

• 当注册了屏幕保护程序时，会显示此屏幕保护程序功能。

Auto Reset （自动重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Delete Unused User Box （删除不用的

用户 Box）

-

Delete Secure Print File （删除机密打

印文件）

-

Delete Time Setting （删除时间设置） Auto Delete Secure 
Document （自动删除

机密文件）

-

Encrypted PDF Delete 
Time Setting （加密 
PDF 删除时间设置）

-

Document Delete Time Setting（文件删

除时间设置）

-

Document in MFP Shared Folder Delete 
Time Setting（MFP 共享文件夹文件删

除时间设置）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Network] （网络） ->[SMB]->[SMB Server Settings] （SMB 服务器设置）

->[Share SMB File Setting] （共享 SMB 文件设置）启用时显示。

Delete all in SMB folder（在 SMB 文件

夹中全部删除）

Document Hold Setting （文件保留设

置）

-

External Memory Function Settings（外

部存储器功能设置）

-

User Box Operation （用户 Box 操作） -

ID & Print Delete Time （ID 和打印删

除时间）

-

Security Document Setting （安全文件

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URL Document Delete Time 
Setting （URL 文件删除时间设

置）

- 

URL Delete Document （URL 删
除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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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标准尺寸设置
Standard Size Setting_C360i

6.3.7 印记设置
Stamp Settings_C360i

6.3.8 空白页打印设置

6.3.9 作业优先操作设置
Job Priority Operation Settings_C360i

6.3.10 系统连接设置
System Connection Setting_C360i

6.3.11 可查找 PDF 设置
Searchable PDF Settings_C360i

6.3.12 紧凑 PDF 设置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Original Glass Original Size Detect
（原稿台原稿尺寸检测）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Administrator Feature Level] （管理员权限等

级）设为 “Level 2 （等级 2） ” 时会显示。

Foolscap Size Setting （Foolscap 
尺寸设置）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Header/Footer Registration
（页眉 / 页脚注册）

- 

Fax TX Settings （传真发送设

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Blank Page Print Settings（空白页

打印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Fax RX Job Priority （传真接收作

业优先）

- 

Skip Job (Fax) （跳过作业 （传

真））

-

Skip Job (Copy, Print) （跳过作业

（复印，打印））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System Connection Setting （系统

连接设置）

-

Mobile Connection Settings （移

动连接设置）

Simple Connection Setting （简

单连接设置）

QR Code Display 
Setting （二维码

显示设置）

-

Enable NFC （启

用 NFC）
此设置与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User Auth/Account 
Track]（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Type]（认证

类型） -> [Enable NFC] （启用 NFC）同步。

Enable Bluetooth 
LE （启用 
Bluetooth LE）

• 安装了选购的本地接口组件 （启用语音提示 /Bluetooth 

LE）时会显示。

• 此设置与 [Administrator Settings] （管理员设置） -[User 

Authentication/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General Settings] （常规设置） ->[Enable NFC] （启用 

Bluetooth LE）同步。

Wireless Connection Setting
（无线连接设置）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Settings] （网络设置） -> [Network I/F 
Configuration] （网络 I/F 配置）设为 [Wireless Only] （仅限无线）时，会通过应

用本机的无线设置，建立配对关系；因此，此设置不显示。 

Touch Connection Link 
Application Settings （触摸连

接链接应用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Searchable PDF Settings（可查找 
PDF 设置）

需要 i-Option LK-105 v4 或 i-Option LK-110 v2 才能使用此功能。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Compact PDF Settings （紧凑 PDF 
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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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 外框 PDF 设置

6.3.14 PDF Web 优化默认设置
PDF Web 优化默认设置

6.3.15 PDF/A 默认设置
PDF/A Default Settings_C360i

6.3.16 扫描文件名称设置

6.3.17 由用户设置纸张名称

6.3.18 放大显示设置

6.3.19 注册键设置

6.3.20 主菜单显示设置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Outline PDF Setting （外框 PDF 设
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Compact PDF Settings （紧凑 PDF 
设置）

需要 i-Option LK-102 v3 或 i-Option LK-110 v2 才能使用此功能。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Compact PDF Settings （紧凑 PDF 
设置）

需要 i-Option LK-102 v3 或 i-Option LK-110 v2 才能使用此功能。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Function Mode Initial （功能模式初

始化）

- 

Supplementary File Name （补充文

件名）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Set Paper Name by User （由用户设

置纸张名称）

- 

Edit Paper Name （编辑纸张名称） Set Paper Name by User （由用户设置纸张名称）启用时会显示。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Default Enlarge Display Setting （默

认放大显示设置）

- 

Enlarge Display Setting （放大显示

设置）

-

Apply Basic Setting to Enlarge 
Display （将基本设置应用至放大显

示）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Registered Key 1 （注册键 1） - 

Registered Key 2 （注册键 2） -

Registered Key 3 （注册键 3） -

Registered Key 4 （注册键 4） -

Registered Key 5 （注册键 5）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Main Menu Display Settings （主菜

单显示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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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预览设置

6.3.22 列表 / 计数器
List/Counter_C360i

6.3.23 自定义功能模式选择
Custom Function Pattern Selection_C360i

6.3.24 自定义功能属性用户 / 账户

6.3.25 功能显示键权限设置
Function Display Key Permission Setting_C360i

6.3.26 临时更改语言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Realtime Preview （实时预览） -

Set key Initial display （设置键初始显

示）

-

Original direction Setting （原稿方向设

置）

-

Preview Display Conditions (Standard 
Application) （预览显示条件 （标准

应用））

-

Preview Display Conditions (Registered 
Application) （预览显示条件 （注册

应用））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Meter Count and Device 
Confirmation Tx Settings （计数

器计数和设备确认发送设置）

• 计数器信息通过 CS Remote Care 进行采集。

• 即使启用此设置，如果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ystem 2] （系统 2） ->[Acquiring Settings] （采集设

置）设为 “OFF （关） ”，也不会发送此信息。

Management List （管理列表）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

择）设为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且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ystem 2] （系统 2）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显示，开关编号 33 在位分配时设为 
[00000001]/ 在十六进制分配时设为 [01] 时将显示。

Paper Size/Type Counter （纸张尺

寸 / 类型计数器）

-

Meter Counter List （计数器计数

列表）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

择）显示安装了 “Management device 2 （管理设备 2） ” 或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此设置可用。

Check Consumables List （检查耗

材列表）

TX Operation Log Output （发送

操作日志输出）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TX Operation Log Setting] （发送操作日志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Custom Function Pattern Selection
（自定义功能模式选择）

当已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ystem 2]（系统 2） -> [Custom Pattern]（自定义模式）中注册或者导

入自定义功能模式时，可选择 （[Custom Pattern 1] （自定义模式 1）至 [Custom Pattern 3] （自定义模式 3））

等模式。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Custom Function Profile User/
Account （自定义功能属性用户 / 账
户）

如果未执行用户认证或账户跟踪，则此设置被禁用。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Function Display Key Permission 
Setting （功能显示键权限设置）

Copy/Print （复印 /
打印）

此设置启用时，会在 [Utility] （效用） -> [Customize] （自定义） -> [Function Display 
Key] （功能显示键）中显示 [Copy/Print] （复印 / 打印），且可配置此设置。

Send/Save （发送 /
保存）

• 此设置启用时，会在 [Utility] （效用） -> [Customize] （自定义） -> [Function Display 

Key] （功能显示键）中显示 [Send/Save] （发送 / 保存），且可配置此设置。

• 此设置启用时，会在 [Utility] （效用） -> [Customize] （自定义） -> [Function Display 

Key] （功能显示键）中显示 [Fax Tx] （传真发送），且可配置此设置。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Temporary Change Language （临时

更改语言）

在以下任何操作后，临时启用的语言会恢复到在 [User Settings] （用户设置）中配置的语言。

• 关闭主电源开关

• 关闭电源键

• 睡眠模式

• 低功耗模式

• 系统自动重置

•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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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7 主菜单默认 （经典样式）

6.3.28 主菜单默认 （基本样式）

6.3.29 输入套数时显示数字键盘

6.3.30 打印结束通知灯打开时间设置

6.3.31 通用打印设置

备注

• 当启用了选购的 i-Option 组件 LK-114 时此设置可用。 
Universal Print Settings_C360i

6.3.32 小工具功能设置

6.3.33 打印 PC 的手送纸盒覆盖设置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Main Menu Default (Classic Style)List
（主菜单默认 （经典样式）列表）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Main Menu Default (Basic Style)List
（主菜单默认 （基本样式）列表）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Display 10 Keypad when entering 
Number of Sets（输入套数时显示数

字键盘）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Print end notification lamp ON time 
settings （打印结束通知灯打开时间

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Universal Print Settings （通

用打印设置） *1

Store Print Documents 
Settings （存储打印文件设

置）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Network Settings] （网络设置） ->[2nd Network 
Setting]（二级网络设置） ->[Network Interface Settings]（网络接口设置）中进行下列设

置时此设置被禁用。
• 有线 + 无线 （次模式）

• 有线 + 无线 （主模式）

• 有线 + 无线 （Wi-Fi Direct）

Client Function Setting （客

户端功能设置）

-

Universal Print Group Setting
（通用打印组设置）

- 

IPP Authentication Settings
（IPP 认证设置）

-

Topology Function Setting
（拓扑功能设置）

- 

Rebuild Serverless Pull 
Printing Group （重建无服务

器拉印组）

- 

Domain group list （域组列

表）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Widget Function Settings （小工具功

能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Bypass Tray Overwrite Settings for 
Print PC（打印 PC 的手送纸盒覆

盖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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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4 网络选择设置

6.3.35 作业历史显示设置

6.3.36 默认手送纸盒纸张类型设置

6.3.37 页码打印位置

6.3.38 Voice Guidance Settings （语音提示设置）

6.3.39 ADF 原稿歪斜调整设置

6.3.40 默认操作模式设置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Network Selection Settings
（网络选择设置）

Default Network Settings （默认

网络设置）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Network]（网络） -> [VLAN Settings]（VLAN 设置）

启用时会显示。

Network Name Change （网络名

称更改）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Communication history sort method
（通信历史排序方法）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Default Bypass Paper Type Setting
（默认手送纸盒纸张类型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Page Number Print Position（页码

打印位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Voice guidance （语音提示） • 若要使用语音提示，必须激活 i-Option LK-104 v3。而且必须安装本地接口组件。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2.1.Voice Guidance Settings （语音提示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ADF original skew adj.setting
（ADF 原稿歪斜调整设置）

安装 ADF 时会显示。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Def. operation mode set. （默认操

作模式设置）

-



bizhub C360i/C300i/C250i H 效用模式 > 6. 管理员

H-22

6.4 安全
Security_Administrator_C360i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Certificate Verification Settings
（证书验证设置）

-

Limiting Access to Destinations
（限制访问目的地）

-

Restrict User Access （限制用户

访问）

Registering and Changing 
Addresses （注册和更改

地址）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

显示。

• 如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Registering and Changing Addresses] （注册

和更改地址）选择为 [Allow] （允许）可取消增强安全模式。

• 通过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且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型）

-> [User Authentication] （用户认证）设为 “ON (MFP) （开 （MFP）） ” 时会显示 

[Biometric/IC Card Information Registration] （生物 /IC 卡信息注册）键。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型） -> [Synchronize User Authentication / Account 

Track] （同步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设为 “Synchronize by User （由用户同步） ” 时

会显示 [Synchronize User Authentication / Account Track By User] （由用户同步用户

认证 / 账户跟踪）键。

Biometric/IC Card 
Information Registration
（生物 /IC 卡信息注册）

Changing the “From” 
Address （更改 “ 收件

人 ” 地址）

Synchronize User 
Authentication / Account 
Track By User （由用户

同步用户认证 / 账户跟

踪）

Restrict Program Function 
Setting （限制程序功能

设置）

Multiple Addresses 
Restriction Setting （多个

地址限制设置）

Add Dest. Button （添加

目的地按钮）

Select All Groups （选择

所有群组）

Changing Job Priority
（更改作业优先级）

Delete Other User Jobs
（删除其他用户作业）

Changing Zoom Ratio
（更改缩放比率）

Change Registered 
Overlay （更改注册叠

图）

Copy security （复印安全） 安装了安全组件时显示。

Auto Logout （自动退出） -

Administrator Password Setting
（管理员密码设置）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 -> [Password Rules] （密码

规则）启用时，不接受使用以下密码：由单一重复字符组成的密码、与旧密码相同的密码以及字符数少于在
[Set Minimum Password Length] （设置 短密码长度）中规定的 少字符数的密码。

Copy Program Lock Settings （复

印程序锁定设置）

-

Delete Saved Copy Program （删

除保存的复印程序）

-

Administrator Password Change 
Permission Setting （管理员密码

更改权限设置） 

-

User Box Administrator Setting
（用户 Box 管理员设置）

执行用户认证以及账户跟踪时会显示。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

理员安全等级）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

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

TX Operation Log Setting （发送

操作日志设置）

若要打印保存的发送操作日志或保存在 USB 存储器中，选择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系

统设置） -> [List/Counter] （列表 / 计数器） -> [TX Operation Log Output] （发送操作日志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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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 Password Rules （密码规

则）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 [CE 

Authentication]（CE 认证）设为 “OFF（关） ” 时，无法启用此设置。当 [Password 

Rules] （密码规则）启用时， [CE Authentication] （CE 认证）无法设为 “OFF

（关） ”。

• 如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禁用此设置可取消增强安全模式。

• 当密码规则启用时，除非满足以下条件，否则密码无法更改或注册。

Prohibit Functions （禁用

的功能）

• 如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在此设置中选择 “Mode1 （模式 1） ” 可取消

增强安全模式。只能更改启用访问锁的 高尝试次数。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3.1.Prohibit Functions （禁用的功能） ”。

Confidential Document 
Access Method （机密文

件访问方法）

由于它是根据 [ProhibitFunctions] （禁用的功能）设置而自动设置的，所以不能由操

作员随意更改。
• [ProhibitFunctions]（禁用的功能）设为 “Mode1（模式 1） ” 时，它会设为 “Mode 1

（模式 1） ”。

• [ProhibitFunctions]（禁用的功能）设为 “Mode2（模式 2） ” 时，它会设为 “Mode 2

（模式 2） ”。

Manual Destination Input
（手动输入目的地）

-

Print Data Capture （打印

数据采集）

•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Data Capture] （数据

采集）时使用。

• 如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启用此设置可取消增强安全模式。

Restrict Fax TX （限制传

真发送）

-

Address Selection 
Confirmation Display
（地址选择确认显示）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Restrict User Access]（限制用户访

问） -> [Multiple Addresses Restriction Setting] （多个地址限制设置）设为 “OFF
（关） ” 时会显示。

Personal Data Security 
Settings （个人资料安全

设置）

-

Initialize （初始化） -

Secure Print Only （仅机

密打印）

-

Web browser contents 
access （网络浏览器内容

访问）

• 当通过 OpenAPI 应用启用网络浏览器的扩展功能时会显示。

• 使用由网络浏览器扩展执行服务器认证的应用时，会自动选择 [Allow] （允许）。

Export Debug Log （导出

调试日志）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的 HEX Assignment （十六进制分配）中将开关编号 “155”

设为 “01” 时会显示。

• 用途：选择是否允许 CE 从 MFP 中导出调试信息 （日志），然后用此信息分析 

MFP 中的问题。

• 默认设置：Restrict （限制）

Remote Service setting
（远程服务设置） 

选择 “Allow （允许） ” 时，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机器更新设置）->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s]（机器自

动更新设置） -> [Auto Update Settings for This Machine] （自动更新本机设置）不会显

示。 

Web browser setting 
change （网络浏览器设

置更改）

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Network]（网络） -> [Web Browser Setting] （网络浏

览器设置） -> [Web Browser Setting] （网络浏览器设置）中选择 “ON （开） ” 时会显

示。

Maintenance Mode Access
（维修保养模式访问）

若要 “Allow （允许） ”Maintenance Mode Access （维修保养模式访问），将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系统 2） -> [Maintenance Mode]（维修保养模式）

设为 [Effective] （有效）。

Write the Configuration 
from USB （从 USB 写入

配置）

-

Storage data backup （存

储器数据备份）

• 设置是否允许维修代表备份或恢复本机的存储器。

• 有关这些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 [Storage Data Backup] （存储器数据备份）。

Hide Personal Information 
(MIB) （隐藏个人资料

（MIB））

如果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增

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禁用此设置可取消增强安全模式。

Display Activity Log （显

示活动日志）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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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Security Setting （快速安全

设置）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3.5.Quick Security Setting （快速安全设置）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 

如果在 [External Memory (Administrator)] （外部存储器 （管理员））中选择了 “Restrict （限制） ”，则除了可在

[ON] （开）设置的功能外，还会限制 [TPM Key Backup] （TPM 密钥备份）。同时，以下功能不支持 USB 存储

器。 
• [TX Operation Log Output] （发送操作日志输出）、 [Main Menu Display Settings] （主菜单显示设置）、

[License Settings] （许可证设置）、 [Authorization function Setting] （认证功能设置）、 [External Memory 

Backup - Export] （外部存储器备份 － 导出）、 [BootUp Screen] （启动屏幕）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

全模式）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3.2.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 ”。

Function Management Settings
（功能管理设置）

Maximum Job Allowance
（ 多允许作业数）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显示。

Network Function Settings
（网络功能设置）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或

“Management Device 2（管理设备 2） ” 时，此设置设为 “OFF（关） ”。须注意的是，

即便在维修模式下在 “Vendor 2 （投币机 2） ” 或 “Management Device 2 （管理设备 
2） ” 设置上选择了 “unset （未设置） ”，它也会保持在 “OFF （关） ” 设置状态。

Stamp Settings （印记设置） -

FW Update (USB) Permission 
Setting （固件更新 （USB）权限

设置） 

-

Image Log Transfer Settings （图

像日志传输设置）

• 当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ystem 2]（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软开关设置）的 HEX 

Assignment （十六进制分配）中将开关编号 “63” 设为 “01： Type 1 （01：1 类） ” 或 “02: Type 2 （02：2 

类） ” 时会显示。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3.3.Image Log Transfer Settings （图像日志传输设置） ”。

Driver Password Encryption Setting
（驱动程序密码加密设置）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3.4.Driver Password Encryption Setting （驱动程序密码加密设置） ”。

FIPS Settings （FIPS 设置） -

TPM Setting （TPM 设置） 需要 i-Option LK-115 v2 才能使用此功能。

Job Log Settings （作业日志设

置）

-

OpenAPI Certification 
Management Setting （OpenAPI 
认证管理设置）

用于第三方供应商开发的应用程序的通讯设置。如果没有供应商的指示，请勿设置或更改这些设置。

Delete Data Backup （删除数据备

份）

-

Firmware Updat.Verification Set.
（固件更新验证设置）

-

FW Update (Network) Perm. Sett.
（固件更新 （网络）权限设置）

-

Secure Boot Function Set. （机密

引导功能设置）

-

User box usage restriction （用户 
Box 使用限制）

-

Virus scan settings （病毒扫描设

置）

需要 i-Option LK-116 才能使用此功能。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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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用户认证／账户跟踪
User Auth/Account Track_C360i

备注

• 当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账单设置） ->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Key Counter 
Only （仅限插入式计数器） ” 或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

• 注册用户前，选择认证方式。如果在选择认证方式后清除了所有管理数据，则此注册用户、打印、发送、接收和保存作业的历史记录会被删
除。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

型）

User Authentication （用户认证） 如果 [Administrator]（管理员）-> [Security]（安全）->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开） ”，选择 “OFF（关） ” 可取消增强安全模式。

Update Billing Information （更新

账单信息）

-

Default Authentication Method
（默认认证方式）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

踪） -> [External Server Settings] （外部服务器设置）中未注册外部服务器时，

无法选择 [ON (External Server)] （开 （外部服务器））。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设为 “Management Device 2

（管理设备 2） ” 时，无法选择 [ON (External Server)] （开 （外部服务器））。

Public User Access （公共用户访

问）

• 无用户认证时此设置不可用。

• 如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选择 “ON （开） ” 可取消增强

安全模式。

Ticket Hold Time Setting (Active 
Directory) （作业单保留时间设

置 （活动目录））

仅当认证服务器类型设为活动目录时此设置才生效。

Account Track （账户跟踪） -

Account Track Input Method （账

户跟踪输入方法）

• 无账户跟踪时此设置不可用。

• 当同时使用用户认证和账户跟踪时无法设置 “Password Only （仅密码） ”。

Synchronize User Authentication / 
Account Track （同步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仅当执行用户认证和账户跟踪时此设置才可用。

Number of Counters Assigned（分

配的计数器数）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设为 “Management Device 2

（管理设备 2） ” 时将不会显示。

• 仅当执行用户认证和账户跟踪时此设置才可用。

When Number of Jobs Reach 
Maximum （当作业数达到上限

时）

-

Enable NFC （启用 NFC） 此设置与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 [System 
Connection Setting] （系统连接设置） -> [Mobile Connection Settings] （移动连接

设置） -> [Simple Connection Setting] （简单连接设置） -> [Enable NFC] （启用 
NFC）同步。

Enable Bluetooth LE （启用 
Bluetooth LE）

• 安装了选购的本地接口组件 （启用语音提示 /Bluetooth LE）时会显示。

• 此设置与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System Connection Setting] （系统连接设置） -> [Mobile Connection Settings]

（移动连接设置） -> [Simple Connection Setting] （简单连接设置） -> [Enable 

Bluetooth LE] （启用 Bluetooth LE）同步。

External Server DN Cache （外部

服务器 DN 缓存）

-

Extended User DB （扩展用户 
DB）

-

External Authentication server 
setting （外部认证服务器设置）

Temporarily Save 
Authentication 
Information （临时保存

认证信息）

-

Overwrite User Info （覆

盖用户信息）

• 当使用外部服务器认证时，认证后的用户信息也在

本机上进行管理。如果执行外部服务器认证的用户

数达到本机可管理的用户上限，则将不允许认证任

何新用户。如果选择 “Allow （允许） ”，则会擦除

早的认证用户信息，然后换之以新用户信息。

• 如果 [Authentication Method] （认证方式）选择了 

[Enhanced Server Authentication] （增强服务器认

证）或 [Main + Enhanced Server] （主 + 增强服务

器），则要强行指定 “Allow （允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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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Authentication Setting
（用户认证设置）

User Registration （用户注册） • 执行外部服务器认证时无法输入。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 [Register Auth. Info.] （注册认证

信息）将不会显示。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Custom 

Function Profile User/Account] （自定义功能属性用户 / 账户）设为 “OFF

（关） ” 时，不会显示 [Custom Function Profile by User] （用户自定义功能属

性）。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

跟踪） ->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型） -> [Synchronize User 

Authentication / Account Track] （同步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未设为

“Synchronize by User（由用户同步）” 时不会显示 [Synchronize Account Track]

（同步账户跟踪）。

Default Function Permission （默

认功能许可）

无用户认证时此设置不可用。

Public User （公共用户）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

踪） ->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型）中 Public User Access （公共用户访

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Administrator Setting （管理设

置）

ID & Print Settings （ID 
和打印设置）

无用户认证时此设置不可用。

Change to Basic Screen 
after ID & Print（ID 和打

印后变为基本屏幕）

• 无用户认证时此设置不可用。

•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

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

证设备 2）时会显示。

Auth.Operation Setting 
when print Documents are 
Stored （存储打印文件

时的认证操作设置） 

- 

Login Allowed with 
Administrative Rights
（允许管理权限登录）

-

User Name List （用户名

列表）

• 无用户认证时此设置不可用。

• 如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

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

设为 “ON （开） ”，选择 “ON （开） ” 可取消增强

安全模式。

User Counter （用户计数器） -

Account Track Settings （账户

跟踪设置）

Account Track Registration （账户

跟踪注册）

• 当 [Account Track Input Method] （账户跟踪输入方法）选择为 “Password Only

（仅密码） ” 时，不会显示 [Account Name] （账户名称）。

• 当 [Account Track Input Method] （账户跟踪输入方法）选择为 “Account Name 

& Password （账户名称和密码） ” 时，不会显示 [Name] （名称）。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Custom 

Function Profile User/Account] （自定义功能属性用户 / 账户）未设为 “ON

（开） ” 时，不会显示 [Custom Function Profile by User] （账户自定义功能属

性）。

Account Track Counter （账户跟

踪计数器）

-

Prohibited Function Login 
Setting （禁止功能登录设置）

-

Print without Authentication
（无认证打印）

如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选择 “allow （允许） ” 可取消增强安全模式。

Simple Authentication setting
（简单认证设置）

-

LDAP-IC Card Authentication 
Setting （LDAP-IC 卡认证设

置）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认证设备 2 时会显示。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Type] （认

证类型） -> [User Authentication] （用户认证）设为 [ON (External Server)] （开（外部服务器））或 [ON (MFP + 

External Server)] （开 （MFP + 外部服务器））时，此功能可用。

Print Counter List （打印计数

器列表）

• 仅当执行用户认证或账户跟踪时此设置才可用。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

择）显示安装了 “Key Counter Only（仅限插入式计数器） ”、 “Vendor 2（投币机 2） ” 或 “Management Device 2

（管理设备 2） ” 时将不会显示。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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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网络
Network_C360i

External Server Settings （外部

服务器设置）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SMB Setting] （SMB 设置） -> [Client Setting] （客户端设

置） -> [User Authentication (NTLM)]（用户认证（NTLM））中选择 “OFF （关） ” 时，均不会显示 [NTLM v1] 

或 [NTLM v2]。

Authentication Device Settings
（认证设备设置）

•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认证设备 2）

时会显示。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IWS Settings] （IWS 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4.1.Authentication Device Settings （认证设备设置） ”。

Public User Box Setting （公共

用户 Box 设置）

Set the maximum number of User 
Boxes （设置用户 Box 上限）

• 如果用户 Box 上限设为 “0”，则无法新建用户 Box。

• 例如，如果所选用户已创建三个用户 Box，则可在 3 ～ 1000 范围内设置用户 

Box 数目。

User/Account Common Setting
（用户／账户通用设置）

-

Scan to Home Settings （扫描

到主页设置）

-

URL display enable setting
（URL 显示启用设置） 

- 

Scan to Authorized Folder 
Settings （扫描到授权文件夹

设置）

-

Max. Allowance Setting when 
Enhanced Server down （增强

服务器停机时的 大限度设
置）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

型） -> [External Authentication server setting] （外部认证服务器设置） -> [Temporarily Save Authentication 
Information] （临时保存认证信息）设为 “Enable （启用） ” 时会显示。

Authentication Server 
Connection status （认证服务

器连接状态）

External Server Authentication
（外部服务器认证）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

踪） ->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型） -> [User Authentication] （用户认证）

设为 “ON (External Server) （开 （外部服务器）） ” 时，此功能可用。

Self-Verification Setting in AD 
Authentication （AD 认证中的

自我验证设置）

如果更改 [Host Name] （主机名）或 [Domain Name] （域名），而本机启用了活动目录的单点登录，则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Single Sign-On Setting] （单点登录设置） -> [Domain Login 
Setting] （域登录设置）变为 [OFF] （关）。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VLAN Settings
（VLAN 设
置）

VLAN ID Settings
（VLAN ID 设
置）

-

TCP/IP Setting
（TCP/IP 设
置）

TCP/IP Setting1
（TCP/IP 设置 1）

Wired Setting （有线设置）（*1） -

Wireless Setting （无线设置）

（*1）

-

TCP/IP Setting2
（TCP/IP 设置 2）

-

Filtering Type
（过滤类型）

-

IP Address 
Filtering （IP 地
址过滤）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TCP/IP Setting] （TCP/IP 设置） -> [Filtering Type] （过滤类

型）设为 “IP Address Filtering （IP 地址过滤） ” 时此设置可用。

Quick IP Filtering
（快速 IP 筛选）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TCP/IP Setting] （TCP/IP 设置） -> [Filtering Type] （过滤类

型）设为 “Quick IP Filtering （快速 IP 过滤） ” 时此设置可用。

Packet Filtering
（数据包过滤）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TCP/IP Setting] （TCP/IP 设置） -> [Filtering Type] （过滤类

型）设为 “Packet Filtering （数据包过滤） ” 时此设置可用。

IPse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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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Setting （E-Mail 设置） E-mail RX (POP) （电子邮件接收

(POP)）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

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Fax Setting]

（网络传真设置） -> [Network Fax Setting] （网络传真设置） -> [I-Fax 

Function Setting] （Internet 传真功能设置）设为 “OFF （关） ” 时不显示 

[Check for New Messages] （检查新信息）和 [Polling Interval] （轮询间

隔）。

E-mail TX (SMTP) （电子邮件发送

(SMTP)）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

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 [SMTP Authentication] （SMTP 认证）设为 “ON （开） ” 时，输入 [User 

ID] （用户 ID）、 [Password] （密码）、 [Domain Name] （域名）、

[Authentication Setting] （认证设置）和 [SMTP Authentication Method]

（SMTP 认证方式）。

S/MIME Communication Settings
（S/MIME 通信设置）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E-mail RX Print （E-Mail 接收打

印）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

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 i-Option LK-110 v2 启用时显示。

• 仅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ystem 2] （系统 2）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的 HEX Assignment （十六进制分配）中

将开关编号 “152” 设为 “01” 时才会显示 [E-Mail Body Print] （E-Mail 正

文打印）。

LDAP Setting （LDAP 设置） Enabling LDAP（允许使用 LDAP）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Setting Up LDAP （设置 LDAP）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

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 [Enabling LDAP] （允许使用 LDAP）设为 “OFF （关） ” 时 [Check 

Connection] （检查连接）不显示。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 -> [Manual Destination Input] （手动输入目的地）设为

“Restrict （限制） ” 时 [Check Connection] （检查连接）不显示。

• 认证方式设为匿名时无法配置 [Login Name] （登录名）和 [Password]

（密码）。

FTP Setting （FTP 设置） FTP TX Setting （FTP 发送设置） -

FTP Server Setting （FTP 服务器设

置）

如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或 [Image Log Transfer Settings] （图像日志传输设

置）设为 “ON （开） ”，为 [FTP Server Setting] （FTP 服务器设置）选择

“ON （开） ” 可取消增强安全模式。

SNMP Setting （SNMP 设置）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

备 2）时将不会显示。

• 如果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启用 [SNMP v1/v2 Setting] （SNMP v1/v2 设置）可取消增强安全模式。

• 如果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将 [Security Level] （安全等级）设为 “OFF （关） ” 可取消增强安全模式。

SMB Setting （SMB 设置） WINS/NetBIOS Settings （WINS/
NetBIOS 设置）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Client Setting （客户端设置）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

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 在使用分布式文件系统 （DFS）的环境下使用 SMB 传输时为 [DFS 

Setting] （DFS 设置）选择 “ON （开） ”。

SMB Server Settings （SMB 服务器

设置）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SMB Browsing setting （SMB 浏览

设置）

DPWS Settings （DPWS 设置） -

Distributed Scan Function Settings
（分布式扫描功能设置）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Network]（网络） -> [DPWS Settings]（DPWS 设置） -> [Scanner Settings]（扫

描器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DPWS Settings] （DPWS 设置） -> [DPWS Common 

Settings] （DPWS 通用设置） -> [SSL Setting] （SSL 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Bonjour Setting （Bonjour 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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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Fax Setting （网络传真

设置）

SMTP TX Setting （SMTP 发送设

置）

-

SMTP RX Setting （SMTP 接收设

置）

-

Network Fax 
Setting （网络传

真设置）

IP Address Fax 
Function Settings
（IP 地址传真功

能设置）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Network 

Fax Settings] （网络传真设置）将 [IP Address Fax] （IP 地址传真）或 

[Internet Fax] （Internet 传真）设为 “ON （开） ” 时此设置可用。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5.1.Network Fax Setting （网络传真

设置） ”。I-Fax Function 
Setting（Internet 
传真功能设置）

WebDAV Settings （WebDAV 设
置）

WebDAV Client Settings（WebDAV 
客户端设置）

-

WebDAV Server Settings（WebDAV 
服务器设置）

• 如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将 [SSL Setting]

（SSL 设置）设为 “SSL Only （仅 SSL） ” 可取消增强安全模式。

• 按 [Password Setting] （密码设置）下的 [Initial Password] （初始密码）可

初始化密码。（默认密码：sysadm）

Proxy Setting for Remote Access
（远程访问的代理设置）

若要配置 MFP 通过 WebDAV 连接访问 KM 许可证服务器时使用的代理服务

器的设置，从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License Settings] （许可证设

置） -> [Install License] （安装许可证）（WebDAV 连接）或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激活 i-Option 功能。

OpenAPI Setting （OpenAPI 设
置）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Application Change Setting] （应用更改设置）设为

“Permit （允许） ” 时会显示 [Specified Application Start Setting] （指定应用启动设置）。

TCP Socket Setting （TCP Socket 
设置） 

-

IEEE802.1X Authentication 
Setting （IEEE802.1X 认证设置）

IEEE802.1X Authentication Setting
（IEEE802.1X 认证设置）

使用 Web Connection 执行 IEEE802.1X 认证设置。

IEEE802.1X Setting （IEEE802.1X 
设置）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I/F 
Configuration]（网络 I/F 配置）设为 “Wireless Only（仅无线） ” 时会显示。

IEEE802.1x Authentication Trial
（IEEE802.1X 认证尝试）

-

LLTD Setting （LLTD 设置） -

BMLinkS Settings （BMLinkS 设
置）（仅限日本）

-

SSDP Settings （SSDP 设置） -

Web Browser Setting （网络浏览

器设置）

若要启用网络浏览器功能，为了注册许可证，本机会自动连接到互联网上的许可证管理服务器 （LMS）。在开

始此操作前，确认本机可连接到互联网。

Single Sign-On Setting （单点登

录设置）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Type] （认

证类型） -> [User Authentication] （用户认证）设为 [ON (External Server)] （开（外部服务器））或 [ON (MFP + 
External Server)] （开 （MFP + 外部服务器））时，此功能可用。

IWS Settings （IWS 设置）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5.2.IWS Settings （IWS 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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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Update Settings（机器更

新设置）

Internet ISW 
Settings
（Internet ISW 设
置）

FTP Server 
Setting （FTP 服
务器设置）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

设置） -> [Internet ISW]->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中将 

[Function Setting] （功能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

设置） -> [Internet ISW]-> [FTP Setting] （FTP 设置）中将 [FTP data 

acquisition setting] （FTP 数据采集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6.1.Internet ISW Settings （Internet 

ISW 设置） ”。

Update Firmware 
at Specified Time
（在指定时间更
新固件）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

设置） -> [Internet ISW]->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中将 

[Function Setting] （功能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

设置） -> [Internet ISW]->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中将 

[Open Mode Settings] （开放模式设置）设为 “Set （设置） ” 时会显示。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6.1.Internet ISW Settings （Internet 

ISW 设置） ”。

Firmware Update 
Parameters （固

件更新参数）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

设置） -> [Internet ISW]->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中将 

[Function Setting] （功能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

设置） -> [Internet ISW]->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中将 

[Open Mode Settings] （开放模式设置）设为 “Set （设置） ” 时会显示。

• 若要下载固件，除了在 [FTP Server Settings] （FTP 服务器设置）中配置

必要的代理设置以外，还需要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Internet ISW]->[HTTP Setting]

（HTTP 设置）、 [FTP Setting]（FTP 设置）和 [Forwarding Access Setting]

（转发访问设置）中配置合适的设置。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6.1.Internet ISW Settings （Internet 

ISW 设置） ”。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s
（机器自动更新
设置）

• 当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机器更新设置） -> [Internet 

ISW]->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中将 [Function Setting] （功能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 此功能与维修模式的功能相同，但是不会和维修模式的功能一起使用。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6.2.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s （机器自动更新设

置） ”。

HTTP Proxy 
Settings （HTTP 
代理设置）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6.3.HTTP Proxy Settings （HTTP 代理设置） ”。

Remote Panel Settings （远程面板

设置）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 [CE Authentication] （CE 认证）设为

“OFF （关） ” 时不会显示。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5.3.Remote Panel Settings （远程面板设置） ”。

ThinPrint Setting （ThinPrint 设
置）

i-Option LK-111 启用时显示。

bizhub Remote Access Setting
（bizhub 远程访问设置） 

• 若要使用 Android/iOS 终端远程控制本机的控制面板，需要在此 Android/iOS 终端上安装 Remote Access。同

时，必须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Network]（网络） -> [TCP Socket Setting]（TCP Socket 设置）中将 

[TCP Socket] 设为 “ON （开） ”。 

• 若要通过 bizhub Remote Access 利用 NFC 将此设备连接到本机，需要事先配置一个设置，启用本机的 NFC 功

能。 

• 若要通过 bizhub Remote Access 利用 Bluetooth LE 将此设备连接到本机，需要事先配置一个设置，启用本机的 

Bluetooth LE 功能。 

Network I/F Configuration （网络 
I/F 配置） (*1)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5.4.Network I/F Configuration （网络 I/F 配置） ”。

Wireless Network Setting （无线

网络设置）（*1）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5.5.Wireless Network Setting （无线网络设置） ”。

Domain Send Operation Restriction 
Setting （域发送操作限制设置）

-

HTTP Server Settings （HTTP 服
务器设置）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

备 2）时将不会显示。

• 若要使用 Web Connection，启用网络浏览器的 “JavaScript” 和 “Cookie”。如果本机通过代理服务器连接到互联

网，则将网络浏览器的代理设置注册为 “Exceptions （例外） ”。当即使执行以上设置后仍无法合理显示 Web 

Connection 时，删除网络浏览器的缓存。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bizhub C360i/C300i/C250i H 效用模式 > 6. 管理员

H-31

• *1：安装了选购的无线局域网设备时会显示。 

MAC Address （MAC 地址） -

Network Settings List （网络设置

列表）

-

Awake from ErP （从 ErP 唤醒）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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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Box

6.8 打印机设置
Printer Settings_C360i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User Box List （用户 Box 列
表）

New Registration
（新注册）

Create User Box (Public/
Personal) （创建用户 Box
（公共 / 个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

时显示。） 

System User Box List （系统

用户 Box 列表）

New Registration
（新注册）

Bulletin Board User Box（公告

板用户 Box）
• 安装了传真组件时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

时显示。）

Relay User Box （中继用户 
Box）

• 安装了传真组件时显示。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FAX] （传真） ->[System] （系

统） ->[Display Setting] （显示设置） ->[Relay] （中继）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

时显示。）

Annotation User Box （归档号

码用户 Box）
• 安装了传真组件时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

时显示。）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Basic Setting （基本设

置）

Print/Fax Output （打印 / 传真输

出）

Print （打印）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

Fax （传真） • 安装了传真组件时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

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

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

Output tray （出纸盘） -

Shift Output Each Job （切换输出

各个作业）

-

PCL Setting（PCL 设置） Brightness （亮度） -

Contrast （对比度） -

Saturation （饱和度） -

Color Balance （色彩均衡） -

PS Setting （PS 设置） Brightness （亮度） -

Contrast （对比度） -

Saturation （饱和度） -

Color Balance （色彩均衡） -

Security Setting （安全设

置）

Print XPS/OOXML Errors （打印 
XPS/OOXML 错误）

-

Interface Setting （接口设

置）

Network Timeout （网络超时） -

USB Timeout （USB 超时） -

Assign Account to Acquire 
Device Info （分配采集

设备信息的账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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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存储地址
Store Address_Administrator_C360i

6.10 传真设置

备注 
• 安装了传真组件时显示。

6.10.1 页眉 / 页脚位置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Address Book （地址簿） E-mail Address （E-mail 地址） -

FTP -

SMB -

User Box （用户 Box）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

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Fax （传真） -

WebDAV -

Group （群组） Destination Information （目的地信

息）

-

Limiting Access to Destinations （限

制访问目的地）

-

Subject （主题）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设

为 “Management Device 2 （管理设备 2） ” 时将不会显示。
Text （文字）

Call Rejection Setting （拒绝

来电设置）（仅限日本）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System] （系统）中的 [Reject Calls] （拒绝来电）和 [Number 
display] （号码显示）设为 “ON. （开） ” 时此设置可用。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Function Setting] （功能设置） -> [Function ON/OFF 
Setting] （功能开 / 关设置）中的 [Number Display Function] （号码显示功能）启用时会显示。

Prefix/Suffix （前 / 后 ） -

One-Touch/User Box 
Registration List （单触／用

户 Box 注册列表）

Address Book List （地址簿列表） -

Group Address List （群组地址列

表）

-

Program List （程序列表） -

E-MailSub/TextList （E-Mail 主题 /
文本列表）

-

Maximum Number of User 
Boxes （用户 Box 上限）

如果用户 Box 上限设为 “0”，则无法新建用户 Box。
例如，如果所选用户已创建三个用户 Box，则可在 3 ～ 1000 内设置用户 Box 上限。

Prefix/Suffix Setting （前 /
后 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Header Position （页眉位置） 美国和中国香港机型不使用 [OFF] （关）选项。

TTI Print Position and Character 
Size （TTI 打印位置和字符尺

寸）

-

Print Receiver’s Name （打印收件

人姓名）

美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机型无此设置。

Footer Position （页脚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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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线路参数设置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Dialing Method （拨号方式） -

Receive Mode （接收模式）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

择）显示安装了 “Management Device 2 （管理设备 2） ” 时将不会显示。

Number of RX Call Rings (Receive 
Time Interval Setting) （接收呼叫

振铃数 （接收时间间隔设置））

当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FAX]（传真） -> [Network]（网络） -> [Network Setting 1]（网络设置 1） -> 
[Receive Signal Detection Mode] （接收信号检测模式）设为 “Time （时间） ” 时，将会显示 [Receive Time 
Interval Setting] （接收时间间隔设置）。

Number of Redials （重拨次数）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

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
Redial Interval （重拨时间间隔）

Manual RX V34 Setting （手动接

收 V34 设置）

-

TEL/FAX Auto Switch （电话 / 传
真自动切换）（仅限日本）

-

External Phone Call Monitor Sound
（外部来电监听声音）（仅限日
本）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Line Parameter Setting] （线路参数设置） -> [TEL/
FAX Auto Switch] （电话 / 传真自动切换）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External Phone Call Time （外部

来电时间）（仅限日本）

Audio Recognition Setting （音频

识别设置）（仅限日本）

External Phone Disconnection（外

部电话断开）（仅限日本）

-

Answering Machine Connection 
Settings （留言机连接设置）（仅

限日本）

-

Line Monitor Sound （线路监视

音）

-

Line Monitor Sound Volume (Send)
（线路监视音量 （发送））

-

Line Monitor Sound Volume 
(Receive) （线路监视音量 （接

收））

-

Pause Time （暂停时间） -

Ring Detection Pattern（响铃检测

模式）

仅新西兰的机型有此设置。



bizhub C360i/C300i/C250i H 效用模式 > 6. 管理员

H-35

6.10.3 发送 / 接收设置

6.10.4 功能设置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Duplex Print (RX) （双面打

印 （接收））

[Administrator]（管理员）-> [Fax Settings]（传真设置） -> [TX/RX Settings]（发送 / 接收设置） -> [Print Separate Fax 
Pages] （打印单独的传真页）设为 “ON （开） ” 时不会显示。

Letter/Ledger over A4/A3 -

Print Paper Selection （打印

纸张选择）

-

Print Paper Size （打印纸张

尺寸）

若要启用 Print Paper Size （打印纸张尺寸）的设置，将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TX/RX Settings] （发送 / 接收设置） -> [Paper Tray Setting] （纸盒设置）设为 “Auto （自动） ”。

Incorrect User Box No. Entry
（用户 Box 号输入不正确）

-

RX from Rejected Fax No.
（接收自拒绝的传真号）
（仅限日本）

•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FAX]（传真） ->[System]（系统） ->[Display Setting]（显示设置） ->[Reject Calls]

（拒绝来电）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Function Setting] （功能设置） -> [Function ON/OFF 

Setting] （功能开 / 关设置） -> [Number Display Function] （号码显示功能）设为 “ON （开） ”。

Paper Tray Setting （纸盒设

置）

-

Allow Paper Tray Setting
（允许纸盒设置）

-

Min. Reduction for RX Print
（尽量减少接收打印）

-

Print Separate Fax Pages
（打印单独的传真页）

[Administrator]（管理员）-> [Fax Settings]（传真设置）-> [TX/RX Settings]（发送 / 接收设置）-> [Duplex Print (RX)]
（双面打印 （接收））设为 “ON （开） ” 时不会显示。

File After Polling TX （轮询

发送后归档）

-

No. of Sets (RX) （套数

（接收））

-

Individual Receiving Line 
Setup （各接收线路设置）

仅当使用多条线路，且 [Administrator Settings] （管理员设置）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Multi Line Settings]
（多线路设置）->[Fax Line 2 to 4]（传真线路 2 ～ 4）->[Multi Line Settings]（多线路设置）->[Line 2 to 4 Setting]（线

路 2 ～ 4 设置）设为 “TX and RX （发送和接收） ” 或 “RX Only （仅接收） ” 时会显示。

Individual Sender Line Setup
（各发送线路设置）

仅当使用多条线路，且 [Administrator Settings] （管理员设置）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Multi Line Settings]
（多线路设置）->[Fax Line 2 to 4]（传真线路 2 ～ 4）->[Multi Line Settings]（多线路设置）->[Line 2 to 4 Setting]（线

路 2 ～ 4 设置）设为 “TX and RX （发送和接收） ” 或 “RX Only （仅接收） ” 时会显示。

TX-Line Auto Switch Setting
（发送线路自动切换设置）

-

Fax Rx Print Setting （传真

接收打印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Function ON/OFF Setting
（功能开 / 关设置）

F-Code TX （F 码发送） -

Relay RX （中继接收）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FAX]（传真） ->[System] （系统） ->[Display Setting]
（显示设置） ->[Relay] （中继）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Relay Printing （中继打印）

目的地检查显示功能 -

Number Display Function （号

码显示功能）（仅限日本）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FAX]（传真） ->[System] （系统） ->[Display Setting]
（显示设置） ->[Number display] （号码显示）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Confirm Address (TX) （确认

地址 （发送））

-

Confirm Address (Register)
（确认地址 （注册））

-

PIN Code Display Mask 
Function （PIN 码显示掩码功

能）

-

Dial-In Settings （拨入设

置）（仅限日本）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FAX] （传真） ->[System] （系统） ->[Display Setting] （显示设置） ->[Dial In] （拨

入）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Closed Network RX （闭合

网络接收）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FAX]（传真） -> [System] （系统） -> [Display Setting] （显示设置） -> [Closed area 
RX] （闭合区域接收）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Remote RX Settings （远程

接收设置）（仅限日本）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FAX] （传真） ->[System] （系统） ->[Display Setting] （显示设置） ->[Remote Rx]
（远程接收）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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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5 报告设置

Incomplete TX Hold （不完

整发送保留）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System] （系统） -> [Display Setting] （显示设置） -> [Re-

Transmission] （重发）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 当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账单设置） ->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管理功能选择）

显示安装了 “Key Counter Only （仅限插入式计数器） ” 或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

RX Data Operation Settings
（接收数据操作设置）

Memory RX Setting （记忆接

收设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System] （系统） -> [Display 
Setting] （显示设置） -> [Compulsory Memory RX] （强制记忆接收）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Forward TX Setting （转发设

置）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

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时将不会显示。

• 除了传真情况以外的转发地址，指定 [File Type] （文件类型），传真可转换为文

件。可指定的文件类型包括 PDF、XPS 和 TIFF。但是，当接收的作业是 Internet 传

真或 IP 地址传真时，可以指定其他文件类型，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软开关设置）中，对于位分配的

情况，将开关编号 124 更改为 [00000001]，对于十六进制分配的情况，更改为 

[01]。

PC-Fax RX Setting （PC 传真

接收设置）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Fax Settings]（传真设置） -> [Function Setting]（功能设

置） -> [Dial-In Settings] （拨入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Dail-In only] （仅

拨入）。

TSI User Box Settings （TSI 用
户 Box 设置）

-

无 -

PC-Fax TX Setting （PC 传
真发送设置）

-

RX Data Deletion Restriction 
Settings （接收数据删除限

制设置）

Password Deletion （密码删

除）

• 无用户认证时此设置不可用。

• 无账户跟踪时此设置不可用。

• 如果未设置 User Box Administrator （用户 Box 管理员），则无法设置此功能。Administrator User Box 
Deletion （管理员用户 Box 删
除）

PBX Connection Setting
（PBX 连接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TX Result Report （发送结果报告） -

Tx Result Report Print Confirmation 
Screen （TX 结果报告打印确认屏

幕）

-

Sequential TX Report （时序发送报

告）

-

Broadcast Result Report （广播结果

报告）

-

Bulletin TX Report （公告发送报

告）

-

Relay TX Result Report （中继发送

结果报告）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FAX]（传真） ->[System] （系统） ->[Display Setting]（显示设置） ->[Relay]
（中继）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TX Result Report Print Settings （发

送结果报告打印设置）

打印 • 如果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Machine 

Setting] （机器设置）中设置了 “E-mail address （电子邮件地址） ”，即可设置此功

能。

• 如果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E-Mail Setting] （E-Mail 

设置）中将 [E-Mail TX (SMTP)] （E-Mail 发送 （SMTP））设为 “ON （开） ” 且 

[E-Mail Send] （E-mail 发送）设为 “ON （开） ”，即可设置此功能。

E-mail Notification
（电子邮件通知）

Activity Report （活动报告） 当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管理功能选

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 （投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

Relay Request Report （中继请求报

告）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FAX]（传真） ->[System] （系统） ->[Display Setting]（显示设置） ->[Relay]
（中继）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PC-Fax TX Error Report（PC 传真发

送错误报告）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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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6 多线路设置

备注 
• 仅当安装了传真组件 （线路 2 或线路 3 或线路 4）时会显示一条线路。

6.10.7 网络传真设置

Timer Reservation TX Report （定时

器预约发送报告）

-

Confidential Rx Report （机密接收

报告）

-

Remark Column Print Setup（备注栏

打印设置）

Network Fax RX Error Report （网络

传真接收错误报告）

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Network]（网络）-> [Network Fax Setting]（网络传真设置）-> [Network Fax 
Setting]（网络传真设置）中，当 [IP Address Fax Function Settings]（IP 地址传真功能设置）或 [I-Fax Function 
Setting] （Internet 传真功能设置）设为 “ON （开） ” 时，此设置可用。

Print Job Number （打印作业编号）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st Output] （列表输出）中， [Report Addition 

Information]（报告添加信息）设为 “Diagnosis Code（诊断代码） ” 或 “Dial Number（拨号号码） ” 时不会

显示。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显示，

开关编号 77 在位分配时设为 [00000100]/ 在十六进制分配时设为 [04] 时不会显示。

MDN Message （MDN 信息）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Fax Setting] （网络传真设置） -> [Network Fax 
Setting] （网络传真设置） -> [I-Fax Function Setting] （Internet 传真功能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DSN Message （DSN 信息）

Print E-mail Message Body （打印 
E-mail 信息正文）

Legend display Settings （图例显示

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PC-Fax TX Line Setting（PC 
传真发送线路设置）

• 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Fax Settings]（传真设置） ->[Function Setting]（功能设置）中 [PC-Fax Permission 

Setting] （PC 传真权限设置）设为 “Restrict （限制） ” 时不显示。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Multi Line Settings] （多线路设置） ->[Fax Line 2 to 

4] （传真线路 2 ～ 4） ->[Multi Line Usage Setting] （多线路用法设置） ->[Line 2 to 4 Setting] （线路 2 ～ 4 设置）

设为 “TX and RX （发送和接收） ” 或 “TX Only （仅发送） ” 时会显示线路 2 ～ 4。

Fax Line 2 （传真线路 2）
Fax Line 3 （传真线路 3）
Fax Line 4 （传真线路 4）

Line Parameter Setting （线

路参数设置）

Dialing Method （拨号方式） -

Number of RX Call Rings 
(Receive Time Interval Setting)
（接收呼叫振铃数 （接收时
间间隔设置））

当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FAX]（传真）->[Line 
2 to 4] （线路 2 ～ 4） ->[Network] （网络） ->[Network 
Setting 1] （网络设置 1） ->[Receive Signal Detection 
Mode] （接收信号检测模式）设为 “Time （时间） ” 时，

将会显示 [Receive Time Interval Setting] （接收时间间隔

设置）。

Line Monitor Sound （线路监

视音）

-

Pause Time （暂停时间） -

Function Setting （功能设

置）

Number Display Function （号

码显示功能）（仅限日本）

-

Multi Line Usage Setting（多

线路用法设置）

Line Setting （线路设置） -

Sender Fax No. （发送者传真

号码）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Black Compression Level （黑色压缩等

级）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Fax Setting] （网络传真设置） -> 
[Network Fax Setting] （网络传真设置）中，当 [IP Address Fax Function Settings] （IP 地址传真功能设

置）或 [I-Fax Function Setting] （Internet 传真功能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Color/Grayscale Multi-Value Compression 
Method （彩色 / 灰度多值压缩方法）

Internet Fax RX Ability （Internet 传真接

收能力）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Fax Setting]（网络传真设置） -> [Network 
Fax Setting] （网络传真设置） -> [I-Fax Function Setting] （Internet 传真功能设置）设为 “ON （开） ” 时

会显示。I-Fax Advanced Setting （Internet 传真高

级设置）

IP Address Fax Operation Settings （IP 地
址传真操作设置）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Fax Setting]（网络传真设置） -> [Network 
Fax Setting] （网络传真设置） -> [IP Address Fax Function Settings] （IP 地址传真功能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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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8 标题信息

6.10.9 传真打印质量设置

6.10.10 传真设置列表

6.11 复合机设置
Copier Settings_Administrator_C360i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Header Information （标题信息）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Fax Print Quality Settings （传真打

印质量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Fax Setting List （传真设置

列表）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

示安装了 “Vendor 2（投币机 2）”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或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System 2]
（系统 2）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显示，开关编号 33 在位分配时设为 [00000001]/ 在十六进制分

配时设为 [01] 时会显示。）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Basic Setting （基本设置） Auto Zoom (Platen) （自动

缩放 （稿台））

-

Auto Zoom (ADF) （自动缩

放 （ADF））

-

Specify Default Tray when 
APS Off （APS 关闭时指定

默认纸盒）

-

Tri-Fold Print Side （三折打

印侧）

安装了带折叠功能的排纸处理器时会显示。

Print Jobs During Copy 
Operation （复印操作期间

的打印作业）

-

Automatic Image Rotation
（自动图像旋转）

-

Eco Copier Settings （节能复合机

设置）

Combine （组合） -

Duplex Settings （双面设

置）

-

Color Setting （颜色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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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专家调整

备注
• 当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 “Vendor 2（投

币机 2） ” 时将不会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或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System 2]（系统 2） ->[Software Switch Setting]（软开关

设置）显示，开关编号 33 在位分配时设为 [00000001]/ 在十六进制分配时设为 [01] 时会显示。）
Expert List_C360i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AE Level Adjustment （AE 
等级调整）

-

Printer Adjustment （打印机

调整）

Leading Edge Adjustment
（主缘调整）

当插入式计数器未插入，而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

置） ->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中设置了 “Key Counter Only
（仅限插入式计数器） ” 时此菜单不可用。Centering （对中）

Leading Edge Adjustment 
(Duplex Side 2) （主缘调整

（双面 2））

Centering (Duplex 2nd Side)
（对中 （双面第二面））

Erase Leading Edge（消除主

缘）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Enhanced Security]（增强安全）->[Administrator Feature 
Level] （管理员权限等级）设为 “Level 2 （等级 2） ” 时会显示。

• 由于维修模式下的 “Lead Edge Erase Adjustment （主缘消边调整） ” 功能对管理员开

放，所以来自 [Erase Leading Edge] （消除主缘）的调整值也会相应更新到维修模

式。

• 由于维修模式下的 “Paper Feed Direction Adj.（进纸方向调整）” 功能对管理员开放，

所以来自 [Vertical Adjustment] （垂直调整）的调整值也会相应更新到维修模式。

Vertical Adjustment （垂直调

整）

Media Adjustment （媒介调

整）

此功能用于向管理员展现维修模式的 “Transfer Voltage Fine Adj （转印电压微调） ”，微

调后的值反映在维修模式设置中。

Finisher Adjustment （排纸

处理器调整）

Center Staple Position （中央

装订位置）

安装了排纸处理器 FS-536SD 时会显示。

Half-Fold Position （对折位

置）

1st Tri-Fold Position 
Adjustment （第 1 个三折位

置调整）

2nd Tri-Fold Position 
Adjustment （第 2 个三折位

置调整）

Punch Vertical Position 
Adjustment （打孔垂直位置

调整）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上安装了打孔组件 PK-520 时会显示。

Punch Horizontal Position 
Adjustment （打孔水平位置

调整）

Paper Alignment Plate 
Settings （纸张对齐板设

置）

安装了排纸处理器 FS-533 时会显示。

Punch Regist Loop Size 
Adjustment （打孔对位波幅

尺寸调整）

排纸处理器 FS-536/FS-536SD 上安装了打孔组件 PK-520 时会显示。

Density Adjustment （浓度调

整）

-

Image Stabilization （图像稳

定化）

-

Paper Separation Adjustment
（纸张分离调整）

-

Color Registration Adjustment
（颜色对位调整）

当插入式计数器未插入，而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账单设置） ->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中设置了 “Key Counter Only （仅限插入式计数器） ” 时此菜单不可用。

Gradation Adjustment （灰阶

调整）

• 当插入式计数器未插入，而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中设置了 “Key Counter Only （仅限插入式计数器） ” 时此菜单不可用。

• 执行灰度调整前，确保执行图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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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ner Area （扫描器区

域）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Administrator Feature Level] （管理员权限等

级）设为 “Level 2 （等级 2） ” 时会显示。

• 当插入式计数器未插入，而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中设置了 “Key Counter Only （仅限插入式计数器） ” 时此菜单不可用。

• 由于维修模式下的 “Scan Area （扫描区域） ” 功能对管理员开放，所以来自 [Scanner Area] （扫描器区域）的调整

值也会相应更新到维修模式。

ADF Adjustment （ADF 调
整）

Centering （对中）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Enhanced Security]（增强安全）->[Administrator Feature 
Level] （管理员权限等级）设为 “Level 2 （等级 2） ” 时会显示。

Original Stop Position （原稿

停止位置）

Centering Auto Adjustment
（对中自动调整）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Administrator 

Feature Level] （管理员权限等级）设为 “Level 2 （等级 2） ” 时会显示。

• 当调整结果是 [Unable] （无法实现）时，确认原稿的方向，然后手动调整 [Original 

Stop Position] （原稿停止位置）。

Auto Adj. of Stop Position
（自动调整停止位置）

Line Detection （线条检测） Prior Detection Setting （优

先检查设置）

请注意，选择 “No （否） ” 并使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Split Line Detect.Setting] （分割线检测设置）执行预先检测时将会显示 “NG”。

Feed Cleaning Settings （进

纸清洁设置）

-

User Paper Settings （用户纸

张设置）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Administrator Feature Level] （管理员权限等

级）设为 “Level 2 （等级 2） ” 时会显示。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User Paper Settings] （用户纸张设置）的这个功能扩展到

管理员。但是，在 Administrator Settings （管理员设置）中无法执行定影温度设置。

Erase Adjustment （消除调

整）

-

PS Designer Settings （PS 设
计师设置）

-

键名 功能 /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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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存储管理
Storage Management_C360i

功能名称 功能 / 先决条件

Check Capacity （检查容量） -

Overwrite All Data + Format（覆盖所有

数据 + 格式化）

-

Overwrite All Data - Report Settings（覆

盖所有数据 - 报告设置）

-

Storage Lock Password （存储器锁定密

码）

• 切勿忘记锁定密码。

• 设置锁定密码后，如果由于 MFP 存储器损坏或其他原因而更换此 MFP 存储器并安装全新的 MFP 存储

器，则会显示一条错误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清除锁定密码，然后使用此功能设置一个新密码。

Format （格式化） • 此处要进行逻辑格式化，因此，如果 开始进行物理格式化，则之后要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

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调整） -> [Format]

（格式化）。

• 格式化存储器后，确保配置下列设置。

• 安装固件。

•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ystem 2] （系统 2） ->[Install Data] （安装数据）中重新安装短片

数据、语音数据、 OCR 字典数据和 PDF/A 字体。

• 格式化后确保安装固件。否则会出现故障代码 “C-D012 Mount error due to storage being unformatted （存

储器未格式化造成 C-D012 安装错误） ”。

Encrypt Settings （加密设置） • 用途：将数据存储到 MFP 存储器时设置一个加密这些数据的密码。

• 默认设置：01234567890123456789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 加密设置。 ”。

Debug Log Encryption Settings（调试日

志加密设置）

• 用途：将调试数据存储到 MFP 存储器时设置一个加密这些数据的密码。

• 默认设置：01234567890123456789

• 有关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13.7.2.Debug Log Encryption Settings （调试日志加密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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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横幅打印

功能名称 功能 / 先决条件

Allow （允许） -

Restrict （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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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备信息
Device Information_IT6

功能名称 功能 / 先决条件

Function Version （功能版本）

IPv4 Address （IPv4 地址）

IPv6 Address （IPv6 地址）

Serial Number （序列号）

Contact Telephone Number （联系

人电话号码）

Auth. function list display （认证

功能列表显示）

QR Code Display Setting（二维码

显示设置）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System Connection Setting]（系统连接设置） -> 
[Mobile Connection Settings] （移动连接设置） -> [QR Code Display Setting] （二维码显示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Contact Fax Number （联系人传

真号码）

Version Information （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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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远程面板

功能名称 功能 / 先决条件

Remote Panel Operation
（远程面板操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Remote Panel Settings] （远程面板设置） -> [Remote Panel Client 
Settings] （远程面板客户端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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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卡认证

功能名称 功能 / 先决条件

IC Card type setting （IC 卡
类型设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Authentication Device2] （认证设备 2）设为 “Card
（卡） ” 时会显示。

Operation Settings （操作设

置）

Authentication Card ID 
Number （认证卡 ID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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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效用模式的补充说明

13.1 维修保养

13.1.1 许可证设置

Get Request Code （获取请求代码）

• 显示和打印激活 i-Option 所用的请求代码和序列号。

< 步骤 >

1. 触摸 [Get Request Code] （获取请求代码）和 [OK] （确定）。

2. 发布序列号和请求代码。

3. 通过触摸 [Print] （打印），可打印序列号和请求代码。

Install License （安装许可证）

• 允许管理员激活 i-Option 提供的功能。

• 可通过输入功能 / 许可证代码或令牌代码激活这些功能。

• 通过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进行设置， CE 也可以激活 i-Option 提供的功能。

备注
• 激活 i-Option 时， MFP 通过 WebDAV 连接访问 KM 许可证服务器。根据需要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Network] （网络） ->[WebDAV 

Settings] （WebDAV 设置） ->[Proxy Setting for Remote Access] （远程访问的代理设置）中配置代理服务器设置。

• 若要访问 KM 许可证服务器，需要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WebDAV Server Setting]（WebDAV 服务

器设置）中选择 [Fixed Address] （固定地址）。   
• 显示服务器连接错误代码 “MAE001” 时，检查网络设置。

• 如果显示内部错误 “MAI001”，通过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修复许可证管理信息。  
< 步骤 （功能 / 许可证代码） >

1. 触摸 [Install License] （安装许可证）。

2. 触摸 [Function/License Code] （功能 / 许可证代码）。

3. 触摸 [Function Code] （功能代码）。

4. 输入功能代码。

5. 触摸 [OK] （确定）。

6. 触摸 [License Code] （许可证代码）。

7. 使用控制面板上的键盘输入许可证管理服务器发布的许可证代码，然后触摸 [OK] （确定）。

8. 触摸 [Install] （安装）。

9. 确认信息，选择 [Yes] （是），然后触摸 [OK] （确定）。

10.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步骤 （令牌代码） >

1. 触摸 [Token Code] （令牌代码）。

2. 触摸令牌代码 1 ～ 10 的其中一个。

3. 输入令牌代码。

4. 触摸 [OK] （确定）。

5. 触摸 [Install] （安装）。

6. 确认信息，选择 [Yes] （是），然后触摸 [OK] （确定）。

7.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List of Enabled Functions （已启用功能列表）

• 显示当前激活的功能。

13.1.2 外部存储器备份

备注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ystem 2] （系统 2）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显示，开关编号 72 在位分配时设为 

[00000100]/ 在十六进制分配时设为 [04] 时会显示。   
• 在以下条件中，禁止导出数据到外部存储器。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设为 “Restrict （限制） ”。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详细设

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设为 “Restrict （限制） ”。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导入
• 通过 USB 存储器从其他机器导入各种设置信息。

• 可导入的数据类型： 

• 地址簿、认证数据、网络设置、远程访问设置、用户设置、管理员设置、自定义显示设置、云连接设置、外部证书、辅助功能、自定义认证

设置

备注

• 可导入文件的大小为 700 KB 或以下。但是，自定义认证设置数据的大小为 1 MB 或以下。 
< 步骤 >

1. 将外部存储器连到机器。

2. 触摸 [Import] （导入）。

3. 触摸 [Password] （密码），输入导入数据之前设置的密码，然后触摸 [OK] （确定）。

4. 触摸 [Start] （开始）。

5. 出现导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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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如果导入外部证书时出现错误，证书会回到导入前的状态。 
• 出现以下情况则判定外部证书导入错误： 

• 导入证书失败。 
• 导入的证书数量超限。 

导出
• 将各种设置信息导出到外部存储器 （USB 存储器）。

• 可导出的数据类型： 

• 地址簿、认证数据、网络设置、用户设置、管理员设置、自定义显示设置、云连接设置、外部证书、辅助功能

< 步骤 >

1. 将外部存储器连到机器。

2. 触摸 [Export] （导出）。

3. 选择要导出的项目。

4. 触摸 [Password] （密码），输入导出数据的密码，然后触摸 [OK] （确定）。

5. 触摸 [Start] （开始）。

6. 出现导出结果。

13.1.3 远程访问设置

Import/Export User Data （导入 / 导出用户数据）

• 设置是否使用 CS Remote Care 远程重写 （导入或导出）用户数据，如地址信息。

13.2 系统设置

13.2.1 语音提示设置
• 选择是否启用语音提示功能。

• 选择 [ON] （开）允许用户在 [Accessibility] （辅助功能）屏幕上配置语音提示功能的设置。

备注
• 若要使用语音提示，必须激活 i-Option LK-104 v3。而且必须安装本地接口组件。

13.3 安全

13.3.1 禁用的功能
• 设置禁止认证操作的功能，以防止未授权访问。

• 通过密码等执行认证时防止系统出现认证失败时使用。

• 须用到此功能的认证：

• CE 认证、管理员认证、用户 + 账户认证、机密打印认证、用户 Box 认证、 SNMP 认证、 WebDAV 服务器认证、远程面板认证

备注
• 如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在此设置中选择

“Mode 1 （模式 1） ” 可取消增强安全模式。   
< 步骤 >

1. 选择一个模式。

2. 触摸 [Release Time Settings] （解除时间设置），然后设定解除访问锁前要经历的时间。

3. 选择 [Mode 2] （模式 2）后，设置访问锁前执行检查的次数。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Allow （允许）

Restrict （限制） ○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Mode 1 （模式 1） 认证失败时，认证操作 （输入密码）将会被禁用一段时间。 ○

Mode 2 （模式 2） 认证失败时，认证操作 （输入密码）将会被禁用一段时间。将会统计失败的次数，而且，当次数达到
指定值，将禁止认证并锁定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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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访问锁的步骤

13.3.2 增强安全模式
• 设置是否增强安全。

• 用户选择增强安全功能时使用。

• 将安全增强设为 “ON （开） ” 时需要进行下列设置。

• Administrator Password （管理员密码）：用符合密码规则的密码取而代之。

• User Authentication （用户认证）：设为 [ON (MFP)] （开 （MFP））、 [ON (External Server)] （开 （外部服务器））或 [ON (MFP + External 

Server)] （开 （MFP + 外部服务器））。

• SSL Certificate （SSL 证书）：从 Web Connection 注册 SSL 通信所需的自证书。

• CE Password （CE 密码）：用符合密码规则的密码取而代之。

• CE authentication （CE 认证）：设为 [ON] （开）。

•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设为 “Unset （未设置） ”。

备注
• 须注意的是，将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会禁用以下功能。

• 打印数据采集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时会被强制禁用）

• 从 CS Remote Care 重写固件的指令、账户跟踪计数器信息的通信、机器的设置更新。

• 通过 Internet ISW 升级固件（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开） ” 时，此功能的设置无法从 “OFF （关） ” 更改）。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时将会更改以下功能的设置值。除此之外，以下 “ 不得更改 ” 指示符表示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保持 “ON （开） ” 时无法更改这些设置。 

认证项目 如何释放

User+Accounts authentication
（用户 + 账户认证）

按以下顺序触摸按键。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 -> 
[ProhibitFunctions] （禁用的功能）。然后触摸 [Release] （解除）。

SNMP authentication （SNMP 
认证）

Security print authentication
（安全打印认证）

User Box authentication （用户 
Box 认证）

WebDAV Server authentication
（WebDAV 服务器认证）

Remote Panel authentication
（远程面板认证）

Administrator authentication
（管理员认证）

主电源开关关闭然后再次打开后，在规定时间后，访问锁会自动解除。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 [Administrator unlocking] （管理员解锁）

CE authentication （CE 认证） 4. 主电源开关关闭然后再次打开。

5. 触摸 Menu （菜单） ->[Counter] （计数器） ->[Print List] （打印列表）。

6. 触摸 [Display Keypad] （显示数字键盘），即可显示 10 键数字键盘。

7. 通过输入 Stop （停止） -> 0 -> 9 -> 3 -> 1 -> 7，解锁定时器开始运行

8. 当定时器达到在此设置中指定的时间，访问锁即可解除。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FF （关） ○

ON （开）

功能名称 内容 默认设置 当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

式）设为 “ON （开） ” 时

Password Rules （密码规

则）

应用密码规则以增强安全。 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不得更改）

Prohibit Functions （禁用

的功能）

设置禁止认证操作的功能，以防止未授权访问。 Mode 1
（模式 1）

Mode 2 （模式 2）（不得更改）：设置三

次。
* 次数可更改为一次、两次或三次。（对于 
WebDAV 服务器密码，设为两次、四次或

六次）。

Confidential Document 
Access Method （机密文

件访问方法）

在控制面板上显示认证系统的状态，以访问安全文件。 Mode 1
（模式 1）

Mode 2 （模式 2）（不得更改）

* 对于禁用的功能，此方法从 “Security 
using Secure Document ID and password 
(Mode 1) （使用机密文件 ID 和密码实现安

全 （模式 1）） ” 改为使用密码进行认证，

其中 “Secure Document first narrowed down 
by Security Document ID (Mode 2) （通过安

全文件 ID 首先缩小机密文件 （模式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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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User Access （公

共用户访问）

如果设置了用户认证，允许未注册用户的公共用户使
用。

Restrict （限制）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User Name List （用户名

列表）

在用户认证屏幕上显示用户名的列表按键。 OFF （关） OFF （关）（不得更改）

Print without 
Authentication （无认证

打印）

允许或限制未指定用户和账户情况下的打印。 Restrict （限制）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Counter Remote Control
（计数器远程控制）

选择使用 CS Remote Care 时是否允许此中心采集机器管

理的计数器信息。

Restrict （限制）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URL display enable setting
（URL 显示启用设置） 

设置是否启用 Scan to URL （扫描到 URL）功能。 ON （开） OFF （关）（不得更改） 

Print Simple Auth. （打印

简单认证）（认证设置）

可使用仅要求用户名 （无需密码）的认证从打印机驱动
程序打印。

Restrict （限制）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User Box Administrator 
Setting （用户 Box 管理

员设置）

设置是否允许或限制 Box 管理员使用此使用。 Restrict （限制）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SSL 设置是否通过 SSL 对访问进行加密。 OFF （关） ON （开）（不得更改）

SSL Encryption Strength
（SSL 加密强度）

设置 SSL 加密通信的 SSL 加密强度。 AES-256、3DES-
168、 RC4-128

AES/3DES （更改后强度不得低于 AES/
3DES）

Automatically Obtain 
Certificates of S/MIME
（自动获取 S/MIME 的证

书）

- No （否） No （否）（不得更改）

S/MIME Encryption 
Method （S/MIME 加密

方法）

- 3DES 3DES （不得更改为 DES 或 RC-2）

FTP Server （FTP 服务

器）

设置是否使用 FTP 服务器。 ON （开） OFF （关）（不得更改）

Server load reduction 
transmission method （服

务器负载降低发送方法）

选择降低 E-mail 服务器 （SMTP）负载的发送方法。 OFF （关） 当选择了 [Stop URL when max. limit is 
exceeded] （达到上限时停止 URL）或

[Always Send via URL] （始终通过 URL 发
送）时，此选项设为 [OFF] （关）。 

SNMPv1/v2c 更改 Write （写入）设置时使用。 Read/Write enable
（读 / 写启用）

启用只读 （不得更改）

SNMP v3 Security Level 
and auth/priv-password
（SNMP v3 安全等级和认

证 / 私有密码）

设置 SNMP v3 所用读 / 写授权用户的安全等级。 auth/priv-
password

（认证 / 私有密

码）

• 可从 [auth-password] （认证密码）和

[auth/priv-password] （认证 / 私有密码）

中选择安全等级。

• 可同时设置 8 位或以上认证密码和私有

密码。

Print Data Capture （打印

数据采集）

设置是否允许或限制采集打印作业数据。 Allow （允许）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Network Setting Clear
（网络设置清除）

通过 Web Connection 清除网络设置。 Enabled （启用） Restrict （限制）

Release Time Settings
（解除时间设置）

设置解除访问锁状态所需的时间。 5 min. （5 分钟） 此设置值应为 5 分钟或以上 （设置值不得

低于 5）

Destination Registration 
Change by User （由用户

更改目的地注册）（地址
簿和程序目的地）

- Allow （允许）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Security Print User Box 
Preview （安全打印用户 
Box 预览）

- 启用 Thumbnail 
View （缩略

图）、 Detail 
View （局部放大

图）和 Document 
Details （文件细

节）

密码认证前启用 Only Detail View （仅局部

放大图）（Mode 2 （模式 2））

Initialize （初始化）（网

络设置）

清除网络相关数据。 Enabled （启用）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Image Log Transfer 
Settings （图像日志传输

设置）

指定是否每次将输入或输出图像数据传输到服务器。 OFF （关） OFF （关）（不得更改）

功能名称 内容 默认设置 当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

式）设为 “ON （开）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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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设置）

设置通过 Internet ISW 更新固件，启用或禁用各种设置。 OFF （关） OFF （关）（不得更改）

Operation Ban release time
（操作禁止解除时间）
（CE 认证）

设置在 CE 密码认证中解除访问锁状态所需的时间。 5 min. （5 分钟） 此设置值应为 5 分钟或以上 （设置值不得

低于 5）

E-mail RX Print （E-Mail 
接收打印）

打印 E-mail 附件，将 E-mail 发送至本机的 E-mail 地址。 OFF （关） OFF （关）（不得更改）

IWS Settings （IWS 设
置）

设置 IWS （Internet Web 服务器）功能的操作环境。 OFF （关） OFF （关）（不得更改）

Report File Attachment
（报告文件附件） 

Report File Attachment （报告文件附件） With Attachment
（有附件） 

Without Attachment（无附件）（不得更改） 

Storage data backup （存

储器数据备份）

设置是否允许维修代表备份或恢复本机的存储器。 Restrict （限制）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CS Remote Care CS Remote Care 能使机器与 CS Remote Care 中心的计算

机通过电话 / 传真线路、网络或 E-mail 交换数据，以实

现对机器的控制。

Usable （可用） 远程设备设置被禁用

Maintenance Mode Access
（维修保养模式访问）

设置是否允许维修代表在无认证的情况下更改设备的
[Administrator Settings] （管理员设置）。

Restrict （限制）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Simple Connection Setting
（简单连接设置）

设置连接到 Android/iOS 终端的配对方法。 QR Code Display 
Setting （二维码

显示设置）：
OFF （关）

OFF （关）（不得更改）

Enable NFC （启

用 NFC）：OFF
（关）

OFF （关）（不得更改）

Enable Bluetooth 
LE （启用 
Bluetooth LE）：

OFF （关）

OFF （关）（不得更改）

SSL Settings (WebDAV 
Server Settings) （（SSL 
设置）（WebDAV 服务器

设置））

指定是否使用 SSL 进行通信。 Non-SSL Only
（仅非 SSL）

SSL Only （仅 SSL）（不得更改）

SSL Setting (OpenAPI 
Settings) （SSL 设置）

（OpenAPI 设置）

指定是否使用 SSL 进行通信。 Non-SSL Only
（仅非 SSL）

SSL Only （仅 SSL）（不得更改）

Web Browser Setting （网

络浏览器设置）

选择是否启用网络浏览器。 OFF （关） OFF （关）

Remote Panel Settings
（远程面板设置）

配置设置，以从另一台计算机远程控制本机的控制面
板。

Client Settings
（客户端设置）：
OFF （关）

OFF （关）

Server Setting
（服务器设置）：
OFF （关）

OFF （关）

Hide Personal Information 
(MIB) （隐藏个人资料

（MIB））

指定是否显示文件名、目的地和用户 Box 名称以及 MIB 
信息编号。

ON （开） ON （开）

Import/Export User Data
（导入 / 导出用户数据）

指定是否允许导入 / 导出在本机注册的目的地 （单触目

的地、组和程序），远程诊断系统的认证信息。

Restrict （限制） Restrict （限制）

Administrator Password 
Change Permission Setting
（管理员密码更改权限设
置） 

指定是否允许通过 IWS 应用更改管理员密码。 Restrict （限制）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 

指定是否允许要求 USB 端口的功能。 Detail Setting
（详细设置）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功能名称 内容 默认设置 当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

式）设为 “ON （开）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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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图像日志传输设置
• 仅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中，开关编号 “63” 在位分配时设为 

[00000001]，在十六进制分配 （1 类）时设为 [01]，或者在位分配时设为 [00000010]，在十六进制分配 （2 类）时设为 [02] 时会显示。 

• 根据软开关设置执行下列设置。

图像日志传输设置 （1 类）

• 指定是否每次将输入或输出图像数据传输到服务器。

执行传输图像数据的 WebDAV 服务器、 FTP 服务器和 SMB 服务器的设置。

• 为安全起见，使用这些设置保留输入和输出图像数据的日志。

< 步骤 >

• 选择 [ON] （开）时，配置以下设置。

• 选择 Forwarding Destination （转发目的地），然后配置服务器设置。

• 指定 Audit Item （审核项目）。

图像日志传输设置 （2 类）

• 选择在图像数据输入机器或从机器输出时是否只将传真发送 / 接收中的输入 / 输出图像传输到服务器。

< 步骤 >

• 选择 [ON] （开）时，配置以下设置。

1. 配置文件类型和扫描设置。

2. 选择 Forward or Do Not Forward for Fax TX/RX （为传真发送 / 接收转发或不转发）。

3. 若要传输数据，选择 [Forwarding Dest.] （转发目的地）然后配置服务器设置。

External Memory Function 
Settings （外部存储器功

能设置） 

指定是否允许用户从 USB 存储器设备打印和读取文件以

及将文件保存至 USB 存储器设备。 

Save Document
（保存文件）：
Restrict （限制）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打印文件：
Allow （允许）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External Memory 
Document Scan
（外部存储器文
件扫描）：
Restrict （限制） 

Restrict （限制）（不得更改）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转发目的地 服务器设置项目

WebDAV Server Setting （WebDAV 
服务器设置）

主机名、文件路径、用户名、密码、端口号、代理、 SSL 设置

FTP Server Setting （FTP 服务器设

置）

主机名、文件路径、用户名、密码、端口号、 PASV 和代理

SMB Server Setting （SMB 服务器设

置）

主机名、文件路径、用户名、密码

审核项目 内容

All Items （所有项目） 应用于传真发送、传真接收、扫描和其他。

Individual Item （单独项目） 可从传真、传真接收和扫描中选择。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转发目的地 服务器设置项目

FTP Server Setting （FTP 服务器设

置）

主机名、文件路径、用户名、密码、端口号、 PASV 和代理

SMB Server Setting （SMB 服务器设

置）

主机名、文件路径、用户名、密码

WebDAV Server Setting （WebDAV 
服务器设置）

主机名、文件路径、用户名、密码、端口号、代理、 SSL 设置

功能名称 内容 默认设置 当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

式）设为 “ON （开）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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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驱动程序密码加密设置
• 设置是否将出厂默认加密字或用户定义加密字用作通用密钥对打印作业所用密码进行加密。

备注
• 选择 [User-Defined] （用户定义）时，设置一个和打印机驱动程序完全相同的加密密钥。如果在本机中设置的加密字不同于打印机驱动程序的

加密密钥，会创建不同的加密密码，且无法执行打印操作。
• 使用 OpenAPI 允许从机器获取加密密钥。

13.3.5 快速安全设置
Quick Security Setting_C360i

Administrator Password （管理员密码）

• 设置和更改管理员密码。

备注
• 当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Security Details]（安全详情） -> [Password Rules]（密码规则）中选择 “Enable（启

用） ” 时，不接受使用以下密码：由单一重复字符组成的密码、与旧密码相同的密码以及字符数少于在 [Set Minimum Password Length] （设置

最短密码长度）中规定的最少字符数的密码。

< 步骤 >

1. 输入当前管理员密码

2. 密码：输入新管理员密码

3. Password Confirmation （密码确认）：重新输入新管理员密码

USB Enable Settings （USB 启用设置）

• 指定是否允许要求 USB 端口的功能。 

• *1：当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 （详细

设置） -> [External Memory (User)] （外部存储器 （用户））中选择 [ON] （开）时此功能可用。

• *2：当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 （详细

设置） -> [PC Connect] （PC 连接）中选择 [ON] （开）时此功能可用。

Password Rules （密码规则）

• 应用密码规则以增强安全。

• 包括的密码：

• CE 密码、管理员密码、用户密码、账户跟踪密码、用户 Box 密码、用户 Box 管理员密码、机密文件安全、 WebDAV 服务器密码、 SNMP 密

码、远程面板服务器密码、加密口令

• 密码原则的详细信息：

• 在 [Set Minimum Password Length] （设置 短密码长度）（默认：12 个字符）中指定的 少字符数

• 字母区分大小写。

• 只能使用单字节符号。

• 禁止使用字母完全相同的密码。

• 禁止使用和旧密码完全相同的密码。

备注
• 当密码规则设为 [Enable] （启用）时，除非满足以下条件，否则密码无法更改或注册。

备注
• 如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在此设置中选择

“Disable （禁用） ” 可取消增强安全模式。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User-Defined （用户定

义）

指定加密口令。输入由 20 个字母组成的加密字。

Use Factory default 
settings （使用出厂默认

设置）

使用出厂默认加密字 （未披露的预定义加密密钥）。 ○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Save Document （保存文件）

（*1）
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将文件保存在 USB 存储器。 Allow （允许）

Restrict （限制） ○

Print Document （打印文件）

（*1）
选择是否允许用户从 USB 存储器打印文件。 Allow （允许） ○

Restrict （限制）

External Memory Document Scan
（外部存储器文件扫描）（*1）

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将来自 USB 存储器的文件保存至用户 Box。 Allow （允许）

Restrict （限制） ○

Print （打印）（*2） 选择是否启用从 USB 连接的计算机打印文件。 Allow （允许） ○

Restrict （限制）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Enable （启用） 应用密码规则。

Disable （禁用） 不应用密码规则。
选择 [Enable] （启用）时，可以确定密码允许的 少字符数。（8 ～ 64 个字符，默认：12 个字符）中指

定的 少字符数

○



bizhub C360i/C300i/C250i H 效用模式 > 13. 效用模式的补充说明

H-53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Enhanced Security]（增强安全） -> [CE Authentication]（CE 认证）设为 “OFF（关） ” 时， “Enable（启

用） ” 无法选择。当 [Password Rules] （密码规则）设为 “Enable （启用） ” 时， [CE Authentication] （CE 认证）无法设为 “OFF （关） ”。

Quick IP Filtering （快速 IP 筛选）

• 仅允许从同一个 IP 组内的设备访问 MFP 的功能。

• 通过 DHCP 或手动将地址设为 MFP 时，确定此既定 IP 的接收 IP。

备注

• Quick IP Filtering （快速 IP 过滤）会自动激活。

< 同步 IP 地址 >

• IPv4 地址：允许仅通过 IP 地址接收，其中较高的 3 位与在 MFP 中设置的 IP 地址的位相同。

注意事项

• 如果 MFP IP 地址设为 [192.168.0.134]，则过滤范围如下。 

192.168.0.0 ～ 192.168.0.255 

• IPv6 地址：仅全局单播地址 （2000::/3）可用。允许仅通过 IP 地址接收，其中较高的 64 位与在 MFP 中设置的 IP 地址的位相同。

注意事项

• 如果 MFP IP 地址设为 “2345:1:2:3:4:5:6:7”，则过滤范围如下。 

2345:1:2:3::0 ～ 2345:1:2:3:FFFF:FFFF:FFFF:FFFF 

< 同步子网掩码 >

• IPv4 地址：使用在 MFP 中设置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允许通过在此范围内且属于同一网络的 IP 地址接收。

注意事项

• 如果 MFP IP 地址设为 [150.16.17.134]，而子网掩码设为 [255.255.252.0]，则过滤范围如下。 

150.16.16.*** ～ 150.16.19.**** 

• 如果未设置子网掩码，或设为 [0.0.0.0]，仅从 IP 地址访问会受限，其中末尾不同于在 MFP 中设置的 IP 地址的末尾。因此，筛选的方式与在

[Synchronize IP Address] （同步 IP 地址）设置的相同。 

• IPv6 地址：仅全局单播地址 （2000::/3）可用。使用 Global IP address （全局 IP 地址）和 Prefix （前 ）执行过滤。

注意事项

• 如果 MFP IP 地址设为 [2345:1:2:3:4:5:6:7]，且 Prefix （前 ）设为 [/64]，过滤范围如下。 

2345:1:2:3::0 ～ 2345:1:2:3:FFFF:FFFF:FFFF:FFFF 

• 如果未设置 Prefix （前 ），则过滤的方式与 Prefix （前 ）设为 64 位时相同。 

< 无过滤 >

•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均不执行过滤。

Web Conn.setting （Web Connection 设置）

• 设置是否使用 Web Connection。

备注
• 若要使用 Web Connection，启用网络浏览器的 “JavaScript” 和 “Cookie”。
• 如果 MFP 通过代理服务器连接到互联网，则将网络浏览器的代理设置注册为 “Exceptions （例外） ”。
• 当即使执行以上设置后仍无法合理显示 Web Connection 时，删除网络浏览器的缓存。

安全警告显示设置
• 选择管理员密码仍保持默认设置或不符合密码规则时是否显示安全警告屏幕。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Synchronize IP Address （同步 IP 地址） ○ （北美地区除外）

Synchronize Subnet Musk （同步子网掩码）

No Filtering （无过滤） ○ （北美地区）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

OFF （关）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 （北美地区除外）

OFF （关） ○ （北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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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用户认证／账户跟踪

13.4.1 认证设备设置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显示安装了认证设备 2 时会显示。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IWS Settings] （IWS 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型）

• 指定用户认证使用的设备。

• *：厂商 ID 和产品 ID 是用于指定 USB 设备的识别信息。 

< 步骤 >

• 选择其中一个认证设备，然后按下对应的按键，即可转至单独的操作设置屏幕。

• 此屏幕即可显示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Authentication Device 2] （认证设备 2）中选择的认证设备。

• 使用 SSFC （共享安全格式合作）进行 IC 卡认证时，从管理员获取以下信息，然后使用控制面板将值转换为输入。

*1：公司代码的字符长度为 10 个字节。 

*2：公司代码由大小写字母字符和数字字符组成。未设置公司代码时，此空间留空。 

注销设置
• 选择发送扫描或传真，或扫描复印文件后是否注销用户。

Card 
Authentication
（卡认证）

IC Card type setting
（IC 卡类型设置）

选择所需 IC 卡的类型。

• 若要使用 FeliCa 卡，选择 [FeliCa]、 [SSFC]、 [FCF]、 [FCF (Campus)] （FCF （校园））或 [FeliCa 

(Proprietary Card)] （FeliCa （专用卡））。选择 [SSFC] 时，要注册公司代码或公司识别码等详细信息。

• 若要使用 Type A 卡，选择 [Type A]。

• 若要同时使用 FeliCa 和 A 类卡，选择 [FeliCa+TypeA]、 [SSFC+TypeA]、 [FCF+Type A]、

[FCF(Campus)+Type A] （FCF （校园） + Type A）或 [FeliCa (Proprietary Card)+Type A] （FeliCa （专用

卡） + Type A）。选择 [SSFC+TypeA] 时，要注册公司代码或公司识别码等详细信息。

• 若要使用 NFC，选择 [NFC(HCE)]。

• 若要将 Type A 卡和 NFC 配合使用，选择 [TypeA+NFC(HCE)]。

• 若要将 FeliCa 卡和 NFC 配合使用，选择 [FeliCa+NFC(HCE)]、 [SSFC+NFC(HCE)]、 [FCF+NFC(HCE)]、

[FCF(Campus)+NFC(HCE)] （FCF （校园） +NFC(HCE)）或 [FeliCa(Proprietary Card)+NFC(HCE)]

（FeliCa （专用卡） +NFC(HCE)）。选择 [SSFC+NFC(HCE)] 时，要注册公司代码或公司识别码等详细

信息。

Card Detail Settings
（卡详情设置）

可通过本机的网络浏览器更改注册 IC 卡可加载驱动程序的设置信息。满足以下任

何条件时不显示。
• 安装 AU-201S 可加载驱动程序以外的驱动程序。

IC Card Type （IC 卡
类型）

将显示所设置的 IC 卡类型。

• 安装 YSoft 读卡器所用可加载驱动程序时显示。

Operation Settings （操

作设置）

设置如何登录本机。
• “Card Authentication （卡认证） ”：将 IC 卡或兼容 NFC 的 Android 设备插入认证单元，以登录。

• “Card Authentication + Password （卡认证 + 密码） ”：将 IC 卡或兼容 NFC 的 Android 设备插入认证单

元，然后输入密码以登录。

• 默认指定 “Card Authentication （卡认证） ”。

Authentication Card ID 
Number （认证卡 ID 
号）

• 指定是否将认证卡 ID 告知采集本机使用状态的计数器。

• 默认指定 “Ignore （忽略） ”。

Bio 
Authentication
（生物认证）

Beep Sound （提示

音）

• 设置是否在成功扫描到手指静脉纹时发出 “ 提示音 ”。

• 默认指定 “ON （开） ”。

Operation Settings （操

作设置）

设置如何登录本机。
• “1-to-many authentication （一对多认证） ”：用户只需按下手指即可登录。

• “1-to-1 authentication （一对一认证） ”：用户只需输入用户名然后按下手指即可登录。

• 默认指定 “1-to-many authentication （一对多认证） ”。

要从管理员获取的数据

项目 样本数据 （十进制数） 设置值 （十六进制数）

房号 37 00 25

楼层号 15 00 0F

建筑物编号 50 00 32

地区编号 85 00 55

安全等级 2 00 02

公司识别码
（CL 码）（*1）

06BGLQVX17
（ASCII 代码）

30 36 42 47 4C 51 56 58 31 37

公司代码 （*2） CompanyA
（ASCII 代码）

Comp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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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网络

13.5.1 网络传真设置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系统 2） -> [Network Fax Settings]（网络传真设置）中将所有项目设为 “OFF（关） ” 时屏幕上将

不会显示此设置。

SMTP 发送设置

• 使用网络传真功能时设置 STMP 发送。

• 使用网络传真功能时设置 SMTP 发送端口号和连接超时周期。

< 步骤 >

1. 触摸 [Input] （输入）。

2.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设置值，然后触摸 [OK] （确认）。

SMTP 接收设置

• 使用网络传真功能时设置 STMP 接收。

• 使用网络传真功能时设置 SMTP 接收端口号和连接超时周期。

< 步骤 >

1. 将 SMTP 设置设为 [ON] （开）或 [OFF] （关）。当选择了 [ON] （开），配置下列步骤。

2. 触摸目标项目的 [Input] （输入）。

3.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设置值，然后触摸 [OK] （确认）。

Network Fax Setting （网络传真设置）

• 执行网络传真设置。

13.5.2 IWS 设置
• 在 IWS （内部 Web 服务器）功能中，配置传输数据所用 WebDAV 服务器的设置。

备注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FIPS Settings] （FIPS 设置）设为 “Disable （禁用） ” 时会显示。

< 步骤 >

• 选择 [ON] （开）时，配置以下设置。

1. 使用数字键盘在 [Port Number] （端口号）（Web 服务器 / 应用安装）中输入端口号。

2. 在 [Connect IWS Apps to Network] （将 IWS 应用连接到网络）中将应用连接设为 Allow/Restrict （允许 / 限制）。

3. 在 [Permit Access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Applications] （允许访问应用之间的通信）中选择是否允许外部应用在本机运行 IWS 应用。

4. 当本机的 IWS 应用在 [Login Information Notification Settings] （登录信息通知设置）中运行另一个设备的应用时，选择是否向您告知当前使用

本机的用户的用户名和用户密码。

5. 注册完 IWS 应用后以下设置可用。

• Print Data Conversion Setting （打印数据转换设置）：选择打印数据转换应用。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Do not log off （不注销） ○

Log off （注销）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Port No. （端口号） 设置 SMTP 发送端口号。 1 至 65535 25

Connection Timeout （连接超时） 设置连接超时时间。 30 至 300 秒 60 秒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SMTP RX （SMTP 接收） 设置是否使用 SMTP 接收设置。 ON （开）

OFF （关） ○

Port No. （端口号） 设置 SMTP 接收端口号。 1 至 65535 25

Connection Timeout （连接超时） 设置连接超时时间。 5 至 1000 秒 300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IP Address Fax Function Settings（IP 
地址传真功能设置）

• 设置是否使用 IP 地址传真功能。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Network 

Fax Settings] （网络传真设置）将 [IP Address Fax] （ID 地址传真）设为

“ON （开） ” 时此设置可用。

ON （开）

OFF （关） ○

I-Fax Function Setting （Internet 传
真功能设置）

• 设置是否使用 Internet 传真功能。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Network 

Fax Settings] （网络传真设置）将 [Internet Fax] （Internet 传真）设为

“ON （开） ” 时此设置可用。

ON （开）

OFF （关） ○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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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entication Screen Setting （认证屏幕设置）：选择认证屏幕应用。

• Background Application Setting （背景应用设置）：选择背景应用。

• Application List （应用列表）：显示注册应用的列表 （ 多 50 个应用）

• Administrator Password Change Setting （管理员密码更改设置）：[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Administrator Password 

Change Permission Setting] （管理员密码更改权限设置） -> [IWS Application] （IWS 应用）设为 “Allow （允许） ” 时会显示。指定是否允许

通过 IWS 应用更改管理员密码。 

13.5.3 远程面板设置

概述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 [CE Authentication] （CE 认证）设为 “OFF （关） ” 时不会显示。

• 从 Web Connection 的 Security Setting （安全设置）下的 Device Certificate Setting （设备证书设置）发布和安装自签署证书。

• 启用 CE 密码。

• 可使用同一网络的计算机远程操作本机的控制面板。

• 远程操作期间，控制面板显示的内容可以隐藏，从而锁定机器侧的操作 （当通过远程操作将机器设为维修模式时机器控制面板强制进入锁定状

态）。

• 也可以通过远程操作解除控制面板的锁定。远程解锁后，机器控制面板即可启用。 

• 通过机器控制面板在其处于解锁状态时执行的操作可反映在远程面板侧。 

• 在下列条件下远程操作被禁用： 

• 本机正在执行维修模式操作。 

• 已经在其他计算机执行远程操作。 

远程面板的方法

服务器设置
• 若要远程访问本机和远程控制本机的控制面板，选择 [ON] （开）。

< 步骤 >

• 如果选择了 [ON] （开），配置下列设置。

备注
• 开始远程操作

• 通过网络浏览器访问机器网络服务器 （URL：https://IP_address_of_MFP:Port_Number/panel/top.html）。

• 如果设置了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密码验证），输入设定的密码。

• 如果启用了 IP Filtering （IP 过滤），只能通过授权地址建立连接。

Client Settings （客户端设置）

• 若要使用专用软件远程控制本机的控制面板，选择 [ON] （开）。

< 步骤 >

• 如果选择了 [ON] （开），配置下列设置。

操作方法 内容

使用专用软件 • 此方法使用专用软件定期收集本机控制面板的屏幕信息，并使用同一网络的计算机操作控制面板。 

• 必须准备一个专用的遥控软件程序和服务器。尽管这有点困难，但是通过此方法，即便计算机不在路由器网络内

也可以远程控制机器。 

直接访问机器 • 此方法允许使用同一网络的另一台计算机直接访问本机，使用网络浏览器操作机器的控制面板。 

• 不要求使用专用远程控制软件程序，但是远程控制所用的计算机必须能够访问本机。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设置项目 内容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密码认证）

选择是否要求输入密码才能连接本机。若要求输入密码，选择 [Yes] （是），然后输入密码 （ 多 64 个字符）。

IP Filtering (Permit Access)
（IP 过滤 （允许访问））

选择 [Enable] （启用）指定允许访问的 IP 地址。同时输入允许访问的 IP 地址的范围。

Port No. （端口号） 设置端口号。

Connection Timeout （连接

超时）

设置超时时间。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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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 网络 I/F 配置
• 安装了选购的无线局域网设备时会显示。

• 本机若要添加网络接口，请设置网络接口配置。

13.5.5 无线网络设置
• 配置设置，将本机作为无线局域网接入点或无线 LAN 适配器使用。

• 安装了选购的无线局域网设备时会显示。

Wireless Only （仅限无线）或 Wired + Wireless (Secondary Mode) （有线 + 无线 （次模式））

•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I/F Configuration] （网络 I/F 配置）中选择 “Wireless Only （仅限无线） ” 或

“Wired + Wireless (Secondary Mode) （有线 + 无线 （次模式）） ”

设置项目 内容

Port No. （端口号） 设置端口号。

Connection Timeout （连接超时） 设置超时时间。

Server Address （服务器地址） 输入安装专用软件的服务器的地址。

Certificate Verification Level Settings
（证书验证等级设置）

Expiration 
Date （到期

日）

选择是否检查服务器证书在有效期内。

Key Usage
（密钥用
途）

选择是否检查服务器证书按颁发者批准的用途使用。

Chain （证

书链）

选择是否检查服务器证书链 （证书路径）正确。

Expiration 
Date 
Confirmation
（到期日确
认）

选择是否检查服务器证书在有效期内。检查证书到期日时要按此顺序检查 OCSP 服务和 CRL
（证书撤销列表）。

CN 选择是否检查服务器证书的 CN 与服务器地址相匹配。

Synchronize WebDAV Client Setting
（同步 WebDAV 客户端设置）

同步 WebDAV 客户端设置：选择是否将 WebDAV 传输用代理服务器用作安装了专用软件的服务器的代理服

务器。
若要使用其他代理服务器，选择 [Individual Settings] （单独设置），然后输入代理服务器信息。

Launch Remote Panel from vCare
（从 vCare 启动远程面板）

设置是否允许从远程诊断系统启动远程面板。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Wired Only （仅限有线） 选择此选项时，仅在有线局域网环境中使用本机。 ○

Wireless Only （仅限无线） 选择此选项时，仅在无线局域网环境中使用本机。在无线局域网环境中本机作为无线局域网
适配器运行。

Wired+Wireless (Secondary Mode)
（有线 + 无线 （次模式））

选择此选项时，同时在无线和无线局域网环境中使用本机。在无线局域网环境中本机作为无
线局域网适配器运行。

Wired+Wireless (Primary Mode) （有

线 + 无线 （主模式））

选择此选项时，同时在无线和无线局域网环境中使用本机。在无线局域网环境中本机作为无
线局域网接入点运行。 

Awake from ErP （从 ErP 
唤醒）

选择从 ErP Auto Power Off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恢复本机状态的方法。

• “OFF （关） ”：本机不会从 ErP Auto Power Off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恢复。

• “Awake with Magic Packet（使用魔术包唤醒） ”：接收魔术包后本机从 ErP Auto Power Off（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

恢复。

• “Awake with ARP + Unicast Communication（使用 ARP + 组播通信唤醒）”：接收组播通信包后本机从 ErP Auto Power 

Off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恢复。

默认指定 “Awake with Magic Packet （使用魔术包唤醒） ”。

Easy Setting (WPS) （简

易设置 （WPS））

配置设置，使其从接入点自动获取连接信息。接入点必须支持 WPS 功能。

• [Push Button Method] （按钮法）：选择 [Push Button Method] （按钮法），然后触摸 [Start Operation] （开始操作），

尝试建立与接入点的连接。如果按下接入点的 WPS 设置按钮，则会自动配置连接所需的设置，如 SSID 和安全。

• [PIN Method] （PIN 法）：选择 [PIN Method] （PIN 法），然后轻击 [Start Operation] （开始操作），以显示 PIN 码。

如果输入在接入点显示的 PIN 码，则会自动配置连接所需的设置，如 SSID 和安全。此功能要求使用操作系统为 

Windows 7 或更高版本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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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 + 无线 （简单 AP 模式）

•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I/F Configuration] （网络 I/F 配置）中选择 “Wired + Wireless (Primary Mode) （有

线 + 无线 （主模式）） ” 

13.6 机器更新设置

13.6.1 Internet ISW 设置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Internet ISW]->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中将 

[Function Setting] （功能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FTP Server Settings （FTP 服务器设置）

• 设置是否通过代理服务器连接，以访问 FTP 服务器。

• 配置服务器通过代理服务器连接所需的设置。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Internet ISW]-> [FTP Setting] （FTP 设置）中将 [FTP data 

acquisition setting] （FTP 数据采集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会显示。

Manual Setting （手动设

置）

手动配置建立连接所需的设置项目，例如 SSID 和加密方案。

• [SSID]：输入连接到本机的无线局域网接入点的 SSID （ 多 32 个字符）。

• [Authentication/Encryption Algorithm] （认证 / 加密算法）：选择认证或加密所用的算法。

• 如果选择 [WEP]，指定 [Key Input Method] （按键输入方法）和 [WEP Key] （WEP 键）。若要指定多个 WEP 键，

在 [Use key settings] （使用按键设置）中选择所需的 WEP 按键。

• 如果选择了 WEP 以外的算法，则指定 [Key Input Method] （按键输入方法）和 [Passphrase] （口令）。

Connection Status （连接

状态）

允许用户检查连接到本机的接入点、此接入点的无线电场强度和当前通信速度。

Device Setting （设备设

置）

允许用户检查无线网络适配器的 MAC 地址。

Awake from ErP （从 ErP 
唤醒） 

选择从 ErP Auto Power Off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恢复本机状态的方法。 
• “OFF （关） ”：本机不会从 ErP Auto Power Off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恢复。 

• “Awake with Magic Packet（使用魔术包唤醒） ”：接收魔术包后本机从 ErP Auto Power Off（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

恢复。 

• “Awake with ARP + Unicast Communication（使用 ARP + 组播通信唤醒）”：接收组播通信包后本机从 ErP Auto Power 

Off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恢复。 

默认指定 “Awake with Magic Packet （使用魔术包唤醒） ”。 

Simple AP Mode Setting
（简单 AP 模式设置） 

手动配置设置，将本机作为无线局域网接入点使用。 
• [SSID]：输入 SSID，将本机用作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 多 32 个字节）。 

• [Authentication/Encryption Algorithm] （认证 / 加密算法）：认证或加密算法固定为 [WPA2-PSK(AES)]。 

Wireless Channel Setting
（无线信道设置） 

指定无线局域网连接所需的频带和信道。 
• [Frequency Band] （频带）：选择无线局域网连接所需的频带。 

• [2.4GHz]：选择 2.4GHz 频段无线局域网连接所需的信道。选择 “Auto （自动） ”，可搜索当前其他接入点没有占用的

信道，且会自动分配给此接入点。默认指定 “Auto （自动） ”。 

• [5GHz]：选择 5GHz 频段无线局域网连接所需的信道。选择 “Auto （自动） ”，可搜索当前其他接入点没有占用的信

道，且会自动分配给此接入点。默认指定 “Auto （自动） ”。 

DHCP Server Settings
（DHCP 服务器设置） 

配置设置，使用 DHCP 服务器功能。 
• [Enable Settings] （启用设置）：选择是否启用 DHCP 服务器功能。默认指定 “Disabled （禁用） ”。 

• [IPv4 lease address] （IPv4 租用地址）：指定启用 DHCP 服务器功能时要从 DHCP 服务器租用的 IPv4 地址的范围。 

• [Subnet Mask] （子网掩码）：指定启用 DHCP 服务器功能时要从 DHCP 服务器租用的 IPv4 地址的子网掩码。 

• [Lease Period] （租期）：指定启用 DHCP 服务器功能时要从 DHCP 服务器租用的 IPv4 地址的租期。 

No. of Concurrent Devices 
Allowed （并行设备允许

数量） 

输入可同时连接到此接入点的数量的总数。默认指定 “4” 台设备。 

Device Setting （设备设

置）

允许用户检查无线网络适配器的 MAC 地址。 

Display Connected 
Devices （显示连接设

备） 

显示连接到此接入点的无线局域网适配器的名称和 MAC 地址列表。 

Passphrase （口令） 指定口令。 
• [Key Input Method] （按键输入方法）：选择输入口令的方法。 

• [Passphrase] （口令）：输入口令。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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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

• 如果选择了 [ON] （开），配置下列设置。

1. 触摸 [Proxy Server Address] （代理服务器）中的 [Host Address] （主机地址），设置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地址。

2. 在 [Proxy Server Port Number] （代理服务器端口号）设置访问代理服务器使用的端口号。

Update Firmware at Specified Time （在指定时间更新固件）

• 在指定时间更新下载的固件。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Internet ISW]->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中将 

[Open Mode Settings] （开放模式设置）设为 “Set （设置） ” 时会显示。

< 步骤 >

• 如果选择了 [Yes] （是），设置更新固件的时间。

Firmware Update Parameters （固件更新参数）

• 下载和更新固件。

• 在按上述方法下载固件后若想要在指定时间更新固件，可在 [Update Firmware at Specified Time] （在指定时间更新固件）中指定时间。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Internet ISW]->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中将 

[Open Mode Settings] （开放模式设置）设为 “Set （设置） ” 时会显示。

< 步骤 >

1. 触摸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设置） -> [Internet ISW Settings] （Internet ISW 设

置） -> [Firmware Update Parameters] （固件更新参数）中的 [Firmware Download] （固件下载）。

2. 选择确认屏幕上的 [Yes] （是），然后触摸 [OK] （确定）。

3. 固件下载开始。

4. 连接和传送数据时屏幕会显示体现状态的信息。

5. 选择 [Firmware Upgrade] （固件升级）或 [Firmware Delete] （固件删除）。

• 触摸 [Upgrade] （升级）开始使用下载的固件数据更新。选择确认屏幕上的 [Yes] （是），然后触摸 [OK] （确定）。

• 触摸 [Firmware Delete] （固件删除）将删除下载的固件数据。选择确认屏幕上的 [Yes] （是），然后触摸 [OK] （确定）。

6. 固件正常更新时，主机将自动重启，以完成 Internet ISW。

备注

• 若要下载固件，除了在 [FTP Server Settings] （FTP 服务器设置）中配置代理设置以外，还需要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Internet ISW]-> [HTTP Setting] （HTTP 设置）、 [FTP Setting] （FTP 设置）和 [Forwarding Access 
Setting] （转发访问设置）中配置合适的设置。

13.6.2 机器自动更新设置
• 从文件存储服务器获取本机的更新文件，以更新机器的固件或设置。

• 此功能与维修模式的功能相同，但是不会和维修模式的功能一起使用。

• 有关如何创建更新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I.19.2.1.Auto Update setting （自动更新设置）。

(1) 自动更新本机设置
• 从指定位置获取更新文件，配置设置，以在指定时间更新机器。

< 步骤 >

• 如果选择了 [ON] （开），配置下列设置。

备注
• 如果机器中继服务器用作数据提供侧的服务器时，将不使用 SMB 协议。

使用下载协议配置 SMB 的设置时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Yes （是）

No （否） ○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设置项目 内容

Host Name （主机名） 设置 SMB 服务器的主机名。

File Path （文件路径） 设置 SMB 服务器通信使用的文件路径。

• 指定存储 C_UpdateList.ini 的文件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I.19.2.1.Auto Update setting （自动更新设置） ”。

User Name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密码。

Number of Retries （重

试次数）

设置获取失败时的重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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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载协议配置 HTTP 的设置时

(2) 中继服务器功能设置
• 获取更新中继数据，配置中继服务器功能的设置，利用中继服务器功能，此文件可与其他机器共享。

更新文件下载设置
• 设置一个中继服务器，从文件存储服务器中获取更新中继数据。

< 步骤 >

• 如果选择了 [Confirm] （确认），配置下列设置。

认证设置
• 将访问管理任务的认证设置配置为更新中继数据共享服务器。

< 步骤 >

• 如果选择了 [ON] （开），配置下列设置。

• 切勿使用 SMB 设置

Update Time （更新时

间）

触摸 Clear （清除）设置更新机器的时间。

Polling Settings （轮询

设置）

设置获取更新列表的轮询周期。

Retry Interval （重试

时间间隔）

设置获取失败时的重试周期。

设置项目 内容

URL 设置 http 服务器的地址。

• 指定存储 C_UpdateList.ini 的文件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I.19.2.1.Auto Update setting （自动更新设置） ”。

User Name （用户名） 设置用于通过 http 协议访问中继服务器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http 服务器的密码。

Proxy （代理） 选择是否使用代理服务器。
• 如果选择了 [ON] （开），使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

设置） -> [HTTP Proxy Settings] （HTTP 代理设置）设置代理。

Connection Timeout
（连接超时）

设置连接到服务器的超时周期。

Update Time （更新时

间）

触摸 Clear （清除）设置更新机器的时间。

Polling Settings （轮询

设置）

设置获取更新列表的轮询周期。

Retry Interval （重试

时间间隔）

设置获取失败时的重试周期。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设置项目 内容

URL 设置文件存储服务器的地址。
• 指定存储 S_UpdateList.csv 的文件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I.19.2.2.Relay server setting （中继服务器设置） ”。

User Name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文件存储服务器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文件存储服务器的密码。

Proxy （代理） 选择是否使用代理服务器。
• 如果选择了 [ON] （开），使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

设置） -> [HTTP Proxy Settings] （HTTP 代理设置）设置代理。

Polling Settings （轮询

设置）

设置获取更新列表的轮询周期。

Retry Interval （重试

时间间隔）

设置获取失败时的重试周期。

Connection Timeout
（连接超时）

设置连接到服务器的超时周期。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设置项目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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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HTTP 设置

备注

• 一旦设置完密码，确保牢记此密码。重置时将会用到此密码。
• 有关中继数据的文件路径，请参阅 “I.19.2.2.(6).Auto update by relay server （由中继服务器自动更新） ”。

(3) 日志发送设置

更新文件下载 / 更新日志

• 保存自动更新机器所用的更新文件下载日志，然后将其发送至指定位置。

< 步骤 >

• 选择 [ON] （开）后，配置传输协议的设置。

对于 SMB

对于 WebDAV

中继更新文件下载日志
• 保存此中继服务器的更新中继数据下载相关的日志，然后将其发送至指定位置。

< 步骤 >

• 选择 [ON] （开）后，配置传输协议的设置。

对于 SMB

对于 WebDAV

设置项目 内容

User Name （用户名） 设置用于通过 http 协议访问中继服务器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中继服务器的密码。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设置项目 内容

Host Name （主机名） 设置 SMB 服务器的主机名。

File Path （文件路径） 设置 SMB 服务器通信使用的文件路径。

User Name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密码。

设置项目 内容

URL 设置 WebDAV 服务器的地址。

User Name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密码。

Proxy （代理） 选择是否使用代理服务器。
• 如果选择了 [ON] （开），使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

设置） -> [HTTP Proxy Settings] （HTTP 代理设置）设置代理。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设置项目 内容

Host Name （主机名） 设置 SMB 服务器的主机名。

File Path （文件路径） 设置 SMB 服务器通信使用的文件路径。

User Name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密码。

设置项目 内容

URL 设置 WebDAV 服务器的地址。

User Name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密码。

Proxy （代理） 选择是否使用代理服务器。
• 如果选择了 [ON] （开），使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

设置） -> [HTTP Proxy Settings] （HTTP 代理设置）设置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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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志确认
• 检查自动更新机器的更新文件下载或中继服务器的更新中继数据下载相关的日志。

• 可查看 近的五个日志。

(5) 立即更新
• 手动执行机器自动更新。

• 如果满足以下所有设置，则会显示。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设置） ->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 （机器自动更

新设置） -> [Auto Update Settings for This Machine] （自动更新本机设置）设为 “ON （开） ”。

• 自动更新设置用更新文件下载到 MFP 存储器后会显示。

< 步骤 >

1. 触摸 [Immediate Update] （立即更新）开始更新。

2. 触摸确认屏幕上的 [Yes] （是），然后触摸 [OK] （确定）。

备注

• 在下列状态下切勿切断电源。
• 从触摸 [Immediate Update] （立即更新） ->[Start] （开始）到下一次 MFP （自动电源关闭）操作大约需要 45 秒的时间。

• 下载完成屏幕显示后大约 1 分钟会重启 MFP。

• 重新写入配置文件，随后写入固件， MFP 将会再次重启。

(6) 机器更新密码
• 设置解密机器配置文件所用的密码。

< 步骤 >

• 使用屏幕键盘输入解密密码。

备注
• 一旦设置完密码，确保牢记此密码。重置时将会用到此密码。
• 有关如何制作配置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I.19.2.1.Auto Update setting （自动更新设置） ”。

13.6.3 HTTP 代理设置
• 选择是否通过代理服务器连接，以访问 http 服务器。

• 配置服务器通过代理服务器连接所需的设置。

< 步骤 >

• 如果选择了 [ON] （开），配置下列设置。

1. 触摸 [Proxy Server Address] （代理服务器）中的 [Host Address] （主机地址），设置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地址。

2. 在 [Proxy Server Port Number] （代理服务器端口号）设置访问代理服务器使用的端口号。

3. 选择访问代理服务器时是否执行认证。如果设置了 [ON] （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13.7 存储管理

13.7.1 加密设置
• 将数据存储到 MFP 存储器时设置一个加密这些数据的密码。

• 默认设置：01234567890123456789

< 步骤 >

1. 输入当前使用的加密口令。

2. Encryption Passphrase （加密口令）：输入新加密口令。

3. Encryption Passphrase Confirmation （加密口令确认）：重新输入新加密口令。

13.7.2 调试日志加密设置
• 将调试数据存储到 HDD 时设置一个加密这些数据的密码。

• 默认设置：01234567890123456789

< 步骤 >

1. 输入当前使用的加密口令。

2. Encryption Passphrase （加密口令）：输入新加密口令。

3. Encryption Passphrase Confirmation （加密口令确认）：重新输入新加密口令。

设置项目 内容

Current Password （当

前密码）

输入当前使用的解密密码 （仅当设置了解密密码时）。

New Machine Update 
Password （更新机器

新密码）

输入新的解密密码。

Confirm Machine 
Update Password （确

认更新机器新密码）

再次输入新的解密密码。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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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维修模式

1. 概述

备注

• 对于维修模式功能设置步骤，请确保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决不能让不涉及维修作业的未授权人员得知。

启动步骤
1. 触摸主屏幕上的 [Utility] （效用）。

2. 触摸 [Counter] （计数器）。

3. 触摸 [Display Keypad] （显示数字键盘）。

4. 按照此顺序按以下各键。

• Stop （停止） -> 0 -> 0 -> Stop （停止） -> 0 -> 1

5. 输入 CE 密码，然后触摸 [END] （结束）。（CE 初始密码为 “9272927292729272”。）

备注

• 当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时，要求 CE 密码认

证。
• 如果输入了错误的 CE 密码，则重新输入正确的密码。

除非正确输入 CE 密码，否则机器不会进入维修模式。若要返回基本平面，关闭主电源开关再将其打开。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 -> [ProhibitFunctions] （禁用的功能）设为 “Mode 2
（模式 2） ” 时，由于它表示未在指定次数内输入正确的 CE 密码而导致认证失败，所以操作会被禁止。

如果激活了访问锁，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再将其打开后，通过在 [Utility] （效用） -> [Counter] （计数器） -> [Print List] （打印列表） -> 
[Display Keypad] （显示数字键盘）中输入 Stop （停止） -> 0 -> 9 -> 3 -> 1 -> 7，解锁定时器开始运行。

当定时器达到在此设置中指定的时间，访问锁即可解除。

• 输入的维修代码会显示为 “*”。
6. 将显示维修模式菜单。

备注
• 请务必对默认的 CE 密码进行更改。

• 有关更改 CE 密码的步骤，请参见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 [CE Password] （CE 密码）。

• 切勿忘记 CE 密码。

设置步骤
1. 按下要更改设置的功能所对应的按键。将会出现各功能的按键或设置屏幕。

2. 按下要更改设置的项目所对应的按键。将会出现各项目的设置屏幕。

3. 按下要更改设置的按键。也可以使用数字键盘输入数值。（[+]/[-] 键也可以用于设置。根据屏幕上的指示输入数值。）

备注
• 有关更多细节，请参见每个设置项目对应的描述页。

4. 触摸 [END] （结束）。这会关闭设置屏幕并返回维修模式屏幕。（如果深入设置屏幕的层级结构，则可能需要按 [END] （结束）多次）

5. 触摸 [Exit] （退出）。这将会关闭维修模式）屏幕并退出维修模式。

6.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至少 10 秒钟，然后再次打开主电源开关。

备注
• 只是退出维修模式不会使更改后的设置生效。必须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次将其打开。

退出步骤
1. 调出维修模式的初始屏幕。

2. 触摸维修模式屏幕上的 [Exit] （退出）。

3.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至少 10 秒钟，然后再次打开主电源开关。



bizhub C360i/C300i/C250i I 维修模式 > 2. 设置向导

I-2

2. 设置向导
• 使用设置向导功能可将设置步骤中需要设置的项目从维修模式提取，然后进行设置。

• 这样一来，可以在设置期间有效地和设置维修模式功能。

备注 
• 可通过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或 “Setup Wizard” （设置向导）设置特定的功能。最后一次设为有效设置。

启动步骤
1. 调出维修模式的初始屏幕。

2. 按照此顺序按以下各键。

• 停止 ->3

3. 触摸 [Prev.] （上一步）键或 [Next] （下一步）键选择模式。

例如

退出步骤
1. 触摸 [Service] （维修）。重新显示维修模式主屏幕。

2. 触摸 [Exit] （退出）。

3.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次打开主电源开关。



bizhub C360i/C300i/C250i I 维修模式 > 3. 时区 / 日期和时间输入模式

I-3

3. 时区 / 日期和时间输入模式
• 此模式用于设置时间和日期。

• 设置的时区 / 日期和时间自动反映在管理员设置的日期和时间设置中。

< 步骤 >

1. 调出维修模式的初始屏幕。

2. 按照此顺序按以下各键。

• Stop （停止） -> 1 -> 1 -> 4 -> 4 -> Clear （清除）

3. 用数字键盘按照顺序输入时区、年、月、日、小时和分钟。

备注
• 输入日期和时间前，触摸 Clear （清除），删除要输入数据和时间的位置上的当前时间。

• 设置月、日、小时或分钟时，如果数据只有 1 位，则先输入 “0”。
4. 确保输入的值正确，然后触摸 [Entry] （输入），然后 [Apply] （应用）。

5. 出现确认屏幕后，触摸 [OK] （确定）。

Time Zone Setting （时区设置） 设置地区对应的时区。
设置后，触摸 [Entry] （输入）然后 [Apply] （应用）验证时间。

以下列出不同地区的时区设置。
-08:00：美国：太平洋标准时间

-06:00：美国：中央标准时间

-05:00：美国：西部标准时间

-00:00：英国：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01:00：西欧国家

+08:00：中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西部

+09:00：日本、韩国

Date & Time Setting（日期和时间设

置）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时间，设置时间。
输入任何数字前，首先按 Clear （清除）。

设置时间后，触摸 [Entry] （输入），然后触摸 [Apply]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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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搜索
• 搜索包含所输入的关键词的参数。

• 可从搜索结果显示功能屏幕。

< 步骤 >

1. 在维修模式的初始屏幕中触摸 [Search] （搜索）。

2. 输入所需的搜索关键词。

3. 触摸 [END] （结束）。

4. 从显示的搜索结果中输入所需的概念，然后触摸 [Start] （开始）。

5. 显示所选功能对应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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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器

5.1 定影温度
• 单独调整各类纸张的加热辊的温度，进而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不同定影性能下进行复印。

• 纸张类型变化或环境条件变化时，定影温度不佳或者出现蜡条纹或偏移时。

• 由于纸张类型或环境发生变化发生纸张卷曲，或者由于纸张卷曲发生卡纸以及装订或折叠位置错误时使用。

• 通过调高温度 （+），可改善打印光泽度。

• 通过调低温度 （-），可减少出纸辊辊印。
SetValue_C360i

< 步骤 >

1. 选择设置项目。

2. 使用 [+]/[-] 键输入新设置。

• 如果定影性能低下，则调高此设置。

• 如果出现蜡纹，则调低此设置。

• 如果补偿很差，则调低此设置。

• 如果纸张卷曲，则调低此设置。

3. 触摸 [END] （结束）。

4. 返回到基本屏幕。

5. 输出两或三个测试样张，然后检查图像是否存在任何问题。

6. 调整各类纸张。

5.2 定影传输速度
• 调整定影马达的速度，以使定影速度与传输速度相匹配。

• 环境条件变化或耐久性退化会造成明显的毛刷效应或图像模糊。
SetValue_C360i

< 步骤 >

1. 为出现毛刷效应或模糊图像的模式选择一个处理速度。

2.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新设置。

• 如果毛刷效应明显，改变此设置值，然后检查图像。

• 如果图像模糊，则调低此设置。

3. 触摸 [END] （结束）。

4. 返回到基本屏幕。

5. 检查打印图像是否存在任何问题。

5.3 加热器控制等级
• 连接到与 MFP 相同的电源的荧光灯可能因定影加热器灯开关操作而闪烁。

• MFP DC 电源可能因定影加热器灯开关操作而产生噪音。

• 通过更改定影单元相位控制的等级来控制闪烁和噪音产生。

备注 
• 降低控制等级可能导致 DC 电源产生噪音，增加控制等级可能导致荧光灯闪烁。

• 更改控制等级时，请指定一个会减少荧光灯闪烁和 DC 电源噪音的等级。

< 步骤 >

1. 使用 [+]/[-] 键输入新设置。

• 荧光灯闪烁时：调低等级。

设置项目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普通纸 - 20°C 至 +10°C （步幅：5°C) 0 °C

薄纸

OHP 胶片

普通纸 +

厚纸 1

厚纸 1+

厚纸 2

厚纸 3

厚纸 4

明信片

信封 - 10 °C 至 +20 °C （步幅：5°C)

再生纸 - 20°C 至 +10°C （步幅：5°C)

设置项目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普通纸 / 薄纸 / 普通纸 + -20 ～ +20 （步幅：1) +7

厚纸 1-4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1 级到 4 级 （步幅：1) 第 4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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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DC 电源等电源系统有噪音时：调高等级。

5.4 打印机区域

5.4.1 主缘调整
• 改变不同纸张类型在副扫描方向上的打印开始位置。（调整从辊连接直到转印输出开始的时间）。

• 尽管调整是在手送纸盒进行的，但是调整后的值会反映到各个纸盒。

• PH 单元已更换。

• 打印图像在副扫描方向上出现偏移。

• 图像主缘出现图像模糊。

• 可针对每种纸张类型单独进行此设置。
SetValue_C360i

< 步骤 >
Procedure_A31. 往手送纸盒中装入 A3 或 11 x 17 普通纸张。

备注 
• 选择薄纸时，往纸盒 1 装入薄纸。

2. 选择测试样张。

3. 选择纸张类型。

4.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测试样张。

5. 检查测试样张上宽度 A 的尺寸。

6.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范围，则使用 [+]/[-] 键改变此设置。

• 如果宽度 A 大于目标值，则减小设置值。

• 如果宽度 A 小于目标值，则增大设置值。

7.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测试样张。

8. 检查测试样张上宽度 A 的尺寸。

9.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范围，则再次更改此设置，然后重新检查。

10. 如果宽度 A 在目标范围内，触摸 [END] （结束）。

5.4.2 打印图像对中侧 1
• 改变各纸张来源在主扫描方向上的打印起始位置。

• PH 单元已更换。

• 通用纸盒已添加。

• 打印图像在主扫描方向上出现偏移。
SetValue_C360i

< 步骤 >

1. 在要调整的纸张来源中装入纸张。

备注

• 对于手送纸盒，使用 A4 或 8 1/2 x 11 普通纸。

2. 选择测试样张。

3. 选择纸张来源。

4.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测试样张。

5. 检查测试样张上宽度 A 的尺寸。

6.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范围，则使用 [+]/[-] 键改变此设置。

• 如果宽度 A 大于目标值，则减小设置值。

• 如果宽度 A 小于目标值，则增大设置值。

7.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测试样张。

8. 检查测试样张上宽度 A 的尺寸。

9.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范围，则再次更改此设置，然后重新检查。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4.2 ± 1.0 mm -3.0 mm 至 +3.0 mm （增量为 0.2 mm） 0.0 mm

A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3.0 ± 1.0 mm -3.0 mm 至 +3.0 mm （增量为 0.2 mm） 0.0 m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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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宽度 A 在目标范围内，触摸 [END] （结束）。

5.4.3 主缘调整侧 2 （双面）
• 对于各类纸张，此功能允许调整双面打印的第二面在副扫描方向上的图像写入起始位置。（调整从辊连接直到转印输出开始的时间）。

• 尽管调整是在手送纸盒进行的，但是调整后的值会反映到各个纸盒。

• 当纸张第二面上的图像在副扫描方向上偏离原始位置时进行此调整。

• 可针对每种纸张类型单独进行此设置。
SetValue_C360i

< 步骤 >
Procedure_A31. 往手送纸盒中装入 A3 或 11 x 17 普通纸张。 

备注 
• 选择薄纸时，往纸盒 1 装入薄纸。

2. 选择测试样张。

3. 选择纸张类型。

4.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测试样张。

5. 检查测试样张上宽度 A 的尺寸。请使用测试样张背面上的图像进行测量。

6.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范围，则使用 [+]/[-] 键改变此设置。

• 如果宽度 A 大于目标值，则减小设置值。

• 如果宽度 A 小于目标值，则增大设置值。

7.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测试样张。

8. 检查测试样张上宽度 A 的尺寸。

9.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范围，则再次更改此设置，然后重新检查。

10. 如果宽度 A 在目标范围内，触摸 [END] （结束）。

5.4.4 打印图像对中侧 2 （双面）
• 在双面模式下改变各纸张来源在主扫描方向上的打印起始位置。

• 双面复印件背面上的图像在主扫描方向上出现偏移。
SetValue_C360i

< 步骤 >

1. 在要调整的纸张来源中装入纸张。

备注
• 对于手送纸盒，使用 A4 或 8 1/2 x 11 普通纸。

2. 选择测试样张。

3. 选择纸张来源。

4.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测试样张。

5. 检查测试样张上宽度 A 的尺寸。请使用测试样张背面上的图像进行测量。

6.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范围，则使用 [+]/[-] 键改变此设置。

• 如果宽度 A 大于目标值，则减小设置值。

• 如果宽度 A 小于目标值，则增大设置值。

7.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测试样张。

8. 检查测试样张上宽度 A 的尺寸。

9.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范围，则再次更改此设置，然后重新检查。

10. 如果宽度 A 在目标范围内，触摸 [END] （结束）。

5.4.5 进纸方向调整
• 使纸张传输速度与图像写入速度同步。

• [Sub Scan Zoom Adj.] （副扫描缩放调整）成为必要。

• 副本上的打印图像失真 （拉伸、收缩）。

• 当副本上的打印图像往副扫描方向拉伸时。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4.2 ± 1.0 mm -3.0 mm 至 +3.0 mm （增量为 0.2 mm） 0.0 mm

A

背面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3.0 ± 1.0 mm -3.0 mm 至 +3.0 mm （增量为 0.2 mm） 0.0 m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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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针对每种纸张类型单独进行此设置。
SetValue_C360i

< 步骤 >

1. 往手送纸盒中装入 A3 或 11 x 17 普通纸张。

2. 选择测试样张。

3. 选择纸张类型。

4.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测试样张。

5. 检查测试样张上的宽度 A （相当于 1 个网格）和宽度 B （相当于 48 个网格）。

6. 如果宽度 A 或 B 超出目标范围，则使用 [+]/[-] 键改变此设置。

• 如果宽度 A 或 B 大于目标值，则减小设置值。

• 如果宽度 A 或 B 小于目标值，则增大设置值。

7.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测试样张。

8. 检查测试样张上的宽度 A 和宽度 B。

9.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范围，则再次更改此设置，然后重新检查。

10. 如果宽度 A 在目标范围内，触摸 [END] （结束）。

5.4.6 纸盒打印位置：尖部
• 每次进纸时将图像打印位置更改或调整为垂直扫描方向。（调整从辊连接直到转印输出开始的时间）。如果此作业在重新进纸时装入，则不适

用。

• 在 [Printer Area-Leading Edge Adjustment] （打印机区域 - 前缘调整）不足以进行完全调整时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图像打印位置会因每次进纸

方式的不同而偏移。）

• 对普通纸进行调整。

• 首次进纸对应的可用设置。短 （垂直扫描方向上的纸张长度小于 276.4 mm）、首次进纸。长 （垂直扫描方向上纸张的长度超过 276.4 mm）、第

二次进纸、第三次进纸、第四次进纸和手动进纸。

备注 
• [Printer Area-Leading Edge Adjustment] （打印机区域 - 前缘调整）应在目标值内。

• 基于此设置数字和 [Printer Area-Leading Edge Adjustment] （打印机区域 - 前缘调整）数字的组合值调整垂直扫描方向上的图像打印位置。如

果此值不在设置范围内，此数字应四舍五入至最小值或最大值。
SetValue_C360i

< 步骤 >

1. 往目标纸盒放入普通纸，然后选择进纸纸盒。

2.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测试样张。

3. 检查测试样张上宽度 A 的尺寸。

4.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范围，则使用 [+]/[-] 键改变此设置。

• 如果宽度 A 大于目标值，则减小设置值。

• 如果宽度 A 小于目标值，则增大设置值。

5.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测试样张。

6. 检查测试样张上宽度 A 的尺寸。

7.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范围，则再次更改此设置，然后重新检查。

8. 如果宽度 A 在目标范围内，触摸 [END] （结束）。

检查项目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宽度 A：相当于 1 个网格 8.13 ± 0.2 mm -7 至 +7 0

宽度 B：相当于 48 个网格 390.14 ± 2.0 mm -7 至 +7 0

A

B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4.2 ± 1.0 mm -3.0 mm 至 +3.0 mm （增量为 0.2 mm） 0.0 m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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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扫描区域

5.5.1 测试图
• 用以下测试图调整扫描器部分。

• 如果没有测试图，也可以使用直尺。

5.5.2 图像位置：主缘
• 通过改变副扫描方向上的扫描起始位置，调整扫描器原位传感器的安装精度和灵敏度以及原稿宽度刻度安装精度的变化。

• 更换稿台时。

• CCD 板已更换。

• 更换扫描器原位传感器时。

备注
• 测量并调整彩色图表上的宽度 A 和测试样张上的宽度 A，使宽度 A 的差满足以下所示目标值的要求。

• 必须已正确完成 [Printer Area] （打印机区域）的 [Leading Edge Adjustment] （主缘调整）调整。
SetValue_C360i

< 步骤 >

1. 正确放置测试图，使原稿参考点与直尺对齐。

2. 按 Start （开始）键进行复印。

3. 检查测试样张上的点 A。

测试图的放大视图

4. 如果测试样张超出目标范围，则使用 [+]/[-] 键改变此设置。

• 如果复印图像比目标小，则调高设置值。

• 如果复印图像超出目标，请调低设置值。

5. 按 Start （开始）键生成另一个测试样张。

6. 检查测试样张上的图像，确认是否符合这些规格。

7. 调整直到满足目标的要求。

5.5.3 扫描器图像侧缘
• 通过改变主扫描方向上的扫描起始位置，调整扫描器零件精度及其安装精度间的变化。

• 更换稿台时。

• CCD 板已更换。

备注
• 测量并调整彩色图表上的宽度 A 和测试样张上的宽度 B，使宽度 B 的差满足以下所示目标值的要求。

• 必须已正确完成 [Printer Area] （打印机区域）的 [Printer Image Centering Side 1] （打印图像对中侧 1）调整。
SetValue_C360i

测量位置 调整项目

A Image Position: Leading Edge （图像位置：主缘）

B Scanner Image Side Edge （扫描器图像侧缘）

C Main Scan Zoom Adj. （主扫描缩放调整）

D Sub Scan Zoom Adj. （副扫描缩放调整）

COLOR  CHART

Y M C

C＋M C＋Y Y＋M

Color is “hue”,
lightness is “value”,
saturation is “chroma”:
this is the world of color.

Hue

色あい
明るさ
あざやかさ
これが色彩の世界です。

P
2

P
2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red, 
yellow, blue etc.

色相 赤、黄、青というように、それぞれ区別
される｢色あい｣を色相といいます。

Value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light, 
dark etc., relating the color to a gray 
of a similar lightness.

Chroma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vivid, 
dull etc., describing the extent to 
which a color differs from a gray 
having the same value.

H (Heu)

明度 色と色を比較して、明るい色とか暗い色
というように、色には｢明るさ｣の度合い
があります。
このように色相に関係なく比較できる
｢明るさ｣の度合いを明度と呼んでい
ます。

V (Value)

彩度 色相や明度とはまた別に、｢あざやかさ｣
の度合いを示す性質を彩度と呼んでいま
す。C (Chr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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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原稿参考

D

C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宽度 A：± 1.5 mm -3.0 mm 至 +3.0 mm （增量为 0.1 mm） 0.0 mm

COLOR  CHART

Y M C

C＋M C＋Y Y＋M

Color is “hue”,
lightness is “value”,
saturation is “chroma”:
this is the world of color.

Hue

色あい
明るさ
あざやかさ
これが色彩の世界です。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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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red, 
yellow, blue etc.

色相 赤、黄、青というように、それぞれ区別
される｢色あい｣を色相といいます。

Value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light, 
dark etc., relating the color to a gray 
of a similar lightness.

Chroma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vivid, 
dull etc., describing the extent to 
which a color differs from a gray 
having the same value.

H (Heu)

明度 色と色を比較して、明るい色とか暗い色
というように、色には｢明るさ｣の度合い
があります。
このように色相に関係なく比較できる
｢明るさ｣の度合いを明度と呼んでい
ます。

V (Value)

彩度 色相や明度とはまた別に、｢あざやかさ｣
の度合いを示す性質を彩度と呼んでいま
す。C (Chr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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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色调

值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宽度 B：± 1.5 mm -5.7 mm 至 +5.7 mm （增量为 0.1 mm） 0.0 mm



bizhub C360i/C300i/C250i I 维修模式 > 5. 机器

I-10

< 步骤 >

1. 正确放置测试图，使原稿参考点与直尺对齐。

2. 按 Start （开始）键进行复印。

3. 检查测试样张上的点 B。

测试图的放大视图

4. 如果测试样张超出目标范围，则使用 [+]/[-] 键改变此设置。

• 如果复印图像比目标小，则调高设置值。

• 如果复印图像超出目标，请调低设置值。

5. 按 Start （开始）键生成另一个测试样张。

6. 检查测试样张上的图像，确认是否符合这些规格。

7. 调整直到满足目标的要求。

5.5.4 主扫描缩放调整
• 调整扫描器部分主扫描方向上的缩放比率。

• CCD 板已更换。

备注
• 测量并调整彩色图表上的宽度 A 和测试样张上的宽度 C，使宽度 C 的差满足以下所示目标值的要求。

• 必须已正确完成 [Printer Area] （打印机区域）的调整。
SetValue_C360i

* 使用刻度时的标准尺寸：200.0 mm

< 步骤 >

1. 正确放置测试图，使原稿参考点与直尺对齐。

2. 按 Start （开始）键进行复印。

3. 检查测试样张上的点 C。

测试图的放大视图

4. 如果测试样张超出目标范围，则使用 [+]/[-] 键改变此设置。

• 如果样本上的 C 宽度比测试图上的宽度 C 短，请调高此设置。

• 如果样本上的 C 宽度超出测试图上的宽度 C，请调低此设置。

5. 按 Start （开始）键生成另一个测试样张。

6. 检查测试样张上的图像，确认是否符合这些规格。

7. 调整直到满足目标的要求。

5.5.5 副扫描缩放调整
• 调整扫描器部分副扫描方向上的缩放比率。

• 更换 LED 曝光单元或扫描器马达时。

备注
• 测量并调整彩色图表上的宽度 A 和测试样张上的宽度 D，使宽度 D 的差满足以下所示目标值的要求。

• 必须已正确完成 [Printer Area] （打印机区域）的调整。
SetValue_C360i

* 使用刻度时的标准尺寸：300.0 mm

< 步骤 >

1. 正确放置测试图，使原稿参考点与直尺对齐。

2. 按 Start （开始）键进行复印。

3. 检查输出测试样张上的 D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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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the world of color.

Hue

P
2

P
2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red, 
yellow, blue etc.

Value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light, 
dark etc., relating the color to a gray 
of a similar lightness.

Chroma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vivid, 
dull etc., describing the extent to 
which a color differs from a gray 
having the sam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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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In Japan

9 8 7 6 5 4 3 2 1

B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宽度 C：± 1.0 mm 0.990 ～ 1.010 （步幅：0.001) 1.000

COLOR  CHART

Y M C

C M C Y Y M

Color is “hue”,
lightness is “value”,
saturation is “chroma”:
this is the world of color.

Hue

P
2

P
2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red, 
yellow, blue etc.

Value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light, 
dark etc., relating the color to a gray 
of a similar lightness.

Chroma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vivid, 
dull etc., describing the extent to 
which a color differs from a gray 
having the same value.

P1

1.0

1.1

1.25 1.4 1.6

1.8

2.0

2.22.5

2.8

3.2

3.6

4.0

4.5

Y M C

C M C Y Y M

1.0

1.1

1.25 1.4 1.6

1.8

2.0

2.22.5

2.8

3.2

3.6

4.0

4.5

COLOR  CHART

Y
M

C
B

G
R

MODEL :
MACHINE S/N :
DATE :         /           /            °C        %RH
COUNTER :
COPY DENSITY :
COLOR BALANCE Y :
 M :
 C :
 BK :
OTHERS :

P1

10

B
K

CHART NO. : CTC-008-01
PART NO. : 4036-7940-01

Printed In Japan

9 8 7 6 5 4 3 2 1

C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宽度 D：± 1.5 mm 0.990 ～ 1.010 （步幅：0.00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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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图的放大视图

4. 如果测试样张超出目标范围，则使用 [+]/[-] 键改变此设置。

• 如果样本上的 D 宽度比测试图上的宽度 D 短，请调高此设置。

• 如果样本上的 D 宽度超出测试图上的宽度 D，请调低此设置。

5. 按 Start （开始）键生成另一个测试样张。

6. 再次检查输出测试样张上的 D 点。

7. 调整直到满足目标的要求。

5.6 打印机对位波幅调整
• 调整在对位辊辊之前在纸张中形成的波幅的长度。

• 纸张波幅长度的修正值因纸张来源和纸张类型而异。

• 使用 “ 纸张通道 ” 检查纸张通道。

• 纸张歪斜或者卡纸时。
SetValue_C360i

< 步骤 >

1. 通过触摸对应的按键，选择纸张来源和处理速度进行设置。

2. 使用 [+]/[-] 键输入新设置。

• 调低波幅量：减小设置值。

• 调高波幅量：增大设置值。

5.7 颜色对位调整
• 将原稿与普通纸或厚纸复印件对比后发现色差时进行调整。

• 修正色差。

• 可针对每种纸张类型单独进行此设置。
SetItem_C360i

< 步骤 >
检查步骤

COLOR  CHART

Y M C

C M C Y Y M

Color is “hue”,
lightness is “value”,
saturation is “chroma”:
this is the world of color.

Hue

P
2

P
2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red, 
yellow, blue etc.

Value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light, 
dark etc., relating the color to a gray 
of a similar lightness.

Chroma The quality of colo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words such as vivid, 
dull etc., describing the extent to 
which a color differs from a gray 
having the same value.

P1

1.0

1.1

1.25 1.4 1.6

1.8

2.0

2.22.5

2.8

3.2

3.6

4.0

4.5

Y M C

C M C Y Y M

1.0

1.1

1.25 1.4 1.6

1.8

2.0

2.22.5

2.8

3.2

3.6

4.0

4.5

COLOR  CHART

Y
M

C
B

G
R

MODEL :
MACHINE S/N :
DATE :         /           /            °C        %RH
COUNTER :
COPY DENSITY :
COLOR BALANCE Y :
 M :
 C :
 BK :
OTHERS :

P1

10

B
K

CHART NO. : CTC-008-01
PART NO. : 4036-7940-01

Printed In Japan

9 8 7 6 5 4 3 2 1

D

纸盒 1 步骤 2-4/LCT 手册 双面器

600 dpi 正常 / 薄纸 -11 至 +7 -11 至 +7 -11 至 +8 -12 至 +10

普通纸 + -11 至 +7 -11 至 +7 -11 至 +7 -11 至 +7

厚纸 1/1+ -11 至 +7 -11 至 +7 -11 至 +8 -12 至 +10

厚纸 2/3/4 -11 至 +7 -11 至 +7 -11 至 +8 -12 至 +10

1200 dpi -11 至 +7 -11 至 +7 -11 至 +8 -12 至 +10

设置项目 设置范围

纸张类型 颜色选择

普通纸、普通纸 +、厚纸 1/1+、厚纸 2、厚纸 3、厚

纸 4
青、品红、黄 X -6 至 +6 点 （步幅：1 点）

Y -6 至 +6 点 （步幅：1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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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打印头歪斜调整

Print Head Skew Adj. （打印头歪斜调整）

• 显示歪斜修正马达的默认位置。
SkewAdj_Disp• 在此机器中，不能输入调整值。

< 步骤 >

1. 触摸 [Print Head Skew Adj.] （打印头歪斜调整）。

2. 检查每个颜色的歪斜调整值。

3. 触摸 [END] （结束）。

Print Head Skew Reset （打印头歪斜重置）

• 使歪斜修正马达恢复到默认位置和清除累积歪斜量的备份件。

• 机器中设置的备份位置信息丢失时使用。

• 对提示代码 P-14 进行寻址并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后，执行此功能。

• 因为门被打开或主电源开关被关闭使歪斜调整中断而导致当前歪斜修正马达的位置不可用时，使用此功能。

< 步骤 >

1. 触摸 [Print Head Skew Reset] （打印头歪斜重置）。

2. 触摸 Start （开始）键，然后执行打印头歪斜重置。

备注 
• 打印头歪斜重置完成后，务必执行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

歪斜调整结果显示在面板上
• 歪斜调整结果显示在 [Skew Adjust Value] （歪斜调整值）中，该选项可通过以下方式选择：[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Color Regist] （颜色对位）。

X Y

 A 
 B 

A B 

Y 
 Y

X 
 X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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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LD 调整

5.9.1 LD 光宽度调整
• 微调多棱镜马达扫描的激光的发光时间。

• 降低细线的再现性时使用。

备注 
• 此设置的调整值将由图像稳定控制反映出来。

SetValue_Def_3

< 步骤 >

1. 使用 [+]/[-] 键输入新设置。

• 调高调整值：发光时间将延长。

• 调低此值：发光时间将缩短。

5.10 手送纸盒宽度调整
• 设置手送进纸导向板的手送纸盒纸张宽度检测电阻器的 大宽度和 小宽度。

• 更换手送进纸导向板的手送纸盒纸张宽度检测电阻器时使用。

• 使用手送纸盒时显示纸张尺寸错误时会用到。

< 步骤 >

1. 触摸 [Max. Width] （ 大宽度）。

2. 往手送纸盒中装入宽度 297 mm 的纸张。

3. 按 Start （开始）按键，然后确认结果为 （OK）。

4. 触摸 [Min. Width] （ 小宽度）。

5. 往手送纸盒中装入宽度 110 mm 的纸张。

6. 按 Start （开始）按键，然后确认结果为 （OK）。

7. 如果结果为 [NG]，则重新调整。

5.11 主缘消边调整
• 设置纸张的主缘消除量。

• 可按用户要求在主缘上指定一个空白区域，这样，图像的这部分不会打印。
SetValue_with thin paper (Def5)• 可单独针对第一面、第二面、薄纸正面和薄纸背面进行调整。

*1：选择 “4 mm” 时，打印中，基于机器的控制系统，实际上会消除 4.2 mm。

歪斜调整值 内容

初始值 显示歪斜修正的初始位置。

调整值 显示完成图像稳定控制后获取的 终歪斜修正位置。

移动 显示上一次图像稳定控制中歪斜调整值的变化量。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0 ～ +6 （步幅：1) +3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第一面 / 第二面 （*1） 4 mm ○

5 mm

7 mm

薄纸正面 / 薄纸背面 4.0 mm ～ 10.0 mm （步幅：1.0 mm） 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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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非图像区域消除检查
• 在明亮光源条件下，非图像区域消除功能可能无法合理使用。检查入射光量，验证非图像区域消除功能在此环境下可正常使用。

• 验证结果如下：

• 安装新机器或者机器更换安装位置后使用此功能。

• 非图像区域消除功能由于安装场所周围环境变化而无法正常使用时使用此功能。

< 步骤 >

1. 按 Start （开始）键开始检查。

备注 
• 检查前，确保 DF 或原稿盖板完全打开。除此之外，确保原稿台无刮痕或污渍。 

2. 检查验证结果。

备注

• 如果检测结果为 “NG1” 或 “NG2”，更换机器安装位置，或调整机器的方向，以减少机器的入射光量。然后，重新检查。

5.13 分割线预先检测
• 检查 DF 稿台上的污渍和显示结果。

• 手动执行污渍预检测，进而从睡眠 / 低功耗模式恢复，这项检测一般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时进行。

< 步骤 >

1. 按 Start （开始）键开始预检测。

2. 检查验证结果。如果检查结果为 “NG”，清洁稿台然后重新检查。

备注
• 按照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ystem 2] （系统 2） ->[Split Line Prior Detection] （分割线预先检测） -> [ADF Scan Glass 

Contamin.Sensitivity] （ADF 扫描台污染灵敏度）设置的检测水平执行 [ADF Scan Glass Contamination] （ADF 扫描台污染）。当上述设置设

定为 “Not Set （未设置） ” 时，即便执行了预检测，也会显示 “NG1” 或 “NG2”。

5.14 PPM 控制选项
• 提高在薄纸或再生纸上打印的生产率。

• 若要使生产率优先于定影性能，将此设置改为 “100%”。

5.15 移动扫描器到原位
• 移动 MFP 时，将 LED 曝光单元移动到扫描器锁定材料的固定位置 （原位），以防止机器损坏。

备注

发生下列故障时，请勿将其移动到原位。

• 有关 IR 的故障

< 步骤 >

1. 触摸 [Machine] （机器） -> [Move Scanner to Home] （移动扫描器到原位）。

2. 触摸 [Start] （开始），扫描仪滑块待机位置移动到原位。

3. 关闭主电源开关。

4. 安装扫描仪锁定材料以固定扫描仪。

验证结果 内容

OK 正常工作。

NG1 正常工作。但是，发现了可能影响非图像区域消除功能的数据。（此功能对于深色原稿可能无法正常使用。）

NG2 发现了可能影响非图像区域消除功能的数据。

验证结果 内容

OK 未检测到污渍。

NG 检测到污渍。
• 当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会显示 “NG1” 或 “NG2”。 “NG1” 说明正面检测到污渍，而 “NG2” 说明背面检测

到污渍。

设置值 默认设置

100 %

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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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固件版本
• 检查固件版本。

• 升级固件时使用。

< 步骤 >

1. 触摸 [Firmware Version] （固件版本）。

2. 触摸 [ ↑ ] / [ ↓ ] 键检查固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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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图像处理调整

7.1 灰阶调整
• 基于生成的测试样张和扫描器读取的读数自动调整灰阶。

• 色彩再现性能变差。

• 更换感光鼓组件、显影组件或转印带单元。

• 显示的 “ 深色 ” 和 “ 高亮 ” 的调整值表示实现理想的图像输出所进行的校正次数。收敛值显示与理想图像浓度的差。

• 越接近 0，图像质量越理想。
ModeTbl_4C_1200dpi

< 步骤 >
Procedure_4C_1200dpi

备注 
• 执行灰阶调整时，确保使用白纸进行彩色复印。
1. 触摸 [Stabilizer] （稳定器），然后触摸 Start （开始）键执行图像稳定。

备注 
• 执行灰度调整前，确保执行稳定器。

2. 选择 Print （打印）或 Copy （复印），然后选择要打印测试样张的纸张尺寸。

备注 
• 当指定 [Printer (1200 dpi)] （打印机 (1200 dpi)）时， [A3S/11x17S] 不显示。

3.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测试样张。

备注 
• 当在步骤 1 执行的图像稳定为 NG 时， Start （开始）键不起作用。

• 当屏幕上显示 P-5、 P-6、 P-7、 P-8、 P-9 和 P-28 中的其中一个提示代码并选择了 [Printer] （打印机）时， Start （开始）键不可用。

• 当指定 “Printer (1200 dpi)” （打印机 (1200 dpi)）时，将输出两张 A4 或 8-1/2x11 纸。

4. 将生成的测试样张放在原稿台上。

备注 
• 根据测试样张的尺寸设置在不同位置上。根据控制面板显示的操作说明设置测试样张。

5. 将十张空白纸放在测试样张上，然后降下原稿盖板。

6. 按 Start （开始）键。（然后机器将开始扫描测试样张。）

7. 触摸 [OK] （确定），重复两次步骤 4 ～ 8 的操作。（总共 3 次）

8. 触摸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显示深色和高亮对应的每个色彩 （C、 M、 Y 和 K）的调整值和收敛值。

9. 按以下步骤检查收敛值。

• 深色：0 ± 100 和高亮：0 ± 60：至此，即可完成调整。

• 如果深色高亮均未超出上述指定范围：执行步骤 4 ～ 8。

• 如果在第二次灰阶调整后收敛在指定范围内，则可能不需要进一步调整。

模式键 描述

Stabilizer （稳定器） 执行图像稳定。控制器将图像稳定结果反映在灰阶调整表中，以更新此表格。
执行图像稳定后， [Printer] （打印机） /[Copy] （复印）键可选择。

Printer (600dpi) （打印机

（600dpi））

检测 600dpi 打印模式下灰阶再现方法 （灰阶屏幕，分辨率屏幕）的灰阶再现性，并修正灰阶调整表。

Printer (1200dpi) （打印

机 （1200dpi））

检测 1200dpi 打印模式下灰阶再现方法 （灰阶屏幕，分辨率屏幕）的灰阶再现性，并修正灰阶调整表。

Copy （复印） 检测下列灰阶再现方法的灰阶再现性，并修正灰阶调整表。
• 压缩屏幕 （将每个颜色的数据量从 8 位减少 1 位的同时保持高于字符 / 图像的一定质量）

• FFET （不使用此屏幕的情况下平稳地再现字符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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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如果检测到故障，则所有值会显示 “0”。在这种情况下，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在 10 秒钟以上后重新打开，然后再次进行灰阶调整。

• 如果深色或高亮仍不在指定范围内，则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Max Image 
Density Adj] （最大图像浓度调整）。

• 如果连续四次灰阶调整后仍不能使这些值在指定范围内，检查图像。
• 如果图像存在问题，执行图像问题的故障排除步骤。

7.2 稳定器
• 执行灰阶调整后图像问题持续存在时使用。

SetItem_4C

< 步骤 >

1. 选择一个执行模式。

2. 触摸 Start （启动）键，启动稳定器。 Start （启动）键变橙色，且在稳定器序列期间一直保持橙色亮起。

3. Start （启动）键变蓝色时稳定器完成。

7.3 最大图像浓度调整
DmaxFnc_4C•  灰阶调整后，通过辅助手动微调每个色彩的 γ，改变粘附在纸张上的 大碳粉量，将灰阶、色彩和图像浓度调整到目标再现水平。

• 即便在执行灰阶调整后也不未修正任何图像质量问题。

< 步骤 >

1. 选择设置项目。

2. 使用数字键盘和 [+/-] 键输入新设置。

• 若要增加 大碳粉粘附量，增大设置值。

• 若要减少 大碳粉粘附量，减小设置值。

3. 触摸 [END] （结束）。

备注 
• 如果设定值已更改，务必执行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 （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稳定）。

7.4 图像背景调整
• 灰阶调整后，通过辅助手动微调每个色彩的 γ，将高亮部分 （灰雾度）调整到目标再现水平。

• 由于打印机问题产生模糊背景时使用。
BkGrdFnc_4C

< 步骤 >

1. 选择设置项目。

2. 使用数字键盘和 [+/-] 键输入新设置。

• 若要增加背景模糊度，请调低设置值。

• 若要减小背景模糊度，请调高设置值。

3. 触摸 [END] （结束）。

备注 
• 如果设定值已更改，务必执行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 （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稳定）。

7.5 纸张分离调整
• 通过改变对位辊的激活与第 2 张图像转印输出之间的时期，可以调整纸张第一面和第二面的纸张分离位置。

• 通过改变在高温高湿条件下双面打印的纸张分离位置，确保纸张分离与图像转印性能之间达到适当平衡。
SetValue_with thin paper

< 步骤 >

1. 选择设置项目。

2. 使用 [+]/[-] 键输入新设置。

• 纸张分离性能优先：增大设置值

• 图像转印性能优先：减小设置值

模式 内容

Initialize+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

化 + 图像稳定）

在初始化图像稳定控制的历史数据后执行图像稳定序列。
执行打印头歪斜重置后。
执行图像稳定后色调再现和 大浓度仍存在问题时使用。
机器维护后需要再次色差修正时。

Stabilization Only （仅稳定） 在不清除图像稳定控制的历史数据的情况下执行图像稳定序列。
更改维修模式的 [Max Image Density Adj]（ 大图像浓度调整）和 [Image Background Adj]（图像背景调整）

时。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复合机，打印机 Cyan （青色）、 Magenta （品红色）、 Yellow
（黄色）、 Black （黑色）

-10 ～ +10 （步幅：1)
• 1 步幅相当于 0.03 浓度差。

0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Cyan （青色）、 Magenta （品红色）、 Yellow
（黄色）、 Black （黑色）

-5 ～ +5 （步幅：1)
• 1 步幅相当于 10V。

0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First Side （第一面）、 Second Side （第二面）、 Thin Paper 
Front （薄纸正面）、 Thin Paper Back （薄纸背面）

-10 mm ～ +10 mm （步幅：0.1 mm） 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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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触摸 [END] （结束）使设置值生效。

4. 检查打印图像是否存在任何问题。

7.6 黑白浓度调整
• 微调黑白打印图像的浓度。

• 改变黑白打印图像的浓度。

< 步骤 >

1. 根据需要触摸 [Lighter] （调亮）或 [Darker] （调暗），以修正图像浓度。

• 如果黑色较亮，触摸 Darker （调暗）键。

• 如果黑色较暗，触摸 Lighter （调亮）键。

2. 触摸 [END] （结束）使设置值生效。

7.7 移动电压调整
• 允许调整基本电荷中和电压。

• 通过将中和电压调到适合用户所用纸张类型的水平，防止选择了推荐纸张以外的纸张时可能出现的分离失败 （卡纸、纸张传输失败）。
SetValue_Thin paper

< 步骤 >

1. 选择设置项目。

2. 使用 [+]/[-] 键输入新设置。选择 [Auto] （自动），可自动控制中和电压，而无需使用中和电压设置值。

• 若要提高中和电压，增大设置值。

• 若要减小中和电压，减小设置值。

3. 触摸 [END] （结束）使设置值生效。

4. 检查打印图像是否存在任何问题。

7.8 TCR 等级设置
• 环境变化导致碳粉和载体电荷量发生变化而发生异常的图像浓度时用于调整 T/C 控制等级。

• 用户场地的环境条件变化导致 T/C 发生变化时使用。
TCRLvFnc_C360i

< 步骤 >

1. 选择设置项目。

2. 使用数字键盘和 [+/-] 键输入新设置。

• 若要提高 T/C，增大设置值。

• 若要减小 T/C，减小设置值。

3. 触摸 [END] （结束）使调整值生效。

4. 打开并关闭前门。

5. 检查打印图像是否存在任何问题。

7.9 转印电压微调

7.9.1 主转印调整
• 调整第 1 个图像转印电压的输出值。

• 出现白点时使用。
SetValue_4C

< 步骤 >
Procedure_4C1.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模式） ->[Halftone Pattern] （半色调图案），以输出红色或绿色测试样张。

2. 当测试样张图像有白点时，按下列步骤进行调整。

3.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过程调整） -> [Transfer Voltage Fine Adj] （转印电压精确调整） -> 

[Primary transfer adj.] （主转印调整）。

4. 选择颜色。

5. 使用 [+]/[-] 键输入新设置。

• 调高第 1 个图像转印电压的输出值：增大设置值。（白点将减少）

• 调低第 1 个图像转印电压的输出值：减小设置值。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2 ～ +2 （步幅：1) 0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First Side （第一面）、 Second Side （第二面）、

Thin Paper Front （薄纸正面）、 Thin Paper Back
（薄纸背面）

Auto （自动） ○

-3 ～ +3 （步幅：1)
• 1 步幅相当于 500 V。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Cyan （青色）、 Magenta （品红色）、 Yellow
（黄色）、 Black （黑色）

-3 ～ +3 （步幅：1)
• 1 步幅相当于 0.5 %。

• 中心值 0 对应 T/C 比率： 

5.5% （黑色）、 6.5% （品红色）、 7.0% （青色 / 黄色）

0

颜色选择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Cyan （青色）、 Magenta （品红色）、 Yellow
（黄色）、 Black （黑色）

-8 ～ +7 （步幅：1)
• 1 步幅相当于 1μ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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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触摸 [END] （结束）使设置值生效。

• 将设置值逐步增加到可接受的白点水平，同时检查测试样张。

备注

• 采取措施处理提高第 1 图像转印电压对其进行调整时出现的白点时，可能发生光电导体记忆。

• 调整时检查测试样张上或彩色图标上的图像。

7.9.2 第 2 转印调整
• 针对每一种纸张类型，调整其第 1 页和第 2 页上的第 2 张图像转印输出 （ATVC）。

• 用于发生转印故障时。
Current control_ON_OFF• 将电流控制设置为 [ON] （开）时会激活第 2 图像转印电流上下限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机器使用由自动转印电压控制确定的电压，而第 2 张图

像转印电压微调值不会生效。
2ndTnsAdj_C360i_C650i

< 步骤 >

1. 选择 [2nd Transfer Adj] （第 2 转印调整）。

2. 选择出现转印失败的图像侧纸张类型。

3. 使用 [+]/[-] 键输入新设置。若要不使用第 2 张图像转印电压微调值的情况下自动控制第 2 张图像转印输出，则按 [Auto] （自动）。

• 若要增加 ATVC 值 （图像较模糊的方向），增大设置值。

• 若要减小 ATVC 值 （图像较不模糊的方向），减小设置值。

4. 触摸 [END] （结束）使设置值生效。

5. 检查打印图像是否存在任何问题。

7.10 充电 AC 输出微调
• 调整应用到充电辊的充电 AC 电压。

• 图像出现问题时调整电压 （模糊、白点等）。

• 图像出现问题时调高此设置 （模糊、白点等）。
CrgAcAdj_4C

< 步骤 >

1. 选择设置项目。

2. 使用数字键盘和 [+/-] 键输入新设置。

3. 触摸 [END] （结束）。

7.11 厚纸浓度调整
• 微调厚纸打印图像的浓度。

• 改变厚纸各个颜色的打印图像的浓度。
SetValue_4C_Typ2

图像侧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600dpi - 正面 Current control （电流控

制）

ON （开） ○

OFF （关）

纸张类型 普通纸 - 彩色、普通纸 - 黑色、普通纸 + - 彩色、普

通纸 + - 黑色、普通纸 - 光面、薄纸 - 彩色、薄纸 - 
黑色、厚纸 1 - 彩色、厚纸 1 - 黑色、厚纸 1+ - 彩
色、厚纸 1+ - 黑色、厚纸 2、厚纸 3、厚纸 4、明信

片、信封、 OHP 胶片、横幅厚纸 1+、横幅厚纸 2、
横幅厚纸 3

-8 ～ +7 （步幅：1)
1 步幅相当于 100 V。

0

600dpi - 背面 Current control （电流控

制）

ON （开） ○

OFF （关）

纸张类型 普通纸 - 彩色、普通纸 - 黑色、普通纸 + - 彩色、普

通纸 + - 黑色、薄纸 - 彩色、薄纸 - 黑色、厚纸 1、
厚纸 1+、厚纸 2、厚纸 3、厚纸 4、明信片。

-8 ～ +7 （步幅：1)
1 步幅相当于 100 V。

0

1200dpi - 正面 Current control （电流控

制）

ON （开） ○

OFF （关）

纸张类型 普通纸 - 彩色、普通纸 - 黑色、普通纸 + - 彩色、普

通纸 + - 黑色、薄纸 - 彩色、薄纸 - 黑色、OHP 胶片

-8 ～ +7 （步幅：1)
1 步幅相当于 100 V。

0

1200dpi - 背面 Current control （电流控

制）

ON （开） ○

OFF （关）

纸张类型 普通纸 - 彩色、普通纸 - 黑色、普通纸 + - 彩色、普

通纸 + - 黑色、薄纸 - 彩色、薄纸 - 黑色

-8 ～ +7 （步幅：1)
1 步幅相当于 100 V。

0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Vpp-C、 Vpp-M、 Vpp-Y、 Vpp-K -12 ～ 8 （步幅：1)
• 1 个步幅相等于 25 Vpp。

0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纸张类型 设置色彩

Thick Type2 （厚型 2） Cyan （青色）、 Magenta （品红色）、 Yellow
（黄色）、 Black （黑色）

-5 ～ +5 （步幅：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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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

1. 选择设置项目。

2. 触摸 Lighter （调亮）或 Darker （调暗）键以修正图像浓度。

• 浅色：触摸 Darker （调暗）键。

• 深色：触摸 Lighter （调亮）键。

3. 触摸 [END] （结束）使设置值生效。

7.12 灰阶 /Dev AC 偏压 V 选择
• 更改显影 AC 电压、充电 AC 电压和第 1 图像转印电流设置。

• 打开，调低上述电压，防止漏电造成白点。

• 在低大气压力环境 （高地）下整个图像出现细白点时使用。
DevAC_4C• 黄色半色调图像或纯色图像出现空白区域时也使用。

7.13 手动加注碳粉

手动加注碳粉
• 当由于使用图像浓度较高的原稿进行大量打印而导致 T/C 降低从而导致 ID 降低时，通过补充碳粉来调节 T/C 水平。

• T/C 比率减小时使用。

< 步骤 >

1. 触摸 [Manual Toner Add] （手动加注碳粉）。

2. 选择色彩，对此，要装满碳粉。

3.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检测当前的碳粉浓度；如果浓度低于参考值，会运行碳粉补充序列和显影器搅拌序列。然后运行显影器搅拌序

列。

4. 上述操作 多重复十次，其中一套操作由三个序列组成，直至其达到参考值。当高于参考值时，只会执行搅拌。
HopperFilling_Fnc

料斗碳粉加注
• 往副料斗中加入碳粉，在显影组件中执行搅拌。

• 往碳粉料斗手动供应碳粉和在显影组件中执行搅拌时使用。

< 步骤 >

1. 触摸 [Hopper Toner Filling] （料斗碳粉加注）。

2. 按 Start （开始）键开始加注和搅拌操作。

设置值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bizhub C360i/C300i/C250i I 维修模式 > 8. CS Remote

I-21

8. CS Remote

8.1 Remote Care

8.1.1 概述
• CS Remote Care 能使机器与 CS Remote Care 中心的计算机通过电话 / 传真线路、网络或 E-mail 交换数据，以实现对机器的控制。

• CS Remote Care 能使机器在发生故障时呼叫中心的计算机。它还能使中心的计算机与机器连接，获取必要的数据。

• 可以将 CS Remote Care 处理的数据分成以下各组。

• 显示机器使用状态的数据，如总计数和 PM 计数。

• 显示机器异常情况的数据，如错误发生的位置和频率。

• 调整数据

• 设置数据

8.1.2 设置
• 使用 CS Remote Care 的设置步骤如下。

• 设置因 CS Remote Care 上使用的各类系统而异，请按照这些步骤进行设置。

• 系统类型：电话线、传真线、电子邮件 （双向通信）电子邮件 （单向通信）、 http （双向通信）、 http （单向通信）。 

备注

• 若要重置已设置了 CS Remote Care 的机器，重置前请清除 CS Remote Care 的 RAM。

• 使用电话线调制解调器进行连接时，使用符合 ITU-T 建议 V.34/V.32 bis/V.32 和 AT 指令的数据调制解调器。

• 通过代理将 MFP 连接到互联网时，需要事先进行代理服务器的相关设置。 CS Remote Care 的 http 通信中使用的代理设置要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WebDAV Settings] （WebDAV 设置） -> [Proxy Setting for Remote Access] （远程访问的代理设置）中进

行配置。

注意事项

• 也可以从网络连接中设置 CS Remote Care。

• 输入下列地址，然后输入 CE 密码，然后触摸 [OK] （确认）。

• http://(IP address)/csrc_index.html

设置步骤
1. 在 CS Remote Care 中心的应用程序上注册设备 ID。

备注
• 如果未注册设备 ID，将无法进行初始连接。

2. 根据要使用的系统连接或断开电话线调制解调器。

• 对于电话线：关闭调制解调器的电源。使用调制解调器电缆连接机器和调制解调器。使用模块化电缆连接调制解调器和模块化插孔。有关

模块化电缆的连接，请参见调制解调器手册。 

• 对于传真线、电子邮件 （双向 / 单向通信）、 http （单向 / 双向通信）：断开电话线调制解调器。 

3. 触摸 [Maintenance /Default Settings]（维修保养 / 默认设置）-> [ID Code（ID 代码）]，输入维修人员的七位数 ID。如果维修人员的 ID 已注册，

将会显示。

4. 触摸 [Maintenance/Default Settings] （维修保养 / 默认设置） -> [System Setting （系统设置） ]，选择要在 CS Remote Care 上使用的系统。

• 对于电话线：选择 [Modem] （调制解调器）。

• 对于传真线：选择 [Fax] （传真）。

• 对于电子邮件 （双向通信）：选择 [E-Mail1]。

• 对于电子邮件 （单向通信）：选择 [E-Mail2]。

• 对于 http （双向通信）：选择 [http1]。

• 对于 http （单向通信）：选择 [http2]。

5. 触摸 [Maintenance/Default Settings] （维修保养 / 默认设置） -> [Detail Setting] （详细设置）。

6. 触摸 [Date&Time Settin （日期和时间设置） ]，设置 CS Remote Care 的日期和时间。 

7. 设置 Center ID （中心 ID）并确认 Device ID （设备 ID）。

• 对于电话线、传真线、 http （双向 / 单向通信）：选择 [Basic Setting （基本设置） ]-> [Center/Device ID] （中心 / 设备 ID）。

• 对于电子邮件 （双向 / 单向通信）：选择 [Basic Setting （基本设置） ]-> [Center Setting] （中心设置）。

备注
• [Device ID] （设备 ID）会显示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1] （系统 1） -> [Serial Number] （序列号）中输入的序列号。

8. 设置中心电话号码和设备电话号码。

• 对于电话线、传真线：选择 [Basic Setting （基本设置） ]。

9. 输入 AT 命令以初始化调制解调器。 

• 对于电话线：选择 [AT Command （AT 指令） ]。

备注
• 仅当必要时才更改此指令。（正常不需要更改。）

• 有关 AT 指令的详情，请参见调制解调器手册。

10. 设置中心电子邮件地址。

• 对于电子邮件（双向 / 单向通信）：选择 [Basic Setting（基本设置） ]-> [Center Setting]（中心设置） -> [E-Mail Address]（电子邮件地址）。

11. 执行加密设置 （选择是或否）。

• 对于电子邮件 （双向 / 单向通信）：选择 [Basic Setting （基本设置） ]-> [Center Setting] （中心设置） -> [Encryption] （加密）。

• 对于 http （双向 / 单向通信）：选择 [Basic Setting （基本设置） ]-> [Client Settings] （客户端设置） -> [Encryption] （加密）。

12. 设置向中心发出的通知的计划和项目。

• 对于电子邮件 （单向通信）：选择 [Basic Setting （基本设置） ]-> [Schedule] （计划） /[Center Notifi. Item] （中心通知项目）。

• 对于 http （单向通信）：选择 [Notification Setting （通知设置） ]-> [Schedule] （计划） /[Center Notifi. Item] （中心通知项目）。

13. 设置电子邮件通信期间从中心收到响应之前的超时。

• 对于电子邮件 （双向 / 单向通信）：选择 [Response Time Out （响应超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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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在正常情况下不需要更改默认设置。
14. 进行 Heart Beat 相关的设置。

• 对于 http （双向通信）：选择 [Basic Setting （基本设置） ]-> [Heart Beat]。 

备注

• Heart Beat 是一种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将 Heart Beat 文件上传到注册的 web 服务器以报告设备正在运行的功能。Heart Beat 文件包括总计数

器和状态信息。
15. 设置 http 通讯的轮询时间。

• 对于 http （双向通信）：选择 [Basic Setting （基本设置） ]-> [Polling Interval] （轮询间隔）。 

16. 触摸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 ]，进行 CS Remote Care 的软开关设置。

备注
• 正常情况下不需进行此设置。只有在具体连接情况有必要时才采取此步骤。

17. 触摸 [END] （结束）。

18. 触摸 [Maintenance/Default Settings] （维修保养 / 默认设置） -> [Server Setting] （服务器设置），以进行服务器设置。

• 对于电子邮件 （双向 / 单向通信）：选择 [Server for RX] （接收服务器） / [Receive] （接收） / [Send] （发送）。

• 对于 http （双向 / 单向通信）：选择 [HTTP Server Settings] （HTTP 服务器设置） / [SSL Settings] （SSL 设置）。

19. 触摸 [Maintenance/Default Settings]（维修保养 / 默认设置）-> [Detail Setting]（详细设置）-> [Basic Setting]（基本设置）-> [Initial Transmission]

（初始传输）。

20. 触摸屏幕右下角的 [Initial Transmission] （初始传输）键，即可开始初始传输。 

备注
• 屏幕右下角上的 [Initial Transmission] （初始传输）只有当输入所有以下项目时才会显示。

- 对于电话线、传真线：Center ID （中心 ID）、 Device ID（设备 ID）、 Center Telephone Number（中心电话号码）、 Device Telephone 
Number （设备电话号码）

- 对于电子邮件 （双向 / 单向通信）：Center ID （中心 ID）、 Device ID （设备 ID）、 E-Mail Address （电子邮件地址）

- 对于 http （双向 / 单向通信）：Center ID （中心 ID）、 Device ID （设备 ID）、 URL Address （URL 地址）

• 但是，如果设备 ID 输入的值无效时，不会显示初始发送键。 
21. 机器合理连接中心时， CS Remote Care 设置画面将会显示。

• 如果机器与中心之间出现通讯错误，检查出现的错误代码。

22. 对于电子邮件 （双向 / 单向通信）：将初始连接 E-mail 信息从中心发送到复合机的地址。

备注
• 显示 CS Remote Care 的相关屏幕时，如果从中心接收初始连接 E-mail 信息，当前的设置信息将删除，并显示 CS Remote Care 设置。

• 有关发送初始连接 E-mail 的步骤，请参见 CS Remote Care 中心手册。

• 只有在初始连接时才能在中心与复合机间交换信息。
• 将执行从中心的初始连接，并会在复合机中保存中心的 E-mail 地址。

• 完成初始注册时，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S Remote Care]-> [Maintenance/Default Settings] （维修保养 / 默认设置） -> 
[Detail Setting] （详细设定） -> [Basic Settings] （基本设置） -> [E-Mail Address] （E-Mail 地址）可显示中心的 E-mail 地址。

8.1.3 安装确认
• 按以下步骤确保 CS Remote Care 合理设置。

< 步骤 >

1. 触摸 [CS Remote Care]。

2. 检查并确保仅显示选中的项目。

8.1.4 呼叫维修保养
• CE 开始维护保养时，输入 CE 的 ID 代码（7 位：CE 身份识别号码。由经销商管理。）将会把此信息发送到中心侧，并告知维护保养已经开始。

维修保养完成时，触摸 [Maintenance Complete] （维修保养完成）键会将信息传送到中心并告知维修保养结束。

备注
• MFP 将维修保养开始信息发送到中心。当 MFP 处于维修保养模式时， MFP 与中心间无法进行通讯。因此， CE 必须在问完成维修保养后立即

触摸 [Maintenance Complete] （维修保养完成）以结束维修保养模式。

开始维修保养时
1. 触摸 [CS Remote Care]。

2. 触摸 [Maintenance Start] （维修保养开始）。

3.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 ID 代码。

4. 从 [2 hours]（2 小时）、 [4 hours]（4 小时）、 [6 hours]（6 小时）、 [8 hours]（8 小时）、 [10 hours]（10 小时）或 [12 hours]（12 小时）选项中

选择完成维修保养预估所需的小时数。

5. 触摸 [OK] （确定）。

备注
• 在维修保养模式期间，开始键闪烁。
• 正在进行维修保养时，无法延长预计的时间。
• 如果在维修保养完成后忘记触摸 [Maintenance Complete] （维修保养完成），在经过选择的预计时间且正常通讯变为可用后，会自动发送维修

保养完成信息。

维修保养完成时
1. 触摸 [CS Remote Care]。

2. 触摸 [Maintenance Complete] （维修保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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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由管理员呼叫中心
• CS Remote Care 设置完成时，管理员可以呼叫 CS Remote Care 中心。

备注
• 如果未完成设置或正在执行其他发送，将不会显示 [Admin. transmission] （管理员发送）键，并且无法进行发送。

< 步骤 >

1. 触摸 [Settings] （设置） -> [System Connection] （系统连接）

2. 触摸 [Admin. transmission] （管理员发送）。

3. 按 Start （开始）键。

备注
• 有关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呼叫中心来发送机器数据的方法，请参见 CS Remote Care 中心手册。

8.1.6 检查传输日志
• 可以输出传输日志列表进行检查。

< 步骤 >

1. 触摸 [CS Remote Care]-> [Maintenance/Default Settings] （维修保养 / 默认设置） -> [Detail Setting] （详细设定）。

2. 触摸 [Communication Log Print] （通讯日志打印）。

3. 在纸盒 1 或手送纸盒中装入 A4S 纸张。

4. 按 Start （开始）键输出发送日志。

8.1.7 Maintenance/Default Settings （维修保养 / 默认设置）

(1) 系统选择
• 选择远程诊断的系统类型。

• 用来新建或更改系统。

(2) ID 代码
注册维修 ID。

< 步骤 >

1. 触摸 [ID Code] （ID 代码），然后输入维修 ID。

•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 7 位代码。（0000001 至 9999999）

2. 触摸 [ID Code] （ID 代码）以注册 ID。

3. ID 注册后，会出现 [Detail Setting] （详细设定）。

(3) 详细设置

(a) 基本设置
• 执行主要设置。

• 用于将机器注册于 CS Remote Care 中心。

中心设置
• 在 System Setting （系统设置）中选择 “E-Mail1” 或 “E-Mail2” 时显示。

计划
• 在 System Setting （系统设置）中选择 “E-Mail2 时显示。

• 设置向中心发出通知的计划。

• 多可注册 3 个不同的通知计划。

设置值 内容 默认设置

E-Mail1 使用电子邮件双向通信。 ○

E-Mail2 使用电子邮件单向通信。

http1 使用 http 双向通信。

http2 使用 http 单向通信。

Modem （调制解

调器）

使用调制解调器通信

Fax （传真） 使用传真通信
仅当安装了选购的传真组件时，才能使用传真功能。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Center ID （中心 ID） 设置中心 ID。

完成所有设置步骤后中心 ID 显示。

5 位数字母数字字

符

00000

Device ID （设备 ID） 显示设备 ID。

只能显示，不能更改。

13 位数字母数字字

符

-

E-mail Address
（E-mail 地址）

设置中心电子邮件地址。
完成所有设置步骤后中心电子邮件地址显示。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
号 （ 多 129 个字

符）

-

Encryption （加密） 设置是否加密电子邮件。
完成所有设置步骤后显示设置的详细信息。

Yes （是）

No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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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

1. 选择注册编号的键，然后触摸 [Enable] （启用）。

2. 从 [Day] （日）、 [Week] （周）或 [Month] （月）中选择通知周期。 

• 通知周期选择为 [Day] （日）时，设置 Day Frequency （日频率）。 

• 通知周期选择为 [Week] （周）时，设置 Week Frequency （周频率）和星期几。 

• 选择 [Month] （月）时，设置 Month Frequency （月频率）和几号。 

3. 触摸 [SET] （设置）注册此计划。

中心通知项目
• 在 System Setting （系统设置）中选择 “E-Mail2 时显示。

• 设置是否向中心上报。

• 要向中心上报，选择要向中心发出的通知项目。

备注
• 可以一次性选择和发送多个数据项目。但是，要确定只有 EKC 数据不能和其他数据项目一同发送。

中心 / 设备 ID
• 在 System Setting （系统设置）中选择 “http1”、 “http2”、 “Modem” （调制解调器）或 “Fax” （传真）时显示。

Client Settings （客户端设置）

• 在 System Setting （系统设置）中选择 “http1” 或 “http2” 时显示。

• 设置是否加密通讯。

• 完成所有设置步骤后显示设置的详细信息。

Heart Beat
• 在 System Setting （系统设置）中选择 “http1” 时显示。

• 进行 Heart Beat 相关的设置。

• Heart Beat 是一种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将 Heart Beat 文件上传到注册的 web 服务器以报告设备正在运行的功能。 Heart Beat 文件包括总计数器和状

态信息。

设置项目 内容

不通知 选择此选项，不向中心上报。

[1] 销售统计数据

[2] 错误统计数据

[3] 服务统计数据

[4] 寿命统计数据，寿命周期数据

[5] CSRC 系统数据，设备配置数据

[6] 历史数据

[7] EKC 数据

[8] 调整数据

[9] 覆盖率数据

[10] 不使用

[11] 不使用

[12] 不使用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Center ID （中心 ID） 设置中心 ID。

完成所有设置步骤后中心 ID 显示。

5 位数字母数字字

符

00000

Device ID （设备 ID） 显示设备 ID。

只能显示，不能更改。

13 位数字母数字字

符

-

设置值 默认设置

Yes （是） ○

No （否）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Communication （通

讯）

设置是否启用 Heart Beat 通信。 Yes （是） ○

No （否）

Comm.Interval （通信

间隔）

设置启用 Heart Beat 通信的通信间隔。 1 ～ 256 （分钟） 30 （分钟）

Specified Transmission
（指定传输）

设置是否以指定间隔启用 Heart Beat 传输。 Yes （是） ○

No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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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询间隔
• 在 System Setting （系统设置）中选择 “http1” 时显示。

• 设置 http 通讯的轮询时间。

Center Telephone Number （中心电话号码）、 Device Telephone Number （设备电话号码）

• 在 System Setting （系统设置）中选择 “Modem” （调制解调器）或 “Fax” （传真）时显示。

• 设置中心的电话号码。

• 设置设备的电话号码。

备注
• 当输入电话号码时，屏幕上的数字键盘和其他按键有以下含义。  

初始传输
• 触摸 Initial Transmission （初始传输）键将会向 CS Remote Care 发送此信息，以注册本机器。

(b) 日期和时间设置
• 设置数据和当日时间。

< 步骤 >

1. 触摸 [Date & Time Setting] （日期和时间设置）。

2.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日期 （月、日和年）、当日时间和时区。

3. 触摸 [SET] （设置）启动时钟。

(c) RAM 清除
• 在中心清除以下数据。

• 服务 ID、基本设置、日期和时间设置 （时区）、软开关设置、 AT 指令

• 用于设置 CS Remote Care。

• 用于将中心的各个数据重置为默认值。

备注 
• 如果在传输时选择 RAM 清除，传输完成时将执行 RAM 清除处理，不管是否正确传输。

(d) 通讯日志打印
• 打印通讯日志。

• 在 System Setting （系统设置）中选择 “Fax” （传真）时显示。

< 步骤 >

1. 触摸 [Communication Log Print] （通讯日志打印）。

2. 往纸盒装入 A4S/A4 或 81/2 x 11S/81/2 x 11 纸张。

3. 选择 [1-Sided] （单面）或 [2-Sided] （双面）。

4. 按 Start （开始）键打印出通讯日志。

(e) 软开关设置
• 更改 CS Remote Care 设置。

备注
• 每次做出更改后，软开关位数据会写入 MFP 存储器。如果意外更改了位数据，务必恢复以前的状态。 
• 请不要更改此表格中没有说明的任何位。
< 步骤 >

1. 触摸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

2. 触摸 [Switch No.] （开关编号），然后使用数字键盘输入软开关编号 （两位数）。

3. 触摸 [Bit Assignment] （位分配），使用箭头键选择软开关位数，然后使用数字键盘输入 0 或 1。（由于十六进制数的设置，触摸 [HEX 

Assignment] （十六进制分配），然后使用数字键盘或 A ～ F 键输入。）

• 有关设置项目，请参阅 “I.8.2.CS Remote Care 的软开关设置 ”。

4. 触摸 [Fix] （确定）。

(f) 响应超时
• 设置电子邮件通信期间从中心收到响应之前的超时。

• 只有在 [System Setting] （系统设置）中选择 “E-Mail1” 或 “E-Mail2” 时此设置才可用。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1 ～ 256 （分钟） 5 （分钟）

按键 内容

[-] 待发 拨号后等待开始传输

[W] 等待 检测对方拨号音

[T] 音频拨号 执行音频拨号

[P] 脉冲拨号 执行脉冲拨号

[*]、 [#] 根据需要使用

设置值 默认设置

设置

未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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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AT 指令
• 设置在调制解调器初始化时要发布的指令。

• 输入指令，然后触摸 [SET] （设置）以注册。

• 只有在 [System Setting] （系统设置）中选择了 [Modem] （调制解调器）时才能进行设置。

(h) 通知设置
• 进行通知到中心的设置 （通过 http 的单向通讯执行）。

• 只有在 [System Setting] （系统设置）中选择了 [http2] 时才能进行设置。

计划
• 设置通知中心的计划。

• 多可注册 3 个不同的通知计划。

< 步骤 >

1. 选择注册编号的键，然后触摸 [Enable] （启用）。

2. 从 [Day] （日）、 [Week] （周）或 [Month] （月）中选择通知周期。 

• 通知周期选择为 [Day] （日）时，设置 Day Frequency （日频率）。 

• 通知周期选择为 [Week] （周）时，设置 Week Frequency （周频率）和星期几。 

• 选择 [Month] （月）时，设置 Month Frequency （月频率）和几号。 

3. 触摸 [SET] （设置）注册此计划。

中心通知项目
• 设置是否通知中心。

• 要通知中心，选择要向中心发出的通知项目。

备注

• 可以一次性选择和发送多个数据项目。但是，要确定只有 EKC 数据不能和其他数据项目一同发送。

8.1.8 服务器设置

(1) 选择 E-Mail1 或 E-mail2

接收服务器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10 至 1440 60 分钟

设置项目 内容

不通知 选择此选项，不向中心上报。

[1] 销售统计数据

[2] 错误统计数据

[3] 服务统计数据

[4] 寿命统计数据，寿命周期数据

[5] CSRC 系统数据，设备配置数据

[6] 历史数据

[7] EKC 数据

[8] 调整数据

[9] 覆盖率数据

[10] 不使用

[11] 不使用

[12] 不使用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POP3 Server （POP3 
服务器）

设置用于 CS Remote Care 的 POP3 服务器地址。

可通过 IP 地址或域名进行设置。

• 输入 IP 地址：输入 IPv4 格式的地址。

• 输入 FQDN：输入域名。

输入 IP 地址

[0 至 255].[0 至 255].[0 
至 255].[0 至 255]

-

FQDN input （FQDN 
输入）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63 个字符）

-

POP3 Login Name
（POP3 登录名）

设置用于 CS Remote Care 的 POP3 服务器登录名。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64 个字符）

-

POP3 password
（POP3 密码）

设置用于 CS Remote Care 的 POP3 服务器登录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15 个字符）

-

POP3 Port Number
（POP3 端口号）

设置用于 CS Remote Care 的 POP3 端口号。 1 至 6553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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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

发送

<Making Authentication Setting> （进行验证设置）

• 如果 “Authentication Setting” （验证设置）中设置了 “POP Before SMTP”，则设置 POP Before SMTP 的时间。

• 如果 “Authentication Setting” （验证设置）中设置了 “SMTP Authentication” （SMTP 验证），则触摸 “Setting Check” （设置检查）键进行验证。

发送 / 接收测试

• 确定使用 CS Remote Care 正确发送和接收。

< 步骤 >

1.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开始发送和接收测试。

2. 测试步骤和结果将显示在屏幕上。

数据初始化
• 初始化服务器设置的内容。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E-Mail Address （E-
mail 地址）

设置用于 CS Remote Care 的 E-Mail 地址。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129 个字符）

-

Mail Check （邮件检

查）

设置是否使用 CS Remote Care 的 POP 服务器的邮件检查和时间间隔。 No （否） ○

1 至 120 分钟

Connection Timeout
（连接超时）

设置接收时连接的超时时间。 30 ～ 300 秒 60 秒

APOP Authentication
（APOP 验证）

设置在接收时是否验证 APOP。 Yes （是）

No （否） ○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SMTP Server （SNMP 
服务器）

设置用于 CS Remote Care 的发送用 SMTP 服务器地址。

可通过 IP 地址或域名进行设置。

• 输入 IP 地址：输入 IPv4 格式的地址。

• 输入 FQDN：输入域名。

输入 IP 地址

[0 至 255].[0 至 255].[0 
至 255].[0 至 255]

-

FQDN input （FQDN 
输入）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63 个字符）

-

SMTP port Number
（SMTP 端口号）

设置用于 CS Remote Care 的发送用 SMTP 端口号。 1 至 65535 25

Connection Timeout
（连接超时）

设置发送超时时间。 30 ～ 300 秒 60 秒

Authentication Setting
（认证设置）

设置在通过 SMTP 服务器发送时是否进行验证。

发送过程中验证时使用。

OFF （关） ○

POP Before SMTP
（SMTP 前先 POP）

SMTP Authentication
（SMTP 认证）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0 ～ 60 秒 60 秒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User ID （用户 ID） 输入 SMTP 认证的用户 ID。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255 个字符）

Password （密码） 输入 SMTP 认证的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128 个字符）

Domain Name （域

名）

输入 SMTP 认证的域名。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253 个字符）

设置值 默认设置

Yes （是）

No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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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http1 或 http2

HTTP 服务器设置

SSL 设置

• 设置在 CS Remote Care 中使用的 http 服务器另一端的 SSL 设置。

数据初始化
• 初始化服务器设置的内容。

8.1.9 产品认证设置

产品认证
• 设置是否启用产品认证。

备注
• CS Remote Care 通讯使用 http 的条件下更改此设置时，需要执行 RAM Clear （RAM 清除），然后再次执行初始传输。

WebDAV
• 设置产品认证的 WebDAV 服务器。

手动注册
• 安装要在产品认证中使用的证书。

< 步骤 (LMS)>

1. 触摸 [Register Manually] （手动注册） -> [LMS]。

2. 触摸 [Start] （开始），即可建立与 LMS （许可证管理系统）的通讯，然后安装证书。

3. 确认出现 “Install OK （安装成功） ” 信息。

< 步骤 (USB)>

备注
• 在下列条件下，禁止从 USB 存储器安装证书。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详细设

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1. 连接 USB 闪存盘，其中从 LMS （许可证管理系统）获取的证书存储在 MFP 的 USB 端口。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URL 设置 CS Remote Care 中使用的 http 服务器的地址。

可通过 IP 地址或域名进行设置。

• 输入 IP 地址：输入 IPv4 格式的地址。

• 输入 FQDN：输入域名。

输入 IP 地址

[0 至 255].[0 至 255].[0 
至 255].[0 至 255]

-

FQDN input （FQDN 输
入）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253 个字符）

-

account （账户） 设置用于访问 CS Remote Care 中使用的 http 服务器的账户。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63 个字符）

-

Password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CS Remote Care 中使用的 http 服务器的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63 个字符）

-

Port Number （端口

号）

设置用于访问 CS Remote Care 中使用的 http 服务器的端口号。 1 至 65535 80

设置值 内容 默认设置

Yes （是） 设置为使用 SSL 通信。

No （否） 设置为不使用 SSL 通信。 ○

设置值 默认设置

Yes （是）

No （否） ○

设置值 默认设置

Yes （是）

No （否） ○

设置项目 内容

URL 设置 WebDAV 服务器的地址。

account （账户）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账户。

Password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密码。

Port Number （端口号）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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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触摸 [Register Manually] （手动注册） -> [USB]。

3. 触摸 [Start] （开始），即可安装证书。

4. 确认出现 “Install OK （安装成功） ” 信息。

8.1.10 导入 / 导出设置

WebDAV 设置

• 配置用于远程导出或导入 MFP 数据 （地址簿数据、认证设置数据）的 WebDAV 服务器设置。

端口号
•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端口号。

•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端口号。

SSL 设置

• 配置 WebDAV 服务器的 SSL 设置。

数据初始化
• 初始化服务器设置。

8.1.11 自动初始拨号设置
• 设置是否针对各 CSRC 通讯方法配置 Auto Initial Dial Setting （自动初始拨号设置）。

• 从 [Machine Import Setting] （机器导入设置）导入 [Remote Access Settings] （远程访问设置）后，首次启动时自动执行 CSRC Auto Initial Dial

（CSRC 自动初始拨号）。

备注

• 仅当选择 “Set （设置） ” 并满足以下条件时此功能才启用。

• 未注册到 CSRC 服务器。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设置）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 （机器自动更新设置）

->[Machine Import Setting] （机器导入设置）下导入 CSRC 服务器信息后，首次打开主电源开关 （重启）时。

8.2 CS Remote Care 的软开关设置

备注
• 每次更改时，都将软开关位数据写入 MFP 板的内存区域。如果意外更改了位数据，务必恢复以前的状态。

• 请不要更改此表格中没有说明的任何位。

8.2.1 CS Remote Care 的软开关列表

设置项目 内容

URL 设置 WebDAV 服务器的地址。

Folder Name （文件夹名称） 设置用于传输数据的 WebDAV 的文件夹名称。

Account （账户）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账户。

Password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密码。

设置值 默认设置

Yes （是）

No （否） ○

设置值 默认设置

Yes （是）

No （否） ○

设置值 默认设置

设置

未设置 ○

开关编号 功能 参考页

01 • 拨号模式、仅发送线路、波特率 “I.8.2.2. 开关编号 01”

02 • 紧急传输、日期指定传输、零件更换日期呼叫、感光鼓更换日期呼叫、定期维修日

期呼叫 （PM）、 IC 寿命自动呼叫、确认 IR 自动化叫、固定零件更换归零自动呼叫

“I.8.2.3. 开关编号 02”

03 • 故障显示设置、碳粉用尽自动呼叫、废粉瓶满自动呼叫 “I.8.2.4. 开关编号 03”

04 • CS Remote Care 通讯模式 “I.8.2.5. 开关编号 04”

05 • 调制解调器重拨间隔 “I.8.2.6. 开关编号 05”

06 • 调制解调器重拨次数 “I.8.2.7. 开关编号 06”

07 • 响应超时重拨 “I.8.2.8. 开关编号 07”

08 • 发生 E-Mail/http 递送错误时重新传输的间隔时间 “I.8.2.9. 开关编号 08”

09 • 发生 E-Mail/http 递送错误时重新传输的次数 “I.8.2.10. 开关编号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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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开关编号 01

默认

功能

8.2.3 开关编号 02

默认

功能

10 • 时区设置 “I.8.2.11. 开关编号 10”

11 • 定时器 1 振铃接收 -> 连接接收 “I.8.2.12. 开关编号 11”

12 • 定时器 2 拨号请求完成 -> 连接接收 “I.8.2.13. 开关编号 12”

13 • 预约 -

14 • 定时器 4 线路连接 -> 开始请求电报传递 “I.8.2.14. 开关编号 14”

15 • 定时器 5 等待对方响应的时间 “I.8.2.15. 开关编号 15”

16 • 预约 -

17 • 预约 -

18 • 注意显示

设置使用调制解调器但调制解调器电源关闭时是否给出报警显示。

“I.8.2.16. 开关编号 18”

19 • 预约 -

20 • 预约 -

21 • 传输纸张卡纸频繁出现警告、传输原稿卡纸频繁出现警告、传输卡纸频繁出现警告

时按时间顺序自动传输卡纸数据 
“I.8.2.17. 开关编号 21”

22 • 纸张卡纸频繁出现阈值 “I.8.2.18. 开关编号 22”

23 • 原稿卡纸频繁出现阈值 “I.8.2.19. 开关编号 23”

24
：
40

• 预约 -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1 0 0 0 0 0 0 1

十六进制分配 81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波特率 0110 9600 bps

6 0111 19.2 Kbps

5 1000 38.4 Kbps

4 其他 不可用

3 预约

2

1 仅发送线路 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

0 拨号模式 脉冲 色调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1 1 1 1 1 1 1 1

十六进制分配 FF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固定零件更换归零自动呼叫 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

6 缺少 IR 自动呼叫 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

5 IC 寿命自动呼叫 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

开关编号 功能 参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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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开关编号 03

默认

功能

8.2.5 开关编号 04

默认

功能

4 定期维修日期 （PM）呼叫 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

3 感光鼓更换日期呼叫 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

2 零件更换日期呼叫 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

1 日期指定传输 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

0 紧急传输 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0 0 1 0 1 0

十六进制分配 0A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预约

6

5

4

3 废粉瓶满自动呼叫 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

2 预约

1 碳粉用尽自动呼叫 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

0 故障显示设置 CSRC 未连接时 CSRC 连接时 选择 CSRC 连接时自动故障

通知时要显示的信息类型，
CSRC 连接时的信息或 
CSRC 未连接时的信息。

如果 CSRC 连接时选择了

“CSRC 未连接时 ”，则发生

故障时会自动通知中心。当 
CSRC 未连接时，控制面板

上的显示内容切换为信息。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0 0 0 0 1 0

十六进制分配 02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预约

6

5

4

3

2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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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开关编号 05

默认

功能

8.2.7 开关编号 06

默认

功能

1 CS Remote Care 通讯模式 00 DATA （数据）

0 01 FAX （传真）

10 E-mail

11 不可用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0 0 0 0 1 1

十六进制分配 03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预约

6

5

4 调制解调器重拨间隔 00001 1 分钟

3 00010 2 分钟

2 00011 3 分钟

1 00100 4 分钟

0 00101 5 分钟

00110 6 分钟

00111 7 分钟

01000 8 分钟

01001 9 分钟

01010 10 分钟

其他 不可用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0 0 1 0 1 0

十六进制分配 0A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调制解调器重拨次数 0000 0000 0 次

6 0000 0001 1 次

5 ： ：

4 0000 1010 10 次

3 ： ：

2 0110 0010 98 次

1 0110 0011 99 次

0 其他 不可用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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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开关编号 07

默认

功能

8.2.9 开关编号 08

默认

功能

8.2.10 开关编号 09

默认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0 0 0 0 0 1

十六进制分配 01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响应超时重拨 0000 0000 0 次

6 0000 0001 1 次

5 其他 不可用

4

3

2

1

0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0 0 0 1 1 0

十六进制分配 06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发生 E-Mail/http 递送错误时重新传输的间隔时间 0000 0000 0 分钟

6 0000 0001 10 分钟

5 ： ：

4 0000 0110 60 分钟

3 ： ：

2 0000 1011 110 分钟

1 0000 1100 120 分钟

0 其他 不可用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0 0 1 0 1 0

十六进制分配 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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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8.2.11 开关编号 10

默认

功能

8.2.12 开关编号 11

默认

功能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发生 E-Mail/http 递送错误时重新传输的次数 0000 0000 0 次

6 0000 0001 1 次

5 ： ：

4 0000 1010 10 次

3 ： ：

2 0110 0010 98 次

1 0110 0011 99 次

0 其他 不可用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0 0 0 0 0 0

十六进制分配 00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时区设置 0000 0000 0

6 0000 0001 +1

5 ： ：

4 0000 1100 +12

3 1111 0100 -12

2 ： ：

1 1111 1111 -1

0 其他 不可用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1 0 0 0 0 0

十六进制分配 20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定时器 1
振铃接收 -> 连接接收

0000 0000 0 秒

6 0000 0001 1 秒

5 ： ：

4 0010 0000 32 秒

3 ： ：

2 1111 1110 254 秒

1 1111 1111 255 秒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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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3 开关编号 12

默认

功能

8.2.14 开关编号 14

默认

功能

8.2.15 开关编号 15

默认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1 0 0 0 0 0 0

十六进制分配 40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定时器 2
拨号请求完成 -> 连接接收

0000 0000 0 秒

6 0000 0001 1 秒

5 ： ：

4 0100 0000 64 秒

3 ： ：

2 1111 1110 254 秒

1 1111 1111 255 秒

0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1 0 0 0 0 0

十六进制分配 20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定时器 4
线路连接 -> 开始请求电报传递

0000 0000 0 毫秒

6 0000 0001 100 毫秒

5 ： ：

4 0010 0000 3,200 毫秒

3 ： ：

2 1111 1110 25,400 毫秒

1 1111 1111 25,500 毫秒

0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0 1 1 1 1 0

十六进制分配 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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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8.2.16 开关编号 18

默认

功能

8.2.17 开关编号 21

默认

功能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定时器 5
等待对方响应的时间

0000 0000 0 秒

6 0000 0001 1 秒

5 ： ：

4 0001 1110 30 秒

3 ： ：

2 1111 1110 254 秒

1 1111 1111 255 秒

0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0 0 0 0 0 1

十六进制分配 01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预约

6

5

4

3

2

1

0 注意显示
设置使用调制解调器但调制解调器电源关闭时是
否给出报警显示。

OFF （关） ON （开）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0 0 0 1 1 1 

十六进制分配 07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预约

6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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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8 开关编号 22

默认

功能

8.2.19 开关编号 23

默认

功能

2 传输卡纸频繁出现警告时按时间顺序自动传输卡
纸数据

OFF （关） ON （开）

1 传输原稿卡纸频繁出现警告 OFF （关） ON （开） 如果卡纸次数超过每天
（0:00 ～ 23:59）指定的阈

值，会发送 Jam Frequent 
Occurrence Warning （卡纸

频繁出现警告）。在第二天
的上午 12 点，会重置计数

器。

0 传输纸张卡纸频繁出现警告 OFF （关） ON （开）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0 0 0 1 0 1

十六进制分配 05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纸张卡纸频繁出现阈值 0000 0001 1

6 0000 0010 2

5 ： ：

4 0000 0101 5

3 ： ：

2 0000 1110 14

1 0000 1111 15

0 其他 不可用

设置值 位

7 6 5 4 3 2 1 0

位分配 0 0 0 0 0 1 0 1

十六进制分配 05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7 原稿卡纸频繁出现阈值 0000 0001 1

6 0000 0010 2

5 ： ：

4 0000 0101 5

3 ： ：

2 0000 1110 14

1 0000 1111 15

0 其他 不可用

位 功能 逻辑 描述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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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Remote Analysis

8.3.1 概述
• CSRA （CS Remote Analysis）是一个分析检索自 MFP 的数据的系统，以方便零件更换预测和故障诊断 / 预测。

• 设置，以让 MFP 发送 CSRA 分析数据。

< 执行 CSRA 设置 >

1. 命令服务器向 MFP 通知预检查服务器设置和计划相关信息，并远程执行 CSRA 设置。或者，通过控制面板输入设置详细信息。

2. 从 [Function Setting] （功能检查） -> [Check Connection] （检查连接）检查与预检查服务器的连接。

< 分析数据的通信流 >

3. 在设定的计划后， MFP 请求从预检查服务器接收数据目的地服务器信息。 

4. 预检查服务器检查数据目的地服务器条件，然后将数据目的地服务器、存储位置和数据发送时间通知给 MFP。

5. 根据预检查服务器通知的信息， MFP 将分析数据发送到数据目的地服务器。

8.3.2 功能设置

Function Setting （功能设置）

• 设置是否启用或禁用 CSRA 连接功能。

• 将此选项设置为 “ON” （开）后，服务器设置等每个设置将有效。

Server Settings （服务器设置）

• 进行预检查服务器的设置。

Company Code （公司代码）

[1] 命令服务器 [2] 远程执行 CSRA 设置 / 设置变更

[3] MFP [4] 请求通知数据目的地信息

[5] 通知数据目的地信息 [6] 发送分析数据

[7] 预检查服务器 [8] 发送数据目的地服务器的加载条件

[9] 数据目的地服务器 [10] CSRA

设置值 内容 默认设置

ON （开） 启用 CSRA 连接功能。

Disable （禁用） 禁用 CSRA 连接功能。 ○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URL 设置服务器的地址。 输入 IP 地址

• IPv4 格式

-

FQDN input （FQDN 输入）

•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253 个字符）

-

account （账户） 设置用于访问服务器的账户。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63 
个字符）

-

Password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服务器的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63 
个字符）

-

Port Number （端口号） 设置端口号。 1 至 65535 80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Company Code （公司代

码）

设置公司代码。 001 - 999 -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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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Connection （检查连接）

• 检查与预检查服务器的连接。

• 显示连接服务器。

• 通知连接期间的通信状态。

• 通知故障详细信息。

8.3.3 发送

Upd. Schedule （更新计划）

• 设置是否允许从服务器覆写。

Schedule Set. （计划设置）

• 设置数据发送的频率。

Time Setting （时间设置）

• 设置数据发送的时间。

Timeout Settings （超时设置）

8.3.4 历史输出
• 将 CSRA 通信历史以 CSV 文件格式输出到外部存储器。

• 与预检查服务器的通信历史

• 与目的地 WebDAV 服务器的通信历史

备注
• 在下列条件中，禁止导出 MFP 设置数据。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详细设

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 步骤 >

1. 将 USB 存储器插入 MFP。

2. 触摸 “CSV Output” （CSV 输出）中的 [USB save] （USB 保存），以开始将数据转发到 USB 存储器。

3. 确认数据保存的结果显示为 “OK”。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Overwrite from Server （从服务器覆写） Permit （允许） ○

Prohibit （禁止）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Day Frequency （日频率） 1 - 6 1

Select Day of the Week （选择星期几） Sun（周日）、Mon（周一）、Tue（周二）、Wed（周三）、Thu（周

四）、 Fri （周五）、 Sat （周六）

Sun （周日）

Select Day （选择天） 1 - 28 1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Time Zone （时区） 00:00 - 03:59 Permit （允许）

Prohibit （禁止） ○

04:00 - 07:59 Permit （允许）

Prohibit （禁止） ○

8:00 - 11:59 Permit （允许） ○

Prohibit （禁止）

12:00 - 15:59 Permit （允许） ○

Prohibit （禁止）

16:00 - 19:59 Permit （允许） ○

Prohibit （禁止）

20:00 - 23:59 Permit （允许）

Prohibit （禁止） ○

Time （时间） Time （时间） 00 - 23 00

Minute （分钟） 00 - 59 00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Timeout Settings （超时

设置）

设置数据发送的超时。 5 - 120 秒。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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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CS Remote 分析错误代码列表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0000 通信正常完成 （发送和接收） -

0### 发送错误
###：http 响应代码 （十六进制）

有关 http 响应代码，请在将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后参见 IETF 发布

的 RFC。

检查用户的 http 服务器系统设置。

• 连接了服务器的目的地的地址的认证设置

• 文件夹指定位置

• 连接 ID

• Password （密码）

1030 机器 ID 不匹配

• 收到提示机器 ID 不匹配的文件。

• 检查机器 ID 设置。

• 检查主机端的机器 ID 设置。

1050 语法错误
• 收到的文件没有定义 CS Remote Care 命令 （2 位数）。

• 主题类型和文件的命令不一致。

检查文件内容。

1061 不允许修改
• 主机发送了一封要求修改不允许更改设置项目数据的命令文件。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62 由于当前正在执行复印作业，因此无法进行修改。
• 通知主机由于当前正在执行复印作业而无法修改时。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80 数据长度问题
• TEXT 数据的 LEN 值与实际数据长度不一致。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81 帧号错误
• 尚未收到 后一帧。

• 有丢失的帧号

检查机器在主机端注册的状态。

1082 主题类型问题
• 收到的代码没有定义主题类型。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84 已过期
• 已超过数据修改命令的截止日期。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91 命令过大
• 收到的文件超出了机器的接收缓存大小。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99 非法请求
• 检测到设计预期外的状态。

请联系 KM 并告知错误代码。

2001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内部状态错误

检查用户的 http 服务器系统设置。

• 连接了服务器的目的地的地址的认证设置

• 文件夹指定位置

• 连接 ID

• 密码

2002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文件列表获取结果问题

2003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请求报头传输故障

2004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请求正文传输故障

2005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响应报头接收响应故障

2006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响应正文接收响应故障

2007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会话 ID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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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2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指定了未开放的客户端 ID
检查用户的 http 服务器系统设置。

• 连接了服务器的目的地的地址的认证设置

• 文件夹指定位置

• 连接 ID

• 密码

3003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接收超时

3004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接收错误。或者指定了错误的请求 URL。

3005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内容长度或接收大小超出了指定的 大发送大小。信息正文大小过

大。

3006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由于重置，进程已停止。或者，信息正文大小超出了指定的 大发送

大小。

3007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内部错误。或者由于内部重置，进程已停止。

3008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连接到 WebDAV 服务器失败。

3009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传输到 WebDAV 服务器期间发生错误。

3010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传输到 WebDAV 服务器期间发生超时。

3011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连接到代理服务器失败。

3012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代理服务器拒绝连接请求。

3013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已将代理服务器设为启用，但未设置代理服务器主机。

3014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代理服务器认证失败。

3015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其他错误从代理服务器返回。

3016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内部错误。

3017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由于设备应用程序指定了 MIO_REQBODY_ERROR，进程已停止。

4103 打开主电源开关后，在 HTTP 通讯未就绪的条件下尝试进行 HTTP 通讯。 等待一会并重新发送。

5### 发送附件时， MIO 检测到错误。 检查用户端的 SMTP 服务器和 POP3 服务器。

6### 在发送序列进行期间， MIO 检测到错误。 检查用户端的 SMTP 服务器和 POP3 服务器。

7000 从 USB 设备获取产品验证证书时发生故障。 获取新的证书 （发布后的 6 日内）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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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统 1

9.1 销售地区
• 根据相应的销售地区进行各种设置 （语言、纸张尺寸、固定缩放比率等）。

• 设置时。

销售地区
• 设置合适的销售地区。

< 步骤 >

1. 选择合适的销售地区。

2. 触摸 [END] （结束）。

无线 LAN 目的地

• 设置无线 LAN 目的地。
Wireless_Op

备注

• 仅在安装了选购的无线局域网设备时，此设置可用。

< 步骤 >

1. 触摸 [Wireless LAN Destination] （无线 LAN 目的地）。

2. 使用 [+] / [-] 键选择合适的销售地区。

3. 触摸 [decision] （决定）。

传真目标
• 设置合适的传真目的地。

< 步骤 >

1. 触摸 [Fax Target] （传真目标）。

2. 使用 [+] / [-] 键选择合适的销售地区。

3. 触摸 [END] （结束）。

9.1.1 受销售地区设置影响的功能列表
• 以下列出会随所选销售地区自动更改设置的功能。

ValueTbl_IT6

设置项目

日本、美国、欧洲、其他 1、其他 2、其他 3、其他 4、其他 5

设置项目

OT、US、CA、JP、AU、NZ、DE、GB、FR、CH、NL、BE、AT、NO、SE、FI、 IE、DK、IT、ES、PT、PL、ZA、TW、SA、CN、MY、

SG、 KR、 HK、 AR、 BR、 VN、 PH、 RU、 MX、 IN、 TH、 ID、 AE、 KW、 GR、 TR、 HU、 SK、 CZ、 UA、 CL

设置项目

JP、AU、NZ、EU、DE、GB、FR、CH、NL、BE、AT、NO、SE、FI、IE、DK、IT、ES、PT、PL、ZA、TW、SA、CN、MY、SG、KR、
HK、 AR、 BR、 VN、 PH、 RU、 OT、 US、 CA

销售地区
设置项目

日本 US 欧洲 其他 1 其他 2 其他 3 其他 4 其他 5

Language Selection （语言选

择）
（默认）

日语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英文

Language Selection （语言选

择）
（可选语言）

日语
英文
法文

意大利
德文

西班牙文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韩文

英文
法文

意大利
德文

西班牙文
日语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韩文

英文
法文
意大利
德文

西班牙文
日语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韩文

英文
法文

意大利
德文

西班牙文
日语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韩文

英文
法文

意大利
德文

西班牙文
日语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韩文

简体中文
英文
法文
意大利
德文

西班牙文
日语

繁体中文
韩文

繁体中文
英文
法文
意大利
德文

西班牙文
日语

简体中文
韩文

英文
法文

意大利
德文

西班牙文
日语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韩文

Foolscap Size Setting
（Foolscap 尺寸设置）

8×13 8×13 8×13 8×13 8×13 8×13 8×13 8×13

LCT(Built-in) size （LCT
（内置）尺寸）

A4 LEF Letter LEF A4 LEF A4 LEF A4 LEF A4 LEF A4 LEF A4 LEF

Unit （单位） 公制 英制 公制 公制 公制 公制 公制 公制

Total counter mode （总计数

器模式）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2 模式 2 模式 2 模式 2 模式 2 模式 2

Size counter （尺寸计数器） 不计数 A3、 11×17 A3、B4、11 
x 17、

8 1/2 x 14

A3、B4、11 
x 17、

8 1/2 x 14

A3、B4、 11 
x 17、

8 1/2 x 14

A3、B4、 11 
x 17、

8 1/2 x 14

A3、B4、11 
x 17、

8 1/2 x 14

A3、B4、11 
x 17、

8 1/2 x 14

Unit Change （单位转换） 日本 US 欧洲 欧洲 欧洲 欧洲 欧洲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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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维修模式中使用的语言取决于从 [Utility] （效用） -> [Language Selection] （语言选择）选择的语言，并根据下表切换语言。

9.2 电话 / 传真号
• 输入机器出现故障时出现在控制面板上维修联系人的电话 / 传真号码。

•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电话 / 传真号。（19 位）

• 使用中断键输入 “-”。

• 设置时。

9.3 序列号
NumList_Non• 注册机器和选购件的序列号。
UsePH_Gen• 显示 PH 单元的序列号。

备注 
• PH 单元的序列号只能显示，不能更改。

• 这些编号将打印在列表输出上。

• 在 CS Remote Care 通讯期间将此序列号用作设备 ID。

• 设置时。

备注
• 未输入序列号的情况下将主电源开关打开时，会显示一条要求输入序列号的信息。

• 切勿更改注册于机器的序列号。如果存储器数据丢失，要求输入序列号，则输入原始正确的序列号。 
由于也可以输入字母数字以外的字符，所以要注意输入正确的序列号。如果输入错误的序列号，则 CSRC 通讯不可用。 

• 可通过以下方法检查 “ 打印机 ” 的序列号：[Utility] （效用） -> [Counter] （计数器）。 

9.4 睡眠开 / 关选择设置
• 显示 [Sleep Mode Setting] （睡眠模式设置）屏幕 （通过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Timer Setting] （定时器设

置） -> [Power Settings] （电源设置）选择）的 “No （否） ” 选项。

9.5 Foolscap 尺寸设置
• 设置 Foolscap 纸张的尺寸。

• 设置时。
SizeItm_6Size

SizeNote_6Size

备注

• “81/8 x 131/4” 和 “220 x 330 mm” 设置仅对应从手送纸盒放入的纸张。

9.6 原稿尺寸检测

复印台
• 更改稿台的尺寸检测表。

备注
• 仅当安装了原稿尺寸传感器 /2 时才可设置表 2。（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出货目的地）

• 在日本型号上，不需要原稿尺寸传感器 /2，但是可设置表 2。

语言选择中的设置项目 维修模式中使用的语言

日语 日语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繁体中文

韩文 韩文

上述以外 英文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允许 显示睡眠模式设置屏幕中的 “OFF （关） ”。

禁止 不显示睡眠模式设置屏幕中的 “OFF （关） ”。 ○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81/2 x 131/2

220×330 mm

81/2 x 13

81/4 x 13

81/8 x 131/4

8×13 ○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表 1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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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x 14/Foolscap 尺寸检测

• 设置在原稿台或 DF 尺寸检测中， 81/2 x 131/2 尺寸的纸张是否检测为 81/2 x 14 或 foolscap。

在复印台中选择表 1 时，即便设置了 81/2 x 14/Foolscap 尺寸检测， 81/2 x 131/2 尺寸的纸张也会检测为 Foolscap。

• 日本机型不支持。

ADF 尺寸检测

• 设置使用 DF 时是否优先 8K/16K 尺寸的检测。

• 日本机型不支持。

9.7 最小纸张尺寸设置
• 设置纸盒中的纸张宽度导板和纸张长度导板设置以匹配 小尺寸纸张时识别的纸张尺寸。

• 以下纸盒可用。

• 纸盒 1

9.8 安装日期
• 在已安装的主机上注册日期。

• 设置时。

备注
• 使用时如未设置安装日期，总计数器达到 100 以上张纸时的日期 / 月份 / 年份将自动设置为安装日期。

< 步骤 >

1. 触摸 Clear （清除）。

2.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日期。（年份 4 位 -> 月份 2 位 -> 日期 2 位）。

3. 触摸 [Entry] （输入）设置安装日期。

9.9 初始化

清除所有数据
• 初始化设置数据。

• 有关要清除的项目的详情，请参见 “List of Clear Item. （清除项目列表） ”。

< 步骤 >

1. 触摸 [Clear All Data] （清除所有数据）。

2. 按 Start （开始）键。

3. 显示 [OK] （确定）时，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清除单个数据
• 选择数据，然后开始清除数据。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81/2 x 14 ○

Foolscap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K 尺寸 ○

B 系列

目的地 设置值 默认设置

日本 明信片 ○

A6

B6

北美 4×6 ○

欧洲 A6

B6 ○

A6 卡

清除功能 内容

复印程序数据 清除注册为复印程序的数据。

地址注册数据 清除地址注册数据。
以下列出了地址注册数据：
• 组地址数据、程序键数据、一键式目的地数据、邮件正文数据、主题数据、前 / 后 数据

传真设置数据 清除传真相关设置和参数。但是，地址相关数据不会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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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

1. 选择要清除的项目。

备注
• 此设置允许用户一次性选择多个项目予以清除。

2. 按 Start （开始）键。

3. 显示 [OK] （确定）时，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系统错误清除
• 重置故障数据。

• 用于清除 [Jam] （卡纸）、 [Trouble] （故障）、 [Error] （错误）显示和其他不合理显示。

• 有关要清除的项目的详情，请参见 “List of Contents to be cleared. （要清除的内容列表。） ”。

< 步骤 >

1. 触摸 [System Error Clear] （系统错误清除）。

2. 按 Start （开始）键。

3. 显示 [OK] （确定）时，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9.9.1 清除项目列表

○：将被清除 （初始化）

-：将不会被清除
SysClrItm_ImgCnt

所有历史数据 清除所有历史数据。
以下列出了历史数据：
• 作业历史记录、日志历史记录、接收拒绝历史记录、目的地历史记录、作业机密计数器 （历史记录管

理用内部数据）

网络设置数据 清除网络相关数据。
使用此功能可在网络相关设置更改后导致机器工作不正常时重新初始化和设置网络相关设置。

服务器缓存数据 清除从外部认证服务器缓存的用户信息。
当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型） -> [External Authentication server setting] （外部认证服务器设置） -> [Temporarily Save 
Authentication Information]（临时保存认证信息）设置为 “Enable（启用） ” 时，每次外部服务器认证成功

时都会缓存对应的用户信息。当 MFP 无法连接到外部服务器时会用到此信息。

会清除的内容 清除所有数

据

清除单个数据 系统错误清

除
复印程序数

据
地址注册数

据
传真设置数

据
所有历史数

据
网络设置数

据
服务器缓存

数据

卡纸画面 ○ - - - - - - ○

故障显示 A 级 ○ - - - - - - ○

B 级 ○ - - - - - - ○

C 级 ○ - - - - - - ○

不稳定操作 / 显示 ○ - - - - - - ○

效用 （引擎调整相关项目除
外）

○ - - - - - - -

复印程序数据 ○ ○ - - - - - -

地址注册数据 ○ - ○ - - - - -

传真设置数据
（不包括目的地相关数据）

○ - - ○ - - - -

历史数据 ○ - - - ○ - - -

网络设置数据 （不包括目的
地相关数据）

○ - - - - ○ - -

外部认证服务器的缓存数据 ○ - - - - - ○ -

维修模式 （系统 1/2） △ *1 - - - - - - -

账单设置 管理功能选
择

○ - - - - - - -

触摸面板位置的调整 ○ - - - - - - -

故障自动释放重试计数 ○ - - - - - - ○

清除功能 内容

△ *1：会清除的项目

系统 1 销售地区 （仅传真目标）

系统 2 存储器安装设置

图像打印控制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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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问题单元隔离设置
• 当发生问题时，通过单独控制和隔离其他存在问题的单元或选购件，利用此功能，可使用不受影响的单元或选购件。

备注
• 故障检测机构不会应用到被隔离的单元和选购件。

SetItem_LowPdt

• * 有关相应的故障，请参见 “TROUBLE CODE （故障代码） ”。

< 步骤 >

1. 选择要设置的单元或选购件。

2. 指定 [Set] （设置）或 [Unset] （未设置）。

备注
• 可针对每个单元或选购件单独指定 “Set （设置） ” 和 “Unset （未设置） ”。

3. 触摸 [Apply] （应用）。

4. 通过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将其打开，新设置生效。

9.11 明信片转印台
• 对于厚纸 3 明信片的使用，可选择适合明信片的转印台。

• 此设置用于提高明信片的转印性能。

9.12 预热

9.12.1 更改预热时间
• 更改预热完成时间。

• 如果在模式 1 预热完后立即执行黑白打印时纸张明显卷曲，模式切换为模式 2。

• 如果正常预热后纸张立即卷曲，或者卷曲的纸张导致卡纸、出纸失败、打孔 / 装订 / 折叠位置失败等，模式切换为模式 3 或 4。
ModeTbl_4C_Ze

定影工作模式
• 可通过使用 [Warm Up] （预热）设置和 Engine FW DipSW （引擎 FW DipSW）中的 [Choice of high humidity circumstance] （高湿环境选项）设置

更改预热相关控制。

当主电源开关打开时，根据每个选项设置定义模式。

• 以下给出了每个工作模式的特点。
ActionTbl_4C_Ze

设置项目 设置值 内容 默认设置

纸盒 1
纸盒 2
纸盒 3
纸盒 4
LCT
手册
中央装订 / 对折 / 三折

明信片插页 （不使用）
Z 形折 （不使用）

打孔
装订
扫描器
ADF
扩展功能 （存储器）

设置 正常隔离单元。
• 即便是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此状态仍会持续。

未设置 不隔离单元。
• 当出现相应的故障时，按警告屏幕上的 [Continue] （继续）键，用户可以

暂时隔离问题单元。（*）

• 关闭电源开关并再打开后，此状态将不会持续。

○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明信片 在厚纸 3 明信片上打印时使用明信片图像转印表。 ○

厚纸 3 在厚纸 3 明信片上打印时使用普通厚纸 3 图像转印表。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模式 1 它会使黑白打印的预热时间 短。 ○

模式 2 黑白和彩色打印的预热时间为指定值。

模式 3 为了防止预热后纸张立即卷曲，要通过 PPM 控制来降低打印生产效率。

黑白和彩色打印的预热时间为指定值。

模式 4 通过延长预热时间并预热定影单元，可以防止预热后纸张立即卷曲。

操作模式 维修模式 目标用户 优势 弱势

预热 高湿环境选
项

1
（默认设置）

模式 1 OFF （关） 想快速打印
黑白打印利用率高

使黑白打印的预热时间 短 在高湿环境下可能出现卷曲

2 ON （开） 想防止卷曲
黑白打印利用率高

除非在高湿环境下，黑白打印的预
热时间 短
降低在高湿环境下卷曲的可能性

在高湿环境下预热时间长（65 秒或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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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机器状态 LED 设置
• 配置在通过状态显示 LED 显示主机状态时使用的显示方法。

UseTxt_2Stat

< 各个类型的 LED 显示型式 >
LEDTbl_2_IT6

9.14 TP 电平
TP_Level_Use• 调整触摸面板的灵敏度。

3 模式 2 OFF （关） 想快速打印
彩色打印利用率高

预热时间为指定值或更高
在高湿环境下也可以实现高生产效
率

在高湿环境下可能出现卷曲

4 ON （开） 想防止卷曲
彩色打印利用率高

除非在高湿度环境下，预热时间为
指定值或更高
降低在高湿环境下卷曲的可能性

在高湿环境下预热时间长（65 秒或

以下）

5 模式 3 OFF （关） 想快速打印
想防止在预热后立即出现卷
曲

预热时间为指定值或更高
减少在正常环境下的卷曲

预热后的生产效率降低
在高湿环境下可能出现卷曲

6 ON （开） 想防止在预热后立即出现卷
曲
想快速打印
想防止在湿度较高时卷曲

预热时间为指定值或更高
降低发生卷曲的可能性

预热后的生产效率降低
在高湿环境下预热时间长（65 秒或

以下）

7 模式 4 OFF （关） 想防止在预热后立即出现卷
曲

降低发生卷曲的可能性 长预热时间 （65 秒或以下）

ON （开）

操作模式 维修模式 目标用户 优势 弱势

预热 高湿环境选
项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警告状态 类型 1

类型 2 ○

纸张剩余量 类型 1

类型 2 ○

机器状态 LED 设置 类型 1 类型 2

警告状态 注意
• 碳粉供应口打开

• 碳粉盒安装失败

• 碳粉用尽

闪烁 闪烁

• 寿命将尽

• 碳粉将尽

闪烁 闪烁

故障代码 闪烁 闪烁

问题单元隔离 闪烁 闪烁

致命错误
• 故障代码

• 卡纸

• 门开

• 寿命终止

• 碳粉用尽停止

点亮 点亮

纸张剩余量（纸盒 1/2/3/4 纸张用尽

指示灯）

100 % ～将尽 熄灭 熄灭

将尽 闪烁 熄灭

已空 点亮 点亮

正在提升
碳粉盒打开

熄灭 熄灭

纸张剩余量 （LCC/LCT 纸张用尽

指示灯）

100 % ～将尽 熄灭 熄灭

将尽 闪烁 熄灭

已空 点亮 点亮

正在提升
碳粉盒打开

熄灭 熄灭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2 ～ +2 （步幅：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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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

1. 使用 [+]/[-] 键输入新设置。

• 若要提高触摸面板的灵敏度，增大设置值。

• 若要降低触摸面板的灵敏度，减小设置值。

2. 触摸 [END] （结束）。

备注
• 此设置发生变更时，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9.15 防烫伤设置
• 通过显示一条信息，提示右侧门打开清理卡纸时定影单元处于高温状态，提示注意烫伤。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Enable （启用） ○

Disable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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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系统 2

10.1 存储器类型设置
FV1.2• 要设置 MFP 存储器的安装状态。

10.2 图像打印控制器设置
• 设置控制器时。

• 设置控制器的类型。

备注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时，此设置应设为

“Controller 0 （控制器 0） ”。当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时，此设置不得更改。

图像打印控制器设置
• 选择要使用的控制器。

CtrSet_C360i_C650i

备注
• 选择 [Others] （其他）时会显示 [Peripheral Mode] （外围模式）。

外围模式
• 根据控制器级别选择控制器操作模式。

CtrMode_Set

将设置从 “Controller 1” （控制器 1）恢复到 “Controller 0” （控制器 0）的注意事项。

• 选择 “Controller 0” （控制器 0）将会初始化选择 “Controller 1” （控制器 1）时所做的以下设置。使用内部标准控制器时根据需要重置以下项目。

< 机器上的控制面板 >

• 设置项目包括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下的 [Network] （网络）中。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型） -> [User Authentication]

（用户认证） -> [ON (External Server)] （开 （外部服务器））。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OpenAPI Setting] （OpenAPI 设置）

• Mailbox Destination (scan) （邮箱目的地）（扫描）

• 有关程序目的地指定的原稿的信息
<Web Connection>

• SSL/TLS

10.3 选项板状态

10.4 耗材寿命提醒
• 选择是否显示 PM 零件使用寿命

注意事项

• PM 零件使用寿命显示：当某个单元达到其使用寿命时，会给出全屏警告，提示用户更换零件。
TargetUnit_A3_5Unit• 适用的单元：

• 转印带单元、定影单元、显影单元、感光鼓单元、转印辊单元

10.5 单元更换

10.5.1 单元更换
• 选择更换单元的人员。

• 单元寿命已到时，会为更换单元的特定人员显示警告。

• 当选择 “User （用户） ” 时：禁止打印。

• 当选择 “Service （服务） ” 时：使用寿命警告。

设置值 默认设置

存储器

microSD ○

设置值 内容

控制器 0 使用标准控制器。

控制器 1 使用选装的图像打印控制器 IC-420。

其他 未定义

设置值 内容

模式 1 只有 PC 打印运行，但 PC 扫描没有响应。

模式 2 PC 扫描在 PC 打印和 PC 启动时运行。

模式 3 PC 打印和所有扫描运行。

设置值 内容 默认设置

Yes （是） 当达到使用寿命时，控制面板上会出现一个故障代码和一个全屏警告。

No （否） 当达到使用寿命时，屏幕上侧有一行会出现故障代码和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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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Value_Drum

10.5.2 警告显示

碳粉将尽
• 设置是否显示碳粉将尽警告。

将尽显示时间
• 更改检测到碳粉盒快用完的时间，以便根据单独的使用情况 （PV）在 佳时间更换碳粉盒。

• 指定显示碳粉将尽 （占满碳粉盒状态的百分比）警告的时间。

备注

• 当通过以下设置将开关编号 “151” 设置为 “ 位分配 00000010/ 十六进制分配 02” 时，将会显示 Near Empty Display time （将尽显示时间）。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

• 碳粉盒未配备可检测盒内剩余的碳粉量的机构。因此，须注意的是，当中途更换碳粉盒时，设置作为参考的显示时间和碳粉盒内剩余的碳粉量
可能不匹配。

• 指定 [0] 且碳粉将尽警告显示指定为 [No] （否）时，将不会显示碳粉将尽警告，而是显示碳粉用尽停止警告。
DspTmNear4C_C360i_C650i

DspTimPreNearFnc

DU 寿命将尽显示时间

• 指定何时显示感光鼓单元的寿命将尽。

• 指定是否在达到预估耗材检查清单生命周期之前的设定月数时显示档案。

• 当指定 [0] 时，寿命将尽不显示。
DspTmPreNear_4C

寿命将尽显示设置
• 设置是否显示各个耗材的寿命警告。

• 选择 [Do Not Display] （不显示）时，寿命检测时不显示警告。 

但是，在 CS Remote Care 中，无论此设置是什么，寿命警告正常都会发送到中心。

备注 
• 优先设置软开关 Dip227 （位 7）和 230 （位 3）。

DspSetPreNearFnc

寿命将尽显示设置
• 设置是否显示感光鼓单元的将尽寿命。

• 当选择了 [Do Not Display] （不显示）时，检测到将尽寿命时不会显示警告。

但是，在 CS Remote Care 中，无论此设置是什么，将尽寿命警告正常都会发送到中心。

备注 
• 当将尽寿命显示设置设置为 [Do Not Display] （不显示）时，将尽寿命警告显示被禁用。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日本 US 欧洲

碳粉盒 User （用户） ○ ○ ○

Service （维修）

感光鼓组件 User （用户）

Service （维修） ○ ○ ○

废粉盒 User （用户） ○ ○

Service （维修） ○

打孔碎屑盒 User （用户） ○ ○ ○

Service （维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Yes （是） ○

No （否）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CMY 0 ～ +25 （步幅：1) 0

K 0 ～ +25 （步幅：1) 7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CMY 0 ～ +6 （步幅：1) 0

K 0 ～ +6 （步幅：1) 0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各个耗材 Display （显示） ○

Do Not Display （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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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软开关设置
• 根据通常进行打印的类型，从软开关设置各功能的操作特性。

< 步骤 >

1. 触摸 [Switch No.] （开关编号），然后使用数字键盘输入预期的开关编号。

2. 触摸 [Bit Assignment] （位分配）。

3. 使用 [<-] 或 [->] 选择位。若要设置位，使用数字键盘输入 0 或 1。

4. 若要设置十六进制方式的位，触摸 [HEX Assignment] （十六进制分配），然后使用数字键盘和 [A] ～ [F] 键输入数字和字符。

5. 触摸 [Fix] （确定）。

软开关设置列表
可以通过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List Output] （列表输出） -> [Machine Management List] （机器管理列表）打印软开关设置的设置值列

表。

备注
• 对于未在下表中列出的开关，请以默认值使用，除非另有说明。

SWList_C360i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感光鼓组件 Display （显示） ○

Do Not Display （不显示）

开关号 功能

012 新增认证设备

025 固件功能版本设置

033 提出一些适用于管理员认证和插入式计数器，使用投币机时，仅适用于管理员认证的功能。

049 HEX 00 - HEX0A 设置了通过本机控制面板可输入的印数上限。

HTML 80 仅当为即将进行的复印循环选择 Sort （分页），原稿放在原稿台上时扫描设置。

051 单元的寿命警告 / 更换显示的设置

069 使用定制尺寸的手送纸盒打印时，允许仅使用打印机驱动程序设置进行打印。

070 CSRC 所导致的通讯错误的报警声和屏幕显示设置。

072 通过 USB 存储器导入 / 导出地址簿的功能

121 使用 ADF 并检测到原稿多页进纸故障时，选择是否应用 Problem Unit Isolation （问题单元隔离）

124 限制发送传真文件类型的功能

135 HID Prox 卡的 ID 长度的设置

143 使用网络浏览器功能时触摸面板敏感区的扩展设置

145 HEX 01 切换为自动检测手送纸盒中的纸张尺寸

HEX 02 如果从手送纸盒送入的纸张尺寸不匹配，切换进纸模式

HEX 04 当手送纸盒中的纸张尺寸与在控制面板上指定的纸张尺寸不匹配时显示信息

HEX 08 在原稿放在原稿台后运行复印循环，且排纸处理功能的 “Group/Sort （分组 / 分页） ” 中显示 [Auto] （自

动）时， [Auto] （自动）将设置为默认值。（当选择了 [Auto] （自动）时，将会执行 “Sort （分页） ” 和

“Offset （偏移） ”。）

HEX 10 双面打印和账单权限的切换设置
双面打印期间发生纸张尺寸错误时，是否允许 / 禁止对输出纸张开立账单的设置

146 HEX 04 在传真 / 扫描器模式下使用书籍原稿时，是否允许使用非图像区域消除、对中和原稿尺寸的设置

HEX 10 双面打印期间发生纸张尺寸错误时，是否允许 / 禁止对输出纸张开立账单的设置

147 设置允许 / 禁止使用档案纸

151 显示 / 隐藏将尽显示时间的设置

152 E-Mail 接收打印的 E-Mail 正文打印设置

155 日志调试设置的生效 / 失效。

157 更改切换到节能模式的时间上限。

163 自动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的设置

172 MarketPlace 客户端 app 自动安装设置。

188 打印状态 LED 指示灯的操作设置

203 当第一个用户通过卡认证进行认证后，第二个用户尝试卡认证时，自动更改第二个用户的登录授权。

206 设置是否启用覆盖率计数器

226 HEX 10 当 TEL 终端连接设备使用线路时允许 / 禁止使用传真误发防止功能的设置 

HEX 80 允许管理员在添加外部线路按钮时更改 PBX 功能设置，以便在启用 PBX 功能的情况下直接输入地址的

允许 / 禁止使用功能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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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开关编号 012
• 新增认证设备

参考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s] （账单设置） ->[Authentication Device 2] （认证设备 2）

10.6.2 开关编号 025
SW No.025_C360i_C4050i_306i• 固件功能版本设置

参考

• [Utility] （效用） -> [Device Information List] （设备信息列表）

10.6.3 开关编号 033
• 提出一些适用于管理员认证和插入式计数器，使用投币机时，仅适用于管理员认证的功能。

参考

• [Utility] （效用） -> [Expert Adjustment] （专家调整）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列表 [list/Counter] （列表 / 计数器）

10.6.4 开关编号 049

HEX 00 - HEX0A
• 设置了通过本机控制面板可输入的印数上限。

HEX 80
• 仅当为即将进行的复印循环选择 Sort （分页），原稿放在原稿台上时扫描设置。

227 显示耗材级别和警告的设置。（控制面板， PSWC， Fiery）

230 HEX 08 显示耗材级别和警告的设置。（PSES、 MIB、 Printfleet、 SiteAudit）

HEX 40 可防止无意中发送到错误目的地的允许 / 禁止使用功能的设置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标准件 00000000 / 00

00000010 02 PKI （NIPRNet）
维修模式添加了 [Card3] 选项。

00000100 04 PKI （SIPRNet）
维修模式添加了 [Card3] 选项。

开关号 功能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固件兼容版本 1.0 00000000/00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适用于管理员认证和插入式计数器的组合。 00000000 / 00

00000001 01 仅适用于管理员认证。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无限制 00000000 / 00

00000001 01 1 份

00000010 02 3 份

00000011 03 5 份

00000100 04 9 份

00000101 05 10 份

00000110 06 20 份

00000111 07 30 份

00001000 08 50 份

00001001 09 99 份

00001010 0A 250 份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文件扫描后， “Change Setting （更改设置） ” 和 “Finish （完

成） ” 键可用。

00000000 / 00

10000000 80 按键不可用 （复印循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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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 开关编号 051

HEX 00 - HEX80
• 单元的寿命警告 / 更换显示的设置

参考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

10.6.6 开关编号 069
• 使用定制尺寸的手送纸盒打印时，允许仅使用打印机驱动程序设置进行打印。

10.6.7 开关编号 070
• CSRC 所导致的通讯错误的报警声和屏幕显示设置。

10.6.8 开关编号 072
• 通过 USB 存储器导入 / 导出地址簿的功能

参考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External Memory Backup] （外部存储器备份） - [Import] （导入）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External Memory Backup] （外部存储器备份） - [Export] （导出）

10.6.9 开关编号 121
• 使用 ADF 期间检测到原稿多页进纸故障时运行

10.6.10 开关编号 124
• 限制发送传真文件类型的功能

参考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Function Settings] （功能设置） -> [RX Data Operation Setting] （接收数据操作设置）

-> [Forward TX Setting] （转发发送设置）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正常显示 00000000 / 00

00010000 10 不显示成像单元 /Y,M,C 的寿命警告 / 更换显示。

不显示感光鼓组件 /K 的寿命警告 / 更换显示。

00100000 20 不显示显影组件的寿命警告 / 更换显示。

01000000 40 不显示转印带单元的寿命警告 / 更换显示。

10000000 80 不显示定影单元的寿命警告 / 更换显示。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往手送纸盒放入纸张后，触摸 [Complate] （完成）键开始打

印。

00000001 / 01

00000001 01 将打印机驱动程序指定的纸张设置当作手送纸盒纸张设置开
始打印，不显示警告。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启用通讯错误提示音 / 屏幕显示。 00000000 / 00

00010000 10 禁用通讯错误提示音 / 屏幕显示。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禁用导入 / 导出功能。 00000000 / 00

00000100 04 启用导入 / 导出功能。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应用 Problem Unit Isolation （问题单元隔离） 00000000 / 00

00000100 04 不应用 Problem Unit Isolation （问题单元隔离）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限制文件类型。 00000000 / 00

00000001 01 不限制文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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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 开关编号 135
• HID Prox 卡的 ID 长度的设置

10.6.12 开关编号 143
• 使用网络浏览器功能时触摸面板敏感区的扩展设置

备注

• 可通过在软开关变化 143 上选择 “16 点 ” 或 “9 点 ” 扩大控制面板的敏感区。须注意的是，按此方式扩大的控制面板敏感期可能无法正常检测到

触摸。

10.6.13 开关编号 145

HEX 01
• 切换为自动检测手送纸盒中的纸张尺寸

HEX 02
• 如果从手送纸盒送入的纸张尺寸不匹配，切换进纸模式

HEX 04
• 当手送纸盒中的纸张尺寸与在控制面板上指定的纸张尺寸不匹配时显示信息

HEX 08
• 在原稿放在原稿台后运行复印循环，且排纸处理功能的 “Group/Sort （分组 / 分页） ” 中显示 [Auto] （自动）时， [Auto] （自动）将设置为默认

值。（当选择了 [Auto] （自动）时，将会执行 “Sort （分页） ” 和 “Offset （偏移） ”。）

HEX 10
• 双面打印和账单权限的切换设置

• 双面打印期间发生纸张尺寸错误时，是否允许 / 禁止对输出纸张开立账单的设置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表示第 1 个字节显示卡的 ID 长度，第 2 个及之后的字节显示

卡 ID。

00000000 / 00

00000001 01 表示卡 ID， ID 长度包括第 1 个字节。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26 点：触摸面板周界 26 点属于非敏感区。 00000000 / 00

00000001 01 16 点：触摸面板周界 16 点属于非敏感区。

00000010 02 9 点：触摸面板周界 9 点属于非敏感区。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Enable （启用） 00000000 / 00

00000001 01 Disable （禁用）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立即停止 00000010 / 02

00000010 02 相应停止
出现以下情况时立即停止。
• 对于开关编号 145，位 4 设置为 “1”

• 适用于设置了中央装订、对折、三折和 Z 形折并配备排纸

处理器的作业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Enable （启用） 00000000 / 00

00000100 04 Disable （禁用）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Enable （启用） 00000000 / 00

00001000 08 Disable （禁用）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允许 （纸张一面收费） 00000000 / 00

00010000 10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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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4 开关编号 146

HEX 04
• 在传真 / 扫描器模式下使用书籍原稿时，是否允许使用非图像区域消除、对中和原稿尺寸的设置

HEX 10
• 双面打印期间发生纸张尺寸错误时，是否允许 / 禁止对输出纸张开立账单的设置

10.6.15 开关编号 147
SoftSW147_SAT• 设置是否允许 / 禁止使用档案纸启用。

10.6.16 开关编号 151
• 显示 / 隐藏将尽显示时间的设置

参考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Unit Change] （单元更换）

10.6.17 开关编号 152
• E-Mail 接收打印的 E-Mail 正文打印设置

• 此功能支持以下语言。

• 日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

10.6.18 开关编号 155
• 日志调试设置的生效 / 失效。

参考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 [Basic Mode] （基本模式）

10.6.19 开关编号 157
• 更改切换到节能模式的时间上限。

参考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Maintenance]（维修保养） -> [Timer Setting]（定时器设置） -> [Power Settings]（电源设置） -> [Low Setting] （低

设置）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禁止使用非图像区域消除、对中和原稿尺寸。 00000000 / 00

00000100 04 允许使用非图像区域消除、对中和原稿尺寸。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停止 00010000 / 10

00010000 10 输出纸张。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不使用档案纸。 00000000 / 00

00001000 08 使用档案纸。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隐藏 00000010 / 02

00000010 02 Display （显示）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禁用 E-Mail 正文打印设置。 00000000 / 00

00000001 01 允许 E-Mail 正文打印设置。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禁用调试设置。 00000000 / 00

00000001 01 启用调试设置。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不更改上限。 00000000 / 00

00000010 02 将上限更改为 2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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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0 开关编号 163
• 自动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的设置

10.6.21 开关编号 172
• MarketPlace 客户端 app 安装设置。

备注
• 即便改为 0x01，安装的 MarketPlace 客户端 app 也未卸载。

10.6.22 开关编号 188
• 打印状态 LED 指示灯的操作设置

10.6.23 开关编号 203
• 当第一个用户通过卡认证进行认证后，第二个用户尝试卡认证时，自动更改第二个用户的登录授权。

10.6.24 开关编号 206
• 设置是否启用覆盖率计数器

参考

•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账单设置） -> [Coverage Rate Clear]（覆盖率清除）、 [Print Counter Clear]（打印计数器清除）、

[Coverage Counter Detail] （覆盖计数器详情）

10.6.25 开关编号 226

HEX 10
• 当 TEL 终端连接设备使用线路时允许 / 禁止使用传真误发防止功能的设置

HEX 80
• 允许管理员在添加外部线路按钮时更改 PBX 功能设置，以便在启用 PBX 功能的情况下直接输入地址的允许 / 禁止使用功能的设置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Disable （禁用） 00000000 / 00

00000010 02 Enable （启用）

自我诊断 （完全）只有在检测到 B/C 级故障代码时才会自动

执行。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101 05 安装时， MarketPlace 客户端 app 自动安装。 00000101 / 05
（日本除外）
00000001 / 01
（日本）

00000001 01 安装时， MarketPlace 客户端 app 不自动安装。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1 00 闪烁 00000001 / 01

00000010 02 熄灭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登录未授权。 00000000 / 00

00000100 04 登录已授权。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Disable （禁用） 00000000 / 00

00000001 01 Enable （启用）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请勿使用防止误发传真的功能。 00010000 / 10

00010000 10 使用功能以防止误发传真。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请勿使用功能。 10000000 / 80

10000000 80 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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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6 开关编号 227
• 显示耗材级别和警告的设置。（控制面板、 Web Connection、 Fiery）

10.6.27 开关编号 230

HEX 08
• 显示耗材级别和警告的设置。（PSES、 MIB、 Printfleet、 SiteAudit）

HEX 40
• 可防止无意中发送到错误目的地的允许 / 禁止使用功能的设置

10.7 CCD 校正

正面 / 背面

• 设置是否使用出厂前设置的校正调整值。显示当前的校正调整值。

• 当 CCD 板 （正面） /CIS （背面：仅当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时）被更换时，设置为 “OFF” （关）。

注意事项

• 更换 CCD 板或 CIS 后，由于为每个单元设置的校正值会发生变化，以控制每个扫描器 （CCD）的读取性能的差异，所以必须设置默认通用

值。

• 可以禁用原校正调整值，以解决各个 CCD 性能差异导致的图像问题和其他问题。

备注
• 当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时，会显示 [Front Side] （正面）和 [Back Side] （背面）键。

10.8 LCT （内置）尺寸设置
• 为内置 LCT 设置纸张尺寸。

LctSet_OPTransfer type• 安装了选装的大容量进纸柜时使用。

10.9 LCT 纸张尺寸设置
• 设置选装的大容量单元类型和纸张尺寸。

• 设置选装的大容量单元时使用此功能。

备注 
• 当 LCT 类型设置发生变更时， LCT 中的纸张尺寸设置会恢复默认值。

• 在无法为大尺寸纸张安装 LCT 的产品上， A3LCT 不可用。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Display （显示） 10000000 / 80
（日本 / 北美 / 欧洲）
00000000 / 00
（其他）

10000000 80 Do not display （不显示）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Display （显示） 00001000 / 08
（日本 / 北美 / 欧洲）
00000000 / 00
（其他）

00001000 08 Do not display （不显示）

位分配 十六进制分配 详细信息 默认值 （位 / 十六进制）

00000000 00 请勿使用功能。 01000000 / 40

01000000 40 使用功能。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正面 / 背面 ON （开） ○

OFF （关）

设置值 默认设置

A4 ○ （北美地区除外）

81/2 x 11 ○ （北美地区）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类型 纸张尺寸

A4LCT A4 ○ （北美地区除外）

81/2×11 ○ （北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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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纸张再利用 Box 设置
Paper Reuse Box_Unset• 不使用

10.11 线路放大设置
• 设置是否使用出厂前设置的偏移值。显示当前的放大偏移值。

• 当 CCD 板 （正面） /CIS （背面：仅当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时）被更换时，设置为 “OFF” （关）。

注意事项

• 更换 CCD 板或 CIS 后，由于为每个单元设置的线路间放大偏移值会发生变化，以控制每个扫描器 （CCD）的读取性能的差异，所以必须设

置默认通用值。

• 可以禁用原偏移值，以解决各个 CCD 性能差异导致的图像问题和其他问题。

备注
• 当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时，会显示 [Front Side] （正面）和 [Back Side] （背面）键。

10.12 数据捕获
• 发生错误时，会采集打印作业数据，以分析错误的原因。

• 发生错误时，将根据打印作业数据用于分析错误的原因。

备注 
• 此功能要求满足以下条件。

• 选择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Security Details]（安全详情） -> [Print Data Capture]（打印数据捕获）时必须设置

“Allow （允许） ”。
• 必须安装 MFP 存储器。

• 选择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FTP Settings] （FTP 设置） -> [FTP Server Setting] （FTP 服务器设置）时必须设

置 “ON （开） ”。
• 此功能也允许从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在 MFP 存储器中的打印作业数据。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见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 ”。
< 步骤 >

1.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然后触摸 [Data Capture] （数据捕获）。选择 “ON （开） ”。（尽管 Data Capture

（数据捕获）设置为 [ON] （开），来自计算机的打印作业数据也将存储在主机存储盘中。）

备注 
• 最多可存储 5 个打印作业数据。数据存储达到上限后，将按时间顺序首先覆盖最早的数据。

2. 检查机器的 IP 地址。

3. 使用以太网络线连接计算机 （Windows）和机器。

4. 开启计算机的 DOS 命令提示符，然后指定机器的 IP 地址即可开始 FTP。

A3LCT SRA3

A3 ○ （北美地区除外）

B4

A4

A4S

12×18

11×17 ○ （北美地区）

81/2×14

81/2×11

81/2×11S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类型 纸张尺寸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正面 / 背面 ON （开） ○

OFF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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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 用户名：capture

• 密码：sysadm

6. 使用 “Is” 命令，显示可采集的文件列表。

7. 使用 “binary” 命令，将文件传送模式设置为二进制传送。

8. 使用 “get” 命令，将要采集的数据传送到计算机。

9. 完成命令提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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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接收采集数据后，选择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Security Details]（安全详情） -> [Print Data Capture]（打印数据捕

获），然后选择打印数据捕获设置的 [Restrict] （限制），以删除存储在 MFP 存储器中的作业数据。

• 当执行存储器格式化或覆盖临时数据时，会删除作业数据。

10.13 分割线检测设置
• 进行污染检测的各个设置。

• 当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时，正面和反面要单独设置。

ADF Scan Glass Contamin.Sensitivity （ADF 扫描台污染灵敏度）

• 设置预检测 DF 原稿台 （或 CIS 稿台）上的污染的检测水平。在背面预检测中，会同时检测 CIS 稿台和背面玻璃清洁辊上的污染。

• 更改开 / 关 DF 时是否检测 DF 原稿台上的污染的设置，以及打开主电源开关时是否更改检测水平的设置，从睡眠 / 低功耗模式下恢复时使用。

备注
• 注意，选择 “Not Set” （未设置）并使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Split Line Prior Detection] （分割线预先检测）

执行预检测将会显示 “NG”。
• 选择 “Not Set （未设置） ” 时，作业完成后，不会执行原稿台清洁操作。

ADF Scan Glass Contamin. Warn/Level （ADF 扫描台污染警告 / 等级）

• 设置如何显示检测到 DF 稿台 （或 CIS 稿台）上的污染时的警告。

• 更改警告 （请求清洁线路的 [ADF Scan Glass Contamin. Sensitivity] （ADF 扫描台污染灵敏度）检测到的稿台上的污染）的显示时使用。

进纸清洁设置
• 设置送入原稿时 DF 原稿台上的污染的检测和清洁操作。

• 更改送入原稿时 DF 原稿台上的污染的检测和清洁操作时使用。

备注
• 在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时，当在 Split Line Detection Setting （分割线检测设置）中选择 [Front Side] （正面）时显示此设置。

显示时间
• 设置在预检测过程中检测到 CIS 稿台表面上的污染时显示警告的时间。

• 在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时，当在 Split Line Detection Setting （分割线检测设置）中选择 [Back Side] （背面）时显示此设置。

备注
• 仅当选择 [Back Side] （背面）时启用此设置。

10.14 印记
• 设置可选购印记单元的安装状态。

• 安装印记单元时使用。

设置值 内容 默认设置

Not Set （未设置） 将不会执行稿台上的污染的检测。

低 将不会轻松检测稿台上的污染。

正常 正常检测电平 ○

高 将轻松检测稿台上的污染。

设置值 内容 默认设置

0 警告将不显示。

1 警告将显示，并伴随维修保养标志。（故障代码：D-1/D-3） ○

2 警告将显示在基本屏幕的信息区域。

3 警告将显示在所有屏幕上。

设置值 内容 默认设置

0 送入原稿时清洁刷将停止移动，且不会清洁污染。

1 放入原稿时，清洁刷将在原稿间移动。 ○

设置值 内容 默认设置

Warning Detection （警

告检测）

检测到污染时显示警告。

Back Scan Time （背面

扫描时间）

仅当选择背面扫描模式时显示警告。 ○

设置值 默认设置

设置

未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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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网络传真设置
• 设置是否使用网络传真功能。

• 使用网络传真功能时设置。

•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网络） -> [Network Fax Setting]（网络传真设置） -> [Network Fax Settings]（网络传真设置）中，当

每个网络传真功能设置为 “ON （开） ” 时，可进行选择。

10.16 接收文件更改页面名称
• 设置是否将文件名称更改为转发发送，或者从记忆接收 Box 收取文件。

10.17 ADF 设置
• 配置 ADF 安装设置。

10.18 图像稳定设置
• 更改图像稳定的类型和时间。

• 根据客户的机器使用方式 （例如彩色打印与黑白打印的比率）提供期望的图像稳定控制。

10.19 多页进纸传感器状态
• 设置选装的双张进纸检测组件的安装状态。

• 设置双张进纸检测组件时使用。

10.20 用户纸张设置
• 设置和注册单个用户纸张，包括基本重量、定影温度、第 2 张图像转印微调值不同的用户纸张。

• 也可以从 [Utility] （效用） -> [Expert Adjustment] （专家调整）执行 User Paper Settings （用户纸张设置）。

• 注册适用于各个客户预期使用和使用环境的纸张类型。
SetItem_4C_C360i

< 步骤 >

用户纸张设置中的测试样张
• 用户纸张设置的可打印测试样张旨在自定义用户纸张时方便确定 合适的第 2 张图像转印输出值。

• 测试样张根据第 2 张图像转印微调设置范围输出标准值 A 的样张 （第 2 张图像转印输出控制）。（每两个步骤）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IP 地址传真 ON （开）

OFF （关） ○

Internet Fax （Internet 传真） ON （开）

OFF （关） ○

设置值 默认设置

Change （更改）

Do Not Change （不更改） ○

设置值 目标用户 内容 默认设置

标准 此模式适合低用量用户，可减少主电源开关打开时执
行图像稳定的次数。

如果预热期间检测到绝对湿度变化，则在预热期间执行
正常稳定。

○

彩色优先 此模式适合高用量和高彩色打印比率用户。 主电源开关打开时无条件执行彩色稳定序列。

黑白优先 此模式适合主要使用黑白打印、较少使用彩色打印的
用户。它提供黑白稳定，可减少主电源开关打开时执
行图像稳定的次数。

如果预热期间检测到绝对湿度变化，则在预热期间执行
黑白稳定并在彩色打印之前执行彩色稳定。

设置值 默认设置

设置

未设置 ○

注册键 纸张类
型

基本重量 定影温度 第 2 转印调整

设置范围 设置项
目

设置范围 设置项目 设置范围

用户纸张 1 普通纸 60 至 90 g/m2 （步幅：1) 600 dpi - 20°C 至 +10°C （步幅：5°C) 正面 - 彩色

正面 - 黑色

背面 - 彩色

背面 - 黑色

-8 ～ +7 （步幅：1)

用户纸张 2 普通纸 + 91 至 105 g/m2 （步幅：1)

用户纸张 3 厚纸 1 106 至 120 g/m2 （步幅：1)

用户纸张 4 厚纸 1+ 121 至 157 g/m2 （步幅：1)

用户纸张 5 厚纸 2 158 至 209 g/m2 （步幅：1) 正面
反面

-8 ～ +7 （步幅：1)

用户纸张 6 厚纸 3 210 至 256 g/m2 （步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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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打印样张，然后选择第 2 张图像转印微调设置。

10.21 覆盖率屏幕
• 设置是否在销售计数器屏幕和销售计数器列表上显示覆盖率。

• 当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ystem 2]（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软开关设置）的位分配 / 十六进制分配中将开关编号 206 

分别设置为 [00000001]/[01] 时会显示覆盖率计数器，而不是覆盖率。

10.22 卡纸代码显示设置
• 设置是否在发生卡纸时往控制面板上的卡纸警告显示增加卡纸代码。

10.23 清理设置
PurgeSetting_Unset• 不使用 

10.24 导入配置数据

10.24.1 启动屏幕
• 自定义机器启动时显示的 BootUp Screen （启动屏幕）。

• 将启动时控制面板上显示的 Konica Minolta 标志更改为客户预期用途对应的内容时使用此功能。

备注
• 在下列条件中，禁止导入 BootUp Screen （启动屏幕）数据。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详细设

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准备可注册图像数据

可注册图像数据的规格

< 步骤 >

1. 使用专用的图像创建工具来创建满足上述规格的图像数据。

2. 要将数据创建为 zip 格式文件，请在一个 zip 文件中压缩相同名称的 bin 文件 （图像数据）和 Version.txt 文件 （版本信息）。

备注

• 版本信息中可用的字符类型仅限于 ASCII （7 位 ASCII）。最多可以输入 21 个字符的文本串。

3. 将创建的数据保存在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中。

备注
• 须注意的是，机器无法识别保存在根目录以外的任何其他目录中的数据。

数据导入步骤
1. 将 USB 存储器连到机器的 USB 端口。

2. 触摸 [Import Config. Data] （导入配置数据） -> [BootUp Screen] （启动屏幕）。

3. 触摸 [Set] （设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Display （显示）

Do Not Display （不显示） ○

设置值 默认设置

Display （显示）

Do Not Display （不显示） ○

A +6

A +4

A +2

A   0

A -2

A -4

A -6

项目 内容

图像格式 PNG 格式

文件扩展名 “.bin” 或 “.zip”

文件名 BootUpScreen*.bin 或 BootUpScreen*.zip （* 代表由用户定义的文字）

图像尺寸 800 x 480 点

色彩 256 色 （使用机器指定的调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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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如果未连接 USB 存储器，或连接了不符合要求的 USB 存储器，会显示 “USB NG”，且标志数据无法注册。 
• 如果可注册图像数据的文件名不符合上述规范，会显示 “File NG （文件 NG） ” 信息，且数据无法注册。

4. 确认显示结果 “OK”，然后触摸 [END] （结束）。

备注
• 如果已注册标志数据，则新标志数据会覆盖现有标志数据。

• 机器控制面板上标志数据的颜色可能不同于某些计算机屏幕。注册标志数据后，重启机器，然后检查启动屏幕上标志数据的颜色。
• 若要删除已注册的数据，触摸 [Delete] （删除），然后确认显示 “OK”。

10.24.2 机器图像
• 自定义显示在控制面板上的机器外视图。

• 使用此功能，可根据用户需求将显示在控制面板上的机器外视图改为客户办公室外视图。

• 检查已安装外视图数据的版本。（USB 存储器未连接时）

备注
• 在下列条件中，禁止导入 BootUp Screen （启动屏幕）数据。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详细设

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 步骤 >

1. 将外视图数据保存在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中。

备注
• 须注意的是，机器无法识别保存在根目录以外的任何其他目录中的数据。

2. 将 USB 存储器连到机器的 USB 端口。

3. 触摸 [Import Config. Data] （导入配置数据） -> [Machine Image] （机器图像）。

4. 触摸 [Set] （设置）。

5. 确认显示结果 “OK”。

6.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备注

• 之前已注册的任何外视图数据将会被后续注册的新数据覆盖。
• 若要删除已注册的数据，触摸 [Delete] （删除），然后确认显示 “OK”。

10.24.3 自定义认证设置
• 安装用于自定义认证过程的认证自定义数据。

备注

• 仅当满足以下其中一个条件时，才可以导入认证自定义数据。
• USB 存储器插入 USB 端口。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详细设

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 -> [Storage data backup] （存储数据备份）设置为 [ON] （开）。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详细设

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 -> [Firmware Update Parameters] （固件更新参数）设置为 [Allow] （允许）。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FF （关） ”。
< 步骤 >

1. 将认证自定义数据保存在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中。

备注

• 须注意的是， MFP 无法识别保存在根目录以外的任何其他目录中的数据。

2. 将 USB 存储器连到机器的 USB 端口。

3. 触摸 [Import Config. Data] （导入配置数据） -> [Custom Auth. Setting] （自定义认证设置）。

4. 触摸 [Set] （设置）。

5. 确认显示结果 “OK”。

6.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备注
• 新数据将会覆盖任何现有的认证自定义数据。

• 若要删除已注册的数据，触摸 [Delete] （删除），然后确认显示 “OK”。

10.25 安装数据
install_data_1• 将语音数据、短片数据、 OCR 字典数据或 PDF/A 字体安装到 MFP 中。

• 选择 [OEM] 可通过将 OEM 扩展字符串写入固件包后下载，自定义驱动程序名称。

备注
• 在下列条件下，禁止导入数据。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详细设

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install_data_2• 要创建使用语音提示功能、 OCR 功能和 PDF/A 字体的符合 PDF/A 的 PDF 文件，必须启用可支持的 i-Option。

• 要安装语音提示，请检查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Voice Guidance Settings] （语音提示设置） -> 
[Voice Guidance] （语音提示）是否设置为 “Yes” （是）。

< 步骤 >

1. 将安装数据 （*.tar）保存在 USB 存储器设备的根目录中。

2. 将 USB 存储器设备连到机器 USB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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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触摸 [Install Data] （安装数据）。

4. 选择要安装的数据类型。

• 可一次性选择多种数据，然后安装。

5. 触摸 [Set] （设置）。

6. 按 Start （开始）键安装数据。

7. 确认显示结果 “OK”，然后触摸 [END] （结束）。

备注

• 如果已安装数据，必须删除旧数据才能安装新数据。
• 若要删除已注册的数据，选择要删除的数据，然后触摸 [Delete] （删除） -> [Fix] （确定）。确认显示结果 “OK”。

10.26 本地接口组件设置
• 设置是否启用或禁用 Bluetooth 功能。

• 安装选购的本地接口组件时使用此设置。

10.27 CIS 图像调整
• 补偿颜色，使背面图像数据 （CIS 图像扫描质量）的亮度、饱和度和色调与正面图像数据保持一致。 

• 仅当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时使用。

< 步骤 >

1. 选择 [Brightness] （亮度）、 [Saturation] （饱和度）或 [Hue] （色调）。

2. 使用 [+]/[-] 键输入新设置。

3. 触摸 [END] （结束）。

10.28 显示环保指数
• 在 [Utility] （效用） -> [Counter] （计数器） -> [Eco Info] （生态信息）中设置是否显示 [Power Consumption] （功耗）和 [CO2 Emission] （CO2 

排放）。

备注
• MFP 上显示的功耗值是根据平均功耗量和 MFP 工作时间计算得到的估算值，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功耗值。因此，选择显示这些项目

前，请向用户说明。

• 设置用于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排放系数。

备注
• 由于二氧化碳排放系数随用户合作的电力供应商和用户 MFP 的使用环境的不同而变化，所以此排放系数必须单独设置。 

< 步骤 >

1. 向用户说明 MFP 上显示的 [Power Consumption] （功耗）和 [CO2 Emission] （CO2 排放）为估算值，并征得他们的同意。

2. 在 Power Savings Display Level （节能显示水平）中选择 [ON] （开）。

3. 根据用户 的 MFP 使用环境，使用数字键盘配置 [Output Coefficient Settings] （输出系数设置）。

4. 触摸 [END] （结束）。

10.29 内部错误自动取消
• 设置 B 级或 C 级故障代码发生时是否自动重置故障。

< 设为 “Yes （是） ” 时的操作 >

1. 发生指定故障时，故障警告屏幕显示一条故障已自动重置的信息，持续大约 10 秒钟。然后会执行自动故障重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设置

未设置 ○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Brightness
（亮度）

正向 （+）增加会使数据更亮 （较白），反向 （-）增加会使数据更暗 （较深）。 -3 ～ +3 （步幅：1) 0

Saturation
（饱和度）

正向 （+）增加会使数据更加清晰，反向 （-）增加会使数据更加柔和。 -3 ～ +3 （步幅：1) 0

Hue （色调） 正向 （+）增加时，会以与色调环顺时针旋转相对应的方式处理和输出数据。反向

（-）增加时，会以与色调环逆时针旋转相对应的方式处理和输出数据。

-3 ～ +3 （步幅：1) 0

设置项目 设置 默认设置

Power Savings Display Level （节能显示水平） ON （开）

OFF （关） ○

Output Coefficient Settings （输出系数设置） 0.0001 - 0.9999 0.4166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B 级 Yes （是） ○

No （否）

C 级 Yes （是） ○

No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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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故障重置成功，则可以使用 MFP。

• 如果故障重置失败，则重试。（ 多可重试 2 次。）

10.30 采集设置
• 统计每个功能的使用频率和采集机器配置信息。

• 此设置通过采集和统计每个功能的使用频率，可方便我们了解市场趋势和 MFP 的使用情况。

• 采集的信息只能通过 SCRC 获取，且无法显示在控制面板或打印。

• 要发送采集的信息，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List/Counter] （列表 / 计数器） -> [Meter Count and Device 

Confirmation Tx Settings] （计数器计数和设备确认发送设置）必须设置为 “Allow” （允许）。

10.31 驱动程序安装
• 安装 / 卸载可加载设备驱动程序。

• 安装需要可加载设备驱动程序的认证设备时使用。

备注
• 仅当满足以下其中一个条件时，才可以安装 / 卸载此驱动程序。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详细设

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 -> [Storage data backup] （存储数据备份）设置为 [ON] （开）。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详细设

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 -> [Firmware Update Parameters] （固件更新参数）设置为 [Allow] （允许）。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FF （关） ”。 
< 安装步骤 >

1. 准备一个 USB 存储器，其中仅可加载设备驱动程序目录存储在根目录下。

• USB 存储器中必须只保存一个可加载的设备驱动程序，不要将任何其他数据保存在 USB 存储器中。请不要将任何其它数据保存在 USB 存

储器中。

2. 将 USB 存储器连到 MFP 的 USB 端口。

3. 触摸 [Driver Install] （驱动程序安装） -> [Install] （安装）。

4. 选择 [Loadable Driver] （可加载的驱动程序），然后触摸 [Start] （开始），即可安装数据。

5. 根据控制面板上出现的信息确认数据正常安装。

6. 触摸 [Reboot] （重新启动）。

7. 取出 USB 存储器。

< 卸载步骤 >

1. 触摸 [Driver Install] （驱动程序安装） -> [Uninstall] （卸载）。

2. 选择要卸载的驱动程序。

3. 触摸 [Start] （开始），即可卸载数据。

4. 根据控制面板上出现的信息确认数据正常卸载。

5. 触摸 [Reboot] （重新启动）。

10.32 应用更改设置
• 设置是否允许更改指定应用启动的设置。

• 如果设置了 “Permit （允许） ”，可配置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OpenAPI Setting] （OpenAPI 设置）的 [Specified 

Application Start Setting] （指定应用启动设置）。

10.33 自定义模式
• 注册或删除自定义模式。

• 通过允许 MFP 读取用于定义是否显示控制面板上的各种设置键的设置文件 （CPD 文件），自定义面板显示。

备注
• 在下列条件中，禁止安装自定义模式。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详细设

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准备设置文件 （CPD 文件）

• 制作设置文件 （CPD 文件）时，使用 “ 面板自定义工具 ”。

设置值 默认设置

ON （开） ○

OFF （关）

设置值 默认设置

Permit （允许） ○

Prohibit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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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自定义工具的操作环境

< 创建新设置文件 >

1. 启动 Panel Customization Tool （面板自定义工具）。

2. 在 [Name] （名称）中设置要自定义的名称。（1 ～ 24 个由单字节字母数字和符号组成的字符。不能使用逗号。）

3. 在 [Model] （型号）中选择一个型号。

4. 在 [Preset] （预设）中选择一个预设模式或销售地区。（以下功能列表中显示的功能数量按 Full （完整） > Standard （标准） > Basic （基本）

的顺序减少。）

5. 选择是否在 [Function]（功能）中显示（打钩）或隐藏（不打钩）项目。（同时在 Copy（复印）选项卡和 Scan/Fax（扫描 / 传真）选项卡中进

行此设置。）

6. 保存设置文件 （CPD 文件），单字节字母数字和符号使用 [Save as...] （另存为 ...）保存。

< 编辑现有的设置文件 >

1. 启动 Panel Customization Tool （面板自定义工具）。

2. 在 [Model] （型号）中选择一个型号。

3. 在 [File] （文件） -> [Open] （打开）中选择一个现有的设置文件 （CPD 文件）。

4. 选择是否在 [Function] （功能）中显示 （打钩）或隐藏 （不打钩）项目。

5. 保存设置文件 （CPD 文件），单字节字母数字和符号使用 [Save as...] （另存为 ...）保存。

导入设置文件 （CPD 文件）

1. 将设置文件 （CPD 文件）复制到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

2. 将 USB 存储器连到 MFP 的 USB 端口。

3. 触摸 [Custom Pattern] （自定义模式）。

4. 选择 [Custom Pattern 1] （自定义模式 1）、 [Custom Pattern 2] （自定义模式 2）或 [Custom Pattern 3] （自定义模式 3）。

5. 触摸 [Import] （导入）以选择要导入的数据。

6. 按 Start （开始）键导入数据。

7.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Custom Function Pattern Selection] （自定义功能模式选择）中选择注册的自

定义模式。

备注

• 若要删除已注册数据，从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 [Custom Function Pattern Selection]（自定义功能模

式选择）中选择目标自定义显示模式，然后触摸 [Delete] （删除） -> [Fix] （确定），并确认结果 “OK”。 

10.34 维修保养模式
• 设置或设置更改期间会取消管理员设置或维修模式的登录认证程序，从而缩短操作时间。

• 会启用以下功能。

• 跳过管理员密码 （无需输入密码）

• 跳过 CE 密码。（无需输入 CE 密码）

• 即使未设定软开关设置的开关编号 “72” 也可以显示导入 / 导出设置。

• 维修保养模式下，控制面板上行会显示一个进度条。

备注
• 若要启用维修保养模式，将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 -> [Maintenance Mode Access]
（维修保养模式访问）设置为 [Allow] （允许）。

< 退出维修保养模式 >

• 若要退出维修保养模式，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Maintenance Mode] （维修保养模式），然后触摸 [Invalid]

（无效），或者触摸控制面板上的箭头键，然后在确认屏幕上选择 [Yes] （是）。

项目 内容

PC 兼容 PC-AT 的机器

CPU 符合操作系统的要求

存储器 （RAM） 符合操作系统的要求

HDD 需要 100 MB 或以上可用空间

显示屏 1280 x 800 像素或以上， 24 位全彩

操作系统 •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1 或更高版本）

• 支持 Windows 的 32 位 （x86）和 64 位 （x64）版本。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Maintenance Mode （维修保养模

式）

设置是否启用或禁用维修保养模式。 Invalid （无效） ○

Effective （有

效）

Display language （显示语言） 选择在维修保养模式下要显示的语言。当选择 [Not Set] （未设置）时，所

显示语言的有效期会持续到机器进入维修保养模式后。

Not Set （未设

置）

○

Display language
（显示语言）

Job History Clear Upon Job 
Completion （作业完成后清除作业

历史记录）

设置是否擦除以往的作业历史记录和维修保养模式期间的作业历史记录。 Set （设置） ○

Unset （未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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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智能定影控制
• 指定是否应用低功耗定影控制。

10.36 清洁单元设置
• 设置选装的清洁单元时使用此功能。

10.37 认证功能启用

激活
• 用于在认证后激活高级功能。

< 手动输入功能代码的步骤 >

1. 触摸 [Activation] （激活）。

2. 确认选择了 [Function Code] （功能代码），然后按 [Function Code] （功能代码）。

3. 输入功能代码，然后触摸 [END] （结束）。

4. 确认屏幕上的说明，然后触摸 [Apply] （应用）。

< 通过 USB 设备导入功能代码的步骤 >

1. 连接包含要激活的功能代码的 USB 设备。

2. 触摸 [Activation] （激活）。

3. 确认选择了 [USB]。

备注 
• 仅当连接了包含要激活的功能代码的 USB 设备时会显示 [USB]。 

4. 确认屏幕上的说明，然后触摸 [Apply] （应用）。

列表
• 显示当前激活的功能的列表。

设置值 内容 默认设置

Permit （允许） 根据单页数据尽量降低目标温度，应用低功耗定影控制。这样便可控制功耗 （TEC 值）。 ○

Prohibit （禁止） 控制指定定影温度的调整。

设置值 默认设置

Installed （已安装）

Not Installed （未安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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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计数器

11.1 概述
• 计数器显示多个计数器的计数以便技术维修人员根据需要进行检查或设置。

< 通用步骤 >

1. 在屏幕上调出维修模式。

2. 触摸 [Counter] （计数器），显示计数器菜单。

3. 选择要显示的特定计数器。

4. 若要一次性清除一个组内或不同组的两个或多个计数器的统计数据，触摸 [Counter Reset] （计数器清零），选择要清除的特定计数器，然后触

摸 [END] （结束）。可选择两个或多个计数器。（但是，无法选择 [service call] （维修呼叫）、 [Service Total] （维修总计）、 [Jam] （卡纸）和 

[Detail code history] （详细代码历史）计数器。）

11.2 寿命
• 检查各个不同维修部件的使用小时数或次数。

• 清除各个计数器的计数。

• 执行定影单元和转印带单元中的 New Release （新发布）。

• 检查维修部件的使用次数。

• 更换各个维修部件时。
LifeCnt_C360i

<Count method of each life counter> （各寿命计数器的计数方式）

计数器项目 计数方式

定影单元加压次数 （总计） 统计加压次数。

定影单元行走时间 （加压） 统计加压时的总行走距离。

定影单元行走里程 （轻压） 统计轻度加压时的总行走距离。

定影单元行走时间 （加压） 统计加压时的总行走时间。

定影单元行走时间 （轻压） 统计轻度加压时的总行走时间。

定影单元边缘预定温度 统计定影单元边缘达到预定温度时的总打印时间。

定影单元边缘预定温度累积时间 （待机） 统计定影单元边缘达到预定温度时的总待机时间。

定影单元中心预定温度累积时间 （打印） 统计定影单元中心达到预定温度时的总打印时间。

定影单元中心预定温度累积时间 （待机） 统计定影单元中心达到预定温度时的总待机时间。

定影单元 大里程对应的 CD 宽度 统计每个纸张宽度的总进纸距离以及显示纸张宽度和 长总进纸距离。

定影单元每个 CD 宽度对应的 大里程 统计每个纸张宽度的总进纸距离以及显示 长总进纸距离。

定影单元页面计数 统计排出的页数。每隔 216 mm，纸张长度计数器增加 1 并显示总计数。针对长度小于 216 mm 的纸

张，计数器使用 216 mm 作为纸张长度。

转印带单元旋转时间 统计转印带单元的旋转小时数。

转印带单元页面计数 统计排出的页数。每隔 216 mm，纸张长度计数器增加 1 并显示总计数。针对长度小于 216 mm 的纸

张，计数器使用 216 mm 作为纸张长度。

转印辊单元 统计转印辊单元的旋转小时数。

碳粉过滤器 不使用

感光鼓组件 （C）旋转时间 统计 PC 感光鼓的旋转小时数。

感光鼓组件 （M）旋转时间

感光鼓组件 （Y）旋转时间

感光鼓组件 （K）旋转时间

显影单元 （C）打印计数 统计打印的页数。每隔 216 mm，纸张长度计数器增加 1 并显示总计数。针对长度小于 216 mm 的纸

张，计数器使用 216 mm 作为纸张长度。
显影单元 （M）打印计数

显影单元 （Y）打印计数

显影单元 （K）打印计数

TCR 新物品检测 （C） 统计碳粉盒的更换次数。

TCR 新物品检测 （M）

TCR 新物品检测 （Y）

TCR 新物品检测 （K）

第 1 进纸计数 纸盒 1 的进纸数量

第 2 进纸计数 纸盒 2 的进纸数量

第 3 进纸计数 纸盒 3 的进纸数量

第 4 进纸计数 纸盒 4 的进纸数量

手送纸盒进纸计数 手送纸盒的进纸数量

第 1 进纸重试计数 统计纸盒 1 进纸重试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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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器清零
• 若要清除计数器的计数，选择指定的零件，然后触摸 Clear （清除）。

• 定影单元、转印带单元、感光鼓单元、显影单元和 TCR 新物品检测的计数器的计数不能清除。

新发布
• 更换定影单元或转印带单元后，执行 New Release （新发布），清除器寿命计数器。

< 步骤 >

1. 触摸 [New Release] （新发布）。

2. 打开前门或下前门。

3. 选择进行新发布设置的单元。

4. 按 Start （开始）键，然后执行 New Release （新发布）。

新发布禁用模式
• 若要将临时用于故障排除的单元重新用作另一个机器的新单元，要提供 New Release Disable mode （新发布禁用模式）。

• 适用的单元为拥有新单元检测功能的单元。

• 感光鼓单元，显影单元

• 有关启用 New Release Disable （新发布禁用）模式的方法，请参见 “ 使用新发布禁用模式时的注意事项 ”。

11.3 维修呼叫
• 统计和显示各故障类型的故障检测次数。

• 适用此功能检查故障发生次数。

备注 
• 在维修呼叫计数器列表中， “Reboot （重启） ” 会显示发生终止代码 （C-FXXX）的次数。

11.4 部分维修呼叫
• 统计和显示某段时间 （即服务回访间隔）内各故障类型的故障检测次数。

• 使用此功能检查某段时间 （即服务回访间隔）内故障发生次数。

• 拜访客户 （即服务回访）时通过清除计数器，可检查自上次拜访以来的故障发生次数。若要重置此计数器，使用 [Counter Reset] （计数器清

零）。

备注 
• 在区域维修呼叫列表中， “Reboot （重启） ” 会显示发生终止代码 （C-FXXX）的次数。

11.5 警告
• 统计和显示各故障类型的故障代码检测次数。

• 清除计数值。

• 检查根据警告类型检测到的警告条件数量。

< 步骤 >

1. 若要清除计数器的计数，选择指定的零件，然后触摸 Clear （清除）。

2. 如果错误地清除计数器，则触摸 [Interrupt] （中断）将会撤销清除操作。

11.6 维修保养
• 设置任何特定零件的维护计数值。

• 更换任何特定零件时。

< 步骤 （维修保养 - 设置） >

1.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维修保养计数器值。

< 步骤 （维修保养 - 计数） >

1. 统计排出的页数。（单面：计 1 次，双面：计 2 次）

2. 触摸 Clear （清除）即可清除此计数。

11.7 维修总计
• 用于检查总打印页数，包括在维修模式下打印的页数。

• 总打印页数：用户模式和维修模式下打印的页数。

• 显示维修总计数器的计数值。

• 显示各纸张尺寸的维修总计数器的计数值。

第 2 进纸重试计数 统计纸盒 2 进纸重试的频率。

第 3 进纸重试计数 统计纸盒 3 进纸重试的频率。

第 4 进纸重试计数 统计纸盒 4 进纸重试的频率。

手送纸盒进纸重试计数 统计手送纸盒的进纸重试的频率。

LCT 进纸重试计数 统计 LCT （大容量单元）的进纸重试的频率。

LCT 零件 从 LCT （大容量单元）送入的纸张张数。

LCT （内置）零件 从内置 LCC （大容量进纸柜）送入的纸张张数。

ADF 进纸 通过 DF 的搓纸部分送入的原稿数量

扫描计数 （原稿台） 统计通过原稿台的读取次数。

ADF 反转 通过 DF 的翻转单元送入的原稿数量 （仅针对反转自动输稿器）

计数器项目 计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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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各模式的计数器
• 显示以下特定模式下的打印页数；复印、打印机、扫描器和传真。也显示使用指定模式的计数值。

11.9 维修呼叫历史 （数据）
• 按时间顺序显示故障历史。

• 显示 近的 50 条故障代码。

11.10 ADF 纸张页数
• 显示装入自动输稿器的页数和混合原稿数量。

11.11 卡纸记录
• 按时间顺序显示卡纸记录。

备注 
• 卡纸记录屏幕上显示的 [Code] （代码）表示卡纸代码。有关卡纸代码的详情，请参见 “ 卡纸代码列表 ”。

11.12 传真连接错误
• 显示传真传输错误发生次数。

11.13 ADF 扫描台污染计数器
• 显示在预检测时在 DF 原稿台 （正面） /CIS 稿台 （背面）上检测到的污染平均数。

• 仅当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时 CIS 稿台 （背面）的分割线检测才可用。

• 若要清除每个计数器值，选择要清除的项目，然后触摸 Clear （清除）。

11.14 零件计数器 （固定）
• 当安装了选购的排纸处理器时，零件计数器屏幕会显示相关的零件及其计数。

• 当更换相关的零件时，必须重置其计数器，以更新维修记录。

备注
• 仅当安装了选购的排纸处理器时会显示。
< 步骤 >

1. 查看零件计数器或显示计数器将被重置的相关零件。

2. 查看零件计数。若要重置计数值，触摸计数器将被重置的零件对应的按键。触摸 Clear （清除）键即可。

显示项目

总计 维修总计、维修总计 （双面）

纸张尺寸 1 SRA3、 A3、 A4、 A4S、 A5、 A6、 B4、 B5、 B5S、 B6、明信片、 12×18、 11×17、 81/2×14、 81/2×11、 81/2×11S、

71/4×101/2、 51/2×81/2、 4×6、 Foolscap

纸张尺寸 2 8K、 16K、横幅纸、其他

项目 内容

复印 / 打印 / 扫描器计数器 显示复印、打印机和扫描模式下的各个计数。

传真相关计数器 显示传真模式下的各个计数。

排纸处理选购件计数器 显示排纸处理选购件的各个计数。

稳定计数器 显示图像稳定影响因素的各个计数。此计数器可帮助理解导致图像稳定的因素和改善图像稳定控制的
方法。

P/J 计数器 使用计数值 1P/J、 2P/J、 ...、 10P/J、 11P/J 等对主机所处理各作业的作业模式进行分类和标记。

此计数器用于帮助理解机器在此领域的使用方法。

计数器项目 内容

预检测尺寸 （正面） 将显示按预检测执行次数 （平均检测行数）划分的检测到的小尺寸污染。

预检测小尺寸 （背面） 将显示按预检测执行次数 （平均检测行数）划分的检测到的小尺寸污染。

清洁刷旋转计数 （正面） 清洁刷每转一圈计 1 次，显示总旋转计数。

清洁刷旋转计数 （背面） 清洁刷每转一圈计 1 次，显示总旋转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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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1 要计数的固定零件
PartsTbl_C360i

11.15 卡纸
• 统计和显示各卡纸位置的卡纸检测次数。

11.16 部分卡纸
• 统计和显示某段时间 （即服务回访间隔）内各卡纸位置的卡纸检测次数。

• 使用此功能检查某段时间 （即服务回访间隔）内卡纸发生次数。

• 拜访用户 （即服务回访）现场时通过清除卡纸计数器，可检查自上次拜访以来的卡纸发生次数。

若要重置此计数器，使用 [Counter Reset] （计数器清零）。

11.17 瞬时电源故障
• 在时间轴上显示本机运行期间发生的 近 10 个电源关闭事件。

• 若要重置此计数器，使用 [Counter Reset] （计数器清零）。

11.18 详细代码历史记录
• 按 “ 时间序列顺序 ”、 “ 每月发生 ” 或 “ 详细代码区分器 ” 显示故障代码 FA14 （线程软错误）和 E301 多 250 个的详细代码。

11.19 可恢复错误计数器
• 统计检测到的网络错误和可通过网络的某个功能按照各个根本原因恢复的错误。

• 重置计数器。

备注
• 仅触摸 [Counter Reset] （计数器重置）时显示此功能。

• 检查此功能的详细代码，具体如下。
• 使用 Machine Management List（机器管理列表）进行检查，该列表通过设置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List Output]（列表输出） -> 

[USB save] （USB 保存）输出。

• 使用 CSRS 检查网络错误的计数。

编号 CSRC 参
数

零件名称 零件编号 限制值 计数条件 FS-536/FS-
536SD

FS-533

001 22 FNS 双订装订器 A3EP5601 300,000 在单订和双订模式下，每排出 1 页计 1 
次。

○ -

002 23 FNS 中央装订和折叠

装订器

A3ER9293 200,000 在单订和双订模式下，每排出 1 页计 1 
次。

○ -

003 3A 堆叠器附件板移动马
达

56AA8002 3,000,000 - - -

004 26 FNS 第 1 中间折叠刀

马达

A3ERPP4S 2,000,000 在对折、鞍式装订和三折模式下，每排
出一页计 1 次

○ -

005 56 FNS 第 2 中间折叠刀

马达

A3ERPP5R 2,000,000 在三折模式下，每排出一页计 1 次 ○ -

006 34 FNS 输出辊 /A 122H4825 300,000 - - -

007 57 FNS FD 对齐辊 A2YUPPG0/4 1,000,000 每 1 堆计 1 - ○

008 29 PI 进纸离合器 （上） 13QN8201 1,000,000 - - -

009 2A PI 发送辊对 /A （上） 50BAR7010 200,000 - - -

010 2B PI 发送辊对 /B （上） 13QNR7050 100,000 - - -

011 2C PI 反转橡皮对 （上） 13QNR7040 100,000 - - -

012 2D PI 转矩限制器 （上） 13QN4073 600,000 - - -

013 3C PI 纸盘升降马达 （上

升）

12GQ8002 1,000,000 - - -

014 2E PI 进纸离合器 （下） 13QN8201 1,000,000 - - -

015 2F PI 发送辊对 /A （下） 50BAR7010 200,000 - - -

016 30 PI 发送辊对 /B （下） 13QNR7050 100,000 - - -

017 31 PI 反转橡皮对 （下） 13QNR7040 100,000 - - -

018 32 PI 转矩限制器 （下） 13QN4073 600,000 - - -

019 3D PI 纸盘升降马达 （下

降）

12GQ8002 1,000,000 - - -

020 33 PI 对位 13QN8201 1,000,000 - - -

021 3B 打孔驱动马达 A4JUM101 1,000,000 - - -

022 37 PK 计数器 - - - - -

023 38 打孔纸屑传输马达对 12GQ-417 1,000,000 - - -

024 39 打孔离合器 13NKK001 1,0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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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列表输出

12.1 单个列表打印输出
• 在纸张上输出所选列表数据。

• 可以选择多个列表。但一次只能选择同一屏幕上显示的项目。

• 设置结束或发生故障时使用。

• 也会打印输出时间、星期几和日期。
List_with FAX

注意事项

• 执行机器管理列表输出时，将输出详细代码记录列表。此 [Detail code] （详细代码）用于分析 C-FA14 错误或 C-E301 错误的原因。向 KM 咨询

问题时，请同时提供此 “ 详细代码记录列表 ”。 

< 步骤 >

1. 往纸张来源中装入 A4S/A4 或 8 1/2 x 11S/8 1/2 x 11 普通纸。

2. 选择要输出的列表项目。

3. 选择 [1-Sided] （单面）或 [2-Sided] （双面）。

4. 按 Start （开始）键，使机器生成此列表。

备注
• 如果未选择任何项目， Start （开始）键没有响应。

12.2 批量列表 CSV 输出
• 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才会显示此设置。

•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下选择 [Detail Settings] （详

细设置）。

• 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USB 连接权限设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下选择 [ON] （开）。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FF （关） ”。

• 将各种列表数据全部以 CSV 格式的方式保存在 USB 存储器设备。

• 各个列表数据都有符合以下文件命名规则的文件名。

• [ 每个列表对应的 2 位数据符号 （见下表） +[_ （下划线） ]+[13 位序列号 ]+[6 位日期 （年月日） ]+[2 位小时 ]+[2 位分钟 ].csv

• 与输出到纸上不同，将各种列表数据输出到 USB 存储器设备可保存时间、纸张和碳粉。通过利用这些输出数据，方便从统计角度分析机器。

所有列表数据的列表

列表项目 内容

机器管理列表 输出设置值、调整值、总计数器值和其他信息的列表。
输出软开关设置的列表。

调整列表 输出在维修模式下进行机器调整、处理调整等的调整列表。

参数列表 输出非易失性参数列表。

维修参数 输出传真维修模式设置值列表。

协议追踪 上一次 输出之前执行通信的传真协议。

错误 输出 后一次错误通信的传真步骤。

传真设置列表 输出传真用户设置值列表。（项目因机型而异。）

传真分析列表 输出以下列表。
• 参数列表

• 机器管理列表

• 协议追踪列表 （错误）

• 传真设置列表

• 活动报告

• 维修参数列表

目标列表 数据符号

机器管理列表 S1

调整列表 S2

参数列表 S3

维修参数 S4

协议追踪列表 S5

传真设置列表 S6

管理列表 A1

纸张尺寸 / 类型计数器 A2

网络设置列表 A3

配置页 U1

PCL 字体列表 U2

PS 字体列表 U3

计数器计数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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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

1. 将 USB 存储器设备插入 USB 端口 （对于用户）。

2. 触摸 Batch List CSV Output （批量列表 CSV 输出）中显示的 [USB Save] （USB 保存）。

3. 按 Start （开始）键，将列表数据传输到 USB 存储器设备。

4. 确认数据保存的结果显示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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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状态确认

13.1 传感器检查
• 显示机器保持静止时传感器和开关输入端口的状态。

• 用于发生故障或卡纸时进行故障排除。

• 可以实时地检查各开关和传感器的运行情况。

• 即使门是打开的，只要 5V 电源线保持连接就可以检查。

备注

• 根据 MFP 中安装的选购件，显示的传感器检查屏幕或会有所不同。

< 步骤 >

1. 选择包含目标电气零件的传感器检查屏幕。

2. 更改电气零件的状态。

3. 查看传感器检查屏幕。

13.1.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传感器监视器 1

面板显示 零件 / 信号名称 符号 操作特征 / 面板显示

1 0

进纸盒 1 纸盒 1 设置传感器 - - 设置 不在位

缺纸 纸盒 1 缺纸传感器 PS24 无纸 有纸

纸将尽 纸盒 1 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1 将尽 非将尽

进纸 纸盒 1 进纸传感器 PS23 有纸 无纸

提升上限 纸盒 1 上限传感器 PS25 在上升位置 不在上升位置

进纸盒 2 纸盒 2 设置传感器 - - 设置 不在位

缺纸 纸盒 2 缺纸传感器 PS21 无纸 有纸

纸将尽 纸盒 2 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2 将尽 非将尽

垂直传送 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 有纸 无纸

进纸 纸盒 2 进纸传感器 PS20 有纸 无纸

提升上限 纸盒 2 上限传感器 PS22 在上升位置 不在上升位置

进纸盒 3 纸盒 3 设置传感器 - - 设置 不在位

缺纸 纸盒 3 缺纸传感器 PS114 无纸 有纸

纸将尽 纸盒 3 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15 将尽 非将尽

垂直传送 纸盒 3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13 有纸 无纸

进纸 纸盒 3 进纸传感器 PS112 有纸 无纸

提升上限 纸盒 3 上限传感器 PS116 在上升位置 不在上升位置

进纸盒 4 纸盒 4 设置传感器 - - 设置 不在位

缺纸 纸盒 4 缺纸传感器 PS124 无纸 有纸

纸将尽 纸盒 4 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25 将尽 非将尽

垂直传送 纸盒 4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23 有纸 无纸

进纸 纸盒 4 进纸传感器 PS122 有纸 无纸

提升上限 纸盒 4 上限传感器 PS126 在上升位置 不在上升位置

纸盒 3/4 中间辊前传感器 中间辊前传感器

水平传送传感器 水平传送传感器

手册 手送纸盒长度传感器 1 手送纸盒 FD 纸张尺寸传感器 /1 PS28 有纸 无纸

手送纸盒长度传感器 2 手送纸盒 FD 纸张尺寸传感器 /2 PS29 有纸 无纸

上推位置 手送纸盒提升位置传感器 PS26 进纸位置 待机位置

缺纸 手送纸盒缺纸传感器 PS27 无纸 有纸

纸张通道传送 对位辊前传感器 对位传感器 PS1 有纸 无纸

出纸 出纸传感器 PS3 有纸 无纸

定影波幅检测 定影波幅传感器 PS2 波幅存在 波幅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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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监视器 2

传感器监视器 3

传感器监视器 4

面板显示 零件 / 信号名称 符号 操作特征 / 面板显示

1 0

LCT LCT 检测 LCT 识别信号 - 设置 未设置

纸盒设置传感器 LU 设置传感器 PS1 设置 不在位

上限传感器 LU 上限传感器 PS2 在上升位置 （被阻断） 不在上升位置 （解除
阻断）

进纸 LU 进纸传感器 PS3 有纸 无纸

缺纸 LU 缺纸传感器 PS4 无纸 有纸

纸张将尽 1 LU 纸张将尽传感器 /1 PS5 将尽 解除阻断

纸张将尽 2 LU 纸张将尽传感器 /2 PS6 将尽 解除阻断

上门 LU 门开关 MS1 关闭 打开

LCT （内置） 提升限制 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PS136 在上升位置 不在上升位置

提升下限 / 停止移位纸盘 移位器定制 / 下限位置传感器 PS138 在下限位置 不在下限位置

移位纸盘原位 移位器原位传感器 PS139 在原位 不在原位

进纸 进纸传感器 PS132 有纸 无纸

垂直传送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33 有纸 无纸

缺纸 主纸盘上部缺纸传感器 PS137 已空 有纸

主纸盘缺纸 主纸盘缺纸传感器 PS134 已空 有纸

纸将尽 主纸盘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35 将尽 非将尽

分隔板位置 分隔板传感器 PS142 设置 未设置

碳粉盒打开 碳粉盒到位传感器 PS143 打开 关闭

移位纸盘缺纸 副纸盘缺纸传感器 PS140 已空 有纸

LCT 纸张水平检测 副纸盘纸张剩余量传感器 PS141 有纸 无纸

面板显示 零件 / 信号名称 符号 操作特征 / 面板显示

1 0

双面器 纸张通道 1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1 PS40 有纸 无纸

纸张通道 2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2 PS41 有纸 无纸

转印带 收回 第 1 转印压力传感器 PS39 未释放 释放

废碳粉 废粉盒设置 废粉盒到位传感器 PS100 设置 不在位

废碳粉已满 废碳粉已满传感器 PS101 被阻断 解除阻断

面板显示 零件 / 信号名称 符号 操作特征 / 面板显示

1 0

扫描器 原位传感器 扫描器原位传感器 PS201 在原位 不在原位

原位传感器对面板 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PS13/
PS12

在原位 不在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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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JS-506
• 安装了 JS-506 时会显示。

排纸处理器 1

13.1.3 FS-533
• 安装了 FS-533 时会显示。

排纸处理器 1

原稿检测传感器 原稿盖板 原稿盖板传感器 RS201 关闭 打开

20 度 角度传感器 PS202 小于 14.5 度 14.5 度或以上

原稿尺寸检测 1 原稿尺寸传感器 /1 PS204 已装入原稿
未安装

未装入原稿

原稿尺寸检测 2 原稿尺寸传感器 /2 PS205 已装入原稿
未安装

未装入原稿

原稿尺寸检测 3 不使用 - - -

原稿尺寸检测 4 不使用 - - -

原稿尺寸检测 5 不使用 - - -

原稿尺寸检测 6 不使用 - - -

原稿尺寸检测 7 不使用 - - -

原稿尺寸检测 8 不使用 - - -

面板显示 零件 / 信号名称 符号 操作特征 / 面板显示

1 0

排纸处理器 1 纸盒 1 满传感器 出纸盘 1 满传感器 PS2 已满 未满

原位 （移位） 纸盒移位原位传感器 PS1 在原位 不在原位

面板显示 零件 / 信号名称 符号 操作特征 / 面板显示

1 0

排纸处理器 1 纸张通道 进纸传感器 PS101 有纸 无纸

对齐 HP 传感器 （前） 对齐板原位传感器 / 前 PS108 在原位 不在原位

对齐 HP 传感器 （后） 对齐板原位传感器 / 后 PS109 在原位 不在原位

装订器原位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PS110 在原位 不在原位

自启 自启传感器 PS112 订书钉存在 订书钉不存在

缺钉 缺钉传感器 PS113 订书钉不存在 订书钉存在

订书钉滑动 HP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PS111 在原位 不在原位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PS102 有纸 无纸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2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2 PS104 被阻断 解除阻断

纸盒下限传感器 出纸盘原位传感器 PS107 在下限位置 不在下限位置

输出辊隔离位置检测 拾纸辊位置传感器 PS105 在原位 不在原位

FNS 隔离开关 排纸处理器锁定开关 SW1 打开 关闭

打孔编码器信号 打孔马达传感器 PS202 被阻断 解除阻断

打孔位置 打孔器原位传感器 PS204 在原位 不在原位

打孔位置检测 打孔器驱动凸轮传感器 PS203 在原位 不在原位

打孔纸屑检测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PS205 开 关

打孔目的地 DipSW2 - - 开 关

打孔目的地 DipSW1 - - 开 关

打孔单元连接检测 - - 连接 未连接

纸张重量杆检测 纸张重量杆传感器 PS103 被阻断 解除阻断

打孔痕迹检测 进纸传感器 PS201 有纸 无纸

面板显示 零件 / 信号名称 符号 操作特征 / 面板显示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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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FS-536/FS-536SD
• 安装了 FS-536/FS-536SD 时会显示。

排纸处理器 1

排纸处理器 2

面板显示 零件 / 信号名称 符号 操作特征 / 面板显示

1 0

排纸处理器 1 辊套管压力隔离传感器 接收辊收缩传感器 PS11 未释放 释放

纸张传输控制 纸张传输控制传感器 PS28 在原位 不在原位

转移器原位传感器 更换折叠纸张输出传感器 PS30 在原位 不在原位

纸夹位置检测 纸夹位置检测传感器 PS19 不在原位 在原位

纸夹原位检测 纸夹原位传感器 PS18 在原位 不在原位

尾缘止动器位置检测 预排纸离开传感器 PS22 不在原位 在原位

尾缘止动器原位 预排纸原位传感器 PS21 在原位 不在原位

上叶片原位检测 上叶片原位检测传感器 PS14 在原位 不在原位

FNS 入口 FNS 入口传感器 PS4 有纸 无纸

主纸盘输出 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外 / 内） PS6/PS7 有纸 无纸

鞍式输出 鞍式出纸传感器 PS5 有纸 无纸

副纸盘输出 副纸盘出纸传感器 PS8 有纸 无纸

打孔纸屑满检测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PS4/PS5 已满 未满

打孔原位 打孔原位传感器 PS1 在原位 不在原位

打孔位置 打孔位置传感器 PS2 在原位 不在原位

RU 盖板打开 / 关闭检测 RU 盖板打开 / 关闭检测传感器 PS3 打开 关闭

RU 入口 RU 入口传感器 PS2 有纸 无纸

装订器原位 （背面）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 后 PS23 在原位 不在原位

装订器位置检测 （中心） 装订器位置传感器 / 中心 PS24 检测到 未检测到

装订头原位 - - 在原位 不在原位

装订头低下 缺钉检测传感器 - 订书钉存在 订书钉不存在

装订头就绪 - - 订书钉可用 订书钉不可用

面板显示 零件 / 信号名称 符号 操作特征 / 面板显示

1 0

排纸处理器 2 对齐板前原位 对齐板 / 前原位传感器 PS12 在原位 不在原位

对齐板后原位 对齐板 / 后原位传感器 PS13 在原位 不在原位

主纸盘横梁 - - 被阻断 解除阻断

主纸盘满检测 主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PS29 已满 未满

主纸盘表面检测 / 前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 / 前 PS27 上限位置 非上限位置

主纸盘表面检测 / 后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 / 后 PS26 上限位置 非上限位置

副纸盘满检测 副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外 / 内） PS9/PS10 已满 未满

上盖板打开 / 关闭检测 上盖板门开 / 关检测传感器 PS32 打开 关闭

前门打开 前门打开检测开关 SW1 打开 关闭

主纸盘上限检测 主纸盘上限位置检测开关 SW2 上限位置 非上限位置

尾缘止动器原位 止动器原位传感器 PS6 在原位 不在原位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传感器 （内 /
外）

PS13/
PS14

有纸 无纸

装订堆叠器纸张检测 装订堆叠器纸张检测传感器 PS31 有纸 无纸

装订器 div1 传感器 宽扁限制传感器 PS36 侧装订位置 侧装订位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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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纸处理器 3

排纸处理器 4

面板显示 零件 / 信号名称 符号 操作特征 / 面板显示

1 0

排纸处理器 3 止动器原位 尾缘止动器原位传感器 PS20 在原位 不在原位

中央装订 / 折叠原位 - - 在原位 不在原位

缺钉检测 （背面） 装订开关 - 订书钉存在 订书钉不存在

缺钉检测 （前面） 装订开关 - 订书钉存在 订书钉不存在

中心折叠刀原位 中心折叠刀原位传感器 PS8 在原位 不在原位

导板原位 导板原位传感器 PS7 在原位 不在原位

更换折叠纸张输出 三折门原位传感器 PS11 在原位 不在原位

调整原位 对齐原位传感器 PS4 在原位 不在原位

叶片原位 叶片原位传感器 PS5 在原位 不在原位

鞍式入口 SD 入口传感器 PS1 有纸 无纸

中央装订 / 折叠堆叠器纸张检

测

中央装订 / 折叠堆叠器纸张检测传

感器

PS3 有纸 无纸

折叠输出 折叠出纸传感器 PS12 有纸 无纸

卷曲盖检测 卷曲盖检测传感器 PS2 不在原位 在原位

面板显示 零件 / 信号名称 符号 操作特征 / 面板显示

1 0

RU 水平传送打开 RU 盖板打开 / 关闭检测传感器 PS3 打开 关闭

通道 RU 入口传感器 PS2 有纸 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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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表号

Vdc-C/Vg-C
• 检测到 IDC 时，对于普通纸、厚纸和黑色，机器会单独显示每个 Vg 或 Vdc 输出值，该输出值基于在转印带上创建的测试样张的浓度 （转印带

上粘附的碳粉量）计算得出。

• 用于图像问题的故障排除。

• 如果此值偏高：在 IDC 检测中，图像密度判定为低，因此，要调高 Vg/Vdc 值。

• 如果此值偏低：在 IDC 检测中，图像密度判定为高，因此，要调低 Vg/Vdc 值。
ItmTbl_C360i

LD Light Value （LD 光值）

• 显示形成打印图像期间碳粉的 LD 光值。

Charging AC Output Value 1 （充电 AC 输出值 1）
• 显示打印图像形成期间应用到碳粉的充电辊的 AC 电压值。

Charging AC Output Value 2 （充电 AC 输出值 2）
• 显示打印图像形成期间应用到碳粉的充电辊的电流。

13.3 电平历史 1
• 显示 TCR （T/C 比率）、 IDC/ 对位传感器输出值和定影温度。

• 用于图像问题的故障排除。
ItmTbl_C360i

• *：“ 后一个读数 ” 意指

• 近一个图像的碳粉的浓度。

• 显示电平历史 1 时按下 Start （开始）键生成的测试样张。

13.4 电平历史 2
• 通过图像稳定序列和 ATVC 值调整的 IDC 传感器 （转印带裸露表面水准）。

• 用于图像问题的故障排除。
ItmTbl_C360i

13.5 温度 / 湿度 / 气压
• 显示机器的温度、湿度和气压。

• 发生故障时用作参考。

13.6 CCD 检查

CCDcheck• 显示 R、 G 和 B 的 CCD 夹具 / 增益的 D/A 值。
CISinfor• 显示 CIS 夹具 / 增益的 D/A 值。（仅当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时）

• 用于 CCD 传感器 /CIS 的故障排除。

显示项目 参考值

Vdc 300 V 左右至 400 V。

Vg 450 V 左右至 550 V。

显示项目 内容

TCR-C/-M/-Y/-K 显示 后一个 T/C 输出读数。（*）

IDC1/IDC2 显示 新的 IDC 数据。

中间加热温度 不使用

介质加热温度 显示 新检测到的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央的温度。

加热边缘温度 显示 新检测到的加热辊热敏电阻 / 边缘的温度。

主加热温度 显示 新检测到的加热辊温度传感器的温度。

显示项目 内容

IDC 传感器调整 1/2 显示 IDC 传感器的强度调整值 （0 ～ 255）。

正常值为 35 ～ 110，但是值会随着机器使用时间的延长而增长。

ATVC -C/-M/-Y/-K 显示 接近输出值的第一个图像转印。（5 至 40 μA）

ATVC-2nd 显示 接近输出值的第二个图像转印。（300 ～ 4,800 V）

显示项目 内容

内部温度 0 ～ 80°C，增量 1 °C

湿度 10 ～ 90%，增量 1%

绝对湿度 0 ～ 255，增量 1

纸张温度 0 ～ 100 °C，增量 1 °C

气压 0 ～ 1100，增量 1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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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 检查

• 夹具：0 （保持静止）

• 增益：输出值的 大值和 小值应在下述范围内。

CIScheck

CIS 检查

• 仅当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时会显示。

• 夹具：-36 ～ +36 （正常）、 37 （异常） * 显示控制 CIS 黑色等级的 大值。

• 增益：70 ～ 255 * 显示数据本身

13.7 存储器调整

13.7.1 存储器检查
• 如果复印图像出现问题。

• 通过读写检查，检查写入数据与从存储器读取的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

• 以下给出了与执行检查的各个存储器对应的存储器名称。
MemoryTbl_C360i

粗略检查
• 检查每个存储器，检查在极其有限的空间中是否正确读写图像数据。

• 为所有存储器执行此序列。

典型粗略检查结果显示：所有存储器检查均 OK 时的典型显示

< 粗略检查步骤 >

1. 触摸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备注
• 可通过按下 Stop （停止）键中断粗略检查步骤。

3. 检查序列的进度以百分比显示。（基于所有检查项目进行计算得出）

4. 所有存储器的粗略检查完成后，诊断自动结束，并在屏幕上显示结果。（OK/NG）

< 详细检查 >
• 对每个存储器的所有区域进行反复的读写检查。

备注
• 对于写入检查，要特定一个特定的写入值，然后将该特定值写入存储器的所有区域，之后读取此写入数据。为所有存储器执行此序列。（构

成检查序列的一个循环）
• 当完成一个循环的检查序列后，写入值会自动更改，然后执行新的检查循环。对于每一序列，写入值都会变化，然后重复此序列。
• 和粗略检查不同，详细检查不会自动终止。检查循环重复进行，直到按下 Stop （停止）键。

• 按下 Stop （停止）键即可终止详细检查。

< 详细检查步骤 >

1. 触摸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Detail] （详细）。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详细检查步骤。

可接受的增益范围 小值 大值

R 20 238

G 10 222

B 70 247

存储器区域 对应的存储器

WORK0 （主存储器 
ch.A）

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B

WORK0 （主存储器 
ch.B）

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B

FILE0 （A800 存储器 
ch.A）

A800 板 （MEMB）图像存储器 ChA

FILE0 （A800 存储器 
ch.B）

A800 板 （MEMB）图像存储器 C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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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序列的进度以百分比显示。（基于所有检查项目进行计算得出）

备注

• 检查进度状态显示为 100% 时说明完成一个检查序列循环。

• 一旦新检查序列开始，检查进度状态显示会自动重置为 0% 并重新开始。

4. 检查进度状态显示为 100% 时，说明第一个检查循环完成。

• 结果会显示在画面上。（如果未出现 NG 字样，则说明此序列检查 OK。）

备注
• 如果检测到读 / 写错误，存储器显示旁会显示 NG，且此检查序列自动终止。

5. 可随时按 Stop （停止）键终止详细检查步骤。

如果结果为 NG：
NGRemoveTbl_C360i

13.7.2 压缩 / 解压检查
• 检查是否合理执行压缩和解压。

• 如果复印图像出现问题。

< 步骤 >

1. 触摸 [Compress/Decompression Check] （压缩 / 解压检查）。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将显示检查结果。

13.7.3 JPEG 检查
JpegChk_Not used• 不使用 

13.7.4 存储器总线检查
• 检查图像数据是否正确从扫描器传输到存储器，以及从存储器传输到打印机。

• 扫描器与存储器之间的总线检查分为两个步骤：扫描器内部检查步骤 （内部处理）和扫描器与存储器之间的检查步骤。如果其中一个步骤为 

NG，则分别会显示 NG1 或 NG2。

• 如果复印图像出现问题。

< 步骤 >

1. 按 [Memory Bus Check] （存储器总线检查）。

2. 选择 [Scanner -> Memory] （扫描器 -> 存储器）、 [Memory -> PRT] （存储器 -> 打印机），或二者。

3.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4. 将显示检查结果。

13.7.5 DSC 总线检查
• 安装了可选购的安全组件时检测 DSC 板与扫描器部分之间的连接。

• 检查发现错误时，根据板上发现缺陷的位置，会显示 NG1 或 NG2。

< 步骤 >

1. 触摸 [DSC Bus Check] （DSC 总线检查）。

2. 选择 “Front Side （正面） ”、 “Back Side （反面） ” 或者二者，然后触摸 [Scanner -> DSC] （扫描器 -> DSC）。 

备注
• 只能在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时执行反面的 DSC 总线检查。

3.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4. 将显示检查结果。

13.7.6 存储器读写检查
• 检查 MFP 存储器是否合理连接，以及是否正确执行存储器的读写操作。

< 步骤 >

1. 触摸 [Storage R/W Check] （存储器读写检查）。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将显示检查结果。

13.7.7 格式化
• 清除 MFP 存储器中的数据。

备注

• 存储在固件空间和备份空间中的数据不会被清除。
• 设置 HDD 加密密钥后，由于 HDD 格式化将会删除短片数据、语音数据、OCR 字典数据、PDF/A 字体、OCR 字体和 Unicode 字体等，所以应

根据需要重新安装。

物理格式化
1. 触摸 [Format] （格式化） -> [Physical Format] （物理格式化）。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格式化序列。

3. 此序列完成后会自动终止。

4. 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NG 存储器区域 解决方案

WORK0 （主存储器 ch.A） 检查 CPU 板的连接，或更换新的。

WORK0 （主存储器 ch.B） 检查 CPU 板的连接，或更换新的。

FILE0 （A800 存储器 ch.A） 检查 A800 板的连接，或更换新的。

FILE0 （A800 存储器 ch.B） 检查 A800 板的连接，或更换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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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终止物理格式化后，启动逻辑格式化的序列。

逻辑格式化
1. 触摸 [Format] （格式化） -> [Logical Format] （逻辑格式化）。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格式化序列。

3. 此序列完成后会自动终止。

4. 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13.8 存储器状态
• 显示存储器和 MFP 存储器的状态和容量。

13.9 颜色对位
• 检查是否有色差。

• 对于 C、 M 和 Y 中的每一个，会显示两个位置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上的色差量 （在 X 和 Y 方向上）。 

• C、 M 和 Y 的各个色差基于 K 并且会显示其色差量。（显示单位：点）

• 色差修正或者色差调整完成后会更新此数据。
SkewAdj_Display• 显示歪斜调整结果。

• 有关歪斜调整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I.5.8.Print Head Skew Adj. （打印头歪斜调整） ”。

13.10 负荷检查
• 通过单独激活与设备相关的负荷，检查各个设备 （电组件）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 故障排除时识别故障。

备注
在负荷检查模式下，注意以下几点。
• 未检测到故障，且未统计耗材寿命和相关项目。

• 不得同时检查两个或两个以上设备 （马达、离合器、电磁阀和风扇）。
• 无法检测各类单元和废粉盒是否合理安装。因此，检查期间应确保所述单元已正确安装或有待正确安装。
< 步骤 >

1. 打开前门、下前门或右门。

2. 触摸 [Start Load Check] （开始负荷检查）。

3. 关闭步骤 1 打开的门。

4. 参考负荷检查列表，输入一个检查代码。

5. 参考负荷检查列表，输入一个多重代码。

6. 按 Start （开始）键。

• 按 Start （开始）键时会激活指定的负荷。 Start （开始）键橙色指示灯闪烁。

7. 检查负荷操作和信号的输出。

8. 按 Stop （停止）键停止检查操作，并检查结果。

备注

• 根据所激活的负荷的类型，经过规定的时间后或者过渡到指定的状态后，相应的设备会自动停止工作。
• 显示 “NG” 时，检查接线和接头。

9. 若要检查另一个负荷或信号输出，重复步骤 4 ～ 8。

10. 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备注
• 若要从负荷检查模式退出，务必先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显示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Load Check] （负荷检查）时， MFP 进入负荷检查模式。不管是否

确实执行负荷检查，都必须先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才能退出负荷检查模式。

13.10.1 负荷检查列表
ChkList_C360i

检查代码 多重代码 符号 负荷名称 操作概述 备注

8 1 EL/Y、 EL/
M、 EL/C

擦除 LED/Y,M,C 输出擦除 LED。

< 开始时 >
1. 打开擦除 LED/Y, M, C 远程控制。

2. 打开擦除 LED/K 低光强度远程控制。

3. 打开擦除 LED/K。

< 停止时 >
1. 关闭擦除 LED/Y, M, C 远程控制。

2. 关闭擦除 LED/K 低光强度远程控制。

3. 关闭擦除 LED/K。

-

2 EL/K 消电 LED /K -

20 1 CL3 纸盒 1 进纸离合器 驱动指定的离合器。 -

2 CL1 纸盒 2 进纸离合器 -

3 CL7 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 -

4 CL10 进纸辊快速离合器 -

21 1 CL2 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 驱动指定的离合器。 -

2 CL4 对位离合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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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 - 手送纸盒提升板升降马达 / 下 驱动传送马达以指定方向运转。 当检测到上限传感器
或下限时，马达停
止。

3 SD1 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 打开电磁铁。 预定时间过后电磁铁
将停止。

4 M12 纸盒 1 提升马达 开始提升操作。 当检测到上限传感器
或下限时，马达停
止。

5 M13 纸盒 2 提升马达

6 M113 纸盒 3 提升马达 • 仅当已安装 PC-116 

或 PC-216 时。

• 当检测到上限传感

器或下限时，马达

停止。

7 M123 纸盒 4 提升马达

8 M1 LU 提升马达 • 仅当已安装 LU-302 

时。

• 当检测到上限传感

器或下限时，马达

停止。

9 M134 LCT 升降马达上移 开始上升操作。 • 仅当已安装 PC-416 

时。

• 当检测到上限传感

器或下限时，马达

停止。

10 LCT 升降马达下移 开始下降操作。

11 M133 移位器马达移到原位位置 开始移位操作。 仅当已安装 PC-416 
时。12 移位器马达移位操作

24 1 - 第 1 转印辊 （Y,M,C）所有压力 开始第 1 转印辊的加压 / 释压操作。

备注
执行加压 / 释压操作后务必执行释压操作。 *1

-

2 - 第 1 转印辊释压 （K 压力）

102 - 第 1 转印辊（Y,M,C）所有压力低

速

103 - 第 1 转印辊（Y,M,C）所有压力

低速

106 - 第 1 转印辊释压 （K 压力）低速

107 - 第 1 转印辊释压 （K 压力） 低

速

28 1 M131 LCT 进纸马达高速 驱动马达以规定速度运转。 • 仅当已安装 PC-416 

时。

• 纸张提升板不得在

上限位置。

4 LCT 进纸马达低速

5 LCT 进纸马达 低速

6 M132 LCT 垂直传送马达高速

9 LCT 垂直传送马达低速

10 LCT 垂直传送马达 低速

11 M111 纸盒 3 进纸马达高速 • 仅当已安装 PC-116 

或 PC-216 时。

• 纸张提升板不得在

上限位置。

14 纸盒 3 进纸马达低速

15 纸盒 3 进纸马达 低速

16 M121 纸盒 4 进纸马达高速

19 纸盒 4 进纸马达低速

20 纸盒 4 进纸马达 低速

21 M112 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高速

24 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低速

25 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 低速

26 M122 纸盒 4 垂直传送马达高速

29 纸盒 4 垂直传送马达低速

30 纸盒 4 垂直传送马达 低速

101 - 纸盒 1 进纸辊驱动高速 传送马达和纸盒 1 进纸离合器被驱动。 纸盒 1 的纸张提升板

不得在上限位置。104 纸盒 1 进纸辊驱动低速

105 纸盒 1 进纸辊驱动 低速

检查代码 多重代码 符号 负荷名称 操作概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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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 纸盒 2 进纸辊驱动高速 传送马达和纸盒 2 进纸离合器被驱动。 纸盒 2 的纸张提升板

不得在上限位置。109 纸盒 2 进纸辊驱动低速

110 纸盒 2 进纸辊驱动 低速

111 - 纸盒 3 进纸辊驱动高速 - 纸盒 3 的纸张提升板

不得在上限位置。114 纸盒 3 进纸辊驱动低速

115 纸盒 3 进纸辊驱动 低速

116 - 纸盒 4 进纸辊驱动高速 - 纸盒 4 的纸张提升板

不得在上限位置。119 纸盒 4 进纸辊驱动低速

120 纸盒 4 进纸辊驱动 低速

121 - 手送纸盒进纸辊驱动高速 传送马达和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被驱动。 -

124 手送纸盒进纸辊驱动低速

125 手送纸盒进纸辊驱动 低速

126 - 纸盒 1 进纸辊驱动 （无加速）高

速

传送马达和纸盒 1 进纸离合器被驱动。 纸盒 1 的纸张提升板

不得在上限位置。

129 纸盒 1 进纸辊驱动 （无加速）低

速

130 纸盒 1 进纸辊驱动 （无加速）

低速

131 - 纸盒 2 垂直传送辊驱动高速 传送马达和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被驱动。 -

134 纸盒 2 垂直传送辊驱动低速

135 纸盒 2 垂直传送辊驱动 低速

32 1 M14 多棱镜马达高速 驱动马达以规定速度运转。
在同一时间驱动 PH/ 电源冷却风扇。

-

4 多棱镜马达低速

5 多棱镜马达 低速

40 1 M1 传送马达高速 驱动马达以规定速度运转。
备注
卸下感光鼓组件 /K 和转印带单元后执行操作检

查。 *2

-

4 传送马达低速

5 传送马达 低速

41 1 M2 PC 马达高速 驱动马达以规定速度运转。
备注
卸下感光鼓组件 /Y,M,C 后执行操作检查。 *3

-

4 PC 马达低速

5 PC 马达 低速

42 1 FM1 PH/ 电源冷却风扇 驱动指定的风扇。 -

2 FM4 碳粉盒冷却风扇全速

3 碳粉盒冷却风扇半速

9 FM8 纸张冷却风扇全速

10 纸张冷却风扇半速

13 FM2 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全速

14 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半速

44 1 M20 废碳粉传送马达 废碳粉传送马达被驱动。 -

45 1 M3 定影马达高速 驱动马达以规定速度运转。 -

4 定影马达低速

5 定影马达 低速

6 定影马达怠速

7 M11 定影加压马达驱动压力 开始加压辊的加压 / 释压操作。

备注
执行加压 / 释压操作后务必执行释压操作。 *4

-

8 定影加压马达驱动释压

9 定影加压马达驱动全释压

50 1 M21 显影马达高速 驱动马达以规定速度运转。
备注
卸下感光鼓组件 /Y,M,C 和显影单元 /Y,M,C 后
执行操作检查。 *5

-

4 显影马达低速

5 显影马达 低速

检查代码 多重代码 符号 负荷名称 操作概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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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 M2 进纸马达 1/ 正常旋转 • 驱动马达以规定速度运转。

• 按 Stop （停止）键停止旋转。

仅当已安装 DF-632 或 
DF-714 时。2 进纸马达 2/ 正常旋转

3 进纸马达 3/ 正常旋转

4 进纸马达 4/ 正常旋转 仅当已安装 DF-714 
时。

5 进纸马达 1/ 反向旋转 仅当已安装 DF-632 或 
DF-714 时。6 进纸马达 5/ 正常旋转

17 M3 对位马达 1/ 正常旋转 • 驱动马达以规定速度运转。

• 按 Stop （停止）键停止旋转。

仅当已安装 DF-632 或 
DF-714 时。18 对位马达 2/ 正常旋转

19 对位马达 3/ 正常旋转

20 对位马达 4/ 正常旋转

21 对位马达 5/ 正常旋转 仅当已安装 DF-714 
时。22 对位马达 6/ 正常旋转

23 对位马达 7/ 正常旋转

34 M1 文档读取马达 2/ 正常旋转 • 驱动马达以规定速度运转。

• 按 Stop （停止）键停止旋转。

仅当已安装 DF-632 或 
DF-714 时。35 文档读取马达 3/ 正常旋转

36 文档读取马达 4/ 正常旋转 仅当已安装 DF-632 
时。

37 文档读取马达 5/ 正常旋转 仅当已安装 DF-632 或 
DF-714 时。

38 文档读取马达 1/ 反向旋转 仅当已安装 DF-632 
时。39 文档读取马达 2/ 反向旋转

40 文档读取马达 6/ 正常旋转 仅当已安装 DF-714 
时。

41 文档读取马达 3/ 反向旋转 仅当已安装 DF-632 
时。

65 M4(DF-
632)/

M6(DF-714)

正常旋转 驱动玻璃清洁马达 / 原稿读取台清洁马达。 仅当已安装 DF-632 或 
DF-714 时。66 反向旋转

67 高速扫描

81 M5(DF-
632)/

M4(DF-714)

压力 压紧 / 脱离读取辊。

82 释放

113 FM1 全速 • 驱动 DF 冷却风扇马达 /DF 冷却风扇马达。

• 按 Stop （停止）键停止旋转。

仅当已安装 DF-714 
时。

129 SD2(DF-
632)/

SD1(DF-
714)

印记电磁铁 打开电磁铁。 仅当已安装 DF-632 或 
DF-714 时。

130 SD1 出纸电磁铁 打开电磁铁。 仅当已安装 DF-632 
时。

769 M5 护面板原位检测操作 驱动 CIS 清洁马达。 仅当已安装 DF-714 
时。770 护面板毛刷返回操作

771 护面板高速旋转操作

785 - 后面板灯打开 60 秒后或按下 Stop （停止）键关闭。

81 0 CL6 ADU 传送离合器 驱动指定的离合器。 -

83 0 SD3 出纸通道开关电磁铁 打开电磁铁。 预定时间过后电磁铁
将停止。

84 1 M4 出纸 / 反向马达正常旋转高速 驱动马达以指定速度和方向运转。 -

4 出纸 / 反向马达正常旋转低速

5 出纸 / 反向马达正常旋转 低速

6 出纸 / 反向马达反向旋转速度

9 出纸 / 反向马达反向旋转低速

10 出纸 / 反向马达反向旋转 低速

检查代码 多重代码 符号 负荷名称 操作概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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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1：如果 PC 马达通电时第 1 转印辊在压紧位置上，转印带和感光鼓可能损坏。

• *2：感光鼓组件 /K 和转印带单元的清洁刮板如果被驱动时无碳粉沉积，可能弯曲变形。

• *3：感光鼓组件 /Y,M,C 的清洁刮板如果被驱动时无碳粉沉积，可能弯曲变形。

• *4：加压辊如果留在加压位置上可能变形。如果拆下定影单元时加压辊在加压位置上，驱动齿轮可能受损。

• *5：如果驱动机器时指定单元仍安装在机器上，显影辊和显影器接触感光鼓时可能造成损坏。

如果驱动机器时显影单元 /Y,M,C 仍安装在机器上，要充电的显影辊被驱动，因此，碳粉可能洒落在周围。

13.11 调整数据列表
• 显示在主机中设置的调整和设置值。

13.12 自我诊断 （完全 / 单独）

13.12.1 自我诊断功能概述
• 输出故障代码或发生主机激活失败等故障时，诊断存储器有问题和更换的区域以及主机的各板，并确定需要更换的零件。

• 自我诊断功能分为两个功能，分别是 “Self-diag. (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 功能和 “Self-diag. (Individual) （自我诊断 （单独）） ” 功能。 

• “Self-diag. (Full) （自我诊断（完全）） ” 功能可用于同时诊断所有项目， “Self-diag. (Individual) （自我诊断（单独）） ” 功能可用于单独诊断项

目，并确定发生故障的区域以及需要更换的零件。诊断结果显示为 [OK] 或 [NG]，并且如果检测到 [NG]，则 [Full Self Diagnostic] （完全自我诊

断）屏幕上会显示 [Error Code] （错误代码）键。触摸 [Error Code] （错误代码）键以显示 [Error Code] （错误代码）屏幕。 

• “Self-diag. (Individual) （自我诊断 （单独）） ” 功能会单独诊断各个项目，并确定发生故障的区域。诊断结果显示为 [OK] 或 [NG]。 

Check item_C360i

自我诊断项目

85 1 M5 ADU 传送马达高速 驱动马达以规定速度运转。

4 ADU 传送马达低速

5 ADU 传送马达 低速

检查代码 多重代码 符号 负荷名称 操作概述 备注

自我诊断开始

显示错误代码键

显示错误代码

诊断结果
诊断结果

排除每个错误代码的故障

NG

NG
OK

OK

选择模式

自我诊断（完全）

完成自我诊断

自我诊断（单独）

检查项目

NVMeSSD 检查 设备识别

读写检查

S.M.A.R.T 诊断

MFP FW 校验和

分区检查

I2C 检查 TPM

音频 （控制）

PS-CPU

I2S 检查 （*） 音频 （语音）

系统 / 图像存储器检查 WORK0 （主存储器 ch.A）

WORK0 （主存储器 ch.B）

FILE0 （A800 存储器 ch.A）

FILE0 （A800 存储器 c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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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使用 “Self-diag. (Individual) （自我诊断 （单独）） ” 功能诊断该项目。

13.12.2 自我诊断 （完全）
• 同时诊断所有项目以及使用 “Self-diag. (Individual) （自我诊断 （单独）） ” 功能单独诊断的项目，并确定发生故障的区域以及需要更换的零件。

• 显示故障代码时，执行 “Self-diag. (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 功能，即可诊断硬件设备中的故障。

• 诊断结果显示为 [OK] 或 [NG]，并且如果检测到 [NG]，则 [Full Self Diagnostic] （完全自我诊断）屏幕上会显示 [Error Code] （错误代码）键。

触摸 [Error Code] （错误代码）键以显示 [Error Code List] （错误代码列表）屏幕。

自我诊断 （完全）流程图

备注

• 只显示检测到的错误代码。

诊断步骤
1. 显示 [Self-diag. (Full)] （自我诊断 （完全））屏幕。

•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Self-diag. (Full)] （自我诊断 （完全））即可显示。

• 按下电源键时打开主电源开关。听到一声短暂的提示音后，放开电源键，等待显示自我诊断 （完全）屏幕。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显示每个项目的诊断结果。（OK/NG）

各种 USB 检查 USB 设备

键盘 （*）

USB 存储器 （*）

CCD 板检查 I/P 图像总线检查

线路 RAM 比较

CIS 板检查 I/P 图像总线检查

线路 RAM 比较

ADF 板检查 MINET 通讯检查

A800 板 压缩 / 解压检查

DSC 板 图像总线检查 （正面）

图像总线检查 （反面）

传真电路板检查 （*）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CPU 板检查 S800 压缩 / 解压

S800 输出图像路径

LAN-IF PIN 试验 （*）

PCIe 检查 PCIe 设备检查

检查项目

自我诊断（完全）开始

完成自我诊断排除每个错误代码的故障

显示错误代码键

显示错误代码

诊断结果
OK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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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如果在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功能的过程中检测到错误代码，将显示故障屏幕，并且自我诊断 （完全）功能将会被中断。显示故障屏幕
时，关闭主电源开关以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然后，在按下电源键的同时打开主电源开关以重新启动自我诊断 （完全）。

4. 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后，往手送纸盒装入 A4/A4S 纸张，屏幕顶部将会出现 [Printing] （打印）键。如果需要自我诊断结果报告，请触摸 

[Printing] （打印）键以打印出 “ 自我诊断结果报告 ”。

备注
• 如果手送纸盒无纸，则将不会出现 [Printing] （打印）键。同时，如果装入的纸张尺寸不是 A4/A4S，也不会出现 [Printing] （打印）键。

• 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后，打印出 “ 自我诊断结果报告 ”。（即便显示 NG 也可以打印）

5. 如果所有诊断项目均显示 [OK]，则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

• 如果从维修模式开始，请触摸 [END] （结束）。

• 如果从打开主电源开关开始，请关闭主电源开关。

6. 如果显示 [NG]，请执行 “ 检测到 NG 时排除故障 ” 程序。 

备注
• 检查所有项目是否正常大约需要 200 秒的时间。

• 显示故障代码（C6###、 C91##、 CE301、 CE304）时，表示自我诊断（完全）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完成自我诊断（完全），然后执行故

障排除以逐一消除故障代码。
• 在显示诊断结果确认屏幕的过程中禁用操作 （屏幕冻结）时，关闭主电源开关以完成诊断。等待 10 秒钟或以上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 如果自我诊断 （完全）从打开主电源开关开始，则无法移动到正常模式或维修模式。若要更改模式，请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再

将其打开。

自动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中，对于 [Bit assignment] （位分配），将 

[Switch NO.163] （开关编号 163）设为 [00000010]，对于 [HEX assignment] （十六进制分配），设为 [02]，以便在出现 “ 故障代码 ” 时自动执行

“Self-diag. (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 功能。 

备注
• 如果在客户端 MFP 上设置此功能，请确保在完成某项操作检查和故障排除后重置设置。

自动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的序列

1. 检测到错误。（显示故障代码， MFP 停止。） 

2. MFP 自动重启。（MFP 多可自动重启三次。） 

3. 自我诊断 （完全）自动执行。

4. 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后， MFP 停止，同时显示自我诊断屏幕。 

5. 如果所有诊断项目均显示 [OK]，请关闭主电源开关以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

6. 如果显示 [NG]，请执行 “ 程序 （检测到 NG 时） ”。 

检测到 NG 时
1. 如果显示 [NG]，则自我诊断屏幕上显示 [Error Code] （错误代码）键。 

2. 触摸 [Error Code] （错误代码）键以显示 [Error Code] （错误代码）屏幕。

3. 检查显示的 “Error Code （错误代码） ”，然后关闭主电源开关。 

4. 请参考 [TROUBLESHOOTING/Error code list] （故障排除 / 错误代码列表），并针对各故障代码执行故障排除。

13.12.3 自我诊断 （单独）

(1) NVMeSSD 检查
• 单独检查 NVMeSSD 的各个项目。 

< 步骤 >

1. 选择所需的诊断键。（可选择两个或多个键。）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将显示检查结果。（OK/NG）

4. 如果显示 [OK]，触摸 [END] （结束）。 

5. 如果显示 [NG]，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2) I2C 检查
• 单独检查 I2C 的各个项目。 

I2C 检查

诊断项目 相关电气零件 

设备识别 存储板 （STRGB）、 CPU 板 （CPUB） 

读写检查 存储板 （STRGB）

S.M.A.R.T 诊断 存储板 （STRGB）

MFP FW 校验和 -

分区检查 存储板 （STRGB）

诊断项目 相关电气零件 

TPM TPM 板 （TPMB）、 CPU 板 （CPUB）、基板 （BASEB） 

音频 （控制） CPU 板 （CPUB）、基板 （BASEB）

PS-CPU CPU 板 （CPUB）、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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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

1. 选择所需的诊断键。（可选择两个或多个键。）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将显示检查结果。（OK/NG）

4. 如果显示 [OK]，触摸 [END] （结束）。 

5. 如果显示 [NG]，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3) I2S 检查
• 单独检查 I2S 的各个项目。 

< 步骤 >

1. 选择所需的诊断键。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将显示检查结果。（OK/NG）

4. 如果显示 [OK]，触摸 [END] （结束）。 

5. 如果显示 [NG]，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4) 系统 / 图像存储器检查
• 检查系统存储器和图像存储器的各个项目。 

DiagItmTbl_C360i

< 步骤 >

1.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2. 将显示检查结果。（OK/NG）

备注

• 如果存储器上发生故障，则无法完成自我诊断。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然后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故障代码。
• 关闭主电源开关将会强制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

3. 如果显示 [OK]，触摸 [END] （结束）。 

4. 如果显示 [NG]，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备注
• 如果未安装 DIMM，也将显示 NG。如果未使用其他 DIMM，则即便显示 NG 也不会发生任何错误，并且无需进行故障排除。

(5) 各种 USB 检查
• 单独检查 USB 设备的各个项目。 

DiagItmTbl_C360i

< 步骤 >

1. 选择所需的诊断键。（可选择两个或多个键。）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将显示检查结果。（OK/NG）

备注
With_FAX• 检查 [USB Device] （USB 设备）时，如果安装了传真电路板并且未启用安装设置，将显示 [NG]。

• 检查 [Keyboard] （键盘）或 [USB Memory] （USB 存储器）时，如果未连接任何设备，将显示 [NG]。
4. 如果显示 [OK]，触摸 [END] （结束）。 

5. 如果显示 [NG]，执行以下步骤。

• 如果 [USB Device] （USB 设备）显示 [NG]，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 如果 [Keyboard] （键盘）显示 [NG]，请执行 “ 故障排除 / 在键盘上检测到 NG 时的故障排除 ”。

• 如果 [USB Memory] （USB 存储器）显示 [NG]，请执行 “ 故障排除 / 在 USB 存储器上检测到 NG 时 ”。

(6) CCD 板检查
• 单独检查 CCD 板的各个项目。 

诊断项目 相关电气零件 

音频 （语音） CPU 板 （CPUB）、基板 （BASEB）

诊断项目 相关电气零件 

WORK0 （主存储器 ch.A） CPU 板 （CPUB）

WORK0 （主存储器 ch.B） CPU 板 （CPUB）

FILE0 （A800 存储器 ch.A） A800 板 （MEMB）

FILE0 （A800 存储器 ch.B） A800 板 （MEMB）

诊断项目 相关电气零件 

USB 设备 CPU 板（CPUB）、基板（BASEB）、 USB 集线器电路板（USBHB）、传真电路板（FAXB）、无线

局域网板 （WLANB）、认证单元 

键盘 USB 键盘

USB 存储器 USB 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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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ItmTbl_C360i

< 步骤 >

1. 选择所需的诊断键。（可选择两个或多个键。）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将显示检查结果。（OK/NG）

备注

• 如果 CCD 板出现故障，则可能无法完成自我诊断。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完成自我诊断，并根据故障代码 C-6756 进行故障排除。 
• 关闭主电源开关，即可强制完成自我诊断。 

4. 如果显示 [OK]，触摸 [END] （结束）。 

5. 如果显示 [NG]，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7) CIS 板检查
• 单独检查 CIS 板的各个项目。 
< 步骤 >

1. 选择所需的诊断键。（可选择两个或多个键。）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将显示检查结果。

备注
• 如果 CIS 板出现故障，则可能无法完成自我诊断。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完成自我诊断，并根据故障代码 C-6753 进行故障排除。 
• 关闭主电源开关，即可强制完成自我诊断。 

4. 如果显示 [OK]，按 [OK] （确定）键。 

5. 如果显示 [NG]，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8) ADF 板检查
• 单独检查 ADF 板的各个项目。 

< 步骤 >

1. 选择所需的诊断键。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将显示检查结果。

4. 如果显示 [OK]，触摸 [END] （结束）。

5. 如果显示 [NG]，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9) A800 板
• 单独检查 A800 板的各个项目。 

< 步骤 >

1. 选择所需的诊断键。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将显示检查结果。

4. 如果显示 [OK]，触摸 [END] （结束）。

5. 如果显示 [NG]，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10)DSC 板检查
• 单独检查 DSC 板的各个项目。 

DiagItmTbl_C360i

备注
• 安装并启用 DSC 板时会显示。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2] （系统 2） -> [Option Board Status] （选项板状态） -> [DSC1] 和 [DSC2]

< 步骤 >

1. 选择所需的诊断键。（可选择两个或多个键。）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将显示检查结果。（OK/NG）

4. 如果显示 [OK]，触摸 [END] （结束）。 

5. 如果显示 [NG]，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诊断项目 相关电气零件 

I/P 图像总线检查 连接电缆、 CCD 板 （CCDB）、 CPU 板 （CPUB）、基板 （BASEB） 

线路 RAM 比较 CCD 板 （CCDB）

诊断项目 相关电气零件 

MINET 通讯检查 DF 控制板电缆、 DF 控制板 （DFCB）、 CPU 板 （CPUB）、基板 （BASEB） 

诊断项目 相关电气零件 

压缩 / 解压检查 A800 板 （MEMB）

诊断项目 相关电气零件 

图像总线检查 （正面） DSC 板 /1 （DSCB/1）

图像总线检查 （反面） DSC 板 /1 （DSC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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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传真电路板检查
• 单独检查传真电路板的各个项目。 

DiagItmTbl_4Line

< 步骤 >

1. 选择要进行诊断的线路。

2. 选择 [Signal Send Test] （信号发送测试）、 [Signal Receive Test] （信号接收测试）或 [NCU Test] （NCU 测试）。

有关各项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模式） -> [FAX Test] （传真测试）。 

3. 选择测试项目。 

4. 选择想要测试的参数。 

5.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6. 如果显示 [OK]，按 [OK] （确定）键。 

7. 如果显示 [NG]，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12)CPU 板检查
• 单独检查 CPU 板的各个项目。 

CPU 板检查

CPU Board Check_Pro< 步骤 （S800 压缩 / 解压检查 / S800 输出图像路径检查） >

1. 选择所需的诊断键。（可选择两个或多个键。）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将显示检查结果。（OK/NG）

4. 如果显示 [OK]，触摸 [END] （结束）。 

5. 如果显示 [NG]，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 步骤 （LAN-IF Ping 试验） >

1. 触摸 [LAN-IF Ping Test] （LAN-IF Ping 试验）键。 

2. 根据目的地的 IP 地址选择输入方法。 

3. [Input IPv4 Address] （输入 IPv4 地址） /[Input IPv6 Address] （输入 IPv6 地址） 

4. 使用数字键盘或字母键输入目的地的 IP 地址。 

5.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6. 完成自我诊断程序后，将显示结果。（OK/NG） 

7. 如果显示 [OK]，触摸 [END] （结束）。 

8. 如果显示 [NG]，请执行 “ 故障排除 /Ping 测试显示 NG 时的故障排除 ”。

(13)PCIe 检查
• 单独检查 PCIe 设备的各个项目。 

DiagItmTbl_C360i

< 步骤 >

1. 选择所需的诊断键。 

2. 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检查步骤。

3. 将显示检查结果。（OK/NG）

4. 如果显示 [OK]，触摸 [END] （结束）。

5. 如果显示 [NG]，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诊断项目 相关电气零件 

线路 1 传真卡 /1 （FAXB/1）

线路 2 传真卡 /2 （FAXB/2）

线路 3 传真卡 /3 （FAXB/3）

线路 4 传真卡 /4 （FAXB/4）

诊断项目 相关电气零件 

S800 压缩 / 解压检查 CPU 板 （CPUB） 

S800 输出图像路径检查 CPU 板 （CPUB） 

LAN-IF Ping 试验 CPU 板 （CPUB）、基板 （BASEB）

诊断项目 相关电气零件 

PCIe 设备检查 CPU 板 （CPUB）、存储板 （STRGB）、 A800 板 （ME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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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测试模式

14.1 测试样张
• 输出测试样张以检查打印机面的图像。

SelectTray_5t_LCT• 机器按纸盒 2、纸盒 3、纸盒 4、 LCT 和纸盒 1 的顺序搜索纸张来源，寻找要打印的尺寸 大的纸张。

< 输入步骤 >

1. 触摸 [Test Mode] （测试模式）显示测试模式菜单。

2. 触摸所需的测试样张按键。

3. 设置所需的功能，然后按 Start （开始）键。

14.1.1 灰阶图案
• 生成灰阶图案。

• 用于检查灰阶的再现能力。
Sample_4C

备注
• 只能针对 8 色 / 单面打印选择 [Front Half] （前半）。

• 当选择 24 Gradations （24 灰阶）或 256 Gradations （256 灰阶）时，在色彩模式下不能选择 [8 Color] （8 色）或 [4 Color] （4 色）。

• SINGLE

• HYPER
• Gradation （灰阶）

• Full Bleed （全出血）

• Cyan （青色）

14.1.2 半色调图案
• 生成纯色半色调图案。

• 用于检查不均 浓度和间距噪点。
Sample_4C

备注

• 只能针对单面打印选择 [Front Half] （前半）。

设置项目 设置值

输出操作模式 SINGLE 印数 （1 ～ 999）

MULTI

屏幕样式设置 FEET

HYPER 灰阶、分辨率、误差扩散

单面 / 双面打印模式 单面、双面第一面 （正面和背面均打印）、双面第二面 （仅在背面打印）

分辨率 600dpi、 1200dpi

单色灰阶设置 12 灰阶、 24 灰阶、 256 灰阶

可打印区域 Full Bleed （全出血）、 Front Half （前半）

色彩模式 Black(1PC) （黑色 （1PC））、 Cyan （青）、 Magenta （品红）、 Yellow （黄）、 Black(4PC) （黑色

（4PC））、 CMYK、 8 Color （8 色）、 4 Color （4 色）

示例

设置项目 设置值

输出操作模式 SINGLE 印数 （1 ～ 999）

MULTI

屏幕样式设置 FEET

HYPER 灰阶、分辨率、误差扩散

单面 / 双面打印模式 单面、双面第一面 （正面和背面均打印）、双面第二面 （仅在背面打印）

可打印区域 Full Bleed （全出血）、 Front Half （前半）

色彩模式 Black(1PC) （黑色 （1PC））、 Cyan （青）、 Magenta （品红）、 Yellow （黄）、 Black(4PC) （黑色

（4PC））、 Red （红）、 Green （绿）、 Blue （蓝）、 CMYK、 3 Color （3 色）、 4 Color （4 色）、
MIX

浓度 0 至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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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LE

• HYPER

• Gradation （灰阶）

• Full Bleed （全出血）

• Cyan （青色）

• 浓度：128

14.1.3 网络图案
• 生成网格图案。

• 用于检查细线的再现能力和浓度不均 性。

• 反转图案也用于检查纯色背景上白色字母的细线再现能力。
Sample_4C

• SINGLE

• FEET

• Cyan （青色）

• CD 宽度：5

• FD 宽度：5

• 浓度：255

• 正常

14.1.4 纯色图案
• 生成纯色图案。

• 用于检查图像浓度的再现能力。
Sample_4C

• SINGLE

• HYPER

• Gradation （灰阶）

• 浓度：255

示例

设置项目 设置值

输出操作模式 SINGLE 印数 （1 ～ 999）

MULTI

屏幕样式设置 FEET

HYPER 灰阶、分辨率、误差扩散

单面 / 双面打印模式 单面、双面第一面 （正面和背面均打印）、双面第二面 （仅在背面打印）

分辨率 600dpi、 1200dpi

色彩模式 Black(1PC) （黑色 （1PC））、 Cyan （青）、 Magenta （品红）、 Yellow （黄）、 Black(4PC) （黑色

（4PC））、 Red （红）、 Green （绿）、 Blue （蓝）、 CMYK、 3 Color （3 色）、 4 Color （4 色）

CD 宽度 0 ～ 191 点

FD 宽度 0 ～ 191 点

浓度 0 至 255

输出样张 正常、反转

示例

设置项目 设置值

输出操作模式 SINGLE 印数 （1 ～ 999）

MULTI

屏幕样式设置 FEET

HYPER 灰阶、分辨率、误差扩散

单面 / 双面打印模式 单面

浓度 0 - 255

示例

Y

C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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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色样
• 生成色样。

• 生成 C、 M、 Y、 K、 R、 G 和 B 的 12 灰阶级色块，以及分别生成色相环内 12 个标准色的色块，修正亮度和饱和度。

• 用于检查各不同色彩的可再现性。

• SINGLE

• HYPER

• Gradation （灰阶）

14.1.6 8 色纯色图案
• 生成 8 色纯色图案。

• 用于检查颜色可再现性和每个颜色的不均 密度。

• SINGLE

• HYPER

• Gradation （灰阶）

• 浓度：255

14.1.7 CMM 图案
• 生成 CMM （色彩管理模块）图案。

• 用于根据输出位置检查色差。

设置项目 设置值

输出操作模式 SINGLE 印数 （1 ～ 999）

MULTI

屏幕样式设置 FEET

HYPER 灰阶、分辨率、误差扩散

单面 / 双面打印模式 单面

示例

设置项目 设置值

输出操作模式 SINGLE 印数 （1 ～ 999）

MULTI

屏幕样式设置 FEET

HYPER 灰阶、分辨率、误差扩散

单面 / 双面打印模式 单面

浓度 0 至 255

示例

设置项目 设置值

复印件 1 （总是）

屏幕样式设置 Error diffusion （误差扩散）、 Gradation （灰阶）、 Resolution （分辨率）

角度 0 度、 90 度、 180 度、 27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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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差扩散

• 角度：270 度

14.2 纸张通道测试
• 测试纸张通道测试中的打印操作。

• 用于检查各纸张来源纸张通道测试中的打印操作。
SetValue_C360i

备注
• 只有在 “Select Tray （选择纸盒） ” 中选择了 [Manual] （手动）时，才能选择 [Paper Size] （纸张尺寸）。

• 只有在 “Select Tray （选择纸盒） ” 中选择了 [Tray 1] （纸盒 1）或 [Manual] （手动）时，才能选择 [Enve.] （信封）。

• 只有在 “Select Tray （选择纸盒） ” 中选择了 [Manual] （手动）时，才能选择 [Thick4] （厚纸 4）和 [OHP Film] （OHP 胶片）。

< 步骤 >

1. 选择设置项目。

2. 按 Start （开始）键开始纸张通道测试。

3. 按停止键停止操作。

14.3 传真测试
• 仅当安装了选购的传真组件时显示。

• 有多条传真线路时可为每条线路分别指定

信号发送测试
• 可以单独输出图像信息信号、控制信号和 DTMF。

• 信号音由监视扬声器监视。

示例

设置项目 设置值

样张打印 Yes （是）、 No （否）

选择纸盒 纸盒 1、纸盒 2、纸盒 3、纸盒 4、手送纸盒、 LCT

纸张尺寸 A3、 A4、 11 x 17、 81/2 x 11 Post、 A6 卡片、 4 x 6

纸张类型 普通纸、普通纸 +、厚纸 1、厚纸 1+、厚纸 2、厚纸 3、厚纸 4、 OHP 胶片、信封。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V34 Main CH 2400 ～ 33600 （步幅：2400) 33600

V8 - CM

V17 14400 bps ○

12000 bps

9600 bps

7200 bps

V29 9600 bps ○

7200 bps

V27ter 4800 bps ○

2400 bps

V21 - -

PB 0 至 9、 *、 #、 A、 B、 C、 D 0

DP 0 至 9 0

Special Tone （特殊音频） 1100 Hz ○

1300 Hz

1650 Hz

2100 Hz

Optional Tone （可选音频） 200 ～ 4000 Hz （步幅：100 Hz） 200 Hz

PB Tone (High) （PB 音频 （高）） 1209 Hz ○

1336 Hz

1477 Hz

1633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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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

1. 触摸 [Fax Line Test] （传真线路测试）。

2. 选择线路，然后触摸 [Signal Send Test] （信号发送测试）。

3. 选择测试项目。

4. 选择想要测试的参数。

5. 按 Start （开始）键。（若要转到其他测试，请在按下 [Stop] （停止）键后选择下一个测试项目。）

注意事项

• 按下 [Start] （开始）键开始信号输出，按下 [Stop] （停止）键输出停止。 

• 若要检查线路 1，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Line Parameter Setting] （线路参数设置） -> [Line Monitor Sound]

（线路监视音）应设置为 “ON （开） ”。 

• 若要检查线路 2 到 4， [Administrator]（管理员） ->[Fax Settings]（传真设置） ->[Multi Line Settings]（复式线路设置） ->[Fax Line 2 to 4]（传真

线路 2 到 4） ->[Line Parameter Setting] （线路参数设置） ->[Line Monitor Sound] （线路监视音）应设置为 “ON （开） ”。 

信号接收测试
• 通过将机器连接到线路输出传真电路板的测试信号来检查信号音。

• 信号音由监视扬声器监视。

< 步骤 >

1. 触摸 [Fax Line Test] （传真线路测试）。

2. 选择线路，然后触摸 [Signal Receive Test] （信号接收测试）。

3. 选择测试项目。

4. 选择想要测试的参数。

5. 按 Start （开始）键。（若要转到其他测试，请在按下 [Stop] （停止）键后选择下一个测试项目。）

注意事项

• 按下 [Start] （开始）键开始信号输出，按下 [Stop] （停止）键输出停止。 

• 若要检查线路 1，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Line Parameter Setting] （线路参数设置） -> [Line Monitor Sound]

（线路监视音）应设置为 “ON （开） ”。

• 若要检查线路 2 到 4， [Administrator]（管理员） ->[Fax Settings]（传真设置） ->[Multi Line Settings]（复式线路设置） ->[Fax Line 2 to 4]（传真

线路 2 到 4） ->[Line Parameter Setting] （线路参数设置） ->[Line Monitor Sound] （线路监视音）应设置为 “ON （开） ”。 

• 测试的状态和测试结果会在标题行中如下显示。 

PB Tone (Low) （PB 音频 （低）） 697 Hz ○

770 Hz

852 Hz

941 Hz

Pseudo Ring （伪振铃） - -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V17 14400 bps ○

12000 bps

9600 bps

7200 bps

V29 9600 bps ○

7200 bps

V27ter 4800 bps ○

2400 bps

V21 - -

PB 0 至 9、 *、 #、 A、 B、 C、 D 0

Special Tone （特殊音频） 1100 Hz ○

1300 Hz

2100 Hz

RCV 等待信号

OK/NG 信号接收的结果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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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U Test （NCU 测试）

• 检查 NCU 的操作。

• * RL501 仅安装日文。

< 步骤 >

1. 触摸 [Fax Line Test] （传真线路测试）。

2. 选择线路，然后触摸 [NCU Test] （NCU 测试）。

3. 选择测试项目。

4. 按 Start （开始）键。（若要转到其他测试，请在按下 [Stop] （停止）键后选择下一个测试项目。）

备注
• 选择 CML / CTL / TEL 中继测试并按下开始键时，参数将显示 ON （开）且中继开启。按下 [Stop] （停止）时，中继关闭。

• 选择直流环路检测测试并按下开始键时，如果正在检测直流环路，标题行将显示 DT=0001。如果未在检测，将显示 DT=0000。

Dial Test （拨号测试）

• 不使用

Off-hook Test （挂断测试）

• 不使用

测试内容 要测试的设备

CML Relay （CML 中继） IC201、 IC202

CTL Relay （CTL 中继） RL201

TEL Relay （电话中继） RL501 *

DC-LOOP Detect （直流环路检测）

扬声器

Outside Ring Send （外部振铃发送）

Audio Response Send （音频响应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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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DF

15.1 原稿停止位置
• 手送调整每个 DF 模式下的原稿停止位置和读取位置。

• 原稿停止位置的自动调整结果为 Unable （无法实现）时。

副扫描方向单面
Sub1_4.0mm

备注 
• 执行此调整前，必须先完成 “feed zoom （进纸缩放） ” 调整。

< 步骤 >

1.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DF 读取图 （双面）：正面朝上。 

2. 全尺寸复印测试表。

3. 确认测试表与样本之间的 B 宽度差在目标内。

4. 触摸 [Sub Scanning Direction 1-Side] （副扫描方向单面）。

5.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值。（按 [+/-] 键更改 +/- 代码。）

• 如果 B 宽度差大于目标，则输入 [+] 值。

• 如果 B 宽度差小于目标，则输入 [-] 值。

6. 再次制作测试表的复印件。

7. 检查测试表与排出的样本之间的 B 宽度差。

8. 如果宽度 B 超出目标范围，则再次更改此设置，然后重新检查。

9. 如果宽度 B 在目标范围内，触摸 [END] （结束）。

副扫描方向双面
Sub2_4.0mm

备注 
• 执行此调整前，必须先完成 “feed zoom （进纸缩放） ” 调整和 “FD-Mag. Adj. (B) （FD 放大调整 （B）） ” 调整。

< 步骤 >

1.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DF 读取图 （双面）：正面朝上。 

2. 全尺寸复印测试表。

3. 确认测试表与样本之间的 B 宽度差在目标内。

4. 触摸 [Sub Scanning Direction 2-Side] （副扫描方向单面）。

5.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值。（按 [+/-] 键更改 +/- 代码。）

• 如果 B 宽度差大于目标，则输入 [+] 值。

• 如果 B 宽度差小于目标，则输入 [-] 值。

6. 再次制作测试表的复印件。

7. 检查测试表与排出的样本之间的 B 宽度差。

8. 如果宽度 B 超出目标范围，则再次更改此设置，然后重新检查。

9. 如果宽度 B 在目标范围内，触摸 [END] （结束）。

主扫描 （正面）
Main1_4.4mm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0.0 ± 2.0 mm -4.0 至 +4.0 mm （1 步幅：0.1 mm） 0.0 mm

B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0.0 ± 2.0 mm -4.0 至 +4.0 mm （1 步幅：0.1 mm） 0.0 mm

B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0.0 ± 2.0 mm -4.4 至 +4.4 mm （1 步幅：0.1 mm） 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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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

1.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DF 读取图 （双面）：正面朝上。 

2. 全尺寸复印测试表。

3. 测试表与样本之间的 A 宽度差应在以下目标内。

4. 触摸 [Main Scanning (Front)] （主扫描 （正面））。

5.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值。（按 [+/-] 键更改 +/- 代码。）

• 如果 A 宽度差大于目标，则输入 [+] 值。

• 如果 A 宽度差小于目标，则输入 [-] 值。

6. 再次制作测试表的复印件。

7. 检查测试表与排出的样本之间的 A 宽度差。

8.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范围，则再次更改此设置，然后重新检查。

9. 如果宽度 A 在目标范围内，触摸 [END] （结束）。

主扫描 （背面）
Main2_4.4mm

< 步骤 >

1.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DF 读取图 （双面）：正面朝上。 

2. 全尺寸复印测试表。

3. 测试表与样本之间的 A 宽度差应在以下目标内。

4. 触摸 [Main Scanning (Back)] （主扫描 （背面））。

5.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值。（按 [+/-] 键更改 +/- 代码。）

• 如果 A 宽度差大于目标，则输入 [+] 值。

• 如果 A 宽度差小于目标，则输入 [-] 值。

6. 再次制作测试表的复印件。

7. 检查测试表与排出的样本之间的 A 宽度差。

8.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范围，则再次更改此设置，然后重新检查。

9. 如果宽度 A 在目标范围内，触摸 [END] （结束）。

15.2 对位波幅调整
• 调整在对位辊辊之前在纸张中形成的波幅的长度。

• 当发生原稿卡纸或歪斜时。
SetValue_5mm

< 步骤 >

1. 选择要进行调整的设置项目。

2. 触摸 Clear （清除），然后使用数字键盘输入设置值。按 [+/-] 键更改 +/ 代码。

• 调高波幅量：增大设置值。

• 调低波幅量：减小设置值。

3. 触摸 [END] （结束）。

15.3 自动停止位置调整
• 自动调整副扫描方向的读取位置。

• 检查歪斜进纸。

• 更换 DF 时。

• CIS 模块已更换时。

A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0.0 ± 2.0 mm -4.4 至 +4.4 mm （1 步幅：0.1 mm） 0.0 mm

A

设置项目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单面 -5 mm ～ +5 mm （步幅：1 mm） 0 mm

第二面 -5 mm ～ +5 mm （步幅：1 mm） 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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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执行此调整前，必须先完成 “Feed Zoom （进纸缩放） ” 调整和 “FD-Mag. Adj. (B) （FD 放大调整 （B）） ” 调整。

< 步骤 >

1. 选择 [Sub Scanning Direction 1-Side] （副扫描方向单面）、 [Sub Scanning Direction 2-Side] （副扫描方向双面）、 [Main Scanning (Front)] （主扫

描 （正面））或 [Main Scanning (Back)] （主扫描 （背面））以进行调整。

2.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DF 读取图 （双面）：正面朝上。

3. 按 Start （开始）键。

4. 确保结果为 OK。然后，触摸 [SET] （设置）。

备注
• 如果结果为 [Unable] （无法实现）：

• 检查并修正纸张歪斜。

• 手动修正 [Original Stop Position （原稿停止位置） ] 的值。

15.4 纸张通道
• 检查各 DF 模式下通过 DF 的纸张通道。

• 用于在发生卡纸时检查纸张通道是否存在任何异常条件。
SetValue_Side

< 步骤 >

1. 选择要测试的纸张通道。

2. 将原稿放在进纸盒中。

3. Start （开始）键从橙色变为蓝色。

4. 按 Start （开始）键。操作开始。

备注
• 按下 Start （开始）键开始操作后，如果在操作期间按下 Start （开始）键，操作将暂停。然后，如果在暂停期间再次按 Start （开始）键，则

操作将恢复。
• 如果测试操作期间按 Stop （停止）键，测试将被强行终止。

• 如果进纸盒无原稿，则 Start （开始）键无效。

• 进纸盒中的所有原稿均通过。所有原稿通过后，纸张通过测试结束。

15.5 传感器检查
• 检查 DF 上的传感器。

• 检查纸张通道上的传感器。

• 发生卡纸时。

• 通过使用纸张或诸如此类操作要检查的传感器，然后检查屏幕显示内容。

传感器检查列表
SenserCL_C360i

设置项目 内容

1-Sided No Detect （单

面未检测）

选择它即可在 “1-Sided No Detect （单面未检测） ” 模式下执行纸张通道测试。

1-Sided Mixed Org.
（单面混合原稿）

选择它即可在 “1-Sided Mixed Org. （单面混合原稿） ” 模式下执行纸张通道测试。

2-Sided （双面） 选择它即可在 “2-Sided （双面） ” 模式下执行纸张通道测试。

符号 面板显示 零件 / 信号名称 操作特征 / 面板显示

DF-714 DF-632 1 0

PS14 PS13 进纸开 / 合 上门传感器 打开 关闭

PS15 - 读取开 / 合 CIS 盖传感器 （*1） 打开 关闭

PS3 PS3 对位传感器 对位传感器 纸张在位 （被阻断） 纸张不在位 （解除
阻断）

PS2 PS2 分离后 分离后传感器 纸张在位 （解除阻
断）

纸张不在位 （被阻
断）

PS5 PS5 出纸 出纸传感器 纸张在位 （解除阻
断）

纸张不在位 （被阻
断）

RS201 RS201 DF 打开 原稿盖板传感器 打开 关闭

PS6 PS4 读取前 文档读取传感器 纸张在位 （被阻断） 纸张不在位 （解除
阻断）

VR1 VR1 原稿宽度传感器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模拟值

PS8 PS6 长度传感器 1 文档长度传感器 /1 有纸 无纸

PS9 PS7 长度传感器 2 文档长度传感器 /2 被阻断 解除阻断

PS13 PS12 稿台清洁原位 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在原位 不在原位

PS1 PS1 原稿检测传感器 文档缺纸传感器 有纸 无纸

PS10 PS8 混合原稿 1 混合原稿传感器 /1 有纸 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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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仅 DF-714

15.6 原稿盒宽度
• 设置限位板位置量的 大 （A3 位置）和 小 （B6S 位置）宽度值。

• 发生卡纸时。

• 当发生原稿尺寸检测错误时。

• 当更换 DF 控制板时。

• 当更换文档宽度传感器时。
Procedure_IT6< 步骤 >

1. 触摸 [ADF]-> [Original Tray Width] （原稿盒宽度）。

2. 往原稿进纸盒放入 A3 或 A4 纸，将边缘导板滑到 “A3” 位置，加大边缘导板的宽度。

3. 触摸 [Max. Width] （ 大宽度）。

4. 按 Start （开始）键。

5. 调整完成后显示 OK。

6. 往原稿进纸盒放入 B6S 纸，将边缘导板滑到 “B6S” 位置，缩小边缘导板的宽度。

7. 触摸 [Min. Width] （ 小宽度）。

8. 按 Start （开始）键。

9. 调整完成后显示 OK。

10. 触摸 [END] （结束）。

备注
• 如果结果为 NG

• 可能原因包括文档宽度传感器质量问题或接线错误，以及 DFCB 问题。

15.7 读取位置调整
• 调整原稿读取位置。

• 当更换扫描器原位传感器时。

Read Pos Adj （读取位置调整）
SetValue_73

< 步骤 >

1. 触摸 [Read Pos Adj] （读取位置调整）。

2. 触摸 [C]。

3. 使用 [+]/[-] 键输入值。

• 将设置值设为正数，从正面看时， LED 曝光单元的停止位置移到右侧。

• 将设置值设为负数，从正面看时， LED 曝光单元的停止位置移到左侧。

4. 触摸 [END] （结束）。

Auto Adjust （自动调整）

• 自动调整原稿读取位置。

< 步骤 >

1. 触摸 [Auto Adjust] （自动调整）。

2. 打开 DF。

3. 放入 DF 读取图 [1]，三角形标记可能变成原稿台侧面 （向下），三角形的尖头指向左侧的黑色稿。

4. 按 Start （开始）键。

备注 
• 确保 DF 读取图就位。

• 放入 DF 读取图表 [1]，让它接触到步幅板 [2]。
• 保持输稿器打开的同时进行调整。

• 执行此调整后如果 DF 读取时边缘偏差变大，执行 “Original Stop Position （原稿停止位置） ”。
5. 确保结果为 OK。

6. 触摸 [END] （结束）。

备注 
• 如果结果为 [Unable] （无法实现）：

• 检查图表放入的位置是否正确。
• 在 [Original Stop Position （原稿停止位置） ] 屏幕中执行调整。

15.8 进纸缩放 /FD 放大调整 （F）
• 调整 DF 的正面进纸方向的进纸缩放。

• 更换 DF 时。

PS11 PS9 混合原稿 2 混合原稿传感器 /2 有纸 无纸

PS12 PS10 混合原稿 3 混合原稿传感器 /3 有纸 无纸

FM1 - 风扇锁定检测 DF 冷却风扇马达 锁定 未锁定

符号 面板显示 零件 / 信号名称 操作特征 / 面板显示

DF-714 DF-632 1 0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73 ～ +73 预设值 （出厂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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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当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时， [FD-Mag.Adj.(F)] （FD 放大调整 （F））显示。

原稿进纸缩放调整

< 步骤 >

1.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DF 读取图 （双面）：正面朝上。

2. 全尺寸复印测试表。

3. 测量并调整测试图上的 C 宽度和样本上的 C 宽度，使宽度 C 的差满足以下所示目标的要求。

4. 触摸 [Orig. Feed Zoom Ad] （原稿进纸缩放调整）。

5. 使用 [+]/[-] 键输入值。

• 如果 C 宽度差大于目标，则输入 - 值。

• 如果 C 宽度差小于目标，则输入 + 值。

6. 再次制作测试表的复印件。

7. 检查测试表与排出的样本之间的 C 宽度差。

8. 如果宽度 C 超出目标范围，则再次更改此设置，然后重新检查。

9. 如果宽度 C 在目标范围内，触摸 [END] （结束）。
AutoAdj_Set

Auto Adjust （自动调整）

• 自动调整副扫描缩放。

< 步骤 >

1. 触摸 [Auto Adjust] （自动调整）。

2.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DF 读取图 （双面）：正面朝上。 

3. 按 Start （开始）键。

4. 确保结果为 OK。

5. 触摸 [SET] （设置），然后 [END] （结束）。

15.9 扫描光调整
• 调整 DF 的扫描光。

• 用于调整从原稿台扫描与从 DF 原稿台扫描之间扫描光的差别。

< 步骤 >

1. 按 [Red] （红）、 [Green] （绿）或 [Blue] （蓝）选择一个颜色。

2. 使用 [+]/[-] 键输入值。

• 调高此设置值，使所选颜色变浅。（变细）

• 调低此设置值，使所选颜色变深。（变粗）

备注 
• 建议使用与红、绿和蓝这三种颜色相同的调整步骤执行扫描光调整。

3. 触摸 [END] （结束）。

15.10 混合原稿尺寸调整
• 调整 DF 混合原稿模式下进纸时所用的纸张长度检测精度。

• 标准尺寸 （A4S）进纸时基于检测到的长度设置各尺寸检测的阈值。

• 当更换 DF 控制板时。

备注
• 执行此调整前，必须先完成 feed zoom （进纸缩放）调整。

< 步骤 >

1.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SEF 方向）

2. 按 Start （开始）键。

3. 确保结果为 OK。

4. 触摸 [END] （结束）。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0 ± 1.0 mm -2.00% ～ +2.00% （1 步幅：0.1%） 0.00%

c

设置项目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红色 -4 ～ +4 （步幅：1) 0

绿色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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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原位读取位置调整
• 调整遮光轴原位。

• 由于 DF 反面遮光轴脏污而导致图像故障时使用。

• 调整遮光轴的原位和更改遮光基准板。

< 步骤 >

1. 使用 [+]/[-] 键输入值。

2. 触摸 [END] （结束）。

15.12 FD 放大调整 （B）
• 调整 DF 的反面进纸方向的进纸缩放。

• 当更换 DF 和 CIS 时。

原稿进纸缩放调整

< 步骤 >

1.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DF 读取图 （双面）：正面朝上。

2. 全尺寸复印测试表。

3. 测量并调整测试图上的 D 宽度和样本上的 D 宽度，使宽度 D 的差满足以下所示目标的要求。

4. 触摸 [Orig. Feed Zoom Ad] （原稿进纸缩放调整）。

5. 使用 [+]/[-] 键输入值。

• 如果 D 宽度差大于目标，则输入 - 值。

• 如果 D 宽度差小于目标，则输入 + 值。

6. 再次制作测试表的复印件。

7. 检查测试表与排出的样本之间的 D 宽度差。

8. 如果宽度 D 超出目标范围，则再次更改此设置，然后重新检查。

9. 如果宽度 D 在目标范围内，触摸 [END] （结束）。
AutoAdj_Set

Auto Adjust （自动调整）

• 自动调整 FD 放大调整 （B）。

< 步骤 >

1. 触摸 [Auto Adjust] （自动调整）。

2.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DF 读取图 （双面）：正面朝上。

3. 按 Start （开始）键。

4. 确保结果为 OK。

5. 触摸 [SET] （设置），然后 [END] （结束）。

15.13 主扫描方向缩放
• 调整 DF 的反面主扫描方向的进纸缩放。

• 当更换 DF 和 CIS 时。

Main scanning direction zoom adj （主扫描方向缩放调整）

< 步骤 >

1.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DF 读取图 （双面）：正面朝上。

2. 全尺寸复印测试表。

3. 测量并调整测试图上的 E 宽度和样本上的 E 宽度，使宽度 E 的差满足以下所示目标的要求。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4 ～ +4 （步幅：1) 0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0 ± 1.0 mm -2.00% ～ +2.00% （1 步幅：0.1%） 0.00%

D

目标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0 ± 2.0 mm -1.00% ～ +1.00% （1 步幅：0.1%） 0.00%



bizhub C360i/C300i/C250i I 维修模式 > 15. ADF

I-104

4. 触摸 [Main scanning direction zoom adj] （主扫描方向缩放调整）。

5. 使用 [+]/[-] 键输入值。

• 如果 E 宽度差大于目标，则输入 - 值。

• 如果 E 宽度差小于目标，则输入 + 值。

6. 再次制作测试表的复印件。

7. 检查测试表与排出的样本之间的 E 宽度差。

8. 如果宽度 E 超出目标范围，则再次更改此设置，然后重新检查。

9. 如果宽度 E 在目标范围内，触摸 [END] （结束）。
AutoAdj_Set

Auto Adjust （自动调整）

• 自动调整主扫描方向缩放。

< 步骤 >

1. 触摸 [Auto Adjust] （自动调整）。

2.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DF 读取图 （双面）：正面朝上。

3. 按 Start （开始）键。

4. 确保结果为 OK。

5. 触摸 [SET] （设置），然后 [END] （结束）。

15.14 歪斜测量
• 测量 DF 歪斜度并做相应调整。

< 步骤 >

1. 选择调整项目。

2.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DF 读取图 （双面）：正面朝上。

3. 按 Start （开始）键。

4. 测量结果会显示在面板上。

5. 重复步骤 2 ～ 4 五次。

6. 确认 [Avg.Value] （平均值）在 “ 指定范围 ” 内。

• 指定范围：+/- 0.5 %

7. 如果 [Avg.Value] （平均值）不在 “ 指定范围 ” 内，重复调整。
MechaAdj_C360i

15.15 ADF 自动调整

备注

• 使用 DF 读取图 （双面）。

• 仅当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单元时 [2-Side] （双面）才会显示。

E E

测量项目 内容

DFSkew (Front) （DF 歪斜

（正面））

显示用于调整 DF 正面歪斜的信息。

DFSkew (Back) （DF 歪斜

（反面））

显示用于调整 DF 反面歪斜的信息。

仅当安装了双重扫描输稿器单元时会显示。

DF 测量项目 参考

DF-632 DFSkew (Front) （DF 歪斜

（正面））

G.3.2. 调整 ADF 上的正面歪斜进纸

DF-714 DFSkew (Front) （DF 歪斜

（正面））

G.4.2. 调整 ADF 上的正面歪斜进纸

DFSkew (Back) （DF 歪斜

（反面））

G.4.3. 调整 ADF 上的背面歪斜进纸

调整项目 内容

Skew Measurement （歪斜

测量）

测量 DF 歪斜度并做相应调整。

Sub Scanning （副扫描） 此调整与同时执行 ADF 副扫描 （单面和双面）的 [Auto Stop Position Adjustment] （自动停止位置调整）和 [FD-Mag. 
Adj.] （FD 放大调整）（单面和双面）的 [Auto Adjust] （自动调整）相同。

Main Scanning （主扫描） 此调整与同时执行 ADF 主扫描（单面和双面）和 [Main Scanning Direction Zoom]（主扫描方向缩放）（单面和双面）

的 [Auto Adjust] （自动调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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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Sub Scanning] （副扫描）和 [Main Scanning] （主扫描）的调整使用 [Skew Measurement] （歪斜测量）的结果，请在执行 [Skew 
Measurement] （歪斜测量）之后进行调整。

< 步骤 （歪斜测量） >

1. 触摸 [Skew Measurement] （歪斜测量）。

2.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放置测试表时使表面朝上。

3. 按 Start （开始）键。

4. 测量结果会显示在面板上。

5. 重复步骤 2 ～ 4 五次。

6. 确认 [Avg.Value] （平均值）在 “ 指定范围 ” 内。

• 指定范围：+/- 0.5 %

7. 如果 [Avg.Value] （平均值）不在 “ 指定范围 ” 内，重复调整。
SkewMechaAdj_C360i

< 步骤 （副扫描 / 主扫描） >

1. 在 [Skew Measurement] （歪斜测量）中测量歪斜。

2. 触摸 [Sub Scanning] （副扫描）或 [Main Scanning] （主扫描）。

3. 将测试表放在进纸盒中。

• 放置测试表时使表面朝上。

4. 按 Start （开始）键。

5. 测量结果会显示在面板上。

6. 重复步骤 3 ～ 5 五次。

7. 触摸 [Apply] （应用）。

备注

• 触摸 [Apply] （应用），调整值会更新为 [Avg.Value] （平均值）中的当前值。

15.16 多页进纸检测调整
• 显示多页进纸检测传感器调整所用的传感器值。

• 更换双张进纸检测组件后使用。

• 更换 DF 控制板后使用。
Procedure_DF714< 目标型号 >

• DF-714

备注
• 调整纸配备多页进纸检测板 / 发送 （MFDB/TX）、多页进纸检测板 / 接收 （MFDB/RX）、多页进纸接收器板 （MFRB）或 DF 控制板

（DFCB）。

< 步骤 >

1. 卸下双重扫描输稿器的分离辊组件。

E.3.3.3. 更换分离辊组件

备注
• 进行调整前，确保卸下分离辊组件。否则，调整纸可能受损。

2. 触摸 [Adj.(Thin)] （调整 （薄纸））。

3. 往进纸盒中放入两张调整纸 （薄纸）。

备注
• 放入调整纸，层压面面进纸口。

4. 触摸 [Start] （开始）。

• 测量结果会显示在面板上。

5. 触摸 [Adj.(Thick)] （调整 （厚纸））。

6. 往进纸盒中放入调整纸 （厚纸）。

7. 按 Start （开始）键。

• 测量结果会显示在面板上。

8. 多页进纸判定阈值的调整值和检查结果显示在面板上。

9. 如果调整结果为 NG，再次进行调整。

备注

• 检查调整纸，纸张错误也可能造成 NG。

DF 参考

DF-632 G.3.2. 调整 ADF 上的正面歪斜进纸

DF-714 G.4.2. 调整 ADF 上的正面歪斜进纸

G.4.3. 调整 ADF 上的背面歪斜进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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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传真

16.1 概述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Option Board Status] （选项板状态）显示传真（回路 1）设为 “Unset （未设置） ” 时

不会显示。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Option Board Status] （选项板状态）中仅设置传真（回路 1）时配置传真线路 1 的

设置。

•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Option Board Status] （选项板状态）中设置了多条传真线路时配置每条所选传真线

路的设置。

仅当选择 “Line1 （线路 1） ” 时才会显示以下设置。

• System （系统）、 Fax File Format （传真文件格式）、 List Output （列表输出）、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备注
• 可以设置的传真线路因不同的 MFP 而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 产品概述 ”。



bizhub C360i/C300i/C250i I 维修模式 > 16. 传真

I-107

16.1.1 PBX 操作环境
概述

外部传真通信流

< 外部传真通信流 >

1. 从传真源到 PBX 的呼叫。（摘机状态）

2. 从 PBX， PBX 拨号音信号发送到传真源，通知连接已建立。

3. 传真源检测到 PBX 拨号音信号并发送外部号码。

• 在 [ 网络设置 4] 中进行设置，以合理检测 PBX 拨号音信号。

4. 当收到外部号码， PBX 连接到公共线路。 

5. 从公共线路，第 1 拨号音信号发送到传真源，通知连接已建立。

6. 传真源检测到第 1 拨号音信号并发送传真目的地号码。

• 为了合理检测第 1 拨号音信号，在 [ 网络设置 5] 中进行设置。

7. 公共线路连接到传真目的地并开始传真通信。

[1] 传真源 [2] PBX （专用小交换机）

[3] 公共线路 [4] 传真目的地 （外部线路）

[5] 传真目的地 （内部线路） [6] 外部传真通信

[7] 内部传真通信 - -

[1] 传真源 [2] PBX （专用小交换机）

[3] 公共线路 [4] 传真目的地 （外部线路）

[6]

[7]

[2]

[3]

[4]

[5]

[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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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调制解调器 /NCU

V34

V17 Send Max Speed （V17 最大发送速度）

TxATT
TxATT_Fnc_EN

Level （电平）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RX Max. Bit Speed（接收

大位速）

设置以 V.34 接收时的 大位速。 2400 至 33600 bps
（步幅：2400 bps）

33600 bps

TX Max. Bit Speed （发送

大位速）

设置以 V.34 传输时的 大位速。 2400 至 33600 bps
（步幅：2400 bps）

33600 bps

Control CH Speed （控制通

道速度）

控制通道的位速。
在 V.34 启动过程中执行 2400/1200 协商。

1200 bps ○

2400 bps

Max. SYMB Speed （ 大 
SYMB 速度）

V.34 的 大解调速度 （波特率）

• 3429 SYMB：3429 33.6 k 至 4.8 k

• 3200 SYMB：3200 31.2 k 至 2.4 k

• 3000 SYMB：3000 28.8 k 至 2.4 k

• 2800 SYMB：2800

• 2400 SYMB：2400

通过更改设置改变发送和接收的解调速度。
确定 V.34 大位速的上限值。

通常，无需更改该值。如果 V.34 错误经常发生，可以尝试设置 
3000 SYMB 并减小符号速率。

2400 SYMB

2800 SYMB

3000 SYMB

3200 SYMB

3429 SYMB ○

V34 Point Number （V34 点
编号）

根据从 V.34 传输训练获取的线路状态选择 佳眼图。 Auto （自动） ○

16Point

4Point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TX Max. Speed （ 大发送

速度）

设置传输的 大速度。 V17 -14400 bps ○

V17-12000bps

V17-9600bps

V17-7200bps

V29-9600bps

V29-7200bps

V27-4800bps

V27-2400bps

RX Max. Speed （ 大接收

速度）

设置接收的 大速度。 V17 -14400 bps ○

V29-9600bps

V27-4800bps

设置项目 内容 步骤

PIX TxATT 设置 PIX TxATT 的输出电平。

直接设置调制解调器。没有外部衰减器。 
设置值因国家而异。

TONE/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信号 
TxATT）

设置音频 / 程序信号 TxATT 的输出电平。

直接设置调制解调器。没有外部衰减器。

CED/ANSam TxATT 设置 CED/ANSam TxATT 的输出电平。

直接设置调制解调器。没有外部衰减器。

DTMF TxATT 设置 DTMF TxATT 的输出电平。

直接设置调制解调器。没有外部衰减器。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CD/SED ON Level （CD/
SED 打开电平）

设置接收信号的灵敏度电平。
不使用 SED。

-48 至 -33 dBm
（步幅：5 dBm）

-48 dBm

DTMF H-L Level Difference
（DTMF H-L 电位差）

设置 DTMF H-L 电位差。 1.0 至 4.0 dB
（步幅：0.5 dB）

2.0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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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le EQL （电缆 EQL）

16.3 网络

网络设置 1

• *：No. of Times of Busy Tone Detection （忙音检测次数）

网络设置 2

• *：min. RING OFF Time （ 小挂断时间）

• a：避免将 “a” 判断为挂断时间。

• b：挂断时间

网络设置 3

备注

• 仅当选择 “Line1 （线路 1） ” 时才会显示此设置。

• 仅当将 “Fax Target （传真目标） ” 设置为 “JP” 时，才会显示此设置。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Send/Rec. （发送 / 接收） 修正通信线路的延时特征。 0 Km ○

1.8 Km

3.6 Km

7.2 Km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Receive Signal 
Detection Mode （接收

信号检测模式）

设置通过次数还是通过时间检测接收信号。
无法通过次数检测铃声时，设为 “Time” （时间）。

No. of Times （次

数）

○

Time （时间）

BUSY TONE Detection
（忙音检测）

设置是否使用忙音检测。 ON （开） ○ （日本 / 美
国）

OFF （关） ○ （欧洲）

No. of Times of Busy 
Tone Detection （忙音

检测次数）

设置忙音检测的次数。
0 次说明未执行检测。

0 至 15 次
（步幅：计 1 次）

2 （日本 / 美国）

3 （欧洲）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1300Hz Detection
（1300Hz 检测）

设置是否使用 1300Hz 检测。

如果要使用传真网络 （F-net），将此功能设为 “ON” （开）。

ON （开）

OFF （关） ○

Dial Tone Detection
（拨号音检测）

设置是否使用拨号音检测。 ON （开） ○

OFF （关）

DC-LOOP Check （直

流环路检查）

在拨号前检查直流环路电流。
电流为零时会发生错误。 (T.80)
可根据不同国家的标准更改此设置。在日本，此参数设为 OFF （关）。

ON （开）

OFF （关） ○

min. RING OFF Time
（ 小挂断时间）

识别铃声间隔的 小时间。 0 至 1000 ms
（步幅：100 毫秒）

200 ms （日本）

0 ms （美国 / 欧
洲）

Response Waiting Time
（响应等待时间）

设置响应等待时间。
响应等待定时器 （55 秒）

• 主叫：拨号后开始。直至接收到 CED。

35 至 115 s
（步幅：1 s）

55 s

Pause Time （暂停时

间）

一个暂停键的暂停时间 （位数间暂停） 1 至 7 s
（步幅：1 s）

1 s

响铃

1 2 3

响铃 响铃 响铃

将响铃次数设置为 3 时，
将判断为忙碌状态。

a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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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置 4、网络设置 5
• 网络设置 4：设置从 PBX 接收的 PBX 拨号音信号。

• 网络设置 5：设置从公共线路接收的第 1 个拨号音信号。

• 根据 Tone Det. Set. （音频检测设置）中的设置值进行如下设置。

在 Tone Det. Set. （音频检测设置）中选择 [Continuous Sound] （连续音）时

在 Tone Det. Set. （音频检测设置）中选择 [Intermittent Sound] （间歇音）时

在 Tone Det. Set. （音频检测设置）中选择 [OFF] （关）时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Pseudo-RBT Format
（伪 RBT 格式）

设置发回给主叫方的伪回铃音格式。 日本 ○

US

GB

GE

无

Pseudo-RBT TX Level
（伪 RBT 发送电平）

设置伪回铃音的传输电平。 -15 至 -10 dBm
（步幅：1 dBm）

-10 dBm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网络设置 4 网络设置 5

Tone Det.Set. （音频检测

设置）

执行音频检测设置。 Continuous 
Sound （连

续音）

○

Intermittent 
Sound （间

歇音）

○ （日本）

OFF （关） ○ （美国 / 欧洲）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Wait Time （等待时间） 设置拨号音等待时间。 1 至 10 s
（步幅：1 s）

3 s

Detection Time （检测时

间）

设置拨号音检测时间。 20 至 5000 ms
（步幅：20 毫秒）

1000 ms

Interr. Det. Time （中断检

测时间）

设置中断检测时间。 0 至 1000 ms
（步幅：20 毫秒）

0 ms

Tone Det. Frequency （音

频检测频率）（*）
设置拨号音检测频率模式。 1 至 23

（步幅：1)

8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Minimum ON Time （

短打开时间）

设置 短打开时间。 20 至 5000 ms
（步幅：20 毫秒）

100 ms

Maximum ON Time （

长打开时间）

设置 长打开时间。 20 至 5000 ms
（步幅：20 毫秒）

1000 ms

Minimum OFF Time （

短关闭时间）

设置拨号音 短关闭时间。 20 至 5000 ms
（步幅：20 毫秒）

100 ms

Maximum OFF Time （

长关闭时间）

设置拨号音 长关闭时间。 20 至 5000 ms
（步幅：20 毫秒）

400 ms

Detection Count （检测计

数）

设置音频检测的次数。 1 至 10 次
（步幅：计 1 次）

3 次计数

Wait Time （等待时间） 设置拨号音等待时间。 1 至 10 s
（步幅：1 s）

3 s

Tone Det. Frequency （音

频检测频率）（*）
设置拨号音检测频率模式。 1 至 23

（步幅：1)

8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Pre-PauseTime （预暂停

时间）

设置预暂停时间。 1 至 10 s
（步幅：1 s）

3 s

Tone Det. Frequency （音

频检测频率）（*）
设置拨号音检测频率模式。 1 至 23

（步幅：1)

8 (400±1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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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e Det. Frequency （音频检测频率）的设置值如下所示。

*：Tone Det. Frequency （音频检测频率）设置的详情。

16.4 系统

备注

• 此设置仅针对 “ 线路 1” 显示。

显示设置
DispSetting_KeyCnt

扫描设置
ReadSetting_Def5

系统功能

设置值 内容 设置值 内容 设置值 内容

1 155±65Hz 9 425±100Hz 17 425±150Hz

2 1155±25Hz 10 440±100Hz 18 440±150Hz

3 375±75Hz 11 375±125Hz 19 465±205Hz

4 400±75Hz 12 400±125Hz 20 350±25Hz （双）

5 425±75Hz 13 425±125Hz 21 620±25Hz （双）

6 440±75Hz 14 440±125Hz 22 400±75Hz （双）

7 375±100Hz 15 375±150Hz 23 550±100Hz （双）

8 400±100Hz 16 400±150Hz - -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Closed area Rx （闭合

区域接收）

设置是否通过使用垃圾传真信息的 F 码使用闭合接收功能的菜单显示。 ON （开） ○

OFF （关）

Re-Transmission （重

新传输）

设置是否使用重新传输功能。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择）显示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或投币机 2 时，此

设置设为 “OFF （关） ”。

ON （开） ○

OFF （关）

Compulsory Memory 
RX （强制记忆接收）

设置是否使用强制记忆接收功能。
• 设为 “ON （开） ” 时，可以选择强制记忆接收功能的开 / 关设置，该功能允许

在接收文件后不自动打印，而在需要时手动打印。

ON （开） ○

OFF （关）

Dial In （拨入）

（仅限日本）

设置是否使用调制解调器拨入功能。 ON （开） ○

OFF （关）

Reject Calls （拒绝来

电）

设置是否使用拒绝来电功能。（仅限日本）
• 设为 “ON （开） ” 时，此功能会显示允许将要拒绝的用户设为拒绝来电号码的

功能。

ON （开） ○

OFF （关）

Remote Rx （远程接

收）
（仅限日本）

设置是否使用远程接收功能。 ON （开） ○

OFF （关）

Relay （中继） 设置是否使用中继功能。 ON （开） ○

OFF （关）

Number display （号码

显示）
（仅限日本）

设置是否使用号码显示功能。 ON （开） ○

OFF （关）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Frame Erasure HP （边

框消除 HP）
设置读取期间的边框消除尺寸。
原稿四边被擦除的宽度相同。
擦除外线，防止出现黑线。对于书籍传输很有效。

5 mm ○

10 mm

15 mm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Fax Board Watchdog
（传真电路板看门狗）

设置是否启用传真电路板 CPU 的看门狗功能。

• 开：挂断时重置。

• 关：保持挂断。

ON （开） ○

OFF （关）

Fax BOOT Rewrite on 
ISW （ISW 上的传真

引导重写）

升级 BOOT BLOCK 程序或更换硬件时需要。 ON （开）

OFF （关） ○

Error Code Display 
Time （错误代码显示

时间）

设置通讯错误代码显示时间。 HOLD （保持） 20 s

10 至 250 s
（步幅：1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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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设置

16.5 传真文件格式
• 初始化以下数据。

• 会删除 Box 中保存的所有扫描 / 传真文件。

• 会删除通过 F 码自动产生的所有 Box。

备注
• 此设置仅针对 “ 线路 1” 显示。

< 步骤 >

1. 按 Start （开始）键。

2. 将执行传真文件格式。

16.6 通讯

协议

国际通信功能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Auto Rotation Send 
(LT) （自动旋转发送

（LT））

设置是否自动旋转 Letter 尺寸的原稿以进行传输。

• 开：以 A4 宽度传输。

• 关：以 A3 宽度传输。

ON （开） ○

OFF （关）

Auto Rotation Send 
(A4T) （自动旋转发送

（A4T））

设置是否自动旋转 A4 尺寸的原稿以进行传输。

• 开：以 A4 宽度传输。

• 关：以 A3 宽度传输。

ON （开） ○

OFF （关）

Error Page Resending
（错误页重新发送）

设置在发生通讯错误后，从错误页开始重新发送文件还是发送所有页面。 Error Page （错误

页）

○

All Page （所有页

面）

Number of Redials 
(Error Page) （重拨次

数 （错误页））

设置错误页的重拨次数。
错误页重拨忙碌时计为遇忙重拨。

0 至 7
（步幅：1)

3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V8/V34 Protocol （V8/
V34 协议）

设置是否使用 V.8/V.34 协议。 ON （开） ○

OFF （关）

V17 EP TONE （V17 
EP 音频）

是否在训练信号前添加 EP 音频 （回声保护：2100Hz）。

仅当选择 “Line1 （线路 1） ” 时才会显示此设置。

ON （开） ○

OFF （关）

V29 EP TONE （V29 
EP 音频）

是否在训练信号前添加 EP 音频 （回声保护：2100Hz）。

仅当选择 “Line1 （线路 1） ” 时才会显示此设置。

ON （开）

OFF （关） ○

V17 Selection Mode “-”
（V17 选择模式 “-”）

在拨号号码的顶部添加破折号 （-）时不使用 V.34。
仅当选择 “Line1 （线路 1） ” 时才会显示此设置。

ON （开）

OFF （关） ○

ANSam Send Time
（ANSam 发送时间）

设置 V.8 协议信号 ANSam 的传输时间。

通常不需要更改。
仅当选择 “Line1 （线路 1） ” 时才会显示此设置。

1.0 至 5.5 s
（步幅：0.5 s）

4.0 s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Foreign Communication 
Function （国外通讯

功能）

设置是否使用采用 DIS 等待次数的模式。 ON （开） ○

OFF （关）

No. of DIS Waiting 
Times at Foreign 
Communication （国外

通讯时的 DIS 等待次

数）

设置 DIS 等待次数。 1 ○

2

V34 Speed （V34 速
度）

设置 V.34 国际通讯模式的速度。 16800 至 33600 bps
（步幅：2400 bps）

28800 bps

V17 Speed （V17 速
度）

设置 V.17 国际通讯模式的速度。 7200 至 14400 bps
（步幅：2400 bps）

7200 bps

V29 Speed （V29 速
度）

设置 V.29 国际通讯模式的速度。 2400 至 9600 bps
（步幅：2400 bps）

4800 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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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1 （定时器 1）

• *1：DCS-TCF DELAY （DCS-TCF 延迟）

• *2：CED-DIS DELAY （CED-DIS 延迟）

• *3：PIX-PMC DELAY （PIX-PMC 延迟）

TIMER2 （定时器 2）

• *：EOL-EOL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T1 T1 定时器 （T.30 标准）

• 主叫：通过响应等待定时器指定

• 被叫：DIS 输出后开始。直至接收到 DCS 前的等待时间。

响应等待定时器 （55 秒）

• 主叫：拨号后开始。直至接收到 CED。

30 至 90 s
（步幅：5 s）

35 s

DCS-TCF DELAY
（DCS-TCF 延迟）

设置 DCS 与 TCF 间的延迟时间。 (*1) 50 至 150 ms
（步幅：10 毫秒）

80 ms

CED-DIS DELAY
（CED-DIS 延迟）

设置 CED 与 DIS 间的延迟时间。 (*2) 50 至 150 ms
（步幅：10 毫秒）

80 ms

PIX-PMC DELAY
（PIX-PMC 延迟）

设置 PIX 与 PMC 间的延迟时间。 (*3) 50 至 150 ms
（步幅：10 毫秒）

80 ms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EOL-EOL 设置 EOL 间的传输时间。（*） 4.0 至 25.5 s
（步幅：0.5 s）

13.0 s

CFR-PIXWAIT 设置从发送 CFR 到接收到图像信号的等待时间。

船只上的无线电传真通常需要 6 秒以上。

6.0 至 25.5 s
（步幅：0.5 s）

6.0 s

EOM-PIXWAIT 使用 EOM 时，发送 DIS 前接收 PIX 的等待时间。

某些传真机发送 PIX 而不返回 B 相，也不会考虑 EDM。

5.5 至 25.5 s
（步幅：0.5 s）

5.5 s

JM WAIT 持续输出 CM 直到接收 JM 的时间。 6.0 至 25.5 s
（步幅：0.5 s）

9.0 s

CED DIS
DCS TCF PIX PMC

PMC：报文后命令

CED DIS
DCS TCF PIX PMC

PMC：报文后命令

CED DIS
DCS TCF PIX PMC

PMC：报文后命令

EOL 1 行数据 EOL 1 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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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6.7 列表输出

备注
• 此设置仅针对 “ 线路 1” 显示。

Report Addition Information （报告附加信息）

• 设置是否将诊断代码或拨号号码添加到通讯日志。

TX Result Report （发送结果报告）

• 设置是否将图像添加到传输结果报告。

• 即使设为 “With image （有图像） ”，在进行快速记忆发送和手动发送时也不会添加图像。

Protocol Trace Auto Output （协议追踪自动输出）

• 设置协议追踪自动输出的时间。

16.8 功能参数
可以通过寻址设置功能参数。

备注
• 若要在此地址参数列表中更改数值，请遵守各国家的电话线路规定。
• 根据已更改的数值，符合其他国家的电话线路标准可能无法实现。
< 步骤 >

1. 选择 [Address] （地址），然后使用 [A] ～ [F] 或数字键盘输入地址。

按 [<-] 或 [->] 可以移动光标。

2. 接下来，选择 [Data] （数据），然后使用数字键盘输入二进制值。

3. 确认 [Address] （地址）中的设置和输入的数字，然后触摸 [Apply] （应用）。

4. 设置完成后，触摸 [END] （结束）。

16.9 初始化
• 初始化所选的数据。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ECM 功能 设置是否取消接收 ECM （错误修正模式）。 ON （开） ○

OFF （关）

Frame Size at ECM TX
（ECM 发送时的帧大

小）

设置 ECM 传输时的帧大小。 64

256 ○

Coding Ability （编码

能力）

设置编码能力。
对发送和接收都有效。

MH

MH/MR

MH/MR/MMR

MH/MR/MMR/JBIG ○

设置值 内容 默认设置

Diagnosis Code （诊断代

码）

在通讯日志上打印诊断代码。

Dial Number （拨号号

码）

在通讯日志上打印拨号号码。

OFF （关） 不应用诊断代码和拨号号码。 ○

设置值 默认设置

With image （有图像） ○

Without image （无图像）

设置值 默认设置

Always （总是）

Error （错误）

OFF （关） ○

数据 内容

Fax Function Parameter （传真功能参

数）

将功能设置状态初始化为出厂默认状态。

Communication Journal Data （通讯日

志数据）

删除所有通讯日志。
仅当选择 “Line1 （线路 1） ” 时才会显示此设置。

Rx Refusal Fax Number（拒绝接收传真

号码）

清除所有拒绝接收传真号码 （拒绝接收电话号码）。
仅当选择 “Line1 （线路 1） ” 时才会显示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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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有关缩写注册数据、程序注册数据、群组注册数据和 F 码 Box 数据的格式，请参见 “I.16.5.Fax File Format （传真文件格式） ”。

< 步骤 >

1. 选择要初始化的数据。

补充：对于数据，可选择两个或多个选项。
2. 触摸 [Yes] （是）。

3. 显示验证信息时，触摸 [Yes] （是）。

4. 所选数据将初始化。

16.10 传真线路标准设置
• 用于确认传真设置。

备注
• 如果下列设置发生变化，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Network] （网络）和 [System] （系统）上的设置也会变化。

• 传真线路标准设置 1：Receive Signal Detection Mode（接收信号检测模式）、 BUSY TONE Detection（忙音检测）、 No. of Times of Busy 
Tone Detection （忙音检测次数）

• 传真线路标准设置 2：Dial Tone Detection （拨号音检测）、 Pause Time （暂停时间）、 Response Waiting Time （响应等待时间）

• 传真线路标准设置 3：Error Page Resending （错误页重新发送）、 Number of Redial （重拨次数）

• 如果下列设置发生变化，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Fax Settings]（传真设置） -> [Line Parameter Setting]（线路参数设置）上的设置也会

变化。
• 传真线路标准设置 1：Number of RX Call Rings （接收呼叫振铃数）、 Receive Time Interval Set （接收时间间隔设置）

• 传真线路标准设置 4：Number of Redials （重拨次数）、 Redial Interval （重拨时间间隔）、 Line Monitor Sound Volume (Send) （线路监视

音量 （发送））、 Line Monitor Sound Volume (Receive) （线路监视音量 （接收））

V17 接收错误

• 用于配置发生接收错误后重新尝试接收数据时是否降低接收速度。

• 设为 [ON] （开）时，发生接收错误后，设备下次将使用 V17 接收数据。

< 步骤 >

1. 触摸 [Fax Line Std. Setting 3] （传真线路标准设置 3）。

2. [V17 RX Error] （V17 接收错误）选择为 [On] （开）或 [OFF] （关）。

16.11 功能参数列表 （所有传真线路）

16.11.1 作业设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ON （开） ○

OFF （关）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重拨时间间隔 000B0000 7-4 - - 00000011

3-0 重拨时间间隔 （单位：1 分钟）

0000：0 分钟至 1111：15 分钟

3 分钟

遇忙重拨数 000B0001 7 按美国 / 加拿大标准， T82 时的重拨数

0：1 次
1：取决于位 3-0 （管理员菜单）

1 次 00000011

6-4 - -

3-0 遇忙重拨数 （单位：次数） 
0000：0 次至 1111：15 次

3 次

错误重拨数 000B0002 7-4 - - 00000011

3-0 重拨次数 （错误页）（单位：次数） 
0000：0 次至 1111：15 次

3 次

传真存储器相关设置 000B0003 7 - - 00001000

6 错误页重拨时的 V34 模式

0：禁止

1：启用

禁止

5 - -

4 错误页重拨时从第一页开始重新发送
0：从错误页开始重新发送

1：从初始页开始重新发送

从错误页开始重新发
送

3 碳粉用尽时的呼叫接收操作
0：拒绝

1：允许

允许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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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通信 HP 000B0004 7-6 - - 00000101

5 快速记忆发送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4 轮询传输后删除的文件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

3 接收模式
0：Auto （自动）

1：Manual （手动）

Auto （自动）

2 V.34
0：OFF （关）

1：ON （开）

ON （开）

1 国际传输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0 ECM 传输

0：OFF （关）

1：ON （开）

ON （开）

转发发送 000B0005 7 - - 00000000

6 传真双面记录
0：可行

1：不可行

可行

5-4 - -

3-2 转发发送的默认设置
00：未设置

01：线路 1
10：线路 2

未设置

1-0 转发发送
00：无转发

01：转发 + 始终 （打印）

10：转发 + 仅当未递送时 （打印）

无转发

传真接收自动输出设置 000B0006 7 双面记录 × 00000001

6 - -

5 小幅记录纸选择 ×

4 页面单位记录 ×

3 正面朝上输出 ×

2 页面分割记录 ×

1-0 出纸盘 HP
00：纸盒 1
01：纸盒 2
10：纸盒 3
11：纸盒 4

纸盒 2

传真接收自动输出设置 2 000B0007 7 边接收边打印会影响 STOP （停止）功能 ○ 11010100
（日本 / 欧

洲）
11110100
（美国）

6 接收后打印会影响 STOP （停止）功能 ○

5 小幅纸张优先 × （日本 / 欧洲）

○ （美国）

4-2 纸盒固定
000：纸盒 1
001：纸盒 2
010：纸盒 3
011：纸盒 4
100：LCT
101：Auto （自动）

Auto （自动）

1 使用 LG。 ×

0 使用 LT。 ×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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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要接收的记录纸 000B0008 7 无 A5S 选择

0：A4->B5
1：B5->A4

A4->B5 00000000

6-2 - -

1-0 纸张选择模式
00：APS
01：记录纸命名模式 1
10：记录纸命名模式 2

APS

设置要接收的记录纸尺寸 000B0009 7-5 - - 00001111
（日本 / 欧

洲）
00011111
（美国）

4-0 01000：A3
01001：B4
01111：A4

10001：81/2×14

11000：11×17

11111：81/2×11

A4 （日本 / 欧洲）

81/2×11 （美国）

使用 A4/LTR 时的目标减速率 000B000A 7-0 使用 A4/LTR 时的目标减速率 （%） 90% 01011010

其他目标减速率 000B000B 7-0 其他目标减速率 （%） 93% 01011101

传真 ISW 上的引导重写 000B000C 7-1 - - 00000000

0 引导区域重写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APS 所用的减速率 000B000D 7-0 APS 时的接收图像减速率 （%） 93% 01011101

低减速率 000B000E 7-0 APS 时的接收图像减速率 （A3/B4 宽度）（%） 96% 01100000

不完整发送保留 000B000F 7 调试模式
0：OFF （关）

1：ON （开）（3 分钟）

OFF （关） 00000000

6-4 - -

3-0 文件保留时间
0000：12 小时

0001：24 小时

0010：48 小时

0011：72 小时

12 小时

站间定时器 000B0010 7-0 站间定时器 （单位：秒）
00000000 至 11111111：255 秒
（00000000 表示 3 秒）

3 秒 00000011

PC 传真接收 000B0016 7 TSI 路由功能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00010000

6 PC 传真接收代码未指定时的操作

0：PC 接收

1：打印

PC 接收

5 PC 传真接收打印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4 - -

3-1 PC 传真接收模式

000：OFF （关）

001：ON （开） + 固定收件箱接收

010：Dialin （拨入） + 固定收件箱接收

011：ON （开） + 指定收件箱接收

100：Dialin （拨入） + 指定收件箱接收

OFF （关）

0 密码检查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PC 传真接收密码 000B0017 - 
000B002A

7-0 ASCII 20 位 0x20 00000010

传真接收自动输出设置 3 000B002B 7-4 - - 00000001

3-0 输出套数设置范围 （单位：套）
0000：0 套至 1111：15 套

1 套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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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线路的设置 000B002C 7-6 线路 2 发送设置

00：发送 / 接收

01：仅接收

10：仅发送

发送 / 接收 00000000

5-0 - -

PC 传真设置 000B002D 7-2 - - 00000000

1-0 PC 传真发送线路规格

00：未设置

01：线路 1
10：线路 2

未设置

I 传真编码系统能力 （自动发送

能力的默认设置）

000B0032 7-4 - - 00000100

3-0 0000：（禁止设置）

0001：MH
0010：MR/MH
0100：MMR/MR/MH

MMR/MR/MH

自动转发模式 000B0034 7-2 - - 00000000

1 英寸制传输
0：mm
1：英寸

mm

0 自动转发目的地
0：FAX （传真）

1：E-Mail

FAX （传真）

I-Fax 相关的默认设置 000B0035 7-5 - - 00000000

4 RTI 位置设置

0：外

1：内

外

3 TTI 位置设置

0：外

1：内

外

2 RTI 设置

0：ON （开）

1：OFF （关）

ON （开）

1 TTI 设置

0：ON （开）

1：OFF （关）

ON （开）

0 印记默认值设置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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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功能 000B0039 7 拦截广播发送中的单地址发送
0：允许

1：禁止

允许 01000100

6 TTI 打印，单元 ID 首选功能

0：非首选

1：首选

首选

5 发送期间放弃错误页
0：不放弃

1：放弃

不放弃

4 F 码发送功能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

3 广播发送期间拨号复制检查
0：已检查

1：未检测

已检查

2 不完整发送保留功能
0：Yes （是）

1：No （否）

No （否）

1 中继接收功能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

0 机密接收功能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

字符 ID[46] 000B003A - 
000B0067

7-0 ASCII [46]
当 ID 少于 46 位时，左对齐后在顶部插入空格。（有空终

止符）

0x00 00000000

接收拒绝 000B0068 7-1 - - 00000000

0 呼叫接收被拒 - 号码显示

0：断开线路

1：无响应

断开线路

记录纸优先选择 000B0069 7-2 - - 00000000

1-0 00：自动选择

01：固定尺寸

10：优先

自动选择

Box 号码错误操作 000B006A 7-5 - - 00000000

4 TSI 传输正常终止时打印或不打印接收的图像。

0：OFF （关）

1：ON （开）

ON （开）

3 TSI 路由打开时，无路由注册或无注册 BOX 的操作

0：打印输出

1：保存在强制记忆接收 BOX 中

打印输出

2-1 未注册 BOX 副编号的接收

00：打印

01：通讯错误

10：自动创建

打印

0 - -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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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2 功能设置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错误线路处理 / 判断 000E0000 7 RTP 传输 × （日本 / 美国）

○ （欧洲）

00000001
（日本 / 美

国）
10000010
（欧洲）

6 - -

5 错误线路再循环 ×

4 新增错误标记 ×

3 - -

2 连续错误线路数的判断 ×

1 错误线路率判断 × （日本 / 美国）

○ （欧洲）

0 错误线路数的判断 ○ （日本 / 美国）

× （欧洲）

错误线路数 - 极好 000E0001 7-0 线路数 - 极好

错误线路数≦ VeryGoodErrorNum， MCF 已传输。

16 00010000

错误线路数 - 良好 000E0002 7-0 错误线路数 - 良好

VeryGoodErrorNum< 错误线路数≦ GoodErrorNum，RTP 
已传输

64 （日本 / 美国）

128 （欧洲）

01000000
（日本 / 美

国）
10000000
（欧洲）

错误线路数 - 不良 000E0003 7-0 错误线路数 - 不良

GoodErrorNum< 错误线路数≦ BadErrorNum， RTN 已传

输。
错误线路数 >BadErrorNum，视为超出错误线路。

128 （日本 / 美国）

255 （欧洲）

10000000
（日本 / 美

国）
11111111
（欧洲）

错误线路率 - 极好 000E0004 7-0 错误线路率 - 极好 （%）

错误线路率≦ VeryGoodErrorPercent， MCF 已传输。

5% 00000101

错误线路率 - 良好 000E0005 7-0 错误线路率 - 良好 （%）

VeryGoodErrorPercent< 错误线路率≦ GoodErrorPercent，
RTP 已传输。

错误线路率 >GoodErrorPercent， RTN 已传输。

10% 00001010

连续错误线路数 - 不良 000E0006 7-0 判断为不良的连续错误线路数 （正常）
连续错误线路数≦ ErrorContNormal， MCF 已传输。

连续错误线路数 >ErrorContNormal， RTN 已传输。

3 00000011

连续错误线路数 - 不良 000E0007 7-0 判断为不良的连续错误线路数 （精细）
连续错误线路数≦ ErrorContNormal， MCF 已传输。

连续错误线路数 >ErrorContNormal， RTN 已传输。

6 00000110

连续错误线路数 - 不良 000E0008 7-0 判断为不良的连续错误线路数 （300 dpi）
连续错误线路数≦ ErrorContNormal， MCF 已传输。

连续错误线路数 >ErrorContNormal， RTN 已传输。

9 00001001

连续错误线路数 - 不良 000E0009 7-0 判断为不良的连续错误线路数 （超精细）
连续错误线路数≦ ErrorContNormal， MCF 已传输。

连续错误线路数 >ErrorContNormal， RTN 已传输。

12 00001100

添加 EP 音频 000E000A 7-3 - - 00000110

2 V.17 ○

1 - -

0 V.29 ×

CED 检测传输频率 000E000B 7-2 - - 00000000

1 CED 检测

0：检测

1：不检测

检测

0 CED 传输频率

0：2100 Hz

21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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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CSI/CIG 参数 000E000C 7 TSI 传输

0：No （否）

1：Always （总是）

Always （总是） 11100000

6 CSI 传输

0：No （否）

1：Always （总是）

Always （总是）

5 CIG 传输

0：No （否）

1：Always （总是）

Always （总是）

4-1 - -

0 在 CSI 上添加字符 ID。 0

G3 模式错误 000E000D 7 非 ECM 时的 Ph-C8 低限制定时器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00000000
（日本 / 美

国）
01000100
（欧洲）6 拨号顶部的 “-” 选择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日本 / 美
国）

ON （开）（欧洲）

5 RTN 接收

0：逐步降低

1：线路断开

逐步降低

4 收到远程接收 ID
0：仅在检测到响铃后

1：无限制

仅在检测到响铃后

3 手动接收的 DIS 重新传输时间间隔

0：4.5 秒
1：3.0 秒

4.5 秒

2 T200 时的 DCN 传输 0 （日本 / 美国）

1 （欧洲）

1 接收时的 DIS 长度限制为 4 字节

0：无限制

1：限制

无限制

0 ph.C 停止时传输 DCN 0

增大 / 减小 000E000E 7 严格 TCF 检查

0：正常

1：严格检查

正常 00000000

6-1 - -

0 接收 ECM 时，检查 PostMsg 的 PC/BC。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

DCS 与 TCF 间的延迟定时器 000E000F 7-0 DCS - TCF 延迟定时器 （单位：10 毫秒） 80 ms 00001000

PIX 与 PMC 间的延迟定时器 000E0010 7-0 PIX - PMC 延迟定时器 （单位：10 毫秒） 80 ms 00001000

CED 与 DIS 间的延迟定时器 000E0011 7-0 CED - DIS 延迟定时器 （单位：10 毫秒） 80 ms 00001000

主叫方的 T1 定时器 000E0012 7-0 传输的 T1 定时器 （单位：1 秒） 35 秒 00100011

被叫方的 T1 定时器 000E0013 7-0 接收的 T1 定时器 （单位：1 秒） 35 秒 00100011

ph.C 接收限制时间 000E0014 7-0 每页 大接收时间 （单位：分钟） 
00000001：1 分钟至 11111111：255 分钟

15 分钟 00001111

EOL 间的定时器 000E0015 7-0 EOL - EOL 定时器 （单位：100 毫秒） 13000 ms 10000010

帧间的定时器 000E0016 7-0 帧间的定时器 （单位：秒） 35 秒 00100011

ANSam 信号传输时间 000E0017 7-0 ANSam 信号传输时间 （单位：100 毫秒） 4000 ms 00101000

Ci 信号传输时间 000E0018 7-0 Ci 信号传输时间 （单位：100 毫秒） 500 ms 00000101

高速信号传输等待延迟定时器 000E0019 7-0 高速信号传输等待延迟定时器 （单位：10 毫秒）

（CFR-PIX/MPS-PIX/CTR-PIX 之间）

550 ms 00110111

ph.C 顶部虚设数据传输时间 000E001A 7-0 ph.C 顶部虚设数据传输时间 （单位：100 毫秒）

（非 ECM 时的虚设数据 /ECM 时的报头）

400 ms 00000100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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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C 计数器 000E001B 7-3 - - 00000001

2-0 EOL 计数器被判断为 RTC
000：EOL*2
001：EOL*3
010：EOL*4
011：EOL*5
100：EOL*6

EOL*3

闭合区域通讯 000E001C 7-3 - - 00000000

2 轮询发送 ×

1 轮询接收 ×

0 - -

机器密码 [20] 000E001D - 
000E0030

7-0 ASCII [20]
当 ID 少于 20 位时，左对齐后在顶部插入空格。（没有空

终止符）

0x20 00100000

CSRC 密码 [20] 000E0031 - 
000E0044

7-0 ASCII [20]
当 ID 少于 20 位时，左对齐后在顶部插入空格。（没有空

终止符）

0x20 00100000

看门狗 000E0045 7-1 - - 00000001

0 看门狗
0：OFF （关）

1：ON （开）

ON （开）

CFR 后的 T2 定时器 000E0046 7-0 CFR 后的 T2 定时器值 x100 毫秒 6000 ms 00111100

EOM 后的 T2 定时器 000E0047 7-0 EOM 后的 T2 定时器 x100 毫秒 5500 ms 00110111

卡纸等待定时器 000E0048 7-0 卡纸等待定时器值 x100 毫秒 9000 ms 01011010

目的地 000E0049 7-0 00000000：美国

00000001：加拿大

00000010：日本

00000011：澳大利亚

00000100：新西兰

00000101：欧洲

00000110：德国

00000111：英国

00001000：法国

00001001：瑞士

00001010：荷兰

00001011：比利时

00001100：澳大利亚

00001101：挪威

00001110：瑞典

00001111：芬兰

00010000：爱尔兰

00010001：丹麦

00010010：意大利

00010011：西班牙

00010100：葡萄牙

00010101：波兰

00010110：南非

00010111：台湾

00011000：沙特阿拉伯

00011001：中国

00011010：马来西亚

00011011：新加坡

00011100：韩国

00011101：香港

00011110：通用 （OT）
00011111：阿根廷

00100000：巴西

00100001：越南

00100010：菲律宾

00100011：俄罗斯

日本 （JP）
美国 （US）
欧洲 （EU）

00000010
（日本）
00000000
（美国）
00000101
（欧洲）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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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DIS 信号时的功能 000E004A 7-2 - - 00000001

1 切换 ANSam 与 DIS 间的沉默时间间隔 （适用于修订版 
T.30）
0：450 ms 的沉默时间间隔

1：75 ms

450 ms 的沉默时间间

隔

0 DIS 的 V8 能力可用时使用 V.21 传输

0：V.8 位开 （ON）

1：V.8 位关 （OFF）

V.8 位关 （OFF）

F 码通讯时的信号检查 000E004B 7-1 - - 00000000

0 检查 F 码通讯中的 PWD 和 SID 接收信号

0：信号已检查

1：PWD 和 SID 未区分

信号已检查

手动传输中的 CI 信号传输数 000E004C 7-0 CI 传输后未接收到 ANSam 时的 CI 信号重复传输频率

（单位：次数）

3 次 00000011

音频检测时间 （PB） 000E004D 7-4 PB 关闭时间整合 （x10 毫秒）

0000 至 1111 （当此值为 “0000” 时，转化为 50 ms）

50 ms 01010101

3-0 PB 开启时间整合 （x10 毫秒）

0000 至 1111 （当此值为 “0000” 时，转化为 50 ms）

50 ms

调制解调器响应等待超时时间 000E004E 7-0 来自调制解调器的等待事件 / 响应等待超时时间 （x10 
秒）
（00000000 计作 90 秒）

90 秒 00000000

导致错误的连续 CRP 接收频率 000E004F 7-0 导致错误的连续 CRP 接收频率 （单位：次数）

（00000000 计作 3 次）

3 次 00000000

1300 Hz 线路捕获参数检测时间 000E0050 7-0 无振铃接收的 1300 Hz 音频检测时间 （x100 毫秒） 2300 ms 00010111

1300 Hz 提示音检测频率模式 000E0051 7-1 - - 00000000

0 1300 Hz 提示音检测频率模式

00：1300 Hz ±30 Hz
01：1300 Hz ±10 Hz

1300 Hz ±30 Hz

德国规格 000E0052 7 自定义模式（对于欧洲目的地，清除错误线路关系的 FP 
覆盖）

× 00000000
（日本 / 美

国）
00001111
（欧洲）

6-4 - -

3 ERR 传输 （DTS 序列） × （日本 / 美国）

○ （欧洲）

2 忽略 DCN 接收错误 × （日本 / 美国）

○ （欧洲）

1 ph.C 中的 CD 关闭后 6 秒内线路断开 × （日本 / 美国）

○ （欧洲）

0 接收到 DIS 至 DTC 时线路断开 × （日本 / 美国）

○ （欧洲）

DIS 的重新传输时间间隔 （自动

接收）

000E0053 7-0 自动接收时的 DIS 重新传输时间间隔 （x0.1 秒） 3 秒 00011110

用于传输的 TTI 000E0054 7-2 - - 00000011

1-0 传输中的 TTI （已添加 TTI）
00：OFF （关）

01：OFF （关）

10：内侧

11：外侧

外侧

图像缩小参数 000E0055 7-1 - - 00000000

0 主扫描方向上的缩小参数
0：保留粗线

1：不保留粗线

保留粗线

主机轮询传输命令等待定时器 000E0056 7-0 轮询传输往返期间，等待来自主机传输命令 （+FDT）
的定时器 （单位：秒）
（当此值为 “00000000” 时，转化为 8 秒）

8 秒 00001000

切换发布信息命令接收模式的保
证时间

000E0057 7-0 切换报文后命令接收模式的保证时间 （单位：1 ms 增
量）（当此值为 “00000000” 时，转化为 50 ms）

50 ms 00000000

V.8 超时 （发送） 000E0059 7-0 V.8 序列超时 （发送） 0 00000000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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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3 报告设置

V.8 超时 （接收） 000E005A 7-0 V.8 序列超时 （接收） 0 00000000

TCF 与 CFR 之间的延迟定时器 000E005B 7-0 TCF 与 CFR 之间的延迟定时器 （单位：10 毫秒） 0 00000000

TCF 瞬时中断允许时间 000E005C 7-0 TCF 瞬时中断允许时间 （断开连接确认时间）（单位：

10 毫秒）

0 00000000

高 / 低速度判定时的 V.21 时间 000E005D 7-0 高 / 低速度判定时判定的 V.21 时间 （单位：10 毫秒）

（当此值为 “00000000” 时，转化为 500 ms）

500 ms 00000000

高 / 低速度判定时的 V.21 CD 关
闭时间

000E005E 7-0 高 / 低速度判定时 V.21 判定后的 CD 关闭时间 （单位：

10 毫秒）

（当此值为 “00000000” 时，转化为 2000 ms）

2000 ms 00000000

图像数据信号 CD 关闭判定时间 000E005F 7-0 图像数据信号 CD 关闭判定时间 （单位：10 毫秒）

（当此值为 “00000000” 时，转化为 2000 ms）

2000 ms 00000000

V.21 接收后的 V.21 发送时间 000E0060 7-0 V.21 接收后的 V.21 发送时间 （单位：1 毫秒）

（当此值为 “00000000” 时，转化为 75 ms）

75 ms 00000000

PBX 呼叫过程中的第一种拨号音

检测方法

000E0061 7 连续铃音判定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 00000000

6-4 - -

3-0 闪断检测时间 （单位：20 毫秒）

（当此值为 “0000” 时，转化为 80 ms）

80 ms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TTI/RTI 设置 00120000 7 - - 00000011

6 用于禁止打印 TTI 地址的开关

0：允许打印地址

1：不允许打印地址

允许打印地址

5-4 RTI 附加

00：OFF （关）

01：OFF （关）

10：内侧

11：外侧

OFF （关）

3 TTI 共性显示

0：总计

1：单独

总计

2 禁止 TTI 设置菜单内部显示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1-0 - -

报告设置 1 00120001 7 - - 01101100

6 附加图像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5 自动输出保留的报告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4-3 发送结果报告
00：不输出

01：仅在出错时输出

10：总是输出

11：（正常输出）

仅在出错时输出

2 自动输出连续通讯报告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1-0 - -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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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设置 2 00120002 7 在活动报告上打印 FAX CSRC 通讯日志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00000100

6-4 - -

3 每日自动输出日志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2 100 次通讯后自动输出日志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1 自动输出或错误追踪列表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0 自动输出追踪列表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每日自动输出日志的输出时间 00120003 7-0 24 小时的指定 （四位数 ASCII）
输出时间 [0]：小时 （10 级）

输出时间 [1]：小时 （1 级）

输出时间 [2]：分钟 （10 级）

输出时间 [3]：分钟 （1 级）

默认：“09:00”

0x30 (0) 00110000

00120004 0x39 (9) 00111001

00120005 0x30 (0) 00110000

00120006 0x30 (0) 00110000

Output Settings （输出设置） 00120007 7 自动输出日常模式设置的日常差异设置
0：不限制日常差异

1：限制日常差异

不限制日常差异 00000000

6 - -

5 传输结果报告选择屏幕
0：不显示

1：显示

不显示

4 广播结果报告输出方法
0：所有目的地

1：每个目的地

所有目的地

3 - -

2 日志传输结果保留报告的输出顺序
0：从旧日志开始

1：从新日志开始

从旧日志开始

1-0 - -

隐形模式 00120008 7-3 - - 00000000

2 在报告记录中显示 PC-FAX TX [PC]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1 - -

0 程序直接注册呼叫和缩位拨号期间显示远程站点详情
0：显示注册名

1：显示号码

显示注册名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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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Settings （报告设置） 0012000A 7 自动输出报告期间停止 ○ 10100011

6-4 输出报告过程中的纸盒选择 （手动输出时选择 HP）
000：手送纸盒

001：纸盒 1 （上）

010：纸盒 2 （下）

011：纸盒 3 （DB 上）

100：纸盒 4 （DB 中）

101：纸盒 5 （DB 下）

其它：纸盒 2 （下）

纸盒 2 （下）

3 正面朝上输出 ×

2 - -

1-0 出纸盘 HP
00：纸盒 1
01：纸盒 2
10：纸盒 3
11：纸盒 4

纸盒 4

F 码报告设置 0012000B 7-4 - - 00001111

3 中继请求报告输出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2 中继发送结果报告输出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1 公告板查询传输报告输出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0 机密接收报告输出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Internet 传真报告设置 0012000C 7 - - 01100001

6 网络传真接收错误报告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5 Internet 传真广播结果报告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4 错误 E-Mail 信息正文打印

0：ON （开）

1：OFF （关）

OFF （关）

3 正常接收 E-Mail 信息正文打印

0：ON （开）

1：OFF （关）

ON （开）

2 发送错误报告打印
0：ON （开）

1：OFF （关）

ON （开）

1 MDN 信息打印

0：ON （开）

1：OFF （关）

ON （开）

0 DSN 信息打印

0：ON （开）

1：OFF （关）

OFF （关）

传真报告设置 0012000D 7-2 - - 00000000

1 PC 传真错误报告输出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0 中继打印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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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4 面板设置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传真扫描 HP2 00130001 7-6 边框消除 HP
01：5mm
10：10mm
11：15mm

5mm 01000001

5-0 - -

传真扫描 HP3 00130002 7-3 - - 00000100

2-1 原稿读取模式
00：正常

01：混合尺寸

10：DF 无规则

DF 无规则

0 页面传输读取模式
0：从左扫描

1：从右扫描

从左扫描

传真主屏幕的 HP 00130007 7-4 传真主屏幕选择
0000：程序

0001：Group （群组）

0010：地址簿

0011：数字键盘
0100: i-Fax

程序 00001001

3 接收时自动切换屏幕
0：ON （开）

1：OFF （关）

OFF （关）

2-0 - -

旋转设置 HP 00130008 7-2 - - 00000011

1 Letter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0 A4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错误显示时间 0013000B 7-0 错误显示时间
00001010：10 秒至 11111010：250 秒
00000000：错误显示保留

20 秒 00010100

效用模式显示设置 00130035 7 中继显示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 00000000
（日本）
00001011

（美国 / 欧
洲）

6 - -

5 不完整发送保留显示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

4 强制记忆接收显示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

3 呼叫号码 / 姓名显示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日本）

No （否）（美国 / 欧
洲）

2 关闭通信显示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

1 远程接收显示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日本）

No （否）（美国 / 欧
洲）

0 拨入显示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日本）

No （否）（美国 / 欧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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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模式显示设置 2 00130036 7-4 - - 00000101
（日本）
00001111
（美国）
00000111
（欧洲）

3 标题位置显示 OFF （关）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日本 / 欧
洲）

No （否）（美国）

2 - -

1 接收拒绝显示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日本）

No （否）（美国 / 欧
洲）

0 - -

目的地默认屏幕设置 00130038 7-0 00000000：Group （群组）

00000001：FAX （传真）

00000010：E-mail
00000011：BOX
00000100：I-Fax （网络传真）

00000101：IP address FAX （IP 地址传真）

00000110：SMB
00000111：FTP
00001000：WebDAV

Group （群组） 00000000

目的地输入防错设置 00130041 7-1 - - 00000000

0 目的地输入防错显示设置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I-Fax 电子邮件正文默认设置 00130043 7-0 00000000：0 至 00001001：9
11111111：无默认设置

1 00000001

I-Fax 电子邮件标题默认设置 00130044 7-0 00000000：0 至 00001001：9
11111111：无默认设置

1 00000001

拨入额外号码 （传真） [12] 00130045 - 
00130050

7-0 ASCII 11 位 + 空 0x00 00000000

拨入额外号码 （PC 传真） [12] 00130051 - 
0013005C

7-0 ASCII 11 位 + 空 0x00 00000000

拨入额外号码 （电话） [12] 0013005D - 
00130068

7-0 ASCII 11 位 + 空 0x00 00000000

信号传输电平设置的上限 00130069 7-0 信号传输电平设置的上限 （-dBm） -10 dBm （日本 / 美
国）

-8 dBm （欧洲）

00001010
（日本 / 美

国）
00001000
（欧洲）

呼叫终止次数设置范围的下限 0013006A 7-0 呼叫终止次数设置范围的下限 （单位：次数） 0 次 00000000

呼叫终止次数设置范围的上限 0013006B 7-0 呼叫终止次数设置范围的上限 （单位：次数） 15 次 00001111

拨号方式设置 0013006C 7-2 - - 00000000
（日本）
00100010
（美国）
00010001
（欧洲）

1-0 拨号方式设置
00：PB/10pps/20pps
01：PB
10：PB/10pps
11：PB/10pps/16pps

PB/10pps/20pps （日

本）
PB/10pps （美国）

PB （欧洲）

重拨次数设置范围的上限 0013006D 7-0 重拨次数设置范围的上限 （单位：次数） 7 次 （日本 / 欧洲）

1 次 （美国）

00000111
（日本 / 欧

洲）
00000001
（美国）

重拨时间间隔设置范围的上限 0013006E 7-0 重拨时间间隔设置范围的上限 （单位：分钟） 1 分钟 00000001

重拨时间间隔设置范围的下限 0013006F 7-0 重拨时间间隔设置范围的下限 （单位：分钟） 15 分钟 00001111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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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相关功能设置菜单显示
（1）

00130070 7 - - 01111111
（日本）
00000000

（美国 / 欧
洲）

6 远程接收
0：OFF （关）

1：ON （开）

ON （开）（日本）

OFF （关）（美国 / 欧
洲）

5 拨入
0：OFF （关）

1：ON （开）

ON （开）（日本）

OFF （关）（美国 / 欧
洲）

4 号码显示
0：OFF （关）

1：ON （开）

ON （开）（日本）

OFF （关）（美国 / 欧
洲）

3 伪 RBT 形式

0：OFF （关）

1：ON （开）

ON （开）（日本）

OFF （关）（美国 / 欧
洲）

2 伪 RBT 发送电平

0：OFF （关）

1：ON （开）

ON （开）（日本）

OFF （关）（美国 / 欧
洲）

1 连接到应答机
0：OFF （关）

1：ON （开）

ON （开）（日本）

OFF （关）（美国 / 欧
洲）

0 电话 / 传真切换

0：OFF （关）

1：ON （开）

ON （开）（日本）

OFF （关）（美国 / 欧
洲）

号码显示相关功能设置 00130071 7-2 - - 00000000

1-0 显示的名称 传真接收时的显示类型

00：无显示

01：显示号码

10：显示名称

无显示

DTMF 传输电平设置范围的下限

设置

00130072 7-0 DTMF 传输电平设置范围的下限设置 （-dBm） -14 dBm （日本）

-15 dBm （美国）

-9 dBm （欧洲）

00001110
（日本）
00001111
（美国）
00001001
（欧洲）

DTMF 传输电平设置范围的上限

设置

00130073 7-0 DTMF 传输电平设置范围的上限设置 （-dBm） -10 dBm （日本 / 美
国）

-5 dBm （欧洲）

00001010
（日本 / 美

国）
00000101
（欧洲）

DTMF H-L 电位差设置范围的下

限设置

00130074 7-0 DTMF H-L 电位差设置范围的下限设置 （dB） 1 dB 00000001

DTMF H-L 电位差设置范围的上

限设置

00130075 7-0 DTMF H-L 电位差设置范围的上限设置 （dB） 4 dB 00000100

用于传输 00130076 7-3 - - 00000000

2 限制复数传真目的地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1 目的地检查显示功能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0 传输期间的屏幕显示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信号送出电平设置范围的下限设
置

00130077 7-0 信号送出电平设置范围的下限设置 （-dBm） -15 dBm 00001111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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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 功能参数列表 （单独线路）

16.12.1 功能设置 1

传真主屏幕的搜索字符默认设置 00130078 7-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1：[Favorite] （收

藏夹）
00000000 00000000 00000100 00000000：[ABC]
00000000 00000000 00001000 00000000：[DEF]
00000000 00000000 00010000 00000000：[GHI]
00000000 00000000 00100000 00000000：[JKL]
00000000 00000000 01000000 00000000：[MNO]
00000000 00000000 10000000 00000000：[PQRS]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TUV]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00 00000000：[WXYZ]
00000000 00000100 00000000 00000000：[etc] （等）

[Favorite] （收藏夹） 00000001

00130079 00000000

0013007A 00000000

0013007B 00000000

初始程序显示页面 0013007D 7-0 00000001：1 页至 00011011：27 页
00000000：临时分布

1 页 00000001

目的地类型显示设置 00130080 7-0 0：Do not display （不显示）

1：Display （显示）

Do not display （不显

示）

00000000

00130081 00000000

00130082 00000000

00130083 00000001

目的地显示字符数设置 00130084 7-0 00001110：14 个字符

00011000：24 个字符

14 个字符 00001110

接收时间间隔设置下限 00980000 7-0 接收时间间隔设置下限 （单位：秒） 0 秒 00000000

接收时间间隔设置上限 00980001 7-0 接收时间间隔设置上限 （单位：秒） 45 秒 00101101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传输 ATT 000E0090 000E01A0 000E02B0 000E03C0 7-4 音频信号 /FSK 传输 ATT
（-dBm）

0000：0 dBm 至 1111：-15 
dBm

-10 dBm 10101010

3-0 高速信号传输 ATT （-dBm）

0000：0 dBm 至 1111：-15 
dBm

-10 dBm

CED 传输 ATT 000E0091 000E01A1 000E02B1 000E03C1 7-4 - - 00001010

3-0 CED/ANS 传输 ATT （-dBm）

0000：0 dBm 至 1111：-15 
dBm

-10 dBm

CD/SED 打开电平 000E0092 000E01A2 000E02B2 000E03C2 7-2 - - 00000011

1-0 CD/SED 打开电平

00：-33 dBm
01：-38 dBm
10：-43 dBm
11：-48 dBm

-48 dBm

电缆均衡器 000E0093 000E01A3 000E02B3 000E03C3 7-6 - - 00000000

5-4 电缆 EQL 传输选择

00：OFF （关）

01：仅发送

10：仅接收

11：发送和接收

OFF （关）

3-2 - -

1-0 电缆 EQL 参数选择

00：1.8 km
01：3.6 km
10：7.2 km
11：NTT4

1.8 km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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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4 点编号 000E0094 000E01A4 000E02B4 000E03C4 7-2 - - 00000000

1-0 V34 点
00：Auto （自动）

01：16 点
10：4 点

Auto （自动）

电话 / 传真切换

（仅限线路 1 和日

本型号）

000E0095 000E01A5 000E02B5 000E03C5 7 从语音响应到 RBT 传输的时

间 （CNG 检测等待时间 2）
0：4 秒
1：2 秒

4 秒 00000000

6 从接收到语音响应传输的时间
（CNG 检测等待时间 1）
0：2 秒
1：4 秒

2 秒

5 电话 / 传真切换模式

0：Disabled （禁用）

1：Enable （启用）

Disabled （禁用）

4 外部电话无振铃设置
0：Disabled （禁用）

1：Enable （启用）（断开）

Disabled （禁用）

3 电话 / 传真切换开启响应细节

0：语音响应 + RBT 传输

1：仅 RBT 传输

语音响应 + RBT 传输

2-0 - -

回铃音参数
（仅限线路 1 和日

本型号）

000E0096 000E01A6 000E02B6 000E03C6 7-5 RBT 形式

000：无

001：JP
010：US
011：GB
100：GE
101 至 111：其他

日本 （JP）
美国 （US）
英国 （欧洲）

00101010
（日本）
01001010
（美国）
01101000
（欧洲）

4 电话 / 传真切换时的 CE 传输 ×

3-0 RBT 传输电平 （-dBm）

0000：0 dBm 至 1111：-15 
dBm

-10 dBm （日本 / 美
国）

-8 dBm （欧洲）

国际通讯模式操作 000E0097 000E01A7 000E02B7 000E03C7 7 DIS 等待频率

0：始终一次

1：海外通讯时 2 次

始终一次 01000000

6 海外通讯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5-0 - -

国际通讯模式的开
始速度 （V29 调制

解调器）

000E0098 000E01A8 000E02B8 000E03C8 7-5 - - 00000010

4 9600 bps/V.29 ×

3 7200 bps/V.29 ×

2 - -

1 4800 bps/V.27 ter ○

0 2400 bps/V.27 ter ×

国际通讯模式的开
始速度 （V17 或 
V33 调制解调器）

000E0099 000E01A9 000E02B9 000E03C9 7 14400 bps/V.17 × 00010000

6 12000 bps/V.17 ×

5 9600 bps/V.17 ×

4 7200 bps/V.17 ○

3-0 - -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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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通讯模式的开
始速度 （V34）

000E009A 000E01AA 000E02BA 000E03CA 7 33600 bps/V.34 × 00100000

6 31200 bps/V.34 ×

5 28800 bps/V.34 ○

4 26400 bps/V.34 ×

3 24000 bps/V.34 ×

2 21600 bps/V.34 ×

1 19200 bps/V.34 ×

0 16800 bps/V.34 ×

CD 关闭定时器 000E009B 000E01AB 000E02BB 000E03CB 7-0 CD 关闭定时器 （单位：100 
毫秒）

2000 ms 00010100

CD 开启积分时间 000E009C 000E01AC 000E02BC 000E03CC 7-0 CD 开启积分时间 （单位：

100 毫秒）

600 ms 00000110

大允许符号速度 000E009D 000E01AD 000E02BD 000E03CD 7 V34 控制频道数据速率

0：1200
1：2400

1200 00000101

6-4 - -

3-0 大允许符号速度
0000:2400
0001：保留

0010：2800
0011：3000
0100：3200
0101：3429

3429

V34 主通道回退 000E009E 000E01AE 000E02BE 000E03CE 7-0 会回退的帧错误数 3 00000011

V34 关闭接收 - 错
误后的 V34 关闭时

间

000E00A0 000E01B0 000E02C0 000E03D0 7-0 V.34 接收错误后用于重置 V34 
关闭接收的定时器值 （单位：
分钟）
（仅在无法指定传输方时有
效）

10 分钟 00001010

V34 关闭接收 - 重
置 V34 关闭接收的 
V17 成功接收次数

000E00A1 000E01B1 000E02C1 000E03D1 7-0 在 V.34 接收错误后用于重置 
V34 关闭接收的 V17 连续成功

接收次数 （单位：次数）
（仅在可以使用呼叫者 ID 指
定传输方时有效）

10 次 00001010

（阻止） V34 关闭

接收 - 功能开 / 关

000E00A2 000E01B2 000E02C2 000E03D2 7 手动接收的 V.34 关闭功能

（仅线路 1） 
0：Enable （启用）

1：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 00000000
（日本）
00000010

（美国 / 欧
洲）

6-2 - -

1 V.34 关闭重置模式 = V.17 连续

成功接收次数 （指定 ID）

0：Enable （启用）

1：Disabled （禁用）

Enable （启用）（日

本）
Disabled （禁用）（美

国 / 欧洲）

0 V.34 关闭重置模式 = 次数

（无法指定 ID）

0：Enable （启用）

1：Disabled （禁用）

Enable （启用）

JBIG 参数 000E00A3 000E01B3 000E02C3 000E03D3 7-2 - - 00000001

1 缩小时使用以下 FP JBIG 可选 
LO 尺寸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0 JBIG 可选 LO 功能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JBIG LO 尺寸 000E00A4 000E01B4 000E02C4 000E03D4 7-0 用于缩小的 JBIG 可选 LO 尺
寸
00000001：1 至 11111111：255
[0] = HH, [1] = HL, [2] = LH, [3] 
= LL

0 00000000

000E00A5 000E01B5 000E02C5 000E03D5 0 00000000

000E00A6 000E01B6 000E02C6 000E03D6 0 00000000

000E00A7 000E01B7 000E02C7 000E03D7 128 10000000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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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2 功能设置 2

（阻止） JBIG 关闭

接收 - 功能开 / 关

000E00A8 000E01B8 000E02C8 000E03D8 7-2 - - 00000000

1 A3 高清晰度接收时的 JBIG 关
闭功能 （DIS 重新传输）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0 JBIG 接收错误后的 JBIG 关闭

功能
0：Enable （启用）

1：Disable （禁用）

Enable （启用）

JBIG 关闭接收 - 错
误后的 JBIG 关闭时

间

000E00A9 000E01B9 000E02C9 000E03D9 7-0 JBIG 接收错误后重置 JBIG 关
闭接收的定时器值 （单位：
分钟）
（如果是 00000000，则为 10 
分钟）

10 分钟 00001010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PBX 拨号音检测频

率模式

000E00AA 000E01BA 000E02CA 000E03DA 7 - - 00001000
（日本）
01010100
（美国）
00010011
（欧洲）

6 碳粉类型
0：单

1：双

单 （日本 / 欧洲）

双 （美国）

5 - -

4-0 PBX 拨号音检测频率模式参考

（*1）
400 ±100 Hz （日本）

350 ±25 Hz （双）（美

国）
465 ±205 Hz （欧洲）

PBX 拨号音检测时

间

000E00AB 000E01BB 000E02CB 000E03DB 7-0 PBX 拨号音检测时间或 大开

启时间值 （单位：20 毫秒）

1000 ms （日本 / 美
国）

520 ms （欧洲）

00110010
（日本 / 美

国）
00011010
（欧洲）

PBX 拨号音开启时

间 小值

000E00AC 000E01BC 000E02CC 000E03DC 7-0 PBX 拨号音开启时间 小值

（单位：20 毫秒）

100 ms 00000101

PBX 拨号音关闭时

间 大值

000E00AD 000E01BD 000E02CD 000E03DD 7-0 PBX 拨号音关闭时间 大值

（单位：20 毫秒）

400 ms 00010100

PBX 拨号音关闭时

间 小值

000E00AE 000E01BE 000E02CE 000E03DE 7-0 PBX 拨号音关闭时间 小值

（单位：20 毫秒）

100 ms 00000101

PBX 拨号音等待时

间

000E00AF 000E01BF 000E02CF 000E03DF 7-0 PBX 拨号音等待时间或预暂停

时间 （单位：秒）

3 秒 00000011

PBX 拨号音闪断检

测时间

000E00B0 000E01C0 000E02D0 000E03E0 7-0 闪断检测时间 （单位：20 
ms）或音频检测次数 （单位：

次数）

60 ms 00000011

第一拨号音检测频
率模式

000E00B1 000E01C1 000E02D1 000E03E1 7 - - 00001000
（日本）
01010100
（美国）
00010011
（欧洲）

6 碳粉类型
0：单

1：双

单 （日本 / 欧洲）

双 （美国）

5 - -

4-0 PBX 拨号音检测频率模式参考

（*1）
400 ±100 Hz （日本）

350 ±25 Hz （双）（美

国）
465 ±205 Hz （欧洲）

第一拨号音检测时
间

000E00B2 000E01C2 000E02D2 000E03E2 7-0 第一拨号音检测时间或开启时
间 大值 （单位：20 毫秒）

1000 ms （日本 / 美
国）

520 ms （欧洲）

00110010
（日本 / 美

国）
00011010
（欧洲）

第一拨号音开启时
间 小值

000E00B3 000E01C3 000E02D3 000E03E3 7-0 第一拨号音开启时间 小值
（单位：20 毫秒）

0 ms 00000000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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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拨号音关闭时
间 大值

000E00B4 000E01C4 000E02D4 000E03E4 7-0 第一拨号音关闭时间 大值
（单位：20 毫秒）

0 ms 00000000

第一拨号音关闭时
间 小值

000E00B5 000E01C5 000E02D5 000E03E5 7-0 第一拨号音开启时间 小值
（单位：20 毫秒）

0 ms 00000000

第一拨号音等待时
间

000E00B6 000E01C6 000E02D6 000E03E6 7-0 第一拨号音等待时间或预暂停
时间 （单位：1 秒）

3 秒 （日本 / 美国）

4 秒 （欧洲）

00000011
（日本 / 美

国）
00000100
（欧洲）

第一拨号音闪断检
测时间

000E00B7 000E01C7 000E02D7 000E03E7 7-0 闪断检测时间 （单位：20 
ms）或音频检测次数 （单位：

次数）

0 ms （日本 / 美国）

100 ms （欧洲）

00000000
（日本 / 美

国）
00000101
（欧洲）

第二拨号音检测模
式

000E00B8 000E01C8 000E02D8 000E03E8 7 - - 00001000
（日本）
01010100
（美国）
00010011
（欧洲）

6 碳粉类型
0：单

1：双

单 （日本 / 欧洲）

双 （美国）

5 - -

4-0 PBX 拨号音检测频率模式参考

（*1）
400 ±100 Hz （日本）

350 ±25 Hz （双）（美

国）
465 ±205 Hz （欧洲）

第二拨号音检测时
间

000E00B9 000E01C9 000E02D9 000E03E9 7-0 第二拨号音检测时间或开启时
间 大值 （单位：20 毫秒）

160 ms （日本）

1000 ms （美国）

520 ms （欧洲）

00001000
（日本）
00110010
（美国）
00011010
（欧洲）

第二拨号音开启时
间 小值

000E00BA 000E01CA 000E02DA 000E03EA 7-0 第二拨号音开启时间 小值
（单位：20 毫秒）

40 ms （日本）

0 ms （美国 / 欧洲）

00000010
（日本）
00000000

（美国 / 欧
洲）

第二拨号音关闭时
间 大值

000E00BB 000E01CB 000E02DB 000E03EB 7-0 第二拨号音关闭时间 大值
（单位：20 毫秒）

200 ms （日本）

0 ms （美国 / 欧洲）

00001010
（日本）
00000000

（美国 / 欧
洲）

第二拨号音关闭时
间 小值

000E00BC 000E01CC 000E02DC 000E03EC 7-0 第二拨号音关闭时间 小值
（单位：20 毫秒）

80 ms （日本）

0 ms （美国 / 欧洲）

00000100
（日本）
00000000

（美国 / 欧
洲）

第二拨号音等待时
间

000E00BD 000E01CD 000E02DD 000E03ED 7-0 第二拨号音等待时间或预暂停
时间 （单位：1 秒）

3 秒 00000011

第二拨号音闪断检
测时间

000E00BE 000E01CE 000E02DE 000E03EE 7-0 闪断检测时间 （单位：20 
ms）或音频检测次数 （单位：

次数）

60 ms （日本）

0 ms （美国 / 欧洲）

00000011
（日本）
00000000

（美国 / 欧
洲）

第三拨号音检测模
式

000E00BF 000E01CF 000E02DF 000E03EF 7 - - 00001000
（日本）
01010100
（美国）
00010011
（欧洲）

6 碳粉类型
0：单

1：双

单 （日本 / 欧洲）

双 （美国）

5 - -

4-0 PBX 拨号音检测频率模式参考

（*1）
400 ±100 Hz （日本）

350 ±25 Hz （双）（美

国）
465 ±205 Hz （欧洲）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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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BX 拨号音检测频率模式

遇忙拨号音检测模
式

000E00C0 000E01D0 000E02E0 000E03F0 7 - 400 ±100 Hz （日本）

620 ±25 Hz （双）（美

国）
425 ±100Hz （欧洲）

00001000
（日本）
01010101
（美国）
00001001
（欧洲）

6 碳粉类型
0：单

1：双

5 -

4-0 PBX 拨号音检测频率模式参考

（*1）

忙音开启时间 大
值

000E00C1 000E01D1 000E02E1 000E03F1 7-0 忙音开启时间 大值 （单位：
20 毫秒）

600 ms （日本 / 美国）

540 ms （欧洲）

0x1e （日本

/ 美国）

0x1b （欧

洲）

忙音开启时间 小
值

000E00C2 000E01D2 000E02E2 000E03F2 7-0 忙音开启时间 小值 （单位：
20 毫秒）

400 ms （日本 / 美国）

100 ms （欧洲）

0x14 （日

本 / 美国）

0x05 （欧

洲）

忙音关闭时间 大
值

000E00C3 000E01D3 000E02E3 000E03F3 7-0 忙音关闭时间 大值 （单位：
20 毫秒）

600 ms （日本 / 美国）

620 ms （欧洲）

0x1e （日本

/ 美国）

0x1f （欧

洲）

忙音关闭时间 小
值

000E00C4 000E01D4 000E02E4 000E03F4 7-0 忙音关闭时间 小值 （单位：
20 毫秒）

400 ms （日本 / 美国）

180 ms （欧洲）

0x14 （日

本 / 美国）

0x09 （欧

洲）

数据 内容

位 4 位 3 位 2 位 1 位 0

0 0 0 0 1 155±65Hz

0 0 0 1 0 1155±25Hz

0 0 0 1 1 375±75Hz

0 0 1 0 0 400±75Hz

0 0 1 0 1 425±75Hz

0 0 1 1 0 440±75Hz

0 0 1 1 1 375±100Hz

0 1 0 0 0 400±100Hz

0 1 0 0 1 425±100Hz

0 1 0 1 0 440±100Hz

0 1 0 1 1 375±125Hz

0 1 1 0 0 400±125Hz

0 1 1 0 1 425±125Hz

0 1 1 1 0 440±125Hz

0 1 1 1 1 375±150Hz

1 0 0 0 0 400±150Hz

1 0 0 0 1 425±150Hz

1 0 0 1 0 440±150Hz

1 0 0 1 1 465±205Hz

1 0 1 0 0 350±25Hz （双）

1 0 1 0 1 620±25Hz （双）

1 0 1 1 0 400±75Hz （双）

1 0 1 1 1 550±100Hz （双）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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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3 功能设置 3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响铃检测模式 000E00C5 000E01D5 000E02E5 000E03F5 7 自定义模式
0：关 （根据位 3-0）
1：开 （根据位 5-4）

关 （根据位 3-0） 00000000

6 - -

5-4 自定义模式响铃检测模式
00：单

01：双

10：三

* 使用 DRPD_Custom[ ] 配置此

标准时间。
一般使用 DRPD_1st[ ] ～ 3rd[ ]
配置，以调整检测时间。

单

3-0 响铃检测模式
0000：正常

0001：DRPD_Single
0010：DRPD_Double
0011：DRPD_Triple1
0100：DRPD_Triple2
0101：DRPD_NZDA1
0110：DRPD_NZDA2
0111：DRPD_NZDA3
1000：DRPD_NZDA4
1001：DRPD_Duet
* 正常像往常一样符合 
Ringer[2] ～ [5]。
* 对于 DRPD，从标准时间配

置保证时间 （分钟， 大）
（*1）。

正常

响铃检测频率上限 000E00C6 000E01D6 000E02E6 000E03F6 7-0 响铃检测频率上限 （单位：1 
Hz）

70 Hz 01000110

响铃检测频率下限 000E00C7 000E01D7 000E02E7 000E03F7 7-0 响铃检测频率下限 （单位：1 
Hz）

12 Hz 00001100

响铃开启时间 大
值

000E00C8 000E01D8 000E02E8 000E03F8 7-0 响铃开启时间 大值 （单位：
20 毫秒）

0 ms 00000000

响铃开启时间 小
值

000E00C9 000E01D9 000E02E9 000E03F9 7-0 响铃开启时间 小值 （单位：
20 毫秒）

200 ms （日本 / 美国）

160 ms （欧洲）

00001010
（日本 / 美

国）
00001000
（欧洲）

响铃关闭时间 大
值

000E00CA 000E01DA 000E02EA 000E03FA 7-0 响铃关闭时间 大值 （单位：
100 毫秒）

6000 ms （日本 / 美
国）

7000 ms （欧洲）

00111100
（日本 / 美

国）
01000110
（欧洲）

响铃关闭时间 小
值

000E00CB 000E01DB 000E02EB 000E03FB 7-0 响铃关闭时间 小值 （单位：
100 毫秒）

200 ms （日本）

0 ms （美国 / 欧洲）

00000010
（日本）
00000000

（美国 / 欧
洲）

DRPD 响铃开启时

间 大值

000E00CC 000E01DC 000E02EC 000E03FC 7-0 DRPD 响铃开启时间 大值

（单位：20 毫秒）

180 ms 00001001

DRPD 响铃开启时

间 小值

000E00CD 000E01DD 000E02ED 000E03FD 7-0 DRPD 响铃开启时间 小值

（单位：20 毫秒）

180 ms 00001001

DRPD 响铃关闭时

间 大值

000E00CE 000E01DE 000E02EE 000E03FE 7-0 DRPD 响铃关闭时间 大值

（单位：20 毫秒）

180 ms 00001001

DRPD 响铃关闭时

间 小值

000E00CF 000E01DF 000E02EF 000E03FF 7-0 DRPD 响铃关闭时间 小值

（单位：20 毫秒）

180 ms 00001001

长关闭时间的 
DRPD 大调整值

000E00D0 000E01E0 000E02F0 000E0400 7-0 长关闭时间的 DRPD 大调

整值 （单位：100 毫秒）

500 ms 00000101

长关闭时间的 
DRPD 小调整值

000E00D1 000E01E1 000E02F1 000E0401 7-0 长关闭时间的 DRPD 响铃

小调整值 （单位：100 毫秒）

500 ms 000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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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RPD 标准时间 

DRPD 单响铃停止

检测时间

000E00D2 000E01E2 000E02F2 000E0402 7-0 DRPD 单响铃停止检测时间

（单位：100 毫秒）

8000 ms 01010000

DRPD 双响铃停止

检测时间

000E00D3 000E01E3 000E02F3 000E0403 7-0 DRPD 双响铃停止检测时间

（单位：100 毫秒）

8000 ms 01010000

DRPD 三响铃停止

检测时间 1

000E00D4 000E01E4 000E02F4 000E0404 7-0 DRPD 三响铃停止检测时间 1
（单位：100 毫秒）

8000 ms 01010000

DRPD 三响铃停止

检测时间 2

000E00D5 000E01E5 000E02F5 000E0405 7-0 DRPD 三响铃停止检测时间 2
（单位：100 毫秒）

8000 ms 01010000

DRPD NZ-DA1 响
铃停止检测时间

000E00D6 000E01E6 000E02F6 000E0406 7-0 DRPD NZ-DA1 响铃停止检测

时间 （单位：100 毫秒）

6000 ms 00111100

DRPD NZ-DA2 响
铃停止检测时间

000E00D7 000E01E7 000E02F7 000E0407 7-0 DRPD NZ-DA2 响铃停止检测

时间 （单位：100 毫秒）

6000 ms 00111100

DRPD NZ-DA3 响
铃停止检测时间

000E00D8 000E01E8 000E02F8 000E0408 7-0 DRPD NZ-DA3 响铃停止检测

时间 （单位：100 毫秒）

5000 ms 00110010

DRPD NZ-DA4 响
铃停止检测时间

000E00D9 000E01E9 000E02F9 000E0409 7-0 DRPD NZ-DA4 响铃停止检测

时间 （单位：100 毫秒）

5000 ms 00110010

自定义第一响铃开
启时间指定值

000E00DA 000E01EA 000E02FA 000E040A 7-0 自定义第一响铃开启时间指定
值 （单位：100 毫秒）

0 ms 00000000

自定义第一响铃关
闭时间指定值

000E00DB 000E01EB 000E02FB 000E040B 7-0 自定义第一响铃关闭时间指定
值 （单位：100 毫秒）

0 ms 00000000

自定义第二响铃开
启时间指定值

000E00DC 000E01EC 000E02FC 000E040C 7-0 自定义第二响铃开启时间指定
值 （单位：100 毫秒）

0 ms 00000000

自定义第二响铃关
闭时间指定值

000E00DD 000E01ED 000E02FD 000E040D 7-0 自定义第二响铃关闭时间指定
值 （单位：100 毫秒）

0 ms 00000000

自定义第三响铃开
启时间指定值

000E00DE 000E01EE 000E02FE 000E040E 7-0 自定义第三响铃开启时间指定
值 （单位：100 毫秒）

0 ms 00000000

自定义第三响铃关
闭时间指定值

000E00DF 000E01EF 000E02FF 000E040F 7-0 自定义第三响铃关闭时间指定
值 （单位：100 毫秒）

0 ms 00000000

自定义振铃关闭检
测时间

000E00E0 000E01F0 000E0300 000E0410 7-0 自定义振铃关闭检测时间
（单位：100 毫秒）

0 ms 00000000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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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4 功能设置 4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PB 拨号信号传输时

间

000E00E1 000E01F1 000E0301 000E0411 7-0 PB 拨号信号传输时间 （单

位：5 毫秒）

105 ms （日本 / 欧洲）

125 ms （美国）

00010101
（日本 / 欧

洲）
00011001
（美国）

PB 拨号位间暂停 000E00E2 000E01F2 000E0302 000E0412 7-0 PB 拨号位间暂停时间 （单

位：5 毫秒）

85 ms （日本 / 欧洲）

105 ms （美国）

00010001
（日本 / 欧

洲）
00010101
（美国）

10 pps 脉冲拨号进

行时间

000E00E3 000E01F3 000E0303 000E0413 7-0 10 pps 脉冲拨号进行时间 15 （日本）

18 （美国 / 欧洲）

00001111
（日本）
00010010

（美国 / 欧
洲）

10 pps 脉冲拨号断

线时间

000E00E4 000E01F4 000E0304 000E0414 7-0 10 pps 脉冲拨号断线时间 31 （日本）

28 （美国 / 欧洲）

00011111
（日本）
00011100

（美国 / 欧
洲）

10 pps 脉冲拨号位

间暂停

000E00E5 000E01F5 000E0305 000E0415 7-0 10 pps 脉冲拨号位间暂停 （单

位：10 毫秒）

1040 ms （日本 / 美
国）

940 ms （欧洲）

01101000
（日本 / 美

国）
01011110
（欧洲）

20 pps 脉冲拨号进

行时间

000E00E6 000E01F6 000E0306 000E0416 7-0 20 pps 脉冲拨号进行时间 7 （日本）

9 （美国 / 欧洲）

00000111
（日本）
00001001

（美国 / 欧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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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ps 脉冲拨号断

线时间

000E00E7 000E01F7 000E0307 000E0417 7-0 20 pps 脉冲拨号断线时间 16 （日本）

14 （美国 / 欧洲）

00010000
（日本）
00001110

（美国 / 欧
洲）

20 pps 脉冲拨号位

间暂停

000E00E8 000E01F8 000E0308 000E0418 7-0 20 pps 脉冲拨号位间暂停 （单

位：10 毫秒）

890 ms （日本）

640 ms （美国）

920 ms （欧洲）

01011001
（日本）
01000000
（美国）
01011100
（欧洲）

PB 信号传输电平 000E00E9 000E01F9 000E0309 000E0419 7-0 PB 信号传输电平 （单位：1 
dBm）

10 dBm （日本 / 美
国）

6 dBm （欧洲）

00001010
（日本 / 美

国）
00000110
（欧洲）

PB 信号电位差

（H-L）

000E00EA 000E01FA 000E030A 000E041A 7-0 PB 信号电位差 （H-L）（单

位：0.5 dBm）

2 dBm 00000100

CML 关闭时的直流

环路积分时间

000E00EB 000E01FB 000E030B 000E041B 7-0 CML 中继关闭时的直流环路

积分时间 （单位：5 ms）（下

限：20 ms）

400 ms 01010000

CML 开启时的直流

环路积分时间

000E00EC 000E01FC 000E030C 000E041C 7-0 CML 中继开启时的直流环路

积分时间 （单位：5 ms）（下

限：20 ms）

80 ms 00010000

暂停时间 000E00ED 000E01FD 000E030D 000E041D 7-3 - - 00000001

2-0 暂停时间 （单位：秒） 1 秒

直流环路检查模式 000E00EE 000E01FE 000E030E 000E041E 7 直流环路检查
0：No （否）

1：Always （总是）

No （否） 00000000

6-1 - -

0 T81 线路断开检查 （如果线路

已断开则为 T80）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

直流环路等待时间 000E00EF 000E01FF 000E030F 000E041F 7-0 直流环路等待时间 （单位：
100 毫秒）

0 ms 00000000

直流环路瞬时断路
允许时间 （ph.A）

000E00F0 000E0200 000E0310 000E0420 7-0 直流环路瞬时断路允许时间
（单位：10 毫秒）

（呼叫时，CML 开启到拨号结

束）

0 ms 00000000

直流环路瞬时断路
允许时间 （ph.B）

000E00F1 000E0201 000E0311 000E0421 7-0 直流环路瞬时断路允许时间
（单位：10 毫秒）

（拨号完成后，以及接收时 
CML 开启后）

0 ms 00000000

拨号模式振铃检测
模式

000E00F2 000E0202 000E0312 000E0422 7 错误拨号确定功能
0：Disable （禁用）

1：Enable （启用）

Disable （禁用） 00010010
（日本）
00010000

（美国 / 欧
洲）

6 - -

5-4 振铃检测模式
01：次数

10：时间

次数

3-2 脉冲格式
00：一般

01：SW
10：NO （否）

一般

1-0 拨号方式
00：PB
01：10 pps
10：20 pps
11：16 pps

20 pps （日本）

PB （美国 / 欧洲）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bizhub C360i/C300i/C250i I 维修模式 > 16. 传真

I-140

第一 / 第二 DT 检测

参数

000E00F3 000E0203 000E0313 000E0423 7-4 - - 00000000

3 仅限第二 DT 检测 DP 拨号时 ×

2-1 - -

0 第一 DT2 类型 ×

音频检测 000E00F4 000E0204 000E0314 000E0424 7-6 - - 00010001
（日本 / 美

国）
00000001
（欧洲）

5 1300 Hz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4 忙音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日本 / 美
国）

No （否）（欧洲）

3 PBX DT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2 第三 DT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1 第二 DT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0 第一 DT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忙音检测数 000E00F5 000E0205 000E0315 000E0425 7-0 忙音检测数 2 次 （日本 / 美国）

0 次 （欧洲）

00000010
（日本 / 美

国）
00000000
（欧洲）

振铃检测数 000E00F6 000E0206 000E0316 000E0426 7-0 振铃检测数 （单位：次数） 2 次 00000010

振铃检测时间 000E00F7 000E0207 000E0317 000E0427 7-0 振铃检测时间 （单位：秒） 6 秒 00000110

远程站响应等待时
间

000E00F8 000E0208 000E0318 000E0428 7-0 呼叫时远程站响应等待时间
（单位：秒）

55 秒 00110111

答录机功能 000E00F9 000E0209 000E0319 000E0429 7-5 答录机 CNG 检测时间 （单

位：10 秒）

001：10 秒至 111：70 秒

30 秒 01100100

4 应答模式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3-0 答录机直流环路检测时间
（单位：5 秒）

0001：5 秒至 1111：75 秒

20 秒

远程接收密码
（仅线路 1 可用）

000E00FA 000E020A 000E031A 000E042A 7-0 ASCII [2] 0x2a 00101010

000E00FB 000E020B 000E031B 000E042B 0x20 00100000

RBT 传输时间 000E00FC 000E020C 000E031C 000E042C 7-0 回铃音信号传输时间 （单位：
1000 毫秒）

20000 ms 00010100

CAR 信号开启时间

大值

000E00FD 000E020D 000E031D 000E042D 7-0 CAR 开启时间 大值 （单

位：20 毫秒）

800 ms （日本）

0 ms （美国 / 欧洲）

00101000
（日本）
00000000

（美国 / 欧
洲）

CAR 信号开启时间

小值

000E00FE 000E020E 000E031E 000E042E 7-0 CAR 开启时间 小值 （单

位：20 毫秒）

200 ms （日本）

0 ms （美国 / 欧洲）

00001010
（日本）
00000000

（美国 / 欧
洲）

CAR 信号关闭时间

大值

000E00FF 000E020F 000E031F 000E042F 7-0 CAR 关闭时间 大值 （单

位：20 毫秒）

800 ms （日本）

0 ms （美国 / 欧洲）

00101000
（日本）
00000000

（美国 / 欧
洲）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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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5 功能设置 5

CAR 信号关闭时间

小值

000E0100 000E0210 000E0320 000E0430 7-0 CAR 关闭时间 小值 （单

位：20 毫秒）

200 ms （日本）

0 ms （美国 / 欧洲）

00001010
（日本）
00000000

（美国 / 欧
洲）

CAR 信号检测数 000E0101 000E0211 000E0321 000E0431 7-0 CAR （信息接收终端开始信

号）检测次数 （单位：次数）

1 次 （日本）

0 次 （美国 / 欧洲）

00000001
（日本）
00000000

（美国 / 欧
洲）

呼叫者 ID 信号等待

时间

000E0102 000E0212 000E0322 000E0432 7-0 呼叫者 ID/DIAL-IN 初级响应

后的 ID 等待时间 （单位：

1000 毫秒）

5000 ms （日本）

0 ms （美国 / 欧洲）

00000101
（日本）
00000000

（美国 / 欧
洲）

远程接收密码输入
等待时间

000E0103 000E0213 000E0323 000E0433 7-0 密码信号 （DTMF）检测等待

时间 （单位：100 毫秒）

2000 ms 00010100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正常 / 数字显示自

动线路区分功能

000E0104 000E0214 000E0324 000E0434 7 自动判断功能
0：OFF （关）

1：ON （开）

ON （开）（日本）

OFF （关）（美国 / 欧
洲）

10000011
（日本）
00000000

（美国 / 欧
洲）

6-4 - -

3-0 判断时的 V23 信号检测等待时

间 （单位：秒）

3 秒 （日本）

0 秒 （美国 / 欧洲）

监视扬声器 （传输
信号音）

000E0105 000E0215 000E0325 000E0435 7 摘机时的 PB 音频监测 × 00000011

6-5 通讯中的监视扬声器
00：OFF （关）

01：达到 DIS
10：达到 DIS + RBT 发送

11：ON （开）

OFF （关）

4-0 扬声器音量
00000：0 至 01000：8

3

数字 ID [20] 000E0106 - 
000E0119

000E0216 - 
000E0229

000E0326 - 
000E0339

000E0436 - 
000E0449

7 -0 ASCII [20]
当 ID 少于 20 位时，左对齐后

在顶部插入空格。（没有空终
止符）

0x20 00100000

PBX 连接模式 000E011A 000E022A 000E033A 000E044A 7-4 - - 00001111

3-0 PBX 呼叫

0000：数字键盘 0 至 1001：数

字键盘 9
1111：PBX 未连接

PBX 未连接

协议监视器 000E011B 000E022B 000E033B 000E044B 7-6 - - 00000000

5 电话 / 传真切换 RBT 监视音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4 按下摘机键时禁止扬声器发
声。
0：允许

1：禁止

允许

3-0 - -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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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功能 （禁用） 000E011C 000E022C 000E033C 000E044C 7 - - 00111111

6 自动发送不可用 （仅线路 1）
0：启用

1：禁用 （手动接收）

启用

5 名称显示
0：允许

1：禁止

禁止

4 强制记忆接收
0：允许

1：禁止

禁止

3 来电号码 / 名称显示 （号码显

示 / （追溯系统的用户显

示））
0：允许

1：禁止

禁止

2 闭合区域通讯
0：允许

1：禁止

禁止

1 远程接收
0：允许

1：禁止

禁止

0 拨入
0：允许

1：禁止

禁止

PBX 外部线路接入

代码 1 （BCD）

000E011D 000E022D 000E033D 000E044D 7-4 第一位 0xFF 11111111

3-0 第二位

PBX 外部线路接入

代码 2 （BCD）

000E011E 000E022E 000E033E 000E044E 7-4 第三位 0xFF 11111111

3-0 第四位

长尺寸接收的限制 000E011F 000E022F 000E033F 000E044F 7-1 - - 00000000

0 长尺寸接收的限制
0：限制

1：无限制

限制

所接收长原稿的
大尺寸 （400 dpi 或
更低时）

000E0120 000E0230 000E0340 000E0450 7-0 当接收的分辨率为 400 dpi 或
更低时，所接收长原稿的尺寸
会被视为错误 （ 大长度为
十进制值 x 10 mm。）

（00000000 会被视为 1000 
mm。）

1000 mm 01100100

所接收长原稿的
大尺寸 （600 dpi 
时）

000E0121 000E0231 000E0341 000E0451 7-0 当接收的分辨率为 600 dpi 时，

所接收长原稿的尺寸会被视为
错误（ 大长度为十进制值 x 
10 mm。）

（00000000 会被视为 1000 
mm。）

1000mm 01100100

语音响应输出电平
调整

000E0122 000E0232 000E0342 000E0452 7-4 - - 01100010

3-0 语音响应音量
0000：0 至 1111：15

2

监视扬声器 （接收
的信号音）

000E0123 000E0233 000E0343 000E0453 7-5 - - 00000100

4-0 扬声器音量
00000：0 至 01000：8

4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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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P 模式 000E0127 000E0237 000E0347 000E0457 7 检查远程站的断开和详细错误
代码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00000000

6 断开检查后断开远程站的连接
0：No （否）

1：Yes （是）

No （否）

5 RX 设置为 V.17 或更低时的 
V.21 检测优先模式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4 报文后接收超时的允许次数
0：1 次
1：3 次

1 次

3 设置 V.21 期间 V.17 或更低值

的单个检测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2 忽略 V.17 或更低值的 DIS
0：OFF （关）

1：ON （开）

OFF （关）

1-0 - -

具有电流设置的过
流保护功能

000E0129 000E0239 000E0349 000E0459 7-0 电流检测阈值 (×1 mA) 160 mA 00000000

具有电压设置的过
流保护功能

000E012A 000E023A 000E024A 000E045A 7 - - 00000000

6-0 电压阈值 (x1 V) 21 V

具有电阻设置的过
流保护功能

000E012B 000E023B 000E034B 000E045B 7 - - 00000000

6-0 电压阈值 (×10 Ω) 190 Ω

调整 B 相重新发送

间隔时间的定时器
（V.17）

000E012D 000E023D 000E034D 000E045D 7-6 手动接收时 B 相重新发送间隔

时间 （轮询发送时可用）
00：3.0 s
01：3.5 s
10：4.0 s
11：4.5 s

3.0 s 00000000

5-4 手动发送时 B 相重新发送间隔

时间
00：3.0 s
01：3.5 s
10：4.0 s
11：4.5 s

3.0 s

3-2 自动接收时 B 相重新发送间隔

时间 （轮询发送时可用）
00：3.0 s
01：3.5 s
10：4.0 s
11：4.5 s

3.0 s

1-0 自动发送时 B 相重新发送间隔

时间
00：3.0 s
01：3.5 s
10：4.0 s
11：4.5 s

3.0 s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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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D 相重新发送

间隔时间的定时器
（V.17）

000E012E 000E023E 000E034E 000E045E 7-4 - - 00000000

3-2 手动发送时 D 相重新发送间隔

时间
00：3.0 s
01：3.5s
10：4.0 s
11：4.5 s

3.0 s

1-0 自动发送时 D 相重新发送间隔

时间
00：3.0 s
01：3.5s
10：4.0 s
11：4.5 s

3.0 s

Conexant 调制解调

器功能选择

000E012F 000E023F 000E034F 000E045F 7-5 - - 00000000

4 ANSam/CED 检测方法

0：仅由 ATV25 确定

1：仅由 ATV25 和 TONEA 确
定

仅由 ATV25 确定

3 在 V.17 接收前将训练数据固

定为正常 RX 值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2 训练数据固定操作模式
0：V.17 RX 期间

1：V.17/V.27ter/V.29 RX 期间

V.17 RX 期间

1 EQFZ 操作

0：Yes （是）

1：No （否）

Yes （是）

0 EQFZ 操作模式

0：V.17 RX 期间

1：V.17/V.27ter/V.29 RX 期间

V.17 RX 期间

V.21 设置期间的 
FED 关闭等待时间

000E0130 000E0240 000E0350 000E0460 7-0 V.21 设置期间的 FED 关闭等

待时间 （单位：5 毫秒）

（当此值为 “00000000” 时，转

化为 400 ms）

400 ms 00000000

发生 V.17 接收错误

时的操作

000E0134 000E0244 000E0354 000E0464 7-2 R06 错误检测 × 00000000

1 发生 V.17 接收错误时的 V.29 
通信
0：No （否）

1：Yes （是）

Yes （是）

0 发生 V.17 接收错误时 V.29 通
信的条件
0：仅适用于 R06 错误 （等

效）
1：适用于所有接收错误

仅适用于 R06 错误

（等效）

发生 V.17 接收错误

时的 V.29 通信时间

000E0135 000E0245 000E0355 000E0465 7-0 V.17 错误发生后为 V.29 通信

限制的时间 （单位：分钟）

0 分钟 00000000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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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6 传真容量设置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接收主扫描线路分
辨率能力

000F0000 000F0020 000F0040 000F0060 7 400 dpi ○ 10101010

6 300 dpi ×

5 200 dpi ○

4 - -

3 16 pels/mm ○

2 - -

1 8 pels/mm ○

0 - -

000F0001 000F0021 000F0041 000F0061 7-3 - - 00000001

2 （1200 dpi） ×

1 （800 dpi） ×

0 600 dpi ○

接收副扫描分辨率
能力

000F0002 000F0022 000F0042 000F0062 7 400 dpi ○ 10111011

6 300 dpi ×

5 200 dpi ○

4 100 dpi ○

3 15.4 l/mm ○

2 - -

1 7.7 l/mm ○

0 3.85 l/mm ○

000F0003 000F0023 000F0043 000F0063 7-3 - - 00000001

2 （1200 dpi） ×

1 （800 dpi） ×

0 600 dpi ○

接收编码方式能力 000F0004 000F0024 000F0044 000F0064 7-6 - - 00011111

5 （JPEG） ×

4 JBIG ○

3 MMR ○

2 MR ○

1 MH ○

0 THRU ○

接收文件宽度能力 000F0005 000F0025 000F0045 000F0065 7-6 - - 00001110

5 (Legal) ×

4 (Letter) ×

3 A3 ○

2 B4 ○

1 A4 ○

0 (A5) ×

接收文件长度能力 000F0006 000F0026 000F0046 000F0066 7 - - 01000110

6 无限制 ○

5 (Legal) ×

4 (Letter) ×

3 - -

2 B4 ○

1 A4 ○

0 (A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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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速度能力 000F0007 000F0027 000F0047 000F0067 7-5 - - 00011011

4 V.29-96 ○

3 V.29-72 ○

2 - -

1 V.27-48 ○

0 V.27-24 ○

000F0008 000F0028 000F0048 000F0068 7 V.17-144 ○ 11110000

6 V.17-120 ○

5 V.17-96 ○

4 V.17-72 ○

3 V.33-144 ×

2 V.33-120 ×

1 (TCM-96) ×

0 (TCM-72) ×

000F0009 000F0029 000F0049 000F0069 7 V.34-192 ○ 11111111

6 V.34-168 ○

5 V.34-144 ○

4 V.34-120 ○

3 V.34-96 ○

2 V.34-72 ○

1 V.34-48 ○

0 V.34-24 ○

000F000A 000F002A 000F004A 000F006A 7-6 - - 00111111

5 V.34-336 ○

4 V.34-312 ○

3 V.34-288 ○

2 V.34-264 ○

1 V.34-240 ○

0 V.34-216 ○

接收 MSLT 能力 000F000B 000F002B 000F004B 000F006B 7-0 T3.85 或 200*100 dpi (ms)
00000000：0 ms 至 00101000：
40 ms

5 ms 00000101

000F000C 000F002C 000F004C 000F006C 7-0 T7.7 或 200*200 dpi (ms)
00000000：0 ms 至 00101000：
40 ms

5 ms 00000101

000F000D 000F002D 000F004D 000F006D 7-0 T11.55 或 300*300 dpi (ms)
00000000：0 ms 至 00101000：
40 ms

5 ms 00000101

000F000E 000F002E 000F004E 000F006E 7-0 T15.4 或 400*400 dpi 或 
600*600 dpi (ms)
00000000：0 ms 至 00101000：
40 ms 

5 ms 00000101

接收 ECM 能力 000F000F 000F002F 000F004F 000F006F 7-1 - - 00000001

0 ECM 接收能力

0：OFF （关）

1：ON （开）

ON （开）

接收协议能力 000F0010 000F0030 000F0050 000F0070 7-6 - - 00111001

5 FAX-CSRC （仅线路 1） ○

4 V.8/V.34 ○

3 DIAG （仅线路 1） ○

2-1 - -

0 G3S ○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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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7 HP 设置

接收可选帧能力 000F0011 000F0031 000F0051 000F0071 7-5 - - 00000111

4 （BFT） ×

3 （BTM） ×

2 PWD ○

1 （SEP） ○

0 SUB ○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传输主扫描线路分
辨率指令

00100000 00100020 00100040 00100060 7 400 dpi × 00100010

6 300 dpi ×

5 200 dpi ○

4 - -

3 16 pels/mm ×

2 - -

1 8 pels/mm

0 - -

00100001 00100021 00100041 00100061 7-3 - - 00000001

2 （1200 dpi） ×

1 （800 dpi） ×

0 600 dpi ○

传输副扫描分辨率
指令

00100002 00100022 00100042 00100062 7 400 dpi × 00010001

6 300 dpi ×

5 200 dpi ×

4 100 dpi ○

3 15.4 l/mm ×

2 - -

1 7.7 l/mm ×

0 3.85 l/mm ○

00100003 00100023 00100043 00100063 7-3 - - 00000001

2 （1200 dpi） ×

1 （800 dpi） ×

0 600 dpi ○

传输编码方式指令 00100004 00100024 00100044 00100064 7-6 - - 00011111

5 （JPEG） ×

4 JBIG ○

3 MMR ○

2 MR ○

1 MH ○

0 THRU ○

传输文件宽度指令 00100005 00100025 00100045 00100065 7-6 - - 00001110

5 (Legal) ×

4 (Letter) ×

3 A3 ○

2 B4 ○

1 A4 ○

0 (A5) ×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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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文件长度指令 00100006 00100026 00100046 00100066 7 - - 01000110

6 无限制 ○

5 (Legal) ×

4 (Letter) ×

3 - -

2 B4 ○

1 A4 ○

0 (A5) ×

传输速度指令 00100007 00100027 00100047 00100067 7-5 - - 00011011

4 V.29-96 ○

3 V.29-72 ○

2 - -

1 V.27-48 ○

0 V.27-24 ○

00100008 00100028 00100048 00100068 7 V.17-144 ○ 11110000

6 V.17-120 ○

5 V.17-96 ○

4 V.17-72 ○

3 V.33-144 ×

2 V.33-120 ×

1 (TCM-96) ×

0 (TCM-72) ×

00100009 00100029 00100049 00100069 7 V.34-192 ○ 11111111

6 V.34-168 ○

5 V.34-144 ○

4 V.34-120 ○

3 V.34-96 ○

2 V.34-72 ○

1 V.34-48 ○

0 V.34-24 ○

0010000A 0010002A 0010004A 0010006A 7-6 - - 00111111

5 V.34-336 ○

4 V.34-312 ○

3 V.34-288 ○

2 V.34-264 ○

1 V.34-240 ○

0 V.34-216 ○

传输 MSLT 指令 0010000B 0010002B 0010004B 0010006B 7-0 T3.85 或 200*100 dpi (ms)
00000000：0 ms 至 00101000：
40 ms

5 ms 00000101

0010000C 0010002C 0010004C 0010006C 7-0 T7.7 或 200*200 dpi (ms)
00000000：0 ms 至 00101000：
40 ms

5 ms 00000101

0010000D 0010002D 0010004D 0010006D 7-0 T11.55 或 300*300 dpi (ms)
00000000：0 ms 至 00101000：
40 ms

5 ms 00000101

0010000E 0010002E 0010004E 0010006E 7-0 T15.4 或 400*400 dpi 或 
600*600 dpi (ms)
00000000：0 ms 至 00101000：
40 ms

5 ms 00000101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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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 ECM 指令 0010000F 0010002F 0010004F 0010006F 7-2 - - 00000001

1 ECM 传输帧大小

0：256
1：64

256

0 ECM 传输指令

0：OFF （关）

1：ON （开）

ON （开）

传输协议指令 00100010 00100030 00100050 00100070 7-6 - - 00010001

5 FAX-CSRC （仅线路 1） ×

4 V.8/V.34 ○

3 DIAG （仅线路 1） ×

2-1 - -

0 G3S ○

传输可选帧指令 00100011 00100031 00100051 00100071 7-5 - - 00000000

4 （BFT） ×

3 （BTM） ×

2 PWD ×

1 （SEP） ×

0 SUB ×

项目 地址 数据 默认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位 内容 设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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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排纸处理器

17.1 FS-FN 调整

17.1.1 中央装订位置
• 使用中央装订功能打印时，调整各个纸张尺寸的装订位置。

• 通过使装订位置匹配折叠位置，调整中央装订位置。
TargetPdt_FS536SD< 目标型号 >

• FS-536SD

备注
• [Half-Fold Position] （对折位置）调整后，进行 [Center Staple Position] （中央装订位置）的调整。

< 步骤 >

1. 将五张原稿放在 DF 上。

2. 在鞍式装订模式下复印一套。

3. 宽度 A 应在以下目标范围内。

4.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执行下列调整。

5. 触摸要调整装订位置的纸张尺寸。

6. 观察副本，使用 [+]/[-] 键调整装订位置。

备注
• 每个纸张尺寸使用的调整设置值指的是使用 [ALL] （全部）设置的值加上为各纸张尺寸设置的值。

7. 触摸 [Test Copy] （复印测试）。

8. 选择要进行复印测试的装有纸张的纸盒。

9. 触摸 [Center Staple and Fold] （中央装订和折叠），然后按 Start （开始）键。

10. 检查装订位置偏差。

17.1.2 对折位置
• 使用此调整可在对折打印中调整对折位置。

TargetPdt_FS536SD< 目标型号 >

• FS-536SD

< 步骤 >

1. 将两张原稿放在 ADF 上。

2. 在折叠模式下复印一份。

3. 沿折痕这些复印件。

4. 测量宽度 A 的量。

5.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执行下列调整。

6. 触摸要调整对折位置的纸张尺寸。

7. 观察副本，使用 [+]/[-] 键调整对折位置。

目标 设置范围

0 ± 1.0 mm -10.0 mm ～ +10.0 mm （1 步幅：0.1 mm）

A

目标 设置范围

A = 小于 1.0 mm -10.0 mm ～ +10.0 mm （1 步幅：0.1 mm）

A

出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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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每个纸张尺寸使用的调整设置值指的是使用 [ALL] （全部）设置的值加上为各纸张尺寸设置的值。

8. 触摸 [Test Copy] （复印测试）。

9. 选择要进行复印测试的装有纸张的纸盒。

10. 触摸 [Half-Fold] （对折），然后按 Start （开始）键。

11. 检查折痕位置偏差。

17.1.3 第 1 个三折调整 / 第 2 个三折调整
• 在三折打印模式下调整第 1 个三折和第 2 个三折的位置。

TargetPdt_FS536SD< 目标型号 >

• FS-536SD

< 步骤 >

1. 在三折模式下进行复印。

2. 测量排出的样本的三折宽度 “a” 和 “b”。

3. 如果宽度 “a” 超出目标，执行下列调整。

4. 选择三折位置需要调整的纸张尺寸。

5. 检查样本的同时触摸 [+] 或 [-] 键调整三折位置。

• 要增加第 1 三折 （宽度 a）和第 2 三折 （宽度 b），使用 [+] 输入正值。

• 要减小第 1 三折 （宽度 a）和第 2 三折 （宽度 b），使用 [-] 输入负值。

6. 触摸 [Test Copy] （复印测试）。

7. 选择要进行复印测试的装有纸张的纸盒。

8. 触摸 [Tri-Fold] （三折），然后按 Start （开始）键。

9. 检查折叠位置在输出副本上的位移。

17.1.4 打孔边缘调整
• 更改打孔的水平位置。

TargetPdt_FS536< 目标型号 >

• FS-536 + PK-520

• *：调整 1 相当于 0.5 mm。

[1] 第 1 个三折的位置 [2] 第 2 个三折的位置

纸张尺寸 目标 设置范围

A4S 长度 a：95 mm ± 2 mm
长度 b：102 mm ± 2 mm

-10.0 mm ～ +10.0 mm （1 步幅：0.1 mm）

8.5 x 11S 长度 a：89.4 mm ± 2 mm
长度 b：96.0 mm ± 2 mm

16KS 长度 a：88 mm ± 2 mm
长度 b：92 mm ± 2 mm

a

b

c

[1] [2]

打孔数 目标 设置范围

2 孔 /3 孔 12.0 mm ±1.0 mm -10 ～ +10 （1 步幅：1） (*)

2 孔 /4 孔 11.0 mm 至 1.0 mm

SWE4 孔 10.5 mm 至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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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

1. 在打孔模式下，制作一个样本。

2. 测量从复印纸到打孔的宽度 B。

3. 如果宽度 B 超出目标，执行下列调整。

4. 触摸要调整打孔水平位置的纸张类型。

5. 观察副本，使用 [+]/[-] 键调整打孔水平位置。

• 若要加大宽度 B：输入 [+] 值

• 若要减小宽度 B：输入 [-] 值

6. 触摸 [Test Copy] （复印测试）。

7. 选择要进行复印测试的装有纸张的纸盒。

8. 根据打孔组件选择打孔数量，然后按 Start （开始）键。

9. 检查打孔位置。

17.1.5 打孔对位波幅尺寸
• 调整打孔波幅尺寸，用于从主机输出的纸张。

• 打孔位置倾斜、纸张起皱或打孔对位部分卡纸时使用。
TargetPdt_FS533_FS536< 目标型号 >

• FS-533 + PK-519、 FS-536 + PK-520

< 步骤 >

1. 选择打孔位置需要调整的纸张类型。

2. 使用 [+]/[-] 键设置目标。

• 打孔未对齐：输入 [+] 值

• 纸张起皱：输入 [-] 值

3. 触摸 [OK] （确定）。

17.1.6 排纸处理器组件测试模式
• 使用此调整检查排纸处理器的操作。

< 步骤 >

1. 选择一个模式。

2. 按 Start （开始）键开始运行排纸处理器。

3. 按 Stop （停止）键停止运行排纸处理器。

(1) 排纸处理器组件测试模式

(a) FS-533

B B B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4.0 至 +4.0 mm （1 步幅：1 mm） 0.0 mm

模式

装订器移动

对齐板前 / 后移动

纸盘升 / 降操作

出纸辊收缩

传输驱动

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

叶片 1 旋转电磁铁驱动

打孔驱动马达

批量电磁铁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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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S-536/FS-536SD/PK-520

17.1.7 对齐板位置
• 使用此功能微调对齐排出纸张的对齐板。

TargetPdt_FS533< 目标型号 >

• FS-533

< 步骤 >

1. 选择 [Alignment Plate Position (Back)] （对齐板位置 （背面））或 [Alignment Plate Position (Side) （对齐板位置）（侧面） ]。

2. 使用 [+]/[-] 键设置一个值并调整。

3. 触摸 [OK] （确定）。

17.1.8 纸张对位导板宽度调整
• 微调对齐板的水平宽度。

• 使用此功能微调对齐排出纸张的对齐板。
TargetPdt_FS536< 目标型号 >

• FS-536、 FS-536SD

< 步骤 >

1. 选择要调整的模式。

2. 使用 [+]/[-] 键设置一个值并调整。

3. 触摸 [OK] （确定）。

模式

排纸处理器检查 1 纸张传送马达

纸张入口马达

出纸马达

纸张对齐板马达 / 前

主纸盘升 / 降马达

纸张对齐板马达 / 后

侧止动器导板马达

出纸皮带马达

出纸辊收缩马达

排纸控制马达

侧面装订器移动马达

预排纸驱动马达

打孔驱动马达

叶片马达

排纸处理器检查 2 切换出纸盘马达

SD 纸张传送马达

折叠辊马达

主缘纸夹电磁铁

主缘止动器马达

CD 对齐板马达

折叠刀马达

纸屑盒更换马达

尾缘固定板马达

SD 叶片马达

三折折叠刀马达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10.0 mm ～ +10.0 mm （1 步幅：0.1 mm） 0.0 mm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10.0 mm ～ +10.0 mm （1 步幅：0.1 mm） 0.0 mm



bizhub C360i/C300i/C250i I 维修模式 > 17. 排纸处理器

I-154

17.2 打孔选购件设置
• 根据排纸处理器上安装的可选购打孔组件指定打孔设置。

• 须根据打孔选购件的类型单独进行打孔设置。

*：设置可能因安装的排纸处理器而异。

< 步骤 >

1. 选择打孔组件的类型。

2. 根据打孔组件目的地类型选择打孔数量。

3. 触摸 [decision] （决定）。

17.3 最多折页数量设置
• 限制各种不同折叠模式下的折页数量。

• 更改各种不同折叠模式下的 多折页数量。
TargetPdt_FS536SD< 目标型号 >

• FS-536SD
SetValue_C360i

< 步骤 >

1. 选择 多折页数量受限的折叠模式，然后使用数字键盘输入合适的 多数量。

2. 触摸 [END] （结束）。

17.4 作业分离器
• 检测作业分离器的操作。

< 步骤 >

1. 选择您要检查操作的模式。

2. 按 Start （开始）键开始作业分离器操作。

3. 按 Stop （停止）键停止正在进行的作业分离器操作。

设置项目 设置 默认设置

打孔组件 （*） 未安装 ○

（打孔组件）

打孔数 2 孔 ○

SWE4 孔

2 孔 /3 孔

2 孔 /4 孔

设置项目 设置 默认设置

中心折叠 1 ～ 5 份 5 份

中央装订 2 ～ 20 份 20 份

三折 1 ～ 3 份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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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网络设置

18.1 二级网络设置

备注
• 进行设置前，注意客户的网络环境，要根据环境的要求进行设置。

二级网卡设置
• 本机安装了可选购的升级组件 （无线局域网）时要配置此设置。

注意事项

• 若要使用 Android 平板电脑终端或 iOS 终端遥控，要求安装 bizhub Remote Access。

备注

• 选择 [Set] （设置）时，配置更改点。

网络接口结构
• 将 MFP 主机当作无线 LAN 适配器连接到接入此 LAN 环境的无线 LAN 接入点。（当选择 Wireless Only （仅限无线）或 Wired+Wireless 

(Secondary Mode) （有线 + 无线 （次模式）时）
NetIFCnf_Primary• 执行 MFP 主机与移动设备之间的直接通信。（当选择 Wired+Wireless (Primary Mode) （有线 + 无线 （主模式））或 Wired +Wireless (Wi-Fi 

Direct) （有线 + 无线 （Wi-Fi Direct）时）

ExNetAdpt_NoSet

18.2 远程服务设置

18.2.1 功能设置

Enable Settings （启用设置）

• 设置是否使用远程服务。 

备注 
• 选择 [ON] （开）时，将不会显示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 （机器自动更新设置）、 [Auto Update setting] （自动更新设置）。

• 选择 [ON] （开）时，将不会显示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 （机器自动更新设置）、 [Relay server setting] （中继服务器设置）。

Server Settings （服务器设置）

• 设置远程服务通信所用服务器的 URL、 ID 和密码。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设置 选择以安装选购的无线 LAN 设备。

未设置 选择以不安装选购的无线 LAN 设备。 ○

网络接口设置 描述

仅限有线 当 MFP 主机仅连接至局域网环境时使用。

仅限无线 当 MFP 主机仅连接至无线局域网环境时使用。

作业通过无线 LAN 接入点接收自客户端并执行。

有线 + 无线 （次模式） 当 MFP 主机连接至局域网环境和无线局域网环境时使用。

执行通过局域网接收来自客户端的作业。
作业通过无线 LAN 接入点接收自客户端并执行。

有线 + 无线 （主模式） 当 MFP 主机连接至局域网环境和无线局域网环境时使用。

MFP 主机用作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启动 MFP 主机时，在不通过无线局域网接入点的情况下，执行 MFP 主机与移动设备（Android 设备、iOS 设
备或 Wi-Fi 支持设备）之间的无线局域网通信。

有线 + 无线 （Wi-Fi Direct） 当 MFP 主机连接至局域网环境和无线局域网环境时使用。

MFP 主机用作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在此模式下，移动设备 （iOS 除外）可轻松连接到 Wi-Fi Direct 认证设备。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Disable （禁用） ○

设置项目 设置

URL （地址或主机名）：端口号 
• 地址：IPv4 或 IPv6 地址 

• 主机名： 多 253 个字符组成的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ID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1-64 个字符 

Password （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0-64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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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代理服务器设置

Enable Settings （启用设置）

• 设置是否使用代理服务器。 

• 当设置 [ON] （开）时，可配置 [WebDAV Synchronize] （WebDAV 同步）和 [Proxy Server] （代理服务器）设置。 

WebDAV Synchronize （WebDAV 同步）

• 设置是否与 Administrator settings （管理员设置）中的 [WebDAV Client Settings] （WebDAV 客户端设置）同步。 

• 当设置 [Synchronize] （同步）时，会根据 Administrator settings （管理员设置）内 [WebDAV Client Settings] （WebDAV 客户端设置）的配置执行

操作。 

Proxy Server （代理服务器）

• 配置代理服务器设置。 

备注
• [WebDAV Synchronize] （WebDAV 同步）设为 [Synchronize] （同步）时不会显示。 

18.2.3 维修保养设置

Identification Code （识别码）

• 根据不同客户输入用于识别和管理多 MFP 的识别码。 

Operator Name （操作员姓名）

• 输入维修保养人员用于方便在远程服务服务器 UI 屏幕上搜索相应 MFP 的关键词。 

Setup （设置）

• 手动连接到远程服务服务器。 

• 触摸 Start （开始），将识别码和操作员姓名发送至远程服务服务器。 

18.2.4 XMPP 设置

功能设置
• 设置与 XMPP 服务器通信时是否使用会话。 

备注
• 当设置 [Disable] （禁用）时，无法通过 XMPP 服务器从远程服务服务器中接收初始命令。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Disable （禁用） ○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Synchronize （同步）

Do not Synchronize （不同步） ○

设置项目 设置

Host Name （主机名） 地址或主机名 
• 地址：IPv4 或 IPv6 地址 

• 主机名： 多 253 个字符组成的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User Name （用户名）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0 至 63 个字符 

Password （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0 至 63 个字符 

Port Number （端口号） 1 至 65535 

设置范围 描述

0 ～ 99999999 （8 位数字） 注意层级顺序：前两位表示区域代码，后六位表示管理代码。

设置范围 描述

字母数字字符 / 符号 / 空格 （ 多 64 个字

符）

指定操作员姓名。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

Disable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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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Setting （连接设置）

Connection server info （连接服务器信息）

• 确认 URL、 ID、域名、端口号和连接状态。 

18.2.5 始终连接设置

Maintenance Time （维修保养时间）

• 指定维修保养时间。 

Existence Notice Interval （存在通知间隔时间）

• 设置将存在通知包从 MFP 发送到 XMPP 服务器的时间间隔。 

Learning Function （学习功能）

• 设置当发送存在通知时是否启用 “ 学习功能 ”，用于根据 XMPP 会话状态更改数据包发送间隔时间。 

18.3 端口设置
• 设置用于确定 Raw 端口的负载状态的阈值。

18.4 MTU 参数设置
• 设置一次可以传输的数据的 大值 (MTU)。

• 设置 “ 路径 MTU 发现 ” 的操作。

注意事项

• “ 路径 MTU 发现 ” 检测通信路径上的 小 MTU，并使用它自动设置 MTU 的大小。

路径 MTU 发现设置

• 设置是否启用 “ 路径 MTU 发现 ”。

最小 MTU 尺寸设置

• 启用 “ 路径 MTU 发现 ” 时，可以使用此设置。

设置项目 描述 设置 默认设置

重复间隔时间 设置与 XMPP 服务器通信失败时使用的重复间隔时间。 1 至 5 分钟 1 分钟

连接超时 设置与 XMPP 服务器通信的超时时间。 5 ～ 300 秒 60 秒

SSL 设置与 XMPP 服务器通信时是否使用 SSL。 ON （开） ○

OFF （关）

BOSH 设置与 XMPP 服务器通信时是否使用 BOSH 连接。 ON （开） ○

OFF （关）

设置项目 描述 默认设置

User Power Save Settings （用户节

能设置） 
可根据节能设置执行维修保养。 

Always Connection （始终连接） 可随时执行维修保养。 

Individual Settings （单独设置） 单独配置维修保养开始和结束时间。 ○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1 至 3600 秒 55 秒

设置项目 描述 设置 默认设置

Learning Function （学习

功能）

设置是否启用学习功能。
• 当设置 [Enable] （启用）时，必须配置调整值和下限。

Enable （启用）

Disable （禁用） ○

调整值 当存在通知发送成功时，将下一个发送间隔时间延长 “ 调整值 ” 的量。

当存在通知发送不成功时，将下一个发送间隔时间缩短 “ 调整值 ” 的量。

1 至 3600 秒 30 秒

下限 确保数据包发送间隔时间不小于 “ 下限 ”。 1 至 3600 秒 30 秒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1 至 60 分钟 3 分钟

设置 描述 默认设置

0 启用 “ 路径 MTU 发现 ”。 ○

1 禁用 “ 路径 MTU 发现 ”。

设置范围 描述 默认设置

68 字节至 1500 字节 设置值用作要发送的数据包的 小 MTU 尺寸。 552 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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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 MTU 尺寸设置

• 禁用 “ 路径 MTU 发现 ” 时，可以使用此设置。

设置范围 描述 默认设置

1280 字节至 1500 字节 设置值用作要发送的数据包的固定 MTU 尺寸。 1500 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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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机器更新设置

19.1 Internet ISW

19.1.1 Internet ISW 设置
• 通过 Internet ISW 升级固件时使用。

• 通过将其设为 “ON （开） ”，每个设置 （如服务器设置）将有效。

备注
• 如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此设置将自动设为

“OFF （关） ”，且无法更改。

19.1.2 HTTP Setting （HTTP 设置）
使用 HTTP 协议访问服务器时使用。

19.1.3 FTP 设置
使用 FTP 协议访问服务器时使用。

19.1.4 转发访问设置

< 步骤 >

1. 选择设置项目。

2. 使用屏幕键盘输入信息。

19.1.5 下载

备注
• 若要通过代理将 MFP 连接到 Internet，除了 [Forwarding Access Setting] （转发访问设置）外，还必须配置代理服务器相关设置。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设置） -> [Internet ISW Settings] （Internet ISW 设
置） -> [FTP Server Setting]（FTP 服务器设置）或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Network]（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机器更新设

置） -> [HTTP Proxy Settings] （HTTP 代理设置）中配置 Internet ISW 通信所用代理的设置。

设置项目 描述 设置 默认设置

Function setting （功能

设置）

设置是否启用 Internet ISW 的每个设置。 ON （开）

OFF （关） ○

Open Mode Settings
（开放模式设置）

当功能设置设为 “Set （设置） ” 时，可以使用此设置。

当设置了 “Set （设置） ” 时，可使用管理员设置启用通过 Internet ISW 下载和更新固件的

功能。

Set （设置）

Unset （未设

置）

○

设置项目 描述 设置 默认设置

HTTP data acquisition setting
（HTTP 数据采集设置）

设置是否启用使用 HTTP 协议下载。

设置了 “ON （开） ” 时，设置连接超时。

ON （开）

OFF （关） ○

Connection Timeout （连接

超时）

设置访问服务器的超时时间。 30 至 300 秒 60 秒

设置项目 描述 设置 默认设置

FTP data acquisition setting
（FTP 数据采集设置）

设置是否启用使用 FTP 协议下载。 ON （开） ○

OFF （关）

Connection 
Setting
（连接设
置）

Port Number （端

口号）

设置端口号。 1 至 65535 21

Connection 
Timeout （连接

超时）

设置超时时间。 1 至 60 （分钟） 1 （分钟）

PASV Mode
（PASV 模式）

要设置是启用还是禁用通过 PASV （被动）模式连接 （FTP 服务器侧将在连

接前通知连接端口）。

ON （开）

OFF （关） ○

设置项目 描述 设置

User ID （用户 
ID）

注册用于访问存储固件的程序服务器的用户 ID。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64 个字符）

Password （密

码）

注册用于访问存储固件的程序服务器的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64 个字符）

URL 注册用于访问存储固件的程序服务器的用户 ID。

• 连接到 http 时， “http:// （主机名或 IP 地址） / 目录名 ” 或 “https:// （主机名或 IP 地址） /

目录名 ”。

• 连接到 ftp 时， “ftp:// （主机名或 IP 地址） / 目录名 ”。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256 个字符） 

File Name （文件

名）

注册要下载的固件数据的文件名称。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63 个字符）



bizhub C360i/C300i/C250i I 维修模式 > 19. 机器更新设置

I-160

• 如果连接到程序服务器或数据下载失败，会显示一个错误代码和一条信息。利用错误代码判定问题的原因，然后根据信息提示重新配置设置。

有关错误代码，请参考 “L.6.INTERNET ISW 的错误代码 ”。

下载 / 更新

• 根据 Internet ISW 设置访问程序服务器，然后下载固件。

• 通过网络更新固件时使用。

• 固件下载并更新成功。固件下载和更新期间， MFP 无法使用。

< 步骤 >

1. 选择 [Download/Update] （下载 / 更新）。

2. 触摸 [Start] （开始）以开始下载固件。

3. 连接和传送数据时屏幕会显示体现状态的信息。

4. 固件正常更新时，主机将自动重启，以完成 Internet ISW。

下载
• 根据在 Internet ISW 设置中配置的设置访问程序服务器和下载固件。

• 由于固件下载在后台进行，所以下载期间可使用 MFP。
SSD_Set• 如果已下载的固件数据存在于 MFP 存储器，则此数据会被覆盖并替换为新数据。

< 步骤 >

1. 选择 [Download] （下载）。

2. 触摸 [Start] （开始）以开始下载固件。

3. 连接和传送数据时屏幕会显示体现状态的信息。下载期间，可通过触摸 [Cancel] （取消）来取消下载任务。

4. 固件下载成功完成后，出现结果 “OK”。

更新
• 使用下载并保存在 HDD 中的固件更新固件。

• 固件下载和更新期间， MFP 无法使用。

• 如果 HDD 无固件，则不显示此按钮。

< 步骤 >

1. 触摸 [Update] （更新）。

2. 检查 HDD 中的固件文件版本。

3. 触摸 [Start] （开始）以更新固件。

4. 固件正常更新时，主机将自动重启，以完成 Internet ISW。

删除
• 删除保存在 HDD 中的固件文件。

• 如果 HDD 无固件，则不显示此按钮。

< 步骤 >

1. 触摸 [Delete] （删除）。

2. 触摸 [Start] （开始）以删除固件。

19.1.6 更新启动时间设置
• 设置开始时间，以自动更新下载的固件。

备注
• 如果在指定时间未下载更新的固件，则不执行固件更新。

• 如果固件更新期间关闭主电源开关，固件更新会在下次打开主电源开关时进行。
• 如果指定时间到来时有作业正在处理，则固件更新会在此作业完成后进行。
< 步骤 >

1. [Update Firmware at Specified Time] （在指定时间更新固件）选择为 [Set] （设置）。

2. 触摸 [Hour] （小时）和 [Min.] （分钟），然后设置固件更新开始时间。

19.2 机器自动更新设置

19.2.1 自动更新设置

(1) 概述
• “ 自动更新 ” 功能可让主机通过网络定期访问程序服务器以获得新固件数据，然后自动重写。

• 若要使用自动更新功能， MFP 主机必须连接到可使用 SMB 或 http 协议在网络上下载更新数据的网络环境。

• MFP 主机在处于以下条件时自动更新功能不会运行。

• 主电源开关设置为关闭。

• 启用副电源关闭模式 （电源键为橙色）或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 （电源键闪烁橙色）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 MFP 正在运行，或者有作业 （包括指定的作业）。

• MFP 处于具有暂停作业的闲置状态。

• 发生了故障。

• 图像文件在存储器中。

• 型号或程序的电路板不匹配。

(2) 准备
• 为了有效地使用该功能，执行以下步骤前，请联系管理员获得同意。

• 设置 MFP 主机的网络参数、程序服务器地址以及防火墙地址。

• 创建程序更新信息文件 （C_UpdateList.ini）并存储一组数据以在程序服务器中更新。

创建程序更新信息文件 （C_UpdateList.ini）
• 如下所示指定固件、可加载驱动程序、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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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FirmWare] （固件）、 Version （版本）、 FilePath （文件路径）、 [LoadableDriver] （可加载驱动程序）、 NumberOfFiles （文件数）、

[Config] （配置）、 [Option] （选项）、 [QuickUpdate] （快速更新）和 Update （更新）必须正确使用大小写字母进行指定。

C_UpdateList.ini 示例

参数列表

文件和文件夹的配置
• C_UpdateList.ini 示例的文件夹配置如下所示。

设置项目 描述 参数列表

[1] [FirmWare] （固

件）

固件更新信息 版本、文件数、文件路径

[2] [LoadableDriver]
（可加载驱动程序）

可加载驱动程序更新信息 版本、文件数、文件路径

[3] [Config] （配置） 配置文件更新信息 版本、文件数、文件路径

[4] [Option] （选项） 选项更新信息
• 语音提示数据、短片帮助数据、OCR 数据、PDF/A 字

体、OEM 名称自定义数据、身份验证自定义数据将被

更新。

版本、文件数、文件路径

[5] [QuickUpdate] （快

速更新）

更新数据的时间 更新

[6] - 注释 可在 “#” 或 “;” 和换行符之间插入注释。

参数 描述

版本 使用 多包含五位数的数字来指定更新数据的版本信息。

文件数 指定 多包含三位数的更新数据。
指定 “NumberOfFiles=0” 以不包含要更新的数据。

文件路径 指定更新数据的存储位置。
应从程序更新信息指定相对路径。
如果有多个文件，请提供 “FilePath 1”， “FilePath 2” 等序列号。即使只有一个文件， “1” 也必须指定为 “FilePath1”。

更新 指定数据更新时间。
“Update=0”：根据更新时间设置重写。

“Update=1”：下载后立即重写。

[1]

[2]

[4]

[3]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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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配置文件
1.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 （机器自动更新设置） -> 

[Machine Export Setting] （机器导出设置）。

2. 将 USB 存储器插到 USB 端口。

3. 输入密码。

备注
• 在上述步骤 3 中指定的密码必须通过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 （机器自动更新设置） -> [Machine Update Password] （机器更新密码）事先进行设置。

4. 选择 [START] （开始）。

5. 将显示 [Result: OK] （结果：OK）。

6. 即可完成数据导出。

7. 将导出文件存储到 C_UpdateList.ini 中所述的目录。

创建软开关设置 / 引擎 FW DipSW 设置文件

• 为具有所需开关编号的数据创建名称为 SoftwareDipSW.csv 和 EngineDipSW.csv 的 CSV 文件。

• 将该文件存储到 C_UpdateList.ini 中所述的目录。

SoftwareDipSW.csv 示例

EngineDipSW.csv 示例

示例 描述

A 行 软开关编号

B 行 在要覆盖的位上设置 1 （从左侧的 bit7 至 bit0）

C 行 对 B 行上所选位的新设置设置 1 或 0。（从左侧的 bit7 至 bit0）

示例 描述

A 行 引擎固件 DipSW 编号

B 行 0 （未选择）或 1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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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户 DB 数据文件

1. 使用用户 DB 数据的制作工具创建 UsbExportData_Auth.tar。

2. 将创建的文件 (UsbExportData_Auth.tar) 存储到 C_UpdateList.ini 中所述的目录。

(3) Auto Update setting （自动更新设置）
• 从程序服务器获取 MFP 更新文件，配置设置，以在指定时间更新机器。

• 此功能与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Network] （网络）的功能相同，但是不会和维修模式的功能一起使用。

备注

•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Network Settings]（网络设置） -> [Remote Service Setting]（远程服务设置） -> [Function Settings]（功能设

置） -> [Enable Settings]（启用设置）设为 “ON（开） ” 时不会显示。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中的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机器自

动更新设置）不适用。 
• 使用 SMB 协议时， MFP 使用静态 IP 地址。

服务器 1 设置

服务器 2 设置

设置项目 描述 设置 默认设置

自动更新 设置是否使用自动更新设置。
• 选择 [ON] （开）后，配置采集协议的设置。

ON （开）

OFF （关） ○

服务器名称 设置任意服务器名称以标识连接目的地。 字母数字字符 （ 多 
20 个字符）

Server1

下载协议 设置用于获取更新数据的协议。
• 如果 MFP 中继服务器用作数据提供侧的服务器，选择 [HTTP]。

SMB ○

HTTP

SMB 设置 主机名 设置 SMB 服务器的主机名。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253 个字符）

-

文件路径 设置 SMB 服务器通信使用的文件路径。

• 指定存储 C_UpdateList.ini 的文件夹。

多 255 个字符 -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64 个字符）

-

重试次数 设置获取失败时的重试次数。 0 至 10 次 3 次

HTTP 设置 URL 设置 http 服务器的地址。

• 指定存储 C_UpdateList.ini 的文件夹。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253 个字符）

-

用户名 设置用于通过 http 协议访问中继服务器的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http 服务器的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64 个字符）

-

代理 设置是否使用代理服务器。
• 如果选择了 [ON] （开），使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设置） -> [HTTP Proxy 

Settings] （HTTP 代理设置）设置代理。

ON （开）

OFF （关） ○

连接超时 设置访问服务器的超时时间。 30 - 300 60 秒

设置项目 描述 设置 默认设置

自动更新 设置是否使用自动更新设置。
• 选择 [ON] （开）后，配置采集协议的设置。

ON （开）

OFF （关） ○

服务器名称 设置任意服务器名称以标识连接目的地。 字母数字字符 （ 多 
20 个字符）

Server2

HTTP 设置 URL 设置 http 服务器的地址。

• 指定存储 C_UpdateList.ini 的文件夹。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253 个字符）

-

用户名 设置用于通过 http 协议访问中继服务器的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http 服务器的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
（ 多 64 个字符）

-

代理 设置是否使用代理服务器。
• 如果选择了 [ON] （开），使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设置） -> [HTTP Proxy 

Settings] （HTTP 代理设置）设置代理。

ON （开）

OFF （关） ○

连接超时 设置访问服务器的超时时间。 30 - 300 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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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设置
• 配置 [Server 1 settings] （服务器 1 设置）和 [Server 2 settings] （服务器 2 设置）的通用设置。

(4) 数据更新

下载更新数据
• MFP 以 [Polling Interval] （探寻间隔）中设置的间隔确认程序服务器中程序更新信息文件。

• MFP 会将程序服务器中的程序更新信息文件与 MFP 中的该文件进行对比，然后以更改后的版本号开始下载更新数据。

数据自动更新
• 如果 MFP 电源在以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机器更新设置） ->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机器自动更新设

置） -> [Auto Update setting]（自动更新设置） -> [Common Settings]（通用设置） -> [Update Time]（更新时间）设置的时间设置为开启，则固件

会被自动重写。如果电源在该时间设置为关闭，则不会执行重写。

从控制面板更新数据
•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 （机器自动更新设置） -> 

[Manually Update] （手动更新） -> [Start] （开始），然后执行重写。

备注
• 在下列状态下切勿切断电源。

• 触摸 [Manually Update] （手动更新） -> [Start] （开始）到 MFP 的下一次操作 （自动电源关闭）。

• 下载完成屏幕显示后大约 1 分钟会重启 MFP。

• 重新写入配置文件，随后写入固件， MFP 将会再次重启。

(5) 错误代码
• 可使用 [Service Mode] （维修代码）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 （机器自动更新设置） -> 

[Update Log Display] （更新日志显示）显示错误代码，或者在接收到 多可保存使用 [Transmission log Update] （传输日志更新）发送的 100 个

记录的 PC 上进行查看。

使用 SMB 协议时

使用 HTTP 协议时

在所有情况下通用

设置项目 描述 设置

更新时间 触摸 Clear （清除）设置更新机器的时间。 Time （时间） 00 至 23 点

分钟 00 至 59 分钟

轮询设置 设置获取更新列表的轮询周期或星期几和时钟。 设置间隔时间。 1 至 240 分钟

选择星期几 设置星期几和时钟。

重复间隔时间 设置获取失败时的重试周期。 • 1 至 240 分钟

错误代码 错误原因 解决方案

N00107 • 无法访问 SMB 服务器 • 正确设置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服务器名称。

• 确认服务器是否正常运行。N04096

N04097 • 认证错误 • 正确设置 ID 和密码。

N04098

N04105 • SMB 连接错误 • 再次确认 SMB 连接设置。

N04106 • 无法获得 C_UpdateList.ini

• 无法找到 C_UpdateList.ini 中所述的数据

• 确认 C_UpdateList.ini 是否存储在服务器中，并正确设置访问 C_UpdateList.ini 的

文件路径。

• 正确设置文件夹名称和文件路径。

错误代码 错误原因 解决方案

N00107 • 无法访问 HTTP 服务器 • 正确设置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服务器名称。

• 确认服务器是否正常运行。

N00401 • 认证错误 • 正确设置 ID 和密码。

N00404 • 无法获得 C_UpdateList.ini

• 无法找到 C_UpdateList.ini 中所述的数据

• 确认 C_UpdateList.ini 是否存储在服务器中，并正确设置访问 C_UpdateList.ini 的

文件路径。

• 正确设置文件夹名称和文件路径。

错误代码 错误原因 解决方案

C00000 • XML 设置错误 • 确保各配置文件中的设置是正确的。

C00001 • 解密错误 • 为配置文件正确设置解密密码。

D00001 • 格式相关错误 （软 SW） • 检查 SoftwareDipSW.csv 文件中的错误。

D00010 • 未定义 DipSW 编号 （软 SW）

D10001 • 格式相关错误 （引擎 DipSW） • 检查 EngineDipSW.csv 文件中的错误。

D10010 • 未定义 DipSW 编号 （引擎 DipSW）

F00000 • 固件更新错误 • 确认服务器上的文件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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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中继服务器设置

(1) 概述
• “Relay Server Function （中继服务器功能） ” 可以与其他 MFP 共享从网络获得的更新数据，并将 MFP 作为 “ 自动更新功能 ” 的程序服务器来运

行。

• 若要使用中继服务器功能， MFP 主机必须连接到可使用 http 协议在网络上下载更新数据的网络环境。

• 中继服务器功能在以下条件下不会运行。

• 主电源开关设置为关闭。

• 启用副电源关闭模式 （电源键为橙色）或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 （电源键闪烁橙色）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备注
• 维修模式的销售地区设置为美国或其它 5 时，该功能会被禁用。

(2) 准备
• 为了有效地使用该功能，执行以下步骤前，请联系管理员获得同意。

• 设置 MFP 主机的网络参数、程序服务器地址以及防火墙地址。

• 创建一套用于自动更新功能的数据作为中继数据，并将其存储在程序服务器中。

• 创建数据更新信息文件 （S_UpdateList.csv）并存储在程序服务器中，以管理保存在中继服务器机器上的中继数据。

创建数据更新信息文件 （S_UpdateList.csv）
• 通过指定型号名称、数据更新日期和时间以及访问用于自动更新功能的数据更新文件夹路径来创建 CSV 文件。

• 多可指定中继数据组的四个 （四种）文件夹。

备注

• 五个或更多文件夹 （五种）的信息将无效。
S_UpdateList.csv 示例

如何在程序服务器中存储数据
• S_UpdateList.csv 示例数据的文件夹配置如下所示。

F10107 • 文件不是固件文件 • 确认服务器上的文件是否正确。

F10109

N00100 • 网络通讯错误 • 确认与网络电缆的连接以及通讯设置。

N00110

T10001 • C_UpdateList. 数据未正确下载

• C_UpdateList. 数据已损坏

• 请再次下载文件。

• 确认服务器上的文件是否正确。

T10010 • C_UpdateList.ini 中的说明不正确 • 请正确设置 C_UpdateList.ini 中的说明。

T10020

A 行 型号名称 （任意字符串）

B 行 数据更新日期和时间

C 行 访问用于自动更新功能的更新数据文件夹的路径

错误代码 错误原因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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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继服务器设置
• 配置设置，使用中继服务器获取更新中继数据。

• 此功能与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Network] （网络）的功能相同，但是不会和维修模式的功能一起使用。

备注 
• *：切勿忘记访问 http 服务器的密码。重置时将会用到此密码。

(4) 获取更新数据
1. MFP 以 [Polling Interval] （探寻间隔）中设置的间隔确认程序服务器中数据更新信息文件。 

2. MFP 会将程序服务器中的数据更新信息文件与 MFP 中的该文件进行对比，然后以更改后的更新日期和时间开始下载中继数据。 

3. 下载的中继数据会存储在 MFP 存储器中。 

(5) 错误代码
• 可使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 （机器自动更新设置） -> 

[Relay Server Log Confirmation] （中继服务器日志确认）显示错误代码，或者在接收到 多可保存使用 [Transmission Server Log] （传输服务器日

志）发送的 100 个记录的 PC 上进行查看。

(6) 由中继服务器自动更新
• 在 MFP 上配置以下设置，使用由于中继服务器更新数据而导致的自动更新功能。

1.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机器更新设置） ->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机器自动更新设置） -> [Auto 

Update setting] （自动更新设置）。

2. 将 [Server 1 Settings] （服务器 1 设置）或 [Server 2 Settings] （服务器 2 设置）作为要配置的连接选择。

3. 触摸 [Auto update] （自动更新），然后选择 [ON] （开）。

4. 在 [Download Protocol] （下载协议）中选择 [HTTP]。

5. 在 [HTTP Setting] （HTTP 设置） -> [URL] 中指定包含 C_UpdateList.ini 的文件夹。

以 S_UpdateList.csv 为例

• http://IP 地址或 MFP 的主机名变为 relay server/DAV/Service/download/bizhubXXX

• 文件路径区分大小写，因此请在 “DAV/Service/” 之后输入完全出现在 S_UpdateList.csv 的 C 列中的部分。

• 如果在管理员设置下激活中继服务器，则文件路径会变为 “/DAV/Admin/”。

6. 在 [HTTP Setting]（HTTP 设置） -> [User Name]（用户名）中以及已在 [Relay server setting]（中继服务器设置） -> [Distribution Server (HTTP)]

（分布服务器 (HTTP)）设置的 [Password] （密码）中设置该项目。

7. 触摸 [OK] （确定）。

8. 在 [Common Settings] （通用设置）中进行设置。

设置项目 描述

Update File Download （更新

文件下载）

定期访问程序服务器，设置是否使用此功能获取 新的更新文件。

获取设置文件 URL 设置文件存储服务器的地址。
• 指定存储 S_UpdateList.csv 的文件夹。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文件存储服务器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

码）

设置用于访问文件存储服务器的密码。

代理 选择是否使用代理服务器。
• 如果选择了 [ON]（开），使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Network]（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

器更新设置） -> [HTTP Proxy Settings] （HTTP 代理设置）设置代理。

连接超时 设置访问服务器的超时时间。

轮询设置 设置获取更新列表的轮询周期或星期几和时钟。
• 设置间隔时间：在 1 至 240 分钟的范围内指定。

• 选择星期几：选择星期几 设置星期几和时钟。

重复间隔时间 设置获取失败时的重试周期。
• 在 1 至 240 分钟的范围内指定。

SMB 认证 请勿使用 SMB 认证。

分布服务器
（HTTP）

分布服务器
（HTTP）

设置是否为更新文件使用分布服务器 （HTTP）功能。

用户名 设置用于通过 http 协议访问中继服务器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

码）（*）
设置用于访问 http 服务器的密码。

错误代码 错误原因 对策

N00107 • 无法访问 HTTP 服务器 • 正确设置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服务器名称。

• 确认服务器是否正常运行。

N00401 • 认证错误 • 正确设置 ID 和密码。

N00404 • 无法获得 S_UpdateList.csv

• 无法找到 S_UpdateList.csv 中所述的数据

• 确认 S_UpdateList.csv 是否存储在服务器中，并正确设置访问 S_UpdateList.csv 的文

件路径。

• 正确设置文件夹名称和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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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传输日志更新
• 保存机器自动更新相关的日志，然后将其发送至指定位置。

• 日志文件保存 多 100 个记录。

19.2.4 传输服务器日志
• 保存中继服务器的更新中继数据下载相关的日志，然后将其发送至指定位置。

• 日志文件保存 多 100 个记录。

19.2.5 更新日志显示
• 查看机器自动更新文件下载相关的日志。

• 可查看 近的五个日志。

设置项目 描述 设置 默认设置

更新日志传输。 设置是否使用传输日志更新。
选择 [ON] （开）后，配置传输协议和服务器的设置。

ON （开）

OFF （关） ○

传输协议 配置传输信息的设置。 SMB ○

WebDAV

SMB 设置 主机名 设置 SMB 服务器的主机名。 字母数字字符和
符号 （ 多 253 
个字符）

-

文件路径 设置 SMB 服务器通信使用的文件路径。 多 255 个字符 -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
符号 （ 多 64 
个字符）

-

WebDAV 设置 URL 设置 WebDAV 服务器的地址。 字母数字字符和
符号 （ 多 253 
个字符）

-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
符号 （ 多 64 
个字符）

-

代理 设置是否使用代理服务器。
• 如果选择了 [ON] （开），使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设置） -> 

[HTTP Proxy Settings] （HTTP 代理设置）设置代理。

ON （开） -

OFF （关） -

设置项目 描述 设置 默认设置

传输服务器日志 设置是否使用传输服务器日志。
选择 [ON] （开）后，配置传输协议和服务器的设置。

ON （开）

Disable （禁用） ○

传输协议 配置传输信息的设置。 SMB ○

WebDAV

SMB 设置 主机名 设置 SMB 服务器的主机名。 字母数字字符和
符号 （ 多 253 
个字符）

-

文件路径 设置 SMB 服务器通信使用的文件路径。 多 255 个字符 -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
符号 （ 多 64 
个字符）

-

WebDAV 设置 URL 设置 WebDAV 服务器的地址。 字母数字字符和
符号 （ 多 253 
个字符）

-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密码。 字母数字字符和
符号 （ 多 64 
个字符）

-

代理 设置是否使用代理服务器。
• 如果选择了 [ON] （开），使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设置） -> 

[HTTP Proxy Settings] （HTTP 代理设置）设置代理。

ON （开） -

Disable （禁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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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中继服务器日志确认
查看中继服务器文件下载相关的日志。

可查看 近的五个日志。

19.2.7 手动更新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 （机器自动更新设置） -> [Auto 

Update setting] （自动更新设置）中将 [Auto Update] （自动更新）设为 [ON] （开）时显示，此更新文件已下载。

• 使用下载文件执行手动更新。

• 触摸 [Start] （开始）开始更新。

备注

• 在下列状态下切勿切断电源。
• 触摸 [Manually Update] （手动更新） -> [Start] （开始）到 MFP 的下一次操作 （自动电源关闭）。

• 下载完成屏幕显示后大约 1 分钟会重启 MFP。

• 重新写入配置文件，随后写入固件， MFP 将会再次重启。

19.2.8 机器导入设置
• 仅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的 HEX Assignment （十六进制分配）中

将开关编号 “72” 设为 “04” 时会显示。 

• 导入保存在 USB 存储器根文件夹中的所有可导入文件。 

备注

• 在下列条件中，禁止导出 MFP 设置数据。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 （详细

设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ImpDat_Egl_Sp

• *1：[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Maintenance Mode] （维修保养模式）设为 [Effective] （有效），且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Maintenance Mode Access] （维修保养模式访问）设为 [Allow] （允许）时会显示。 

• *2：因为此文件未加密，所以无需输入密码即可导入。 

< 步骤 >

1. 将 USB 存储器插到 USB 端口。 

2. 输入密码。 

3. 触摸 [Start] （开始）。 

备注

• 成功导入的项目会显示 “OK”。 
• 密码不匹配或发生错误的项目会显示 “NG”。 
• USB 存储器无可导入文件时显示 “-”。 

4. 按照屏幕上所示信息的说明操作，然后将主电源开关关闭后重新打开。 

备注

• 如果导入结果未显示 “OK”，则不会显示任何信息。 

19.2.9 机器导出设置
• 以 XML 格式将主机配置输出到 USB 存储器设备或者主机的 SMB 文件夹。

备注
• 在下列条件中，禁止导出 MFP 设置数据。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设为 [Restrict] （限制）。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USB 连接权限设置） -> [Detail Setting]（详细设

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设为 [Restrict] （限制）。 

可导入设置文件 文件名 

地址簿 （*1） UsbExportData_Addr.dat 

认证数据 （*1） UsbExportData_Auth.dat 

网络设置 （*1） UsbExportData_Net.dat 

远程访问设置 UsbExportData_Csrc.dat 

用户设置 UsbExportData_Utility.dat 

管理员设置 （*1） UsbExportData_Admin.dat 

维修设置 UsbExportData_Service.dat 

云连接 UsbExportData_Cloud.dat 

显示自定义设置 （*1） UsbExportData_Topmenu.dat, TopMenuGadget.tar 

外部证书 （*1） UsbExportData_ExtCertificates.tar 

自定义设置 （*1）（*2） UsbExportData.dat 

用户 Box 配置信息 （*1） UsbExportData_BackUpBoxConf***.dat 

辅助功能 （*1） UsbExportData_Universal.dat 

认证自定义数据 （*2） AuthCustomMaster_***.xml 

复印程序 UsbExportData_CopyProgram.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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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ExpDat_Egl_Sp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Maintenance Mode] （维修保养模式）设为 [Effective] （有效），且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Maintenance Mode Access] （维修保养模式访问）设为 [Allow] （允许）时会显示。

< 步骤 >

1. 选择要输出的项目。

2. 选择 [USB] 或 [SMB] 作为 [Export Destination] （导出目的地）。

备注
执行以下设置时，会显示 [SMB]。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Network]（网络） -> [SMB Setting]（SMB 设置） -> [SMB Server Settings]（SMB 服务器设置） -> [Share SMB 

File Setting] （共享 SMB 文件设置） -> [ON] （开）

如果选择 [USB]，将 USB 存储器设备连接到 USB 端口。

3. 输入密码。

备注
• 如果自动更新功能要使用 XML 文件，事先将相同密码注册于 MFP，在 MFP 中，数据将作为 [Machine Update Password] （机器更新密

码）进行下载。

4. 触摸 [Start] （开始）。

5. 将显示 [Result: OK] （结果：OK）。

6. 即可完成数据导出。

备注
• 当选择 [SMB] 时，数据要导出到本机的 SMB 文件夹。 

• 检查 SMB 文件夹：\\ （IP 地址） \FWData_out$ 
• 如果 [CE Authentication] （CE 认证）选择为 [ON] （开），则要求 “User Name （用户名） ” 和 “CE Password” （CE 密码）才能访问此文件

夹。 
• 用户名：CE
• 密码：CE 密码

19.2.10 机器更新密码
• 设置解密机器更新文件所用的密码。

< 步骤 >

1. 当前密码：输入当前使用的解密密码。（仅当设置了解密密码时）

2. 新密码：输入新的解密密码。

3. 重新输入密码：再次输入新的解密密码。

备注 
• 切勿忘记解密密码。重置时将会用到此密码。

19.3 固件更新参数
• 如果启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Firmware Updat.Verification Set.] （固件更新验证设置），请执行固件签名。

• 更新固件执行该签名时使用。

备注
• 应通过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EnhancedSecurity] （增强安全） -> [FWCert.Setting] （固件证书设置）安装数字签名。

< 步骤 >

1. 从固件创建 “XXfw.tar” 文件。有关相关步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K.3.2.1. 制作固件数据 ”。

2. 获取签名文件 “XX.sig”。

3. 将固件 “XXfw.tar” 文件和签名文件 “XX.sig” 存储在 USB 存储器中。

4. 将 USB 存储器连到 USB 端口。

5. 触摸 [Start] （开始）以更新固件。

要导出的数据

地址簿 （*）

认证数据 （*）

网络设置 （*）

远程访问设置

用户设置

管理员设置 （*）

服务设置 （不包括软开关和引擎固件软开关的设置）

云连接 （*）

显示自定义设置 （*）

外部证书 （已保留） (*)

用户 Box 配置信息 (*)

辅助功能 （*）

认证自定义数据

复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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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固件回退

备注
• 安装了 MFP 存储器时会显示。

• 如果无备份固件，将不会显示固件版本。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K.6. 更新固件时创建备份文件。

Firmware Rollback （固件回退）

• 重新写入备份固件时使用。

• 固件更新发生错误时使用。

< 步骤 >

1. 检查要重新写入的固件的版本。

2. 触摸 [Start] （开始）。

3. 开始重启。

4. 重启后，出现固件更新屏幕。然后，检查每个固件的版本。

5.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6. 确保出现一条通知固件回退完成的信息。然后，触摸 [OK] （确定）。

Open Mode Settings （开放模式设置）

• 设置选择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设置）时是否显示 / 隐藏 [Firmware Rollback]

（固件回退）。

• 即便是管理员也可以重新写入备份固件。

19.5 拷贝网络设置

19.5.1 概述
• 将 USB 存储器中保存的网络相关信息传输并拷贝至其他 MFP。

• 一个 MFP 作为发起侧，将网络连接设置值传输至同一网络内的其他 MFP。

• 传输和拷贝 CSV 文件描述的且与接收 MFP 的序列号相关的设置值。

19.5.2 环境准备
• 必须事先设置和准备发起 MFP、接收 MFP、 USB 存储器和描述网络设置的 CSV 文件。

设置发起 MFP
• 确认发起 MFP 和接收 MFP 连接到同一个网络 （网段）。

• 在发起 MFP 中设置一个固定 IP 地址。

• 将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Network]（网络） -> [OpenAPI Setting]（OpenAPI 设置） -> [Access Setting]（访问设置）设定为 “ON（开） ”。

• 将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OpenAPI Setting] （OpenAPI 设置） -> [External Application Connection] （外部应用连接）

设定为 “ON （开） ”。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设置 ○

未设置

[1] 包含网络连接设置值的 CSV 文件 [2] USB 存储器

[3] 连接 [4] 接收 MFP

[5] 传输和拷贝接收 MFP 的设置值 （序列号 1X） [6] 传输和拷贝接收 MFP 的设置值 （序列号 2）

[7] 传输和拷贝接收 MFP 的设置值 （序列号 X） [8] 接收 MFP （序列号 1）

[9] 接收 MFP （序列号 2） [10] 接收 MFP （序列号 X）

・
・
・

PeculiarConfig.csv

[2]
[3]

[4]
[5]

[6]

[7]

[8]

[9]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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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接收 MFP
• 确认发起 MFP 和接收 MFP 连接到同一个网络 （网段）。

• 确认接收 MFP 的 TCP/IP 设置启动，以允许网络通信。

• 确认在 MFP 中设置了序列号。

• 将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Connection] （系统连接） -> [OpenAPI Setting] （OpenAPI 设置）中的所有设置设定为默认值。

USB 存储器

• 下文给出了在网络设置中拷贝所用 USB 存储器的要求：

• 与 USB (1.1/2.0) 接口兼容的 USB 闪存

• 以 FAT32 文件系统格式化

• 不包括安全功能 （可以关闭安全功能）

• 不得使用计算机识别为两个或两个以上设备的 USB 存储器。

• 在支持写入的条件下，使用任何写入保护的 USB 存储器。

CSV 文件

• 合理化 CSV 文件的格式，准备一个 CSV 文件，输入要传送和设置的接收 MFP 和网络设置值。

• 设置项目：对应于 CSV 文件格式的 “ 列 ”

• 接收 MFP 的设置值：对应于 CSV 文件格式的 “ 行 ”

注意事项

• CSV 文件格式 （PeculiarConfig.xls） 

< 步骤 >

1. 输入序列号和 IP 地址 v4 验证方法。

2. 根据 CSV 文件格式输入其他设置细节。

对于可传输和设置的项目以及详细描述，请参见 CSV 文件格式。

3. 一行输入一个接收 MFP 的设置值。若要设置多个 MFP，为每一个 MFP 创建一个设置值，同时自上而下按顺序添加行。

备注
• 务必输入序列号和 IP 地址 v4 验证方法。

• 在文件的任何留空项目中，在 MFP 中设置的项目会自动设置。

• 文件名必须采用 “PeculiarConfig” 加 CSV 的扩展名。

• 拥有 CSV 文件内所含序列号的所有 MFP 都将为接收 MFP。如果网络存在要排除在外的任何 MFP，则不要将此类 MFP 的序列号包括在文件

内。
• 即便发起 MFP 的序列号包括在 CSV 文件内，发起 MFP 也不是接收 MFP。
• 最多 255 个 MFP 可识别为接收 MFP。 CSV 文件中所含第 256 个及之后的 MFP 的序列号都将不在接收 MFP 范围内。

19.5.3 传输 / 设置步骤
1. 准备一个 CSV 文件 （PeculiarConfig.csv），描述要传输的设置值，将其保存在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下，然后连接 USB 存储器与发起 MFP

2. 在 [Copy Network Settings] （拷贝网络设置） -> [Connection Timeout] （连接超时）中设置超时时间。

• 设置范围：1 至 300 秒

• 默认值：30 秒

3. 触摸 [Copy Network Settings] （拷贝网络设置） -> [Copy Setting] （拷贝设置） -> [Check Connection] （检查连接） -> [Start] （开始）。

4. 根据显示 “OK” 的 MFP 数量，检查 “Result” （结果）中显示的 MFP 数量。

5. 触摸 [Copy] （拷贝） -> [Start] （开始）。这将会将设置值信息逐一传输到接收 MFP。

备注

• 屏幕操作会显示在正在重写设置值的 MFP 中。

• 步骤完成前不要拔出 USB 存储器。

6. 设置值传输到并重写入所有接收 MFP 后，接收 MFP 会重新启动。

7. 包含传输结果的 CSV 文件 （PeculiarConfig_Result.csv）会存储在插在发起 MFP 的 USB 存储器中。

8. 检查 USB 存储器中的传输结果文件，进而确定此步骤正常终止。

备注
• 当发生禁止继续传输的错误时，控制面板会显示相应的错误代码。
• 任何接收 MFP 发生传输错误时，会出现一条信息，提示检查传输结果文件。

• 有关传输错误的详情，请检查传输结果文件的具体内容。

错误代码列表

错误代码 说明

N***** 通讯错误

E00001 USB 存储器没有连接到发起 MFP。

E00002 USB 存储器中的 CSV 文件无法读取。

E00003 在连接到发起 MFP 的 USB 存储器中无法创建传输结果文件。

E00004 CSV 文件格式不合法。

E00005 与拥有 CSV 文件内所含序列号的 MFP 通信不成功。

E00006 （*） [OpenAPI Setting] （OpenAPI 设置） ->[Access Setting] （访问设置）设置了 “OFF （关） ”。

E00007 （*） [OpenAPI Setting] （OpenAPI 设置） -> [Authentication] （认证）设置了 “ON （开） ”。

E00008 （*） [OpenAPI Setting]（OpenAPI 设置） -> [SSL/Port Settings]（SSL/ 端口设置）设置了 “SSL Only（仅 SSL） ” 或 “SSL/
Non-SSL （SSL/ 非 SS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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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面板出现错误代码时检测发起 MFP 的设置；传输结果文件包含此错误代码时，检测接收 MFP 的设置。 

E00009 （*） [OpenAPI Setting] （OpenAPI 设置） -> [SSL/Port Settings] （SSL/ 端口设置）设置了 “50001” 以外的任何数据。

E00010 （*） [OpenAPI Setting] （OpenAPI 设置） -> [External Application Connection] （外部应用连接）设置了 “No （否） ”。

E00011 CSV 文件传输后，即便经过预定的时间，仍未收到接收 MFP 的任何响应。（超时错误）

E00012 接收 MFP 不处于可接收 OpenAPI 信息的时段。

E00013 接收 MFP 更新失败。

E00014 传输期间选择了 “Cancel” （取消）。

E00015 传输期间 USB 存储器从发起 MFP 拔出。

E00016 CSV 文件内的某个序列号不合法。

E00099 网络系统错误。存在不使用默认值的任何网络设置。

错误代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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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账单设置 / 增强安全 / 调试设置

1. 账单设置

1.1 概述

启动步骤
1. 调出维修模式的初始屏幕。

2. 按照此顺序按以下各键。

• 停止 ->9

3. 调出账单设置屏幕。

账单设置屏幕示例

退出步骤
1. 触摸 [Exit] （退出）。

2.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次打开主电源开关。

1.2 计数器设置

1.2.1 总计数器模式
• 设置总计数器的计数方式。

计数表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模式 1 每个复印循环计 1 ○

模式 2 大尺寸为双计数

总计数器模式 打印模式 纸张尺寸 总计 大尺寸 双面总计

模式 1 单面 除大尺寸外 1 次计数 0 次计数 0 次计数

大尺寸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0 次计数

双面 除大尺寸外 2 次计数 0 次计数 1 次计数

大尺寸 2 次计数 2 次计数 1 次计数

模式 2 单面 除大尺寸外 1 次计数 0 次计数 0 次计数

大尺寸 2 次计数 1 次计数 0 次计数

双面 除大尺寸外 2 次计数 0 次计数 1 次计数

大尺寸 4 次计数 2 次计数 1 次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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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大尺寸计数器模式
• 设置判定为大尺寸的尺寸。

SettingItm_A3

1.2.3 横幅纸计数模式
SetItemTbl_A3W• 在长纸 （457.2 mm 或以上）上打印时，计数值将为总计数器模式设置的值与此设置设定的值的总和。

1.2.4 横幅计数器双计数模式
• 设置打印长尺寸纸张时是否使用正常计数或双计数。 

• 选择 “ON” （开）时，双计数仅适用于长尺寸纸张。 

1.2.5 按照各设置的组合计数
• 计数方式因计数器设置的组合而异。

• 下文介绍了各设置组合的计数方式。 
CountTbl_A3W_Std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不计数 大尺寸计数器不计数。 ○

A3/11 x 17 在主扫描方向上超过 279 mm 并在副扫描方向上超过 420 mm （传真扫描超出 399 mm）时，会判定为大

尺寸。

A3/B4/11 x 17/8 1/2 x 14 在主扫描方向上超过 215 mm 并在副扫描方向上超过 355 mm （传真扫描超出 337 mm）时，会判定为大

尺寸。

A3/11 x 17/B4/8 1/2 x 14/
Foolscap

在主扫描方向上超过 203 mm 并在副扫描方向上超过 330 mm （传真扫描超出 313 mm）时，会判定为大

尺寸。（但是，主扫描方向上的尺寸会随着 foolscap 尺寸设置而变化。）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模式 1 0 次计数

模式 2 1 次计数

模式 3 +2 次计数 （457.2 ～ 915.0 mm 将为 +1 次计数）

模式 4 +3 次计数 （457.2 ～ 686.0 mm 将为 +1 次计数，且 686.1 ～ 915.0 mm 将为 +2 次计数） ○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ON （开） 正常计数

OFF （关） 双计数 ○

总计数器 大尺寸计数器模式 横幅纸计数模

式

纸张尺寸 横幅计数器双计数模式

OFF （关） ON （开）

模式 1 不计数 - -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除不计数外 模式 1 除大尺寸外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大尺寸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长尺寸 457.3 至 686.0 mm 1 次计数 2 次计数

686.1 至 915.0 mm 1 次计数 2 次计数

915.1 mm 或以上 1 次计数 2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大尺寸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长尺寸 457.3 至 686.0 mm 2 次计数 4 次计数

686.1 至 915.0 mm 2 次计数 4 次计数

915.1 mm 或以上 2 次计数 4 次计数

模式 3 除大尺寸外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大尺寸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长尺寸 457.3 至 686.0 mm 2 次计数 4 次计数

686.1 至 915.0 mm 2 次计数 4 次计数

915.1 mm 或以上 3 次计数 6 次计数

模式 4 除大尺寸外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大尺寸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长尺寸 457.3 至 686.0 mm 2 次计数 4 次计数

686.1 至 915.0 mm 3 次计数 6 次计数

915.1 mm 或以上 4 次计数 8 次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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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管理功能选择
• 设置是否安装插入式计数器、管理设备 （数据控制器）、认证设备或投币机。

备注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时不显示。

• 当设置显示安装了 [Management Device 2] （管理设备 2）或 [Vendor 2] （投币机 2）时，以下应用将失效。

PC 传真发送 /HDD TWAIN/PS Box 操作员 /PS Scan Direct/PS 作业假脱机程序 /Fiery：扫描到 Box
同时，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ecurity] （安全） ->[Function Management Settings] （功能管理设置） ->[Network Function Settings]
（网络功能设置）将设为 “OFF （关） ”。

1.3.1 仅限插入式计数器
• 设置是否安装插入式计数器。

• 当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设置。

(1) 插入式计数器

色彩模式
• 设置颜色输出的计数方式。

模式 2 不计数 - -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除不计数外 模式 1 除大尺寸外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大尺寸 2 次计数 2 次计数

长尺寸 457.3 至 686.0 mm 2 次计数 4 次计数

686.1 至 915.0 mm 2 次计数 4 次计数

915.1 mm 或以上 2 次计数 4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大尺寸 2 次计数 2 次计数

长尺寸 457.3 至 686.0 mm 3 次计数 6 次计数

686.1 至 915.0 mm 3 次计数 6 次计数

915.1 mm 或以上 3 次计数 6 次计数

模式 3 除大尺寸外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大尺寸 2 次计数 2 次计数

长尺寸 457.3 至 686.0 mm 3 次计数 6 次计数

686.1 至 915.0 mm 3 次计数 6 次计数

915.1 mm 或以上 4 次计数 8 次计数

模式 4 除大尺寸外 1 次计数 1 次计数

大尺寸 2 次计数 2 次计数

长尺寸 457.3 至 686.0 mm 3 次计数 6 次计数

686.1 至 915.0 mm 4 次计数 8 次计数

915.1 mm 或以上 5 次计数 10 次计数

设置项目 总计数器 纸张尺寸 每 1 个打印循环计数一次

模式 1 模式 1 - 1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1 次计数

大尺寸 2 次计数

模式 2 模式 1 - 2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2 次计数

大尺寸 4 次计数

模式 3 模式 1 - 3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3 次计数

大尺寸 6 次计数

模式 4 模式 1 - 4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4 次计数

大尺寸 8 次计数

总计数器 大尺寸计数器模式 横幅纸计数模

式

纸张尺寸 横幅计数器双计数模式

OFF （关） ON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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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 选择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的信息类型。

确认副本
• 设置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是否允许确认副本。

下一个作业预约
• 设置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是否允许预约下一个作业。

备注
• 仅当使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型）将用户认证和

账户跟踪设为 “OFF （关） ” 时此设置才可用。

计数器设置
• 设置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使用的计数时间。

1.3.2 管理设备 2
• 设置是否安装管理设备 2。

• 安装管理设备 2 时设置。

(1) 管理设置
• 安装管理设备 2 时设置管理方法。

备注

• 当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User Auth/Account Track]（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Authentication Type]（认证类型）中设置了用户认证的

“External Authentication server setting” （外部认证服务器设置）、账户跟踪的 “Password Only” （仅限密码）、用户认证和账户跟踪的 “Do Not 
Synchronize” （不同步），或公共用户访问设为 “ON” （开）时，此设置不可用。

(2) 计费线路
• 设置传真线路 3 和传真线路 4 计费所用的传真线路 1 或传真线路 2。

备注
• 仅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ystem 2] （系统 2） ->[Option Board Status] （选项板状态）中将 [Fax (circuit 3)] （传真 （回路 3））

和 [Fax (circuit 4)] （传真 （回路 4））设定为 [Set] （设置）时显示。

线路 3

模式 5 模式 1 - 5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5 次计数

大尺寸 10 次计数

设置项目 内容

类型 1 插入式计数器的信息

类型 2 卡扫描的信息

类型 3 ID 管理的信息

类型 4 远程 SW 的信息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许可 允许确认副本。

禁止 禁止确认副本。 ○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许可 允许下一个作业预约。

禁止 禁止下一个作业预约。 ○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进纸 进纸时计数。 ○

纸张输出 出纸时计数。

设置项目 内容

模式 1 使用接触式设备。（不允许使用 ID 键注销。）

模式 2 使用非接触式设备。（允许使用 ID 键注销。）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线路 1 传真线路 1 用于传真线路 3 计费。 ○

线路 2 传真线路 2 用于传真线路 3 计费。

设置项目 总计数器 纸张尺寸 每 1 个打印循环计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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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4

1.3.3 投币机 2
• 设置是否安装投币机 2。

KctNote

备注 
• 投币机和插入式计数器一同使用时，将插入式计数器插入时会将其设为 “Key Counter Mode” （插入式计数器模式），拔出时会将其设为

“Vendor Mode” （投币机模式）。

(1) 插入式计数器

色彩模式
• 设置颜色输出的计数方式。

信息
• 选择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的信息类型。

确认副本
• 设置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是否允许确认副本。

下一个作业预约
• 设置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是否允许预约下一个作业。

备注
• 仅当使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型）将用户认证和

账户跟踪设为 “OFF （关） ” 时此设置才可用。

计数器设置
• 设置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时使用的计数时间。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线路 1 传真线路 1 用于传真线路 4 计费。

线路 2 传真线路 2 用于传真线路 4 计费。 ○

设置项目 总计数器 纸张尺寸 每 1 个打印循环计数一次

模式 1 模式 1 - 1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1 次计数

大尺寸 2 次计数

模式 2 模式 1 - 2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2 次计数

大尺寸 4 次计数

模式 3 模式 1 - 3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3 次计数

大尺寸 6 次计数

模式 4 模式 1 - 4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4 次计数

大尺寸 8 次计数

模式 5 模式 1 - 5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5 次计数

大尺寸 10 次计数

设置项目 内容

类型 1 插入式计数器的信息

类型 2 卡扫描的信息

类型 3 ID 管理的信息

类型 4 远程 SW 的信息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许可 允许确认副本。

禁止 禁止确认副本。 ○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许可 允许下一个作业预约。

禁止 禁止下一个作业预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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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币机
VdrMsg_Typ

信息
• 选择投币机的信息。

(3) 计费线路
• 设置传真线路 3 和传真线路 4 计费所用的传真线路 1 或传真线路 2。

备注
• 仅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ystem 2] （系统 2） ->[Option Board Status] （选项板状态）中将 [Fax (circuit 3)] （传真 （回路 3））

和 [Fax (circuit 4)] （传真 （回路 4））设定为 [Set] （设置）时显示。

线路 3

线路 4

1.3.4 插入式计数器 IF 投币机
KctIF_Setting

色彩模式
• 设置颜色输出的计数方式。

VdrMsg_Typ

信息
• 选择投币机的信息。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进纸 进纸时计数。 ○

纸张输出 出纸时计数。

设置项目 内容

类型 1 投币式出售机的信息

类型 2 卡管理器的信息

类型 3 硬币和卡的信息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线路 1 传真线路 1 用于传真线路 3 计费。 ○

线路 2 传真线路 2 用于传真线路 3 计费。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线路 1 传真线路 1 用于传真线路 4 计费。

线路 2 传真线路 2 用于传真线路 4 计费。 ○

设置项目 总计数器 纸张尺寸 每 1 个打印循环计数一次

模式 1 模式 1 - 1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1 次计数

大尺寸 2 次计数

模式 2 模式 1 - 2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2 次计数

大尺寸 4 次计数

模式 3 模式 1 - 3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3 次计数

大尺寸 6 次计数

模式 4 模式 1 - 4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4 次计数

大尺寸 8 次计数

模式 5 模式 1 - 5 次计数

模式 2 除大尺寸外 5 次计数

大尺寸 10 次计数

设置项目 内容

类型 1 投币式出售机的信息

类型 2 卡管理器的信息

类型 3 硬币和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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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认证设备 2
• 设置是否安装认证设备 2。

• 设置何时安装认证单元 （生物型或卡类型）。

1.4.1 认证单元的安装步骤

(1) AU-102
1. 将 AU-102 可加载驱动程序 （BIO_LDR.tar）安装到主机。 (*1)

2. 将 AU-102 安装到主机。

3.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s] （账单设置） -> [Authentication Device 2] （认证设备 2）中选择 [Body] （身体）。

4. 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5. 注册认证用户数据。

注 *1
• 此可加载驱动程序与固件版本组合使用。

(2) AU-201S
1. 将可加载驱动程序 （ICC_LDR.tar）安装到主机。 (*1)(*2)(*3)

2. 将 AU-201S 安装到主机。

3.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s] （账单设置） -> [Authentication Device 2] （认证设备 2）中选择 [Card] （卡）。

4. 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5. 注册认证卡数据。

注 *1
• KM 将把可加载驱动程序和 IC 卡信息设置文件二者的组合作为可加载驱动程序提供。

注 *2
• 要安装的可加载驱动程序随卡类型的变化而变化。确定需要认证的卡类型，然后安装正确的可加载驱动程序。

• 此可加载驱动程序与固件版本组合使用。

注 *3
• 如果要使用 FeliCa IDm、 FeliCa SSFC、 FeliCa Private 或要求详细设置的相关卡，使用以下其中一个方法进行详细设置：

1. 使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AU-201S，准备可加载驱动程序和 IC 卡信息设置文件的组合，然后导出为可加载驱动程序。

IC 卡信息设置文件准备工具 
2. 使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AU-201S，仅准备 IC 卡信息设置文件，然后在 MFP 中安装可加载驱动程序。然后，使用 Data 
Administrator，将 IC 卡信息设置文件写入 MFP。
IC 卡信息设置步骤 

例如：使用 FeliCa SSFC 卡时的信息设置示例 

*1：公司代码的字符长度为 10 个字节。 

*2：公司代码由大小写字母字符和数字字符组成。未设置公司代码时，此空间留空。 

设置项目 内容

卡 使用 IC 卡认证系统 （AU-201S/OMNIKEY 5427CK (AU-205H)/YSoft 读卡器 /USB 键盘模拟读卡器）。

显示响应超时间隔。（此间隔不可更改。）

内页 使用生物 （手指静脉）认证系统 （AU-102）
设置摄影超时间隔、采集尝试时间和认证尝试时间。

卡 3 使用 PKI 卡系统的 IC 卡认证设备

仅当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System 2]（系统 2） ->[Software Switch Setting]（软开关设置）显示，开关编号 12 设
为 [00000010]/[02] （位值 / 十六进制值）时会显示。

认证设备 兼容 IC 卡

AU-102 内页

认证设备 可装载驱动程序名称 （KM 标准设置） 兼容 IC 卡

AU-201S AU-201S 可装载驱动程序 FeliCa IDm、 FeliCa SSFC、 FeliCa FCF、 FeliCa FCF
（校园）、 TypeA FeliCaPrivate

要从管理员获取的数据

FeliCa SSFC 详细设定项目 样本数据 （十进制数） 设置值 （十六进制数）

房号 37 00 25

楼层号 15 00 0F

建筑物编号 50 00 32

地区编号 85 00 55

安全等级 2 00 02

公司识别码 （CL 码）（*1） 06BGLQVX17 （ASCII 代码） 30 36 42 47 4C 51 56 58 31 37

公司代码 （*2） CompanyA （ASCII 代码） Comp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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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SB 键盘仿真读卡器
1. 将可加载驱动程序 （ICC_LDR.tar）安装到主机。 1

2.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s] （账单设置） -> [Authentication Device 2] （认证设备 2）中选择 [Card] （卡）。

3.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打开开关。

4. 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Device Settings]（认证设备设置） -> [Card 

Authentication] （卡认证） -> [USB Device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USB 设备识别信息）中设置读卡器的投币机 ID 和产品 ID。 2

5. 关闭主电源开关。

6. 将 USB 键盘仿真读卡器安装到主机。

7. 打开主电源开关。

8. 注册认证卡数据。

备注

• 使用支持 US 键盘的读卡器。

• 卡 ID 的长度为 1 到 512 个字节。

• 将数据作为收到的卡 ID 数据发送，直到收到设为分隔符 （Enter）的键控代码。

注 *1
• 此可加载驱动程序与固件版本组合使用。

• *：卡类型作为扩展卡类型报告至认证程序。

注 *2
• 厂商 ID 和产品 ID 是用于指定 USB 设备的识别信息。

• 按如下方式检查要连接的 USB 设备的厂商 ID 和产品 ID：

• 参阅设备的规格或咨询厂商。
• 将设备连接至运行 Windows 系统的计算机，然后检查 “ 设备管理器 ” 中的 “ 属性 ”。

(4) 其他读卡器
• 其他读卡器的设置方法与 AU-201S 相同。

• 需要以下可加载驱动程序。

• 此可加载驱动程序与固件版本组合使用。

注 *1
• KM 将把可加载驱动程序和 IC 卡信息设置文件二者的组合作为可加载驱动程序提供。

注 *2
• 如果要使用要求详细设置的 OMNIKEY 5427CK (AU-205H) 的 HID iClass 的卡，使用以下其中一个方法进行详细设置：

• 使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5427CK (AU-205H)，准备可加载驱动程序和 IC 卡信息设置文件的组合，然后导出为可加载驱动程序。 
• 使用 Auth Device Tool Advanced for 5427CK (AU-205H)，仅准备 IC 卡信息设置文件，然后在 MFP 中安装可加载驱动程序。然后，使用 

Data Administrator，将 IC 卡信息设置文件写入 MFP。 
• 参考 “D.2.1.2.IC 卡信息设置步骤 ”

注 *3
• 如果使用 YSoft 读卡器，所有类型的卡都将作为 HID Prox 卡报告到认证程序。

• 若要将 HID Prox 以外的卡类型报告到认证程序，从以下列表中选择对应的卡类型。

认证设备 可装载驱动程序名称 （KM 标准设置） 兼容 IC 卡

USB 键盘仿真读卡器 KeyboardEmu 可装载驱动程序 取决于读卡器 *

认证设备 可装载驱动程序名称 （KM 标准设置） 兼容 IC 卡

SCL-010 SCL-010 可加载驱动程序 （默认：A 型 (*1）（*2） TypeA、 FeliCa IDm、 Mifare

OMNIKEY 5427CK (AU-205H) 5427CK （AU-205H）可加载驱动程序 （*2） HID Prox、 HID iCLASS、 TypeA、 FeliCa 
IDm （*4）

KM USB Reader v2 MultiReader HF YSoft 读卡器的可加载驱动程序 （默认：HID Prox）
（*3）

Mifare

KM USB Reader v2 Legic Advant LEGIC

KM USB Reader v2 ASK FSK 125kHz EM4100、 EM4102、 RFID 125kHz

KM USB Reader v2 Mot/Ind W26 Indala

KM USB Reader v2 HID Prox HID Prox

KM USB Reader v2 HID iCLASS HID iCLASS

读卡器名称 可读取卡类型 要报告到认证程序的卡类型 （默
认）（*3-3、 *3-5）

IC 卡信息设置 （要报告的卡类型）（*3-4）

KM USB Reader v2 MultiReader 
HF

Mifare HID Prox TypeA （1）（*3-1、 *3-2）

KM USB Reader v2 Legic 
Advant

LEGIC HID Prox TypeA （1）（*3-1、 *3-2）

KM USB Reader v2 ASK FSK 
125kHz

EM4100、EM4102、RFID 
125kHz

HID Prox EM4100/
EM4102/
RFID 125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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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从 A 型卡设置读取的内容 (ID) 与使用 AU-201S 读取的内容不同。

• *3-2 当将 YSoft 读卡器添加到由现有 AU-201S 组成的认证网络时， ID 可能随读卡器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求将卡类型设为 TypeA (1)、HID 
Prox (1) 或 HID iCLASS (1) 并重新注册此卡。

• *3-3 对于要从 HID Prox 卡读取的内容，由于 ID 长度固定为 16 个字节，所以未使用的部分要使用 0xFF 补齐。

• *3-4 如果选择了 HID Prox 以外的卡类型，则卡 ID 类型将设为最多 512 个字节，且卡 ID 长度将与卡 ID 一起上报。

• *3-5 如果使用 LDAP-IC 卡认证将卡类型设为 HID Prox，则如下所示，指定要发送到 LDAP 服务器的卡 ID 类型。

1. 软开关编号 135，十六进制：00 表示第 1 个字节显示卡的 ID 长度，第 2 个及之后的字节显示卡 ID。（默认）

2. 软开关编号 135，十六进制：01 表示卡 ID， ID 长度包括第 1 个字节。

注 *4
• 若要使用 FeliCa，进行以下其中一个设置。

• 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Device Settings]（认证设备设置） -> 
[Card Authentication] （卡认证） -> [IC Card type] （IC 卡类型）中选择 [FeliCa]。

• 尽管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Device Settings] （认证设备设

置） -> [Card] （卡） -> [IC Card type] （IC 卡类型）中也可以选择 [Use Card Reader Settings] （使用读卡器设置），但是读卡器

（OMNIKEY5427CK）设置专门使用 “FeliCa”。
• 使用下载自 HID 网页的 PC 设置专用工具进行读卡器 （OMNIKEY5427CK）设置。

1.5 自动更改设置值的设置项目

备注
• 设置要安装的各个单元时将会从内部改变以下设置值。由于设置值会保留，所以取消设置时需要重置，才能设置回 “ 未安装 ”。

1.5.1 安装了投币机 2 时

KM USB Reader v2 Mot/Ind 
W26

Indala HID Prox Indala

KM USB Reader v2 HID Prox HID Prox HID Prox HID Prox （1）（*3-2）

KM USB Reader v2 HID iCLASS HID iCLASS HID Prox HID iCLASS （1）（*3-2）

设置项目 投币机 2

Utility （效用） Default Copy Settings （默认复印设

置）

出厂默认设置

Default Scan/Fax Settings （默认扫

描 / 传真设置）

出厂默认设置

Copy Operating Screen （复印操作

屏幕）

[Yes] （是）

Fax Active Screen （传真启用屏幕） Tx/Rx Display [Yes] （发送 / 接收显示 [ 是 ]）

Scan/Fax Settings ->Default Tab （扫

描 / 传真设置 -> 默认选项卡）

Direct Input （直接输入）

Custom Display Settings ->Left Panel 
Display Default （自定义显示设置 ->
左侧面板显示默认）

将 Left Panel Display Default （左侧面板显示默认）改为 “Bookmark” （书签）。

读卡器名称 可读取卡类型 要报告到认证程序的卡类型 （默
认）（*3-3、 *3-5）

IC 卡信息设置 （要报告的卡类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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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当安装了插入式计数器 IF 投币机时

Administrator Settings （管

理员设置）

Usage Settings for Each Function（各

功能的使用设置）

Copy （复印）、 PC print （PC 打印）和 Send Data （发送数据）将设为 “ON”
（开）。
其他打印将设为 “OFF” （关）。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

员安全等级）

Restrict （限制）

Restrict Access to Job Settings（限制

访问作业设置）

Changing Job Priority （更改作业优先级）、 Delete Other User Jobs （删除其他用

户作业）、 Changing Zoom Ratio （更改缩放比率）将设为 “Restrict （限制） ”。

Job Priority Operation Settings （作

业优先操作设置）

“Skip Job (Fax)” （忽略作业 （传真））将设为 “Yes” （是）。

“Skip Job (Copy, Print)” （忽略作业 （复印，打印））将设为 “Yes” （是）。

将 “Fax RX Job priority” （传真接收作业优先级）更改为 “No” （否）。

External Memory Function Settings
（外部存储器功能设置）

External Memory Document Scan （外部存储器文件扫描）将设为 “OFF” （关）。

Forward TX Setting （转发设置） No （否）

Fax Settings ->Memory RX Setting
（传真设置 -> 记忆接收设置）

Password for Memory RX Setting （记忆接收设置的密码）设为管理员密码的默

认值

DPWS Settings ->Printer Settings/
Scanner Settings （DPWS 设置 -> 打

印机设置 / 扫描器设置）

OFF （关）

Image Log Transfer Settings （图像

日志传输设置）

OFF （关）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

置）

位分配时，开关编号 63 将设为 [00000000]，十六进制分配时，将设为 [00]。

FAX （传真） [System] （系统） -> [Display Setting] （显示设置） -> [Re-Transmission] （重新

发送）将设为 “OFF” （关）。

设置项目 插入式计数器 IF 投币机

Utility （效用） Default Copy Settings （默认复印设置） 出厂默认设置

Default Scan/Fax Settings （默认扫描 / 传真设置） 出厂默认设置

Copy Operating Screen （复印操作屏幕） [Yes] （是）

Fax Active Screen （传真启用屏幕） Tx/Rx Display [Yes] （发送 / 接收显示 [ 是 ]）

Scan/Fax Settings ->Default Tab （扫描 / 传真设置 -> 默认

选项卡）

Direct Input （直接输入）

Custom Display Settings ->Left Panel Display Default （自定

义显示设置 -> 左侧面板显示默认）

将 Left Panel Display Default （左侧面板显示默认）改为

“Bookmark” （书签）。

设置项目 投币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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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安装管理设备 2 时

1.5.4 安装认证设备 2 时

1.6 覆盖率清除
清除覆盖率。

Administrator Settings （管

理员设置）

Usage Setting for Each Function （各功能的使用设置） Copy （复印）、 PC print （PC 打印）将设为 “ON”
（开）。
Send Data （发送数据）， Others Prints （其他打印）将设

为 “OFF” （关）。

Administrator Security Levels （管理员安全等级） Restrict （限制）

Weekly Timer ON/OFF Settings （周定时器开／关设置） OFF （关）

Restrict Access to Job Settings （限制访问作业设置） Changing Job Priority （更改作业优先级）、 Delete Other 
User Jobs （删除其他用户作业）、 Registering and 
Changing Addresses（注册和更改地址）、Changing Zoom 
Ratio （更改缩放比率）将设为 “Restrict” （限制）。

Job Priority Operation Settings （作业优先操作设置） 将 “Fax RX Job priority” （传真接收作业优先级）更改为

“No” （否）。

External Memory Function Settings （外部存储器功能设

置）

External Memory Document Scan （外部存储器文件扫描）

将设为 “OFF” （关）。

Fax Settings ->Memory RX Setting （传真设置 -> 记忆接收

设置）

Password for Memory RX Setting （记忆接收设置的密码）

设为管理员密码的默认值

Forward TX Setting （转发设置） No （否）

OpenAPI Settings （OpenAPI 设置） 访问设置将设定为 “Restrict” （限制），认证将更改为

“OFF” （关）设置。

Apply Stamps/Stamp （应用印记 / 印记） No （否）

Apply Stamps/Copy Protect （应用印记 / 拷贝保护） No （否）

Apply Stamps/Stamp Repeat （应用印记 / 印记重复） No （否）

Apply Stamps/Registered Overlay （应用印记 / 注册叠图） No （否）

Apply Stamps/Header/Footer （应用印记 / 页眉 / 页脚） No （否）

Apply Stamps/Page Number/Text Color （应用印记 / 页码 /
文本颜色）

Black （黑色）

Apply Stamps/Date/Time/Text Color （应用印记 / 日期 / 时
间 / 文本颜色）

Black （黑色）

DPWS Settings ->Printer Settings/Scanner Settings （DPWS 
设置 -> 打印机设置 / 扫描器设置）

OFF （关）

Image Log Transfer Settings （图像日志传输设置） OFF （关）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 位分配时，开关编号 63 将设为 [00000000]，十六进制分

配时，将设为 [00]。

FAX （传真） [System]（系统） -> [Display Setting]（显示设置） -> [Re-
Transmission] （重新发送）将设为 “OFF” （关）。

设置项目 Management Device 2 （管理设备 2）

Administrator Settings （管

理员设置）

Usage Setting for Each Function （各功能的使用设置） Copy （复印）、 PC print （PC 打印）、 Send Data （发送

数据）和 Others Prints （其他打印）将设为 “ON” （开）。

Line Parameter Setting （线路参数设置） Receive Mode （接收模式）将更改为 “Auto RX” （自动接

收）。

DPWS Settings ->Printer Settings/Scanner Settings （DPWS 
设置 -> 打印机设置 / 扫描器设置）

OFF （关）

设置项目 Authentication Device 2 (Card/Body) （认证设备 2 （卡 /
身体））

Administrator Settings （管

理员设置）

User Auth/Account Track （用户认证 / 账户跟踪） -> 
Authentication Type （认证类型） -> User Authentication
（用户认证）

如果已设置 External Server Authentication （外部服务器认

证），则此设置将设为 “ON(MFP)” （开 （MFP））。

设置值 内容 默认设置

Set （设置） 选择 [Set] （设置）和 [END] （结束）键将清除覆盖率。

Unset （未设置） 未清除 ○

设置项目 插入式计数器 IF 投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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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许可证管理

1.7.1 激活
• 激活 i-Option 功能。

• 通过选择所需的功能并输入适当的许可码和功能码可以激活功能。

• 管理员还可以执行步骤 14 或之后的步骤来通过管理员设置激活 i-Option 功能。

备注
• 您需要访问许可证管理系统 （LMS）来实施各功能设置。

• 访问 LMS 之前，需要用 CE 来注册 E-mail 地址和 LMS 中的密码。若要注册，请单击 CE 登录屏幕右上角的 [CE Initial Registration] （CE 初始

注册）。
< 步骤 >

1. 准备 “ 令牌证书 ”。

2. 使用联网的计算机访问以下 URL。
https://lms.konicaminolta.com/license/KM/support.aspx

3. 单击 [CE Login] （CE 登录）。

4. 输入 [E-Mail Address] （E-Mail 地址）和 [Password] （密码），然后单击 [Login] （登录）。

5. 单击 [Generate License Code] （生成许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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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输入目标 MFP 的序列号，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备注

• 请务必以大写字母形式输入序列号的所有字母。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8. 输入令牌证书中记载的令牌号，然后选择产品说明。

9. 单击 [Add] （添加）。



bizhub C360i/C300i/C250i J 账单设置 / 增强安全 / 调试设置 > 1. 账单设置

J-14

10. 确认注册项目，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1. 单击 [Generate License Code] （生成许可码）。

12. LMS 将发布许可码和功能码。

13. 记下序列号、许可码和功能码。

< 当使用 USB 存储器激活时 >

单击 [Download] （下载），将 “***.fek” 文件保存到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



bizhub C360i/C300i/C250i J 账单设置 / 增强安全 / 调试设置 > 1. 账单设置

J-15

14.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License Management] （许可证管理）。

15. 选择 [Activation] （激活） -> [Function Code] （功能码）或 [License Code] （许可码），然后输入在步骤 13 中确认的功能码和许可码。

< 当使用 USB 存储器激活时 >

将 USB 存储器连接到控制面板侧面的 USB 端口上，然后选择 [Activation] （激活） -> [USB]。

16. 触摸 [Apply] （应用）。

17. 按照屏幕上所示信息的说明操作，然后将主电源开关关闭后重新打开。

< 当使用 USB 存储器激活时 >

无需此步骤。进入下一步。

18.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License Management] （许可管理） -> [Function List] （功能列表），然后

确认列表中显示激活的功能。

1.7.2 停用
• 停用 i-Option 功能。

• 由于注册错误、租期已满、更改到其他 MFP 等原因停用 i-Option 功能。

• 通过选择所需的功能并输入适当的停用码可以停用功能。

备注
• 您需要访问许可证管理系统 （LMS）来实施各功能设置。

• 访问 LMS 之前，需要用 CE 来注册 E-mail 地址和 LMS 中的密码。若要注册，请单击 CE 登录屏幕右上角的 [CE Initial Registration] （CE 初始

注册）。
< 步骤 >

1. 查看目标 MFP 的序列号。

2. 使用联网的计算机访问以下 URL。
https://lms.konicaminolta.com/license/KM/support.aspx

3. 单击 [CE Login] （CE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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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 [E-Mail Address] （E-Mail 地址）和 [Password] （密码），然后单击 [Login] （登录）。

5. 单击 [Deactivate License Code] （停用许可码）。

6. 输入目标 MFP 的序列号，然后单击 [Retrieve] （回收）。

备注
• 请务必以大写字母形式输入序列号的所有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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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要停用的令牌，然后单击 [Registration] （注册）。

8. LMS 将发布停用码和功能码。

9. 记下序列号、停用码和功能码。

< 当使用 USB 存储器停用时 >

单击 [Download] （下载），将 “***.fek” 文件保存到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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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License Management] （许可证管理）。

11. 选择 [Deactivation] （停用） -> [Function Code] （功能码）或 [Deactivation Code] （停用码），然后输入在步骤 9 中确认的功能码和停用码。

< 当使用 USB 存储器停用时 >

将 USB 存储器连接到控制面板侧面的 USB 端口上，然后选择 [Deactivation] （激活） -> [USB]。

12. 触摸 [Apply] （应用）。

13. 记下或打印出序列号和停用完整代码。

< 当使用 USB 存储器停用时 >

MFP 将自动重启。 MFP 重启后，记下或打印出序列号和停用完整代码。

备注
• 当将 A4S 或 8 1/2 x 11S 放入进纸纸盒时，可按 Start （开始）键打印出上述序列号和停用完整代码。

• 可从 [License Management] （许可证管理）的 [List] （列表）中确认序列号和停用完整代码。

14. 触摸 [Restart] （重启）。

< 当使用 USB 存储器停用时 >

无需此步骤。进入下一步。

15. 访问 LMS 并重新登录。

有关登录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步骤 2 至步骤 4。

16. 单击 [Deactivate License Code in LMS] （在 LMS 中停用许可码）。

17. 输入在步骤 13 中确认的序列号和停用完整代码。

备注
• 请务必以大写字母形式输入序列号的所有字母。

0123456789012

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

Serial Number 

Deactivation
Complete Code 

Restart



bizhub C360i/C300i/C250i J 账单设置 / 增强安全 / 调试设置 > 1. 账单设置

J-19

18. 将显示 “Deactivation Complete （停用完成） ” 提示信息。

MFP 和 LMS 中的许可证变为无效，停用的令牌号可用于其他 MFP。

1.7.3 修复
• 修复许可证管理信息。

• 由于更换 CPU 板或存储板，或因其他故障导致许可证管理信息丢失时使用。

• 可通过使用修复请求代码获取修复代码，然后输入修复代码，修复许可证管理信息。

备注

• 您需要访问许可证管理系统 （LMS）来实施各功能设置。

• 访问 LMS 之前，需要用 CE 来注册 E-mail 地址和 LMS 中的密码。若要注册，请单击 CE 登录屏幕右上角的 [CE Initial Registration] （CE 初始

注册）。
• 当显示 “ 发生许可证管理错误 ” 信息时，按以下步骤执行修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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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

1.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License Management] （许可证管理）。

2. 选择 [Repair] （修复） -> [Repair Request Code] （修复请求代码）。

3. 记下或打印出序列号、修复请求代码和请求代码。

备注
• 当将 A4S 或 8 1/2 x 11S 放入进纸纸盒时，可按 Start （开始）键打印出上述序列号和修复请求代码。

4. 使用联网的计算机访问以下 URL。

• https://lms.konicaminolta.com/license/KM/support.aspx

Repair Code  

Repair 
Request Code 

Repair 

Serial Number

Repair
Request Code 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

Request Code

0123456789012 

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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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 [CE Login] （CE 登录）。

6. 输入 [E-Mail Address] （E-Mail 地址）和 [Password] （密码），然后单击 [Login] （登录）。

7. 单击 [Repair License Code] （修复许可码）。

8. 输入在步骤 3 确认的序列号、修复请求代码和请求代码，然后单击 [Registration] （注册）。

备注
• 请务必以大写字母形式输入序列号的所有字母。

9. LMS 发布修复许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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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记下序列号和修复许可代码。

11.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License Management] （许可证管理）。

12. 选择 [Repair] （修复） -> [Repair Code] （修复代码），然后输入在步骤 10 确认的修复代码。

13. 触摸 [Apply] （应用）。

Repair

Repair Code 

Repair

Request Code

Repair/Request 

Repair

Repair Code 

Repair

Request Code

Repair/Request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



bizhub C360i/C300i/C250i J 账单设置 / 增强安全 / 调试设置 > 1. 账单设置

J-23

14. 修复完成后，机器自动重启。

1.7.4 初始化
• 初始化许可证管理信息。

• 无法修复许可证管理信息时使用。

• 由于故障而导致机器无法生成请求代码或修复请求代码并无法修复信息时，需要初始化许可证管理信息。

备注

• 您需要访问许可证管理系统 （LMS）来实施各功能设置。

• 无法修复许可证管理信息时，请使用以下步骤初始化信息。
< 步骤 >

1. 联系销售公司的许可证管理部门报告发布初始化代码所需的必要信息。

2. 销售公司的许可证管理部门将提供初始化代码。

3. 在屏幕上调出账单设置。

4. 选择 [License Management] （许可证管理） -> [Initialize] （初始化）。

5. 使用屏幕键盘输入呼叫中心发布的初始化代码，然后触摸 [Apply] （应用）。

6. 完成初始化后，按照屏幕上所示信息的说明操作，然后将主电源开关关闭后重新打开。

1.7.5 请求代码
• 显示和打印请求代码和序列号。

• 检查请求代码和序列号。

备注
• 许可证管理出错时，只有在输入修复代码时才会显示。

< 步骤 >

1. 将 A4S 或 8 1/2 x 11S 纸张放入纸盒。

2. 按请求代码屏幕上的 Start （开始）键即可打印。

1.7.6 列表
• 显示和打印停用完整代码和序列号。

• 检查停用完整代码和序列号。

< 步骤 >

1. 将 A4S 或 8 1/2 x 11S 纸张放入纸盒。

2. 按停用完整代码屏幕上的 Start （开始）键即可打印。

1.7.7 功能列表
• 显示当前激活的功能。

• 显示已激活的功能。

1.8 管理 OpenAPI 认证

限制代码
• 用于第三方供应商开发的应用程序的通讯设置。如果没有供应商的指示，请勿设置或更改这些设置。

地区代码
• 用于第三方供应商开发的应用程序的通讯设置。如果没有供应商的指示，请勿设置或更改这些设置。

1.9 WebDAV 服务器设置

选择地址
• 选择用于管理 i-Option 许可证的 LMS 服务器的地址。

• 用于更改出厂时设置的 LMS 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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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设置
• 在 [Select Address] （选择地址）中选择 [Specify Address] （指定地址）时，配置与 MFP 通信的 WebDAV 服务器的设置。

轮询
• 设置 MFP 轮询 WebDAV 服务的次数和间隔时间。

备注

• 当 MFP 通过代理服务器访问 WebDAV 服务器时，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Network]（网络） -> [WebDAV Settings]（WebDAV 设置）

-> [Proxy Setting for Remote Access] （远程访问的代理设置）中配置代理设置。

1.10 覆盖计数器设置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显示，开关编号 206 在位分配时设为 

[00000001]/ 在十六进制分配时设为 [01] 时会显示。

覆盖率设置

覆盖率系数设置
• 设置相对于在 Coverage Rate Settings （覆盖率设置）中所做的设置的覆盖率系数。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固定地址 使用出厂时设置的 LMS 服务器地址。

指定地址无法更改。

○

指定地址 指定一个所需的 LMS 服务器地址。

选择 [Specify Address] （指定地址）时，会显示 [Server Setting] （服务器设置）。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主机名 设置 WebDAV 服务器的主机名。 多 253 个单字节字母数

字字符和符号

-

文件路径 设置 WebDAV 服务器通信使用的文件路径。 多 47 个单字节字母数字

字符和符号

-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用户名。 多 64 个单字节字母数字

字符和符号

-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密码。 多 64 个单字节字母数字

字符和符号

-

端口号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端口号。 1 至 65535 80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轮询计数 设置 MFP 轮询 WebDAV 服务的次数。 10 至 30 次 30 次

轮询间隔 设置 MFP 轮询 WebDAV 服务的间隔时间。 20 至 30 秒 20 秒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覆盖率系数设置 设置相对于所设定的总覆盖率设置的系数。 0.01 至 4.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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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

1. 选择纸张尺寸。

2. 触摸 [Coverage Rate Coeff. Setting] （覆盖率系数设置）。

3. 触摸 [Coverage Rate Settings] （覆盖率设置）设定的 [Set] （设置），然后使用数字键盘输入系数。

4. 输入系数后，触摸 [END]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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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打印计数器清除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显示，开关编号 206 在位分配时设为 

[00000001]/ 在十六进制分配时设为 [01] 时会显示。

• 清除打印计数器和覆盖计数器详情的小计值。

• 清除 [Meter Count] （计数器计数） -> [Coverage Counter] （覆盖计数器）中的小计值。

< 步骤 >

1. 选择 [Set] （设置）。

2. 触摸 [END] （结束）。

1.12 覆盖计数器详情
• 当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显示，开关编号 206 在位分配时设为 

[00000001]/ 在十六进制分配时设为 [01] 时会显示。

• 显示根据覆盖计数器设置计算的覆盖计数器值的详细信息。
PnlImgTbl_4C

• *1：显示内容符合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Coverage Counter Setting] （覆盖计数器设置）中所做的设

置的要求。

备注

• 无论总覆盖计数器是否显示在屏幕上，本机安装时就已经激活。因此，屏幕显示设置期间，计数器默认值不一定为 “0”。
• 总覆盖计数器值指的是自本机安装以来的累计值，而打印计数器值指的是自最后一次清除打印计数器以来的累计值。因此，小计值的总和不一

定与总覆盖计数器值相吻合。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设置

未设置 ○

指示 内容

彩色 / 黑色 显示彩色 / 单色打印的计数值。

总覆盖计数器 显示彩色、单色和总计的计数值。
显示自本机安装以来覆盖计数器的累计值。

YMC/YMCK 总覆盖率 （%）（*1） 显示总覆盖率的设置，该设置将用作计数的依据。

覆盖率系数 （*1） 显示各设置对应的覆盖率系数设置，该设置将用作计数的依据。

打印计数器 显示打印纸张尺寸和每个色彩的总覆盖率满足计数基数的打印页数的计数值。

小计 显示通过以下计算 （涉及到打印计数器和覆盖率系数）获取的计数值：
小计 = 打印计数器 × 覆盖率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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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强安全

2.1 概述

启动步骤
1. 调出维修模式的初始屏幕。

2. 按照此顺序按以下各键。

• 停止 ->0 -> 清除

3. 调出增强安全屏幕。

增强安全

退出步骤
1. 触摸 [Exit] （退出）。

2.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次打开主电源开关。

2.2 CE 密码
• 设置和更改 CE 密码。

• CE 密码应为包括单字节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的 8 到 64 位密码。

• 默认设置：9272927292729272

< 步骤 >

1. 当前密码：输入当前使用的 CE 密码。 

2. 新密码：输入新的 CE 密码。

3. 重新输入密码：再次输入新的 CE 密码。

备注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的密码规则设为 “ON （开） ” 时，新密码不能包含相同字符

串，也不能使用之前的密码。

• 更改后，从维修模式启动，即完成新密码的设置。
• 切勿忘记 CE 密码。忘记 CE 密码时，请与 KM 的相关负责人联系。

2.3 管理员密码
• 设置和更改管理员密码。

• 当管理员忘记管理员密码时使用此功能，使用此功能可以在不输入当前管理员密码的情况下设置新密码。

• 管理员密码应为包括单字节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的 8 到 64 位密码。

• 默认设置：1234567812345678

< 步骤 >

1. 新密码：输入新的管理员密码。

2. 重新输入密码：再次输入新的管理员密码。

备注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的密码规则设为 “ON （开） ” 时，新密码不能包含相同字符

串，也不能使用之前的密码。

2.4 管理员权限等级
• 设置允许管理员在维修模式下使用的模式。

• 允许管理员在维修模式下使用某些模式时使用。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Level1 （等级 1） 扩展管理员功能等级 1。

Level2 （等级 2） 扩展管理员功能等级 2。

Prohibit （禁止） 禁止管理员权限扩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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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权限等级扩展项目

2.5 CE 认证
• 确定进入维修模式时是否认证 CE 密码。

备注

• 如果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 -> [Password Rules] （密码规则）为 “Enable （启

用） ”，设置项中不显示 “OFF （关） ”。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Remote Panel Settings] （远程面板设置） -> [Client Settings] （客户端设置）设为 “ON
（开） ” 时不会显示。

2.6 寿命终止设置

寿命终止
• 选择是否在适用的单元达到使用寿命时停止打印循环。

备注
• 优先设置软开关 Dip227 （位 7）和 230 （位 3）。

LifeStp_C360iTyp

寿命周期显示警告
WarningSrn_PreNear• 选择是否显示接近寿命前警告、接近寿命警告、寿命警告、寿命终止警告和寿命呼叫警告。对于此设置设定为 [OFF] （关）的单元，即使每个

警告状态都被启用，也不会显示警告状态。

备注
• 优先设置软开关 Dip227 （位 7）和 230 （位 3）。

LifeDsp_C360iTyp

2.7 存储器数据备份
• 将存储在板的存储器区域的数据备份到闪存存储器中。

• 备份当前数据，防止板的存储器区域中的数据被意外擦除。

• 手动备份数据。通常每小时自动备份。

• 发生故障 （CD3XX）时可按指定步骤恢复备份数据。

• 有关恢复步骤的详情，请参阅 “ 故障排除 ”。

< 步骤 >

1. 触摸 [Memory Data Backup] （存储器数据备份）。

2. 触摸 [Start] （开始）以开始备份。

3. 查看信息 [Backup is completed.] （备份完成。），然后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或以上，然后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管理员设置功能 第 1 级 第 2 级

System Settings （系

统设置）

Expert Adjustment
（专家调整）

Printer Adjustment （打印

机调整）

Erase Leading Edge （消除主缘） - ○

Vertical Adjustment （垂直调整） - ○

Scanner Area （扫描器区

域）

Scanner Adjustment: Leading Edge （扫描器调整：

主缘）

- ○

Scanner Adjustment: Centering （扫描器调整：对

中）

- ○

Horizontal Adjustment （水平调整） - ○

Vertical Adjustment （垂直调整） - ○

ADF Adjustment （ADF 
调整）

Centering （对中） - ○

Original Stop Position （原稿停止位置） - ○

Centering Auto Adjustment （对中自动调整） - ○

Auto Adj. of Stop Position （自动调整停止位置） - ○

User Paper Settings （用户纸张设置） - ○

Standard Size Setting
（标准尺寸设置）

Original Glass Original Size Detect （原稿台原稿尺寸检测） - ○

Foolscap Size Setting （Foolscap 尺寸设置） - ○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ON （开） ○

OFF （关）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感光鼓组件、转印带和定影单元 Enable （启用） ○ （其他）

Off （关） ○ （日本、北美和欧洲）

设置项目 设置值 默认设置

感光鼓组件、显影组件、转印带和定影单元 Enable （启用） ○ （其他）

Off （关） ○ （日本、北美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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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操作禁止释放时间
• 设置在 CE 密码认证中解除访问锁状态所需的时间。

备注
• 当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中将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

全模式）设为 “ON （开） ” 时，在此设置中可设定的时间为 5 分钟或以上。

释放访问锁
• CE 密码认证后，如果激活了访问锁，访问锁定时器会开始运行以下程序。

< 步骤 >

1. 主电源开关关闭然后再次打开。

2. [Utility] （效用） -> [Counter] （计数器） -> [Print List] （打印列表）

3. 触摸 [Display Keypad] （显示数字键盘），即可显示 10 键数字键盘。

4. 通过输入 Stop （停止） ->0 ->9 ->3 ->1 ->7，解锁定时器开始运行

• 设置机器释放访问锁经历的时间，目的在于防止意外释放访问锁。

5. 当定时器达到在此设置中指定的时间，访问锁即可解除。

2.9 管理员解锁
• 释放管理员密码认证后激活的访问锁。

• 管理员密码认证失败，且激活访问锁时利用维修权限释放此访问锁。

• 当关闭后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时，或经历了 Release Time Settings （释放时间设置）中设定的时间后，机器会释放管理员密码认证后激活的访问

锁。除了这些操作外，此设置还提供另一个释放访问锁的方法。

< 步骤 >

1. 触摸 [Administrator unlocking] （管理员解锁）。

2. 触摸 [Unlocking] （解锁），释放访问锁。

3. 显示 [OK] （确定）后，触摸 [END] （结束）。

2.10 引擎固件软开关
• 进行打印机引擎设置。

< 步骤 >

1. 触摸 [Engine FW DipSW] （引擎固件软开关）。

2. 触摸要设置的功能的开关编号所对应的按键，确认此按键反白显示 （ON （打开）状态）。

3. 触摸 [END] （结束）。

正常：OFF （关）状态

反向：ON （开）状态

引擎固件软开关设置列表
• 下表显示可在此机器中设置的 DIP 开关。

DSWList_C360i

设置范围 默认设置

1 ～ 60 （分钟） 5 （分钟）

开关号 功能

1 不使用

2 不使用

3 新发布禁用模式

4 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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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湿环境选项

6 预热完成温度选项

7 不使用

8 第 2 图像转印输出表选项

9 手送纸盒上纸张尺寸检测选项

10 不使用

11 不使用

12 不使用

13 保证定影性能选项

14 单元同时更换促进选项

15 FS-536 打孔驱动马达占空控制选项

16 不使用

17 不使用

18 FS-533 纸盒原位切换 /FS-536 主纸盘位置下降选项

19 不使用

20 不使用

21 不使用

22 主扫描方向白线修正选项

23 不使用

24 打印后继续温度控制选项

25 ACS 参数的选择

26 机器内温度升高期间打印暂停时间选项

27 不使用

28 索引分页纸定影模式选项

29 显影单元 /K 旋转选项

30

31 碳粉重置模式 （Y）选项

32 碳粉重置模式 （M）选项

33 碳粉重置模式 （C）选项

34 碳粉重置模式 （K）选项

35 提高定影强度选项

36 提高稳定频率选项

37 不使用

38 不使用

39 上出纸通道不匹配检测卡纸选项

40 不使用

41 不使用

42 不使用

43 边缘高温差等待禁止选项

44 预热后怠速旋转时间选项

45 定影环境切换选项

46 不使用

47 显影单元的更换时间智能控制

48 转印辊单元的更换时间智能控制

49 转印带单元的更换时间智能控制

50 感光鼓单元的更换时间智能控制

51 不使用

52 加热器切换选项

53

54 不使用

55 不使用

开关号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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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各功能的详情

(1) 新发布禁用模式
• 若要将临时用于故障排除的单元重新用作另一个机器的新单元，要提供 New Release Disable mode （新发布禁用模式）。

• 适用的单元为拥有新单元检测功能的单元。 

• 感光鼓单元，显影单元

• 当设置了 New Release Disable （新发布禁用）时，更换前，使用该单元的参数时不会通过 TCR 传感器进行自动调整控制和新图像稳定控制。

< 步骤 >

1. 打开前门。

2. 在屏幕上调出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3. 将 [Engine FW DipSW] （引擎 FW DipSW） -> [3] 设置为 ON （开）。

4. 关闭前门。 

通过关闭前门， New Release Disable mode （新发布禁用模式）生效。

使用新发布禁用模式时的注意事项
< 启动此模式前 >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List Output] （列表输出）中输出列表，检查各单元的磨损率信息，并保留 Dmax 浓度调整值。更换掉已达到

零件更换时间或接近寿命的单元，然后执行新发布。

• 如果碳粉用尽，通过更换掉碳粉盒或加注碳粉解决碳粉用尽状态后，启动此模式。

< 新发布禁用模式期间 >

• 新发布禁用模式不得长时间使用，即，仅持续打印几十张的时间。

• 新发布禁用模式下长期使用的单元无法保证具有和新单元一样的性能。

• 在新发布禁用模式下，感光鼓组件 /K 寿命计数器不会重置，且会继续正常计数。如果计数器读数接近更换时间值，在 New Release Disable mode

（新发布禁用模式）中可能达到了更换时间。

• （如果感光鼓组件 /K 计数器达到更换时间值，在新发布禁用模式下需要临时使用新感光鼓组件 /K 时，关闭新发布禁用模式，打开然后关闭

前门 （或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将其打开），然后正常执行新发布。在此情况下，已经临时取下的之前的感光鼓组件 /K 无法重复使用。

• 在 [Engine FW DipSW] （引擎固件软开关）中激活新发布禁用模式后，在完成新发布模式下的工作前，切勿关闭后打开主电源开关，或者使机

器进入睡眠模式。

• 如果主电源开关关闭，或者机器进入睡眠模式，确保打开前门，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或从睡眠模式激活机器。然后打开新发布禁用模式，

然后关闭前门。）

< 完成新发布禁用模式下的工作后 >

• 若要在同一台机器继续使用在新发布禁用模式下使用的新单元，关闭新发布禁用模式，打开然后关闭前门 （或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以

执行新发布。

• 若要重新安装之前在本机使用的单元，打开前门，关闭新发布禁用模式，更换掉之前的单元，然后关闭前门 （或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将其打

开）。

在这种情况下，在维修模式下，执行初始化 + 图像稳定、灰阶调整、输入之前的 Dmax 浓度调整值。（如果不执行这些调整，则无法保证灰阶再

现能力。）

• 在新发布禁用模式下临时使用新感光鼓组件 /K 后重新安装之前的感光鼓组件 /K 前，确保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Counter]（计数器）

-> [Life] （寿命）中查看感光鼓组件 /K 寿命计数器的读数，了解新感光鼓组件 /K 上未执行新发布，即，计数器值不减小。

• 没有可确定在新感光鼓组件 /K 上是否执行新发布的方法，或无法从单元的外观上判断。假设感光鼓组件 /K 仍然是新的，为避免重返执行了

新发布的感光鼓组件 /K，必须查看计数器读数。

(2) 高湿环境选项
• 无法控制定影 PPM 以防纸张失去其定影性能时，要禁止在高湿环境下控制纸张卷曲的 “ 高湿环境模式 ”。

(3) 预热完成温度选项
• 设置黑白打印时的定影温度。

• 它控制在推荐给 EU 地区使用的纸张上进行黑白打印时定影错误的发生。

56 不使用

57 定影打印准备延长选项

58 - 64 不使用

65 环境改变后怠速旋转时间选项

66

67 感光鼓单元 （C/M/Y/K）寿命阈值选项

68

69 纸张再利用时皮带反转选项

开关编号 3 内容 默认

OFF （关） 禁用 New Release Disable （新发布禁用）模式。 ○

ON （开） 启用 New Release Disable （新发布禁用）模式。

开关编号 5 内容 默认

OFF （关） • 在高湿环境下运行 “ 高湿模式 ”。

• 预热时间较长，但是，即便在高湿环境下也不会发生卷曲

○

ON （开） • 即便在高湿环境下也无法运行 “ 高湿模式 ”。

• 缩短高湿环境下的预热时间，但是可能发生纸张卷曲。

开关号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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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2 图像转印输出表选项
• 设置在普通纸上打印时的第 2 图像转印输出表。

• 如果第 2 图像转印输出不足，打印图像上将会出现 “ 空白区域 ”。在这种情况下，设置 “ 第 2 图像转印输出表 2”，对转印输出进行微调。

• 如果第 2 图像转印输出过多，打印图像上将会出现 “ 白点 ”。在这种情况下，设置 “ 第 1 图像转印输出表 2”，对转印输出进行微调。

< 步骤 >

1. 将 [Engine FW DipSW] （引擎 FW DipSW） -> [8] 设置为 ON （开）。

2.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图像过程调整） -> [Transfer Voltage Fine Adj]（转印电压精确调整） -> [2nd 

Transfer Adj] （第 2 转印调整）。

3. 精确调整普通纸的第 2 转印并检查打印图像。

(5) 手送纸盒上纸张尺寸检测选项
• 设置手送纸盒自动纸张尺寸检测 （公制尺寸或英制尺寸，取决于合适的销售地区）。

• 美国市场设置英制尺寸。任何其他销售地区设置公制尺寸。

(6) 保证定影性能选项
• 设置是否执行打印等待，以确保低温 / 高湿环境下的定影性能。

(7) 单元同时更换促进选项
• 设置是否启用 “ 控制寿命值的打印禁止 ”。

(8) FS-536 打孔驱动马达占空控制选项
• 切换 FS-536 打孔驱动马达占空控制。

(9) FS-533 纸盒原位切换 /FS-536 主纸盘位置下降选项
• 切换 FS-533 的纸盒原位。（安装了 FS-533 时）

• 安装了 FS-536 时，打印作业结束后将主纸盘降下，以方便从纸盒中取出输出的纸张。（安装了 FS-536 时）

(10)主扫描方向白线修正选项
• 当继续在低覆盖率下打印时，转印带上可能形成薄膜，导致主扫描方向出现白线。

• 通过将此选项设置为 ON （开），碳粉在图像稳定期间将通过碳粉色块供应到转印带，以防止出现白线。

• 使用此设置会增加碳粉消耗。为用户选择合适的设置。

开关编号 6 内容 默认

OFF （关） EU 以外的地区的温度控制 ○

ON （开） EU 地区的温度控制

开关编号 8 内容 默认

OFF （关） 第 2 图像转印输出表 2 （第 2 图像转印输出低） ○

ON （开） 第 1 图像转印输出表 2 （第 2 图像转印输出低）

开关编号 9 内容 默认

OFF （关） 公制或英制尺寸的自动尺寸检测 ○

ON （开） 启用公制 / 英制混合原稿的自动尺寸检测。

开关编号 13 内容 默认

OFF （关） 无打印等待 ○

ON （开） 有打印等待

开关编号 14 内容 默认

OFF （关） 启用 “ 控制寿命值的打印禁止 ”。 ○

ON （开） 禁用 “ 控制寿命值的打印禁止 ”。

开关编号 15 内容 默认

OFF （关） 连接到 36 ppm 或以下的主机时控制打孔驱动马达的占空。连接到 36 ppm 或以上的主机时

不控制打孔驱动马达的占空。

○

ON （开） 无论连接到哪一个主机都不控制打孔驱动马达的 PWM （占空控制）。

开关编号 18 内容 默认

OFF （关） 纸盒原位变成下限位置。 ○

ON （开） 纸盒原位变成纸张接收位置。

开关编号 18 内容 默认

OFF （关） 打印作业结束后将主纸盘降下 （大约 50 mm）。 ○

ON （开） 打印作业结束后不降下主纸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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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打印后继续温度控制选项
• 选择发送自计算机的打印作业完成时执行定影单元温度调整控制。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Timer Setting] （定时器设置） -> [Power Settings] （电源设置） -> [Enter Power 

Save Mode] （进入节能模式）设为 “Immediately” （立即）时，选择是否在来自计算机的打印作业完成后立即关闭定影加热器。

(12)ACS 参数的选择
• 设置黑白打印数量阈值，直到当彩色打印中包括多页黑白打印时转印带从完全压力切换到 K 压力。

• 在初始设置下，打印生产效率有优先级，即便包括指定数量的黑白打印，也会在完全压力下执行打印 （转印带被压入到彩色光电导体上）。在

这种情况下，彩色光电导体会发生不必要的旋转。彩色光电导体因旋转量而劣化。

• 当此选项设置为 ON （开）时，在切换至 K 压力 （释放彩色光电导体）之前，黑白打印数量阈值变小。

• 当彩色光电导体的劣化控制应优先于打印效率时，使用此设置。

(13)机器内温度升高期间打印暂停时间选项
• 打印暂停指定时间，以防止内部温度升高时碳粉粘附。

(14)索引分页纸定影模式选项
• 设置在索引分页纸上打印时的定影温度。

• 控制在薄索引分页纸上打印时的纸张卷曲。

(15)显影单元 /K 旋转选项
• 一个过程开始或结束、转印带反转或第 2 转印辊清洁时，感光鼓组件 /K 旋转。（显影单元 /K 不旋转。）

• 当感光鼓组件 /K 旋转超过 450,000 次时，感光鼓组件 /K 将会发出异常噪音。

• 当出现异常噪音时，旋转感光鼓组件 /K 以解决异常噪音的问题。

• 如果感光鼓组件 /K 旋转少于 450,000 次时发出异常噪音，选择 “OFF/ON” （关 / 开），以解决异常噪音的问题。

(16)碳粉重置模式选项
• 选择清除碳粉盒中的残留碳粉，使其焕然一新

碳粉盒 Y

碳粉盒 M

开关编号 22 内容 默认

OFF （关） 不要为白线执行碳粉色块 ○

ON （开） 为白线执行碳粉色块

开关编号 24 内容 默认

OFF （关） 打印完发送自计算机的作业后立即关闭定影加热器。 ○

ON （开） 温度控制持续到从控制器接收到下一个睡眠请求。

开关编号 25 内容 默认

OFF （关） 打印生产效率优先级 ○

ON （开） 彩色光电导体的性能下降控制 

开关编号 26 内容 默认

OFF （关） 生产效率优先 ○

ON （开） 打印暂停变长。内部温度相对变低，这可提高图像质量。

开关编号 28 内容 默认

OFF （关） 定影温度：高 （定影能力优先） ○

ON （开） 定影温度：低 （纸张卷曲控制优先）

开关编号 29 开关编号 30 内容 默认

OFF （关） OFF （关） 如果感光鼓组件 /K 选择超过 450,000 次，一个过程开始或结束、转印带反转或第 2 转印辊

清洁时，旋转显影单元 /K。

○

ON （开） OFF （关） 一个过程开始或结束、转印带反转或第 2 转印辊清洁时，禁止显影单元 /K 旋转。

OFF （关） ON （开） 一个过程开始或结束、转印带反转或第 2 转印辊清洁时，旋转显影单元 /K。

开关编号 31 内容 默认

OFF （关） - ○

ON （开） 重置碳粉 Y 残余量。

开关编号 32 内容 默认

OFF （关） - ○

ON （开） 重置碳粉 M 残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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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粉盒 C

碳粉盒 K

(17)提高定影强度选项
• 选择提高定影温度，以保证消电灯测试中图像消电问题的定影性能

(18)提高稳定频率选项
• 选择提高执行稳定的频率

(19)上出纸通道不匹配检测卡纸选项
• 当应排到下出口的纸张被错误地排出到上出口时，视为卡纸。

(20)边缘高温差等待禁止选项
• 根据定影单元边缘上的高温差，切换是否禁止等待控制。

(21)预热后怠速旋转时间选项
• 选择延长预待机时间，保证停止待机的定影性能

(22)定影环境切换选项
• 选择切换定影部分内的环境

(23)显影单元的更换时间智能控制
• 根据各用户的使用情况设置零件 佳更换时间。

(24)转印辊单元的更换时间智能控制
• 根据各用户的使用情况设置零件 佳更换时间。

开关编号 33 内容 默认

OFF （关） - ○

ON （开） 重置碳粉 C 残余量。

开关编号 34 内容 默认

OFF （关） - ○

ON （开） 重置碳粉 K 残余量。

开关编号 35 内容 默认

OFF （关） - ○

ON （开） 提高定影温度。

开关编号 36 内容 默认

OFF （关） Disable （禁用） ○

ON （开） Enable （启用）

开关编号 39 内容 默认

OFF （关） Disable （禁用） ○

ON （开） 当应排到下出口的纸张被错误地排出到上出口时，视为卡纸。

开关编号 43 内容 默认

OFF （关） 禁用高温差等待禁止 ○

ON （开） 启用高温差等待禁止

开关编号 44 内容 默认

OFF （关） 不延长预待机时间。 ○

ON （开） 延长预待机时间。

开关编号 45 内容 默认

OFF （关） 使用正常纸张温度。 ○

ON （开） 调低纸张温度。

开关编号 47 内容 默认

OFF （关） 标准输出量控制

ON （开） 智能输出量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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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转印带单元的更换时间智能控制
• 根据各用户的使用情况设置零件 佳更换时间。

(26)感光鼓单元的更换时间智能控制
• 根据各用户的使用情况设置零件 佳更换时间。

(27)加热器切换选项
• 选择提高侧加热器的控制温度，以保证接近 B4 的尺寸的定影性能

(28)定影打印准备延长选项
• 延长打印准备，以保证从停止待机打印时的定影性能。

(29)环境改变后怠速旋转时间选项
• 选择环境改变后添加转印带怠速旋转时间切换的条件

(30)感光鼓组件 （C/M/Y/K）寿命阈值选项
• 要更改感光鼓单元 （C/M/Y/K）寿命阈值，设置 “ON/OFF” （开 / 关）。 

• 引擎固件 DipSW 编号 50 设置为 ON （开）时驱动。

(31)纸张再利用时皮带反转选项
• 选择连续打印期间是否切换皮带反转控制，以防止纸张再利用连续打印时转印带刮板打滑。

2.11 存储器数据备份
• 将本机的设置和 Box 中的图像数据备份在与 USB 连接的 HDD。

• 将备份数据恢复到与 USB 连接的 HDD。

开关编号 48 内容 默认

OFF （关） 标准输出量控制

ON （开） 智能输出量控制 ○

开关编号 49 内容 默认

OFF （关） 标准输出量控制

ON （开） 智能输出量控制 ○

开关编号 50 内容 默认

OFF （关） 标准输出量控制

ON （开） 智能输出量控制 ○

开关编号 52 开关编号 53 内容 默认

OFF （关） OFF （关） 默认 ○

ON （开） OFF （关） +5 度

OFF （关） ON （开） +7.5 度

开关编号 57 内容 默认设置

OFF （关） 不延长打印准备 ○

ON （开） 延长打印准备

开关编号 65 开关编号 66 内容 默认

OFF （关） OFF （关） 环境改变后无怠速旋转 ○

ON （开） OFF （关） 当上一次打印结束时内部温度在 30 度或以上，以及稳定控制时内部温度在 15 度或以下时

怠速旋转。

OFF （关） ON （开） 当上一次打印结束时内部温度在 25 度或以上，以及稳定控制时内部温度在 15 度或以下时

怠速旋转。

开关编号 67 开关编号 68 内容 默认

OFF （关） OFF （关） 磨损率 100% 时发出寿命警告， 120% 时寿命终止 ○

ON （开） OFF （关） 磨损率 110% 时发出寿命警告， 130% 时寿命终止

OFF （关） ON （开） 磨损率 120% 时发出寿命警告， 140% 时寿命终止

ON （开） ON （开） 磨损率 130% 时发出寿命警告， 150% 时寿命终止

开关编号 69 内容 默认

OFF （关） 连续打印期间不要反转。 ○

ON （开） 纸张再利用连续打印时中断作业并反转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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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Itm_2form

目标数据
• Box 中要备份和恢复的设置数据如下。 

• MFP 的设置数据 （用户设置、管理员设置、维修模式下的部分设置）

• 用户认证、账户跟踪设置新

• 单触键注册地址信息

• 保存在 Box 中的图像 （用户 Box （公共、个人、组和加密 PDF Box））

• 构成 Box 的信息 （Box 独有的设置数据）

备份 / 恢复所需的条件

• 使用自供电外部 HDD （从外部供电的类型）

备注
• 不得使用总线供电外部 HDD。 

• 通过 USB 将外部 HDD 连接到机器后，会使用 ext3 格式自动转换此数据。

• 已存在于外部 HDD 中的备份数据被自动删除后会执行备份。

• 仅一个机型的数据能保存在外部 HDD 中。

• 允许中途取消备份。但是，格式化外部 HDD 时不允许中途取消。

• 发生故障或警告时不允许执行备份 / 恢复操作。

• 保留定时器作业时不允许备份 / 恢复操作。

备份 / 恢复的步骤

备注
• 将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 -> [Storage data backup] （存储器数据备份）设为 

[Allow] （允许）。

如果设置了 [Restrict] （允许），机器无法使用。

• 执行备份 / 恢复后，务必关闭本机的主电源开关然后再打开。

< 备份步骤 >

1. 将外部 HDD 的 USB 线接入 MFP 的 USB 端口。（未正确识别 HDD 时，会显示 USB NG。）

2. 在屏幕上调出维修模式。

3. 在屏幕上调出增强安全。

4. 触摸 [Storage Data Backup] （存储器数据备份）。

5. 选择 [Generic format Backup] （通用格式备份）或 [KM Format Backup] （KM 格式备份）。

6. 触摸 [Enter Password] （输入密码），然后使用 1 ～ 32 个字符输入加密密码，然后触摸 [END] （结束）。

7. 触摸 [Start] （开始）。（将显示 “Processing” （正在处理。）

如果想停止备份，触摸 [Cancel] （取消）。

8. 完成备份后，将显示 [Result OK] （结果 OK）。

9.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恢复步骤 >

1. 将外部 HDD 的 USB 线接入 MFP 的 USB 端口。

2. 在屏幕上调出维修模式。

3. 在屏幕上调出增强安全。

4. 触摸 [Storage Data Backup] （存储器数据备份）。

5. 选择 [Restore] （恢复）。

6. 触摸 [Enter Password] （输入密码），然后使用 1 ～ 32 个字符输入解密密码，然后触摸 [END] （结束）。

7. 触摸 [Start] （开始）。（将显示 “Processing” （正在处理。）

如果想停止恢复，触摸 [Cancel] （取消）。

8. 完成恢复后，将显示 [Result OK] （结果 OK）。

9.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2.12 迁移数据备份
Transferring Data BKUP_not used• 不使用

2.13 数据备份

2.13.1 客户端功能
• 用于更换 MFP 时移动数据。 

• 将保存在 MFP 中的数据备份到 WebDAV 服务器或 HDD。 

(1) 服务器备份

选择备份
• 选择备份方法。

设置项目 内容

通用格式备份 将本机的设置数据作为 XML 数据存储，并将存储在 Box 中的数据作为 TIFF-C 图像保存在 HDD。但是，Box 
中保存的 1200 dpi 数据无法备份。

由于事先无法检查 HDD 中备份的可用空间，开始备份后， HDD 无剩余空间时会出现错误并终止备份。

KM 格式备份 将本机的设置作为 XML 数据存储，并将 Box 中的图像数据以内部格式 （RAW 数据）保存在与 USB 连接的 
HDD。

确认存储空间足够后备份开始。

恢复 执行 HDD 中备份数据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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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备份到服务器时设定
< 备份设置 >

• 设定备份设置。 

备注
• 未设置 Transmission protocol （传输协议）、 SMB Setting （SMB 设置）或 HTTP Setting （HTTP 设置）、 Backup target （备份目标）和 

Encryption Password （加密密码）时，此功能无法启用。 

< 自动备份 >

• 设定自动备份设置。 

备注
• Backup Settings （备份设置）启用时显示。 

设置项目 内容

Disable （禁用） 选择不使用备份。

Server Backup （服务器备份） 选择备份到服务器。
设置 “ 选择备份到服务器时设定 ”。

Server Backup 2 （服务器备份 2） 选择备份到服务器 2。
设置 “ 选择备份到服务器 2 时设定 ”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功能设置 设置是否将数据备份到服务器。
• 选择 [ON] （开）后，配置备份所需的设置。

ON （开）

Disable （禁用） ○

传输协议 选择传输协议。 SMB

HTTP ○

SMB 设置 主机名 传输协议选择为 SMB 时设置。 多 253 个字符组成的字母

数字字符和符号

-

文件路径 多 255 个字符

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密码 多 64 个字符

HTTP 设置 URL 传输协议选择为 HTTP 时设置。 多 253 个字符组成的字母

数字字符和符号

-

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密码 多 64 个字符

代理 ON/Disable （开 / 禁用）

备份目标 选择要备份的目标。
仅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Maintenance Mode] （维修保养模式）中选择 [Enable] （启用），且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

全详情） -> [Maintenance Mode Access] （维修保养模式访问）中选择 
[Allow] （允许）时显示 （*）的项目。

远程访问设置 -

用户设置

维修设置

地址簿 （*）

认证数据 （*）

网络设置 （*）

辅助功能 （*）

管理员设置 （*）

云连接 （*）

显示自定义设置 （*）

外部证书 （*）

加密密码 输入加密密码。 1 至 32 个字符 -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自动备份 设置是否执行自动备份。
• 当选择了 “Yes （是） ” 时，配置下列设置。

设置

未设置 ○

备份周期 日间隔 将备份选择为日间隔。 1 至 30 天 -

周频率 将备份选择为周频率。 周日、周一、周二、周三、
周四、周五、周六

备份时间 设置要备份的时间。 小时：00 - 23
分钟：00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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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备份 >

• 用于立即执行备份。 

• 按下 “Start” （开始）时如果出现 “OK”，则说明备份成功完成。 

• 如果出现 “NG”，则会显示错误代码。必要时联系 KM 代表。 

• N******：网络相关错误。 

• S******：网络相关错误以外的错误。 

< 备份结果 >

• 确认 终备份成功完成的日期和时间。 

• 从 新备份按顺序算起， 多可显示 100 条备份日志。 

选择备份到服务器 2 时设定

< 格式 >

• 选择备份格式。 

备注

• 选择格式，然后触摸 [Fix] （修复）。 
< 备份设置 >

• 设定备份设置。 

备注
• 未设定 WebDAV、加密密码或数据保持周期时，此功能无法启用。 

< 自动备份 >

• 设定自动备份设置。 

备注
• Backup Settings （备份设置）启用时显示。 

< 备份保留 >

• 选择备份保留。 

设置项目 内容

通用格式 选择使用通用格式备份 box 文件。

KM 格式 选择使用 KM 格式备份 box 文件。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功能设置 功能设置 设置是否将数据备份到服务器。
• 选择 [ON] （开）后，配置备份所需的设置。

ON （开）

Disable （禁用） ○

用户 Box 文件 设置是否针对 box 文件。 目标

不在目标内 ○

WebDAV 设置 URL 设定 WebDAV 设置。 多 253 个字符组成的字母

数字字符和符号

-

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密码 多 64 个字符

代理 ON/Disable （开 / 禁用）

加密密码 输入加密密码。 1 至 32 个字符 -

数据保持周期 选择数据保持周期。 1 至 180 天 60 天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启用设置 设置是否执行自动备份。
• 当选择了 “Yes （是） ” 时，配置下列设置。

ON （开）

Disable （禁用） ○

完全备份 日间隔 将备份选择为日间隔。 1 至 30 天 -

周频率 将备份选择为周频率。 周日、周一、周二、周三、
周四、周五、周六

备份时间 设置要备份的时间。 小时：00 - 23
分钟：00 - 59

异地备份 禁用 选择不异地备份。 - -

时间设置 通过时间设置选择备份周期。 1 至 48 小时

时间设置 通过时间设置选择备份周期。 小时：00 - 23
分钟：00 - 59

设置项目 内容

完全备份 选择执行完全备份。

异地备份 选择执行异地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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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选择备份保留并触摸 [Fix] （修复）。 
< 备份历史记录 >

• 确认 终备份成功完成的日期和时间。 

• 从 新备份按顺序算起， 多可显示 100 条备份日志。 

(2) 从服务器恢复

恢复模式选择
• 选择恢复方法。

选择从服务器恢复时设定
< 恢复设置 >

• 指定下载恢复数据的位置。 

• 选择服务器，然后按 “Start” （开始），即可开始恢复。 

< 恢复结果 >

• 显示恢复的 终日期。 

选择从服务器 2 恢复时设定

< 恢复设置 >

• 指定下载恢复数据的位置。 

• 从 [Restore Data Select] （恢复数据选择）中选择机器、恢复数据和恢复目标，然后按 “Start （开始） ” 开始恢复。 

< 恢复历史记录 >

• 显示恢复历史记录。

• 插入 USB 存储器，触摸 Start （开始）键，将恢复结果详情保存在 USB 存储器中。

2.13.2 服务器功能
• 将 MFP 用作备份服务器 （WebDAV 服务器）。

(1) 备用服务器设置
• 设定备份服务器设置。

2.14 ADF 数据备份
• 备份或恢复为 ADF 配置的设置。 

• 用于在更换 DF 控制板时保存或恢复设置。 
BakupData_SSD• 备份数据会存储在 SSD 板中。 

ADF Data Save Mode (backup) （ADF 数据保存模式）（备份）

< 步骤 >

1. 选择 [ADF Data Save Mode] （ADF 数据保存模式），然后触摸 [Start] （开始）。 

2. 确认显示结果 “OK”。 

ADF Data Reflect Mode (restore) （ADF 数据反映模式）（恢复）

备注

• 仅当存储 [ADF Data Save Mode] （ADF 数据保存模式）中备份的数据时此功能才可用。 

设置项目 内容

从服务器恢复 选择从服务器恢复。
设置 “ 选择从服务器恢复时设定 ”。

从服务器 2 恢复 选择从服务器恢复作为恢复 2。
设置 “ 选择从服务器 2 恢复时设定 ”。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从备份获取 执行从在 Backup Settings （备份设置）中指定的服务器以外的位置恢复。 ○

编辑恢复路径 执行从在 Backup Settings （备份设置）中指定的服务器以外的位置恢复。 
• 当选择 Edit Restore path （编辑恢复路径）时，输入 WebDAV 设置和加密密码。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从备份获取 执行从在 Backup Settings （备份设置）中指定的服务器以外的位置恢复。 ○

编辑恢复路径 执行从在 Backup Settings （备份设置）中指定的服务器以外的位置恢复。 
• 当选择 Edit Restore path （编辑恢复路径）时，输入下载协议和 SMB 设置，或 HTTP 设置和加

密密码。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功能设置 设置是否使用 MFP 作为备份服务器 （WebDAV 服务器）。

• 当选择了 [ON] （开）时，配置 [Server settings] （服务器设

置）。

ON （开） 

Disable （禁用） ○

服务器设置 用户名 设置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

密码 设置密码。 多 64 个字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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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

1. 选择 [ADF Data Reflect Mode] （ADF 数据反映模式），然后触摸 [Start] （开始）。 

2. 确认显示结果 “OK”。 

3. 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2.15 客户类型
• 进行客户类型的各个设置。 

2.16 TPM 设置
• 仅当启用了选购的 i-Option 组件 LK-115 v2 时会显示。

初始化
• 初始化安装在 TPM 芯片上的存储器区域。

备注
• 如果启用了 i-Option 组件 LK-115 v2，确保执行初始化。

< 步骤 >

1. 触摸 [Initialization] （初始化）。

2. 按 Start （开始）键。

状态报告
• 通知 TMP 芯片自我诊断检测到的错误，然后输出诊断结果，或者将报告文件输出到 USB 存储器。

• 机器开始运行时执行 TPM 芯片自我诊断。

< 列表输出步骤 >

1. 触摸 [List Output] （列表输出）。

2. 按 Start （开始）键。

3. 状态报告即可输出。

<USB 保存步骤 >

1. 将 USB 存储器连到 USB 端口。

2. 触摸 [USB save] （USB 保存）。

3. 按 Start （开始）键。

4. 状态报告文件保存到 USB 存储器。

2.17 固件认证设置
• 如果启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Firmware Updat.Verification Set.] （固件更新验证设置），请执行固件签名。

• 将数字签名安装到 MFP 以验证签名时使用。

< 步骤 >

1. 获取数字签名。

2. 将获取的前面存储在 USB 存储器中。

3. 将 USB 存储器连到 USB 端口。

4. 触摸 [Start] （开始）键。

5. 检查结果并关闭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Function Setting
（功能设置）

设置是否配置客户类型的设置。
• 选择 [Yes] （是）时，配置 [Business Type] （企业类型）和 [Employee 

Number] （员工人数）的设置。 

Yes （是）

No （否） ○

Business Type
（企业类型）

选择企业类型。 Manufacturing （制造） -

Financial/Securities/Insurance （金

融 / 证券 / 保险）

Business Distr/Services （商业 / 服
务）

IT Related Industry （IT 相关行

业）

Government Office （政府部门）

Other （其他）

Employee Number
（员工人数）

选择员工人数 10 或以下 -

11 或以上至 100 或以下

101 或以上至 500 或以下

501 或以上至 1000 或以下

1001 或以上至 5000 或以下

5001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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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试设置

3.1 概述
• 配置日志信息采集的设置，分析 MFP 控制器的内部运行情况。

备注

• 在此步骤开始前，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中，对于位分配的情

况，将开关编号 155 设为 [00000001]，对于十六进制分配的情况，设为 [01]。

启动步骤
1. 调出维修模式的初始屏幕。

2. 按照此顺序按以下各键。

• 停止 ->6 ->1 ->8

3. 调出调试设置屏幕。

调试设置屏幕示例

退出步骤
1. 触摸维修模式屏幕上的 [Exit] （退出）。

2.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次打开主电源开关。

3.2 调试日志输出
• 选择要输出并保存在 USB 存储器的调试日志数据。

• 正常运行时获取的日志和发生故障时获取的数据分开存储在不同区域。 多可以存储 20 条日志。

• 正常运行时获取的日志：10 条日志

• 发生故障时获取的日志：10 条日志

• 当保存的日志数量达到上限时，文件覆盖会从 早的文件开始。

备注

• 如果 USB 存储器未连接到 MFP 的 USB 端口，或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Security]（安全）-> [Security Details]（安全详情）-> [Export 
Debug Log] （导出调试日志）设为 [Restrict] （限制）时，输出不可用。

设置项目 内容

全部 输出所有可用日志。

选择文件 指定所需的文件，然后输出。能够从 [Normal] （正常）、 [Trouble] （故障）或 [Print Data] （打印数据）中缩小文

件类型。

选择时间 指定所需的时段，然后输出对应的数据。

共享存储器 ->HDD 手动将写入存储器的调试信息存入主机存储器。
选择 [Save] （保存）后，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保存。

HDD ->USB 存储器 将存储在主机存储器中的调试信息输出到 USB 闪存盘。

选择 [Output] （输出）后，按 Start （开始）键即可开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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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采集模式
• 选择采集调试日志所用的模式。

• 如果在基本模式中采集的调试日志无法确定问题的原因，则从增强模式中获取更详细的调试日志，然后进行分析。

增强模式
• 当选择 “Enhance” （增强）时，配置下列设置。

各模式中保存调试信息的时间
• 调试信息在下述时间存储。

3.4 发送调试日志设置
• 配置用于通过网络发送调试信息的设置。

• 为了通过网络发送信息，可选择 SMB、 FTP 或 WebDAV 传输。

• 仅当 [Acquiring Mode] （采集模式）设为 “Basic” （基本）时，此项目才会显示。

选择发送方式
• 选择通过网络发送的方法。

SMB 设置

• 配置 SMB 传输中使用的设置。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基本 正常模式会将保存在存储器的调试信息存储到主机存储器中。 ○

增强 在增强模式下，可获取比基本模式更为详细的调试信息。
当必须输出大量的详细信息时， CPU 或其他设备负荷大， MFP 的性能会受影响。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网络数据包 如果需要网络数据包信息，选择 “ON” （开）。 OFF （关） /ON （开）

采集功能 选择获取调试日志时要覆盖的功能。
当 [Network Packet] （网络数据包）设为 “ON” （开）时，此项目将不会

显示。

选择 All （全部）、 Copy （复印）、 Printer
（打印机）、 User Box （用户 Box）、 Net/
Scan （网络 / 扫描）、 Web Connection、
FAX （传真）、 Net Fax （网络传真）和认

证

网络数据包采集 如果 [Network Packet] （网络数据表）设为 “ON” （开），配置 [Capture 
Filter Settings] （采集过滤器设置）和 [Capture Settings] （采集设置）。

当 [Network Packet] （网络数据包）设为 “OFF” （关）时，此项目将不

会显示。

-

按作业 设置要作为一个单元进行处理的作业数量 （要采集调试信息的作业数
量）。

1 - 100

各个命令 注册和执行各个调试命令。 -

命令集 安装命令集，然后执行。 -

模式 保存时间 保存目的地

基本模式 发生故障时
无作业时
过渡到节能模式时 （睡眠模式或低功耗模式）
认证失败时
当手动执行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 -> [Shared Memory -
>HDD] （共享存储器 ->HDD）时

主机存储器

增强模式 根据需要保存。 USB 存储器或主机存储器

设置项目 内容 默认设置

OFF （关） 选择 OFF （关）作为调试信息的发送方式。 ○

SMB 选择 SMB 作为调试信息的发送方式。

FTP 选择 FTP 作为调试信息的发送方式。

WebDAV 选择 WebDAV 作为调试信息的发送方式。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主机名 设置 SMB 服务器的主机名。 多 253 个字符组成的字母数字字符和符

号

文件路径 设置 SMB 服务器通信使用的文件路径。 多 255 个字符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SMB 服务器的密码。 多 64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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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 设置

• 配置 FTP 传输中使用的设置。

WebDAV 设置

• 配置 WebDAV 传输中使用的设置。

3.5 远程日志检索 *
• 使用 WebDAV 服务器检索远程访问日志。

• 在 [Time Setting] （时间设置）和 [polling] （轮询）中配置的时间点，从在 [Remote Log Server Settings] （远程日志服务器设置） -> [Command 

Set Acquisition Pt.] （命令集采集部分）中配置的服务器下载命令集。

• 如果此命令集成功下载，会根据此命令集检索日志和设置数据，且日志文件和设置数据文件会保存到在 [Remote Log Server Settings] （远程日志

服务器设置） ->[Log Save Destination] （日志保存目的地）中配置的服务器。

时间设置
• 在指定时间下载命令集，以及检索 / 保存日志和设置数据。

• 仅在远程日志设置设为 [ON] （开）时，此项目才会显示。

• *：当选择 [Yes] （是）时，配置时间设置。

轮询
• 在每个指定时间下载命令集，以及检索 / 保存日志和设置数据。

• 仅在远程日志设置设为 [ON] （开）时，此项目才会显示。

• *：当选择 [ON] （开）时，配置轮询间隔设置。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主机名 设置 FTP 服务器的主机名。 多 253 个字符组成的字母

数字字符和符号

-

文件路径 设置 FTP 服务器通信使用的文件路径。 多 127 个字符 -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FTP 服务器的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FTP 服务器的密码。 多 64 个字符 -

Port Number （端口

号）

设置用于访问 FTP 服务器的端口号。 1 - 65535 21

PASV 将 PASV 模式设为 ON （开）或 OFF （关） ON （开） ○

OFF （关）

代理 设置是否连接到代理服务器。 ON （开）

OFF （关） ○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主机名 设置 WebDAV 服务器的主机名。 多 253 个字符组成的字母

数字字符和符号

-

文件路径 设置 WebDAV 服务器通信使用的文件路径。 多 142 个字符 -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密码。 多 64 个字符 -

Port Number （端口

号）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端口号。 1 - 65535 80

代理 设置是否连接到代理服务器。 ON （开）

OFF （关） ○

SSL Settings （SSL 设
置）

选择使用 SSL 通信。 ON （开）

OFF （关） ○

设置值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设置值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设置值 默认设置

ON （开）（*）

OFF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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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志信息
• 立即下载命令集，以及检索 / 保存日志和设置数据。

备注

• 仅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 -> [Export Debug Log] （导出调试日志）设为 “Allow
（允许） ” 时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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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远程日志服务器设置

命令集采集部分
• 配置检索命令集的服务器，用于 [Remote Log Retrieval] （远程日志检索）。

• 选择设置参数后，触摸 [Copy Setting] （拷贝设置）可将这些设置拷贝到在 [Log Save Destination] （日志保存目的地）中配置的目的地。

日志保存目的地
• 配置存储文件的服务器，用于 [Remote Log Retrieval] （远程日志检索）。

• 选择设置参数后，触摸 [Copy Setting] （拷贝设置）可将这些设置拷贝到在 [Command Set Acquisition Pt.] （命令集采集部分）中配置的目的地。

3.7 启用磁芯信息转储
设置是否采集磁芯信息转储的日志。

备注
• 当选择 [Enable] （启用）时，选择保存位置，然后按 [Fix] （修复）。

• 当选择 [Remote Log Server] （远程日志服务器）时，确保在 [Remote Log Server Settings] （远程日志服务器设置）中完成 [Log Save 
Destination] （日志保存目的地）的设置。

3.8 USB 密码
• 设置用于将调试信息存储至 USB 闪存盘的密码。

• 默认设置：01234567890123456789

• CE 分别将此密码和调试信息数据告知 KM 联系人。

备注
• 切勿忘记 USB 密码。

< 步骤 >

1. 当前密码：输入当前使用的 USB 密码。

2. 新密码：输入新的 USB 密码。

3. 重新输入密码：重新输入新的 USB 密码。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主机名 设置 WebDAV 服务器的主机名。 多 253 个字符组成的字母

数字字符和符号

-

文件路径 设置 WebDAV 服务器通信使用的文件路径。 多 142 个字符 -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密码。 多 64 个字符 -

端口号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端口号。 1 - 65535 80

代理 设置是否连接到代理服务器。 ON （开）

OFF （关） ○

SSL 设置 选择使用 SSL 通信。 ON （开）

OFF （关） ○

设置项目 内容 设置值 默认设置

主机名 设置 WebDAV 服务器的主机名。 多 253 个字符组成的字母

数字字符和符号

-

文件路径 设置 WebDAV 服务器通信使用的文件路径。 多 142 个字符 -

用户名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用户名。 多 64 个字符 -

密码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密码。 多 64 个字符 -

端口号 设置用于访问 WebDAV 服务器的端口号。 1 - 65535 80

代理 设置是否连接到代理服务器。 ON （开）

OFF （关） ○

SSL 设置 选择使用 SSL 通信。 ON （开）

OFF （关） ○

设置项目 默认设置

Enable （启用） USB 存储器

远程日志服务器

Disable （禁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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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其他

3.9.1 屏幕采集
• 可采集控制面板显示的屏幕，并作为文件保存在 USB 存储器中。

备注

• 使用无安全功能的 USB 存储器。

准备
1. 触摸 [Other] （其他）。

2. 触摸 [Screen Capture] （屏幕采集），然后触摸 [END] （结束）。

3. 插入 USB 存储器。

单独采集步骤
CapOnce_10inch

1. 在控制面板上调出要采集的屏幕。

2. 触摸操作面板背面上的 [Rear reset] （后重置）键。

3. 即可在 USB 存储器中自动创建 “Capture” 文件夹，并将 PNG 格式的文件保存在此文件夹中。

连续采集步骤
CapSeq_10inch

1. 在控制面板上调出要采集的屏幕。

2. 触摸操作面板背面上的 [Rear stop] （后停止）键。

3. 开始屏幕操作。

4. 完成操作后，再次按 [Rear stop] （后停止）键。

5. 即可在 USB 存储器中自动创建 “Capture” 文件夹，并将 PNG 格式的文件保存在此文件夹中。

3.9.2 面板操作回放
• 一系列操作存储在存储器中，且会在控制面板上自动回放。

备注
• 若要执行回放，确保返回开始采集的第一个屏幕。从未存储在存储器的任何屏幕开始回放操作时会造成回放失败。

准备
1. 触摸 [Other] （其他）。

2. 触摸 [Panel Operation Playback] （面板操作回放），然后触摸 [END] （结束）。

步骤
Playback_10inch1. 在控制面板上调出自动回放开始屏幕。

2. 按操作面板背面上的 [Rear stop] （后停止）键。

3. 开始屏幕操作，以存储一系列屏幕。

4. 完成操作后，再次按 [Rear stop] （后停止）键。

5. 返回第一个屏幕，然后按下操作面板背面上的 [Rear reset] （后重置）键。

3.10 调试日志功能的操作

3.10.1 提前准备

备注
• 从客户 MFP 检索程序序列日志前， CE 应获得客户的许可。

• 将密钥文件保存至 USB 存储器。

1. 在密钥生成工具上设置 USB 密码。

2. 通过键入目标 MFP 的序列号 （大写字母），输出密钥文件。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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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创建的 “Debug Log” 文件夹复制到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

备注

• 要求使用密钥生成工具来创建密钥文件。
• 有关如何获取或使用密钥生成工具的信息，请执行 KM 支持部门。

• 确保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FF （关）。

3.10.2 基本模式

预期目的
• 从 MFP 检索程序序列日志；分析难以在 KM 再现的 MFP 控制器程序故障导致的现场问题。

备注
• 最多可保存 20 个日志文件，包括正常运行时的 10 个日志文件和发生错误时的另外 10 个日志文件。

• 当保存的日志文件数量超出上限，日志文件会按时间顺序被覆盖。
• 每个日志文件涉及一个作业。

• 当前处理中的作业优先。如果作业连续执行，或者作业处理完成后立即关闭电源，日志文件可能未保存。

采集日志的设置
1. 获取客户的许可，从客户现场的 MFP 采集程序序列日志。

备注
• 无法采集客户特定信息，例如图像。日志仅包括 MFP 控制程序序列。

2. 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软开关设置）中，对于位分配的情况，将开关编号 155 设

为 [00000001]，对于十六进制分配的情况，设为 [01]。

3. 在维修模式下，调出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4. 在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 [Acquiring Mode] （采集模式）中选择 [Basic] （基本）。

5. 要求 MFP 管理员在 [Menu] （菜单） -> [Storage Management] （存储管理） -> [Debug Log Encryption Settings] （调试日志加密设置）中设置一

个调试日志加密口令。（默认：01234567890123456789)

备注
• 此设置用于加密要存储在主机存储器的调试日志。
• 确保设置加密密码。未设置加密密码可能会导致无法正确分析日志。

6. 尝试再现 MFP 上的问题 / 故障。

7. 再现问题 / 故障。

8. 要求 MFP 的管理员将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 -> [Export Debug Log] （导出调试日

志）设为 [Allow] （允许）。

9. 在维修模式下，调出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10. 在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 [USB Password] （USB 密码）中设置 USB 密码。

备注
• 此处设置的 USB 密码必须与提前准备阶段在 USB 存储器中设置的密码相同。

11. 在屏幕上调出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

12. 将提前准备阶段准备的 USB 存储器连接到 MFP 控制面板右侧的 USB 端口。

13. 触摸 [Select File] （选择文件）。选择预期文件，然后触摸 [HDD ->USB Memory] （HDD ->USB 存储器）中的 [Output] （输出）。

14. 确认 Start （开始）键亮蓝灯，然后按 Start （开始）键。

备注
• 如果 Start （开始）键亮橙色， USB 密码和 / 或 MFP 序列号与密钥文件不匹配。

15. 将显示 [OK] （确定）。

16. 触摸 [OK] （确定），然后退出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

17. 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软开关设置）中，对于位分配的情况，将开关编号 155 恢

复 [00000000]，对于十六进制分配的情况，恢复 [00]。

18. 退出维修模式。

19. 从 MFP 中拔出 USB 存储器，然后确认 USB 存储器包含名为 “LOGSYS_xxxxxxxxxxx.log” 的文件。

20. 向 KM 发送使用日志文件分析文件的请求。

备注
• 将 USB 密码和日志文件分别发送给请求的接收方。

3.10.3 增强模式

预期目的
• 从 MFP 检索程序序列日志；分析难以在 KM 再现的 MFP 控制器程序故障导致的现场问题。

采集日志的设置
< 选择 USB 存储器作为目标设备时 >

1. 获取客户的许可，从客户现场的 MFP 采集程序序列日志。

备注

• 除非选择打印机，否则不包括复印 / 扫描 / 打印 / 传真图像数据。日志仅包括 MFP 控制程序序列。

• MFP 的首要任务是完全保存日志，然后再开始下一个作业处理；因此，客户将可以看到作业之间有一个暂停时间。

2. 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软开关设置）中，对于十六进制分配的情况，将开关编号

“155” 设为 “01”。

3. 在维修模式下，调出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4. 在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 [Acquiring Mode] （采集模式）中选择 [Enhance] （增强）。

5. 选择目标日志。

备注
• KM 未指示时，切勿触摸命令设置 [Individual Command] （单个命令）和 [Command Set] （命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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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 [USB Password] （USB 密码）中设置 USB 密码。

备注

• 此处设置的 USB 密码必须与提前准备阶段在 USB 存储器中设置的密码相同。

7. 退出维修模式。

8. 要求 MFP 的管理员将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 -> [Export Debug Log] （导出调试日

志）设为 [Allow] （允许）。

9. 将 USB 存储器连到 MFP 右侧的 USB 端口。

10. 尝试再现 MFP 上的问题 / 故障。

每个再现问题 / 故障时保存日志文件时的注意事项

• 保存的日志将不会被覆盖。 USB 存储器应拥有足够的容量来保存所有日志。

• 如果 USB 存储器已满，则调试日志功能会停止。

• 保存日志数据时，控制面板会出现特定的图标。显示此图标时不要拔出 USB 存储器。

11. 再现问题 / 故障。

12. 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软开关设置）中，对于十六进制分配的情况，将开关编号

“155” 恢复 “00”。

13. 退出维修模式。

14. 从 MFP 中拔出 USB 存储器，然后确认 USB 存储器包含名为 “LOGSYS_xxxxxxxxxxx.log” 的文件。

15. 向 KM 发送使用日志文件分析文件的请求。

备注
• 将 USB 密码和日志文件分别发送给请求的接收方。

< 保存在 MFP 存储器中并导出到 USB 存储器 >

1. 获取客户的许可，从客户现场的 MFP 采集程序序列日志。

备注
• 除非选择打印机，否则不包括复印 / 扫描 / 打印 / 传真图像数据。日志仅包括 MFP 控制程序序列。

• MFP 的首要任务是完全保存日志，然后再开始下一个作业处理；因此，客户将看到作业之间有一个暂停时间。

2. 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软开关设置）中，对于十六进制分配的情况，将开关编号

“155” 设为 “01”。

3. 在维修模式下，调出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4. 在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 [Acquiring Mode] （采集模式）中选择 [Enhance] （增强）。

5. 选择目标日志。

备注

• KM 未指示时，切勿触摸命令设置 [Individual Command] （单个命令）和 [Command Set] （命令集）。

6. 在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 [USB Password] （USB 密码）中设置 USB 密码。

备注
• 此处设置的 USB 密码必须与提前准备阶段在 USB 存储器中设置的密码相同。

7. 退出维修模式。

8. 要求 MFP 管理员在 [Menu] （菜单） -> [Storage Management] （存储管理） -> [Debug Log Encryption Settings] （调试日志加密设置）中设置一

个调试日志加密口令。（默认：01234567890123456789)

备注

• 此设置用于加密要存储在主机存储器的调试日志。
• 确保设置加密密码。未设置加密密码可能会导致无法正确分析日志。

9. 尝试再现 MFP 上的问题 / 故障。

10. 再现问题 / 故障。

11. 要求 MFP 的管理员将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Security Details] （安全详情） -> [Export Debug Log] （导出调试日

志）设为 [Allow] （允许）。

12. 在屏幕上调出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

13. 将提前准备阶段准备的 USB 存储器连接到 MFP 控制面板右侧的 USB 端口。

14. 触摸 [Select File] （选择文件）。选择预期文件，然后触摸 [HDD ->USB Memory] （HDD ->USB 存储器）中的 [Output] （输出）。

15. 确认 Start （开始）键亮蓝灯，然后按 Start （开始）键。

备注
• 如果 Start （开始）键亮橙色， USB 密码和 / 或 MFP 序列号与密钥文件不匹配。

16. 将显示 [OK] （确定）。

17. 触摸 [OK] （确定），然后退出调试设置。

18. 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软开关设置）中，对于十六进制分配的情况，将开关编号

“155” 恢复 “00”。

19. 退出维修模式。

20. 从 MFP 中拔出 USB 存储器，然后确认 USB 存储器包含名为 “LOGSYS_xxxxxxxxxxx.log” 的文件。

21. 向 KM 发送使用日志文件分析文件的请求。

备注
• 将 USB 密码和日志文件分别发送给请求的接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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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固件

1. 概述

固件重写
• 重写固件的方法如下所示。

备注
• 重写固件时，不会更改 “ 效用 （Utility） ” 模式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中的设置。

< 如何使用 USB 存储器 >

• 将固件数据保存到 USB 存储器。直接连接 USB 与主机，然后更新固件。

< 如何使用 Internet ISW>

• “Internet ISW” 是一种系统，通过互联网从程序服务器获取固件以更新固件。

• 发出固件更新指令时或在预定时间执行。

< 如何使用自动更新设置 >

• “ 自动更新 ” 功能可让主机通过网络定期访问程序服务器以获得新固件数据，然后自动重写。

• 还可以与其他 MFP 共享从网络获得的更新数据，并将 MFP 作为 “ 自动更新功能 ” 的程序服务器来运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I.19.2.2.Relay 

server setting （中继服务器设置） ”。

其他数据
• 根据重写固件或用户环境，按照需要激活所有数据，例如语音数据和可加载设备驱动程序。 

确认固件版本
• 进行固件重写后，确认固件版本号并确认固件是否正常更新。

< 步骤 >

1.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irmware Version] （固件版本）。

2. 检查固件版本。

Data （导入配置数据） 如何安装

所有数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Install Data] （安装数据）

可加载设备驱动程序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Driver Install] （驱动程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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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SB 存储器

2.1 准备

系统准备工作
• 带有 USB 端口的 PC

• USB 存储器

• 与 USB （1.1/2.0/3.0）接口兼容的 USB 闪存。即使使用支持 USB3.0 的设备，速度也会被限制在 USB2.0 规格。

• USB 存储器采用 FAT32 格式。

• 未添加安全功能，如加密和密码锁 （或 USB 存储器允许关闭其安全功能）。

• 不得使用计算机识别为两个或两个以上设备的 USB 存储器。

备注 
• 可能是无法运行的产品。

用于更新固件的 USB 存储器

1. 解压固件文件。

2. 将 USB 存储器连到计算机。

3. 将提取的更新数据文件夹复制到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
FWDataFolder_C360i

备注
• USB 存储器中可存储一个型号的多个固件数据。

•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以下步骤将固件数据复制到 USB 存储器。

1. 将名称为 “FWSelect” （区分大小写）的文件夹作为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

2. 在 “FWSelect” 文件夹下创建任意名称的文件夹 （单字节字母数字字符，最多 40 个字符），然后将固件数据存储到文件夹。

USB 存储器的目录配置

• *1：启动固件更新屏幕时需要。

• *2：仅在存储多个数据时需要。

2.2 固件重写

启动更新屏幕

备注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USB Connection Permission setting] （USB 连接权限设置） -> [External Memory 

(Service)] （外部存储器 （服务）） -> [FW Update] （固件更新）设为 “Restrict （限制） ” 时，无法使用 USB 存储器执行固件更新。

• 主电源开关打开时，将出现 “It is limited by the administrator. （被管理员限制。） ” 信息。

• 当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FW Update (USB) Perm. Sett.] （固件更新（USB）权限设置）设为 “Password Priority
（密码优先） ” 时，与管理员确认后需要输入密码。

• 连接 USB 存储器时必须将主电源开关关闭。

< 步骤 >
WithoutStart_outsideStopKey1. 关闭主电源开关。

产品名 重写数据文件夹名称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W0020

[1] USB 存储器 [2] 重写数据文件夹 （需要） *1

[3] 多个数据的存储文件夹 （文件夹名称：FWSelect （固定）） *2 [4] 固件数据 B 的存储文件夹 （文件夹名称：任意） *2

[5] 固件数据 C 的存储文件夹 （文件夹名称：任意） *2 [6] 固件数据 D 的存储文件夹 （文件夹名称：任意） *2

FW****

FWSelect Folder1

Folder2

Folder3

固件数据版本 A

固件数据版本 B

固件数据版本 C

固件数据版本 D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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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包含固件的 USB 存储器连接到控制面板右侧的 USB 端口上。

3. 卸下操作面板背面上的盖板 [1]。

4. 按下 [2] [Rear Stop] （后停止）键时打开主电源开关。

5. 显示固件更新选择屏幕。

备注 
• 除非按下控制面板上按键之一，否则主电源开关打开时 30 秒后便会自动更新固件。

• 显示的可选项目因配设的选购件等而异。

选择固件数据
• 当 USB 存储器中存储了多组固件数据时，可以选择一组数据。

DefaultData_C360i• 复制到 USB 存储器根目录的更新数据文件夹 “FW0020” 中的固件数据被选为默认数据。

< 步骤 >

1. 触摸固件更新选择屏幕中的 [FW Data Select] （固件数据选择）。

2. 检查 USB 存储器中的数据后，会显示可用固件数据的列表。

• 默认数据以星号 （*）表示。

3. 选择固件，然后触摸 [OK] （确定）。

语言选择
• 选择显示在效用的语言选择画面上的语言数据。

• 根据 （例如）用户的使用环境，按照需要选择语言。

备注
• 最多可以选择 9 种语言。但是，日语和英语为主要选项。

< 步骤 >

1. 触摸固件更新选择屏幕中的 [Language Select] （语言选择）。

2. 在语言选择画面上，选择要在控制面板 LCD 区域上显示的语言，然后触摸 [Fix] （修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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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触摸 [OK] （确定）。

更新固件
WithoutOutsideStartKey1. 在固件更新选择屏幕中，选择要更新的目标固件数据。如果选择屏幕中显示多页，请检查所有页。

2. 按下 [START] （开始）。（这时，电源键 LED 开始闪烁红色。）

备注 

• 写入程序时会显示每块板的进度。

3. 确认控制面板显示了表示数据已正确重新写入的信息 （[Downloading Completed] （下载已完成））。（电源键 LED 亮蓝色。）

备注
• 检查所有页，确保没有正在进行固件更新 （下载）的项目。

4. 关闭主电源开关。

5. 取出 USB 存储器。

6. 打开主电源开关。

7. 在维修模式中检查固件版本。

2.3 数据传输失败时的操作
WithoutOutsideStartKey• 如果控制面板上显示 “NG”，则表示重新写入已失败 （这时电源键 LED 会亮红色），请采取以下步骤。

1. 请再次执行数据替换步骤。

2. 如果该操作异常终止，请更换新的 USB 存储器并并尝试另一次替换操作。

3. 如果步骤仍会异常终止，请更换造成 “NG” 的板并执行数据替换步骤。
BoardTable_C360i

Downloading…(**%)

Downloading…(**%)

Downloading…(**%)

Downloading…(**%)

Downloading…(**%)

Downloading…(**%)

Downloading…(**%)

Downloading…(**%)

Downloading…(**%)

Downloading…(**%)

Downloading…(**%)

要更新的固件 相应的板 说明

MFP 控制器 存储板 （STRGB） -

扫描器 / 打印机 CPU 板 （CPUB） -

DSC1 DSC 板 /1 （DSCB/1） 仅安装 SC-509 时

DSC2 - -

ADF （DF-M） DF 控制板 （DFCB） 仅安装 DF 时

排纸处理器 FS 控制板 （FSCB） 仅安装 FS-533 或 FS-536/536SD 时

SD - 仅安装 FS-536SD 时

传真卡控制器 1 传真卡 /1 （FAXB/1） 仅安装 FK-514 时

传真卡控制器 2 传真卡 /2 （FAXB/2） 仅安装 FK-514 时

传真卡控制器 3 传真卡 /3 （FAXB/3） 仅安装 FK-515 时

传真卡控制器 4 传真卡 /4 （FAXB/4） 仅安装 FK-515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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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ternet ISW

3.1 维修环境
• 若要使用 “Internet ISW”， MFP 必须连接到可使用 ftp 或 http 协议在互联网上下载固件的网络环境。

• “Internet ISW” 在以下条件下不会运行。

• 主电源开关设置为关闭。

• 副电源自动关闭模式已启用。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 机器正在运行，或者有作业 （包括指定的作业）。

• 机器处于具有暂停作业的闲置状态。

• 发生卡纸。

• 图像文件在存储器中。

• 型号或程序的电路板不匹配。

3.2 准备

3.2.1 制作固件数据
• 需要转换固件数据并将其保存在 Internet ISW 服务器的目标目录中以通过 Internet ISW 更新固件。

< 步骤 >

1. 解压固件文件。

2. 将解压文件夹 [1] 中的固件文件夹 “FW****”[2] 拖放到相同文件夹中的批处理文件 “mktar_A7PU.bat”[3] 中。

备注
• 关于文件夹的名称 [2] 以及文件的名称 [3]，请参见 “ 表：文件夹名称、文件名 ”。

3. Windows 命令提示运行，开始生成文件。

4. 处理完成时，命令提示自动关闭。

5. 会在相同的目录下创建 “XXfw.tar” 文件。

备注
• 关于文件名，请参见 “ 表：文件夹名称、文件名 ”。

6. 将 “XXfw.tar” 文件复制到 Internet ISW 程序服务器的预定目录。
FolderFileName_C360i

表：文件夹名称、文件名

3.2.2 Internet ISW 设置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Internet ISW]->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中启用 

Internet ISW 功能。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Internet ISW] 中，配置与 Internet ISW 功能有关的设置，包括要

使用的协议和程序服务器的访问设置。

• 有关详细设置，请参见 “I.19.1.Internet ISW”。

FW****文件夹

mktar_XX.bat

[1] [2]

[3]

FW****文件夹

mktar_XX.bat

XXfw.tar

产品名 固件数据文件夹名称 文件名 （.bat） 文件名 （.tar）

bizhub C360i/C300i/C250i FW0020 mktar_AA2J.bat AA2Jfw.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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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固件重写

备注
• 执行 Internet ISW 时，请事先让管理员赋予权限。

• 下载时请勿关闭主电源。

更新指令
• Internet ISW 的固件更新指令可以从控制面板、 CS Remote Care 和 Web Connection 发出。

备注 
• MFP 的 IP 地址由 DHCP 指定时，使用 [Download/Update] （下载 / 更新）按钮会造成固件重写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请使用 [Download] （下

载）按钮。
• 通过 CS Remote Care 或 Web Connection 执行远程固件重写时需要 MFP 的静态 IP 地址。

• 通过 Wi-Fi 连接时，无法通过 [Download/Update] （下载 / 更新）按钮进行更新。在这种情况下请使用 [Download] （下载）按钮。

< 控制面板 >

1. 触摸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Internet ISW] -> [Download] （下载）。

2. 若要下载并更新固件数据，请选择 [Download/Update] （下载 / 更新）。若要仅下载固件数据并稍后更新，请选择 [Download] （下载）。

3. 触摸 [Start] （开始）。

4. MFP 访问程序服务器并开始下载固件数据。

5. 若要下载并更新固件数据，请在固件更新画面中选择要写入并用新版本替换的固件数据类型并按下 [START] （开始）。

备注
• 除非按下控制面板上按键之一，否则本机重启时 30 秒后便会更新固件。

• 显示项目因本机安装的选购件配置而异。

• 如果选择屏幕中显示多页，请检查所有页。
<CS Remote Care>

• 从 CS Remote Care 中心发出更新指令。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CS Remote Care 中心手册。

备注

• 有关 CS Remote Care 相关的详细错误信息，请参见 “I.8.1.Remote Care”。
<Web Connection>

1. 访问 MFP 的 Web Connection。

2. 在管理员模式中，使用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 -> [Firmware Update Parameters] （固件更新参数）发出更新指令。

更新期间
1. 按下 [Start] （开始）后， MFP 主机会连接到程序服务器并开始下载。

2. 连接或传输数据时画面上会显示表示状态的信息。

完成更新
< 固件正常更新 >

1. 固件正常更新时，请在自动或手动模式下重启 MFP 以显示输出结果，然后触摸 [OK] （确定）返回主画面。

< 由于网络故障无法更新固件 >

1. 由于连接网络故障无法完成更新时，会显示错误代码和信息。

2. 以自动或手动模式重启 MFP 主机，然后触摸 [OK] （确定）。可以使用进行更新前的固件版本。

3. 通过 Internet ISW 错误代码 确认网络设置，然后再次尝试更新。

< 开始更新过程后无法更新固件 >

1. 一旦固件更新开始后， MFP 中的 ROM 会被删除。更新开始后便失败时，请重启 MFP，然后切换到待机画面重新尝试下载。

2. 在控制面板上更新时，触摸待机画面上的 [settings] （设置），然后再次检查网络设置。触摸 [Download] （下载），然后重启 Internet ISW。

备注

• 如果固件未更新关闭 / 打开主电源开关后会返回待机画面而不会失败。

• 固件可以使用 USB 存储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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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动更新设置

4.1 维修环境
• 若要使用 “Auto Update setting （自动更新设置） ”， MFP 必须连接到可使用 SMB 或 http 协议在网络上下载固件数据的网络环境。

• MFP 在处于以下条件时自动更新功能不会运行。

• 主电源开关设置为关闭。

• 启用副电源关闭模式 （电源键为橙色）或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 （电源键闪烁橙色）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N （开） ”。

• MFP 正在运行，或者有作业 （包括指定的作业）。

• MFP 处于具有暂停作业的闲置状态。

• 发生了故障。

• 图像文件在存储器中。

• 型号或程序的电路板不匹配。

4.2 准备
• 为了有效地使用此自动更新设置，执行以下步骤前，请联系管理员获得同意。

• 将获得的固件数据转换为适当格式。请参见 “K.3.2.1. 制作固件数据 ”。

• 创建程序更新信息文件 （C_UpdateList.ini）。

• 将固件数据和程序更新信息文件更新到程序服务器。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置） -> [Machine Auto Update setting] （机器自动更新设置） -> [Auto 

Update setting] （自动更新设置）中，配置与自动更新功能有关的设置。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I.19.2.1.Auto Update setting （自动更新设置） ”。

4.3 固件重写

下载
• 按照配置的轮询间隔访问程序服务器，以检查程序更新信息文件。

• 对比程序服务器中的程序更新信息文件与 MFP 中的该文件，然后以更改后的版本号开始下载固件数据。

自动更新固件
• 在计划的更新时间，如果 MFP 电源设置为开启，会自动执行重写。如果电源设置为关闭，则不会执行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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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安装 i-Option 数据

5.1 i-Option 可用功能
Available function for i-Option_Eagle

5.2 LK-107/LK-108 字体数据安装步骤
1. 准备 USB 存储器。

2. 将字体数据复制到 USB 存储器的根目录。

• OCR 字体：download_OCRA-0.pdf

• Unicode 字体：download_Andale_J-0.pdf、 download_Andale_K-0.pdf、 download_Andale_S-0.pdf、 download_Andale_T-0.pdf

3. 打开主电源开关，然后将 USB 存储器连接至控制面板上的 USB 端口。

4. 控制面板上将显示信息 “Print a document from External Memory” （从外部存储器打印文档），然后选择文件。

5. 将显示 USB 存储器中的字体数据，然后选择这些数据打印。

6. 将显示信息 “Document Printing Failed” （文档打印失败），然后触摸 [OK] （确定）。

7. 打印出 PCL 字体列表，然后确认字体数据以下列名称注册。

• LK-107: Andale Mono WT J、 Andale Mono WT K、 Andale Mono WT S、 Andale Mono WT T

• LK-108: OCR-A

i-Option 功能 数据位置 格式化 MFP 存储器时如何安装数据

LK-102 v3 PDF 处理 在标配固件中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System 2]（系统 2）-> [Install 
Data] （安装数据）LK-104 v3 Voice guidance （语音提示） 在标配固件中

LK-105 v4 可搜索 PDF 在标配固件中

LK-106 条形码字体 在标配固件中 无

LK-107 Unicode 字体 在标配固件中 LK-107/LK-108 字体数据安装步骤

LK-108 OCR 字体 在标配固件中

LK-110 v2 高功能图像处理 在标配固件中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System 2]（系统 2）-> [Install 
Data] （安装数据）

LK-111 增强外部联动装置（通过 ThinPrint 
支持）

在标配固件中 无

LK-114 全能打印 在标配固件中

LK-115 v2 TPM （可信平台模块） 在标配固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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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新固件时创建备份文件
FWBackUp_IT6• 通过启用备份，更新固件时将旧的固件数据备份到主机的存储器。

• 如果主机存储器中有备份数据，会删除旧的备份数据，然后备份新的固件数据。

• 这样可让您在如果升级固件时发生错误恢复备份的固件 （回滚）。

• 若要对固件进行回滚操作，请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s] （机器更新设置） -> [Firmware Rollback] （固件回

滚）。

< 步骤 >

1. 更新固件时会显示固件更新选择屏幕。

2. 触摸固件更新选择屏幕中的 [FW Backup] （固件备份）。

3. 在固件备份画面中选择 [USB FW BACKUP] （USB 固件备份）和 [OTHER FW BACKUP] （其它固件备份）。

• [USB FW BACKUP] （USB 固件备份）：更新 USB 闪存上的固件时选择执行备份。

• [OTHER FW BACKUP] （其它固件备份）：使用非 USB Internet ISW 或自动更新功能更新固件时选择执行备份。

4. 触摸 [OK] （确定）。

5. 更新固件。

备注
• 更新过程在创建备份时要比不创建备份时需要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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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故障排除

1. 卡纸代码

1.1 卡纸画面

显示步骤
• 发生卡纸时，会显示信息、卡纸清除步骤、发生卡纸的位置 （数字点亮）、剩余纸张的位置 （数字点亮），以及卡纸代码。

• 触摸 [Display Switch] （显示切换），切换显示卡纸清除步骤或卡纸发生位置的画面。

显示卡纸清除步骤的画面

显示卡纸发生位置的画面

备注

• 仅当将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JAM Code Display Setting] （卡纸代码显示设置）设为 “Display （显示） ”
时，才会在卡纸警告屏幕上显示卡纸代码。 

• 要更改显示卡纸位置的屏幕上的初始显示，在 [Utility]（效用） -> [Utility]（效用） -> [Customize]（自定义） -> [Active screen setting]（活动屏

幕）上将 [Paper jam release procedure display settings] （卡纸释放程序显示设置）设为 “OFF （关） ”。当 [Paper jam release procedure 
display settings] （卡纸释放程序显示设置）设为 “OFF （关） ” 时， “ 显示卡纸清理程序的屏幕 ” 不会显示。

• 当出现纸盘提升故障 （故障代码）时，对于可通过取出纸盘消除的故障，会显示以下屏幕，引导用户如何清除卡纸和如何正确装入纸张。因
此，对于剩余的卡纸，此屏幕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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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按照指南采取措施后仍无法消除纸盘提升故障，则会显示一个故障代码 （C-02XX）。

重置步骤
1. 打开相应的门，清除卡住的纸张，然后将门关闭。

2. 触摸触摸面板上显示的 “OK” （确定）。

1.2 初始检查项目
• 发生卡纸时，首先执行以下初始检查项目。

检查项目 对策

纸张是否符合产品规格？ 更换纸张。

纸张是否卷曲、曲皱或潮湿？ 更换纸张。
指导用户正确存放纸张。

纸张通道中是否存在异物？纸张通道是否变形或磨损？ 清洁纸张通道或者在必要时更换纸张通道上的零件。

轮或辊是否太脏、变形或磨损？ 清洁有缺陷的轮或辊。
更换有缺陷的轮或辊。

纸张尺寸与边缘导板所检测到的纸张尺寸是否匹配？ 将边缘导板调整到匹配纸张尺寸。

激活器操作是否正确？ 修正损坏的激活器。
更换损坏的激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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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卡纸代码列表

卡纸代码 卡纸类型

10-01 手送纸盒进纸部分卡纸

10-02

10-40

11-01 纸盒 1 进纸部分卡纸

11-02

11-05

11-40

12-01 纸盒 2 进纸部分卡纸

12-05

12-40

13-01 纸盒 3 进纸部分卡纸

13-05

13-40

14-01 纸盒 4 进纸部分卡纸

14-05

14-40

15-01 外接 LCT 进纸部分卡纸

15-40

16-01 转印 LCT 进纸 / 传送部分卡纸

16-05

16-40

20-01 垂直传送部分卡纸

20-02

20-21

20-22

30-03 第 2 转印部分卡纸

32-01 定影 / 出纸部分卡纸

32-05

32-06

66-01 DF 翻转部分卡纸 （安装了 DF-632 时）

66-11

66-21

66-02 DF 进纸部分卡纸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66-03 DF 传送部分卡纸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66-13

66-23

66-33

66-04 DF 出纸部分卡纸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66-14

66-24 DF 出纸部分卡纸 （安装了 DF-632 时）

66-34

66-05 DF 图像读取部分卡纸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66-06

66-15 DF 图像读取部分卡纸 （安装了 DF-632 时）

66-07 DF 进纸 / 传送 / 图像读取 / 翻转 / 出纸部分卡纸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66-08 双张进纸检测卡纸 （安装了 DF-714 时）

72-14 FS 传送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72-15 FS 传送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72-16 FS 传送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3、 FS-533+PK-519、 FS-536 或 FS-536SD 时）

72-17 FS 传送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536SD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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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不显示卡纸代码的卡纸

72-18 FS 传送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72-19 FS 传送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72-21 FS 传送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536SD 时）

72-22 FS 传送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72-23 FS 传送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72-25 SD 出纸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SD 时）

72-26 SD 出纸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SD 时）

72-43 PK JAM 卡纸 （安装了 FS-533+PK-519、 FS-536+PK-520 或 FS-536SD+PK-520 时）

72-70 PK JAM 卡纸 （安装了 FS-533+PK-519 时）

72-81 FS 装订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536SD 时）

72-84 SD 装订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SD 时）

72-85 SD 传送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SD 时）

72-86 SD 传送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SD 时）

72-87 SD 传送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SD 时）

75-42 RU 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75-43 RU 部分卡纸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92-01 双面预对位部分卡纸

92-02

92-40

93-10 双面传送部分卡纸

99-01 控制器卡纸 （纸张尺寸错误）

99-02 控制器卡纸 （控制器强制停止命令）

99-03 控制器卡纸 （图像处理）

99-04 控制器卡纸 （未解除主机中的作业预约）

99-05 控制器卡纸 （主机不能开始作业）

99-06 控制器卡纸 （主机上的打印控制未完成）

99-07 控制器卡纸 （主机不能完成作业）

99-08 控制器卡纸 （排纸处理器不能开始作业）

99-09 控制器卡纸 （排纸处理器不能完成作业）

卡纸类型 卡纸检测时序 参考页

纸盒 2 进纸部分卡纸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纸盒 2 垂直传送

传感器 （PS19）打开，纸盒 2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5.3.12-01、 12-05、 12-40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
确定存在一张纸，纸盒 2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纸盒 3 进纸部分卡纸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纸盒 3 垂直传送

传感器 （PS113）打开，纸盒 3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5.4.13-01、 13-05、 13-40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
确定存在一张纸，纸盒 3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纸盒 4 进纸部分卡纸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纸盒 4 垂直传送

传感器 （PS123）打开，纸盒 4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5.5.14-01、 14-05、 14-40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
确定存在一张纸，纸盒 4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外接 LCT 进纸部分卡纸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 LU 进纸传感器

（PS3）打开，外接 LCT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5.6.15-01、 15-40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
确定存在一张纸，外接 LCT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转印 LCT 进纸 / 传送部分卡

纸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33）打开，转印 LCT 传送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5.7.16-01、 16-05、 16-40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
确定存在一张纸，转印 LCT 传送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代码 卡纸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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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传送部分卡纸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
确定存在一张纸，垂直传送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6.2.20-21
L.1.6.3.20-22

第 2 转印部分卡纸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对位传感器
（PS1）打开 （解除阻断），第 2 转印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7.1.30-03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
确定存在一张纸，第 2 转印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定影 / 出纸部分卡纸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出纸传感器
（PS3）打开 （解除阻断），出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7.2.32-01、 32-05、 32-06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
确定存在一张纸，出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DF 进纸部分卡纸 如果主电源开关打开、 DF 左盖打开 / 关闭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分离传感器

（PS2）打开 （被阻断）后，则 DF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8.2.66-02

DF 传送部分卡纸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 DF 左盖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对位传感

器 （PS3）打开 （释放）， DF 转印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8.3.66-03、66-13、66-23、66-33

DF 出纸部分卡纸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 DF 左盖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出纸传感

器 （PS5）打开 （被阻断）， DF 出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8.4.66-04、66-14、66-24、66-34

DF 图像读取部分卡纸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 DF 左盖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文档读取

传感器 （PS4、 PS6）打开， DF 图像读取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8.5.66-05、 66-06、 66-15

双面预对位部分卡纸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
确定存在一张纸，双面预对位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10.1.92-01、 92-02、 92-40

双面传送部分卡纸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 ADU 纸张通道传

感器 /1 （PS40）打开 （解除阻断）或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2 （PS41）打开

（被阻断），双面传送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L.1.10.2.93-10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
确定存在一张纸，双面传送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类型 卡纸检测时序 参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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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1.5.1 10-01、 10-02、 10-40

内容

步骤

1.5.2 11-01、 11-02、 11-05、 11-40

内容

卡纸类型 手送纸盒进纸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10-01、 10-02、 10-40

卡纸检测时序 10-01 手送纸盒开始进纸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张的主缘也没有打开 （解除阻断）对位传感器
（PS1）。

10-02 对于从手送纸盒送入的纸张，由于执行对位的负荷上升时序要早于形成波幅的负荷上升时序，因此在
纸张进入对位辊前，波幅形成尚未完成。

10-40 对于从手送纸盒送入的纸张，在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输出时序后，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许可会继续禁用预
设的时间。

卡纸处理位置 右门

相关零件 • 传送马达 （M1）

• 对位离合器 （CL4）

• 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 （CL7）

• 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 （SD1）

• 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 （SD6）

• 对位传感器 （PS1）

• 基板 （BASE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15E-9 （开） 4-C

3 CL4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1

• 多重代码：2

BASEB CN15E-2 （开） 3-C

4 CL7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0

• 多重代码：3

BASEB CN26EA-12 （开） 10-K

5 SD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3

• 多重代码：3

BASEB CN26EA-9 （开） 10-K

6 SD6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3

• 多重代码：3

BASEB CN26EA-7 （开） 10-K

7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0

• 多重代码：1, 4, 5

BASEB CN19EA-1 至 5 1-C

8 更换 BASEB。 - -

卡纸类型 纸盒 1 进纸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11-01、 11-02、 11-05、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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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5.3 12-01、 12-05、 12-40

内容

卡纸检测时序 11-01 纸盒 1 开始进纸后，即使纸张主缘打开纸盒 1 进纸传感器（PS23）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对位传感器

（PS1）仍未打开 （解除阻断）。

11-02 对于从纸盒 1 送入的纸张，由于执行对位的负荷上升时序要早于形成波幅的负荷上升时序，因此在纸

张进入对位辊前，波幅形成尚未完成。

11-05 纸盒 1 开始进纸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张的主缘也没有打开纸盒 1 进纸传感器 （PS23）。

11-40 对于从纸盒 1 送入的纸张，在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输出时序后，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许可会继续禁用预设

的时间。

卡纸处理位置 • 右门

• 纸盒 1

相关零件 • 传送马达 （M1）

• 纸盒 1 进纸离合器 （CL3）

• 对位离合器 （CL4）

• 进纸辊快速离合器 （CL10）

• 对位传感器 （PS1）

• 纸盒 1 进纸传感器 （PS23）

• 基板 （BASE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15E-9 （开） 4-C

3 PS2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23E-2 （开） 15-K

4 CL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0

• 多重代码：1

BASEB CN26EA-20 （开） 11-K

5 CL4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1

• 多重代码：2

BASEB CN15E-2 （开） 3-C

6 CL10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0

• 多重代码：4

BASEB CN27EA-2 （开） 13-K

7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0

• 多重代码：1, 4, 5

BASEB CN19EA-1 至 5 1-C

8 更换 BASEB。 - -

卡纸类型 纸盒 2 进纸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12-01、 12-05、 12-40

卡纸检测时序 12-01 纸盒 2 开始进纸后，即使纸张主缘打开纸盒 2 进纸传感器（PS20）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盒 2 垂直

传送传感器 （PS19）仍未打开。

12-05 纸盒 2 开始进纸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张的主缘也没有打开纸盒 2 进纸传感器 （PS20）。

12-40 对于从纸盒 2 送入的纸张，在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输出时序后，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许可会继续禁用预设

的时间。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打开，

纸盒 2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确定存在一张纸，纸盒 
2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 右门

• 纸盒 2

相关零件 • 传送马达 （M1）

• 纸盒 2 进纸离合器 （CL1）

• 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 （CL2）

• 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

• 纸盒 2 进纸传感器 （PS20）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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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5.4 13-01、 13-05、 13-40

内容

步骤

1.5.5 14-01、 14-05、 14-40

内容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9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23E-8 （开） 15-K

3 PS20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23E-5 （开） 15-K

4 CL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0

• 多重代码：2

BASEB CN23E-16 （开） 16-K

5 CL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1

• 多重代码：1

BASEB CN23E-19 （开） 17-K

6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0

• 多重代码：1, 4, 5

BASEB CN19EA-1 至 5 1-C

7 更换 BASEB。 - -

卡纸类型 纸盒 3 进纸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13-01、 13-05、 13-40

卡纸检测时序 13-01 纸盒 3 开始进纸后，即使纸张主缘打开纸盒 3 进纸传感器 （PS112）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盒 3 垂
直传送传感器 （PS113）仍未打开。

13-05 纸盒 3 开始进纸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张的主缘也没有打开纸盒 3 进纸传感器 （PS112）。

13-40 对于从纸盒 3 送入的纸张，在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输出时序后，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许可会继续禁用预设

的时间。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纸盒 3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13）打

开，纸盒 3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确定存在一张纸，纸盒 
3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 右门

• 纸盒 3

相关零件 • 纸盒 3 进纸马达 （M111）

• 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 （M112）

• 纸盒 3 进纸传感器 （PS112）

• 纸盒 3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13）

• PC 控制板 （PC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1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PCCB CN4-11 （开） PC-116/PC-216 5 至 6-C

3 PS11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PCCB CN4-14 （开） PC-116/PC-216 5-C

4 M11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11, 14, 15

PCCB CN5-1 至 8 PC-116/PC-216 4-C

5 M11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21, 24, 25

PCCB CN5-9 至 16 PC-116/PC-216 3 至 4-C

6 更换 PCCB。 - -

卡纸类型 纸盒 4 进纸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14-01、 14-05、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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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5.6 15-01、 15-40

内容

步骤

卡纸检测时序 14-01 纸盒 4 开始进纸后，即使纸张主缘打开纸盒 4 进纸传感器 （PS122）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盒 4 垂
直传送传感器 （PS123）仍未打开。

14-05 纸盒 4 开始进纸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张的主缘也没有打开纸盒 4 进纸传感器 （PS122）。

14-40 对于从纸盒 4 送入的纸张，在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输出时序后，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许可会继续禁用预设

的时间。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纸盒 4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23）打

开，纸盒 4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确定存在一张纸，纸盒 
4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 右门

• 纸盒 4

相关零件 • 纸盒 4 进纸马达 （M121）

• 纸盒 4 垂直传送马达 （M122）

• 纸盒 4 进纸传感器 （PS122）

• 纸盒 4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23）

• PC 控制板 （PC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2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PCCB CN18C-2 （开） PC-216 7-K

3 PS12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PCCB CN18C-5 （开） PC-216 7-K

4 M12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16, 19, 20

PCCB CN9C-1 至 8 PC-216 6-K

5 M12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26, 29, 30

PCCB CN9C-9 至 16 PC-216 6-K

6 更换 PCCB。 - -

卡纸类型 外接 LCT 进纸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15-01、 15-40

卡纸检测时序 15-01 外部 LCT 开始进纸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张的主缘也没有打开 LU 进纸传感器 （PS3）。

15-40 对于从外部 LCT 送入的纸张，在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输出时序后，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许可会继续禁用

预设的时间。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 LU 进纸传感器 （PS3）打开，外接 
LCT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确定存在一张纸，外接 
LCT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右门

相关零件 • LU 进纸马达 (M2)

• LU 进纸传感器 （PS3）

• LU 驱动板 （LUDB）

• 基板 （BASEB）

• PC 控制板 （PC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调整 LCT 的拾纸辊负荷。 - -

3 PS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LUDB CN5-8 (ON) LU-302 4-G

4 M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41, 44, 45

LUDB CN4-5 至 8 LU-302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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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16-01、 16-05、 16-40

内容

步骤

1.6 2#-##

1.6.1 20-01、 20-02

内容

5 更换 LUDB。 - -

6 更换 BASEB。 - -

7 更换 PCCB。（PC-116/PC-216 / PC-416） - -

卡纸类型 转印 LCT 进纸 /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16-01、 16-05、 16-40

卡纸检测时序 16-01 转印 LCT 开始进纸后，即使纸张主缘打开进纸传感器（PS132）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垂直传送传感

器 （PS133）仍未打开。

16-05 转印 LCT 开始进纸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张的主缘也没有打开进纸传感器 （PS132）。

16-40 对于从转印 LCT 送入的纸张，在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输出时序后，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许可会继续禁用

预设的时间。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33）打开，转印 
LCT 传送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确定存在一张纸，转印 
LCT 传送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右门

相关零件 • 进纸马达 （M131）

• 垂直传送马达 （M132）

• 进纸传感器 （PS132）

•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33）

• PC 控制板 （PC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3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PCCB CN4-11 （开） PC-416 7-J

3 PS13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PCCB CN4-14 （开） PC-416 7-J

4 M13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1, 4, 5

PCCB CN5-1 至 8 PC-416 5-J

5 M13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6, 9, 10

PCCB CN5-9 至 16 PC-416 4-J

6 更换 PCCB。 - -

卡纸类型 垂直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20-01、 20-02

卡纸检测时序 20-01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对位传感器（PS1）仍未打

开 （解除阻断）。

20-02 对于从纸盒 2、纸盒 3、纸盒 4 或 LCT 送入的纸张，由于执行对位的负荷上升时序要早于形成波幅的

负荷上升时序，因此在纸张进入对位辊前，波幅形成尚未完成。

卡纸处理位置 右门

相关零件 • 传送马达 （M1）

• 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 （CL2）

• 对位离合器 （CL4）

• 对位传感器 （PS1）

• 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

• 基板 （BASE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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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6.2 20-21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PC-116 或 PC-216 时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15E-9 （开） 4-C

3 PS19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23E-8 （开） 15-K

4 CL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1

• 多重代码：1

BASEB CN23E-19 （开） 17-K

5 CL4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1

• 多重代码：2

BASEB CN15E-2 （开） 3-C

6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0

• 多重代码：1, 4, 5

BASEB CN19EA-1 至 5 1-C

7 更换 BASEB。 - -

卡纸类型 垂直传送部分卡纸 （纸盒 3）

卡纸代码 20-21

卡纸检测时序 20-21 < 安装了 PC-116 或 PC-216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纸盒 3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13）后过去了指定的时

间，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仍未打开。

< 安装了 PC-416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33）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

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仍未打开。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确定存在一张纸，垂直
传送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右门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PC-116 或 PC-216 时 > • 传送马达 （M1）

• 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 （M112）

• 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 （CL2）

• 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

• 纸盒 3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13）

• 基板 （BASEB）

• PC 控制板 （PCCB）

< 安装了 PC-416 时 > • 传送马达 （M1）

• 垂直传送马达 （M132）

• 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 （CL2）

• 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

•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33）

• 基板 （BASEB）

• PC 控制板 （PC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1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PCCB CN4-14 （开） PC-116/PC-216 5-C

3 PS19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23E-8 （开） 15-K

4 CL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1

• 多重代码：1

BASEB CN23E-19 （开） 17-K

5 M11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21, 24, 25

PCCB CN5-9 至 16 PC-116/PC-216 3 至 4-C

6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0

• 多重代码：1, 4, 5

BASEB CN19EA-1 至 5 1-C

7 更换 BASEB。 - -

8 更换 PCC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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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了 PC-416 时

1.6.3 20-22

内容

步骤

1.7 3#-##

1.7.1 30-03

内容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3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PCCB CN4-14 （开） PC-416 7-J

3 PS19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23E-8 （开） 15-K

4 CL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1

• 多重代码：1

BASEB CN23E-19 （开） 17-K

5 M13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6, 9, 10

PCCB CN5-9 至 16 PC-416 4-J

6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0

• 多重代码：1, 4, 5

BASEB CN19EA-1 至 5 1-C

7 更换 BASEB。 - -

8 更换 PCCB。 - -

卡纸类型 垂直传送部分卡纸 （纸盒 4）

卡纸代码 20-22

卡纸检测时序 20-22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纸盒 4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23）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盒 3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13）仍未打开。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确定存在一张纸，垂直
传送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右门

相关零件 • 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 （M112）

• 纸盒 4 垂直传送马达 （M122）

• 纸盒 3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13）

• 纸盒 4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23）

• PC 控制板 （PC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2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PCCB CN18-5 （开） PC-216 7-K

3 PS11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PCCB CN4-14 （开） PC-216 5-C

4 M12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26, 29, 30

PCCB CN9C-9 至 16 PC-216 6-K

5 M11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21, 24, 25

PCCB CN5-9 至 16 PC-216 3 至 4-C

6 更换 PCCB。 - -

卡纸类型 第 2 转印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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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7.2 32-01、 32-05、 32-06

内容

步骤

卡纸检测时序 30-03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解除阻断）对位传感器 （PS1）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定影波幅传感器 （PS2）
仍未打开 （解除阻断）。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对位传感器 （PS1）打开 （解除阻

断），第 2 转印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确定存在一张纸，第 2 
转印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右门

相关零件 • 传送马达 （M1）

• 对位离合器 （CL4）

• 对位传感器 （PS1）

• 定影波幅传感器 （PS2）

• 扩展控制板 （EXCB）

• 基板 （BASE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15E-9 （开） 4-C

3 PS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EXCB CN13EX-6 （开） 4-X

4 CL4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1

• 多重代码：2

BASEB CN15E-2 （开） 3-C

5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0

• 多重代码：1, 4, 5

BASEB CN19EA-1 至 5 1-C

6 更换 EXCB。 - -

7 更换 BASEB。 - -

卡纸类型 定影 / 出纸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32-01、 32-05、 32-06

卡纸检测时序 32-01 反转序列开始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张的主缘仍未打开（解除阻断）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
1 （PS40）。

32-05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解除阻断） PS3 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出纸传感器 （PS3）仍未关闭 （阻断）。

32-06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解除阻断）定影波幅传感器 （PS2）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出纸传感器 （PS3）
仍未打开 （解除阻断）。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出纸传感器 （PS3）打开 （解除阻

断），出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确定存在一张纸，出纸
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右门

相关零件 • 传送马达 （M1）

• 定影马达 （M3）

• 出纸 / 反转马达 （M4）

• ADU 传送马达 （M5）

• 定影波幅传感器 （PS2）

• 出纸传感器 （PS3）

•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1 （PS40）

• 出纸通道开关电磁铁 （SD3）

• 扩展控制板 （EXCB）

• 基板 （BASE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EXCB CN13EX-6 （开） 4-C

3 PS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22E-3 （开） 11-C

4 PS40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22E-6 （开） 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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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

1.8.1 66-01、 66-11、 66-21

内容

步骤

5 SD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83

• 多重代码：0

BASEB CN13E-7 (24V) 12-C

6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0

• 多重代码：1, 4, 5

BASEB CN19EA-1 至 5 1-C

7 M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5

• 多重代码：1, 4, 5, 6

BASEB CN19EA-6 至 10 1-C

8 M4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84

• 多重代码：1, 4, 5, 6, 9, 10

BASEB CN18E-3 至 6 5-C

9 M5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85

• 多重代码：1, 4, 5

BASEB CN18E-7 至 10 5-C

10 更换 EXCB。 - -

11 更换 BASEB。 - -

卡纸类型 DF 翻转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66-01、 66-11、 66-21

卡纸检测时序 66-01 < 安装了 DF-632 时 > 反转对位操作开始后，即使经过了指定的时间，对位传感器 （PS3）也

没有打开 （解除阻断）。

66-11 < 安装了 DF-632 时 > 反转对位操作开始后， PS3 打开 （解除阻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

间，对位传感器 （PS3）也没有关闭 （被阻断）。

66-21 < 安装了 DF-632 时 > 反转对位操作开始后，对位传感器 （PS3）打开 （解除阻断）后，即使

经过了指定的时间，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也没有打开。

卡纸处理位置 • 左盖

• 重新进纸口

相关零件 • 文档读取马达 （M1）

• 对位马达 （M3）

• 对位传感器 （PS3）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

• DF 控制板 （DF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0-3 （开） DF-632 2-G

3 PS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4-12 （开） DF-632 5-G

4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 34、 35、 36、 37、 38、 39

DFCB J7-1 至 4 DF-632 2-B

5 M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17, 18, 19, 20

DFCB J6-1 至 4 DF-632 3-B

6 DFCB F6 传导性检查 - -

7 更换 DFCB。 -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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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66-02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DF-632 时

安装了 DF-714 时

卡纸类型 DF 进纸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66-02

卡纸检测时序 66-02 <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

进纸马达 （M2）打开后，即使经过了指定的时间，后分离传感器

（PS2）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 如果主电源开关打开、 DF 左盖打开 / 关闭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分离传感器（PS2）打开（被阻断）

后，则 DF 进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左盖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DF-632 时 > • 进纸马达 （M2）

• 分离后传感器 （PS2）

•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PS6）

•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2 （PS7）

•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VR1）

• DF 控制板 （DFCB）

< 安装了 DF-714 时 > • 进纸马达 （M2）

• 分离后传感器 （PS2）

•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PS8）

•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2 （PS9）

•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VR1）

• DF 控制板 （DF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调整分离辊的压力。 - -

3 PS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4-8 （开） DF-632 6-G

4 PS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2-6 （开） DF-632 4-G

5 PS7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2-5 （开） DF-632 4-G

6 VR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2-3 （开） DF-632 4-G

7 M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1, 2, 3, 5, 6

DFCB J5-1 至 4 DF-632 2-B

8 DFCB F3 传导性检查 - -

9 更换 DFCB。 -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调整分离辊的压力。 - -

3 PS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4-8 （开） DF-714 6-G

4 PS8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2-6 （开） DF-714 3 至 4-G

5 PS9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2-5 （开） DF-714 3-G

6 VR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2-3 （开） DF-714 4-G

7 M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1, 2, 3, 4, 5, 6

DFCB J5-1 至 4 DF-714 1 至 2-B

8 DFCB F3 传导性检查 - -

9 更换 DFC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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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66-03、 66-13、 66-23、 66-33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DF-632 时

安装了 DF-714 时

卡纸类型 DF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66-03、 66-13、 66-23、 66-33

卡纸检测时序 66-03 <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

PS2 打开 （被阻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后分离传感器

（PS2）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66-13 <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

后分离传感器 （PS2）打开 （被阻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对

位传感器 （PS3）也没有打开 （解除阻断）。

66-23 <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

PS3 打开 （解除阻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对位传感器

（PS3）也没有关闭 （被阻断）。

66-33 < 安装了 DF-632 时 > 对位传感器 （PS3）打开 （解除阻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文

档读取传感器 （PS4）也没有打开。

< 安装了 DF-714 时 > 对位传感器 （PS3）打开 （解除阻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文

档读取传感器 （PS6）也没有打开。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 DF 左盖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对位传感器 （PS3）打开 （释

放）， DF 转印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左盖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DF-632 时 > • 文档读取马达 （M1）

• 进纸马达 （M2）

• 对位马达 （M3）

• 分离后传感器 （PS2）

• 对位传感器 （PS3）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

• DF 控制板 （DFCB）

< 安装了 DF-714 时 > • 文档读取马达 （M1）

• 进纸马达 （M2）

• 对位马达 （M3）

• 分离后传感器 （PS2）

• 对位传感器 （PS3）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6）

• DF 控制板 （DF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4-8 （开） DF-632 6-G

3 PS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4-12 （开） DF-632 5-G

4 PS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0-3 （开） DF-632 2-G

5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 34、 35、 36、 37、 38、 39

DFCB J7-1 至 4 DF-632 2-B

6 M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1, 2, 3, 5, 6

DFCB J5-1 至 4 DF-632 2-B

7 M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17, 18, 19, 20

DFCB J6-1 至 4 DF-632 3-B

8 DFCB F3、 F4、 F5 传导性检查 - -

9 更换 DFCB。 -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4-8 （开） DF-714 6-G

3 PS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4-12 （开） DF-714 4-G

4 PS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0-3 （开） DF-714 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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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66-04、 66-14、 66-24、 66-34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DF-632 时

5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34, 35, 37, 40

DFCB J7-1 至 4 DF-714 1-B

6 M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1, 2, 3, 4, 5, 6

DFCB J5-1 至 4 DF-714 1 至 2-B

7 M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17, 18, 20, 21, 22, 23

DFCB J6-1 至 4 DF-714 2-B

8 DFCB F3、 F4、 F5 传导性检查 - -

9 更换 DFCB。 - -

卡纸类型 DF 出纸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66-04、 66-14、 66-24、 66-34

卡纸检测时序 66-04 < 安装了 DF-632 时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出纸传感器

（PS5）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 安装了 DF-714 时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6）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出纸传感器

（PS5）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66-14 < 安装了 DF-632 时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关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出纸传感器

（PS5）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 安装了 DF-714 时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6）关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出纸传感器

（PS5）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66-24 < 安装了 DF-632 时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出纸传感器

（PS5）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66-34 < 安装了 DF-632 时 > 反转出纸操作后，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关闭后，即使经过了指定的

时间，出纸传感器 （PS5）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 DF 左盖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出纸传感器 （PS5）打开 （被阻

断）， DF 出纸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 左盖

• 开合导板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DF-632 时 > • 文档读取马达 （M1）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

• 出纸传感器 （PS5）

• DF 控制板 （DFCB）

< 安装了 DF-714 时 > • 文档读取马达 （M1）

• 出纸传感器 （PS5）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6）

• DF 控制板 （DF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0-3 （开） DF-632 2-G

3 PS5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5-6 （开） DF-632 3-G

4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 34、 35、 36、 37、 38、 39

DFCB J7-1 至 4 DF-632 2-B

5 更换 DFCB。 -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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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了 DF-714 时

1.8.5 66-05、 66-06、 66-15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DF-632 时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0-3 （开） DF-714 2-G

3 PS5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5-6 （开） DF-714 3-G

4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34, 35, 37, 40

DFCB J7-1 至 4 DF-714 1-B

5 更换 DFCB。 - -

卡纸类型 DF 图像读取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66-05、 66-06、 66-15

卡纸检测时序 66-05 < 安装了 DF-632 时 > 对位传感器 （PS3）关闭 （被阻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文档

读取传感器 （PS4）也没有关闭。

< 安装了 DF-714 时 > 对位传感器 （PS3）关闭 （被阻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文档

读取传感器 （PS6）也没有关闭。

66-06 < 安装了 DF-632 时 > 在原稿传送期间， PS4 关闭后，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早于指定时间

打开。

< 安装了 DF-714 时 > 在原稿传送期间， PS6 关闭后，文档读取传感器 （PS6）早于指定时间

打开。

66-15 < 安装了 DF-632 时 > 反转读取操作开始后，对位传感器 （PS3）关闭 （阻断）后，即使经过

了指定的时间，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也没有关闭。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 DF 左盖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文档读取传感器（PS4、 PS6）打

开， DF 图像读取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左盖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DF-632 时 > • 文档读取马达 （M1）

• 读取辊释放马达 （M5）

• 对位传感器 （PS3）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

• DF 控制板 （DFCB）

< 安装了 DF-714 时 > • 文档读取马达 （M1）

• 读取辊释放马达 （M4）

• 对位传感器 （PS3）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6）

• DF 控制板 （DF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对原稿停止位置进行调整。 - -

3 PS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4-12 （开） DF-632 5-G

4 PS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0-3 （开） DF-632 2-G

5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 34、 35、 36、 37、 38、 39

DFCB J7-1 至 4 DF-632 2-B

6 M5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81, 82

DFCB J18-4 至 5 DF-632 2-G

7 更换 DFC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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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了 DF-714 时

1.8.6 66-07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DF-632 时

安装了 DF-714 时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对原稿停止位置进行调整。 - -

3 PS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4-12 （开） DF-714 4-G

4 PS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0-3 （开） DF-714 2-G

5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34, 35, 37, 40

DFCB J7-1 至 4 DF-714 1-B

6 M4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81, 82

DFCB J18-4 至 5 DF-714 1-G

7 更换 DFCB。 - -

卡纸类型 DF 进纸 / 传送 / 图像读取 / 翻转 / 出纸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66-07

卡纸检测时序 66-07 <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

由于传感器未检测到剩余纸张，所以，在作业开始前，传感器在一个意
想不到的时间点检测到该纸张。

卡纸处理位置 左盖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DF-632 时 > • 对位传感器 （PS3）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

• 出纸传感器 （PS5）

• DF 控制板 （DFCB）

< 安装了 DF-714 时 > • 对位传感器 （PS3）

• 出纸传感器 （PS5）

•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6）

• DF 控制板 （DF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对原稿停止位置进行调整。 - -

3 调整分离辊的压力。 - -

4 PS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4-12 （开） DF-632 5-G

5 PS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0-3 （开） DF-632 2-G

6 PS5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5-6 （开） DF-632 3-G

7 更换 DFCB。 -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对原稿停止位置进行调整。 - -

3 调整分离辊的压力。 - -

4 PS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4-12 （开） DF-714 4-G

5 PS5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5-6 （开） DF-714 3-G

6 PS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DFCB J10-3 （开） DF-714 2-G

7 更换 DFC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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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66-08

内容

步骤

1.9 7#-##

1.9.1 72-14

内容

步骤

1.9.2 72-15

内容

步骤

卡纸类型 双张进纸检测卡纸

卡纸代码 66-08

卡纸检测时序 66-08 < 安装了 DF-714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解除阻断）对位传感器 （PS3）后在指定的时间内

检测到双张进纸。

卡纸处理位置 左盖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DF-714 时 > • 多页进纸检测板 / 发送 （MFDB/TX）

• 多页进纸检测板 / 接收 （MFDB/RX）

• 多页进纸接收器板 （MFRB）

• DF 控制板 （DF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执行多张进纸检测调整 - -

3 更换 MFDB/TX。 - -

4 更换 MFDB/RX。 - -

5 更换 MFRB。 - -

6 更换 DFCB。 - -

卡纸类型 FS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14

卡纸检测时序 72-14 < 安装了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鞍

式出纸传感器 （PS5）仍未打开。

卡纸处理位置 前门

相关零件 • 鞍式出纸传感器 （PS5）

• 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5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5-2 (ON) FS-536/FS-536SD 16-K

3 PS1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9<B>-4 (ON) FS-536/FS-536SD 11-C

4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FS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15

卡纸检测时序 72-15 < 安装了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PS5 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鞍式出纸传感器 （PS5）
仍未关闭。

卡纸处理位置 前门

相关零件 • 鞍式出纸传感器 （PS5）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5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5-2 (ON) FS-536/FS-536SD 16-K

3 更换 FSC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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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72-16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FS-533 或 FS-533+PK-519 时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1.9.4 72-17

内容

卡纸类型 FS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16

卡纸检测时序 72-16 < 安装了 FS-533 时 > 即使纸张主缘关闭 （解除阻断）主机的出纸传感器 （PS3）后过去了指

定的时间，进纸传感器 （PS101）仍未打开。

< 安装了 FS-533+PK-519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进纸传感器 （PS201）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进纸传

感器 （PS101）仍未打开。

< 安装了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RU 入口传感器 （PS2）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 FNS 
入口传感器 （PS4）仍未打开。

卡纸处理位置 • 排纸处理器进纸部分 （安装了 FS-533 时）

• 水平传送盖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FS-533 或 FS-533+PK-519 时 > • 纸张传输马达 （M101）

• 出纸传感器 （PS3）

• 进纸传感器 （PS101）

• 进纸传感器 （PS201）

• FS 控制板 （FSCB）

• 基板 （BASEB）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RU 入口传感器 （PS2）

• FNS 入口传感器 （PS4）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22E-3 （开） 11-C

3 PS10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CN111 FS-533 7-D 至 E

4 PS20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PKCB CN204 FS-533 (PK-519) 5-C

5 M101 操作检查 FSCB CN101 FS-533 6-J

6 FSCB CP101 传导性检查 - -

7 更换 FSCB。 - -

8 更换 BASEB。 -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6-7 (ON) FS-536/FS-536SD 12-K

3 PS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4<B>-9 (ON) FS-536/FS-536SD 15-C

4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FS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17

卡纸检测时序 72-17 < 安装了 FS-533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PS101 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进纸传感器 （PS101）
仍未关闭。

< 安装了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PS4 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 FNS 入口传感器 （PS4）
仍未关闭。

卡纸处理位置 • 排纸处理器进纸部分 （安装了 FS-533 时）

• 前门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FS-533 时 > • 纸张传输马达 （M101）

• 进纸传感器 （PS101）

• FS 控制板 （FSCB）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FNS 入口传感器 （PS4）

• FS 控制板 （F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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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安装了 FS-533 时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1.9.5 72-18

内容

步骤

1.9.6 72-19

内容

步骤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0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CN111 FS-533 7-D 至 E

3 M101 操作检查 FSCB CN101 FS-533 6-J

4 FSCB CP101 传导性检查 - -

5 更换 FSCB。 -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4<B>-9 (ON) FS-536/FS-536SD 15-C

3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FS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18

卡纸检测时序 72-18 < 安装了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FNS 入口传感器 （PS4）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主

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仍未打开。

• 对缓冲器进行控制时，开始反向旋转驱动后，即使经过了指定的时

间，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也没有打开。

卡纸处理位置 前门

相关零件 • FNS 入口传感器 （PS4）

• 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4<B>-9 (ON) FS-536/FS-536SD 15-C

3 PS1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9<B>-4 (ON) FS-536/FS-536SD 11-C

4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FS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19

卡纸检测时序 72-19 < 安装了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PS16 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仍未关闭。

卡纸处理位置 前门

相关零件 • 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9<B>-4 (ON) FS-536/FS-536SD 16-C

3 更换 FSC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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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72-21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FS-533 时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1.9.8 72-22

内容

步骤

1.9.9 72-23

内容

卡纸类型 FS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21

卡纸检测时序 72-21 < 安装了 FS-533 时 > 出纸后，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PS102）仍未关闭 （解除阻断）。

< 安装了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开始出纸后，即使经过了指定的时间，装订堆叠器纸张检测传感器
（PS31）也没有关闭。

卡纸处理位置 • 排纸处理器出纸部分 （安装了 FS-533 时）

• 前门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FS-533 时 > • 出纸马达 （M102）

•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PS102）

• FS 控制板 （FSCB）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装订堆叠器纸张检测传感器 （PS31）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0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CN102 FS-533 6-J

3 M102 操作检查 FSCB CN109 FS-533 8 至 9-D 至 E

4 FSCB CP102 传导性检查 - -

5 更换 FSCB。 -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3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12-11 (ON) FS-536/FS-536SD 6-C

3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FS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22

卡纸检测时序 72-22 < 安装了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纸张到达纸张传送加速点后，即使经过了指定的时间，副纸盘出纸传感
器 （PS8）也没有打开 （阻断）。

卡纸处理位置 前门

相关零件 • 副纸盘出纸传感器 （PS8）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8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9<B>-8 (ON) FS-536/FS-536SD 11-C

3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FS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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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9.10 72-25、 72-26

内容

步骤

1.9.11 72-43

内容

卡纸检测时序 72-23 < 安装了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被阻断） PS8 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副纸盘出纸传

感器 （PS8）仍未关闭 （解除阻断）。

卡纸处理位置 前门

相关零件 • 副纸盘出纸传感器 （PS8）

• FNS 入口传感器 （PS4）

• 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清洁纸张通道的传感器。 - -

3 PS8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9<B>-8 (ON) FS-536/FS-536SD 11-C

4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SD 出纸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25、 72-26

卡纸检测时序 72-25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对折出纸操作开始后，即使经过了指定的时间，折叠出纸传感器
（PS12）也没有被纸张打开。

72-26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PS12 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折叠出纸传感器

（PS12）仍未关闭。

卡纸处理位置 • 前门

• 堆叠器单元

相关零件 • 折叠出纸传感器 （PS12）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SDCB J9-2 (ON) FS-536/FS-536SD 5-P

3 更换 SDCB。 - -

4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PK JAM 卡纸

卡纸代码 72-43

卡纸检测时序 72-43 < 安装了 FS-533+PK-519 时 > 打孔马达 （M201）开始运行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打孔马达传

感器 （M202）仍未检测到打孔马达旋转。

< 安装了 FS-536+PK-520 或 
FS-536SD+PK-520 时 >

打孔驱动马达 （M1）开始旋转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打孔位置

传感器 （PS2）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卡纸处理位置 • 排纸处理器打孔部分 （安装了 FS-533+PK-519 时）

• 前门 （安装了 FS-536+PK-520 或 FS-536SD+PK-520 时）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FS-533+PK-519 时 > • 打孔马达 （M201）

• 打孔马达传感器 （PS202）

• PK 控制板 （PKCB）

• FS 控制板 （FSCB）

< 安装了 FS-536+PK-520 或 FS-536SD+PK-
520 时 >

• 打孔驱动马达 （M1）

• 打孔器原位传感器 （PS2）

• FS 控制板 （F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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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安装了 FS-533+PK-519 时

安装了 FS-536+PK-520 或 FS-536SD+PK-520 时

1.9.12 72-70

内容

步骤

1.9.13 72-81

内容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20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PKCB CN204 FS-533 (PK-519) 5-C

3 M201 操作检查 PKCB CN203-1 至 2 FS-533 (PK-519) 4-C

4 更换 PKCB。 - -

5 更换 FSCB。 -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7-2 (ON) FS-536/FS-536SD (PK-520) 13-K

3 M1 操作检查 FSCB J7-7 至 8 FS-536/FS-536SD (PK-520) 13-K

4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PK JAM 卡纸

卡纸代码 72-70

卡纸检测时序 72-70 < 安装了 FS-533+PK-519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PS201 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进纸传感器 （PS201）
仍未关闭。

卡纸处理位置 排纸处理器打孔部分

相关零件 • 定影马达 （M3）

• 纸张传输马达 （M101）

• 进纸传感器 （PS201）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20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PKCB CN204 FS-533 (PK-519) 5-C

3 M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5

• 多重代码：1, 4, 5, 6

BASEB CN19EA-6 至 10 1-C

4 M101 操作检查 FSCB CN101 FS-533 6-J

5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FS 装订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81

卡纸检测时序 72-81 < 安装了 FS-533 时 > 装订器马达通电后，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PS110）没有打开 （被阻

断）。

< 安装了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侧装订器移动马达 （M13）打开后，即使经过了指定的时间，装订位置

传感器 / 中心 （PS24）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或关闭 （解除阻断）。

卡纸处理位置 • 排纸处理器装订部分 （安装了 FS-533 时）

• 前门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FS-533 时 > •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PS110）

• 装订单元

• 装订器中继板 （STRYB）

• FS 控制板 （FSCB）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侧装订器移动马达 （M13）

• 装订器位置传感器 / 中心 （PS24）

• FS 控制板 （FSCB）



bizhub C360i/C300i/C250i L 故障排除 > 1. 卡纸代码

L-26

步骤
安装了 FS-533 时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1.9.14 72-84

内容

步骤

1.9.15 72-85

内容

步骤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10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CN110 FS-533 8-D 至 E

3 更换装订单元。 - -

4 更换 STRYB。 - -

5 更换 FSCB。 -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M13 操作检查 FSCB J11<A>-1 至 4 FS-536/FS-536SD 4-C

3 PS2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11<B>-6 (ON) FS-536/FS-536SD 5-C

4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SD 装订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84

卡纸检测时序 72-84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装订操作开始后，即使经过了指定的时间，装订原位传感器 / 右也没有

打开。

卡纸处理位置 • 前门

• 堆叠器单元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 装订单元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更换装订单元。 - -

3 更换 SDCB。 - -

4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SD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85

卡纸检测时序 72-85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鞍式出纸传感器（PS5）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 SD 入
口传感器 （PS1）仍未打开 （被阻断）。

卡纸处理位置 • 前门

• 堆叠器单元

相关零件 • SD 入口传感器 （PS1）

• 鞍式出纸传感器 （PS5）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5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5-2 (ON) FS-536/FS-536SD 16-K

3 PS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SDCB J4-8 (ON) FS-536/FS-536SD 5-L

4 更换 SDCB。 - -

5 更换 FSC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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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72-86

内容

步骤

1.9.17 72-87

内容

步骤

1.9.18 75-42

内容

步骤

卡纸类型 SD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86

卡纸检测时序 72-86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被阻断） PS1 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 SD 入口传感

器 （PS1）仍未关闭 （解除阻断）。

卡纸处理位置 前门

相关零件 • SD 入口传感器 （PS1）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SDCB J4-8 (ON) FS-536/FS-536SD 5-L

3 更换 SDCB。 - -

4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SD 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2-87

卡纸检测时序 72-87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SD 入口传感器 （PS1）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中央

装订 / 折叠堆叠器纸张检测传感器 （PS3）仍未打开。

卡纸处理位置 • 前门

• 堆叠器单元

相关零件 • SD 入口传感器 （PS1）

• 中央装订 / 折叠堆叠器纸张检测传感器 （PS3）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SDCB J4-3 (ON) FS-536/FS-536SD 4-K

3 PS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SDCB J9-2 (ON) FS-536/FS-536SD 5-P

4 更换 SDCB。 - -

5 更换 FSCB。 - -

卡纸类型 RU 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5-42

卡纸检测时序 75-42 < 安装了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即使纸张主缘关闭 （解除阻断）主机的出纸传感器 （PS3）后过去了指

定的时间， RU 入口传感器 （PS2）仍未打开 （被阻断）。

卡纸处理位置 水平传送盖

相关零件 • 出纸传感器 （PS3）

• RU 入口传感器 （PS2）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22E-3 （开） 11-C

3 PS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6-7 (ON) FS-536/FS-536SD 12-K

4 更换 FSC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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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75-43

内容

步骤

卡纸类型 RU 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75-43

卡纸检测时序 75-43 < 安装了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PS2 打开 （被阻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 RU 入口传感器

（PS2）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卡纸处理位置 水平传送盖

相关零件 • RU 入口传感器 （PS2）

• FS 控制板 （FSC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FSCB J6-7 (ON) FS-536/FS-536SD 12-K

3 更换 FSCB。 - -



bizhub C360i/C300i/C250i L 故障排除 > 1. 卡纸代码

L-29

1.10 9#-##

1.10.1 92-01、 92-02、 92-40

内容

步骤

1.10.2 93-10

内容

步骤

卡纸类型 双面预对位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92-01、 92-02、 92-40

卡纸检测时序 92-01 双面进纸序列开始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张的主缘也没有打开 （解除阻断）对位传感器
（PS1）。

92-02 在双面模式下进行第二面的进纸时，由于执行对位的负荷上升时序要早于形成波幅的负荷上升时序，
因此在纸张的第二面进入对位辊前，波幅形成尚未完成。

92-40 在双面模式下进行第二面的进纸时，在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输出时序后，图像写入开始信号许可会继续
禁用预设的时间。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确定存在一张纸，双面
预对位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右门

相关零件 • 传送马达 （M1）

• ADU 传送离合器 （CL6）

• 对位传感器 （PS1）

• 基板 （BASE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15E-9 （开） 4-C

3 CL6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81

• 多重代码：0

BASEB CN18E-1 (REM) 5-C

4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0

• 多重代码：1, 4, 5

BASEB CN19EA-1 至 5 1-C

5 更换 BASEB。 - -

卡纸类型 双面传送部分卡纸

卡纸代码 93-10

卡纸检测时序 93-10 即使纸张主缘打开 （解除阻断）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1 （PS40）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 ADU 纸张

通道传感器 /2 （PS41）仍未打开 （被阻断）。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1 （PS40）打开

（解除阻断）或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2 （PS41）打开 （被阻断），双面传送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

致卡纸。

- 如果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打开和关闭门或重置卡纸或故障时，在检测到的位置确定存在一张纸，双面
传送部分中残留的纸张会导致卡纸。

卡纸处理位置 右门

相关零件 • 传送马达 （M1）

• ADU 传送马达 （M5）

• ADU 传送离合器 （CL6）

•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1 （PS40）

•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2 （PS41）

• 扩展控制板 （EXCB）

• 基板 （BASEB）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PS40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BASEB CN22E-6 （开） 11-C

3 PS4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EXCB CN13EX-9 （开） 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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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99-01

内容

步骤

1.10.4 99-02

内容

步骤

1.10.5 99-03

内容

步骤

4 CL6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81

• 多重代码：0

BASEB CN18E-1 (REM) 5-C

5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0

• 多重代码：1, 4, 5

BASEB CN19EA-1 至 5 1-C

6 M5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85

• 多重代码：1, 4, 5

BASEB CN18E-7 至 10 5-C

7 更换 EXCB。 - -

8 更换 BASEB。 - -

卡纸类型 控制器卡纸 （纸张尺寸错误）

卡纸代码 99-01

卡纸检测时序 99-01 • 发生纸张尺寸错误后，控制器会向打印机引擎发送强制停止命令，打印机引擎会内部处理尺寸错

误。

• 发生纸张尺寸错误后，控制器会向打印机引擎发送强制停止命令，但无法送出导致尺寸错误的纸

张。

卡纸处理位置 -

相关零件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打开并关闭主机的前门。 - -

卡纸类型 控制器卡纸 （控制器强制停止命令）

卡纸代码 99-02

卡纸检测时序 99-02 打印循环期间，在发生纸张尺寸错误以外的条件下，控制器会发送强制停止命令。

卡纸处理位置 -

相关零件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打开并关闭主机的前门。 - -

卡纸类型 控制器卡纸 （图像处理）

卡纸代码 99-03

卡纸检测时序 99-03 图像稳定不能完成工作。

卡纸处理位置 -

相关零件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打开并关闭主机的前门。 -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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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99-04

内容

步骤

1.10.7 99-05

内容

步骤

1.10.8 99-06

内容

步骤

1.10.9 99-07

内容

步骤

卡纸类型 控制器卡纸 （未解除主机中的作业预约）

卡纸代码 99-04

卡纸检测时序 99-04 收到打印开始命令后，即使经过了指定的时间后，也没有解除作业预约。

卡纸处理位置 -

相关零件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打开并关闭主机的前门。 - -

卡纸类型 控制器卡纸 （主机不能开始作业）

卡纸代码 99-05

卡纸检测时序 99-05 即使接收到打印开始命令，也没有解除等待状态。

卡纸处理位置 -

相关零件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打开并关闭主机的前门。 - -

卡纸类型 控制器卡纸 （主机上的打印控制未完成）

卡纸代码 99-06

卡纸检测时序 99-06 即使作业已完成，也不能完成打印控制。

卡纸处理位置 -

相关零件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打开并关闭主机的前门。 - -

卡纸类型 控制器卡纸 （主机不能完成作业）

卡纸代码 99-07

卡纸检测时序 99-07 打印完成后，即使经过了指定的时间，引擎也不能停止。

卡纸处理位置 -

相关零件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打开并关闭主机的前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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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 99-08

内容

步骤

1.10.11 99-09

内容

步骤

1.11 传感器布局

1.11.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卡纸类型 控制器卡纸 （排纸处理器不能开始作业）

卡纸代码 99-08

卡纸检测时序 99-08 排纸处理器不能接收打印开始命令。

卡纸处理位置 -

相关零件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打开并关闭主机的前门。或者，打开并关闭排纸处理器的
前门。

- -

卡纸类型 控制器卡纸 （排纸处理器不能完成作业）

卡纸代码 99-09

卡纸检测时序 99-09 • 不能完成排纸处理器内的出纸或排纸处理过程。

• 在卡纸重置步骤期间，排纸处理器不能启动。

卡纸处理位置 -

相关零件 -

步骤 对策 控制信号 电气元件的位置

1 初始检查项目 - -

2 打开并关闭主机的前门。或者，打开并关闭排纸处理器的
前门。

- -

[1] 出纸传感器 （PS3） [2]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1 （PS40）

[1]

[2]

[4]

[5]

[7]

[6]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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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DF-632

1.11.3 DF-714

[3] 定影波幅传感器 （PS2） [4]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2 （PS41）

[5] 对位传感器 （PS1） [6] 纸盒 1 进纸传感器 （PS23）

[7] 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 [8] 纸盒 2 进纸传感器 （PS20）

[1] 对位传感器 （PS3） [2] 分离后传感器 （PS2）

[3]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PS6） [4]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2 （PS7）

[5]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VR1） [6] 出纸传感器 （PS5）

[7]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 - -

[1] 对位传感器 （PS3） [2] 分离后传感器 （PS2）

[3]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PS8） [4]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2 （PS9）

[5]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VR1） [6] 出纸传感器 （PS5）

[7]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6） - -

[3] [4]

[6][7]

[1] [2]

[5]

[2] [3] [4]

[6][7]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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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PC-116/PC-216

[1] 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主机 [2] 纸盒 3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13）

[3] 纸盒 3 进纸传感器 （PS112） [4] 纸盒 4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23）

[5] 纸盒 4 进纸传感器 （PS122） - -

[1]

[2]

[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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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PC-416

1.11.6 LU-302
Sensor layout_C360i

[1] 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主机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33）

[3] 进纸传感器 （PS132） - -

[1] 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主机 [2] LU 进纸传感器 （PS3）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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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FS-533/PK-519

1.11.8 FS-536/FS-536SD/PK-520

[1]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PS102） [2] 进纸传感器 （PS101）

[3] 进纸传感器 （PS201） [4] 打孔马达传感器 （PS202）

[5]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PS110） - -

[1] 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 [2] 副纸盘出纸传感器 （PS8）

[3] 打孔位置传感器 （PS2） [4] FNS 入口传感器 （PS4）

[5] RU 入口传感器 （PS2） [6] 鞍式出纸传感器 （PS5）

[7] SD 入口传感器 （PS1） [8] 中央装订 / 折叠堆叠器纸张检测传感器 （PS3）

[9] 折叠出纸传感器 （PS12） [10] 装订器位置传感器 / 中心 （PS24）

[11] 装订堆叠器纸张检测传感器 （PS31） - -

[1] [2] [3]

[5] [4]

[8]

[7]

[6]

[10]

[11]

[9]

[5][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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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代码

2.1 显示步骤
• 本机的 CPU 具有自我诊断功能，在检测到故障后，会在控制面板上显示相应的故障代码和维修保养呼叫标记。

• 触摸维修保养呼叫标记将在状态确认屏幕上显示相应的故障代码。

2.2 故障代码列表
• 如果发生图像稳定或扫描器故障，将显示相应的故障代码。

• *：安装了 DF-714 时

故障代码 内容

S-1 CCD 增益调整故障

S-2 CIS 增益调整故障 *

D-1 分割线检测 （前侧）

D-3 分割线检测 （背面） *

P-5 IDC 传感器 / 前故障

P-28 IDC 传感器 / 后故障

P-6 感光鼓 / 显影组件 （C）故障

P-7 感光鼓 / 显影组件 （M）故障

P-8 感光鼓 / 显影组件 （Y）故障

P-9 感光鼓 / 显影组件 （K）故障

P-14 歪斜修正故障

P-21 颜色对位测试样张故障

P-22 颜色对位调整故障

P-27 第 2 转印 ATVC 故障

P-33 LD 故障

P-34 气压传感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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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1

内容

步骤
1. 如果 CCDB CN2-BASEB CN6 之间的接口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2. 检查是否有外部光线并根据需要纠正。

3. 如果透镜、反光镜、 CCD 表面和遮光板变脏，请进行清洁。

4. 如果扫描器反光镜有故障请进行纠正，或者更换扫描器反光镜。

5. 更换 CCD 单元。 

6. 更换 SCDB。 

7. 更换 BASEB。 

2.4 S-2

内容

步骤
1. 如果 CIS J221-BASEB CN5 之间的接口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检查是否有外部光线并根据需要纠正。

4. 擦净反面扫描玻璃表面和遮光板。

5. 更换 CIS。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2.5 D-1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DF-632 时

1. 擦净文档读取台表面。

2. 检查玻璃清洁辊单元是否安装正确，并在必要时进行纠正。

如果玻璃清洁辊单元变脏，请进行清洁。

3.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plit Line Detect. Setting] （分割线检测设置） -> [Front Side] （正面），然后更改

设置。

4. 检查 DFCB 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M4 操作检查

6. 更换玻璃清洁辊单元。 

7. 更换 DFCB。 

故障类型 CCD 增益调整故障

故障代码 S-1

故障检测时序 检测到 CCD 夹钳增益调整值错误。

相关零件 • LED 曝光单元

• CCD 单元

• 扫描器驱动板 （SCD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IS 增益调整故障 （安装了 DF-714 时）

故障代码 S-2

故障检测时序 检测到 CIS 夹钳增益调整值错误。

相关零件 • CIS 模块 （CIS）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分割线检测 （前侧）

故障代码 D-1

故障检测时序 • 从节能模式恢复时，或当主电源开关和电源键打开时，其检测 DF 关闭时文档读取台上是否存在污渍。当存

在污渍时，如果原稿已装入 DF，将会显示此警告。

• 细线检测水平和警告显示可通过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plit Line 

Detect.Setting] （分割线检测设置） -> [Front Side] （正面）进行更改。

相关零件 < 安装了 DF-632 时 > • 玻璃清洁马达 （M4）

• 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PS12）

• DF 控制板 （DFCB）

< 安装了 DF-714 时 > • 文档读取台清洁马达 （M6）

• 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PS13）

• DF 控制板 （DF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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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了 DF-714 时

1. 擦净文档读取台表面。

2. 检查前侧玻璃清洁辊单元是否安装正确，并在必要时进行纠正。

如果前侧玻璃清洁辊单元变脏，请进行清洁。

3.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plit Line Detect. Setting] （分割线检测设置） -> [Front Side] （正面），然后更改

设置。

4. 检查 DFCB 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M6 操作检查

6. 更换前侧玻璃清洁辊单元。 

7. 更换 DFCB。 

2.6 D-3

内容

步骤
1. 擦净 CIS 玻璃表面。

2. 检查后侧玻璃清洁辊单元是否安装正确，并在必要时进行纠正。如果后侧玻璃清洁辊单元变脏，请进行清洁。

3. 如果 CIS 模块连接存在问题，请纠正故障连接。

4. 更换 CIS。 

5. 更换 CISPU。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2.7 P-5、 P-28

内容

步骤
1. 如果转印带变脏，请使用软布擦净转印带的表面。

2. 如果转印带损坏，更换转印带单元。

3. 如果任何上述零件安装或连接不当，重新安装或重新连接 IDCS/ 前，连接在 IDCS/ 前 - 继电器 CN77-BASEB CN15E 之间的连接器。

4. 如果任何上述零件安装或连接不当，重新安装或重新连接 IDCS/ 后，连接在 IDCS/ 后 - 继电器 CN77-BASEB CN15E 之间的连接器。

5. 如果 IDCS/ 前或 IDCS/ 后变脏，请进行清洁。

6. 检查 HV CN1-BASEB CN26E、 HV CN2-BASEB CN2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7. 打开 / 关闭前门，运行图像稳定序列，然后选择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Level History 1] （电平历史 1），以检查 IDC 值。

IDC1：IDCS/ 前

IDC2：IDCS/ 后

如果此值为 1.0 V 或以下，更换 IDCS/ 前或 IDCS/ 后。

8.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分割线检测 （反面）（安装了 DF-714 时）

故障代码 D-3

故障检测时序 • 从节能模式恢复时，或当主电源开关和电源键打开时，其检测 DF 关闭时后侧原稿扫描部分（CIS）上是否存

在污渍。当存在污渍时，如果原稿已装入 DF，将会显示此警告。

• 细线检测水平和警告显示可通过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plit Line 

Detect.Setting] （分割线检测设置） -> [Back Side] （背面）进行更改。

相关零件 • CIS 模块 （CIS）

• CIS 电源 （CISPU）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IDC 传感器 / 前故障， IDC 传感器 / 后故障

故障代码 P-5、 P-28

故障检测时序 • IDC 传感器光强修正期间，检测到所有八个样张图案的输出电压均为 3.35 V 或更高。

• IDC 传感器光强修正期间，修正后所选光强的传感器输出电压低于 0.7 V。

• IDC 基面检测控制期间，检测到的传感器输出电压低于 0.7 V 或高于 3.35 V。

• 图像稳定 （伽玛修正控制）期间，连续三次检测到 IDC 传感器的输出值没有低于阈值 （IDC 传感器在带表

面上检测值的一半）（未检测到图案末端位置）。

• 图像稳定 （伽玛修正控制）期间，初级近似后超 0 灰阶每个颜色的传感器输出值为带表面检测电平的一半或

以下。

相关零件 • IDC 传感器 / 前 （IDCS/Fr）

• IDC 传感器 / 后 （IDCS/Rr）

• 高压单元 （HV）

• 转印带单元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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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P-6、 P-7、 P-8、 P-9

内容

步骤
1. 检查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图像处理调整）的 [Max Image Density Adj]（ 大图像浓度调整）中的设置

值，如果为负值，请重新调整。

2. 检查感光鼓 / 显影组件的驱动传输部分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如果 IDC 传感器 / 前 （IDCS/ 前）或 IDC 传感器 / 后 （IDCS/ 后）窗口变脏，请进行清洁。

4. 如果感光鼓组件 / 显影单元连接头触点太脏，请进行清洁。

5. 检查 HV CN1-BASEB CN26E、 HV CN2-BASEB CN2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6. 更换感光鼓组件。 

7. 更换显影组件。 

8. 更换转印带单元。 

9. 更换 HV。 

10. 更换 BASEB。 

2.9 P-14

内容

步骤
1. 检查感光鼓组件的驱动传输部分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如果感光鼓组件连接头触点太脏，请进行清洁。

3. 如果任何上述零件安装或连接不当，重新安装或重新连接 IDCS/ 前，连接在 IDCS/ 前 - 继电器 CN77-BASEB CN15E 之间的连接器。

4. 如果任何上述零件安装或连接不当，重新安装或重新连接 IDCS/ 后，连接在 IDCS/ 后 - 继电器 CN77-BASEB CN15E 之间的连接器。

5. 如果 IDCS/ 前或 IDCS/ 后变脏，请进行清洁。

6. 检查 PH 单元继电器 CN30-EXCB CN7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7. 检查 EXC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8. 检查 BASEB 上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9. 更换 IDCS/ 前或 IDCS/ 后。

10. 更换感光鼓组件。 

11. 更换 PH 单元。 

12. 更换 EXCB。 

13. 更换 BASEB。 

备注
• 更换 PH 单元后，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Print Head Skew Adj.] （打印头歪斜调整） -> [Print Head Skew 

Adj.] （打印头歪斜调整）中重置每个颜色的歪斜默认位置。 
• 当显示此提示代码时，根据列表，采取措施解决此问题。问题解决后，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Print Head 

Skew Adj.] （打印头歪斜调整） -> [Print Head Skew Reset] （打印头歪斜重置），并执行歪斜调整重置。 

故障类型 感光鼓 / 显影单元 （C）故障、感光鼓 / 显影单元 （M）故障、感光鼓 / 显影单元 （Y）故障、感光鼓 / 显影单

元 （K）故障

故障代码 P-6、 P-7、 P-8、 P-9

故障检测时序 • 大浓度调整（Vg/Vdc 调整）期间，从转印带上产生的浓度图案取得的所有浓度读数均为 1.0 g/m2 （IDC 传

感器光接收器输出）或以下。

• 大浓度调整 （Vg/Vdc 调整）期间，从转印带上产生的浓度图案取得的所有浓度读数均为 4.0 g/m2 (K)、

3.5 g/m2 (Y,M,C) （IDC 传感器光接收器输出）和以上。

相关零件 • 感光鼓组件 /Y,M,C,K

• 显影单元 /Y,M,C,K

• IDC 传感器 / 前 （IDCS/Fr）

• IDC 传感器 / 后 （IDCS/Rr）

• 基板 （BASEB）

• 高压单元 （HV）

• 转印带单元

故障类型 歪斜修正故障

故障代码 P-14

故障检测时序 歪斜默认位置设置值与歪斜调整值累积量之间的差超过预设值。

相关零件 • IDC 传感器 / 前 （IDCS/Fr）

• IDC 传感器 / 后 （IDCS/Rr）

• 感光鼓组件 /Y,M,C,K

• 扩展控制板 （EXCB）

• 基板 （BASEB）

• PH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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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P-21

内容

步骤
1. 如果转印带变脏，请使用软布擦净转印带的表面。

2. 如果转印带损坏，更换转印带单元。

3. 更换 PH 单元。 

4. 更换 EXCB。 

5. 更换 BASEB。 

2.11 P-22

内容

步骤
1. 滑出感光鼓组件 / 显影单元，然后重新装回到位。

2. 如果任何上述零件安装或连接不当，重新安装或重新连接 IDCS/ 前，连接在 IDCS/ 前 - 继电器 CN77-BASEB CN15E 之间的连接器。

3. 如果任何上述零件安装或连接不当，重新安装或重新连接 IDCS/ 后，连接在 IDCS/ 后 - 继电器 CN77-BASEB CN15E 之间的连接器。

4. 检查垂直传送导板的安装位置，必要时进行修正。

5. 更换 BASEB。 

2.12 P-27

内容

步骤
1. 检查转印带单元中与第 2 转印辊相对的辊与接地端子间的触点。清洁接合处或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检查图像转印入口导板是否安装正确，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确认在第 2 转印辊的压力操作过程中弹簧不会脱落，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检查第 2 转印组件与 HV 接合处的触点。清洁接合处或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更换转印带单元。 

6. 更换 HV。 

7.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颜色对位测试样张故障

故障代码 P-21

故障检测时序 • 在预样张检查期间，在预样张搜索区域内未检测到预样张边缘 （有效区域的起点 / 终点）。

• 在垂直 / 水平方向上进行对位样张检查期间，在每个单元的样张搜索区域内未检测到样张边缘 （有效区域的

起点 / 终点）。

相关零件 • 转印带单元

• PH 单元

• 扩展控制板 （EXC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颜色对位调整故障

故障代码 P-22

故障检测时序 • 每个颜色中 大和 小偏差值 （求平均值之前的值）之间的差超过预设值。

• 平均偏差超过预设值。

• 如果稳定后的 终偏差值超过预设值，即使平均偏差在容差内，也视为故障。

相关零件 • 感光鼓组件 /Y,M,C,K

• 显影单元 /Y,M,C,K

• IDC 传感器 / 前 （IDCS/Fr）

• IDC 传感器 / 后 （IDCS/Rr）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第 2 转印 ATVC 故障

故障代码 P-27

故障检测时序 第 2 转印 ATVC 值调整期间，检测到异常的平均值。

相关零件 • 高压单元 （HV）

• 基板 （BASEB）

• 图像转印入口导板

• 第 2 转印组件

• 转印带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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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P-33

内容

步骤
1. 更换 PH 单元。 

2. 更换 EXCB。 

3. 更换 BASEB。 

2.14 P-34

内容

步骤
1. 检查 ATMPRS-BASEB CN27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如果 ATMPRS 盖板太脏，请进行清洁。

3. 更换 CPUB。 

4.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LD 故障

故障代码 P-33

故障检测时序 检测到 LD 驱动的 DETOUT 信号在预设频率下连续故障。

相关零件 • 激光二极管 /Y (LD/Y)

• 激光二极管 /M (LD/M)

• 激光二极管 /C (LD/C)

• 激光二极管 /K (LD/K)

• 激光驱动板 （LDDB）

• PH 单元

• 扩展控制板 （EXC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气压传感器故障

故障代码 P-34

故障检测时序 检测到气压传感器 （ATMPRS）错误。

相关零件 • 气压传感器 （ATMPRS）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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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障代码

3.1 故障代码概述
• 本机的 CPU 具有自我诊断功能，在检测到故障后，会在控制面板上显示相应的故障代码。

3.2 故障排除步骤概述
• 当显示故障代码时，确认显示的代码是 “Self-diag. (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 的目标。（查看故障代码列表上的 “Self-diag. (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 字段）

• 如果是自我诊断的目标，执行 “Self-diag. (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 的目标。

如果 “Self-diag. (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 的结果显示 [NG]，则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 “Error code （错误代码） ”。

• 如果不是自我诊断的目标，则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 “Trouble code （故障代码） ”。

备注
• 只有当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从 “Self-diag. (Full) （自我诊断（完全）） ” 发现的 “Error code （错误代码） ” 后故障仍不能解决时，才执行

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 “Trouble code （故障代码） ”。
• 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 “Trouble code （故障代码） ” 后，重新执行 “Self-diag.(Full) （自我诊断（完全）） ”，确保每一台设备上的所有故障已

排除。 

故障排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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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故障排除步骤
1. 显示故障代码。

2. 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然后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 [Error code] （错误代码）。

3. 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错误代码后，如果还显示故障代码，则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故障代码。

备注

• 从 “ 纠正措施程序 ” 的步骤 1 开始按顺序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解决问题，同时逐一检查故障是否已排除。不要一次性对所有程序执行故障排

除。
• “ 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错误代码 ” 和 “ 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故障代码 ” 时，如果要更换的零件相同 （例如，基板），同一零件不要

分两次更换。（因为即便同一零件分两次更换，也很难排除该故障）

4. 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故障代码，并确保故障已排除。

5. 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故障代码后，重新执行 “Self-diag.(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确保每一台设备上的所有故障已排除。

3.3 故障重置步骤
• 根据故障代码等级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故障重置步骤。

* 故障重置步骤列表

3.3.1 使用故障重置键的故障重置步骤

用途
• 如果所有故障发生，并且通过关闭再打开主电源开关、或者打开和关闭前门无法清除状态，请清除机器的状态。

• 如果发生故障，通过关闭再打开主电源开关、或者打开和关闭前门无法清除状态时使用。

步骤
RearResetKey1. 关闭主电源开关。

2. 卸下控制面板后侧上的扣板 [1]，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的同时按下 Reset （重置）键 [2]。

故障代码等级 重置步骤

A 级 故障重置键：请参考 使用故障重置键的故障重置步骤。

B 级 • 打开 / 关闭前门

• 故障重置键：

• 将 B 级的 [Internal Error. Auto Cancel] （内部错误自动取消）设为 “Yes （是） ” 时，经过设定时间后，故障会被自

动清除。

C 级 • 关闭 / 打开主电源开关

• 将 C 级的 [Internal Error. Auto Cancel] （内部错误自动取消）设为 “Yes （是） ” 时，经过设定时间后，故障会重新

启动并清除。

检测故障代码

自诊断（完全）目标

故障代码

诊断结果

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错误代码 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故障代码

不可以

OK（确定）

执行自诊断（完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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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触摸 [Trouble Reset] （故障重置）。

4. 确认 [OK] （确定）已显示且故障已重置。

5.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等待 10 秒钟以上，然后再次打开开关并确认机器是否正确启动。

6. 当机器在执行步骤 1 到 5 的操作后仍无法启动，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拔出电源线。 

7. 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插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并确认机器是否正确启动。

3.3.2 使用自动取消功能的故障重置步骤

用途
• 出现 B 级或 C 级故障时，主机会自动清除故障并准备就绪以供使用。

启用故障自动取消功能时，发生可自动清除的故障时，会在屏幕上显示故障检测信息并自动清除故障。如果执行自动取消操作 3 次后故障仍存

在，屏幕上会显示正常的故障代码。

步骤
1. 为故障级别选择 [Yes] （是），故障自动取消操作将应用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 ] -> [Internal Error. Auto 

Cancel] （内部错误自动取消）。（B 级和 C 级的默认设置为 [Yes] （是）。）

2. 触摸 [OK] （确定），然后将主电源开关关闭后重新打开。

3.3.3 使用远程操作的故障重置步骤

用途
• 故障可以使用应用程序或 CS Remote Care 系统通过远程操作进行清除。

• 要使用的应用程序以及要清除的故障等级的组合如下所示。

步骤
< Web Connection >

1. 访问发生故障 MFP 的 Web Connection。

2. 显示登录到管理员模式的屏幕。

3. 确认显示以下信息：“An error has occurred. Do you want to clear the error?” （发生错误。要清除该错误吗？）单击 [Trouble Reset] （故障重置）。

4. 在确认屏幕中再次单击 [Trouble Reset] （故障重置）。

5. 确认 MFP 正常启动。

< OpenAPI (Enterprise Suite) >

1. 访问 Enterprise Suite。

2. 选择 [Device List] （设备列表） -> [Device Management] （设备管理） -> [Device List] （设备列表） -> [Device List] （设备列表） -> [Device]

（设备）。

3. 对于 B 级故障，单击 [Trouble Reset] （故障重置）。对于 C 级故障，单击 [Reset] （重置）。

4. 对于 B 级故障，单击 [Execute] （执行）按钮。

对于 C 级故障，单击 [Device Reset] （设备重置）中的 [Execute] （执行）按钮。

5. 确认 MFP 正常启动。

< CS Remote Care >

• 请参见 CS Remote Care 中心手册。

3.4 非易失存储器清除功能
• 当根据故障代码 “C-D3##” 执行故障排除程序时未能解决问题，且除了更换 CPU 板或存储板之外无其他办法时， CPU 板和存储板上的非失数据

将会被清除。

• “ 非易失存储器清除功能 ” 有两种类型可用：“ 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 和 “ 增强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

首先，执行 “ 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如果问题持续存在，执行 “ 增强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

故障代码等级
应用程序

A 级 B 级 C 级

Web Connection 无法清除 可以清除 可以清除

OpenAPI (Enterprise Suite) 无法清除 可以清除 可以清除

CS Remote Care （不包括通过传真

调制解调器的通信）

可以清除 可以清除 可以清除

停止

重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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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只针对故障代码 “C-D3##” 执行 “ 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 增强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

3.4.1 通过非易失存储器清除功能清除的数据

• *1：DIP SW 信息， TPM 设置数据等。

• *2：计数器数据、机器设置值、光设置值、打印机调整值等。

3.4.2 开始和执行程序
1. 在屏幕上调出维修模式。 

2. 按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Self-diag.(Full)] （自我诊断 （完全））以显示 “ 全检自诊断屏幕 ”。

3. 按照此顺序按以下各键。 

• 停止 -> 2 -> 9 -> 8 -> 2 

4. 触摸 [NVRAM Clear] （NVRAM 清除）。 

5. 触摸 [Clear the memory] （清除存储器）或按 Start （开始）键。 

这会清除非易失存储器信息且机器会自动重启。

备注
• 重启后出现故障代码 “C-D390”。根据预定程序执行数据恢复程序。

• 如果执行 “ 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 未能解决此问题，请执行 “ 增强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
6. 在屏幕上调出维修模式。 

7. 按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Self-diag.(Full)] （自我诊断 （完全））以显示 “ 全检自诊断屏幕 ”。

8. 按照此顺序按以下各键。 

• 停止 -> 2 -> 9 -> 8 -> 2 

会清除的设备 内存空间 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增强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说明 

CPU 板 （板载 SPI-Flash 存
储器）

固件空间 未清除 未清除 

启动固件空间 未清除 未清除 

重要数据 B*1 （主） 已清除 已清除 

重要数据 A*2 （副） 未清除 未清除 

闪存存储器控制空间 已清除 已清除 

存储板 固件空间 未清除 已清除 

应用空间 未清除 已清除 

重要数据 A*2 （主） 已清除 已清除 计数器数据未清除。

重要数据 B*1 （副） 未清除 未清除 

执行相关故障排除步骤不会重置故障代码。

除 CD3## 外

CD3##

执行 “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执行 “增强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再次执行自诊断（完全）更换 CPU 板 / 存储板

否

否

是

是

出现故障代码

已解决

已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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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触摸 [Enhanced NVRAM Clear] （增强 NVRAM 清除）。 

10. 触摸 [Clear the memory] （清除存储器）或按 Start （开始）键。 

11. 显示 [OK] （确定）时，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12. 插入包含 新固件数据的 USB 存储器，按住电源键的同时打开主电源开关。 

执行 “ 增强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 后，需要输入 “ 机器 / 类型 ”，输入后，需要重新安装固件。 

13. 固件安装完毕后，请关闭主电源开关。 

14. 拔出 USB 存储器并打开主电源开关。确保机器启动。 

15. 如果执行 “ 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 和 “ 增强非易失存储器清除 ” 未能解决此问题，则更换存储板。 

16. 如果正在更换存储板之后问题仍存在，请更换 CPU 板。 

3.5 故障隔离功能
• 故障隔离功能允许您控制 MFP 暂时隔离发生故障时可以应用故障隔离功能的故障单元、选购件和功能。此功能允许您继续使用未受影响的其他

单元或功能，并缩短 CE 解决问题前的停机时间。
C360i• 可为以下单元和选购件选择此功能。

• 纸盒 1

• 纸盒 2

• 纸盒 3

• 纸盒 4

• LCT

• 手册

• 中央装订 / 对折 / 三折

• 打孔

• 装订

• 扫描器

• ADF

• 扩展功能 （存储器）

• 如果可以应用故障隔离功能的单元发生问题，控制面板会显示故障代码和按键，您可以决定是否继续使用 MFP。如果按下按键，控制面板会显

示将隔离的单元以及可决定继续的下一个确认键。

• 按下确认键后，控制面板上会显示信息要求您关闭并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关闭并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后， MFP 会开始操作，并将故障单元或

功能隔离。 

控制面板上的信息也会提示 MFP 正在工作、正在隔离故障单元。

• 若要暂时隔离故障单元并通过故障隔离功能继续使用 MFP，请务必进行上述控制面板操作。因为，故障单元是无法自动隔离的。

备注
• 故障检测机构不会应用到被隔离的单元和选购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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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故障代码列表

故障代码 内容 级别 自我诊断 （完
全）

C0002 进纸通讯错误 C -

C0106 纸盒 3/ 转印 LCT 进纸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安装了 PC-116、 PC-216 或 PC-
416 时）

B -

C0107 纸盒 3/ 转印 LCT 垂直传送马达旋转时序异常（安装了 PC-116、PC-216 或 
PC-416 时）

B -

C0108 纸盒 4 进纸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安装了 PC-216 时） B -

C0109 纸盒 4 垂直传送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安装了 PC-216 时） B -

C0202 纸盒 1 进纸升 / 降异常 B -

C0204 纸盒 2 进纸升 / 降异常 B -

C0206 纸盒 3 进纸升 / 降异常 （安装了 PC-116 或 PC-216 时） B -

C0208 纸盒 4 进纸升 / 降异常 （安装了 PC-216 时） B -

C0210 转印 LCT 提升故障 （安装了 PC-416 时） B -

C0211 手动进纸升 / 降异常 B -

C0214 转印 LCT 移位故障 （安装了 PC-416 时） B -

C0216 外部 LCT 升 / 降异常 （安装了 LU-302 时） B -

C1004 排纸处理器通信错误（引擎检测）（安装了 FS-533、FS-536、FS-536SD 或 
JS-506 时）

C -

C1014 排纸处理器通信错误 （排纸处理器检测）（安装了 FS-533、 FS-536、 FS-
536SD 或 JS-506 时）

C -

C1081 SD 通信错误 （排纸处理器检测）（安装了 FS-536SD 时） C -

C1082 SD 通信错误 （SD 检测）（安装了 FS-536SD 时） C -

C1102 主纸盘升 / 降马达驱动故障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536SD 时） B -

C1103 对齐马达 / 前驱动故障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536SD 时） B -

C1105 纸叠排出马达驱动故障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B -

C1106 装订器移动马达驱动故障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536SD 时） B -

C1109 装订器马达驱动故障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536SD 时） B -

C1112 装订器马达驱动故障 （安装了 FS-536SD 时） B -

C1113 止动器驱动马达故障 （安装了 FS-536SD 时） B -

C1114 对齐马达驱动故障 （安装了 FS-536SD 时） B -

C1115 中央折叠刮板马达故障 （安装了 FS-536SD 时） B -

C1132 打孔驱动马达故障 （安装了 FS-533+PK-519、 FS-536+PK-520 或 FS-
536SD+PK-520 时）

B -

C1140 对齐马达 / 后驱动故障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536SD 时） B -

C1141 FNS 叶片马达故障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B -

C1144 预排纸驱动马达故障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B -

C1145 尾缘止动器马达故障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B -

C1156 SD 叶片马达故障 （安装了 FS-536SD 时） B -

C1182 移位马达驱动故障 （安装了 JS-506 时） B -

C1184 纸张接收控制马达驱动故障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B -

C1195 排纸控制马达故障 （安装了 FS-536SD 时） B -

C1196 中央折叠导板马达故障 （安装了 FS-536SD 时） B -

C1197 三折导板马达故障 （安装了 FS-536SD 时） B -

C11A1 出纸辊加压 / 收缩故障 （安装了 FS-533 时） B -

C11A2 调节辊加压 / 收缩故障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B -

C11E1 出纸切换驱动故障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B -

C1402 FS 非易失性存储器错误 （安装了 FS-533 时） C -

C2152 转印带返回初始位置故障 B -

C2153 转印带在 K 压力切换时出现间隔故障 B -



bizhub C360i/C300i/C250i L 故障排除 > 3. 故障代码

L-49

C2154 转印带在完全压力切换时出现接触故障 B -

C2155 转印带在 K 压力确立后出现接触故障 B -

C2156 转印带在完全压力确立后出现间隔故障 B -

C2204 废碳粉传送马达无法旋转 B -

C2253 PC 马达无法旋转 B -

C2254 PC 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B -

C2255 显影马达无法旋转 B -

C2256 显影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B -

C2355 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无法旋转 B -

C2411 显影单元 /C 新品发布 B -

C2412 显影单元 /M 新品发布 B -

C2413 显影单元 /Y 新品发布 B -

C2414 显影单元 /K 新品发布 B -

C2551 青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低的碳粉浓度 B -

C2552 青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高的碳粉浓度 B -

C2553 品红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低的碳粉浓度 B -

C2554 品红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高的碳粉浓度 B -

C2555 黄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低的碳粉浓度 B -

C2556 黄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高的碳粉浓度 B -

C2557 黑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低的碳粉浓度 B -

C2558 黑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高的碳粉浓度 B -

C2559 青色 TCR 传感器调整故障 B -

C255A 品红色 TCR 传感器调整故障 B -

C255B 黄色 TCR 传感器调整故障 B -

C255C 黑色 TCR 传感器调整故障 B -

C2561 青色 TCR 传感器故障 B -

C2562 品红色 TCR 传感器故障 B -

C2563 黄色 TCR 传感器故障 B -

C2564 黑色 TCR 传感器故障 B -

C2650 主备份介质存取错误 C -

C2A11 感光鼓组件 /C 新版本故障 B -

C2A12 感光鼓组件 /M 新版本故障 B -

C2A13 感光鼓组件 /Y 新版本故障 B -

C2A14 感光鼓组件 /K 新版本故障 B -

C2A21 碳粉盒 /C 新版本故障 C -

C2A22 碳粉盒 /M 新版本故障 C -

C2A23 碳粉盒 /Y 新版本故障 C -

C2A24 碳粉盒 /K 新版本故障 C -

C3101 加压辊加压故障 B -

C3103 加压辊释放故障 B -

C3201 定影马达无法旋转 B -

C3202 定影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B -

C3302 纸张冷却风扇无法旋转 B -

C3425 定影预热故障 A -

C3722 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加热辊的边缘） A -

C3725 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加热辊的主边） A -

C3726 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加热辊的中央） A -

C3736 硬保护器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加热辊的中间） A -

C3739 硬保护器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加热辊的边缘） A -

故障代码 内容 级别 自我诊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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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25 定影异常低温检测 （加热辊的主边） A -

C3826 定影异常低温检测 （加热辊的中央） A -

C3922 定影传感器断线检测 （加热辊的边缘） A -

C3925 定影传感器断线检测 （加热辊的主边） A -

C3926 定影传感器断线检测 （加热辊的中央） A -

C392B 定影传感器断线检测 （温差） A -

C40A2 机械控制器 PF 通讯数据错误 C -

C40A3 机械控制器 PF 传输超时 C -

C40A4 机械控制器 PF 通讯脉冲错误 C -

C40A5 QSPI 通信时钟转换错误 C -

C40A6 机械控制器 ASIC 通讯错误 C -

C40C3 CTL PF 传输超时 1 C -

C40C5 CTL PF 传输超时 2 C -

C4101 多棱镜马达旋转故障 B -

C4501 激光故障 B -

C5102 传送马达无法旋转 B -

C5103 传送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B -

C5351 PH/ 电源冷却风扇无法旋转 B -

C5355 碳粉盒冷却风扇无法旋转 B -

C5360 清洁单元风扇无法旋转 （安装了 CU-102 时） B -

C5370 背面冷却风扇无法旋转 C 目标

C5372 MFP 控制板 CPU 温度故障 C 目标

C5501 AC 信号异常 C -

C5601 引擎控制故障 C -

C5603 扩展控制板通信错误 C -

C5605 引擎通讯数据错误 C -

C5606 引擎传输超时 C -

C5610 PH LD 驱动通讯错误 C -

C5620 机械控制器 WDT 错误 C -

C6001 DF 相关配置错误 1 C 目标

C6002 DF 相关配置错误 2 C -

C6102 驱动系统原位传感器故障 B 目标

C6103 滑动器过运行 B 目标

C6104 背面清洁原位传感器异常 （初始）（安装了 DF-714 时） B 目标

C6105 背面清洁原位传感器异常 （正常）（安装了 DF-714 时） B 目标

C6704 图像输入超时 C 目标

C6751 CCD 夹钳 / 增益调整故障 B 目标

C6752 ASIC 时钟输入错误 （前侧） C 目标

C6753 ASIC 时钟输入错误 （背面）（安装了 DF-714 时） C 目标

C6754 CIS 夹钳调整故障 （安装了 DF-714 时） B 目标

C6755 CIS 增益调整故障 （安装了 DF-714 时） B 目标

C6756 CCD 电源电压故障 C 目标

C6901 DSC 电路板安装故障 1 （安装了 SC-509 时） C 目标

C6902 DSC 总线检查 NG1-1 （安装了 SC-509 时） C 目标

C6903 DSC 总线检查 NG1-2 （安装了 SC-509 时） C 目标

C6911 DSC 电路板安装故障 2 （安装了 SC-509 时） C 目标

C6912 DSC 总线检查 NG2-1 （安装了 SC-509 时） C 目标

C6913 DSC 总线检查 NG2-2 （安装了 SC-509 时） C 目标

C6F01 扫描器序列故障 1 C 目标

故障代码 内容 级别 自我诊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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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F02 扫描器序列故障 2 C 目标

C6F03 扫描器序列故障 3 C 目标

C6F04 扫描器序列故障 4 C 目标

C6F05 扫描器序列故障 5 C 目标

C6F06 扫描器序列故障 6 C 目标

C6F07 扫描器序列故障 7 C 目标

C6F08 扫描器序列故障 8 C 目标

C6F09 扫描器序列故障 9 C 目标

C6F0A 扫描器序列故障 10 C 目标

C6FDC 扫描器序列故障 DC B 目标

C6FDD 扫描器序列故障 DD B 目标

C7106 出纸 / 反转马达故障 C -

C7107 ADU 传送马达故障 C -

C7111 纸盒 1 提升马达故障 C -

C7112 纸盒 2 提升马达故障 C -

C7131 碳粉供应马达 /C 故障 C -

C7132 碳粉盒马达 /CK 故障 C -

C7133 碳粉供应马达 /M 故障 C -

C7134 碳粉盒马达 /YM 故障 C -

C7135 碳粉供应马达 /Y 故障 C -

C7137 碳粉供应马达 /K 故障 C -

C7139 废碳粉传送马达故障 C -

C7141 定影加压马达故障 C -

C7151 歪斜修正马达 /C 故障 C -

C7152 歪斜修正马达 /M 故障 C -

C7153 歪斜修正马达 /Y 故障 C -

C7201 纸盒 1 进纸离合器故障 C -

C7202 纸盒 2 进纸离合器故障 C -

C7205 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故障 C -

C7206 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故障 C -

C7207 进纸辊快速离合器故障 C -

C720A 对位离合器故障 C -

C720B 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故障 C -

C720D ADU 传送离合器故障 C -

C7241 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故障 C -

C7242 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故障 C -

C7243 出纸通道开关电磁铁故障 C -

C7251 显影电磁铁故障 C -

C7301 PH/ 电源冷却风扇故障 C -

C7302 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故障 C -

C7304 碳粉盒冷却风扇故障 C -

C7305 纸张冷却风扇故障 C -

C7501 纸盒 2 上限传感器故障 C -

C7502 纸盒 1 上限传感器故障 C -

C7601 电源线路 A1 错误 C -

C7602 电源线路 A2 错误 C -

C7603 电源线路 A3 错误 C -

C7604 电源线路 A4 错误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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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605 电源线路 A5 错误 C -

C7607 电源线路 A7 错误 C -

C760A 电源线路 A10 错误 C -

C760B 电源线路 A11 错误 C -

C760C 电源线路 A12 错误 C -

C760D 电源线路 A13 错误 C -

C760E 电源线路 A14 错误 C -

C760F 电源线路 A15 错误 C -

C7622 电源线路 B2 错误 C -

C7623 电源线路 B3 出错 C -

C7631 电源线路 1 错误 C -

C7633 电源线路 3 错误 C -

C8101 读取前压接异化机构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B -

C8107 玻璃清洁机构故障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B -

C8302 冷却风扇故障 （安装了 DF-714 时） B -

C8402 多页进纸检测板故障 （安装了 DF-714 时） C -

C9401 曝光 LED 照明故障 B 目标

C9402 曝光 LED 照明异常 B 目标

C9403 CIS LED 照明故障 （安装了 DF-714 时） B 目标

C9404 CIS LED 照明异常 （安装了 DF-714 时） B 目标

C9701 前侧读取设备电缆损坏检测 A 目标

C9702 后侧读取设备电缆损坏检测 （安装了 DF-714 时） A 目标

CA051 标准控制器配置故障 C -

CA052 控制器硬件错误 C -

CA053 控制器启动故障 C -

CB004 传真电路板 DipSw 设置错误 C 目标

CB005 未安装传真电路板。安装错误。硬件缺陷。 C 目标

CB006 USB 连接中断 C 目标

CB110 程序控制错误 （实例获取错误） C 目标

CB112 信号装置控制错误 C 目标

CB113 任务间出现 I/F 错误 C 目标

CB114 信息队列生成错误 C 目标

CB115 传真出现 I/F 错误 （主机和传真之间出现 I/F 错误） C 目标

CB120 软错误 C 目标

CB122 调制解调器 -DAA 初始化错误 C 目标

CB123 调制解调器 -DAA 节能恢复错误 C 目标

CB125 子 CPU 的 ISW 故障 C 目标

CB126 暂停过程超时 （Codec 控制） C 目标

CB127 暂停过程超时 （通信控制） C 目标

CB128 暂停过程超时 （线路控制） C 目标

CB129 暂停过程超时 （调制解调器控制） C 目标

CB130 主机的 I/F 错误 （传真软错误） C 目标

CB131 主机的 I/F 错误 （接收框架错误） C 目标

CB134 主机的 I/F 错误 （序列错误） C 目标

CB135 主机的 I/F 错误 C 目标

CB136 ACK 等待超时 C 目标

CB137 主机出现 I/F 错误 （RESET 接收自主机） C 目标

CB139 调制解调器响应等待超时 （在电话和传真之间切换时播放语音提示期间） C 目标

CB141 传真软错误 （接收到未知命令） C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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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42 传真软错误 （接收到未定义命令） C 目标

CB143 传真软错误 （命令帧长度错误） C 目标

CB144 传真软错误 （参数长度错误） C 目标

CB145 传真软错误 （接收到未定义参数） C 目标

CB146 传真软错误 （命令 / 响应序列错误） C 目标

CB150 程序控制错误 （实例获取错误） C 目标

CB151 作业开始错误 C 目标

CB152 Doc 访问错误 C 目标

CB153 程序控制错误 （逻辑错误） C 目标

CB154 程序控制错误 （表控制错误） C 目标

CB158 作业生成错误 C 目标

CB160 程序控制错误 （实例获取错误） C 目标

CB162 程序控制错误 （接口错误） C 目标

CB163 程序控制错误 （序列错误） C 目标

CB165 程序控制错误 （表控制错误） C 目标

CB167 发送图像访问错误 （图像采集错误） C 目标

CB168 接收图像访问错误 （图像存储错误） C 目标

CB169 发送图像访问错误 （图像删除错误） C 目标

CB170 程序控制错误 （表控制错误） C 目标

CB171 程序控制错误 （实例获取错误） C 目标

CB173 程序控制错误 （接口错误） C 目标

CB176 无法加密页眉 （TTI）图像生成的域 C 目标

CB177 页眉 （TTI）图像生成错误 C 目标

CB185 接收数据大小逻辑错误 （接收数据不是点线的倍数） C 目标

CB186 无法加密接收图像的域 C 目标

CB187 接收图像转换错误 C 目标

CB188 程序控制错误 （表控制错误） C 目标

CB190 USB 发送错误 C 目标

CB191 USB 发送错误 C 目标

CB192 错误重试 5 秒超时 （无响应或其他错误） C 目标

CB193 USB 拔出，无响应 C 目标

CB195 接收时从睡眠中恢复后 1 分钟未检测到安装 C 目标

CB196 从睡眠中移位后 1 分钟未检测到分离 C 目标

CB197 主电源开关打开时格式化期间 USB I/F 错误 C 目标

CB198 除接收之外的其他时间从睡眠中恢复后 1 分钟未检测到安装 C 目标

CC002 投币机内部错误 C 目标

CC140 安全相关故障 C -

CC151 启动时 ROM 内容错误 (MSC) C 目标

CC152 启动时 ROM 内容错误 (IR) C 目标

CC155 排纸处理器 ROM 错误（安装了 FS-533、FS-536、FS-536SD 或 JS-506 时） C -

CC156 DF ROM 错误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C 目标

CC159 启动时 ROM 内容错误 (DSC1) C 目标

CC15A 启动时 ROM 内容错误 (DSC2) C 目标

CC15B Flash ROM 错误 （鞍式）（安装了 FS-536SD 时） C -

CC15C 引擎 Flash ROM 写入错误 C -

CC163 ROM 内容错误 （PRT） C -

CC164 ROM 内容错误 （MSC） C 目标

CC165 ROM 内容错误 （DF） C -

CC170 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AP0） C 目标

故障代码 内容 级别 自我诊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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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171 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AP1） C 目标

CC172 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AP2） C 目标

CC173 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AP3） C 目标

CC174 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AP4） C 目标

CC180 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LDR） C 目标

CC181 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IBR） C 目标

CC182 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IID） C 目标

CC183 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IPF） C 目标

CC184 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IMY） C 目标

CC185 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SPF） C 目标

CC186 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OAP） C 目标

CC190 轮廓字体加载错误 C 目标

CC191 设置参数加载错误 （LDR） C 目标

CC211 认证设备一般错误 C 目标

CC212 用户验证错误 C 目标

CC213 用户注册错误 / 卡信息设置错误 C 目标

CC214 用户信息删除错误 C 目标

CC216 尝试次数获取失败 / 认证次数初始化错误 C 目标

CC301 认证自定义数据错误 B 目标

CC302 认证自定义数据版本不匹配错误 B 目标

CCC00 公共用户账户跟踪信息错误 B -

CD002 作业 RAM 保存错误 C 目标

CD004 存储器访问错误 （连接故障） C 目标

CD00F 存储器数据传输错误 C 目标

CD010 存储器未格式化 C 目标

CD011 安装了不符合规格的存储器 C 目标

CD012 由于存储器未格式化而导致的安装错误 C 目标

CD020 存储器验证错误 C 目标

CD030 存储器管理信息读取错误 C 目标

CD041 存储器命令执行错误 C 目标

CD042 C 目标

CD043 C 目标

CD044 C 目标

CD045 C 目标

CD046 C 目标

CD047 存储器 SCSI 库错误 C 目标

CD048 C 目标

CD049 C 目标

CD04A C 目标

CD04B C 目标

CD050 存储器恢复超时 C 目标

CD073 存储类型不同 C 目标

CD110 无线 LAN 目的地初始化错误 C 目标

CD201 文件存储器安装错误 C 目标

CD202 存储容量不符 C 目标

CD203 存储容量不符 2 C 目标

CD211 PCI-SDRAM DMA 操作故障 C 目标

CD212 压缩 / 提取超时检测 C 目标

CD241 加密 ASIC 设置错误 C 目标

CD242 加密 ASIC 安装错误 C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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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252 IC-420 安装设置时未安装 IC-420 的中继电路板 C 目标

CD261 USB 集线器板故障 C 目标

CD262 扩展网络适配器安装错误 C 目标

CD2D1 VLAN 设置配置错误 B -

CD3## 非易失性数据错误 C 目标

CD313 TPM 密钥数据错误 C 目标

CD38E 非易失性数据保存错误 （SPI-Flash） C 目标

CD390 非易失性数据校验和错误 C 目标

CD391 非易失性数据保存错误 （存储器） - 目标

CD392 非易失性数据保存错误 （EEPROM） C 目标

CD3A0 计数器错误 C 目标

CD3B1 DB 服务器启动故障 C 目标

CD3B3 DB 访问故障 C 目标

CD3B4 无 DB 定义文件 C 目标

CD3B5 DB 定义文件错误 C 目标

CD3C0 新电路板检测 C 目标

CD401 NACK 命令错误 C 目标

CD402 ACK 命令错误 C 目标

CD403 校验和错误 C 目标

CD404 接收数据包错误 C 目标

CD405 接收数据包分析错误 C 目标

CD406 ACK 接收超时 C 目标

CD407 重新传输超时 C 目标

CD411 触摸面板电路板错误 C 目标

CD412 触摸面板类型不匹配 C 目标

CD413 静电触摸面板操作模式错误 C 目标

CD601 安全相关故障 - -

CD602

CD603

CD701 机械控制器 flash ROM 写入错误 C -

CD702 机械控制器 flash ROM 设备错误 C -

CD703 FW 下载通讯故障 C -

CD704 排纸处理器 Flash ROM 设备错误 （安装了 FS-533、 FS-536、 FS-536SD 或 
JS-506 时）

C -

CDC## 安全相关故障 - -

CDF50 ASIC 图像版本故障 C 目标

CDF51 ASIC 图像版本故障 （背面）（安装了 DF-714 时） C 目标

CDF70 ASIC 图像访问故障 C 目标

CDF71 ASIC 图像访问故障 （背面）（安装了 DF-714 时） C 目标

CDFA0 ASIC 图像错误 C 目标

CDFA1 ASIC 图像错误 （背面）（安装了 DF-714 时） C 目标

CE001 信息队列异常 C 目标

CE002 信息和方法参数故障 C 目标

CE003 任务错误 C 目标

CE004 事件错误 C 目标

CE005 存储器访问错误 C 目标

CE006 报头访问错误 C 目标

CE007 DIMM 初始化错误 C 目标

CE009 存储器资源不足错误 C 目标

CE013 病毒扫描引擎启动故障 （8GB 存储容量） C 目标

故障代码 内容 级别 自我诊断 （完
全）



bizhub C360i/C300i/C250i L 故障排除 > 3. 故障代码

L-56

3.7 C0###

3.7.1 C0002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修正或更换主机和进纸柜 （如有故障）之间的连接头连接。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重写固件。 

5. 更换 PCCB。（PC-116/PC-216 / PC-416）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3.7.2 C0106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PC-116 或 PC-216 时

1. 检查 M111-PCCB CN5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1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111 负荷检查

CE014 病毒扫描引擎启动故障 （存储错误） C 目标

CE101 检测到浏览器终止 C 目标

CE201 传输操作日志存储故障 C 目标

CE202 PDL 解释程序错误 C 目标

CE203 无法恢复的错误 C 目标

CE301 引用错误内存 C 目标

CE302 错误的命令 C 目标

CE303 由于 Qt 库中的错误而完成 C 目标

CE304 由于 Qt 库外的错误而完成 C 目标

CE305 程序强制停止 C 目标

CE401 共享存储器连接超时 C 目标

CED01 增强服务器认证状态下，存储器中不存在认证应用程序信息。 C 目标

CEEE1 CPU 板 （MSC）故障 C 目标

CEEE2 扫描器部分故障 A 目标

CEEE3 基板 （ENG）故障 A 目标

CF### 故障代码 （CF###）被称作终止代码。

有关终止代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 终止代码 ”。

C -

故障类型 C0002：进纸通讯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基板 （BASEB）正在接收数据时，检测到通信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 PC 控制板 （PCCB）

故障类型 C0106：纸盒 3/ 转印 LCT 进纸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安装了 PC-116、 PC-216 或 PC-416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工作时无法旋转。

• 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保持静止时旋转。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PC-116 或 PC-216 时 >
• 纸盒 3 进纸马达 （M111）

• PC 控制板 （PCCB）

< 安装了 PC-416 时 >
• 进纸马达 （M131）

• PC 控制板 （PCCB）

故障代码 内容 级别 自我诊断 （完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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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11, 14, 15

• 控制信号：PCCB CN5-5 (CW/CCW)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116/PC-216 4-C

4. 更换 M111。 

5. 更换 PCCB。 

安装了 PC-416 时

1. 检查 M131-PCCB CN5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3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13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1, 4, 5

• 控制信号：PCCB CN5-5 (CW/CCW)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416 4-J

4. 更换 M131。 

5. 更换 PCCB。 

3.7.3 C0107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PC-116 或 PC-216 时

1. 检查 M112-PCCB CN5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12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11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6, 9, 10

• 控制信号：PCCB CN5-13 (CW/CCW)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116/PC-216 3 至 4-C

4. 更换 M112。 

5. 更换 PCCB。 

安装了 PC-416 时

1. 检查 M132-PCCB CN5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32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13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21, 24, 25

• 控制信号：PCCB CN5-13 (CW/CCW)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416 4-J

4. 更换 M132。 

5. 更换 PCCB。 

3.7.4 C0108

内容

故障类型 C0107：纸盒 3/ 转印 LCT 垂直传送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安装了 PC-116、 PC-216 或 PC-416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工作时无法旋转。

• 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保持静止时旋转。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PC-116 或 PC-216 时 >
• 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 （M112）

• PC 控制板 （PCCB）

< 安装了 PC-416 时 >
• 垂直传送马达 （M132）

• PC 控制板 （PCCB）

故障类型 C0108：纸盒 4 进纸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安装了 PC-216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工作时无法旋转。

• 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保持静止时旋转。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4 进纸马达 （M121）

• PC 控制板 （P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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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检查 M121-PCCB CN9C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2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12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16, 19, 20

• 控制信号：PCCB CN9-5 (CW/CCW)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216 6-K

4. 更换 M121。 

5. 更换 PCCB。 

3.7.5 C0109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122-PCCB CN9C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22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12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8

• 多重代码：26, 29, 30

• 控制信号：PCCB CN9-13 (CW/CCW)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216 6-K

4. 更换 M122。 

5. 更换 PCCB。 

3.7.6 C0202

内容

步骤
1. 卸下纸盒并检查机器内部是否残留纸张。

2. 检查 M12 继电器 CN180-BASEB CN25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M12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PS25 继电器 CN30-BASEB CN26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6. PS25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6EA-15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1-K

7. M1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3

• 多重代码：4

• 控制信号：BASEB CN25E-1 (REM)

• 电气零件的位置：17-K

8. 更换 M12。 

9. 更换 CPUB。 

10.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C0109：纸盒 4 垂直传送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安装了 PC-216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工作时无法旋转。

• 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保持静止时旋转。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4 垂直传送马达 （M122）

• PC 控制板 （PCCB）

故障类型 C0202：纸盒 1 进纸升 / 降异常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纸盒的纸张提升操作开始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纸盒 1 上限传感器 （PS25）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纸盒 1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1 提升马达 （M12）

• 纸盒 1 上限传感器 （PS25）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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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C0204

内容

步骤
1. 卸下纸盒并检查机器内部是否残留纸张。

2. 检查 M13 继电器 CN181-BASEB CN25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M13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PS22 继电器 CN40-BASEB CN23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6. PS2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3E-12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6-K

7. M1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3

• 多重代码：5

• 控制信号：BASEB CN25E-10 (REM)

• 电气零件的位置：18-K

8. 更换 M13。 

9. 更换 CPUB。 

10. 更换 BASEB。 

3.7.8 C0206

内容

步骤
1. 卸下纸盒并检查机器内部是否残留纸张。

2. 检查 M113-PCCB CN6C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M113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PS116 继电器 CN24-PCCB CN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6. PS11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PCCB CN4-3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116/PC-216 7-C

7. M11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3

• 多重代码：6

• 控制信号：PCCB CN6C-8 至 9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116/PC-216 2-C

8. 更换 M113。 

9. 更换 PCCB。 

10. 更换 CPUB。 

11.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C0204：纸盒 2 进纸升 / 降异常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纸盒的纸张提升操作开始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纸盒 2 上限传感器 （PS22）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纸盒 2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2 提升马达 （M13）

• 纸盒 2 上限传感器 （PS22）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0206：纸盒 3 进纸升 / 降异常 （安装了 PC-116 或 PC-216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纸盒的纸张提升操作开始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纸盒 3 上限传感器 （PS116）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纸盒 3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3 提升马达 （M113）

• 纸盒 3 上限传感器 （PS116）

• PC 控制板 （PC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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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 C0208

内容

步骤
1. 卸下纸盒并检查机器内部是否残留纸张。

2. 检查 M123-PCCB CN8C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M123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PS126 继电器 CN47-PCCB CN7C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6. PS12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PCCB CN7C-3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216 8-K

7. M12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3

• 多重代码：7

• 控制信号：PCCB CN8C-8 至 9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216 5-K

8. 更换 M123。 

9. 更换 PCCB。 

10. 更换 CPUB。 

11. 更换 BASEB。 

3.7.10 C0210

内容

步骤
1. 卸下纸盒并检查机器内部是否残留纸张。

2. 检查 M134-PCCB CN10L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M134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PS136 继电器 CN1-PCCB CN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PS138 继电器 CN16-PCCB CN14L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6. PS13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PCCB CN4-3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416 8-J

7. PS138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PCCB CN14L-6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416 3-J

8. M134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3

• 多重代码：9, 10

• 控制信号：PCCB CN10L-1 至 2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416 6-J

故障类型 C0208：纸盒 4 进纸升 / 降异常 （安装了 PC-216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纸盒的纸张提升操作开始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纸盒 4 上限传感器 （PS126）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纸盒 4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4 提升马达 （M123）

• 纸盒 4 上限传感器 （PS126）

• PC 控制板 （PC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0210：转印 LCT 提升故障 （安装了 PC-416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主纸盘的纸张提升操作开始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PS136）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 纸盒的纸张提升操作开始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移位器停止 / 下限位置传感器 （PS138）也没有关闭 （解

除阻断）。

• 纸张提升操作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PS136）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 纸张下降操作开始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PS136）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 纸张下降操作开始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移位器停止 / 下限位置传感器 （PS138）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LCT

相关电气零件 • 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PS136）

• 移位器停止 / 下限位置传感器 （PS138）

• 升降马达 （M134）

• PC 控制板 （P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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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更换 M134。 

10. 更换 PCCB。 

3.7.11 C021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1-BASEB CN19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26 继电器 CN13-BASEB CN26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SD1 继电器 CN21 继电器 CN13-BASEB CN26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6. PS2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6EA-6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9-K

7. SD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3

• 多重代码：3

• 控制信号：BASEB CN26EA-9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0-K

8.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0

• 多重代码：1, 4, 5

• 控制信号：BASEB CN19EA-1 至 5

• 电气零件的位置：1-C

9. 更换 M1。 

10. 更换 CPUB。 

11. 更换 BASEB。 

3.7.12 C0214

内容

步骤
1. 卸下纸盒并检查机器内部是否残留纸张。

2. 检查 M133-PCCB CN10L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M133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PS138 继电器 CN16-PCCB CN14L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PS139 继电器 CN16-PCCB CN14L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故障类型 C0211：手动进纸升 / 降异常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位置从提升板上的待机位置切换至进纸位置后，即使传送马达 （M1）旋转指定的时间，手送纸盒提升位置传感

器 （PS26）仍不关闭 （解除阻断）。

• 位置从提升板上的待机位置切换至进纸位置后，即使传送马达 （M1）旋转指定的时间，手送纸盒提升位置传感

器 （PS26）仍不打开 （阻断）。

故障隔离 手册

相关电气零件 • 传送马达 （M1）

• 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 （SD1）

• 手送纸盒提升位置传感器 （PS26）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0214：转印 LCT 移位故障 （安装了 PC-416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移位操作开始 （移位到右侧）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移位器停止 / 下限位置传感器 （PS138）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 移位操作开始 （移位到右侧）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移位器原位传感器 （PS139）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

断）。

• 返回操作开始 （移位到左侧）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移位器停止 / 下限位置传感器 （PS138）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 返回操作开始 （移位到左侧）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移位器原位传感器 （PS139）也没有打开 （被阻

断）。

故障隔离 LCT

相关电气零件 • 移位器停止 / 下限位置传感器 （PS138） 

• 移位器原位传感器 （PS139） 

• 移位器马达 （M133）

• PC 控制板 （P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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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S138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PCCB CN14L-6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416 3-J

7. PS139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PCCB CN14L-3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416 4-J

8. M13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3

• 多重代码：11, 12

• 控制信号：PCCB CN10L-3 至 4

• 电气零件的位置：PC-416 6-J

9. 更换 M133。 

10. 更换 PCCB。 

3.7.13 C0216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1-LUDB CN3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2 继电器 CN3-LUDB CN5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LUDB CN5-3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LU-302 4-G

5.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3

• 多重代码：8

• 控制信号：LUDB CN3-4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LU-302 3-G

6. 更换 M1。 

7. 更换 LUDB。 

3.8 C1###

3.8.1 C1004、 C1014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536SD 时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写固件。 

3. 更换 FSCB。（FS-533 / FS-536/FS-536SD）

4. 更换 BASEB。 

未安装 JS-506 时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写固件。 

故障类型 C0216：外部 LCT 升 / 降异常 （安装了 LU-302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纸盒的纸张提升操作开始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 LU 上限传感器 （PS2）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LCT

相关电气零件 • LU 上限传感器 （PS2）

• LU 提升马达 （M1）

• LU 驱动板 （LUDB）

故障类型 • C1004：排纸处理器通讯错误 （引擎检测）

• C1014：排纸处理器通讯错误 （排纸处理器检测）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在基板 （BASEB）与 FS 控制板 （FSCB）之间检测到通讯错误时。

< 安装了 JS-506 时 > 在基板 （BASEB）与 JS 控制板 （JSCB）之间检测到通讯错误时。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
536SD 时 >

• FS 控制板 （FSCB）

• 基板 （BASEB）

< 安装了 JS-506 时 > JS 控制板 （J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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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换 JSCB。 

3.8.2 C1081、 C1082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写固件。 

3. 更换 SDCB。 

4. 更换 FSCB。 

3.8.3 C1102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FS-533 时

1. 检查 M109-FSCB CN108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09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07-FSCB CN110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07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CN110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7-D 至 E

5. M109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CN108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10-E

6. 更换 M109。 

7. FSCB CP109 传导性检查

8. 更换 FSCB。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1. 检查 M11-FSCB J9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26 继电器 CN1-FSCB J1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PS27 继电器 CN1-FSCB J1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PS29 继电器 CN2-FSCB J1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6. 检查 SW2-FSCB J10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故障类型 • C1081：SD 通讯错误 （排纸处理器检测）

• C1082：SD 通讯错误 （SD 检测）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在 FS 控制板 （FSCB）与 SD 控制板 （SDCB）之间检测到通讯错误时。

故障隔离 中央装订 / 对折 / 三折 （仅限 C1081）

相关电气零件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故障类型 C1102：主纸盘升 / 降马达驱动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3 时 > • 当出纸盘上升时，纸盒提升马达 （M109）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

出纸盘原位传感器 （PS107）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 当出纸盘下降时，纸盒提升马达 （M109）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

出纸盘原位传感器 （PS107）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出纸盘正在提升时，即使主纸盘升 / 降马达 （M11）转动了设定的次数，主

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 （PS26/PS27）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而且主纸盘上

部位置检测开关 （SW2）也没有打开。

• 当出纸盘下降时，主纸盘升 / 降马达 （M11）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

间，主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PS29）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3 时 > • 纸盒提升马达 （M109）

• 出纸盘原位传感器 （PS107）

• FS 控制板 （FSCB）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主纸盘升 / 降马达 （M11）

•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 / 后 （PS26）

•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 / 前 （PS27）

• 主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PS29）

• 主纸盘上部位置检测开关 （SW2）

• FS 控制板 （F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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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S2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4<A>-5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2-C

8. PS27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4<B>-6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3-C

9. PS29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4<A>-8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4-C

10. SW2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0-1 至 2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5-K

11. M11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9<A>-9 至 10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2-C

12. 更换 M11。 

13. FSCB F2 传导性检查

14. 更换 F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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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C1103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FS-533 时

1. 检查 M105-FSCB CN102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05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08-FSCB CN102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08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CN102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7-J

5. M105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CN102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7-J

6. 更换 M105。 

7. FSCB CP105 传导性检查

8. 更换 FSCB。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1. 检查 M7-FSCB J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7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2-FSCB J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4<B>-4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5-C

5. M7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4<A>-5 至 8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4-C

6. 更换 M7。 

7. 更换 FSCB。 

故障类型 C1103：对齐马达 / 前驱动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3 时 > • 从原位开始板驱动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对齐板 / 前原位传感器

（PS108）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 对齐马达 / 前 （M105）打开以将板返回原位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对

齐板原位传感器 / 前 （PS108）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从原位开始板驱动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对齐板 / 前原位传感器

（PS12）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 对齐马达 / 前 （M7）打开以将板返回原位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对齐

板 / 前原位传感器 （PS12）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 对齐板 / 前没有在设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的位置。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3 时 > • 对齐马达 / 前 （M105） 

• 对齐板 / 前原位传感器 （PS108）

• FS 控制板 （FSCB）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对齐马达 / 前 （M7）

• 对齐板 / 前原位传感器 （PS12）

• FS 控制板 （F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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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C1105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10 继电器 CN7<A>-FSCB J13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0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8 继电器 CN7<A>-FSCB J13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PS19- 继电器 CN7<B>-FSCB J12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PS18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3-13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8-C

6. PS19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2-3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7-C

7. M10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3-1 至 2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9-C

8. 更换 M10。 

9. 更换 FSCB。 

3.8.6 C1106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FS-533 时

1. 检查 M107-STREYB CN123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07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10-FSCB CN110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10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CN110

故障类型 C1105：纸叠排出马达驱动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纸夹位置检测传感器 （PS19）关闭 （阻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

纸夹原位传感器 （PS18）也没有打开 （解除阻断）。

• PS19 打开 （解除阻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纸夹位置检测传感器

（PS19）也没有关闭 （被阻断）。

• 纸夹原位传感器 （PS18）关闭 （阻断）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纸夹

位置检测传感器 （PS19）也没有打开 （解除阻断）。

• 纸叠排出马达 （M10）通电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纸夹原位传感器

（PS18）也没有关闭 （被阻断）。

• 纸夹原位传感器 （PS18）和纸夹位置检测传感器 （PS19）同时打开 （解除

阻断）。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纸叠排出马达 （M10）

• 纸夹原位传感器 （PS18）

• 纸夹位置检测传感器 （PS19）

• FS 控制板 （FSCB）

故障类型 C1106：装订器移动马达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3 时 > • 从原位开始运行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PS110）

仍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 从回到原位时，装订器移动马达 （M107）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PS110）仍没有打开 （被阻断）。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侧装订器移动马达 （M13）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装订原位传感

器 / 后 （PS23）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或打开 （被阻断）。

• 装订器没有在设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的位置。

故障隔离 装订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3 时 > • 装订器移动马达 （M107）

•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PS110）

• 装订器中继板 （STRYB）

• FS 控制板 （FSCB）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侧装订器移动马达 （M13）

•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 后 （PS23）

• FS 控制板 （F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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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8-D 至 E

5. M107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STRYB CN123-5 至 8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5-L

6. 更换 M107。 

7. 更换 STRYB。 

8. FSCB CP107 传导性检查

9. 更换 FSCB。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1. 检查 M13 继电器 CN3-FSCB J11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3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23 继电器 CN3-FSCB J11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2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1<B>-3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4-C

5. M13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1<A>-1 至 4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4-C

6. 更换 M13。 

7. 更换 FSCB。 

3.8.7 C1109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FS-533 时

1. 检查装订单元 STRYB CN122、 CN123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装订单元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10-FSCB CN110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10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CN110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8-D 至 E

5. 更换装订单元。 

6. 更换 STRYB。 

7. 更换 FSCB。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1. 检查装订单元继电器 CN4-FSCB J11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装订单元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23 继电器 CN3-FSCB J11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PS24 继电器 CN3-FSCB J11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PS2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1<B>-3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4-C

6. PS2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1<B>-6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5-C

7. 更换装订单元。 

故障类型 C1109：装订器马达驱动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3 时 > 装订器马达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PS110）也

没有打开 （被阻断）。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装订器马达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 后

（PS23）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或打开 （被阻断）。

• 装订器马达正在运行时，装订器位置传感器 / 中心 （PS24）打开 （被阻

断）。

故障隔离 装订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3 时 > •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PS110）

• 装订单元

• 装订器中继板 （STRYB）

• FS 控制板 （FSCB）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装订单元

•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 后 （PS23）

• 装订器位置传感器 / 中心 （PS24）

• FS 控制板 （F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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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更换 FSCB。 

3.8.8 C1112

内容

步骤
1. 检查装订单元 -SDCB J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装订单元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更换装订单元。 

4. 更换 SDCB。 

5. 更换 FSCB。 

3.8.9 C1113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4-SDCB J10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4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6-SDCB J10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SDCB J10-5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2-P

5. M4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SDCB J10-6 至 9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2-P

6. 更换 M4。 

7. 更换 SDCB。 

8. 更换 FSCB。 

3.8.10 C1114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3 继电器 CN26-SDCB J7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3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故障类型 C1112：装订器马达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 装订器马达通电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装订原位传感器也没有打开。

• 装订原位传感器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装订原位传感器也没有关

闭。

故障隔离 • 装订

• 中央装订 / 对折 / 三折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 装订单元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故障类型 C1113：止动器驱动马达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止动器驱动马达 （M4）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止动器原位传感器

（PS6）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或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 装订

• 中央装订 / 对折 / 三折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 止动器驱动马达 （M4）

• 止动器原位传感器 （PS6）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故障类型 C1114：对齐马达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对齐马达 （M3）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对齐原位传感器 （PS4）也

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或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中央装订 / 对折 / 三折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 对齐马达 （M3）

• 对齐原位传感器 （PS4）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bizhub C360i/C300i/C250i L 故障排除 > 3. 故障代码

L-69

3. 检查 PS4 继电器 CN26-SDCB J7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SDCB J7-6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6-P

5. M3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SDCB J7-7 至 10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6-P

6. 更换 M3。 

7. 更换 SDCB。 

8. 更换 FSCB。 

3.8.11 C1115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9-SDCB J11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9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8 继电器 CN26-SDCB J7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8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SDCB J7-3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7-P

5. M9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SDCB J11-11 至 20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2-L

6. 更换 M9。 

7. 更换 SDCB。 

8. 更换 FSCB。 

3.8.12 C1132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FS-533+PK-519 时

1.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inisher] （排纸处理器） -> [Punch option setting] （打孔选项设置）中检查孔的数量。

2. 检查 M201-PKCB CN203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故障类型 C1115：中央折叠刀马达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中央折叠刀马达 （M9）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中央折叠刀原位传

感器 （PS8）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或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中央装订 / 对折 / 三折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 中央折叠刀马达 （M9）

• 中央折叠刀原位传感器 （PS8）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故障类型 C1132：打孔驱动马达驱动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3+PK-519 时 > • 打孔马达 （M201）通电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打孔器驱动凸轮传感

器 （PS203）或打孔器原位传感器 （PS204）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或关闭

（解除阻断）。

• 打开马达 （M201）被驱动时打孔马达传感器 （PS202）没有打开。

• 其他销售地区的孔要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inisher] （排纸处理

器） -> [Punch option setting] （打孔选项设置）中进行设置。

< 安装了 FS-536+PK-520 或 FS-
536SD+PK-520 时 >

打孔驱动马达 （M1）通电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打孔原位传感器

（PS1）也没有打开 （解除阻断）或关闭 （被阻断）。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3+PK-519 时 > • 打孔马达 （M201）

• 打孔马达传感器 （PS202）

• 打孔器驱动凸轮传感器 （PS203）

• 打孔器原位传感器 （PS204）

• PK 控制板 （PKCB）

• FS 控制板 （FSCB）

< 安装了 FS-536+PK-520 或 FS-
536SD+PK-520 时 >

• 打孔驱动马达 （M1）

• 打孔原位传感器 （PS1）

• FS 控制板 （F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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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 M20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PS202-PKCB CN20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PS203-PKCB CN20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6. 检查 PS204-PKCB CN20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7. PS20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PKCB CN204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PK-519) 5-C

8. PS20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PKCB CN204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PK-519) 6-C

9. PS20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PKCB CN204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PK-519) 6-C

10. M201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PKCB CN203-1 至 2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PK-519) 4-C

11. 更换 M201。 

12. PKCB F201 传导性检查。

13. 更换 PKCB。 

14. 更换 FSCB。 

安装了 FS-536+PK-520 或 FS-536SD+PK-520 时

1. 检查 M1 继电器 CN351-FSCB J7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FSCB J7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7-5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3-K

5. M1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7-7 至 8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3-K

6. 更换 M1。

7. 更换 FSCB。 

3.8.13 C1140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FS-533 时

1. 检查 M106-FSCB CN102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06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09-FSCB CN102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09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CN102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7-J

5. M106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CN102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8-J

6. 更换 M106。 

7. FSCB CP105 传导性检查

8. 更换 FSCB。 

故障类型 C1140：对齐马达 / 后驱动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3 时 > • 从原位开始板驱动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对齐板原位传感器 / 后

（PS109）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 对齐马达 / 后 （M106）通电后，板返回原文时，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对

齐板原位传感器 / 后 （PS109）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对齐马达 / 后 （M8）通电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对齐板 / 后原位传感器

（PS13）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或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3 时 > • 对齐马达 / 后 （M106）

• 对齐板原位传感器 / 后 （PS109）

• FS 控制板 （FSCB）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对齐马达 / 后 （M8）

• 对齐板 / 后原位传感器 （PS13）

• FS 控制板 （F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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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1. 检查 M8-FSCB J12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8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3-FSCB J9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9<B>-11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0-C

5. M8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2-13 to 16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6-C

6. 更换 M8。 

7. 更换 FSCB。 

3.8.14 C114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5-FSCB J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5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4-FSCB J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4<B>-7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5-C

5. M5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4<A>-9 至 12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4-C

6. 更换 M5。 

7. 更换 FSCB。 

3.8.15 C1144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9 继电器 CN7<A>-FSCB J13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9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21- 继电器 CN8- 继电器 CN7<B>-FSCB J12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PS22- 继电器 CN8- 继电器 CN7<B>-FSCB J12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PS2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2-6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7-C

6. PS2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2-9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7-C

7. M9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3-3 至 4

故障类型 C1141：FNS 叶片马达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FNS 叶片马达 （M5）旋转时，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上叶片原位检测传感

器 （PS14）也没有关闭 （被阻断）或打开 （解除阻断）。

故障隔离 装订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FNS 叶片马达 （M5）

• 上叶片原位检测传感器 （PS14）

• FS 控制板 （FSCB）

故障类型 C1144：预排纸驱动马达驱动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预排纸驱动马达 （M9）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预排纸原位传感

器 （PS21）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或打开 （被阻断）。

• 预排纸驱动马达 （M9）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预排纸距离传感

器 （PS22）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或关闭 （解除阻断）。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预排纸驱动马达 （M9）

• 预排纸原位传感器 （PS21）

• 预排纸距离传感器 （PS22）

• FS 控制板 （F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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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9-C

8. 更换 M9。 

9. 更换 FSCB。 

3.8.16 C1145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6-FSCB J5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6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20 继电器 CN19-FSCB J5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20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5-9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5-K

5. M6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5-13 至 16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5-K

6. 更换 M6。 

7. 更换 FSCB。 

3.8.17 C1156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7-SDCB J8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7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5-SDCB J8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5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SDCB J8-3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4-P

5. M7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SDCB J8-4 至 7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4-P

6. 更换 M7。 

7. 更换 SDCB。 

8. 更换 FSCB。 

3.8.18 C1182

内容

故障类型 C1145：尾缘止动器马达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尾缘止动器马达 （M6）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尾缘止动器原位检

测传感器 （PS20）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或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装订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尾缘止动器马达 （M6）

• 尾缘止动器原位检测传感器 （PS20）

• FS 控制板 （FSCB）

故障类型 C1156：SD 叶片马达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SD 叶片马达 （M7）旋转时，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叶片原位传感器

（PS5）也没有关闭 （被阻断）或打开 （解除阻断）。

故障隔离 中央装订 / 对折 / 三折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 SD 叶片马达 （M7）

• 叶片原位传感器 （PS5）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故障类型 C1182：移位马达驱动故障

级别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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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检查 M1-JSCB CN208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JSCB CN208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JSCB CN208-5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JS-506 5-C

5. M1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JSCB CN208-1 (DRV)

• 电气零件的位置：JS-506 4 至 5-C

6. 更换 M1。 

7. JSCB ICP3 传导性检查

8. 更换 JSCB。 

3.8.19 C1184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12 继电器 CN1-FSCB J1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2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28 继电器 CN1-FSCB J1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28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4<B>-3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2 至 3-C

5. M12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14<A>-9 至 12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2-C

6. 更换 M12。 

7. 更换 FSCB。 

3.8.20 C1195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2 继电器 CN22 继电器 CN21-SDCB J5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2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2 继电器 CN22 继电器 CN21-SDCB J5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JS-506 时 > • 纸盒移位马达 （M1）打开 （开始移到原位）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

纸盒移位原位传感器 （PS1）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 纸盒移位马达 （M1）打开 （开始移到移位）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

纸盒移位原位传感器 （PS1）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故障隔离 装订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JS-506 时 > • 纸盒移位马达 （M1）

• 纸盒移位原位传感器 （PS1）

• JS 控制板 （JSCB）

故障类型 C1184：纸张接收控制马达驱动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纸张接收控制马达 （M12）通电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纸张递送控制传

感器 （PS28）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或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纸张接收控制马达 （M12）

• 纸张递送控制传感器 （PS28）

• FS 控制板 （FSCB）

故障类型 C1195：排纸控制马达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排纸控制马达 （M2）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卷曲封页检测传感器

（PS2）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或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中央装订 / 对折 / 三折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 排纸控制马达 （M2）

• 卷曲封页检测传感器 （PS2）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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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信号：SDCB J5-3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4-L 

5. M2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SDCB J5-4 至 7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4-L 

6. 更换 M2。 

7. 更换 SDCB。 

8. 更换 FSCB。 

3.8.21 C1196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6-SDCB J9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6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7-SDCB J9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7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SDCB J9-6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5-P 

5. M6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SDCB J9-7 至 10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4-P 

6. 更换 M6。 

7. 更换 SDCB。 

8. 更换 FSCB。 

3.8.22 C1197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8-SDCB J8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8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1-SDCB J8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SDCB J8-10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3-P

5. M8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SDCB J8-11 至 14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3-P 

6. 更换 M8。 

7. 更换 SDCB。 

8. 更换 FSCB。 

故障类型 C1196：中央折叠导板马达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中央折叠导板马达 （M6）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导板原位传感器

（PS7）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或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中央装订 / 对折 / 三折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 中央折叠导板马达 （M6）

• 导板原位传感器 （PS7）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故障类型 C1197：三折导板马达驱动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三折导板马达 （M8）通电时，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三折门原位传感器

（PS11）也没有关闭 （被阻断）或打开 （解除阻断）。

故障隔离 中央装订 / 对折 / 三折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SD 时 > • 三折导板马达 （M8）

• 三折门原位传感器 （PS11）

• SD 控制板 （SDCB）

• FS 控制板 （F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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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3 C11A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104-FSCB CN109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04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05-FSCB CN110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05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CN110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7-D 至 E

5. M104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CN109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3 9-D 至 E

6. 更换 M104。 

7. FSCB CP104 传导性检查

8. 更换 FSCB。 

3.8.24 C11A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4-FSCB J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4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1-FSCB J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4<B>-16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6-C

5. M4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4<A>-1 至 4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3-C

6. 更换 M4。 

7. 更换 FSCB。 

3.8.25 C11E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2-FSCB J9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2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故障类型 C11A1：出纸辊加压 / 收缩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3 时 > 出纸辊提升马达 （M104）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拾纸辊位置传感

器 （PS105）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或关闭 （解除阻断）。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3 时 > • 出纸辊提升马达 （M104）

• 拾纸辊位置传感器 （PS105）

• FS 控制板 （FSCB）

故障类型 C11A2：接收辊收缩马达驱动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接收辊收缩马达 （M4）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接收辊收缩传感器

（PS11）也没有关闭 （被阻断）或打开 （解除阻断）。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接收辊收缩马达 （M4）

• 接收辊收缩传感器 （PS11）

• FS 控制板 （FSCB）

故障类型 C11E1：出纸切换驱动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FNS 入口传送马达 （M2）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交换折叠纸张输

出传感器 （PS30）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或打开 （被阻断）。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FNS 入口传送马达 （M2）

• 交换折叠纸张输出传感器 （PS30）

• FS 控制板 （F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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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 PS30-FSCB J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30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4<A>-15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4-C

5. M2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FSCB J9<A>-1 至 4

• 电气零件的位置：FS-536/FS-536SD 12-C

6. 更换 M2。 

7. 更换 FSCB。 

3.8.26 C1402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写固件。 

3. 更换 FSCB。 

3.9 C2###

3.9.1 C2152、 C2153、 C2154、 C2155、 C2156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3-BASEB CN19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3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39 继电器 CN113-BASEB CN13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L5 继电器 CN118-EXCB CN1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6.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7. PS39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13E-3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1-C

8. CL5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24

• 多重代码：1, 2, 102, 103, 106, 107

• 控制信号：EXCB CN14EX-9 (REM)

故障类型 C1402：FS 非易失性存储器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FS-533 时 > 当主电源开关打开时，检测到 FS 控制板 （FSCB）上的非易失存储器故障。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3 时 > FS 控制板 （FSCB）

故障类型 • C2152：转印带返回初始位置故障

• C2153：转印带在 K 压力切换时出现间隔故障

• C2154：转印带在完全压力切换时出现接触故障

• C2155：转印带在 K 压力确立后出现接触故障

• C2156：转印带在完全压力确立后出现间隔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C2152：在返回初始位置期间，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 （CL5）开始接合后，在指定的时间内，第 1 转印压力传感

器 （PS39）没有检测到 “ 从收缩到加压的切换 ” 或 “ 从加压到收缩的切换 ”。

• C2153：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 （CL5）开始接合后，在指定的时间内，第 1 转印压力传感器 （PS39）没有检测到

“ 从加压到收缩的切换 ”。

• C2154：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 （CL5）开始接合后，在指定的时间内，第 1 转印压力传感器 （PS39）没有检测到

“ 从收缩到加压的切换 ”。

• C2155：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 （CL5）关闭，释压操作完成时，过去了指定的时间后，第 1 转印压力传感器

（PS39）打开 （被阻断）。

• C2156：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 （CL5）关闭，加压操作完成时，过去了指定的时间后，第 1 转印压力传感器

（PS39）关闭 （解除阻断）。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定影马达 （M3）

• 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 （CL5）

• 第 1 转印压力传感器 （PS39）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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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零件的位置：6-P

9. M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5

• 多重代码：1, 4, 5, 6

• 控制信号：BASEB CN19EA-6 至 10

• 电气零件的位置：1-C

10. 更换 M3。 

11. 更换 EXCB。 

12. 更换 CPUB。 

13. 更换 BASEB。 

3.9.2 C2204

内容

步骤
1. 如果 PS46 沾有碳粉或纸尘等，请进行清洁。

2. 更换废粉盒。

3. 检查 M20 继电器 CN92-EXCB CN10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M20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PS46-EXCB CN8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6.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7.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8. PS46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8EX-6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9-X

9. M20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4

• 多重代码：1

• 控制信号：EXCB CN10EX-12 至 15

• 电气零件的位置：11-P

10. 更换 M20。 

11. 更换 EXCB。 

12. 更换 CPUB。 

13. 更换 BASEB。 

3.9.3 C2253、 C2254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2-BASEB CN19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2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M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1

• 多重代码：1, 4, 5

• 控制信号：BASEB CN19EB-1 至 5

• 电气零件的位置：2-C

故障类型 C2204：废碳粉传送马达无法旋转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即使过去了预设的时间后，旋转检测传感器也没有改变。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废粉盒到位传感器 （PS46）

• 废碳粉传送马达 （M20）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2253：PC 马达无法旋转

• C2254：PC 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C2253：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工作时无法旋转。

• C2254：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保持静止时旋转。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PC 马达 （M2）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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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更换 M2。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3.9.4 C2255、 C2256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21-BASEB CN19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2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M2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50

• 多重代码：1, 4, 5

• 控制信号：BASEB CN19EB-6 至 10

• 电气零件的位置：2-C

5. 更换 M21。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3.9.5 C2355

内容

步骤
1. 检查 FM2 继电器 CN115-EXCB CN10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风扇是否超负荷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FM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2

• 多重代码：13, 14

• 控制信号：EXCB CN10EX-9 (REM)、 EXCB CN10EX-11 (LOCK)

• 电气零件的位置：11-P

6. 更换 FM2。 

7. 更换 EXCB。 

8. 更换 CPUB。 

9. 更换 BASEB。 

3.9.6 C2411、 C2412、 C2413、 C2414

内容

故障类型 • C2255：显影马达无法旋转

• C2256：显影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C2255：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工作时无法旋转。

• C2256：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保持静止时旋转。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显影马达 （M21）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2355：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无法旋转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当风扇转动时，风扇锁定信号在一段预设时间内持续显示 Low （低）。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 （FM2）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2411：显影单元 /C 新品发布

• C2412：显影单元 /M 新品发布

• C2413：显影单元 /Y 新品发布

• C2414：显影单元 /K 新品发布

级别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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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重新安装显影单元。

2. 检查显影组件 /C 继电器 CN251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411)

3. 检查显影组件 /M 继电器 CN250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412)

4. 检查显影组件 /Y 继电器 CN249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413)

5. 检查显影组件 /K 继电器 CN252 继电器 CN25-EXCB CN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414)

6. 检查 EXCB CN1EX-BASEB CN1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7.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8.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9. 更换对应的显影组件。 

10. 更换 EXCB。 

11. 更换 CPUB。 

12. 更换 BASEB。 

3.9.7 C2551、 C2553、 C2555

内容

步骤
1. 如果图像浓度低，请执行图像故障排除步骤。

2. 重新安装显影单元。

3. 重新安装碳粉盒。

4. 检查显影组件 /C 继电器 CN251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51)

5. 检查显影组件 /M 继电器 CN250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53)

6. 检查显影组件 /Y 继电器 CN249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55)

7. 检查 EXCB CN1EX-BASEB CN1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8.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9.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10. M10、 M25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1EX-5 至 8 (M10)、 EXCB CN11EX-1 至 4 (M25)

• 电气零件的位置：4-P

11. M7、 M8、 M9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1EX-17 至 20 (M7)、 EXCB CN11EX-13 至 16 (M8)、 EXCB CN11EX-9 至 12 (M9)

• 电气零件的位置：5-P (M7)、 4-P (M8, M9)

12. 如果副料斗内的碳粉用尽传感器及其周围被碳粉弄脏，请进行清洁。

13. 更换对应的显影组件。 

14. 更换 EXCB。 

15. 更换 CPUB。 

16. 更换 BASEB。 

故障检测情况 安装新的显影组件后，新单元的状态未清除。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显影单元 /C,M,Y,K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2551：青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低的碳粉浓度

• C2553：品红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低的碳粉浓度

• C2555：黄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低的碳粉浓度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以 TC 比率计算控制确定采样数据时，即使副料斗中仍有碳粉，TCR 传感器的输出也连续高于预设值预设定的次数。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显影组件 /C、 M、 Y

• 碳粉盒 /C,M,Y

• PH 单元

• 碳粉用尽传感器 /Y （PS34）

• 碳粉用尽传感器 /M （PS33）

• 碳粉用尽传感器 /C （PS32）

• 碳粉盒马达 /YM （M10）

• 碳粉盒马达 /CK （M25）

• 碳粉供应马达 /Y （M9）

• 碳粉供应马达 /M （M8）

• 碳粉供应马达 /C （M7）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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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 C2552、 C2554、 C2556、 C2558

内容

步骤
1. 重新安装显影单元。

2. 重新安装碳粉盒。

3. 检查显影组件 /C 继电器 CN251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52)

4. 检查显影组件 /M 继电器 CN250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54)

5. 检查显影组件 /Y 继电器 CN249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56)

6. 检查显影组件 /K 继电器 CN252 继电器 CN25-EXCB CN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58)

7. 检查 EXCB CN1EX-BASEB CN1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8.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9.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10. 更换对应的显影组件。 

11. 更换 EXCB。 

12. 更换 CPUB。 

13. 更换 BASEB。 

3.9.9 C2557

内容

步骤
1. 如果图像浓度低，请执行图像故障排除步骤。

2. 重新安装显影单元 /K。

3. 重新安装碳粉盒 /K。

4. 检查显影组件 /K 继电器 CN252 继电器 CN25-EXCB CN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EXCB CN1EX-BASEB CN1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6.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7.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8. M25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1EX-1 至 4

• 电气零件的位置：4-P

9. M6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0EX-16 至 19

• 电气零件的位置：11-P

10. 如果副料斗内的碳粉用尽传感器及其周围被碳粉弄脏，请进行清洁。

11. 更换显影组件 /K。 

12. 更换 EXCB。 

13. 更换 CPUB。 

故障类型 • C2552：青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高的碳粉浓度

• C2554：品红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高的碳粉浓度

• C2556：黄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高的碳粉浓度

• C2558：黑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高的碳粉浓度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连续多次检测到由碳粉补充控制决定的碳粉 TC 比率等于或超过预设值。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显影单元 /C,M,Y,K

• 碳粉盒 /C,M,Y,K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2557：黑色 TCR 传感器检测到异常低的碳粉浓度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以 TC 比率计算控制确定采样数据时，即使副料斗中仍有碳粉，TCR 传感器的输出也连续高于预设值预设定的次数。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显影组件 /K

• 碳粉盒 /K

• PH 单元

• 碳粉用尽传感器 /K （PS31）

• 碳粉盒马达 /CK （M25）

• 碳粉供应马达 /K （M6）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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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更换 BASEB。 

3.9.10 C2559、 C255A、 C255B

内容

步骤
1. 重新安装显影单元。

2. 检查显影组件 /C 继电器 CN251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59)

3. 检查显影组件 /M 继电器 CN250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5A)

4. 检查显影组件 /Y 继电器 CN249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5B)

5. 检查 EXCB CN1EX-BASEB CN1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6.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7.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8. M10、 M25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1EX-5 至 8 (M10)、 EXCB CN11EX-1 至 4 (M25)

• 电气零件的位置：4-P

9. M7、 M8、 M9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1EX-17 至 20 (M7)、 EXCB CN11EX-13 至 16 (M8)、 EXCB CN11EX-9 至 12 (M9)

• 电气零件的位置：5-P (M7)、 4-P (M8, M9)

10. 更换对应的显影组件。 

11. 更换 EXCB。 

12. 更换 CPUB。 

13. 更换 BASEB。 

3.9.11 C255C

内容

步骤
1. 重新安装显影单元 /K。

2. 检查显影组件 /K 继电器 CN252 继电器 CN25-EXCB CN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EXCB CN1EX-BASEB CN1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6. M25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1EX-1 至 4

• 电气零件的位置：4-P

7. M6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0EX-16 至 19

• 电气零件的位置：11-P

8. 更换显影组件 /K。 

故障类型 • C2559：青色 TCR 传感器调整故障

• C255A：品红色 TCR 传感器调整故障

• C255B：黄色 TCR 传感器调整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TCR 传感器自动调整不能正常工作，无法调整到适当的值。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显影组件 /C、 M、 Y

• 碳粉盒马达 /YM （M10）

• 碳粉盒马达 /CK （M25）

• 碳粉供应马达 /Y （M9）

• 碳粉供应马达 /M （M8）

• 碳粉供应马达 /C （M7）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255C：黑色 TCR 传感器调整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TCR 传感器自动调整不能正常工作，无法调整到适当的值。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显影组件 /K

• 碳粉盒马达 /CK （M25）

• 碳粉供应马达 /K （M6）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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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更换 EXCB。 

10. 更换 CPUB。 

11. 更换 BASEB。 

3.9.12 C2561、 C2562、 C2563、 C2564

内容

步骤
1. 重新安装显影单元。

2. 检查显影组件 /C 继电器 CN251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61)

3. 检查显影组件 /M 继电器 CN250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62)

4. 检查显影组件 /Y 继电器 CN249 继电器 CN248-EXCB CN6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63)

5. 检查显影组件 /K 继电器 CN252 继电器 CN25-EXCB CN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564)

6. 检查 EXCB CN1EX-BASEB CN1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7.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8.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9. 更换对应的显影组件。 

10. 更换 EXCB。 

11. 更换 CPUB。 

12. 更换 BASEB。 

3.9.13 C2650

内容

步骤
1. 检查 ERB CN1-BASEB CN27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更换 CPUB。 

4. 更换 BASEB。 

5. 更换 ERB。 

1. 使用新品更换当前的 ERB。

2. 使用新的零件更换以下零件。

更换成新的转印带单元和定影单元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寿命） -> [New Release] （新发布）。更

换成新的转印辊后，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中执行计数器重置。

• 显影组件

• 感光鼓组件

• 碳粉盒

• 转印带单元

• 定影单元

• 转印辊

• 进纸辊、拾纸辊、分离辊 （包括选购件）

3. 打开主电源开关，检查并确认预热开始。

确保未检测到除了 C2650 之外的故障代码或者 IU/TC 放置不当。

4. 进行指定的重新调整。

6. 如果上述对策未能解决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

故障类型 • C2561：青色 TCR 传感器故障

• C2562：品红色 TCR 传感器故障

• C2563：黄色 TCR 传感器故障

• C2564：黑色 TCR 传感器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检测到的每个 TCR 传感器的报警信号超过预设次数。

• 该检测用于检测 TCR 传感器的连接头是否断开。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显影单元 /C,M,Y,K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2650：主备份介质存取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已读出且经检查并发现有错误的重写数据被重新读出并仍发现有错误。

• 读出计数器值时发现有错误。

• 主机检测到未安装备份板。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备份板 （ER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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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4 C2A11、 C2A12、 C2A13、 C2A14

内容

步骤
1. 如果感光鼓组件与主机间的连接部变脏，请进行清洁。

2. 重新安装感光鼓组件。

3. 检查感光鼓组件 /C 继电器 CN47 继电器 CN149-EXCB CN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A11)

4. 检查感光鼓组件 /M 继电器 CN46 继电器 CN149-EXCB CN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A12)

5. 检查感光鼓组件 /Y 继电器 CN45 继电器 CN149-EXCB CN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A13)

6. 检查感光鼓组件 /K 继电器 CN48 继电器 CN149-EXCB CN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A14)

7. 检查 EXCB CN1EX-BASEB CN1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8.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9.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10. 更换对应的感光鼓组件。 

11. 更换 EXCB。 

12. 更换 CPUB。 

13. 更换 BASEB。 

3.9.15 C2A21、 C2A22、 C2A23、 C2A24

内容

步骤
1. 如果碳粉盒与主机间的连接部变脏，请进行清洁。

2. 检查碳粉盒 /C 继电器 CN82 继电器 CN79-EXCB CN5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A21)

3. 检查碳粉盒 /M 继电器 CN81 继电器 CN79-EXCB CN5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A22)

4. 检查碳粉盒 /Y 继电器 CN80 继电器 CN79-EXCB CN5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A23)

5. 检查碳粉盒 /K 继电器 CN83 继电器 CN79-EXCB CN5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C2A24)

6. 检查 EXCB CN1EX-BASEB CN1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7.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8.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9. 重新安装碳粉盒。 

10. 检查线束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11. 更换对应的碳粉盒。 

12. 更换 EXCB。 

13. 更换 CPUB。 

14.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 C2A11：感光鼓组件 /C 新版本故障

• C2A12：感光鼓组件 /M 新版本故障

• C2A13：感光鼓组件 /Y 新版本故障

• C2A14：感光鼓组件 /K 新版本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安装新的感光鼓组件后，新单元的状态未清除。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感光鼓组件 /C、 M、 Y、 K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2A21：碳粉盒 /C 新版本故障

• C2A22：碳粉盒 /M 新版本故障

• C2A23：碳粉盒 /Y 新版本故障

• C2A24：碳粉盒 /K 新版本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安装新的碳粉盒后，新单元的状态未清除。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碳粉盒 /C,M,Y,K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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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C3###

3.10.1 C3101、 C3103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11 继电器 CN112-EXCB CN1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定影单元中继 CN95、 CN96-BASEB CN4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PS38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4E-3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7-C

6. M11 操作检查

• 检查代码：45

• 多重代码：7, 8, 9

• 控制信号：EXCB CN14EX-11 至 14

• 电气零件的位置：6-P

7. 更换 M11。 

8. 更换定影单元。 

9. 更换 EXCB。 

10. 更换 CPUB。 

11. 更换 BASEB。 

3.10.2 C3201、 C320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3-BASEB CN19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定影单元驱动的承载状态，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M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5

• 多重代码：1, 4, 5, 6

• 控制信号：BASEB CN19EA-6 至 10

• 电气零件的位置：1-C

5. 更换 M3。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 C3101：加压辊加压故障

• C3103：加压辊释放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C3101：加压辊加压期间，定影加压马达 （M11）开始旋转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定影压力原位传感器

（PS38）也没有打开 （被阻断）。

• C3103：加压辊收缩期间，定影加压马达 （M11）开始旋转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定影压力原位传感器

（PS38）也没有关闭 （解除阻断）。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定影单元

• 定影加压马达 （M11）

• 定影压力原位传感器 （PS38）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3201：定影马达无法旋转

• C3202：定影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C3201：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工作时无法旋转。

• C3202：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保持静止时旋转。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定影马达 （M3）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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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C330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FM8 继电器 CN27-EXCB CN1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风扇是否超负荷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FM8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2

• 多重代码：9, 10

• 控制信号：EXCB CN14EX-1 (REM)、 EXCB CN14EX-3 (LOCK)

• 电气零件的位置：5-P

6. 更换 FM8。 

7. 更换 EXCB。 

8. 更换 CPUB。 

9. 更换 BASEB。 

3.10.4 C3425

内容

步骤
1. 检查定影单元是否正确安装 （是否固定到位）。

2. 检查右门的打开 / 关闭操作。

3. 检查定影单元中继 CN95、 CN96-BASEB CN4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BASEB CN2E-DCPU CN9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6. 更换定影单元。 

7. 更换 CPUB。 

8. 更换 BASEB。 

9. 更换 DCPU。 

3.10.5 C3722、 C3725、 C3726

内容

故障类型 C3302：纸张冷却风扇无法旋转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当风扇转动时，风扇锁定信号在一段预设时间内持续显示 Low （低）。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纸张冷却风扇 （FM8）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3425：定影预热故障

级别 A

故障检测情况 • 加热辊温度传感器 （TEMS）的检测温度即使在预热开始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仍未达到一定的温度范围。

• 加热辊温度传感器 （TEMS）检测的温度即使在预热完成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仍未从预待机状态转变过来。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定影单元

• 加热辊温度传感器 （TEMS）

• DC 电源 （DCPU）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3722：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加热辊的边缘）

• C3725：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加热辊的主边）

• C3726：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加热辊的中央）

级别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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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检查定影单元是否正确安装 （是否固定到位）。

2. 检查右门的打开 / 关闭操作。

3. 检查定影单元中继 CN95-BASEB CN4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更换定影单元。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3.10.6 C3736、 C3739

内容

步骤
1. 检查定影单元是否正确安装 （是否固定到位）。

2. 检查右门的打开 / 关闭操作。

3. 检查定影单元中继 CN95-BASEB CN4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更换定影单元。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3.10.7 C3825、 C3826

内容

步骤
1. 检查定影单元是否正确安装 （是否固定到位）。

2. 检查右门的打开 / 关闭操作。

3. 检查定影单元中继 CN95-BASEB CN4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更换定影单元。 

6. 更换 CPUB。 

故障检测情况 • C3722：加热辊热敏电阻 / 边缘 （TH1）检测到的温度在指定的时间内连续超过指定的温度。

• C3725：加热辊温度传感器 （TEMS）检测到的温度在指定的时间内连续超过指定的温度。

• C3726：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央 （TH2）检测到的温度在指定的时间内连续超过指定的温度。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定影单元

• C3722：加热辊热敏电阻 / 边缘 （TH1）

• C3725：加热辊温度传感器 （TEMS）

• C3726：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心 （TH2）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3736：硬保护器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加热辊的中间）

• C3739：硬保护器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加热辊的边缘）

级别 A

故障检测情况 • C3736：在硬保护器电路上检测到异常高温 （加热辊的中间）

• C3739：在硬保护器电路上检测到异常高温 （加热辊的边缘）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定影单元

• C3736：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心 （TH2）

• C3739：加热辊热敏电阻 / 边缘 （TH1）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3825：定影异常低温检测 （加热辊的主边）

• C3826：定影异常低温检测 （加热辊的中央）

级别 A

故障检测情况 • C3825：在预设时间内，加热辊温度传感器 （TEMS）持续检测到温度低于预设温度。

• C3826：在预设时间内，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央 （TH2）持续检测到温度低于预设温度。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定影单元

• C3825：加热辊温度传感器 （TEMS）

• C3826：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心 （TH2）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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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更换 BASEB。 

3.10.8 C3922、 C3925、 C3926

内容

步骤
1. 检查定影单元是否正确安装 （是否固定到位）。

2. 检查右门的打开 / 关闭操作。

3. 检查定影单元中继 CN95-BASEB CN4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更换定影单元。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3.10.9 C392B

内容

步骤
1. 检查定影单元是否正确安装 （是否固定到位）。

2. 检查右门的打开 / 关闭操作。

3. 检查定影单元中继 CN95-BASEB CN4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更换定影单元。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 C3922：定影传感器断线检测 （加热辊的边缘）

• C3925：定影传感器断线检测 （加热辊的主边）

• C3926：定影传感器断线检测 （加热辊的中央）

级别 A

故障检测情况 • C3922：开始预热并经过指定的时间后，对加热辊热敏电阻 / 边缘 （TH1）所检测温度的 大值和 小值进行比

较， 大值与 小值间的差距低于指定温度。

• C3925：开始预热并经过指定的时间后，对加热辊温度传感器 （TEMS2）所检测温度的 大值和 小值进行比

较， 大值与 小值间的差距低于指定温度。

• C3926：开始预热并经过指定的时间后，对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央 （TH2）所检测温度的 大值和 小值进行比

较， 大值与 小值间的差距低于指定温度。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定影单元

• C3922：加热辊热敏电阻 / 边缘 （TH1）

• C3925：加热辊温度传感器 （TEMS）

• C3926：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心 （TH2）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392B：定影传感器断线检测 （温差）

级别 A

故障检测情况 加热辊热敏电阻 / 边缘 （TH1）检测的温度与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央 （(TH2）检测的温度间的差异超过了预设值。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定影单元

• 加热辊热敏电阻 / 边缘 （TH1）

• 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心 （TH2）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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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C4###

3.11.1 C40A2、 C40A3、 C40A4、 C40A5、 C40A6、 C40C3、 C40C5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更换 CPUB。 

5. BASEB F8E 传导性检查

6. 更换 BASEB。 

3.11.2 C410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PH 单元继电器 CN306-EXCB CN10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更换 PH 单元。 

5. 更换 EXCB。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3.11.3 C450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PH 单元继电器 CN307-BASEB CN17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更换 PH 单元。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 C40A2：机械控制器 PF 通讯数据错误

• C40A3：机械控制器 PF 传输超时

• C40A4：机械控制器 PF 通讯脉冲错误

• C40A5：QSPI 通信时钟转换错误

• C40A6：机械控制器 ASIC 通讯错误

• C40C3：CTL PF 传输超时 1

• C40C5：CTL PF 传输超时 2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检测到 CPU 通讯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4101：多棱镜马达旋转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多棱镜马达启动并改变转速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多棱镜马达也无法稳定旋转。

• 多棱镜马达旋转期间，马达锁定信号在指定的时间内连续检测为 HIGH （高）。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PH 单元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4501：激光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开始激光输出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也没有检测到 SOS 信号。

• 打印或 IDC 传感器调整期间，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有检测到 SOS 信号。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PH 单元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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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C5###

3.12.1 C5102、 C5103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1-BASEB CN19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主驱动的承载状态，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0

• 多重代码：1, 4, 5

• 控制信号：BASEB CN19EA-1 至 5

• 电气零件的位置：1-C

5. 更换 M1。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3.12.2 C535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FM1 继电器 CN26-EXCB CN10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风扇是否超负荷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F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2

• 多重代码：1

• 控制信号：EXCB CN10EX-6 (REM)、 EXCB CN10EX-8 (LOCK)

• 电气零件的位置：10-P

6. 更换 FM1。 

7. 更换 EXCB。 

8. 更换 CPUB。 

9. 更换 BASEB。 

3.12.3 C5355

内容

故障类型 • C5102：传送马达无法旋转

• C5103：传送马达旋转时序异常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C5102：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工作时无法旋转。

• C5103：控制电路检测到马达保持静止时旋转。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传送马达 （M1）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5351：PH/ 电源冷却风扇无法旋转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当风扇转动时，风扇锁定信号在一段预设时间内持续显示 Low （低）。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PH/ 电源冷却风扇 （FM1）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5355：碳粉盒冷却风扇无法旋转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当风扇转动时，风扇锁定信号在一段预设时间内持续显示 Low （低）。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碳粉盒冷却风扇 （FM4）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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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检查 FM4 继电器 CN78-EXCB CN1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风扇是否超负荷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FM4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2

• 多重代码：2, 3

• 控制信号：EXCB CN14EX-4 (REM)、 EXCB CN14EX-6 (LOCK)

• 电气零件的位置：5-P

6. 更换 FM4。 

7. 更换 EXCB。 

8. 更换 CPUB。 

9. 更换 BASEB。 

3.12.4 C5360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UDB CN1 继电器 CN28D-BASEB CN28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FM14 继电器 CN165-CUDB CN2、 FM15 继电器 CN182-CUDB CN3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风扇是否超负荷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FM14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2

• 多重代码：9, 10

• 控制信号：CUDB CN2-1 (REM)、 CUDB CN2-3 (LOCK)

• 电气零件的位置：27-L

6. FM15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2

• 多重代码：9, 10

• 控制信号：CUDB CN3-1 (REM)、 CUDB CN3-3 (LOCK)

• 电气零件的位置：28-L

7. 更换损坏的风扇。（FM14 / FM15）

8. 更换 CUDB。 

9. 更换 CPUB。 

10. 更换 BASEB。 

3.12.5 C5370

内容

步骤
1. 检查 FM3 继电器 CN193-BASEB CN17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风扇是否超负荷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FM3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17-3 (LOCK)、 BASEB CN17-4 (PWM)

• 电气零件的位置：24-D 至 E

5. 更换 FM3。 

故障类型 C5360：清洁单元风扇无法旋转 （安装了 CU-102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当风扇转动时，风扇锁定信号在一段预设时间内持续显示 Low （低）。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排气风扇 /1 （FM14）

• 排气风扇 /2 （FM15）

• 清洁单元驱动板 （CUD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5370：背面冷却风扇无法旋转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当风扇转动时，风扇锁定信号在一段预设时间内持续显示 Low （低）。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后侧冷却风扇 （FM3）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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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换 CPUB。 

7. BASEB F1 传导性检查

8. 更换 BASEB。 

3.12.6 C5372

内容

步骤
1. 重启机器。

2. 检查 CPUB 与 PH/ 电源冷却风扇间的通风路径是否阻塞，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更换 CPUB。 

3.12.7 C5501

内容

步骤
1. 检查定影单元是否正确安装 （是否固定到位）。

2. 检查定影单元中继 CN95-BASEB CN4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DCPU CN9-BASEB CN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更换定影单元。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8. 更换 DCPU。 

3.12.8 C560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BASEB 上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重写固件。

3. 更换 CPUB。 

4. 更换 BASEB。 

3.12.9 C5603

内容

故障类型 C5372：MFP 控制板 CPU 温度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检测到 CPU 板上 CPU 的温度故障。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PU 板 （CPUB）

故障类型 C5501：AC 信号异常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定影相位控制期间未输入过零信号。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定影单元

• DC 电源 （DCPU）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5601：引擎控制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端口监视控制检测到引擎控制故障。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5603：扩展控制板通信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扩展控制板检测到通信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扩展控制板 （EX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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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重启机器。

2. 检查 EXCB CN1EX-BASEB CN1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EXCB CN2EX-BASEB CN12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更换 EXCB。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3.12.10 C5605、 C5606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3.12.11 C5610

内容

步骤
1. 重启机器。

2. 检查 BASEB CN17E 继电器 CN307-PH 单元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更换 PH 单元。 

5. 更换 CPUB。 

6. 更换 BASEB。 

3.12.12 C5620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 C5605：引擎通讯数据错误

• C5606：引擎传输超时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 CPU 间检测到通讯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5610：PH LD 驱动通讯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LD 驱动写入数据和读取数据连续预设次数相互不一致。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PH 单元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5620：机械控制器 WDT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机械控制器 ASIC 中检测到通信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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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C6###

3.13.1 C6001

内容

步骤
1. 检查已安装 DF 的类型，如果错误则进行更换。

2. 检查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ADF Settings] （ADF 设置）是否正确。型号不同时需要修正。

3. 检查 DFCB CN2-BASEB CN9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更换 DFCB。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3.13.2 C6002

内容

步骤
1. 检查已安装 DF 的类型，如果错误则进行更换。

2. 如果 DFCB CN2-BASEB CN9E 之间的线束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13.3 C6102、 C6103

内容

步骤
1. 如果扫描器驱动 （滑轮、齿轮、皮带）故障，请进行纠正或更换。

2. 如果扫描器马达固定螺丝松动，请进行纠正。

3. 调整 [Image Position: Leading Edge] （图像位置：主缘）和 [Sub Scan Zoom Adj.] （副扫描缩放调整）。

4. 检查 M201-SCDB CN4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PS201-SCDB CN6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6. 检查 SCDB CN2-BASEB CN6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故障类型 C6001：DF 相关配置错误 1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检测到主机上安装的 DF 配置不一致。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DF 控制板 （DF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6002：DF 相关配置错误 2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检测到主机上安装的 DF 配置不一致。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DF 控制板 （DFC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6102：驱动系统原位传感器故障

• C6103：滑动器过运行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C6102：
• 扫描器原位传感器 （PS201）无法检测扫描器是否位于其原位。

• 即使扫描器马达 （M201）已驱动扫描器移动超过 大行程距离，扫描器原位传感器 （PS201）也无法检测扫描

器。

• 扫描器从阻断扫描器原位传感器 （PS201）的位置移动了 大行程距离时，扫描器原位传感器 （PS201）检测扫

描器。

C6103：从执行预扫描命令和扫描准备命令开始到执行原位返回命令结束的这一时间段内，扫描器原位传感器

（PS201）检测扫描仪是否处于原位。

故障隔离 扫描器

相关电气零件 • 扫描器原位传感器 （PS201）

• 扫描器马达 （M201）

• 扫描器驱动板 （SCD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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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8. PS20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SCDB CN6-3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25-P

9. M201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SCDB CN4-1 至 4

• 电气零件的位置：26-P

10. 更换 SCDB。 

11. 更换 CPUB。 

12. 更换 BASEB。 

3.13.4 C6104、 C6105

内容

步骤
1. 检查开合导板是否紧密关闭。

2. 检查 M5-DFCB J9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M5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PS7-DFCB J13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PS7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DFCB J13-3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714 1-G

6. M5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65, 66, 67

• 控制信号：DFCB J9-1 至 4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714 6-G

7. 更换 M5。 

8. 更换 DFCB。 

3.13.5 C6704

内容

步骤
1.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Bus 

Check] （存储器总线检查） -> [Scanner -> Memory] （扫描仪 -> 存储器），然后执行存储器总线功能。

2. 检查 CCDB CN2-BASEB CN6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更换 CCD 单元。 

5. 更换 CPUB。 

6.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 C6104：背面清洁原位传感器异常 （初始）（安装了 DF-714 时）

• C6105：背面清洁原位传感器异常 （正常）（安装了 DF-714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C6104：
• 开始初始操作的原位检测操作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 CIS 清洁传感器 （PS7）也没有从 H 变为 L。

• 开始初始操作的原位检测操作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 CIS 清洁传感器 （PS7）也没有从 L 变为 H。

C6105：进行初始操作以外的操作时，检测到 CIS 清洁传感器 （PS7）错误。

故障隔离 扫描器

相关电气零件 • CIS 清洁传感器 （PS7）

• CIS 清洁马达 （M5）

• DF 控制板 （DFCB）

故障类型 C6704：图像输入超时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图像数据没有从扫描器输入到 CPU 板 （CPUB）。

故障隔离 扫描器

相关电气零件 • CCD 单元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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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6 C675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CDB CN2-BASEB CN6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检查是否有外部光线并根据需要纠正。

4. 如果透镜、反光镜、 CCD 表面和遮光板变脏，请进行清洁。

5. 如果扫描器反光镜有故障请进行纠正，或者更换扫描器反光镜。

6. 更换 CCD 单元。 

7. 更换 CPUB。 

8. 更换 BASEB。 

3.13.7 C675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CDB CN2-BASEB CN6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更换 CCD 单元。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3.13.8 C6753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更换 CPUB。 

3. 更换 BASEB。 

3.13.9 C6754、 C6755

内容

故障类型 C6751：CCD 夹钳 / 增益调整故障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CCD 夹钳调整期间，调整值为 0 或 255。

• CCD 增益调整期间，输出数据的峰值为 64 或以下。

故障隔离 扫描器

相关电气零件 • LED 曝光单元

• CCD 单元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6752：ASIC 时钟输入错误 （前侧）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机器时，进行 CCD 板 （CCDB）上图像处理 ASIC 的读取和写入预设值的验证，并检测到验证失败。

故障隔离 扫描器

相关电气零件 • CCD 单元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6753：ASIC 时钟输入错误 （背面）（安装了 DF-714 时）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机器时，进行 CPU 板 （CPUB）上 CPU （图像处理部分）的读取和写入预设值的验证，并检测到验证失败。

故障隔离 扫描器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6754：CIS 夹钳调整故障 （安装了 DF-714 时）

• C6755：CIS 增益调整故障 （安装了 DF-714 时）

级别 B



bizhub C360i/C300i/C250i L 故障排除 > 3. 故障代码

L-96

步骤
1. 检查 CIS J221-BASEB CN5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如果 CIS J222-CISPU J2 之间的线束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检查是否有外部光线并根据需要纠正。

5. 如果后侧读取玻璃和遮光板变脏，请进行清洁。

6. 更换 CIS。 

7. 更换 CISPU。 

8. 更换 CPUB。 

9. 更换 BASEB。 

3.13.10 C6756

内容

步骤
1. 如果 CCDB CN1-SCDB CN5 之间的线束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2. 如果 SCDB CN1-BASEB CN7E 之间的线束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BASEB CN1E、 CN14E-DCPU CN4、 CN5、 CN6 之间的线束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更换 CCD 单元。 

6. 更换 SCDB。 

7. 更换 CPUB。 

8. 更换 BASEB。 

9. 更换 DCPU。 

3.13.11 C6901、 C6902、 C6903、 C6911、 C6912、 C6913

内容

步骤
1. 检查 DSCB/1 CN1-CPUB CN9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更换 DSCB/1。 

3. 更换 CPUB。 

故障检测情况 • C6754：启动时执行增益调整后， CIS 夹钳调整值过高或过低。

• C6755：启动时执行增益调整后，输出数据的峰值低于指定值。

故障隔离 扫描器

相关电气零件 • CIS 模块 （CIS）

• CIS 电源 （CISPU）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6756：CCD 电源电压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主电源开关或电源键打开或机器从睡眠模式恢复后，即使过去了指定的时间， CCD 也没有供电。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CD 单元

• 扫描器驱动板 （SCDB）

• DC 电源 （DCPU）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6901：DSC 电路板安装故障 1 （安装了 SC-509 时）

• C6902：DSC 总线检查 NG1-1 （安装了 SC-509 时）

• C6903：DSC 总线检查 NG1-2 （安装了 SC-509 时）

• C6911：DSC 电路板安装故障 2 （安装了 SC-509 时）

• C6912：DSC 总线检查 NG2-1 （安装了 SC-509 时）

• C6913：DSC 总线检查 NG2-2 （安装了 SC-509 时）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C6901：MFP 检测到 DSC 电路板 /1 （前侧）未正确安装时。

• C6902、 C6903：DSC 总线检查 （前侧）检测到错误时。

• C6911：MFP 检测到 DSC 电路板 /1 （后侧）未正确安装时。

• C6912、 C6913：DSC 总线检查 （后侧）检测到错误时。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DSC 电路板 /1 （DSCB/1 ； SC-509）

• CPU 板 （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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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2 C6F01、 C6F02、 C6F03、 C6F04、 C6F05、 C6F06、 C6F07、 C6F08、 C6F09、 C6F0A、 C6FDC、 C6FDD

内容

步骤
1. 如果主机与 DF 之间的线束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更换 DFCB。（DF-632 / DF-714）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3.14 C7###

3.14.1 C7106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4-BASEB CN18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4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4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18E-3 至 6

• 电气零件的位置：5-C

4. 更换 M4。 

5. 更换 BASEB。 

3.14.2 C7107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5 继电器 CN86-BASEB CN18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5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5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18E-7 至 10

故障类型 • C6F01：扫描器序列故障 1

• C6F02：扫描器序列故障 2

• C6F03：扫描器序列故障 3

• C6F04：扫描器序列故障 4

• C6F05：扫描器序列故障 5

• C6F06：扫描器序列故障 6

• C6F07：扫描器序列故障 7

• C6F08：扫描器序列故障 8

• C6F09：扫描器序列故障 9

• C6F0A：扫描器序列故障 10

• C6FDC：扫描器序列故障 DC

• C6FDD：扫描器序列故障 DD

级别 • C6F01 C6F0A：C

• C6FDC、 C6FDD：B

故障检测情况 由于 DF 的原稿读取发生原稿传送控制错误，导致原稿传送间隔短于预设值。

故障隔离 扫描器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 DF 控制板 （DFCB）

故障类型 C7106：出纸 / 反转马达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马达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出纸 / 反转马达 （M4）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107：ADU 传送马达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马达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ADU 传送马达 （M5）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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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零件的位置：5-C

4. 更换 M5。 

5. 更换 BASEB。 

3.14.3 C711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12 继电器 CN180-BASEB CN25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2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12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5E-1 (REM)

• 电气零件的位置：17-K

4. 更换 M12。 

5. 更换 BASEB。 

3.14.4 C711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13 继电器 CN181-BASEB CN25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3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13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5E-10 (REM)

• 电气零件的位置：18-K

4. 更换 M13。 

5. 更换 BASEB。 

3.14.5 C713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7-EXCB CN11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7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7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1EX-17 至 20

• 电气零件的位置：5-P

4. 更换 M7。 

5. 更换 EXCB。 

故障类型 C7111：纸盒 1 提升马达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马达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纸盒 1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1 提升马达 （M12）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112：纸盒 2 提升马达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马达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纸盒 2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2 提升马达 （M13）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131：碳粉供应马达 /C 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马达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碳粉供应马达 /C （M7）

• 扩展控制板 （EX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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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6 C713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25-EXCB CN11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25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25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1EX-1 至 4

• 电气零件的位置：4-P

4. 更换 M25。 

5. 更换 EXCB。 

3.14.7 C7133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8-EXCB CN11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8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8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1EX-13 至 16

• 电气零件的位置：4-P

4. 更换 M8。 

5. 更换 EXCB。 

3.14.8 C7134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10-EXCB CN11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0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10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1EX-5 至 8

• 电气零件的位置：4-P

4. 更换 M10。 

5. 更换 EXCB。 

故障类型 C7132：碳粉盒马达 /CK 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马达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碳粉盒马达 /CK （M25）

• 扩展控制板 （EXCB） 

故障类型 C7133：碳粉供应马达 /M 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马达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碳粉供应马达 /M （M8）

• 扩展控制板 （EXCB）

故障类型 C7134：碳粉盒马达 /YM 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马达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碳粉盒马达 /YM （M10）

• 扩展控制板 （EX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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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9 C7135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9-EXCB CN11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9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9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1EX-9 至 12

• 电气零件的位置：4-P

4. 更换 M9。 

5. 更换 EXCB。 

3.14.10 C7137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6 继电器 CN126-EXCB CN10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6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6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0EX-16 至 19

• 电气零件的位置：11-P

4. 更换 M6。 

5. 更换 EXCB。 

3.14.11 C7139

内容

步骤
1. 检查 M20 继电器 CN92-EXCB CN10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20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20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0EX-12 至 15

• 电气零件的位置：11-P

4. 更换 M20。 

5. 更换 EXCB。 

3.14.12 C7141

内容

故障类型 C7135：碳粉供应马达 /Y 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马达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碳粉供应马达 /Y （M9）

• 扩展控制板 （EXCB） 

故障类型 C7137：碳粉供应马达 /K 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马达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碳粉供应马达 /K （M6）

• 扩展控制板 （EXCB） 

故障类型 C7139：废碳粉传送马达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马达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废碳粉传送马达 （M20）

• 扩展控制板 （EXCB） 

故障类型 C7141：定影加压马达故障

级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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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检查 M11 继电器 CN112-EXCB CN1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1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11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4EX-11 至 14

• 电气零件的位置：6-P

4. 更换 M11。 

5. 更换 EXCB。 

3.14.13 C7151、 C7152、 C7153

内容

步骤
1. 检查 PH 单元继电器 CN300-EXCB CN7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PH 单元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7EX-1 至 6 (C7153)、 EXCB CN7EX-7 至 12 (C7152)、 EXCB CN7EX-13 至 18 (C7151)

• 电气零件的位置：9-Q

3. 更换 PH 单元。 

4. 更换 EXCB。 

3.14.14 C720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L3 继电器 CN33 继电器 CN30-BASEB CN26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L3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CL3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6EA-20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1-K

4. 更换 CL3。 

5. 更换 BASEB。 

3.14.15 C720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L1 继电器 CN43 继电器 CN40-BASEB CN23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L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马达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定影加压马达 （M11）

• 扩展控制板 （EXCB） 

故障类型 • C7151：歪斜修正马达 /C 故障

• C7152：歪斜修正马达 /M 故障

• C7153：歪斜修正马达 /Y 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马达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PH 单元

• 扩展控制板 （EXCB） 

故障类型 C7201：纸盒 1 进纸离合器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离合器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纸盒 1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1 进纸离合器 （CL3）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202：纸盒 2 进纸离合器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离合器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纸盒 2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2 进纸离合器 （CL1）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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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L1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3E-16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6-K

4. 更换 CL1。 

5. 更换 BASEB。 

3.14.16 C7205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L2 继电器 CN44 继电器 CN40-BASEB CN23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L2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CL2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3E-19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7-K

4. 更换 CL2。 

5. 更换 BASEB。 

3.14.17 C7206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L7 继电器 CN20 继电器 CN13-BASEB CN26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L7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CL7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6EA-12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0-K

4. 更换 CL7。 

5. 更换 BASEB。 

3.14.18 C7207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L10 继电器 CN28-BASEB CN27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L10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CL10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7EA-2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3-K

4. 更换 CL10。 

5.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C7205：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离合器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纸盒 3、纸盒 4、 LCT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 （CL2）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206：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离合器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手册

相关电气零件 • 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 （CL7）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207：进纸辊快速离合器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离合器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纸盒 1

相关电气零件 • 进纸辊快速离合器 （CL10）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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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9 C720A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L4 继电器 CN73 继电器 CN170-BASEB CN15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L4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CL4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15E-2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3-C

4. 更换 CL4。 

5. 更换 BASEB。 

3.14.20 C720B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L5 继电器 CN118-EXCB CN1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L5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CL5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4EX-9 (REM)

• 电气零件的位置：6-P

4. 更换 CL5。 

5. 更换 EXCB。 

3.14.21 C720D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L6 继电器 CN12-BASEB CN18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L6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CL6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18E-1 (REM)

• 电气零件的位置：5-C

4. 更换 CL6。 

5. 更换 BASEB。 

3.14.22 C7241

内容

故障类型 C720A：对位离合器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离合器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对位离合器 （CL4）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20B：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离合器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 （CL5）

• 扩展控制板 （EXCB） 

故障类型 C720D：ADU 传送离合器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离合器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ADU 传送离合器 （CL6）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241：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故障

级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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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检查 SD1 继电器 CN21 继电器 CN13-BASEB CN26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SD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SD1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6EA-9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0-K

4. 更换 SD1。 

5. 更换 BASEB。 

3.14.23 C724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SD6 继电器 CN191 继电器 CN13-BASEB CN26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SD6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SD6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6EA-7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0-K

4. 更换 SD6。 

5. 更换 BASEB。 

3.14.24 C7243

内容

步骤
1. 检查 SD3 继电器 CN108-BASEB CN13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SD3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SD3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13E-7 (24V)

• 电气零件的位置：12-C

4. 更换 SD3。 

5. 更换 BASEB。 

3.14.25 C725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SD4 继电器 CN159-EXCB CN1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SD4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SD4 传导性检查。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电磁铁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手册

相关电气零件 • 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 （SD1）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242：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电磁铁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手册

相关电气零件 • 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 （SD6）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243：出纸通道开关电磁铁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电磁铁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出纸通道开关电磁铁 （SD3）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251：显影电磁铁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电磁铁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显影电磁铁 （SD4）

• 扩展控制板 （EX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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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信号：EXCB CN14EX-7 (REM)

• 电气零件的位置：6-P

4. 更换 SD4。 

5. 更换 EXCB。 

3.14.26 C730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FM1 继电器 CN26-EXCB CN10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FM1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FM1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0EX-6 (REM)、 EXCB CN10EX-8 (LOCK)

• 电气零件的位置：10-P

4. 更换 FM1。 

5. 更换 EXCB。 

3.14.27 C730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FM2 继电器 CN115-EXCB CN10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FM2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FM2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0EX-9 (REM)、 EXCB CN10EX-11 (LOCK)

• 电气零件的位置：11-P

4. 更换 FM2。 

5. 更换 EXCB。 

3.14.28 C7304

内容

步骤
1. 检查 FM4 继电器 CN78-EXCB CN1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FM4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FM4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4EX-4 (REM)、 EXCB CN10EX-6 (LOCK)

• 电气零件的位置：5-P

4. 更换 FM4。 

5. 更换 EXCB。 

故障类型 C7301：PH/ 电源冷却风扇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风扇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PH/ 电源冷却风扇 （FM1）

• 扩展控制板 （EXCB） 

故障类型 C7302：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风扇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 （FM2）

• 扩展控制板 （EXCB） 

故障类型 C7304：碳粉盒冷却风扇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风扇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碳粉盒冷却风扇 （FM4）

• 扩展控制板 （EX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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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9 C7305

内容

步骤
1. 检查 FM8 继电器 CN27-EXCB CN14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FM8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FM8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EXCB CN14EX-1 (REM)、 EXCB CN14EX-3 (LOCK)

• 电气零件的位置：5-P

4. 更换 FM8。 

5. 更换 EXCB。 

3.14.30 C750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PS22 继电器 CN40-BASEB CN23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更换 PS22。

3. 更换 BASEB。 

3.14.31 C750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PS25 继电器 CN30-BASEB CN26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更换 PS25。

3. 更换 BASEB。 

3.14.32 C7601

内容

步骤
1. BASEB F1E 传导性检查

2. 检查 M1-BASEB CN19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0

故障类型 C7305：纸张冷却风扇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风扇后，检测到故障检测信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纸张冷却风扇 （FM8）

• 扩展控制板 （EXCB） 

故障类型 C7501：纸盒 2 上限传感器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检测到 C0204 （纸盒 2 进纸升 / 降异常）后，纸盒 2 打开然后关闭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盒 2 上限传感器

（PS22）仍未改变。

故障隔离 纸盒 2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2 上限传感器 （PS22）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502：纸盒 1 上限传感器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检测到 C0202 （纸盒 1 进纸升 / 降异常）后，纸盒 1 打开然后关闭后过去了指定的时间，纸盒 1 上限传感器

（PS25）仍未改变。

故障隔离 纸盒 1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1 上限传感器 （PS25）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601：电源线路 A1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传送马达 （M1）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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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代码：1, 4, 5

• 控制信号：BASEB CN19EA-1 至 5

• 电气零件的位置：1-C

4. 更换 M1。 

5. 更换 BASEB。 

3.14.33 C7602

内容

步骤
1. BASEB F2E 传导性检查

2. 检查 M2-BASEB CN19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2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1

• 多重代码：1, 4, 5

• 控制信号：BASEB CN19EB-1 至 5

• 电气零件的位置：2-C

4. 更换 M2。 

5. 更换 BASEB。 

3.14.34 C7603

内容

步骤
1. BASEB F3E 传导性检查

2. 检查 M21-BASEB CN19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2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50

• 多重代码：1, 4, 5

• 控制信号：BASEB CN19EB-6 至 10

• 电气零件的位置：2-C

4. 更换 M21。 

5. 更换 BASEB。 

3.14.35 C7604

内容

步骤
1. BASEB F4E 传导性检查

2. 检查 M3-BASEB CN19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M3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45

• 多重代码：1, 4, 5, 6

• 控制信号：BASEB CN19EA-6 至 10

• 电气零件的位置：1-C

4. 更换 M3。 

故障类型 C7602：电源线路 A2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PC 马达 （M2）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603：电源线路 A3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显影马达 （M21）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604：电源线路 A4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定影马达 （M3）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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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更换 BASEB。 

3.14.36 C7605

内容

步骤
1. BASEB F5E 传导性检查

2. 检查 HV CN1-BASEB CN26E、 HV CN2-BASEB CN2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更换 HV。 

4. 更换 BASEB。 

3.14.37 C7607

内容

步骤
1. BASEB F7E 传导性检查

2. 检查 CL2 继电器 CN44 继电器 CN40-BASEB CN23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CL3 继电器 CN33 继电器 CN30-BASEB CN26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L4 继电器 CN73 继电器 CN170-BASEB CN15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检查 CL7 继电器 CN20 继电器 CN13-BASEB CN26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6. 检查 CL10 继电器 CN28-BASEB CN27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7. CL2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3E-19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7-K

8. CL3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6EA-20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1-K

9. CL4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15E-2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3-C

10. CL7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6EA-12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0-K

11. CL10 传导性检查。

• 控制信号：BASEB CN27EA-2 （开）

• 电气零件的位置：13-K

12. 更换 CL2。 

13. 更换 CL3。 

14. 更换 CL4。 

15. 更换 CL7。 

16. 更换 CL10。 

17. 更换 BASEB。 

3.14.38 C760A

内容

故障类型 C7605：电源线路 A5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高压单元 （HV）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607：电源线路 A7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 （CL2）

• 纸盒 1 进纸离合器 （CL3）

• 对位离合器 （CL4）

• 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 （CL7）

• 进纸辊快速离合器 （CL10）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60A：电源线路 A10 错误

级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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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BASEB F11E 传导性检查

2. 检查 PCCB CN2 继电器 CN65-BASEB CN29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更换 PCCB。（PC-116/PC-216 / PC-416）

4. 更换 BASEB。 

3.14.39 C760B

内容

步骤
1. BASEB F12E 传导性检查

2. 检查 EXCB CN1EX-BASEB CN11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更换 EXCB。 

4. 更换 BASEB。 

3.14.40 C760C

内容

步骤
1. BASEB F13E 传导性检查

2. 检查 TCT 继电器 CN117-BASEB CN13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仅限日本机型）

3. 检查 KCT 继电器 CN119-BASEB CN3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更换插入式计数器。 

5. 更换 BASEB。 

3.14.41 C760D

内容

步骤
1. BASEB F14E 传导性检查

2. BASEB F15E 传导性检查

3. 检查 SCDB CN1-BASEB CN7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DFCB J21 继电器 CN2DF-BASEB CN9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更换 SCDB。 

6. 更换 DFCB。（DF-632 / DF-714）

7. 更换 BASEB。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纸盒 3

• 纸盒 4

相关电气零件 • PC 控制板 （PCC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60B：电源线路 A11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扩展控制板 （EXC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60C：电源线路 A12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总计数器 （TCT）（仅限日本机型）

• 插入式计数器 （KCT）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60D：电源线路 A13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DF 控制板 （DFCB）

• 扫描器驱动板 （SCD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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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42 C760E

内容

步骤
1. BASEB F15E 传导性检查

2. 检查 SW2-BASEB CN3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SW3-BASEB CN3E、 CN4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更换 SW2 或 SW3。

5. 更换 BASEB。 

3.14.43 C760F

内容

步骤
1. BASEB F17E 传导性检查

2. 检查 CUDB CN1 继电器 CN28D-BASEB CN28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更换 CUDB。 

4. 更换 BASEB。 

3.14.44 C7622、 C7623

内容

步骤
1. EXCB ICP1 或 ICP3 传导性检查。

2. 检查 PH 单元继电器 CN306-EXCB CN10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H 单元继电器 CN300-EXCB CN7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更换 PH 单元。 

5. 更换 EXCB。 

3.14.45 C7631

内容

步骤
1. BASEB F11E、 F12E、 F13E、 F14E、 F15E、 F17E 传导性检查

2. 检查 DCPU CN4、 CN7-BASEB CN14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故障类型 C760E：电源线路 A14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前门开关 （SW2）

• 右门开关 （SW3）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760F：电源线路 A15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清洁单元驱动板 （CUD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7622：电源线路 B2 错误

• C7623：电源线路 B3 出错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PH 单元

• 扩展控制板 （EXCB）

故障类型 C7631：电源线路 1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同一条供电线 （24V11）的所有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DC 电源 （DCPU）

• 扩展控制板 （EXC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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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 BASEB CN11E-EXCB CN1EX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更换 BASEB。 

5. 更换 EXCB。 

6. 更换 DCPU。 

3.14.46 C7633

内容

步骤
1. 检查 DCPU CN7、 CN10-BASEB CN20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更换 BASEB。 

3. 更换 DCPU。 

3.15 C8###

3.15.1 C8101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DF-632 时

1. 检查 M5-DFCB J18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5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1-DFCB J18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1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DFCB J18-3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632 1-G

5. M5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81, 82

• 控制信号：DFCB J18-4 至 5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632 2-G

6. 更换 M5。 

7. DFCB F8 传导性检查

8. 更换 DFCB。 

安装了 DF-714 时

1. 检查 M4-DFCB J18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4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4-DFCB J18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4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DFCB J18-3 (ON)

故障类型 C7633：电源线路 3 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预设时间，检测到同一条供电线 （24V21）的所有定影检测单元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DC 电源 （DCPU）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8101：读取前压接异化机构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DF-632 时 >
• 正在执行加压运动期间，读取辊位置传感器 （PS11）的输出没有从 H 变为 L。

• 正在执行收缩运动期间，读取辊位置传感器 （PS11）的输出没有从 L 变为 H。

< 安装了 DF-714 时 >
• 正在执行加压运动期间，读取辊位置传感器 （PS4）的输出没有从 H 变为 L。

• 正在执行收缩运动期间，读取辊位置传感器 （PS4）的输出没有从 L 变为 H。

故障隔离 DF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DF-632 时 >
• 读取辊释放马达 （M5）

• 读取辊位置传感器 （PS11）

• DF 控制板 （DFCB）

< 安装了 DF-714 时 >
• 读取辊释放马达 （M4）

• 读取辊位置传感器 （PS4）

• DF 控制板 （DF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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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零件的位置：DF-714 1-G

5. M4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81, 82

• 控制信号：DFCB J18-4 至 5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714 1-G

6. 更换 M4。 

7. DFCB F8 传导性检查

8. 更换 DFCB。 

3.15.2 C8107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DF-632 时

1. 检查 M4-DFCB J8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4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2-DFCB J15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2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DFCB J15-5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632 3-G

5. M4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65, 66, 67

• 控制信号：DFCB J8-1 至 4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632 1 至 2-B

6. 更换 M4。 

7. 更换 DFCB。 

安装了 DF-714 时

1. 检查 M6-DFCB J8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M6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驱动耦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PS13-DFCB J15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PS13 I/O 检查，传感器检查

• 控制信号：DFCB J15-5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714 3-G

5. M6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65, 66, 67

• 控制信号：DFCB J8-1 至 4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714 1-B

6. 更换 M6。 

7. 更换 DFCB。 

故障类型 C8107：玻璃清洁机构故障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安装了 DF-632 时 >
玻璃清洁马达 （M4）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PS12）也没有打开。

< 安装了 DF-714 时 >
文档读取台清洁马达 （M6）打开后，即使经过了设定的时间，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PS13）也没有打开。

故障隔离 DF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DF-632 时 >
• 玻璃清洁马达 （M4）

• 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PS12）

• DF 控制板 （DFCB）

< 安装了 DF-714 时 >
• 文档读取台清洁马达 （M6）

• 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PS13）

• DF 控制板 （DF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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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3 C830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FM1-DFCB J16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风扇是否超负荷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FM1 负荷检查

• 检查代码：60

• 多重代码：113

• 控制信号：DFCB J16-3 (ON)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714 7-G

4. 更换 FM1。 

5. DFCB F6 传导性检查

6. 更换 DFCB。 

3.15.4 C8402

内容

步骤
1.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Multi-Feed DetectionAdj.] （多页进纸检测调整）。

2. 检查 MFDB/TX 继电器 CN2-DFCB J32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MFDB/RX-MFRB J3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MFRB J4-DFCB J30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5. MFDB/TX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DFCB J32-1 至 3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714 2-B

6. MFDB/RX 操作检查

• 控制信号：MFRB J3-1 至 3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714 3-A

7. 更换 MFRB。 

8. 更换 DFCB。 

3.16 C9###

3.16.1 C9401、 C9402

内容

故障类型 C8302：冷却风扇故障 （安装了 DF-714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DF 冷却风扇马达 （FM1）正在旋转时特定时间内锁定信号持续检测到 L。

• DF 冷却风扇马达 （FM1）停止时特定时间内锁定信号持续检测到 H。

故障隔离 DF

相关电气零件 • DF 冷却风扇马达 （FM1）

• DF 控制板 （DFCB）

故障类型 C8402：多页进纸检测板故障 （安装了 DF-714 时）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当主电源开关打开或当正在传输原稿时，无装纸状态， AD 值超过预设范围。

故障隔离 DF

相关电气零件 • 多页进纸检测板 / 发送 （MFDB/TX）

• 多页进纸检测板 / 接收 （MFDB/RX）

• 多页进纸接收器板 （MFRB）

• DF 控制板 （DFCB）

故障类型 • C9401：曝光 LED 照明故障

• C9402：曝光 LED 照明异常

级别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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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如果 SCDB CN3-LU201 之间的线束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2. 检查 SCDB CN2-BASEB CN6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CCDB CN2-BASEB CN6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更换 LED 曝光单元。 

6. 更换 CCD 单元。 

7. 更换 SCDB。 

8. 更换 CPUB。 

9. 更换 BASEB。 

3.16.2 C9403、 C9404

内容

步骤
1. 检查反面扫描遮光轴是否脏污，必要时进行清洁。

2. 确认反面玻璃清洁辊单元的轴衬在待机位置上。

3. 如果 CIS J221-BASEB CN5 之间的线束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如果 CIS J222-CISPU J2 之间的线束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5.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6. 测量 CISPU J1-1 的电压。

• 控制信号：CISPU J1-1 (DC12V)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714 5-B

7. 测量 CIS J222-1、 J222-2 和 J222-5 的电压。

• 控制信号：CIS J222-1 (DC5V)、 CIS J222-2 (DC5V)、 CIS J222-5 (DC12V)

• 电气零件的位置：DF-714 6-B

8. 对于测量结果中的任何异常，更换 CIS 电缆。

9. CIS F1 或 F2 传导性检查

10. 更换 CIS。 

11. 更换 CISPU。 

12. 更换 CPUB。 

13. 更换 BASEB。 

3.16.3 C9701

内容

故障检测情况 • C9401：在 CCD 传感器增益调整期间， CCD 传感器的输出为预设值或更低。

• C9402：扫描器位于其待机位置时， CCD 传感器的平均输出值在扫描作业结束时为预设值或更大。

故障隔离 扫描器

相关电气零件 • LED 曝光单元

• 扁平电缆 （LED 曝光单元）

• CCD 单元

• 扫描器驱动板 （SCD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9403：CIS LED 照明故障 （安装了 DF-714 时）

• C9404：CIS LED 照明异常 （安装了 DF-714 时）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C9403：进行 CIS 增益调整时，机器检测到 CIS LED 的输出低于指定值。

• C9404：扫描作业完成后，机器检测到 CIS LED 的平均输出大于指定值。

故障隔离 扫描器

相关电气零件 • CIS 电缆

• CIS 模块 （CIS）

• CIS 电源 （CISPU）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9701：前侧读取设备电缆损坏检测

级别 A

故障检测情况 CCD 板 （CCDB）和基板 （BASEB）之间的电缆损坏。

故障隔离 扫描器

相关电气零件 • CCD 单元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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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如果 CCDB CN2-BASEB CN6 之间的电缆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更换 CCD 单元。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3.16.4 C9702

内容

步骤
1. 如果 CIS J221- BASEB CN5 之间的电缆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更换 CIS 电缆。 

4. 更换 CIS。 

5. 更换 CPUB。 

6. BASEB F19E 传导性检查

7. 更换 BASEB。 

3.17 CA###

3.17.1 CA051、 CA052、 CA053

内容

步骤
1. 检查以下设置是否正确：[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Image Controller Setting] （图像打印控制器设置）。

如果更改设置，请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或更长时间再将其打开。

2. 检查 BASEB 上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更换 CPUB。 

4. 更换 BASEB。 

3.18 CC###

3.18.1 CC002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将投币机侧的电源开关关闭后重新打开。

2. 检查投币机 BASEB CN33E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故障类型 C9702：后侧读取设备电缆损坏检测 （安装了 DF-714 时）

级别 A

故障检测情况 CIS 模块 （CIS）和基板 （BASEB）之间的电缆损坏。

故障隔离 扫描器

相关电气零件 • CIS 电缆

• CIS 模块 （CIS）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A051：标准控制器配置故障

• CA052：控制器硬件错误

• CA053：控制器启动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CA051：CPU 板 （CPUB）的控制器故障。

• CA052：在网络接口中检测到控制器硬件错误。

• CA053：在控制器接口中检测到控制器启动故障。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C002：投币机内部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投币机内部发生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投币机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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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6. 更换投币机。

3.18.2 CC140

内容

步骤

备注
• 请在采取对策之前先联系 KM 的相关负责人。 

3.18.3 CC151、 CC15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ROM 版本。

2. 重写固件。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3.18.4 CC155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536SD 时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写固件。 

3. 更换 FSCB。（FS-533 / FS-536/FS-536SD）

未安装 JS-506 时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写固件。 

3. 更换 JSCB。 

3.18.5 CC156

内容

故障类型 CC140：安全相关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故障类型 • CC151：启动时 ROM 内容错误 (MSC)

• CC152：启动时 ROM 内容错误 (IR)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过程中 CPUB 的一系列 ROM 内容检查中检测到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C155：排纸处理器 ROM 错误 （安装了 FS-533、 FS-536、 FS-536SD 或 JS-506 时）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打开主电源开关时，排纸处理选购件 Flash ROM 中的数据被确定为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FS 控制板 （FSCB）

< 安装了 JS-506 时 >
• JS 控制板 （JSCB）

故障类型 CC156：DF ROM 错误 （安装了 DF-632 或 DF-714 时）

级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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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写固件。

3. 更换 DFCB。（DF-632 / DF-714）

3.18.6 CC159、 CC15A

内容

步骤
1. 如果 DSCB/1 的线束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2.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3. 重写固件。

4. 更换 DSCB/1。 

3.18.7 CC15B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写固件。 

3. 更换 SDCB。 

3.18.8 CC15C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3.18.9 CC163

内容

故障检测情况 固件升级未成功。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DF 控制板 （DFCB）

故障类型 • CC159：启动时 ROM 内容错误 (DSC1)

• CC15A：启动时 ROM 内容错误 (DSC2)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过程中 DSC 电路板的一系列 ROM 内容检查中检测到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DSC 电路板 /1 （DSCB/1 ； SC-509） 

故障类型 CC15B：Flash ROM 错误 （鞍式）（安装了 FS-536SD 时）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打开主电源开关时，鞍座 flash ROM 中的数据被确定为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SD 控制板 （SDCB）

故障类型 CC15C：引擎 Flash ROM 写入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引擎的 Flash ROM 数据被确定为错误数据。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C163：ROM 内容错误 （PRT）

级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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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重写固件。 

2. 更换 CPUB。 

备注
• 采取上述措施时，在不更换 ERB 的情况下，检测 CPUB 是否存在缺陷。

1. 关闭主电源开关，使用新品更换当前的 CPUB。

2. 更新固件。 

3. 完成固件更新后，先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打开，检查并确认预热开始。

4. 如果无法排除此故障时，将拆下的 CPUB 装回其原来的控制板。

3. 更换 BASEB。 

4. 如果上述对策未能解决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

3.18.10 CC164

内容

步骤
1. 检查 ROM 版本。

2. 检查注册的机器类型信息并根据需要重新输入。

有关机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 输入机器类型信息 ”。

3. 重写固件。 

4. 更换 CPUB。 

5. 更换 STRGB。 

6. 如果上述对策未能解决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

3.18.11 CC165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写固件。 

3. 更换 DFCB。（DF-632 / DF-714）

故障检测情况 检查到引擎的初始连接期间，检测到引擎中的固件型号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备份板 （ER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C164：ROM 内容错误 （MSC）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打开主电源开关时，在 CPU 板上检测到错误型号的固件。

• 本机上注册的机器类型信息 （机器、类型）与实际机器类型不同。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存储板 （STRGB）

• CPU 板 （CPUB）

故障类型 CC165：ROM 内容错误 （DF）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当电源打开时，检测到 DF 控制板或固件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DF 控制板 （DF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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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12 CC170、 CC171、 CC172、 CC173、 CC174、 CC180、 CC181、 CC182、 CC183、 CC184、 CC185、 CC186

内容

步骤
1. 如果出现故障代码 “C-C172”，进入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ystem 2]（系统 2） -> [Image Controller Setting]（图像打印控制器设置），

然后检查是否为图像打印控制器设置了 “Others （其他） ”。

如果设置了上述选项，请根据控制器的种类选择 “Controller 0 （控制器 0） ” 或 “Controller 1 （控制器 1） ”。

2. 如果出现故障代码 “C-C180”，检查是否为 MFP 上安装的认证单元安装了适合的可加载设备驱动程序。

如果未安装适合的可加载设备驱动程序，重新安装适当的可加载设备驱动程序。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6. 如果上述对策未能解决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

3.18.13 CC190

内容

步骤
1. 检查 STRG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并执行功能。

4. 更换 STRGB。 

5. 更换 CPUB。 

6. 更换 BASEB。 

3.18.14 CC191

内容

故障类型 • CC170：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AP0）

• CC171：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AP1）

• CC172：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AP2）

• CC173：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AP3）

• CC174：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AP4）

• CC180：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LDR）

• CC181：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IBR）

• CC182：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IID）

• CC183：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IPF）

• CC184：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IMY）

• CC185：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SPF）

• CC186：启动过程中动态链接错误 （OAP）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打开主电源开关时，由于存储空间不足、 ROM 故障或其他原因，在 CPU 板上的程序中出现动态链接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C190：轮廓字体加载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加载轮廓字体时出错。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存储板 （STRG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C191：设置参数加载错误 （LDR）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时，可加载的设备驱动程序设置数据文件处理失败。
• RAM 磁盘文件创建失败。

• 从 Flash ROM 读取失败。

• 认证模块的 API 出错。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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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打开开关。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新安装可加载的设备驱动程序。 

4. 重写固件。 

5. 更换 CPUB。 

6. 更换 BASEB。 

3.18.15 CC21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USB 电缆是否正确连接。根据需要重新连接 USB 电缆。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或更长时间，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3.18.16 CC212

内容

步骤
1. 如果安装可加载设备驱动程序后产生此故障代码，检查使用的 USB 存储器中是否存在可加载设备驱动程序之外的其他文件。如果有任何文

件，重新安装可加载的设备驱动程序。

2. 检查 USB 电缆是否正确连接。根据需要重新连接 USB 电缆。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或更长时间，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5. 重新注册用户认证信息。

6. 更换认证单元。

3.18.17 CC213

内容

步骤
1. 检查 USB 电缆是否正确连接。根据需要重新连接 USB 电缆。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或更长时间，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4. 重置认证设置。（卡类型、 IC 卡高级设置等等）

故障类型 CC211：认证设备一般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使用认证设备时，认证数据不符合规格。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 认证单元

故障类型 CC212：用户验证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验证用户认证信息时出错。

• 未成功安装可加载设备驱动程序。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 认证单元

故障类型 CC213：用户注册错误 / 卡信息设置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启动认证设备时， IC 卡高级设置数据不正确。

• 启动认证设备时，认证信息数据不正确。

• 设置 IC 卡高级设置时， IC 卡高级设置数据不正确。

• 设置 IC 卡高级设置时，认证信息数据不正确。

• 注册认证信息时， IC 卡高级设置数据不正确。

• 注册认证信息时，认证信息数据不正确。

• 编辑认证信息时， IC 卡高级设置数据不正确。

• 编辑认证信息时，认证信息数据不正确。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 认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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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新注册用户认证信息。

3.18.18 CC214

内容

步骤
1. 检查 USB 电缆是否正确连接。根据需要重新连接 USB 电缆。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或更长时间，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3.18.19 CC216

内容

步骤
1. 检查 USB 电缆是否正确连接。根据需要重新连接 USB 电缆。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或更长时间，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4. 重置认证尝试次数。

3.18.20 CC30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重新安装认证自定义数据。 

3. 重写固件。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3.18.21 CC302

内容

步骤
1. 使用 新的固件重写主机固件并重新安装认证自定义数据。

2. 更换 CPUB。 

3.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CC214：用户信息删除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用户信息的删除未完成。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 认证单元

故障类型 CC216：尝试次数获取失败 / 认证次数初始化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使用选购的认证单元 AU-102 进行用户认证期间出错。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 认证单元

故障类型 CC301：认证自定义数据错误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 启动时，主认证自定义数据损坏。

• 启动时，主机中认证自定义数据的注册失效。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C302：认证自定义数据版本不匹配错误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认证自定义数据版本比机器的固件版本新。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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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22 CCC00

内容

步骤
1. 更换 STRGB。 

2. 更换 CPUB。 

3. 更换 BASEB。 

3.19 CD###

3.19.1 CD00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STRG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 -> [Logical Format] （逻辑格式化），并执行功能。

4. 更换 STRGB。 

5. 更换 CPUB。 

6. 更换 BASEB。 

3.19.2 CD004、 CD00F、 CD020

内容

步骤
1. 检查 STRG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更换 STRGB。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CCC00：公共用户账户跟踪信息错误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第一次启动时，有故障 （例如，主电源关闭）导致非易失性状态未完全重置。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存储板 （STRG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D002：作业 RAM 保存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检测到作业数据保存到存储器错误以及其读取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存储板 （STRG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D004：存储器访问错误 （连接故障）

• CD00F：存储器数据传输错误

• CD020：存储器验证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CD004：无法在存储器和 CPU 板 （CPUB）之间进行通讯。

• CD00F：存储器出现数据传输故障。

• CD020：存储器验证检查检测到数据异常。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存储板 （STRG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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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 CD010

内容

步骤
1. 检查 STRG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并执行功能。

4. 更换 STRGB。 

5. 更换 CPUB。 

6. 更换 BASEB。 

3.19.4 CD011

内容

步骤
1. 检查存储器的规格。

2. 更换 STRGB。 

3.19.5 CD012

内容

步骤
1.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 -> [Logical Format] （逻辑格式化），并执行功能。

然后重写固件。

2. 更换 STRGB。 

3.19.6 CD030

内容

步骤
1. 检查 STRG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 -> [Logical Format] （逻辑格式化），并执行功能。

4.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 -> [Physical Format] （物理格式化），并执行功能。

5. 更换 STRGB。 

故障类型 CD010：存储器未格式化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连接了未格式化的存储器。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存储板 （STRG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D011：安装了不符合规格的存储器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连接了不符合规格的存储器。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板 （STRGB）

故障类型 CD012：由于存储器未格式化而导致的安装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通过覆盖将存储器中的全部数据删除后，未对存储器进行逻辑格式化。

• 用于替换旧存储器的存储器未进行逻辑格式化。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板 （STRGB）

故障类型 CD030：存储器管理信息读取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机器无法读取存储器中保存的管理信息数据。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板 （STR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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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7 CD041、 CD042、 CD043、 CD044、 CD045、 CD046

内容

步骤
1. 检查存储器的规格。

2.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并执行功能。

3. 更换 STRGB。 

3.19.8 CD047、 CD048、 CD049、 CD04A、 CD04B

内容

步骤
1. 检查存储器的规格。

2.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并执行功能。

3. 更换 STRGB。 

3.19.9 CD050

内容

步骤
1. 检查 STRG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新安装 STRGB。

4.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并执行功能。

5. 更换 STRGB。 

3.19.10 CD073

内容

步骤
1. 检查存储器类型设置，如果设置了错误的存储器，请修正。

故障类型 CD041、 CD042、 CD043、 CD044、 CD045、 CD046：存储器命令执行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存储器内部出错。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板 （STRGB）

故障类型 CD047、 CD048、 CD049、 CD04A、 CD04B：存储器 SCSI 库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存储器内部出错。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板 （STRGB）

故障类型 CD050：存储器恢复超时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存储器无法在预设时间内从节能模式恢复。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存储板 （STRG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D073：存储类型不同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当安装的存储器和配置的存储器不同时。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存储板 （STRGB）

• micr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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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1 CD110

内容

步骤
1. 检查 UK-221 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重写固件。

3. 更换 UK-221。 

3.19.12 CD201、 CD202、 CD203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更换 CPUB。 

3. 更换 BASEB。 

3.19.13 CD211、 CD21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更换 CPUB。 

3. 更换 BASEB。 

3.19.14 CD241、 CD242

内容

故障类型 CD110：无线 LAN 目的地初始化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升级组件 （UK-221）中的无线 LAN 设置出现初始化错误时。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故障类型 • CD201：文件存储器安装错误

• CD202：存储容量不符

• CD203：存储容量不符 2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CD201：
• 未安装文件存储器。

• 文件存在异常。

CD202：
• CPU 板 （CPUB）上文件存储器的容量不足。

• 双面打印所必需的文件存储器容量不足。

CD203：CPU 板 （CPUB）上文件存储器的容量不足。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D211：PCI-SDRAM DMA 操作故障

• CD212：压缩 / 提取超时检测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CD211：与 CPU 板 （CPUB）内存图像的传输有关的硬件无响应。

• CD212：与 CPU 板 （CPUB）的 BTC 压缩功能有关的硬件无响应。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D241：加密 ASIC 设置错误

• CD242：加密 ASIC 安装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CD241：机器启动期间，检测到加密 ASIC 的初始化错误。

• CD242：机器启动期间，检测到加密 ASIC 的安装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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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检查 BASEB 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更换 CPUB。 

4. 更换 BASEB。 

3.19.15 CD252

内容

步骤
1. 如果未安装 IC-420，进入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Image Controller Setting] （图像打印控制器设置），然后检查

是否为 [Image Controller Setting] （图像打印控制器设置）设置了 “Controller 0” （控制器 0）。

2. 检查 EFIRYB 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更换 EFIRYB。 

5. 更换 CPUB。 

6. 更换 BASEB。 

3.19.16 CD261

内容

步骤
1. 通过连接其他 USB 设备来检查操作。

2. 检查 USBHB 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更换 USBHB。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3.19.17 CD262

内容

步骤
1. 检查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Network Settings] （网络设置） -> [2nd Network Setting] （二级网络设置） -> [2nd network card settings]

（二级网卡设置）的设置。

2. 检查 UK-221 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更换 UK-221。 

故障类型 CD252：IC-420 安装设置时未安装 IC-420 的中继电路板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当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中将 IC-420 设置为安装设置时， EFI 中继电路板 （EFIRYB：VI-516）未安装。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故障类型 CD261：USB 集线器板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检测到本地接口组件中附含的 USB 集线器板存在故障时。

• 连接了非标准 USB 设备。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 USB 集线器板 （USBHB EK-608 或 EK-609）

故障类型 CD262：扩展网络适配器安装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当第二网络卡设置设为 “Set （设置） ” 但未安装升级组件 （UK-221）时。

• 升级组件 （UK-221）出现故障。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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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8 CD2D1

内容

步骤
1. 检查是否满足所有 VLAN 设置接收条件。

• 如果连接了 IC 读卡器，则说明已安装 AU-201S 的 LDD。

• 软件 SW12 （bit1）已设置为 “PKI unsupported （不支持 PKI） ” （0x00）。（PKI 模式设置无法使用）

•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 -> [Management Function Choice] （管理功能选项）设为 “Unset （未设置） ”。

• 效用的 “TCP/IP”->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TCP/IP Setting] （TCP/IP 设置） -> [TCP/IP Setting1] （TCP/IP 设置 1）设

为 “ON （开） ”。

• 效用的 “Network I/F Configuration（网络 I/F 配置）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Network]（网络） -> [Network I/F Configuration]（网络 I/F 

配置）设为 “Wireless Only （仅限无线） ” 以外的设定。

3.19.19 CD3##

内容

对策
1. 触摸故障屏幕上右下角显示的 [Recover Data] （恢复数据）。

2. 将出现确认是否恢复数据的屏幕。

3. 选择 [Yes] （是）。

4. 随后，屏幕将转到数据恢复屏幕以执行数据恢复。

备注
• 短时间内执行恢复时，可能不会显示数据恢复屏幕。 

5. 查看是否显示已成功进行数据恢复的信息。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备注

• 如果恢复数据失败，请返回故障代码屏幕。 

备注
• 每个小时都会自动执行非易失性数据备份。还可以使用以下设置手动执行备份。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

全） -> [Memory Data Backup] （存储器数据备份） 

3.19.20 CD313

内容

步骤
1. 触摸故障屏幕上右下角显示的 [Recover Data] （恢复数据）。

2. 将出现确认是否恢复数据的屏幕。

故障类型 CD2D1：VLAN 设置配置错误

级别 B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 MFP 时， VLAN 设置激活的接收条件不满足。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存储板 （STRGB）

• 备份板 （ERB）

故障类型 CD3##：非易失性数据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CD3##：对各非易失性数据进行异常检查时检测到异常。

故障隔离 -

故障类型 CD313：TPM 密钥数据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TPM 密钥数据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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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 [Yes] （是）。

4. 随后，屏幕将转到数据恢复屏幕以执行数据恢复。

备注
• 短时间内执行恢复时，可能不会显示数据恢复屏幕。 

5. 查看是否显示已成功进行数据恢复的信息。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等待 10 秒钟以上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开关。

备注

• 如果恢复数据失败，请返回故障代码屏幕。
6. 使用新品更换当前的 TPMB。 

7. 使用新品更换当前的 CPUB。 

8. 使用新品更换当前的 BASEB。 

备注
• 每个小时都会自动执行非易失性数据备份。还可以使用以下设置手动执行备份。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

全） -> [Memory Data Backup] （存储器数据备份） 

3.19.21 CD38E

内容

步骤
1. 重写固件。 

2.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3.19.22 CD390

内容

步骤
1. 等待显示 “Recover Data” （恢复数据）。（MFP 多自行重新启动 2 次，可能需要 5 分钟的时间。）触摸 “Recover Data” （恢复数据）按钮，然

后按照控制面板上显示的说明恢复 （备份）数据。

3.19.23 CD391

内容

步骤

备注

• 请在采取对策之前先联系 KM 的相关负责人。 

故障类型 CD38E：非易失性数据保存错误 （SPI-Flash）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SPI-Flash 中保存的 “ISW 下载标志 ” 拥有一个非法值。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D390：非易失性数据校验和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使用新品更换 CPU 板 （CPUB）后，正常会显示 C-D390 代码。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故障类型 CD391：非易失性数据保存错误 （存储器）

级别 -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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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24 CD392

内容

步骤
1. 使用新的零件更换以下零件。

更换图像转印带单元和定影单元之前，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下配置 [New Release] （新发布）。更换成新的转印辊后，执行 [Counter 

clear] （计数器清零）。

• 显影单元 /Y,M,C,K

• 感光鼓组件 /Y,M,C,K

• 碳粉盒 /Y,M,C,K

• 转印带单元

• 定影单元

• 转印辊

• 进纸辊、拾纸辊、分离辊 （包括选购件）

2.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3. 重新在维修模式下配置各种设定值。

4. 如果上述对策未能解决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

3.19.25 CD3A0

内容

步骤
1. 如果由于使用从其他机器拆下的电路板而导致暂时出现此错误，请重新安装原装的电路板。

2. 使用新品更换当前的 CPUB。 

3. 使用新品更换当前的 STRGB。 

3.19.26 CD3B1、 CD3B3、 CD3B4、 CD3B5

内容

步骤
1. 重启机器。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更换 CPUB。 

3.19.27 CD3C0

内容

故障类型 CD392：非易失性数据保存错误 （EEPROM）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更换了新的备份板 （ERB）。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备份板 （ERB）

故障类型 CD3A0：计数器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CPU 板与存储板所提供的总计数器值不一致。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存储板 （STRGB）

• CPU 板 （CPUB）

故障类型 • CD3B1：DB 服务器启动故障

• CD3B3：DB 访问故障

• CD3B4：无 DB 定义文件

• CD3B5：DB 定义文件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CD3B1：启动 MFP 时， PostgreSQL 服务器启动不成功。

• CD3B3：启动 MFP 时， PostgreSQL 服务器启动处理时 SQL DB 访问失败。

• CD3B4：启动 MFP 时， SQL DB 定义文件不存在于 PostgreSQL 服务器启动处理中。

• CD3B5：启动 MFP 时， PostgreSQL 服务器启动处理中的 SQL DB 定义文件有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PU 板 （CPUB） 

故障类型 CD3C0：新电路板检测

级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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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等待显示 “Recover Data” （恢复数据）。（MFP 多自行重新启动 2 次，可能需要 5 分钟的时间。）触摸 “Recover Data” （恢复数据）按钮，然

后按照控制面板上显示的说明恢复 （备份）数据。

3.19.28 CD401、 CD402、 CD403、 CD404、 CD405、 CD406、 CD407、 CD411、 CD412、 CD413

内容

步骤
1. 检查主机附近是否存在强电磁噪声源。

2. 检查控制面板 BASEB CN7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3.19.29 CD601、 CD602、 CD603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或更长时间，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如果上述对策未能解决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

3.19.30 CD701、 CD702、 CD703

内容

故障检测情况 更换了新的电路板。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故障类型 • CD401：NACK 命令错误

• CD402：ACK 命令错误

• CD403：校验和错误

• CD404：接收数据包错误

• CD405：接收数据包分析错误

• CD406：ACK 接收超时

• CD407：重新传输超时

• CD411：触摸面板电路板错误

• CD412：触摸面板类型不匹配

• CD413：静电触摸面板操作模式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发现控制器通讯异常时。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控制面板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D601、 CD602、 CD603：安全相关故障

级别 -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故障类型 • CD701：机械控制器 flash ROM 写入错误

• CD702：机械控制器 flash ROM 设备错误

• CD703：FW 下载通讯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CD701：由于电源被关闭等原因，机械控制器 flash ROM 写入序列在操作中途中断。

CD702：在机械控制器 flash ROM 写入期间，发生擦除错误或其他设备故障。

CD703：
FW 下载期间，接收到不规则的数据。

• 位置以写入完成脉冲的顺序进行了变化。

• 接收到不允许进行二进制写入的内存的写入完成脉冲。

• FW 下载的 终校验和不匹配

• 两分钟超时 （CTL 无响应，传输的数据项目数少于指定值）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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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写固件。 

3. 更换 CPUB。 

4. 更换 BASEB。 

3.19.31 CD704

内容

步骤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536SD 时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写固件。 

3. 更换 FSCB。（FS-533 / FS-536/FS-536SD）

未安装 JS-506 时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写固件。 

3. 更换 JSCB。 

3.19.32 CDC##

内容

步骤

备注
• 请在采取对策之前先联系 KM 的相关负责人。 

3.19.33 CDF50、 CDF70、 CDFA0

内容

步骤
1. 检查 BASEB CN6-CCDB CN3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更换 CCD 单元。 

5. 更换 CPUB。 

6.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CD704：排纸处理器 Flash ROM 设备错误 （安装了 FS-533、 FS-536、 FS-536SD 或 JS-506 时）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排纸处理器 flash ROM 写入期间，发生擦除错误或其他设备故障。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安装了 FS-533、 FS-536 或 FS-536SD 时 >
• FS 控制板 （FSCB）

< 安装了 JS-506 时 >
• JS 控制板 （JSCB）

故障类型 CDC##: 安全相关故障

级别 -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故障类型 • CDF50：ASIC 图像版本故障

• CDF70：ASIC 图像访问故障

• CDFA0：ASIC 图像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 CPU 板 （CPUB）与 CCD 板 （CCDB）之间检测到通信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CD 单元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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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4 CDF51、 CDF71、 CDFA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CIS J221-BASEB CN5 之间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更换 CIS。 

5. 更换 CPUB。 

6. 更换 BASEB。 

3.20 CE###

3.20.1 CE001、 CE003、 CE004、 CE005、 CE006、 CE007、 CE009

内容

步骤
1. 检查 BASEB 上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更换 CPUB。 

3. 更换 BASEB。 

3.20.2 CE002

内容

步骤
1. 将主电源开关关闭后重新打开，并执行以下设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1] （系统 1） -> [Initialization] （初始化） -> [Clear 

All Data] （清除所有数据）。

2.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并执行功能。

3. 更换 STRGB。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 CDF51：ASIC 图像版本故障 （背面）（安装了 DF-714 时） 

• CDF71：ASIC 图像访问故障 （背面）（安装了 DF-714 时）

• CDFA1：ASIC 图像错误 （背面）（安装了 DF-714 时）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在 CPU 板 （CPUB）与 CIS 模块 （CIS）之间检测到通讯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IS 模块 （CIS）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E001：信息队列异常

• CE003：任务错误

• CE004：事件错误

• CE005：存储器访问错误

• CE006：报头访问错误

• CE007：DIMM 初始化错误

• CE009：存储器资源不足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CPU 板 （CPUB）故障。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E002：信息和方法参数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CPU 板 （CPUB）故障。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存储板 （STRG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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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 CE013

内容

步骤
1. 更换 microSD (16GB) 或 STRGB。

2. 重启机器。

3.20.4 CE014

内容

步骤
1. 重启机器。（MFP 多自行重新启动 2 次。）

2. 更换 STRGB。 

3.20.5 CE10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BASEB 上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更换 CPUB。 

3. 更换 BASEB。 

3.20.6 CE201

内容

步骤
1. 检查 BASEB 上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更换 CPUB。 

3. 更换 BASEB。 

3.20.7 CE202

内容

故障类型 CE013：病毒扫描引擎启动故障 （8GB 存储容量）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当病毒扫描设置生效时，将存储板 （STRGB）更换为 microSD （8GB）。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microSD

故障类型 CE014：病毒扫描引擎启动故障 （存储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启动病毒扫描所需的文件或数据丢失。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板 （STRGB）

故障类型 CE101：检测到浏览器终止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主机检测到浏览器 （单独的进程）因故障停止后，浏览器自动恢复 （重新启动）。

• “ 检测到的故障终止超过预设次数 ” 或 “ 浏览器任务进程非空闲 （正在打印等） ” 时。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E201：传输操作日志存储故障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传输日志存储失败时，其会反复重试直到传输操作日志完成存储。重试失败达到预设次数时，检测到故障。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E202：PDL 解释程序错误

级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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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 -> [Logical Format] （逻辑格式化），并执行功能。

3. 选择 [System 1] （系统 1） -> [Initialization] （初始化） -> [Clear All Data] （清除所有数据），并执行功能。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3.20.8 CE203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 -> [Logical Format] （逻辑格式化），并执行功能。

3. 选择 [System 1] （系统 1） -> [Initialization] （初始化） -> [Clear All Data] （清除所有数据），并执行功能。

4. 更新固件。

5. 执行自我诊断功能。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3.20.9 CE301、 CE302、 CE303、 CE304、 CE305

内容

步骤
1. 检查 BASEB 上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通过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置）获取调试日志，并进行分析。

3.20.10 CE401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更换 CPUB。 

故障检测情况 转换 PDL 信息期间检测到 CPU 板 （CPUB）内部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E203：无法恢复的错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自动恢复后仍无法恢复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E301：引用错误内存

• CE302：错误的命令

• CE303：由于 Qt 库中的错误而完成

• CE304：由于 Qt 库外的错误而完成

• CE305：程序强制停止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MFP 控制器内部处理出错。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E401：共享存储器连接超时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打开节能模式时检测到 CPU 通信错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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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更换 BASEB。 

3.20.11 CED01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2. 检查 STRG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 -> [Logical Format] （逻辑格式化），并执行功能。

5. 更换 STRGB。 

6. 如果上述对策未能解决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

3.20.12 CEEE1、 CEEE3

内容

步骤
1. 检查 BASEB 上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2. 更换 CPUB。 

3. 更换 BASEB。 

3.20.13 CEEE2

内容

步骤
1. 如果 CCDB 与 SCDB 之间的接口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2. 更换 SCDB。 

3. 更换 CCD 单元。 

3.21 CF### （终止代码）
• 本机无法通过其软件控制正常处理任务时，在控制面板上将显示终止代码 (CF###)。

• 系统程序终止时，请检查电气元件、组件、选购件以及与特定类型终止情况有关的连接。

3.21.1 CFA1#

内容

故障类型 CED01：增强服务器认证状态下，存储器中不存在认证应用程序信息。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设置 “Enhanced Server Authentication （增强服务器认证） ” 时，没有在存储器中找到认证应用程序注册信息。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存储板 （STRGB）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 CEEE1：CPU 板 （MSC）故障

• CEEE3：基板 （ENG）故障

级别 • CEEE1：C

• CEEE3：A

故障检测情况 • CEEE1：CPU 板故障。

• CEEE3：基板故障。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CPU 板 （CPUB）

• 基板 （BASEB）

故障类型 CEEE2：扫描器部分故障

级别 A

故障检测情况 扫描器部分故障。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LED 曝光单元

• CCD 单元

• 扫描器驱动板 （SCDB）

故障类型 CFA1#：终止代码

级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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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STRG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重写固件。 

5.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6.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Storage R/W 

Check] （存储读 / 写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更换 STRGB。

7. 更换 CPUB。 

3.21.2 CFB0# - CFB2#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5. 更换 CPUB。 

3.21.3 CFB3#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重写固件。 

5.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6. 更换 EFIRYB。 

7. 更换 CPUB。 

3.21.4 CFB4#

内容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A14、 CFA17 • CPU 板 （CPUB）

• 存储板 （STRGB）

故障类型 CFB0# - CFB2#：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PU 板 （CPUB）

故障类型 CFB3#：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B30 - CFB37 CPU 板 （CPUB）

CFB38 - CFB3F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故障类型 CFB4#：终止代码

级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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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更换 EFIRYB。 

3.21.5 CFB5#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4.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5. 更换 EFIRYB。 

6. 更换 MEMB。 

3.21.6 CFB6# - CFB8#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4. 更换 MEMB。 

3.21.7 CFBB# - CFBC#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更换 EFIRYB。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故障类型 CFB5#：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B50 - CFB57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CFB58 - CFB5F 存储器板 （MEMB：UK-115）

故障类型 CFB6# - CFB8#：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器板 （MEMB：UK-115）

故障类型 CFBB# - CFBC#：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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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8 CFBD# - CFBE#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重写固件。 

6.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7. 更换 MEMB。 

8. 更换 EFIRYB。 

9. 更换 CPUB。 

3.21.9 CFBF# - CFC3#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5. 更换 CPUB。 

3.21.10 CFC4#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重写固件。 

5.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故障类型 CFBD# - CFBE#：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BD3、CFBD6、CFBD9、CFBDC、CFBDF、CFBE2、
CFBE5 - CFBEF

CPU 板 （CPUB）

CFBD0、CFBD1、CFBD2、CFBD5、CFBD8、CFBDB、
CFBDE、 CFBE1、 CFBE4

存储器板 （MEMB：UK-115）

CFBD4、 CFBD7、 CFBDA、 CFBDD、 CFBE0、 CFBE3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故障类型 CFBF# - CFC3#：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PU 板 （CPUB）

故障类型 CFC4#：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C40 - CFC47 CPU 板 （CPUB）

CFC48 - CFC4F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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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6. 更换 EFIRYB。 

7. 更换 CPUB。 

3.21.11 CFC5# - CFC6#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更换 EFIRYB。 

3.21.12 CFC7#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4.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5. 更换 EFIRYB。 

6. 更换 MEMB。 

3.21.13 CFC8# - CFCE#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4. 更换 MEMB。 

3.21.14 CFD1# - CFD3#

内容

故障类型 CFC5# - CFC6#：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故障类型 CFC7#：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C70 - CFC76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CFC77 - CFC7F 存储器板 （MEMB：UK-115）

故障类型 CFC8# - CFCE#：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器板 （MEMB：UK-115）

故障类型 CFD1# - CFD3#：终止代码

级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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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更换 EFIRYB。 

3.21.15 CFD4# - CFD5#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4.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5. 更换 EFIRYB。 

6. 更换 MEMB。 

3.21.16 CFD6#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重写固件。 

5.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6. 更换 MEMB。 

7. 更换 CPUB。 

3.21.17 CFD7# - CFD9#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故障类型 CFD4# - CFD5#：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D40 - CFD46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CFD47 - CFD5F 存储器板 （MEMB：UK-115）

故障类型 CFD6#：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D63 - CFD6F CPU 板 （CPUB）

CFD60 - CFD62 存储器板 （MEMB：UK-115）

故障类型 CFD7# - CFD9#：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PU 板 （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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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5. 更换 CPUB。 

3.21.18 CFDA# - CFDB#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更换 EFIRYB。 

3.21.19 CFDC# - CFDF#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重写固件。 

4.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5. 更换 MEMB。 

3.21.20 CFE1# - CFE2#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更换 EFIRYB。 

3.21.21 CFE3#

内容

故障类型 CFDA# - CFDB#：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故障类型 CFDC# - CFDF#：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器板 （MEMB：UK-115）

故障类型 CFE1# - CFE2#：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故障类型 CFE3#：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E30 - CFE37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CFE38, CFE39, CFE3A 存储器板 （MEMB：UK-115）

CFE3B - CFE3F CPU 板 （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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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重写固件。 

6.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7. 更换 MEMB。 

8. 更换 EFIRYB。 

9. 更换 CPUB。 

3.21.22 CFE4# - CFE6#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5. 更换 CPUB。 

3.21.23 CFE7#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重写固件。 

5.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6. 更换 EFIRYB。 

7. 更换 CPUB。 

3.21.24 CFE8#

内容

故障类型 CFE4# - CFE6#：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PU 板 （CPUB）

故障类型 CFE7#：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E70 - CFE72 CPU 板 （CPUB）

CFE73 - CFE7F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故障类型 CFE8#：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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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更换 EFIRYB。 

3.21.25 CFE9#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4.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5. 更换 EFIRYB。 

6. 更换 MEMB。 

3.21.26 CFEA# - CFEC#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4. 更换 MEMB。 

3.21.27 CFEE# - CFEF#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更换 EFIRYB。 

3.21.28 CFF0#

内容

故障类型 CFE9#：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E90 - CFE92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CFE93 - CFE9F 存储器板 （MEMB：UK-115）

故障类型 CFEA# - CFEC#：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器板 （MEMB：UK-115）

故障类型 CFEE# - CFEF#：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故障类型 CFF0#：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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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4.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5. 重写固件。 

6.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7. 更换 MEMB。 

8. 更换 EFIRYB。 

9. 更换 CPUB。 

3.21.29 CFF1# - CFF3#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3. 重写固件。 

4.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5. 更换 CPUB。 

3.21.30 CFF4#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CPUB 是否正确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

4. 重写固件。 

5.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WORK0：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A

• WORK1：CPU 板 （CPUB） LPDDR4 主存储器 ChB

6. 更换 EFIRYB。 

7. 更换 CPUB。 

相关电气零件 CFF00 - CFF0A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CFF0B, CFF0C, CFF0D 存储器板 （MEMB：UK-115）

CFF0E, CFF0F CPU 板 （CPUB）

故障类型 CFF1# - CFF3#：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PU 板 （CPUB）

故障类型 CFF4#：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F40 - CFF45 CPU 板 （CPUB）

CFF46 - CFF4F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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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1 CFF5#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更换 EFIRYB。 

3.21.32 CFF6#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4.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5. 更换 EFIRYB。 

6. 更换 MEMB。 

3.21.33 CFF7# - CFF9#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4. 更换 MEMB。 

3.21.34 CFFB# - CFFC#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故障类型 CFF5#：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故障类型 CFF6#：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F60 - CFF65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CFF66 - CFF6F 存储器板 （MEMB：UK-115）

故障类型 CFF7# - CFF9#：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器板 （MEMB：UK-115）

故障类型 CFFB# - CFFC#：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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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换 EFIRYB。 

3.21.35 CFFD#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EFIRY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4.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5. 更换 EFIRYB。 

6. 更换 MEMB。 

3.21.36 CFFE# - CFFF#

内容

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 MEMB 的连接头是否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进行纠正或更换。

3. 执行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Memory Check]

（存储器检查） -> [Rough Check] （粗略检查），然后确认没有异常。显示 “NG” 时，请更换合适的存储器或 PWB。

• FILE0：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A

• FILE1：存储器板 （MEMB：UK-115） A800 图像存储器 ChB

4. 更换 MEMB。 

故障类型 CFFD#：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CFFD0 - CFFDD EFI 中继板 （EFIRYB：VI-516）

CFFDE - CFFDF 存储器板 （MEMB：UK-115）

故障类型 CFFE# - CFFF#：终止代码

级别 C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器板 （MEMB：UK-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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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自我诊断（完全）

4.1 自我诊断 （完全）功能的概述
• 如果因为控制系统硬件组件的缺陷而导致出现故障代码或机器无法正常运行，通过执行 “Self-diag.(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 功能，可以识

别控制系统硬件组件的缺陷区域。

• 从广义来看，故障原因可分为控制系统硬件故障和固件故障，单纯靠使用故障代码是很难确定故障发生位置的。 

在 “Self-diag.(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 中，提供了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诊断故障是否发生在控制系统硬件，另一个功能是检测缺陷部件

并在控制面板上显示该缺陷部件对应的 “error code （错误代码） ”。

备注

• 在更换诸如基板等控制系统硬件组件时，确保执行 “Self-diag. (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
自我诊断故障代码的 （完全）流程 

4.2 自我诊断 （完全）程序
1. 显示故障代码时，停止 MFP 后关闭主电源开关。

2. 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有关自我诊断 （完全）执行方法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I.13.12.2. 自我诊断 （完全）。

3. 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后，将显示每一项对应的诊断结果。（OK/NG）

4. 如果所有项目都显示 [OK]，关闭主电源开关。

5. 如果诊断结果中包含 [NG]，完成所有项目的诊断后， [Error Code] （错误代码）键显示。

6. 触摸 [Error Code] （错误代码）键显示 [Error Code] （错误代码）。

7. 检查显示的 [Error Code] （错误代码），然后关闭主电源开关，并从插座拔出电源线。

8. 请参阅维修手册 [Error Code List] （错误代码列表），然后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错误代码。

备注
• 从 “ 纠正措施程序 ” 的步骤 1 开始按顺序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解决问题，同时逐一检查故障是否已排除。不要一次性对所有故障执行故障排

除。

• 如果未显示故障代码，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步骤 1 中显示的 “Trouble Code （故障代码） ”。
9. 即使在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错误代码或自我诊断 （完全）后没有显示 [NG] （没有重复出现故障），重新执行 “Self-diag.(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确保每一台设备上的所有故障已排除。

4.2.1 自动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中，对于 [Bit assignment] （位分配）的情

况，将 [Switch NO.163] （开关编号 163）设为 [00000010]，对于 [HEX assignment] （十六进制分配）的情况，设为 [02]，这样一来，当发生

“trouble code （故障代码） ” 时可以自动执行 “Self-diag.(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

请参阅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Self-diag. (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4.2.2 错误代码重置程序
1. 停止机器运行，错误代码屏幕显示。

2.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后再次打开主电源开关。

3. 重启机器。

备注 
• 如果此错误未排除，重启机器后故障代码将再次出现。

检查故障代码

自我诊断（完全）开始

排除每一个错误代码的故障 排除每一个错误代码的故障

显示错误代码键

显示错误代码

诊断结果
OK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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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错误代码列表

错误代码 目标设备 诊断项目 错误原因 相关电气零件

E1-1 NVMeSSD 设备识别 啮合故障
安装故障

存储板 （STRGB）
CPU 板 （CPUB）

E1-2 读写检查 STRGB 错误 （数据故障） 存储板 （STRGB）

E1-3 S.M.A.R.T 诊断 STRGB 错误 （数据故障） 存储板 （STRGB）

E1-4 MFP FW 校验和 STRGB 错误 （数据故障） MFP 固件

E1-5 分区检查 STRGB 错误 （数据故障） 存储板 （STRGB）

E2-1 microSD 设备识别 啮合故障
安装故障

microSD
CPU 板 （CPUB）

E2-2 读写检查 microSD 错误 （数据故障） microSD

E2-3 S.M.A.R.T 诊断 microSD 错误 （数据故障） microSD

E2-4 MFP FW 校验和 microSD 错误 （数据故障） MFP 固件

E2-5 分区检查 microSD 错误 （数据故障） microSD

E3-1 I2C TPM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TPM 板 （TPMB）
基板 （BASEB）
CPU 板 （CPUB）

E3-2 音频 （控制）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基板 （BASEB）
CPU 板 （CPUB）

E3-3 PS-CPU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基板 （BASEB）
CPU 板 （CPUB）

E4-1 系统 / 图像存储器 WORK0 （主存储器 ch.A） 啮合故障
安装故障
DRAM 故障

CPU 板 （CPUB）

E4-2 WORK1 （主存储器 ch.B） 啮合故障
安装故障
DRAM 故障

CPU 板 （CPUB）

E4-3 FILE0 （A800 存储器 ch.A） 啮合故障
安装故障
DRAM 故障

存储器板 （MEMB）

E4-4 FILE1 （A800 存储器 ch.B） 啮合故障
安装故障
DRAM 故障

存储器板 （MEMB）

E5-1 各种 USB 设备 IRIS0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CPU 板 （CPUB）

E5-2 USB3.0-HUB 芯片 （基板）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CPU 板 （CPUB）
基板 （BASEB）

E5-3 USB2.0-HUB 芯片 （基板）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基板 （BASEB）

E5-4 USB 设备集线器芯片 （USB 集线

器板）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USB 集线器板 （USBHB）
基板 （BASEB）

E5-5 DAC-IC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USB 集线器板 （USBHB）

E5-6 传真扩展板 （HUB 芯片）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传真扩展板
基板 （BASEB）

E5-7 传真电路板 （线路 1）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传真卡 /1 （FAXB/1）
传真扩展板
基板 （BASEB）

E5-8 传真电路板 （线路 2）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传真卡 /2 （FAXB/2）
传真扩展板
基板 （BASEB）

E5-9 传真电路板 （线路 3）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传真卡 /3 （FAXB/3）
传真扩展板

E5-10 传真电路板 （线路 4）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传真卡 /4 （FAXB/4）
传真扩展板

E5-11 升级组件 （UK-221）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无线局域网板 （WLANB）
基板 （BASEB）

E5-12 认证单元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认证单元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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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故障排除以消除多个错误代码

4.4 E1-1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STRG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CPU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更换 STRGB。 

5. 更换 CPUB。 

E6-1 CCD 板 I/P 图像总线检查 图像总线故障 连接电缆
CCD 板 （CCDB）
CPU 板 （CPUB）
基板 （BASEB）

E6-2 线路 RAM 比较 CCD 传感器故障 CCD 板 （CCDB）

E7-1 CIS 模块 I/P 图像总线检查 图像总线故障 CIS 电缆 
CIS 模块 （CIS）
CPU 板 （CPUB）
基板 （BASEB）

E7-2 线路 RAM 比较 CIS 传感器故障 CIS 模块 （CIS）

E8-1 DF 控制板 MINET 通讯检查 ADF 微型计算机通讯故障 连接电缆
DF 控制板 （DFCB）
CPU 板 （CPUB）
基板 （BASEB）

E9-1 存储器板 （A800） 压缩 / 解压检查 A800 错误 存储器板 （MEMB）

E10-1 DSC 板 （安全组

件）

图像总线检查 （正面） 啮合故障
安装故障

DSC 板 /1 （DSCB/1） 

E10-2 图像总线检查 （反面） 啮合故障
安装故障

DSC 板 /1 （DSCB/1）
CPU 板 （CPUB）

E11-1 CPU 板 压缩 / 解压检查 S800 错误 CPU 板 （CPUB）

E11-2 O/P 图像总线检查 S800 错误 CPU 板 （CPUB）

E12-1 PCIe PCIe 设备检查 IRIS(0) PCIe 设备错误 CPU 板 （CPUB）

E12-2 PCIe 设备检查 IRIS(1) CPU 板 （CPUB）

E12-3 PCIe 设备检查 NVMeSSD 存储板 （STRGB）
CPU 板 （CPUB）

E12-4 PCIe 设备检查 A800 存储器板 （MEMB）
CPU 板 （CPUB）

错误代码 对策

E1-1, E5-1, E12-1, E12-3 执行 E12-1。

E4-1, E4-2, E11-1, E11-2 执行 E4-1。

E4-3、E4-4、E9-1、E12-2、
E12-4

执行 E12-2。

错误代码 E1-1

目标设备 NVMeSSD

诊断项目 设备识别

错误原因 啮合故障
安装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板 （STRGB）
CPU 板 （CPUB）

错误代码 目标设备 诊断项目 错误原因 相关电气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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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1-2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STRG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更换 STRGB。 

4.6 E1-3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STRG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更换 STRGB。 

4.7 E1-4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新安装固件。

4.8 E1-5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STRG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 -> [Logical Format] （逻辑格式化），并执行功能。

4. 更换 STRGB。 

错误代码 E1-2

目标设备 NVMeSSD

诊断项目 读写检查 

错误原因 STRGB 错误 （数据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板 （STRGB）

错误代码 E1-3

目标设备 NVMeSSD

诊断项目 S.M.A.R.T 诊断

错误原因 STRGB 错误 （数据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板 （STRGB）

错误代码 E1-4

目标设备 NVMeSSD

诊断项目 MFP FW 校验和

错误原因 STRGB 错误 （数据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MFP 固件

错误代码 E1-5

目标设备 NVMeSSD

诊断项目 分区检查

错误原因 STRGB 错误 （数据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板 （STRGB）



bizhub C360i/C300i/C250i L 故障排除 > 4. 使用自我诊断 （完全）

L-151

4.9 E2-1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microSD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CPU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更换 microSD。

5. 更换 CPUB。 

4.10 E2-2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microSD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更换 microSD。 

4.11 E2-3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microSD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更换 microSD。

4.12 E2-4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重新安装固件。

错误代码 E2-1

目标设备 microSD

诊断项目 设备识别

错误原因 啮合故障
安装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microSD
CPU 板 （CPUB）

错误代码 E2-2

目标设备 microSD

诊断项目 读写检查 

错误原因 microSD 错误 （数据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microSD

错误代码 E2-3

目标设备 microSD

诊断项目 S.M.A.R.T 诊断

错误原因 microSD 错误 （数据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microSD

错误代码 E2-4

目标设备 microSD

诊断项目 MFP FW 校验和

错误原因 microSD 错误 （数据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MFP 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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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E2-5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microSD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格式

化） -> [Logical Format] （逻辑格式化），并执行功能。

4. 更换 microSD。

4.14 E3-1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TPM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CPU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如果 BASE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5. 更换 TPMB。 

6. 更换 CPUB。 

7. 更换 BASEB。 

4.15 E3-2、 E3-3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CPU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BASE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错误代码 E2-5

目标设备 microSD

诊断项目 分区检查

错误原因 microSD 错误 （数据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microSD

错误代码 E3-1

目标设备 I2C

诊断项目 TPM

错误原因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相关电气零件 TPM 板 （TPMB）
CPU 板 （CPUB）
基板 （BASEB）

错误代码 E3-2、 E3-3

目标设备 I2C

诊断项目 E3-2 音频 （控制）

E3-3 PS-CPU

错误原因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相关电气零件 CPU 板 （CPUB）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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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E4-1、 E4-2

备注
• 显示故障代码（CE301、 CE304）后，执行自我诊断（完全）时，自我诊断可能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完成自我诊断（完全），然后

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故障代码。
• 关闭主电源开关将会强制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CPU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更换 CPUB。 

4.17 E4-3、 E4-4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MEM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更换 MEMB。 

4.18 E5-1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CPU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更换 CPUB。 

错误代码 E4-1、 E4-2

目标设备 系统 / 图像存储器

诊断项目 E4-1 WORK0 （主存储器 ch.A）

E4-2 WORK1 （主存储器 ch.B）

错误原因 啮合故障
安装故障
DRAM 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CPU 板 （CPUB）

错误代码 E4-3、 E4-4

目标设备 系统 / 图像存储器

诊断项目 E4-3 FILE0 （A800 存储器 ch.A）

E4-4 FILE1 （A800 存储器 ch.B）

错误原因 啮合故障 
安装故障 
DRAM 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器板 （MEMB）

错误代码 E5-1

目标设备 各种 USB 设备 

诊断项目 IRIS0

错误原因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相关电气零件 CPU 板 （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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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E5-2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CPU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BASE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更换 CPUB。 

5. 更换 BASEB。 

4.20 E5-3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BASE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更换 BASEB。 

4.21 E5-4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USBH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BASE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更换 USBHB。

5. 更换 BASEB。 

4.22 E5-5

内容

错误代码 E5-2

目标设备 各种 USB 设备 

诊断项目 USB3.0-HUB 芯片 （基板）

错误原因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相关电气零件 CPU 板 （CPUB）
基板 （BASEB）

错误代码 E5-3

目标设备 各种 USB 设备 

诊断项目 USB2.0-HUB 芯片 （基板）

错误原因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相关电气零件 基板 （BASEB）

错误代码 E5-4 

目标设备 各种 USB 设备 

诊断项目 USB 设备集线器芯片 （USB 集线器板）

错误原因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相关电气零件 USB 集线器板 （USBHB）
基板 （BASEB）

错误代码 E5-5

目标设备 各种 USB 设备 

诊断项目 DAC-IC

错误原因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相关电气零件 USB 集线器板 （USB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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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USBH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更换 USBHB。

4.23 E5-6、 E5-7、 E5-8、 E5-9、 E5-10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传真板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传真扩展板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如果 BASE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5. 更换传真电路板。（传真电路板 （线路 1）、传真电路板 （线路 2） / 传真电路板 （线路 3）、传真电路板 （线路 4））

6. 更换风扇扩展板。

7. 更换 BASEB。 

4.24 E5-11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升级组件 （UK-221）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BASE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更换 WLANB。 

5. 更换 BASEB。 

4.25 E5-12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认证单元的安装和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错误代码 E5-6、 E5-7、 E5-8、 E5-9、 E5-10

目标设备 各种 USB 设备 

诊断项目 E5-6 传真扩展板 （HUB 芯片）

E5-7 传真电路板 （线路 1）

E5-8 传真电路板 （线路 2）

E5-9 传真电路板 （线路 3）

E5-10 传真电路板 （线路 4）

错误原因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相关电气零件 传真卡 /1 （FAXB/1）
传真卡 /2 （FAXB/2）
传真卡 /3 （FAXB/3）
传真卡 /4 （FAXB/4）
传真扩展板
基板 （BASEB）

错误代码 E5-11

目标设备 各种 USB 设备 

诊断项目 升级组件 （UK-221）

错误原因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相关电气零件 无线局域网板 （WLANB）
基板 （BASEB）

错误代码 E5-12

目标设备 各种 USB 设备

诊断项目 认证单元

错误原因 连接故障
零件缺陷

相关电气零件 认证单元
基板 （BA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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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 BASE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更换认证单元。

5. 更换 BASEB。 

4.26 E6-1、 E6-2

内容

备注

• 显示故障代码 （C6###、 C91##）后，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时，自我诊断可能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然后

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故障代码。
• 关闭主电源开关将会强制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CCDB 或连接电缆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CPU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如果 BASE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5. 更换连接电缆。

6. 更换 CCD 单元。 

7. 更换 CPUB。 

8. 更换 BASEB。 

4.27 E7-1、 E7-2

内容

备注

• 显示故障代码 （C6###、 C91##）后，执行自我诊断 （完全）时，自我诊断可能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然后

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消除故障代码。
• 关闭主电源开关将会强制完成自我诊断 （完全）。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CIS 或 CIS 电缆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CPU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如果 BASE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5. 更换 CIS 电缆。

6. 更换 CIS。 

7. 更换 CPUB。 

8. 更换 BASEB。 

错误代码 E6-1、 E6-2

目标设备 CCD 板 

诊断项目 E6-1 I/P 图像总线检查

E6-2 线路 RAM 比较

错误原因 E6-1 图像总线故障

E6-2 CCD 传感器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E6-1 连接电缆
CCD 板 （CCDB）
CPU 板 （CPUB）
基板 （BASEB）

E6-2 CCD 板 （CCDB） 

错误代码 E7-1、 E7-2

目标设备 CIS 模块

诊断项目 E7-1 I/P 图像总线检查

E7-2 线路 RAM 比较

错误原因 E7-1 图像总线故障

E7-2 CIS 传感器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E7-1 CIS 电缆

CIS 模块 （CIS）
CPU 板 （CPUB）
基板 （BASEB）

E7-2 CIS 模块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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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E8-1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DFC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CPU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如果 BASEB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5. 如果连接电缆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6. 更换连接电缆。

7. 更换 DFCB。（DF-632 / DF-714）

8. 更换 CPUB。 

9. 更换 BASEB。 

4.29 E9-1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MEM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更换 MEMB。 

4.30 E10-1、 E10-2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DSCB/1 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更换 DSCB/1。 

错误代码 E8-1 

目标设备 DF 控制板 

诊断项目 MINET 通讯检查 

错误原因 ADF 微型计算机通讯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连接电缆 
DF 控制板 （DFCB）
CPU 板 （CPUB）
基板 （BASEB）

错误代码 E9-1 

目标设备 存储器板 （A800）

诊断项目 压缩 / 解压检查

错误原因 A800 错误

相关电气零件 存储器板 （MEMB）

错误代码 E10-1、 E10-2

目标设备 DSC 板 （安全组件）

诊断项目 E10-1 图像总线检查 （正面）

E10-2 图像总线检查 （反面）

错误原因 啮合故障 
安装故障 

相关电气零件 DSC 板 /1 （DSC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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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E11-1、 E11-2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CPU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更换 CPUB。 

4.32 E12-1、 E12-2、 E12-3、 E12-4

内容

修正措施步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如果 STRG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MEM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如果 CPUB 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5. 更换 STRGB。 

6. 更换 MEMB。 

7. 更换 CPUB。 

错误代码 E11-1、 E11-2

目标设备 CPU 板

诊断项目 E11-1 压缩 / 解压检查

E11-2 O/P 图像总线检查

错误原因 E11-1 S800 错误

E11-2 S800 错误

相关电气零件 CPU 板 （CPUB）

错误代码 E12-1, E12-2, E12-3, E12-4

目标设备 PCIe 

诊断项目 E12-1 PCIe 设备检查 IRIS(0)

E12-2 PCIe 设备检查 IRIS(1)

E12-3 PCIe 设备检查 NVMeSSD

E12-4 PCIe 设备检查 A800

错误原因 PCIe 设备错误 

相关电气零件 E12-1、 E12-2 CPU 板 （CPUB）

E12-3 存储板 （STRGB）
CPU 板 （CPUB）

E12-4 存储器板 （MEMB）
CPU 板 （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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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我诊断（单独）上显示 NG 时执行故障排除

5.1 I2S 检查

5.1.1 音频 （语音）显示为 NG 时，执行故障排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从插座拔出电源线。

2. 如果 CPU 板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基板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更换 CPU 板。 

5. 更换基板。 

5.2 各种 USB 检查

5.2.1 键盘诊断显示为 NG 时，执行故障排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从插座拔出电源线。

2. 如果键盘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USB 集线器板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更换键盘。

5. 更换 USB 集线器板。

5.2.2 USB 存储器诊断显示为 NG 时，执行故障排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从插座拔出电源线。

2. 如果 USB 存储器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3. 如果 USB 集线器板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更换 USB 存储器。

5. 更换 USB 集线器板。

5.3 CPU 板检查

5.3.1 Ping 测试诊断显示为 NG 时，执行故障排除
1. 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从插座拔出电源线。

2. 检查 MFP 网络设置，如有问题，请纠正。

3. 如果 CPU 板的安装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4. 如果基板的安装或连接头的连接有错误，请进行纠正。

5. 更换 CPU 板。 

6. 更换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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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TERNET ISW 的错误代码

6.1 Internet ISW 的错误代码列表
• 当进行 Internet ISW 期间发生故障或其未正常连接时，会在控制面板上显示有关状态和错误代码的信息。

备注
• 当显示的是代码而非错误代码列表时，请联系本公司并告知错误代码。

6.2 0x0#

错误代码 说明 对策

0x00000001 有关控制的非法错误 • 检查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

置） -> [Internet ISW] ->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是否设为了

“ON （开） ”。

• 检查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

置） -> [Internet ISW] -> [Forwarding Access Setting] （转发访问设置）的状

态。

• 如果通过上述流程无法解决问题，请将对应的错误代码告知柯尼卡美能达。

0x00000010 参数错误 • 检查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

置） -> [Internet ISW] ->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是否设为了

“ON （开） ”。

• 如果通过上述流程无法解决问题，请将对应的错误代码告知柯尼卡美能达。

0x00111000 网络相关错误
• 连接已完成。

• 检查用户的网络环境。（LAN 电缆的连接）

• 检查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

置） -> [Internet ISW] -> [Forwarding Access Setting] （转发访问设置）的状

态。

• 检查 FTP 服务器的操作是否正常。

0x00111001 网络相关错误
• 无法连接到服务器。

• 检查用户的网络环境。

• 检查 FTP 服务器的操作是否正常。

• 检查数据传输服务器的 URL 是否包含 http://、 ftp:// 或类似内容，以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机器更新设置） -> 

[Internet ISW] -> [Forwarding Access Setting] （转发访问设置）中指定协议。

0x00111100 网络相关错误
• 通讯超时。

0x00111101 网络相关错误
• 连接断开。

• 检查用户的网络环境。

• 检查 FTP 服务器的操作是否正常。

0x00111110 网络相关错误
• 未连接网络。

0x00110010 网络相关错误
• 其他

0x00001### FTP 错误

• 连接失败时的回复代码。

• 检查 FTP 服务器的操作是否正常。

• 检查 IP 地址、用户名等等。

0x00002### FTP 错误

• 用户命令或通过命令的错误回复代码。

检查 FTP 服务器的操作是否正常。

0x00003### FTP 错误

• CWD 命令的错误回复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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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0x1#

6.4 0x2#

0x00004### FTP 错误

• TYPE 命令的错误回复代码。

检查 FTP 服务器的操作是否正常。

0x00005### FTP 错误

• PORT 命令的错误回复代码。

0x00006### FTP 错误

• PASV 命令的错误回复代码。

• 检查 FTP 服务器的操作是否正常。

• 将 PASV 模式设为 “OFF” （关），然后重试。

0x00007### FTP 错误

• RETR 命令的错误回复代码。

• 检查 FTP 服务器的操作是否正常。

• 等待约 30 分钟，然后重试。

错误代码 说明 对策

0x10000100 • 由于当前正在执行作业，因此无法接

受。

• 通过其它方法执行了 ISW。

等待当前作业完成，然后重试。

0x10000101 由于电源键为关闭状态，因此无法接受。 打开电源键，然后重试。

0x10000102 已在执行 Internet ISW。 等待当前 Internet ISW 完成。

0x10000103 无法禁止作业。（无法锁定操作。）
-> 由于已使用 PSWC 等锁定了操作，因此

无法锁定作业。

• 检查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Update Setting] （机器更新设

置） -> [Internet ISW] -> [Internet ISW Set] （Internet ISW 设置）是否设为了

“ON （开） ”。

• 如果通过上述流程无法解决问题，请将对应的错误代码告知柯尼卡美能达。0x10000104 要下载的固件数据无可用的空间。

0x10000106 校验和错误

0x10000107 文件访问错误
• 下载的文件有错误。

• 读取的文件报头有错误。

• 要下载文件的大小过大。

• 当将其确定为不同类型的固件时。

检查是否下载了正确类型的固件。

0x10000108 存储的区域固件已损毁，需要另一个 
ISW。

等待至在 MFP 端上自动执行 ISW。

错误代码 说明 对策

0x20000000 运行子集时的临时错误
• 在正常程序中启动 Internet ISW 时，将

开始重新启动并使用子集程序执行 

Internet ISW。使用子集程序期间，其必

须处于 “Failed” （失败）状态，除非 

Internet ISW 已成功执行。将临时使用该

代码使其处于错误状态。

等待至在 MFP 端上自动执行 ISW。

错误代码 说明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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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S Remote Care 错误代码

7.1 CS Remote Care 的故障排除
如果未正确执行通讯，请按照如下所示的步骤进行条件检查。

1. 以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S Remote] -> [Remote Care] 的顺序切换屏幕。

此时，如果进行的是初始传输 / 管理员传输 / 维护开始传输 / 维护完成传输，将在屏幕的顶部显示通讯结果。

备注
• 对于通讯结果，将根据其成功或失败显示以下信息。

7.2 增强安全模式下的 CS Remote Care 操作
即使将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ecurity] （安全） -> [Enhanced Security Mode] （增强安全模式）选择为 “ON （开） ” 时，也能使用 CS 

Remote Care。

但为保持增强安全级别，具有以下限制。

• 仅能使用 SSL 通讯。

• 如果中心尝试发送以下命令，则会发生错误。

• 固件更新命令

• 读取和更新账户跟踪信息的命令

• 机器设置更新命令

• 读取和更新 Internet ISW 设置信息的命令

7.3 CS Remote Care 错误代码列表

7.3.1 通过调制解调器连接时

备注

• 当显示下列代码以外的其他代码时，请联系本 KM 并告知错误代码。

通讯结果的显示 原因 如何纠正

正在通讯 - -

与中心间的通讯故障 尽管本机尝试与中心通讯，但仍存在故障且通
讯没有成功完成。

请参见错误信息列表，并确认对应的要点。

成功完成 - -

调制解调器故障 尽管本机尝试与中心通讯，但调制解调器中仍
存在故障。

• 检查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是否打开。

• 检查调制解调器与主机间的连接是否有问题。

线路忙 尽管本机尝试与中心通讯，但至中心的线路
忙。

重新与中心通讯。

无响应 尽管本机尝试与中心通讯，但中心无响应。 • 重新与中心通讯。

• 检查中心端的通讯环境。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0001 线路忙
• 忙碌检测

手动重新传输。

0002 传输时使用调制解调器的默认设置失效
• 在调制解调器初始设置失效的情况下完成传输时

• 检查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是否打开。

• 检查调制解调器与主机之间的连接状态。

0003 传输时连接超时
• 对 ATD 无响应

• 手动重新传输。

• 检查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是否打开。

• 检查调制解调器与主机之间的连接状态。

0004 接收请求响应超时 
• 对接收 （开始）请求 MGS 无响应 

• 检查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是否打开。

• 检查调制解调器与主机之间的连接状态。

0005 接收时连接超时
• 对 ATA 无响应

• 检查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是否打开。

• 检查调制解调器与主机之间的连接状态。

0006 数据调制解调器线路 （主机）关闭
• 检测到载波关闭

无解决方案，因为主机端关闭了线路。

0007 数据调制解调器 （主机）的强制线路连接 
• 该线路被强制断开与事件的连接 

• 检查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是否打开。

• 检查调制解调器与主机之间的连接状态。

0008 开始请求电报传递超时
• 线路连接后，没有传递开始请求电报

手动重新传输。

0009 完成请求电报传递超时
• 没有传递完成请求电报 （开始关闭）

手动重新传输。

000A 拒绝接收
• 将主机设为拒绝接收时，进行了接收。

• 检查主机端的设置状态。

• 检查机器主机端的设置状态。

000E 接收环形缓冲区已满 
• 当接收环形缓冲区已满时 

如果多次检测到相同的错误，请关闭调制解调器的电
源再重新打开。

000F 发送环形缓冲区已满 
• 当发送环形缓冲区已满时 

如果多次检测到相同的错误，请关闭调制解调器的电
源再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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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通过电子邮件连接时

备注

• 当显示下列代码以外的其他代码时，请联系本 KM 并告知错误代码。

(1) 0###

0014 发送数据长度不正确 
• 当请求发送的数据长度高于发送环形缓冲区大小时 

如果多次检测到相同的错误，请关闭调制解调器的电
源再重新打开。

0015 状态错误 （调制解调器操作检查时） 手动重新传输。

0016 状态错误 （数据抵达时） 手动重新传输。

0017 状态错误 （线路断开时） 手动重新传输。

0019 中心 ID 错误

• 主机的中心 ID 与开始请求电报的 ID 不一致。

• 检查机器主机端的中心 ID 设置。

• 检查主机端的设置状态。

001A 设备 ID 不一致

• 主机的设备 ID 与开始请求电报的 ID 不一致。

• 检查机器主机端的设备 ID 设置。

• 检查主机端的设置状态。

001B 设备 ID 未注册

• 请求电报 2 （常量数据传输、应急呼叫）来自尚未注册设备 ID 的主

机。

• 检查机器主机端的设备 ID 设置。

• 检查主机端的设置状态。

001C 语法错误
• 在收到的答复电报中未使用指定的格式。

检查 CSRC 应用程序的设置。

001D 无法更改 （禁止更改的项目）
• 主机查询不允许更改项目的设置变更。

检查 CSRC 应用程序的设置。

001E 无法更改 （打印期间）
• 由于在机器正在打印或开始打印期间进行了设置变更，因此无法更改

设置。

请在机器未在打印时重试。

001F 无法更改 （禁止更改的项目）
• 主机尝试将数据写入到尚未读取当前值的项目。

检查 CSRC 应用程序的设置。

0020 电报传递超时
• 处于电报传递的等待模式时，机器无法在指定的时间内接收电报。

重试通讯。

0021 电报长于指定长度。
• 接收到长于指定长度的电报。

检查 CSRC 应用程序的设置。

0022 发送相位响应 NG 重试通讯。

0023 发送相位响应 MGS 超时 重试通讯。

0024 事件数据采集功能不正确 重试通讯。

0025 驱动程序发送检查 MSG 超时 重试通讯。

0026 检测到内部不一致 重试通讯。

0027 传输 / 接收冲突

• 在传输处理期间进行了接收检测

重试通讯。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0### 发送错误
###: SMTP 响应代码 （十六进制）

有关 SMTP 响应代码，请在将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后参见 IETF 
发布的 RFC。

检查用户的 SMTP 服务器系统设置。 
• 认证设置 

• 认证 ID 

• 认证密码 

• 连接了服务器的目的地的地址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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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2###

(4) 3###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1030 机器 ID 不匹配

• 收到提示机器 ID 不匹配的电子邮件。

• 检查机器 ID 设置。

• 检查主机端的机器 ID 设置。

1050 语法错误
• 收到的邮件没有定义 CS Remote Care 命令 （2 位数）。

• 主题类型和附件的命令不一致。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邮件。 

1061 不允许修改
• 主机发送了一封要求修改不允许更改设置项目数据的命令邮件。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邮件进行修改。

1062 由于当前正在执行复印作业，因此无法进行修改。
• 通知主机由于当前正在执行复印作业而无法修改时。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邮件进行修改。

1080 数据长度问题
• TEXT 数据的 LEN 值与实际数据长度不一致。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邮件进行修改。

1081 帧号错误
• 尚未收到 后一帧。

• 有丢失的帧号

检查主机侧机器注册状态并根据需要执行初始发送。 

1082 主题类型问题
• 收到的代码没有定义主题类型。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邮件进行修改。

1084 已过期
• 已超过数据修改命令的截止日期。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邮件进行修改。

1091 命令过大
• 收到的附件超出了机器的接收缓存大小。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邮件进行修改。

1092 中心设置尚未完成时收到一封错误邮件 检查机器在主机端注册的状态。

1099 非法请求
• 检测到设计预期外的状态。

检查主机侧机器注册状态并根据需要执行初始发送。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2064 网络中断
• 主机端的 LAN 电缆已断开。

• 检查用户端的主机与网络连接器间的连接。

• 检查用户端的网络环境。

206B 服务器侧的问题导致 MFP 被禁止与服务器通信 
• 复合机端的 LAN 电缆已断开。

• 检查用户端的主机与网络连接器间的连接。

• 检查用户端的网络环境。

203E 连接超时 检查超时设置。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3001 POP3_AUTHORIZATION_ERR 检查用户的 POP3 服务器系统设置。 
• 认证设置 

• 连接 ID 

• 密码 

• 连接了服务器的目的地的地址 

3002 POP3_TRANSACTION_ERR

3003 POP3_CONNECT_ERR

3004 POP3_TIMEOUT_ERR

3005 POP3_FORMAT_ERR

3006 POP3_MEMORY_ERR

3007 POP3_JOBID_ERR

3008 POP3_NO_DATA_ERR

3009 POP3_DELETE_FAIL_ERR

3010 POP3_MAILBOX_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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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6) 5###

(7) 6###

7.3.3 通过 http 连接时

备注
• 当显示下列代码以外的其他代码时，请联系本 KM 并告知错误代码。

(1) 0###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4103 从主机查询期间， MIO 未激活且 MFP 无法开始通讯。 等待一会并重新发送。

4104 从主机向中心发送电子邮件期间， SMTP 通道未处于 “Ready” （就绪）

状态且主机无法发送电子邮件。

等待一会并重新发送。

4105 从主机查询期间， POP3 通道未处于 “Ready” （就绪）状态且主机无法

接收电子邮件。

等待一会并重新发送。

4106 从主机向中心发送电子邮件期间， MIO 未激活且 MFP 无法开始通讯。 等待一会并重新发送。

41F9 控制错误
• 在 CS Remote Care 的内部序列中，信息传输失败。

关闭主电源开关再打开。

41FA 控制错误
• MIO 响应超时。

关闭主电源开关再打开。

41FB 控制错误
• 由于 MFP 从 MIO 接收的电子邮件的文件描述符无效，因此 MFP 无法

接收电子邮件。

关闭主电源开关再打开。

41FC 控制错误
• 创建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数据期间，发生 CS Remote Care 的内部状

态错误，或者未创建要发送的数据。

关闭主电源开关再打开。

41FD 控制错误
• 电子邮件接收期间，从 MIO 发送到 CS Remote Care 的参数无效，且 

MFP 无法接收电子邮件。

关闭主电源开关再打开。

41FE 控制错误
• 电子邮件发送完成后， MFP 从 MIO 接收到发送完成信息。但 CS 

Remote Care 的内部状态并非发送完成状态。

关闭主电源开关再打开。

41FF 控制错误
• 电子邮件接收期间， MIO 变为不活动状态。

关闭主电源开关再打开。

4210 控制错误
• 无法在 CS Remote Care 中正确处理从 MIO 发送的电子邮件。

关闭主电源开关再打开。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5### 发送附件时， MIO 检测到错误。 检查用户端的 SMTP 服务器和 POP3 服务器。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6### 在发送序列进行期间， MIO 检测到错误。 检查用户端的 SMTP 服务器和 POP3 服务器。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0### 发送错误
###：http 响应代码 （十六进制）

有关 http 响应代码，请在将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后参见 IETF 发布

的 RFC。

检查 http 服务器系统设置。 
• 连接了服务器的目的地的地址的认证设置 

• 文件夹指定位置 

• 连接 ID 

• 密码 



bizhub C360i/C300i/C250i L 故障排除 > 7. CS Remote Care 错误代码

L-166

(2) 1###

(3) 2###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1030 机器 ID 不匹配

• 收到提示机器 ID 不匹配的文件。

• 检查机器 ID 设置。

• 检查主机端的机器 ID 设置。

1050 语法错误
• 收到的文件没有定义 CS Remote Care 命令 （2 位数）。

• 主题类型和文件的命令不一致。

检查文件内容。

1061 不允许修改
• 主机发送了一封要求修改不允许更改设置项目数据的命令文件。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62 由于当前正在执行复印作业，因此无法进行修改。
• 通知主机由于当前正在执行复印作业而无法修改时。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80 数据长度问题
• TEXT 数据的 LEN 值与实际数据长度不一致。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81 帧号错误
• 尚未收到 后一帧。

• 有丢失的帧号

检查机器在主机端注册的状态。

1082 主题类型问题
• 收到的代码没有定义主题类型。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84 已过期
• 已超过数据修改命令的截止日期。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91 命令过大
• 收到的文件超出了机器的接收缓存大小。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99 非法请求
• 检测到设计预期外的状态。

请联系 KM 并告知错误代码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2001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内部状态错误

检查 http 服务器系统设置。 
• 连接了服务器的目的地的地址的认证设置 

• 文件夹指定位置 

• 连接 ID 

• 密码 

2002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文件列表获取结果问题

2003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请求报头传输故障

2004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请求正文传输故障

2005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响应报头接收响应故障

2006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响应正文接收响应故障

2007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会话 ID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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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5) 4###

(6) 5###

(7) 6###

(8) 7###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3002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指定了未开放的客户端 ID
检查 http 服务器系统设置。 
• 连接了服务器的目的地的地址的认证设置 

• 文件夹指定位置 

• 连接 ID 

• 密码 

3003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接收超时

3004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接收错误。或者指定了错误的请求 URL。

3005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内容长度或接收大小超出了指定的 大发送大小。信息正文大小过

大。

3006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由于重置，进程已停止。或者，信息正文大小超出了指定的 大发送

大小。

3007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内部错误。或者由于内部重置，进程已停止。

3008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连接到 WebDAV 服务器失败。

3009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传输到 WebDAV 服务器期间发生错误。

3010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传输到 WebDAV 服务器期间发生超时。

3011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连接到代理服务器失败。

3012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代理服务器拒绝连接请求。

3013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已将代理服务器设为启用，但未设置代理服务器主机。

3014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代理服务器认证失败。

3015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从代理服务器发送了其他错误。

3016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内部错误。

3017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由于设备应用程序指定了 MIO_REQBODY_ERROR，进程已停止。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4103 打开主电源开关后，在 HTTP 通讯未就绪的条件下尝试进行 HTTP 通
讯。

等待一会并重新发送。

4106 将数据从主机上传到 Web 服务器时，没有启用网络连接，且主机无法开

始通讯。

等待一会并重新发送。

41FA 控制错误
• MIO 响应超时。

关闭主电源开关再打开。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5### MIO 在发送文件时检测到错误。 检查 http 服务器环境。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6### 在发送序列进行期间， MIO 检测到错误。 检查 http 服务器环境。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7000 从 USB 设备或 PSWC 获取产品认证中使用的证书失败。 获取新的证书 （发布后的 6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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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通过传真调制解调器连接时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T50 主机终端 ID 不正确 检查为主机设置的电话号码。

R80 从主机接收到的序列号不正确。 检查机器在主机端注册的状态。

R81 机器正在运行时从主机断开写入命令。 等待一会并重新发送。

R82 不允许 FAX-CSRC 时断开 FAX-CSRC 指令。 检查机器在主机端注册的状态。

R83 主机命令错误。 请联系 KM 并告知错误代码。

R84 NVRAM 写入错误。 请联系 KM 并告知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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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S Remote Analysis 错误代码

8.1 通过 SOAP 连接时

备注

• 当显示下列代码以外的其他代码时，请联系本 KM 并告知错误代码。

8.1.1 1###

8.1.2 2###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1001 通讯超时。
• 发生接收超时。

[MFP side] （MFP 端）

检查 SOAP 服务器系统设置。

• 连接了服务器的目的地的地址的认证设置

• 文件夹指定位置

• 连接 ID

• 密码

检查网络环境 （LAN 是否断开等）。

[Server side] （服务器端）

检查服务器是否启动等。

1002 命令错误 请联系 KM 并告知错误代码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2001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错误。

检查 SOAP 服务器系统设置。

• 连接了服务器的目的地的地址的认证设置

• 文件夹指定位置

• 连接 ID

• 密码

2002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代理服务器认证失败。

2003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不支持 http 版本。

2004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连接失败。

2005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送错误。

2006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送超时。

2007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指定的请求 URL 无效。

2008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内容长度或接收大小超出了指定的 大发送大小。

2009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信息正文的大小过大。

200A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已将代理服务器设为启用，但未设置代理服务器主机。

200B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代理服务器拒绝连接请求。

200C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从代理服务器发送了其他错误。

200D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连接到代理服务器失败。

200E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该进程被内部重置取消。

200F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其他内部错误。

2010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内部错误。（任务启动）

2011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内部错误。（MSG）

2012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内部错误。

2013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 由于设备应用程序指定了 MIO_REQBODY_ERROR，进程已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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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3###

8.1.4 4###

8.2 通过 http 连接时

备注

• 当显示下列代码以外的其他代码时，请联系本 KM 并告知错误代码。

8.2.1 0###

8.2.2 1###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3001 至 3053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MFP 侧错误） 请联系 KM 并告知错误代码

3054 至 30FE SOAP 请求结果问题 （服务器侧错误） 请联系 KM 并告知错误代码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4000 控制错误 关闭主电源开关再打开。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0### 发送错误
###：http 响应代码 （十六进制）

有关 http 响应代码，请在将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后参见 IETF 发布

的 RFC。

检查 http 服务器系统设置。 
• 连接了服务器的目的地的地址的认证设置 

• 文件夹指定位置 

• 连接 ID 

• 密码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1030 机器 ID 不匹配

• 收到提示机器 ID 不匹配的文件。

• 检查机器 ID 设置。

• 检查主机端的机器 ID 设置。

1050 语法错误
• 收到的文件没有定义 CS Remote Care 命令 （2 位数）。

• 主题类型和文件的命令不一致。

检查文件内容。

1061 不允许修改
• 主机发送了一封要求修改不允许更改设置项目数据的命令文件。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62 由于当前正在执行复印作业，因此无法进行修改。
• 通知主机由于当前正在执行复印作业而无法修改时。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80 数据长度问题
• TEXT 数据的 LEN 值与实际数据长度不一致。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81 帧号错误
• 尚未收到 后一帧。

• 有丢失的帧号

检查机器在主机端注册的状态。

1082 主题类型问题
• 收到的代码没有定义主题类型。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84 已过期
• 已超过数据修改命令的截止日期。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91 命令过大
• 收到的文件超出了机器的接收缓存大小。

要求主机发送另一封指示文件进行修改。

1099 非法请求
• 检测到设计预期外的状态。

请联系 KM 并告知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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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2###

8.2.4 3###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2001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内部状态错误

检查 http 服务器系统设置。 
• 连接了服务器的目的地的地址的认证设置 

• 文件夹指定位置 

• 连接 ID 

• 密码 

2002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文件列表获取结果问题

2003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请求报头传输故障

2004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请求正文传输故障

2005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响应报头接收响应故障

2006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响应正文接收响应故障

2007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会话 ID 不一致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3002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指定了未开放的客户端 ID
检查 http 服务器系统设置。 
• 连接了服务器的目的地的地址的认证设置 

• 文件夹指定位置 

• 连接 ID 

• 密码 

3003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接收超时

3004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接收错误。或者指定了错误的请求 URL。

3005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内容长度或接收大小超出了指定的 大发送大小。信息正文大小过

大。

3006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由于重置，进程已停止。或者，信息正文大小超出了指定的 大发送

大小。

3007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内部错误。或者由于内部重置，进程已停止。

3008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连接到 WebDAV 服务器失败。

3009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传输到 WebDAV 服务器期间发生错误。

3010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传输到 WebDAV 服务器期间发生超时。

3011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连接到代理服务器失败。

3012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代理服务器拒绝连接请求。

3013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已将代理服务器设为启用，但未设置代理服务器主机。

3014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代理服务器认证失败。

3015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从代理服务器发送了其他错误。

3016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发生内部错误。

3017 http 请求结果问题

• 由于设备应用程序指定了 MIO_REQBODY_ERROR，进程已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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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4###

8.2.6 5###

8.2.7 6###

8.2.8 7###

错误代码 内容 如何纠正

4103 打开主电源开关后，在 HTTP 通讯未就绪的条件下尝试进行 HTTP 通
讯。

等待一会并重新发送。

4106 将数据从主机上传到 Web 服务器时，没有启用网络连接，且主机无法开

始通讯。

等待一会并重新发送。

41FA 控制错误
• MIO 响应超时。

关闭主电源开关再打开。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5### MIO 在发送文件时检测到错误。 检查 http 服务器环境。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6### 在发送序列进行期间， MIO 检测到错误。 检查 http 服务器环境。

错误代码 内容 解决方案

7000 从 USB 设备或 PSWC 获取产品认证中使用的证书失败。 获取新的证书 （发布后的 6 日内）



bizhub C360i/C300i/C250i L 故障排除 > 9. 传真故障代码

L-173

9. 传真故障代码

9.1 发送 / 接收系统中的错误
• Txx/Rxx 系统中的错误可能是因为即使在常规操作条件下的线路噪音等效果所造成的。

• 如果经常发生错误，请输出活动报告、传真设置列表、协议追踪列表、维修参数列表、地址簿列表、群组列表和程序列表，并从用户获得有关

错误状态和错误条件的详细信息。获取所需信息、报告或列表后，请联系 KM 的支持部门。

备注
• 延长计时器，发送时间将变长，这将影响用户的电话费。此外，对于经常使用传真的用户，要生成等待作业。

• 应尽可能不要通过延长计时器来解决线路问题。因为，其他目的地用户可能会出现问题。

9.2 B0##

9.3 B11#

9.4 B12#

错误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B004 安装问题 传真电路板 DipSw 设置错误 检查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Option Board Status] （选项板状态）屏幕上选择了 “Set （设置） ” 的

线路是否与指定传真板上的线路的 DipSW 设置相一致。

B005 安装问题 未安装传真电路板。安装错误。硬件缺
陷。

• 连接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Option Board Status] （选项板状态）屏幕上选择了 “Set （设置） ”

的线路的传真板。

• 断开并重新连接传真电路板的连接头以检查其安装情况。

• 检查传真板的 USB 连接头是否脱落。

• 更换电源线。

• 使用 新的固件。

• 更换传真电路板。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B006 USB I/F 错误 USB 连接中断。 •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断开并重新连接传真电路板的连接头以检查其安装情况。

• 检查传真板的 USB 连接头是否脱落。

• 更换电源线。

• 使用 新的固件。

• 更换传真电路板。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错误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B110 MFP 软错误 程序控制错误 （实例获取错误） •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使用 新的固件。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B112 信号装置控制错误

B113 任务间出现 I/F 错误

B114 信息队列生成错误

B115 传真出现 I/F 错误（主机和传真之间出现 I/
F 错误）

• 拉出并插入传真电路板的连接头以检查其安装情况。

• 使用 新的固件。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错误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B120 传真电路板
软错误

软错误 •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使用 新的固件。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B122 传真电路板
错误

调制解调器 -DAA 初始化错误 •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使用 新的固件。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 更换传真电路板。

B123 调制解调器 -DAA 节能恢复错误

B125 子 CPU 的 ISW 故障

B126 传真电路板
软错误

暂停过程超时 （Codec 控制） •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使用 新的固件。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B127 暂停过程超时 （通信控制）

B128 暂停过程超时 （线路控制）

B129 暂停过程超时 （调制解调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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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B13#

9.6 B14#

9.7 B15#

9.8 B16#

9.9 B17#

错误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B130 传真电路板
软错误

主机的 I/F 错误 （传真软错误） •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使用 新的固件。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B131 主机的 I/F 错误 （接收框架错误）

B134 主机的 I/F 错误 （序列错误）

B135 主机的 I/F 错误

B136 ACK 等待超时

B137 主机出现 I/F 错误 （RESET 接收自主机）

B139 调制解调器响应等待超时 （在电话和传真
之间切换时播放语音提示期间）
* 传真的目的地 = 仅限日本

错误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B141 传真电路板
软错误

传真软错误 （接收到未知命令） •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使用 新的固件。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B142 传真软错误 （接收到未定义命令）

B143 传真软错误 （命令帧长度错误）

B144 传真软错误 （参数长度错误）

B145 传真软错误 （接收到未定义参数）

B146 传真软错误 （命令 / 响应序列错误）

错误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B150 MFP 软错误 程序控制错误 （实例获取错误） •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 通过格式化传真文件来清除传真作业。

• 使用 新的固件。

• 断开基板的连接头然后重新连接。

• 针对所有项目执行自我诊断。

• 尝试更换零件。存储器、存储和基板

B151 作业开始错误

B152 Doc 访问错误

B153 程序控制错误 （逻辑错误）

B154 程序控制错误 （表控制错误）

B158 作业生成错误

错误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B160 MFP 软错误 程序控制错误 （实例获取错误） •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 通过格式化传真文件来清除传真作业。

• 使用 新的固件。

• 断开基板的连接头然后重新连接。

• 针对所有项目执行自我诊断。

• 尝试更换零件。存储器、存储和基板

B162 程序控制错误 （接口错误）

B163 程序控制错误 （序列错误）

B165 程序控制错误 （表控制错误）

B167 图像处理错
误

发送图像访问错误 （图像采集错误）

B168 接收图像访问错误 （图像存储错误）

B169 发送图像访问错误 （图像删除错误）

错误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B170 MFP 软错误 程序控制错误 （表控制错误） •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 使用 新的固件。

• 断开基板的连接头然后重新连接。

• 针对所有项目执行自我诊断。

• 尝试更换零件。存储器、存储和基板

B171 程序控制错误 （实例获取错误）

B173 程序控制错误 （接口错误）

B176 存储器分配
错误

无法加密页眉 （TTI）图像生成的域

B177 图像处理错
误

页眉 （TTI）图像生成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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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B18#

9.11 B19#

错误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B185 接收数据错
误

接收数据大小逻辑错误 （接收数据不是点
线的倍数）

•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 使用 新的固件。

• 断开基板的连接头然后重新连接。

• 针对所有项目执行自我诊断。

• 尝试更换零件。存储器、存储和基板

B186 存储器分配
错误

无法加密接收图像的域

B187 图像处理错
误

接收图像转换错误

B188 MFP 软错误 程序控制错误 （表控制错误）

错误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B190 USB I/F 错误 USB 发送错误 • 将主电源开关关闭，检查 USB 的连接后重新打开。

• 使用 新的固件。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B191 USB 发送错误

B192 错误重试 5 秒超时 （无响应或其他错误）

B193 USB 拔出，无响应

B195 接收时从睡眠中恢复后 1 分钟未检测到安

装

B196 从睡眠中移位后 1 分钟未检测到分离 •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使用 新的固件。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B197 主电源开关打开时格式化期间 USB I/F 错
误

• 将主电源开关关闭，检查 USB 的连接后重新打开。

• 使用 新的固件。

• 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调试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
B198 除接收之外的其他时间从睡眠中恢复后 1 

分钟未检测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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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T0#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T00 发送
（Ph.B）

在 T1 超时时间之前无法

检测到来自远程站的传
真信号 （ANSam/CED/
DIS）

1. 检查远程站的电话号码是否用于传真。 -

2. 打开监视扬声器，检查是否可以听到来自远程站的信号。 -

3.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4. 延长 DCS 重新传输时间间隔。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12D(L1)、 000E023D(L2)、
000E034D(L3)、 000E045D(L4) bit1-0：
00 -> 11

5. 延长 T1 定时器。

延长响应等待时间。（仅适用于 T1 定时器的延长量）

• 以 +10 秒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 [Communication] （通讯） -> 

[TIMER1] （定时器 1） -> T1

•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Setting 2] （网络设置 2） -> Response 

Waiting Time （响应等待时间）

T01 混合尺
寸传输
（Ph.B'）

被切换到发送不同尺寸
的页面 （PPS-EOM/
MCF 切换）后，在 T1 
超时时间之前无法检测
到来自远程站的 DIS
（接收能力信号）

1.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2. 延长 T1 定时器。

延长响应等待时间。（仅适用于 T1 定时器的延长量）

• 以 +10 秒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 [Communication] （通讯） -> 

[TIMER1] （定时器 1） -> T1

•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Setting 2] （网络设置 2） -> Response 

Waiting Time （响应等待时间）

3. 如果特定目的地发生错误，避免混合尺寸传输。（因远程

站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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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 发送
（Ph.B）

由于 T1 超时等远程站首

先断开后收到 DCN。

1.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2. 延长 DCS 重新传输时间间隔。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12D(L1)、 000E023D(L2)、
000E034D(L3)、 000E045D(L4) bit1-0：
00 -> 11

T03 协议错误 （DIS 等待期

间收到未知命令）

1. 延长 V.21 信号时间间隔。

• 以 +20 ms 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60 (×1ms)

2. 延长 DCS 重新传输时间间隔。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12D(L1)、 000E023D(L2)、
000E034D(L3)、 000E045D(L4) bit1-0：
00 -> 11

T05 通过分析接收到的 DIS 
信号发现，远程站无接
收能力。

1. 设定足够的时间间隔，然后重新发送。（由于远程站可能

临时无法收到传真）

-

2.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由于接收自远程站的 DIS 或者中途被交换器改变的 DIS 上
可能发生错误）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T06 由于 T1 超时等远程站首

先断开后收到 DCN。

示例：训练失败
示例：CSRC 主机首先

断开

1. 延长 DCS-TCF 延迟。

• 以 +20 ms 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Communication] （通讯） -> [TIMER1]
（定时器 1） -> DCS-TCF DELAY
（DCS-TCF 延迟）

2. 将传输开始速度减少两个步幅。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TX Max. Speed （ 大发送速

度）

3.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协议追踪列表上经常出现 
FTT）
（一个案例）检查所有 CSRC 设置，例如设备 ID，然后从初

始传输重新发送。）

-

T08 即使在 低速度时训练
也失败 （2400 bps）

1. 延长 DCS-TCF 延迟。

• 以 +20 ms 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Communication] （通讯） -> [TIMER1]
（定时器 1） -> DCS-TCF DELAY
（DCS-TCF 延迟）

2. 将传输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9600bps。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TX Max. Speed （ 大发送速

度）

3.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协议追踪列表上经常出现 
FTT）

-

T09 尝试三次后训练失败
示例：由于 T1 超时等远

程站首先断开。

1. 延长 DCS-TCF 延迟。

• 以 +20 ms 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Communication] （通讯） -> [TIMER1]
（定时器 1） -> DCS-TCF DELAY
（DCS-TCF 延迟）

2. 将传输开始速度减少两个步幅。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TX Max. Speed （ 大发送速

度）

3. 减小分辨率。 -

4.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协议追踪列表上经常出现 
FTT）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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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T1#

9.14 T2#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T11 发送
（Ph.D）

接收 DCN 而不是响应报

文后命令 （PPS-EOP/
MPS/NULL）
示例：由于未检测到报
文后命令，远程站首先
断开。

1. 延长 PIX-PMC 延迟。

• 以 +20 ms 的步幅增加。

（示例：假设 T.38 网关无法解析信号。）

（因为远程站可能由于报文后等待时间不足而在未接收到任
何信息的情况下首先断开）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Communication] （通讯） -> [TIMER1]
（定时器 1）-> PIX-PMC DELAY（PIX-
PMC 延迟）

2.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交换器错误地控制信号解析） -

T12 协议错误 （等待报文后
响应期间接收到未知命
令）

延长 PIX-PMC 延迟。

• 以 +20 ms 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Communication] （通讯） -> [TIMER1]
（定时器 1）-> PIX-PMC DELAY（PIX-
PMC 延迟）

T13 发送图像数据后无法从
远程站接收报文后命令
（PPS-EOP/MPS/NULL）
的响应 （MCF/PPR）
示例：由于未检测到图
像数据，远程站首先断
开。
示例：由于未检测到报
文后命令，远程站首先
断开。

1. 延长 PIX-PMC 延迟。

• 以 +20 ms 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Communication] （通讯） -> [TIMER1]
（定时器 1）-> PIX-PMC DELAY（PIX-
PMC 延迟）

2. 将 MFP 或 TA 接地。 -

3. 增加重新发送报文后命令的次数。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127(L1)、 000E0237(L2)、
000E0347(L3)、 000E0457(L4) bit1-0：
00 -> 01

4. 延长重新发送报文后命令的时间间隔。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12E(L1)、 000E023E(L2)、
000E034E(L3)、 000E045E(L4) bit1-0
00：3.0 s 01：3.5 s 10：4.0 s 11：4.5 s

5. 将传输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9600bps。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TX Max. Speed （ 大发送速

度）

6.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交换器错误地控制信号解析） -

T18 发送
（Ph.B）

通过分析接收到的 DIS 
信号发现，从远程站收
到接收拒绝通知。
示例：远程站无法临时
接收传真。

1. 设置足够的时间间隔然后重拨。 -

2.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由于接收自远程站的 DIS 或者中途被交换器改变的 DIS 上
可能发生错误）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T28 发送
（Ph.B）

RR/RNR 序列超时 （60 
秒）
示例：由于远程站在处
理图像数据期间出现错
误，所以无法接收 MCF
（接收检查响应）。

1.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2. 将传输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9600bps。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TX Max. Speed （ 大发送速

度）

3. 延长 PIX-PMC 延迟。

• 以 +20 ms 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Communication] （通讯） -> [TIMER1]
（定时器 1）-> PIX-PMC DELAY（PIX-
PMC 延迟）

4. 延长 V.21 信号时间间隔。

• 以 +20 ms 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60 (×1ms)

5.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交换器错误地控制信号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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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T3#

9.16 T4#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T32 发送
（Ph.D）

即使返回 低速度仍无
法发送图像数据
示例：连续从远程站收
到重新发送请求 （PPR）

1. 将传输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9600bps。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TX Max. Speed （ 大发送速

度）

2. 将编码方法的 JBIG 设置为 OFF。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3.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交换器错误地控制信号解析） -

T35 超出 RR/RNR 序列的

高频率
示例：由于远程站在处
理图像数据期间出现错
误，所以无法接收 MCF
（接收检查响应）。

1. 将传输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9600bps。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TX Max. Speed （ 大发送速

度）

2. 延长 V.21 信号时间间隔。

• 以 +20 ms 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60 (×1ms)

3. 增加重新发送报文后命令的次数。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127(L1)、 000E0237(L2)、
000E0347(L3)、 000E0457(L4) bit1-0：
00 -> 01

4.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交换器错误地控制信号解析） -

T36 RR/RNR 序列继续期间，

当远程站首先断开时收
到 DCN。

示例：由于远程站在处
理图像数据期间出现错
误

1. 将传输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9600bps。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TX Max. Speed （ 大发送速

度）

2. 延长 V.21 信号时间间隔。

• 以 +20 ms 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60 (×1ms)

3.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交换器错误地控制信号解析） -

T38 F-Code 
TX （F 
码发
送）

F 码轮询发送期间从远程

站接收到未知协议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由于接收自远程站的 DIS 或者中途被交换器改变的 DIS 上
可能发生错误）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T40 发送 传真软错误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由于接收自远程站的 DIS 或者中途被交换器改变的 DIS 上
可能发生错误）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数据保存在存储器中

-

T42 非 ECM 
发送
（Ph.D）

远程站的图像数据中存
在大量的错误线路
示例：非 ECM 通信时，

如果超出指定的错误线
路数量，则可能接收到 
PIP/PIN，而不是重新发

送请求。

1. 检查 ECM 设置。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ECM Function（ECM 功能）

2. 如果远程站禁用了 ECM 功能，则请求远程站启用 ECM 功
能。

-

3.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交换器错误地控制信号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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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T5#

T43 发送 连续三次接收到 V.21 信
号重新发送 （CRP）的

请求
示例：远程站无法检测
到重新发送信号。

1.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2.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回波、失真、交

换器错误地控制信号转换）

-

T44 无法从主机接收图像数
据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2. 解决高负荷问题。 -

3. 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数据保存在存储器中

-

T48 启用目的地检查功能时，
拨打的号码与在远程站
设备上设置的电话号码
信息 （CSI）不一致。

示例：远程站上未设置
电话号码 （本地 ID），

或者设置的电话号码与
实际传真号码不一致。

1. 让远程站禁用目的地检查功能并正常接收传真，然后利用

协议追踪列表以识别来自远程站的 CSI 信息。

-

2. 请求远程站更改电话号码 （本地 ID）。 -

3. 学习目的地检查设置被禁用时的操作。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T50 CSRC 
发送

主机设备 ID 不一致 从初始传输重置。 -

T51 发送 传真软错误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2.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3. 如果特定远程站反复出现此错误，说明无法通过设置解

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数据保存在存储器中

-

T52 传真板与基板间通信错
误

1. 检查传真板 USB 线和电源线的连接。 -

2.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3. 如果特定远程站反复出现此错误，说明无法通过设置解

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数据保存在存储器中

-

T58 轮询接
收

通过轮询接收呼叫，但
远程站没有轮询传输文
档

请求远程站注册轮询原稿。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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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T6#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T60 轮询发
送

接收轮询传输请求
（DTC），但是正常邮件

箱和公告板邮件箱不包
含轮询传输原稿

注册轮询传输原稿。 -

T61 接收公告板轮询传输请
求，但是公告板邮件箱
中没有传输原稿

在公告板邮件箱中注册传输原稿。 -

T62 接收公告板轮询传输请
求，但是指定的公告板
编号无效

将正确的公告板编号通知远程站。 -

T68 轮询接
收

轮询接收时，远程站无
选择性轮询 （SEP）功能

检查轮询接收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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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T7#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T73 发送 传真软错误 1. 解决高负荷问题。

2. 如果仅限于 V.34 通信，请关闭 V.34。
• 对于手动输入，从应用程序中关闭 V.34。

• 对于缩写注册，关闭相应缩写注册的 V.34。

• 如果经常发生这种情况，通过服务关闭 V.34。

• -

• -

• [Communication] （通讯） -> 

[Protocol]（协议） -> V8/V34 Protocol

（V8/V34 协议）

3. 将编码方法改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4.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数据保存在存储器中

-

T74 由于线路噪音 V.34 通信

被禁用

关闭 V.34。
• 对于手动输入，从应用程序中关闭 V.34。

• 对于缩写注册，关闭相应缩写注册的 V.34。

• 如果经常发生这种情况，通过服务关闭 V.34。

• -

• -

• [Communication] （通讯） -> 

[Protocol]（协议） -> V8/V34 Protocol

（V8/V34 协议）

T75 由于线路噪音 V.34 通信

被禁用

关闭 V.34。
• 对于手动输入，从应用程序中关闭 V.34。

• 对于缩写注册，关闭相应缩写注册的 V.34。

• 如果经常发生这种情况，通过服务关闭 V.34。

• -

• -

• [Communication] （通讯） -> 

[Protocol]（协议） -> V8/V34 Protocol

（V8/V34 协议）

T76 由于线路噪音 V.34 通信

被禁用
远程站断开。

1. 关闭 V.34。
• 对于手动输入，从应用程序中关闭 V.34。

• 对于缩写注册，关闭相应缩写注册的 V.34。

• 如果经常发生这种情况，通过服务关闭 V.34。

• -

• -

• [Communication] （通讯） -> 

[Protocol]（协议） -> V8/V34 Protocol

（V8/V34 协议）

2. 先检查线路另一端的机器是否出现错误。 -

T77 由于线路噪音 V.34 通信

被禁用

关闭 V.34。
• 对于手动输入，从应用程序中关闭 V.34。

• 对于缩写注册，关闭相应缩写注册的 V.34。

• 如果经常发生这种情况，通过服务关闭 V.34。

• -

• -

• [Communication] （通讯） -> 

[Protocol]（协议） -> V8/V34 Protocol

（V8/V34 协议）

T78 传真图像转换错误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2. 更改分辨率。 -

3.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4.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数据保存在存储器中

-

T79 传真软错误 1. 更改分辨率。 -

2.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3. 如果经常出现此错误，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数据保存在存储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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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 T8#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T80 发送
（Ph.A）

电话线路连接错误
1. 电话线路未连接。（因

损坏而断开连接）
2. 电话线路连接到数字

线路。
3. 电话线路与其他设备

共用。当电话线路被其
他设备占用时，此线路
会被检测为断开。

1. 重新检查是否正确连接。 -

2. 检查电话线路的端口是否专门用于模拟线路。

如果电话线路连接到数字线路，即使电话听筒处于摘机状
态，也无法听到拨号音。

-

3. 如果与其他设备共用，设置为 T81 然后重拨。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EE(L1)、 000E01FE(L2)、
000E030E(L3)、000E041E(L4) bit0：0 -> 
1

T81 摘机时，无法在指定时
间内检测到正确的拨号
音
• PBX 或 TA/ 路由器的

拨号音与要使用的传

真目的地不一致。

• PBX 或 TA/ 路由器发

送拨号音时延迟太久。

1. 延长站间定时器。

（ 后一次通信结束后， PBX 要求一定的等待时间）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B0010

2. 如果要求外部传输，合理执行 PBX 连接设置。间断性声音

可能出现在 PBX 环境。

-

3. 以 +2 秒的步幅延长拨号音等待时间。

PBX 发出拨号音延迟太久。若要备份，要求记录并检查。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Settings4/5] （网络设置 4/5） -> [Wait 
Time] （等待时间）

PBX DT 等待时间：000E00AF(L1)、
000E01BF(L2)、 000E02CF(L3)、
000E03DF(L4) ×1s
第一次 DT 等待时间：000E00B6(L1)、
000E01C6(L2)、 000E02D6(L3)、
000E03E6(L4) ×1s

4. 要求运营商改变拨号音频率和模式，或者在 [Network 
Settings4/5] （网络设置 4/5）中配置设置。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Settings4/5] （网络设置 4/5） -> [Tone 
Det. Frequency] （拨号音检测频率）

5. 验证拨号音的频率。

逐一播放每一种声音，找到接近的声音，然后更改检测频率
设置。
（电话听筒在检查中的作用比 MFP 监视扬声器更大。）

-

6. 检查拨号音的长度。

（对于间断性声音，使用录音来检查长度调节的效果更好。）
（您也可以使用通过监视扬声器录制的录音进行检查）

-

T82 拨号后，无法从远程站
接收传真信号 （ANSam/
CED）

1. 检查目的地。（远程站有可能不是传真设备。） -

2. 延长响应等待时间 10 ms。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Setting 
2] （网络设置 2） -> Response Waiting 
Time （响应等待时间）

3. 打开监视扬声器，检查是否可以听到来自远程站的信号。 -

4.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T83 呼叫时忙音检测 1. 由于远程站可能占线，所以，请设定时间间隔然后重拨。 -

2. 确认输入的电话号码是正确的。 -

3. 使用电话机拨打时检查电话号码是否有效。 -

4. 增加重拨次数或间隔时间，以在忙音状态一结束就进行重

拨。

-

T84 拨号错误 1. 仅连续向外部按钮输入目的地电话号码。（PBX 连接设置

检测到号码输入错误。）

-

2.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3. 更换传真电路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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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T9#

9.22 R0#

T85 拨号前检测到短路断开
（线路断开）

检查电话线路是否有连接错误。
可能是因为地板下布线受损。

-

T86 拨号后仍有拨号音 1. 检查 [Network Settings4/5] （网络设置 4/5）中的设置。

可以使用通过监视扬声器或电话线路录制的录音来检查细
节。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Settings4/5] （网络设置 4/5） 

2.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

T89 发送
（控制
单元）

控制单元连接后，通信
期间出现容量不足
（使用投币式出售机时，
需要在通信开始前进行
确认）

检查控制单元的剩余容量。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T90 发送
（线路
选择）

为发送线路自动切换设
置选择了 “No” （否）

时，可能会在未指定线
路的情况下传输数据。

指定要用于发送的线路。 -

T91 可能会在指定了非法线
路的情况下传输数据。

更改缩写注册的线路规格。
（由于导入缩写注册数据时指定了未安装的线路，所以必须
修改缩写注册数据。）

-

T95 接收 接收期间检测到短路断
开 （线路断开）

检查电话线路是否有连接错误。
可能是因为地板下布线受损。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R00 接收
（Ph.B）

在 T1 超时时间之前无法

检测到来自远程站的传
真信号 （CNG/DCS）

1. 将 Receive Signal Detection Mode （接收信号检测模式）设

置为 No. of Times （次数）。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Setting 
1] （网络设置 1） -> Receive Signal 
Detection Mode （接收信号检测模式）

2. 如果可行，将 1300Hz Detection （1300Hz 检测）设置设定

为 OFF （关）。（传真目的地：仅日本）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Setting 
2] （网络设置 2） -> 1300Hz Detection
（1300Hz 检测）

3. 对于 1300Hz 检测 （日本），将 MFP/TA/PBX 接地。（传

真目的地：仅日本）

-

4. 更改 1300Hz 检测频率的设置。（传真目的地：仅日本）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51 bit1-0：00 -> 01

5. 打开监视扬声器，检查是否可以听到来自远程站的传真信

号。如果不能听到，判定为号码错误。

-

6.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7. 延长 T1 定时器。

延长响应等待时间。（仅适用于 T1 定时器的延长量）

• 以 +10 秒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 [Communication] （通讯） -> 

[TIMER1] （定时器 1） -> T1

•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Setting 2] （网络设置 2） -> Response 

Waiting Time （响应等待时间）

8. 延长 DIS 重新传输时间间隔。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53 -> 4.5 秒 (0x2D=00101101)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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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 混合尺
寸接收
（Ph.B'）

接收到原稿尺寸或分辨
率的更改指令 （PPS-
EOM）后，在 T1 超时

之前无法检测到来自远
程站的 DCS （接收能力

信号）

1.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2. 延长 T1 定时器。

延长响应等待时间。（仅适用于 T1 定时器的延长量）

• 以 +10 秒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Communication] （通讯） -> [TIMER1]
（定时器 1） -> T1

3. 如果特定目的地发生此错误，注意不要以混合尺寸原稿或

不正确的分辨率发送传真。（因远程站的问题）

-

R02 接收
（Ph.B）

由于 T1 超时等远程站首

先断开后收到 DCN。

1.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2. 延长 DIS 重新传输时间间隔。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53 -> 4.5 秒 (0x2D=00101101)

R03 协议错误 （DCS 等待期

间收到未知命令）

1. 延长 V.21 信号时间间隔。

以 +20 ms 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60 (×1ms)

2. 将 DIS 重新传输时间间隔延长到 4.5 秒。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53 4.5s=0x2D(00101101)

R04 无法识别接收的 DCS 信
号的解析结果和通信模
式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由于接收自远程站的 DIS 或者中途被交换器改变的 DIS 上
可能发生错误）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R06 接收
（Ph.D）

所有帧中的图像数据错
误超过预设的频率

1.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2. 将接收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V.27ter。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RX Max. Speed （ 大接收速

度）

3.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回波、失真）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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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7 接收
（Ph.C）

无法检测图像数据
示例：传真机断开，或
者由于线路问题导致图
像数据无法识别。

1.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2. 使用每个值逐一测试 CFR 返回时序。（80ms/100ms/
120ms/140ms/160ms/180ms）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5C (×10ms)

3. 将接收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V.27ter。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RX Max. Speed （ 大接收速

度）

4. 将 MFP 或 TA 接地。 -

5.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回波、失真） -

R08 接收图像数据时信号中
断
示例：无法检测到图像
数据终端且无法检测到
报文后命令 （PPS-EOP/
MPS/NULL）。

1. 检查电话线路。 -

2. 检查作业是否从传真机中删除。 -

3.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4. 将接收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V.27ter。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RX Max. Speed （ 大接收速

度）

5.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回波、失真） -

R09 接收
（Ph.D）

等待报文后命令
（PPSEOP/MPS/NULL）
时接收到 DCN
示例：远程站因超出重
新传输次数而断开
（返回 MCF/PPR 时也发

生这种情况）

1.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2.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回波、失真）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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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R1#

9.24 R2#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R10 接收
（Ph.D）

协议错误 （等待报文后
期间接收到未知命令）

1.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2. 延长 PMC-PMR 延迟。

• 以 +20 ms 的步幅增加。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Communication] （通讯） -> [TIMER1]
（定时器 1）-> PIX-PMC DELAY（PIX-
PMC 延迟）

3.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由于接收自远程站的 DIS 或者中途被交换器改变的 DIS 上
可能发生错误）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4.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

R11 无法接收到报文后命令
（PPS-EOP/MPS/NULL）
示例：远程站因超出重
新传输次数而断开
（返回 MCF/PPR 时也发

生这种情况）

1. 检查作业是否被取消或者远程站是否发生通信错误。 -

2. 增加报文后接收超时的允许次数。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127(L1)、 000E0237(L2)、
000E0347、 000E0457(L4) bit4：0 -> 1

3.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

R12 非 ECM 
接收
（Ph.C）

连续超过 13 秒无法接收

图像数据的状态
示例：传真机断开，或
者传真机的线路或远程
站断开。

1. 将 ECM 设置为 ON，启用通信。

如果在您的机器上 ECM 已设置为 ON，则请求发送端将 
ECM 设置为 ON。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ECM Function（ECM 功能）

2. 将接收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9600bps。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RX Max. Speed （ 大接收速

度）

R18 接收 因 box 空间不足而无法接

收传真

满足以下其中一个条件后，删除每个 box 的文件。

• 所有 box 中的总页数

• 用户 box 总数

• 用户 box 中 多文件数

• 存储器接收 box 中 多文件数

• 机密接收 box 中 多文件数

• PC 传真接收 box 中 多文件数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R20 接收
（Ph.A）

远程站的电话号码已被
注册为接收拒绝地址。
* 传真目的地：仅日本

1. 检查接收拒绝地址。 -

R21 接收
（Ph.B）
闭合网
络接收

与在闭合网络接收设置
中的密码不一致

确认密码。 -

R22 在闭合网络接收设置中
无法接收到密码

检查闭合网络接收的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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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4 接收
（Ph.D）

RR/RNR 序列超时（120 
秒）
示例：图像数据转换或
保存未完成。

1.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2.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3. 将接收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9600bps。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RX Max. Speed （ 大接收速

度）

4.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回波、失真） -

R25 RR/RNR 序列中途停止

示例：机器首先断开。

1.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2.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3. 将接收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9600bps。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RX Max. Speed （ 大接收速

度）

4.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回波、失真） -

R26 协议错误（响应 RNR 时
接收到未知命令）

1.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2.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3. 将接收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9600bps。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RX Max. Speed （ 大接收速

度）

4.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回波、失真） -

5.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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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7 RR/RNR 序列继续期间，

当远程站首先断开时收
到 DCN。

示例：传真机上的超时
时间太短。

1.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2.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3. 将接收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9600bps。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RX Max. Speed （ 大接收速

度）

4.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回波、失真） -

R28 使用报文后命令 （PPS-
EOP/MPS/NULL）指定

的 PageCnt/BlockCnt 的
信息不正确

1.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2.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3. 将接收开始速度设置为 V.29-9600bps。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RX Max. Speed （ 大接收速

度）

4.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回波、失真） -

5.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R29 接收
（Ph.C）

接收图像数据时由于中
断而超时

1. 以 +10 秒的步幅增加帧间的定时器。

* 如果没有效果，返回该设置。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16 (×1s)

2. 发生 V.17 接收错误后，配置设置以减少 V.29/V.27ter 对应

的恒定时间量。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134(L1)、 000E0244(L2)、
000E0354(L3)、000E0464(L4) bit2：0 -> 
1

3. 将接收开始速度减少为 V.29/V.27ter。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V17 Send Max Speed] （V17 大发送

速度） -> RX Max. Speed （ 大接收速

度）

4.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回波、失真）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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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R3#

9.26 R4#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R33 轮询发
送
（Ph.B）

切换至轮询发送后收到 
DIS。

关闭 DTS 功能。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52 bit0：1 -> 0

R34 F 码接

收
（Ph.B）

执行 F 码 （机密 / 中继）

通信时，密码信息和 box 
号码 （SUB）会连同 
PWD （而不是 SID）一

同接收。

请求发送端的机器将密码信息设置为 SID，而不是 PWD。

注） PWD 用于 SEP 轮询。

-

R37 接收 由于线路噪音 V.34 通信

被禁用
示例：机器首先断开。

1. 关闭 V.34。 [Communication] （通讯） -> [Protocol]
（协议）-> V8/V34 Protocol（V8/V34 协
议）

2. 先检查线路另一端的机器是否出现错误。 -

R38 由于线路噪音 V.34 通信

被禁用

关闭 V.34。 [Communication] （通讯） -> [Protocol]
（协议）-> V8/V34 Protocol（V8/V34 协
议）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R40 接收 传真软错误 1. 解决高负荷问题。 -

2.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由于接收自远程站的 DIS 或者中途被交换器改变的 DIS 上
可能发生错误）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数据保存在存储器中

-

R45 非 ECM 
接收
（Ph.C）

接收图像数据时由于中
断而超时

1. 检查传真机是否有作业被取消或者发生通信错误。 -

2. 打开 ECM，启用通信。

如果在您的机器上 ECM 已设置为 ON，则请求发送端将 
ECM 设置为 ON。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ECM Function（ECM 功能）

3. 将 000E000D bit7 设置为 0 以关闭定时器。 -

4.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由于交换器错误地控制信号转换） -

R49 接收 发回 CFR 后接收到 
DCN。

示例：由于 T1 超时而导

致远程站断开。

1.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2.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回波、失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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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R5#

9.28 R6#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R50 非 ECM 
接收

解码图像数据时，图像
数据中的错误线路数量
超出特定值 （从传真板
检测）

1. 打开 ECM，启用通信。

如果在您的机器上 ECM 已设置为 ON，则请求发送端将 
ECM 设置为 ON。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ECM Function（ECM 功能）

2.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失真） -

R51 接收 传真软错误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2.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3. 如果特定远程站反复出现此错误，说明无法通过设置解

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数据保存在存储器中

-

R52 传真板与基板间通信错
误

1. 检查传真板 USB 线和电源线的连接。 -

2.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

3. 如果特定远程站反复出现此错误，说明无法通过设置解

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包括远程站）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数据保存在存储器中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R60 非 ECM 
接收

图像数据中的错误线路
数量超出特定值 （从 
MFP 检测）

1. 打开 ECM，启用通信。

如果在您的机器上 ECM 已设置为 ON，则请求发送端将 
ECM 设置为 ON。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ECM Function（ECM 功能）

2.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失真） -

R63 接收 连续三次接收到 V.21 信
号重新发送 （CRP）的

请求
示例：远程站无法检测
到重新发送信号。

1. 将 低接收灵敏度改为 -43 dBm。

将信号传输电平改为 -15 dBm。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Level] （电平） -> CD/SED ON 

Level （CD/SED 打开电平）

• [Modem/NCU] （调制解调器 /NCU）

-> [TxATT] -> PIX TxATT、 TONE/

Procedure Signal TxATT （音频 / 程序

信号 TxATT）、 CED/ANSam TxATT

2.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回波、失真、交

换器错误地控制信号转换）

-

3. 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数据保存在存储器中

-

R67 F 码接

收
（Ph.B）

尽管已经声明 DIS 没有 
SUB 接收能力，但是收

到了 SUB 指令。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R69 接收 从传真机接收到结束传
输 （EOR）命令

1.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 传真机和远程站的线路信息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2.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回波、失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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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R7#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R70 接收
（Ph.C）

解码 JBIG 图像数据时发

生错误

1.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2.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原稿 （如果可能，在传真机上）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R71 非 ECM 
接收
（Ph.C）

图像数据的边线痕迹量
少于该设定值
示例：EOL 计数低被视

为 RTC

1. 打开 ECM，启用通信。

如果在您的机器上 ECM 已设置为 ON，则请求发送端将 
ECM 设置为 ON。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ECM Function（ECM 功能）

2. 设置被视为 RTC 较低的 EOL 的计数。 [Function Parameter] （功能参数）：

000E001B bit2-0：001 -> 000

R72 接收 长尺寸原稿的接收长度
超过 1000 mm。

1. 请求传真机检查并确认没有一起读取多个页面，然后重新

发送。

-

2. 请求传真机重新发送 TTI 信息，同时将长度保持在 1000 
mm 以内。

-

R73 传真软错误 （调制解调
器控制）

1.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2. 关闭 V.34。 [Communication] （通讯） -> [Protocol]
（协议）-> V8/V34 Protocol（V8/V34 协
议）

R74 图像数据接收期间检测
到 HDLC 帧错误

1.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数据保存在存储器中

-

2. 线路缺陷的可能性 （例如：数据包损失、回波、失真） -

R75 由于线路噪音 V.34 通信

被禁用

关闭 V.34。 [Communication] （通讯） -> [Protocol]
（协议）-> V8/V34 Protocol（V8/V34 协
议）

R76 由于线路噪音 V.34 通信

被禁用

关闭 V.34。 [Communication] （通讯） -> [Protocol]
（协议）-> V8/V34 Protocol（V8/V34 协
议）

R77 接收
（Ph.C）

传真软错误 （图像处
理）

1.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2.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原稿 （如果可能，在传真机上）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R78 传真软错误 （图像处理
控制）

1. 将编码方法设置为 MH/MR/MMR。 [Communication] （通讯） -> [Others]
（其他） -> Coding Ability （编码能力）

2.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原稿 （如果可能，在传真机上）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R79 接收 传真软错误 （作业控
制）

这不能通过设置来解决，所以，要获取日志。
• 原稿 （如果可能，在传真机上）

• 错误的协议追踪列表

• 机器管理列表 （CSV 保存），活动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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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R8#

9.31 R9#

9.32 其他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R80 CSRC 序列号与 CSRC 主机不一

致

从初始传输重置。 -

R81 机器运行期间从 CSRC 主
机接收到写入指令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

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

保存的数据。

-

R82 不允许 FAX-CSRC 时接

收到 FAX-CSRC 指令

1. 让线路 1 接收传真。 -

2.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 （调试

设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

中保存的数据。

-

R83 来自 CSRC 主机的命令错

误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

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

保存的数据。

-

R84 NVRAM 写入错误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Debug Settings] （调试设

置） -> [Debug Log Output] （调试日志输出）获取存储器中

保存的数据。

-

错误
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安装位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Line #] （线路号码） )

R93 接收 机密接收 box 的密码不一

致

将正确密码通知传真机，然后请求它重新发送。 -

R94 中继 box 密码不一致

或者，未发现中继目的
地

1. 检查中继 box 中的中继目的地 （组），然后请求传真机重

新发送。

-

2. 将正确密码通知传真机，然后请求它重新发送。 -

R96 SUB 未为机密接收、中

继接收或 PC-FAX 接收指

定 box
或者，中继接收功能被
禁用

1. 检查是否已为机密接收、中继接收或 PC-FAX 接收创建 
box。

-

2. 检查中继功能是否被禁用。

效用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

置） -> [Function Setting] （功能设置） -> [Function ON/OFF 
Setting] （功能开 / 关设置） -> Relay RX （中继接收）

-

3. 联系传真机，要求它用正确的 box 号码重新发送。 -

R97 接收到 PC-FAX 接收指

示，但是密码不匹配

1. 检查 PC-FAX 接收设置的通信密码。 -

2. 将正确密码通知传真机，然后请求它重新发送。 -

R99 其他 接收通知从传真板发送
到机器之前，机器下发
了一个接收指令命令。

1. 将 Receive Signal Detection Mode （接收信号检测模式）设

置为 No. of Times （次数）。

[Network] （网络） -> [Network Setting 
1] （网络设置 1） -> [Receive Signal 
Detection Mode] （接收信号检测模式）

2. 分布并减少 MFP 的其他选项。 -

错误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如何纠正

- 其他 正在接收传真时，如果主机从睡眠模式恢
复，产生的铃音将超过设定的次数。（2 至 
3 次）

通过以下任一设置即可避免此错误。
• 将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Timer Setting] （定时设置） -> [Power Settings] （电源设置） -> 

[Power Consumption in Sleep Mode] （睡眠模式中的功耗）设为

“Disabled （禁用） ”。

• 将 [Administrator]（管理员）-> [Fax Settings]（传真设置）-> [Line 

Parameter Setting] （线路参数设置） -> [Number of RX Call Rings]

（接收呼叫振铃数）设置为 “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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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诊断代码

10.1 概述
• 诊断代码是一种 22 位数的十六进制代码，用于指示通讯条件和状态。

• 诊断代码打印在活动报告上。

• 诊断代码的目的是获取通讯结果和条件的详细信息以便分析通讯故障。

10.2 说明

10.2.1 诊断代码

10.2.2 通讯结果和条件的信息

• （不使用）：位数设为 0。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项目 说明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1) 呼出 / 被叫的类型 F 网络 （日

本）

PSTN 拨入 （日本） 电话 群组 单触拨号 缩略拨号 小键盘拨号

(2) 通讯模式 发送 错误页重新发
送

转发传输 轮询传输 接收 恢复传输 被叫周转 轮询接收

(3) 应用的功能规范 混合尺寸传输 
所有页面 / 封
页

边框消除传输 书本模式传输 2 合 1 传输 原稿尺寸指定
发送

上下颠倒 特殊扫描非标
准纸 /Z 形折

页 / 长纸

（不使用）

(4) 单次通讯参数规格 定时发送 （不使用） CSRC PC-Fax 传输 
(RX/V2)

V.34 指定传输 F 码传输 ECM 规格发

送

国际模式传输

(5) 通讯类型 Relay （中

继）

保密 手动传输 公告板 使用的线路 （线路 1 至 4）

(6) H_RES 规格 1 (HR) 400 dpi 300 dpi 200 dpi （不使用） 16 pels/mm （不使用） 8 pels/mm （不使用）

(7) H_RES 规格 2 (HR)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600 dpi

(8) V_RES 规格 1 400 dpi 300 dpi 200 dpi 100 dpi 15.4 l/mm （不使用） 7.7 l/mm 3.85 l/mm

(9) V_RES 规格 2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600 dpi

(10) 编码规格 （不使用） （不使用） （JPEG） （JBIG） MMR MR MH THRU

(11) 原稿长度规格 （不使用） （不使用） (Legal) (Letter) A3 B4 A4 （不使用）

(12) 原稿长度规格 （不使用） 无限制 (Legal) (Letter) （不使用） B4 A4 （不使用）

(13) 速度规格 0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V.29-96 V.29-72 （不使用） V.27-48 V.27-24

(14) 速度规格 1 V.17-144 V.17-120 V.17-96 V.17-72 (V.33-144) (V.33-120) (V.33-96) (V.33-72)

(15) 速度规格 2 V.34-192 V.34-168 V.34-144 V.34-120 V.34-96 V.34-72 V.34-48 V.34-24

(16) 速度规格 3 （不使用） （不使用） V.34-336 V.34-312 V.34-288 V.34-264 V.34-240 V.34-216

(17) MSLT 规格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分辨率的 MSLT 会显示为垂直的 RES

(18) 通讯参数规格 ECM 帧尺寸 
0：256 / 1: 64

ECM DIAG (CSRC) （BFT） （BTM） PWD SEP SUB

(19) 远程基站编码规

格

（不使用） （不使用） （JPEG） （JBIG） MMR MR MH THRU

(20) 远程基站长度规

格

（不使用） （不使用） (Legal) (Letter) A3 B4 A4 （不使用）

(21) 远程基站长度规

格

（不使用） 无限制 (Legal) (Letter) （不使用） B4 A4 （不使用）

(22) 远程基站通讯 （不使用） ECM DIAG (CSRC) （BFT） （BTM） PWD SEP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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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网络传真错误代码
• 当本机发生故障时，将显示错误屏幕。在该错误屏幕上，会显示以下错误信息。请参照下表执行必要的操作。

11.1 发送系统的错误代码列表

11.2 接收系统的错误代码列表

错误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重拨 修正措施

N10 连接错误 服务器连接错误 否 • 检查另一方机器的状态。

• 检查本地机器的网络设置。

• 询问网络管理员网络的运行是否正常。

N11 连接错误 另一方机器拒绝连接 否 拒绝接收。检查另一方机器的状态。

N12 连接错误 线路断开 是 检查网络状态是否异常，如电缆断开等。

N13 连接错误 收不到来自网络的响应 否 • 检查另一方机器的状态。

• 检查本地机器的网络设置。

• 询问网络管理员网络的运行是否正常。

N14 连接错误 邮件递送错误 否 检查另一方机器的状态。等待片刻，然后重新发送。

N15 远程重置 另一方机器重置了连接 是 检查另一方机器的状态。等待片刻，然后重新发送。

N16 远程忙碌 远程机器忙碌 是 检查另一方机器的状态。等待片刻，然后重新发送。

N17 LAN 接入 通讯超时 是 检查另一方机器的状态。等待片刻，然后重新发送。

N18 网络错误 网络错误 否 • 检查各项设置。

• 检查网络状态是否异常，如电缆断开等。

•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然后重新发送。

N20 存储器错误 存储器溢出 否 • 存储器已满。

• 检查是否有正在处理的其他作业。

• 减少传输页数或降低读取分辨率，然后重新发送。

N21 存储器错误 存储器错误 否 • 存储器已满。

• 删除不需要的文件。

• 减少传输页数或降低读取分辨率，然后重新发送。

N22 转换错误 转换错误 否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然后重新发送。

N25 存储器溢出 存储器溢出 否 • 存储器已满。

• 检查是否有正在处理的其他作业。

• 减少传输页数或降低读取分辨率，然后重新发送。

N35 转发发送 在 NetFAX 功能设置关闭时，接收到传输

请求。（在维修模式中将 IP 地址传真功能

设置为关闭时的 IP 地址传真传输请求。）

否 -

N36 接收到无法发送图像的传输请求。 否 -

错误代码 类别 错误内容 修正措施

N50 SMTP 接收 SMTP 接收错误 连接来电后没有在 60 分钟内开始 SMTP 接收时，可能会导致此错

误。请发送方重新发送。

N51 解码 超过为接收指定的长度 请发送方减少文本长度后重新发送。

N52 解码 超过为接收指定的页数 请发送方减少文本页数后重新发送。

N53 解码 文件错误 请发送方使用如下所示的正确文件格式重新发送。
• Internet 传真：TIFF

• IP 地址传真：PDF 或 TIFF

N54 解码 解码错误 接收到错误格式的数据。请发送方使用正确的格式重新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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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关 Open API 的故障

12.1 概述
• 通过 OpenAPI 提供的认证管理系统，如果在机器与交互的应用程序 （由 KM 之外的其他公司开发）间的通讯中发现错误，将显示错误信息。

12.2 故障类型
• 由 OpenAPI 提供的认证管理系统验证并管理主机与机器连接的计算机上运行的非 KM 应用程序间的通讯。如果检测到故障，机器的控制面板或

运行应用程序计算机的屏幕上会显示故障信息。

主机控制面板上显示的故障信息及对策如下所述。

备注
• 根据用于通讯的应用程序，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信息可能会有所不同。其相应的对策也可能会不同，因此请联系应用程序供应商以了解合适的

对策。

< 故障信息示例 >

12.3 解决方案
• 下面介绍了主机控制面板上显示的有关 OpenAPI 认证的故障信息及其对策，并根据可能的情境进行了分类。

12.3.1 使用应用程序时

编号 症状及信息 对策

1 启动应用程序时，显示以下信息：Application has expired. （应用

程序已过期。） Failed to start the registered application. （无法启动

注册的应用程序。）

1. 在 [Utility] （效用）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Date/Time Setting] （日期 / 时

间设置） -> [Manual Setting] （手动设置）中，检查设置的日

期和时间是否与实际的日期和时间相同。如果设置了错误的

日期和时间，请进行纠正。

2. 联系应用程序供应商并获取新的解决方案说明 （或新的应用

程序软件）。然后用其执行以下步骤。

1) 删除应用程序。

2) 使用解决方案说明 （或应用程序软件本身），重新注册应

用程序。

启动机器时，显示以下信息：The Enhanced Server Authentication 
application has expired. （增强服务器认证应用程序已过期。）
Change the User Authentication method to one other than Enhanced 
Server Authentication. （请将用户认证方法更改为增强服务器认

证之外的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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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重写机器的固件后

2 启动应用程序时，显示以下信息：Failed to start the registered 
application. （无法启动注册的应用程序。） Please contact you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请联系您的维修代表。）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1] （系统 1） -> 
[Marketing Area] （销售地区）中，将机器的销售地区更改为注册

应用程序时选择的销售地区。

启动机器时，显示以下信息：The enhanced server authentication 
application cannot be used. （无法使用增强服务器认证应用程

序。） Please contact you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请联系您的维修

代表。）

3 使用屏幕保护程序时，在设定的时间后，屏幕保护程序没有工
作。

3. 在 [Utility] （效用）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Date/Time Setting] （日期 / 时

间设置） -> [Manual Setting] （手动设置）中，检查设置的日

期和时间是否与实际的日期和时间相同。如果设置了错误的

日期和时间，请进行纠正。

4. 联系应用程序供应商并获取新的解决方案说明 （或新的应用

程序软件）。然后用其执行以下步骤。

1) 删除应用程序。

2) 使用解决方案说明 （或应用程序软件本身），重新注册应

用程序。

5.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1] （系统 1） -> 

[Marketing Area] （销售地区）中，将机器的销售地区更改为

注册应用程序时选择的销售地区。

编号 症状及信息 对策

1 启动应用程序时，显示以下信息：Failed to start the registered 
application. （无法启动注册的应用程序。） Please contact you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请联系您的维修代表。）

删除有问题的应用程序后，重新注册应用程序。

启动机器时，显示以下信息：The enhanced server authentication 
application cannot be used. （无法使用增强服务器认证应用程

序。） Please contact you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请联系您的维修

代表。）

使用屏幕保护程序时，在设定的时间后，屏幕保护程序没有工
作。

编号 症状及信息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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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面板黑屏故障（启动诊断功能）

13.1 启动诊断功能
• 当机器的触控面板上的开始屏幕因某个故障条件而冻结或黑屏时会执行启动诊断。

• 启动诊断可自动执行，以识别机器无法合理启动时的问题的原因。（启动诊断也可以手动执行。）

• 启动诊断的原因基于 “ 数据指示灯 ” 和 “ 电源键 ” 的亮起状态进行确定。

启动诊断流程图

13.1.1 启动诊断序列
1. 机器启动时检测到故障。（开始屏幕冻结或黑屏）

2. 执行自动重启。（ 多 3 次）

[1] 触控面板 [2] 数据指示灯

[3] 电源键 - -

[2][1]

[3]

紫色灯亮起

数据指示灯

闪烁期
长时间闪烁

短时间闪烁

灯亮起

闪烁

· 面板上未显示任何信息

· 开始屏幕冻结

显示电源键

自动重新启动

执行启动诊断 1

执行启动诊断 2

执行启动诊断 3

执行启动诊断 4

执行启动诊断 5

灯熄灭

灯熄灭

三次或以下

第四次

自动执行启动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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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动执行启动诊断。

4. 启动诊断完成后，机器停在启动诊断结果列表所述的任何状态下。

13.1.2 手动启动诊断步骤
1. 在启动序列期间，在开始屏幕冻结或黑屏的条件下关闭主电源开关。

2. 按下电源键时打开主电源开关。

3. 听到一声短暂的提示音后，放开电源键，然后关闭前下门或前门。

4. “ 电源键 ” 和 “ 数据指示灯 ” 的组合显示启动诊断的结果。

5. 检查显示组合然后关闭主电源开关。

6. 根据启动诊断的结果执行操作。

13.1.3 启动诊断结果列表
C360i

备注
• 从 “ 纠正措施程序 ” 的步骤 1 开始按顺序执行故障排除以逐一解决问题，同时逐一检查故障是否已排除。不要一次性对所有故障执行故障排除。

13.1.4 如何重置启动诊断结果
1. 关闭主电源开关。等待 10 秒钟或以上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重启机器。

备注
• 如果未消除故障的原因，冻结状态会再现。

编号 电源键 数据指示灯 目标设备 错误原因 修正措施步骤

1 灯熄灭 灯熄灭 控制面板单元 • 控制面板单元

接合 / 安装故

障

• 控制面板单元

故障

1.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

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 检查控制面板单元的安装是否正确。如果控制面板单元的安装有

错误，请进行纠正。

3. 重新安装控制面板单元。

4. 更换控制面板单元的电缆。

5. 更换控制面板单元。 

2 紫色灯亮起 灯熄灭 无法确定 • 电缆损坏

• 固件异常

6.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

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7. 检查基板的安装是否正确。如果控制面板单元的安装有错误，请

进行纠正。

8. 检查 CPU 板的安装是否正确。如果控制面板单元的安装有错误，

请进行纠正。

9. 更换基板的电缆。

10. 更换 CPU 板。 

11. 更换基板。 

3 紫色灯亮起 闪烁 （长时间） 存储器 板载存储器故障 12.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

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13. 更换 CPU 板。 

14. 更换基板。 

4 紫色灯亮起 闪烁 （短时间） 存储板 • 存储板接合 /

安装故障

• 存储板故障

15.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

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16. 重新安装存储板。

17. 更换存储板。 

18. 更换 CPU 板。 

19. 更换基板。 

5 紫色灯亮起 灯亮起 软件 软件故障 20. 关闭主电源开关并拔出电源线。等待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后连接电

源线，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21. 重新安装固件。

22. 重新安装存储板。

23. 更换存储板。之后，重新安装固件。

24. 更换 CPU 板。 

25. 更换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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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不显示故障代码的故障

14.1 机器根本未通电 （DCPU 操作检查）

内容

步骤

14.2 定影加热器不工作

内容

步骤

14.3 选购件未供电

14.3.1 DF-704/DF-629

内容

故障类型 机器根本未通电

级别 -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主电源开关 （SW1）

• 基板 （BASEB）

• DC 电源 （DCPU）

步骤 检查项目 电气元件的位置 结果 对策

1 电压是否经过 DCPU 上的 CN1-1 和 2？ 19-T 否 检查从电源插座至 DCPU CN1 的接线。

2 DCPU 上的保险丝是否导电？ - 否 更换 DCPU。

3 是否从 DCPU 上的 CN6-5 输出 DC5 V？ 18-R 否 更换 DCPU。

4 是否从 DCPU 上的 CN7-3 输出 DC24 V？ 19-R 否 • 检查从壁式 BASEB 至 DCPU 的接线。

• 更换 DCPU。

• 更换 BASEB。

5 BASEB 上的 LED 是否闪烁？ - 否 更换 BASEB。

6 是否从 DCPU 上的 CN7-1 输出 DC24 V？ 18-R 否 更换 DCPU。

故障类型 定影加热器不工作

级别 -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主电源开关 （SW1）

• 右门开关 （SW3）

• DC 电源 （DCPU）

• 基板 （BASEB）

• 定影单元

步骤 检查项目 电气元件的位置 结果 对策

1 电压是否经过 DCPU 上的 CN10-2？
在此期间，右门应关闭。

20-T 否 检查从电源插座至 DCPU 至 BASEB 至 
SW3 的接线。

2 电源电压是否经过 BASEB CN4E-5， 13？ 7-F 是 更换定影单元。

否 • 更换 DCPU。

• 更换 BASEB。

故障类型 DF-714/DF-632 未供电。

级别 -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DC 电源 （DCPU）

• DF-714/DF-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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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4.3.2 PC-110/PC-115/PC-210/PC-215/PC-410/PC-415

内容

步骤

14.3.3 FS-533/FS-534

内容

步骤

14.3.4 FS-536/FS-536SD/FS-537/FS-537SD

内容

步骤

步骤 检查项目 电气元件的位置 结果 对策

1 是否从 DF 上的 CN1DF-1 输出 DC24 V？ 3-K 是 DF-714/DF-632 故障。

2 DC24 V 是否输出到 DCPU 上的 CN5-5、 6？ 22-T 否 检查从 DCPU 到 DF-714/DF-632 的接线。

3 DCPU 上的保险丝是否导电？ - 是 更换 DCPU。

否 DF-714/DF-632 故障。

故障类型 PC-116/PC-216/PC-416 未供电。

级别 -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DC 电源 （DCPU）

• 基板 （BASEB）

• PC-116/PC-216/PC-416

步骤 检查项目 电气元件的位置 结果 对策

1 是否从 CN65 输出 DC24 V？ 26-D 否 机柜故障。

2 DC24 V 是否输出到 BASEB 上的 CN29E-1？ 26-F 否 检查从 DCPU 至 BASEB 的接线。

3 DCPU 上的保险丝是否导电？ - 是 更换 DCPU。

否 机柜故障。

故障类型 FS-533 未供电。

级别 -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DC 电源 （DCPU）

• FS-533

步骤 检查项目 电气元件的位置 结果 对策

1 是否从 CN1FS-1 输出 DC24 V？ 6-K 否 排纸处理器故障。

2 DC24 V 是否输出到 DCPU 上的 CN4-5？ 17-R 否 检查从 DCPU 至排纸处理器的接线。

3 DCPU 上的保险丝是否导电？ - 是 更换 DCPU。

否 排纸处理器故障。

故障类型 FS-536/FS-536SD 未供电。

级别 -

故障检测情况 -

故障隔离 -

相关电气零件 • DC 电源 （DCPU）

• FS-536/FS-536SD

步骤 检查项目 电气元件的位置 结果 对策

1 是否从 CN1FS-1 输出 DC24 V？ 6-K 否 排纸处理器故障。

2 是否从 DCPU 上的 CN4-5 输出 DC24 V？ 17-R 否 检查从 DCPU 至排纸处理器的接线。

3 DCPU 上的保险丝是否导电？ - 是 更换 DCPU。

否 排纸处理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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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它故障

15.1 固件错误警告
• 警告信息：A firmware error occurred. （发生固件错误。）

• 启用增强安全模式时，如果通过关闭并打开主电源开关或其他操作重新启动 MFP，会在内部执行自测试。如果自测试检测到固件错误，则会出

现此警告。

对策
1. 在管理员设置中将增强安全模式设为 “OFF” （关闭），然后触摸 “OK” （确定）。

2.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再打开。

3. 检查是否显示警告屏幕。

4. 重写固件。

5. 设置增强安全模式。

15.2 存储器锁定密码错误警告

检测时序
• 警告信息：Reset Storage Lock Password. （重置存储器锁定密码。）

• 存储器中注册的密码与主机中注册的密码不一致。

• 输入了错误的机器类型信息。

对策
< 检查机器类型信息 >

备注
• 更换新的 CPU 板后如果发生此故障，请执行以下步骤。 
• 准备含有固件数据的 USB 闪存设备。 
1. 调出固件更新选择屏幕。

注意事项

• K.2.USB 存储器

2. 触摸 [Machine Type Select] （机器类型选择）。

3. 检查 [Machine] （机器）和 [Type] （类型）的设置值，并输入正确的设置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F.5.3.4.(1). 输入机器类型信息 ”。

< 重新注册正确的存储器锁定密码 >
1. 触摸菜单。

2. 触摸 [Utility] （机器设置）。

3. 触摸 [Storage Management] （存储器管理）。

4. 输入管理员密码，然后触摸 [OK] （确定）。

5. 触摸 [Storage Lock Password] （存储器锁定密码）。

6. 输入当前设置的存储器锁定密码两次。

7. 触摸 [OK] （确定）。

8. 出现提示存储器锁定密码设置完成的屏幕时，关闭再打开主电源开关。

< 执行存储器物理格式化 >
1. 在屏幕上调出维修模式。

2. 按照以下顺序触摸按键：[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Memory/Storage Adjustment] （存储器 / 存储调整） -> [Format] （格式化）。

3. 触摸 [Physical Format] （物理格式化）。

4. 按 [Start] （开始）键。

5. 物理格式化完成时，关闭主电源开关再将其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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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Option 的故障排除

16.1 许可证管理结构
• 可以通过在主机上输入 “ 许可码 ” 来激活 i-Option 的可用功能。

• 许可码是由许可证管理系统 （LMS）发布和控制的。

为防止对许可码的未经授权使用，会对每个主机进行单独识别，以便针对授权的主机激活许可码。

16.2 许可证管理信息
• 由于许可证代码需要用于识别每一个主机，因此将使用主机的序列号和主机内部生成的 “ 唯一值 ” 来发布许可码。
STRGB• “ 唯一值 ” 存储在 CPU 板的存储区，而且其某些部分还同时被存储板记忆。只有这两个数据一致，才可以使用激活的功能。

由于这些数据处于 [Memory Data Backup] （存储器数据备份）的目标范围之外，因此当任一非易失性存储器发生故障时，由于数据不一致，将

产生 “ 许可证管理错误 ”。

16.3 错误信息

16.3.1 许可证管理错误
STRGB• 在 CPU 板或存储板上存储的许可证管理信息中检测到异常值时，或者检测到某些值被清除时，将发出警告以便让用户了解异常情况。

• 在启动或由于任何情况而重新启动时检测到异常。

• 检测到异常时，对应的 i-Option 功能将无法使用，但其他顺序功能，如复印、扫描、打印等仍可以正常使用。（错误信息会在维修模式屏幕上显

示。）

(1) 错误信息示例

(2) 故障的主要原因
• 下面介绍了可能的故障原因及其对策。
STRGB

电路板更换 对策

同时更换了新的 CPU 板和存储板时。 安装固件，并按照设置步骤进行操作。

安装已激活功能机器的 CPU 板以及新的存储板时。 安装固件，然后使用恢复步骤恢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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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图像质量问题

17.1 如何读取元素数据
• 作为故障排除步骤的一部分，可使用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中为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设置的数值来隔离图像问题的原

因。

17.1.1 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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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c-C
Vdc-M
Vdc-Y
Vdc-K

• 显示打印图像形成期间各个颜色碳粉的显影偏压值。

• 标准值：300 至 500 左右 （100 至 800）

• 具体数值因不同的显影组件而异。（图像稳定后，该值会进行修正以匹配适当的浓度。） 

* 供您参考：数值越大，图像浓度越高，而数值越小，图像浓度越低。

• 相关组件：显影组件、感光鼓组件、高压单元 （HV）

Vg-C
Vg-M
Vg-Y
Vg-K

• 显示打印图像形成期间各个颜色碳粉的栅网电压值。

• 标准值：400 至 600 左右 （300 至 1000）

• 具体数值因不同的显影组件而异。（图像稳定后，该值会进行修正以匹配适当的浓度。） 

* 供您参考：数值越大，图像浓度越高，而数值越小，图像浓度越低。

• 相关组件：显影组件、感光鼓组件、高压单元 （HV）

LD 光值 （C、 M、 Y、 K） • 显示打印图像形成期间各个颜色碳粉的 LD 光值。

• 标准值：1500 至 2200 左右 （1400 至 3600）

* 供您参考：数值越高，光电导体的耐久性越差，而且细线宽度就越宽；数值越低，字符就越模糊。

• 相关组件：PH 单元、感光鼓组件

充电 AC 输出值 1
Vpp-C1
Vpp-M1
Vpp-Y1
Vpp-K1

• 显示打印图像形成期间应用到各个颜色碳粉的充电辊的 AC 电压值。

• 标准值：1700 至 1850 左右 （500 至 2500）

• 相关组件：感光鼓组件、高压单元 （HV）

充电 AC 输出值 2
Vpp-C2
Vpp-M2
Vpp-Y2
Vpp-K2

• 显示打印图像形成期间应用到各个颜色碳粉的充电辊的电流值。

• 标准值：120 至 145 左右 （0 至 350）

• 相关组件：感光鼓组件、高压单元 （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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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 电平历史 1

17.1.3 电平历史 2

TCR-C
TCR-M
TCR-Y
TCR-K

• 显示 T/C 比率。（增量为 0.01 %）

• 标准值：5.5 至 8.5 % (Y, C)、 5.0 至 8.0 % (M)、 4 至 7 % (K)

• 值较高时容易造成模糊背景，而值较低时容易造成图像浓度低，仅供参考。

• 相关组件：TCR 传感器

IDC1
IDC2

• 显示 IDC 裸露表面输出值。（增量为 0.01 V）

• 正常应为 3.0 V 左右。

• 输出范围为 0 V 至 3.4 V。

• 相关组件：IDC 传感器、转印带单元

中间加热温度
介质加热温度
加热边缘温度
主加热温度

• 显示定影单元的温度。（增量为 1 °C）

• 相关组件：定影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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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故障排除步骤概述

17.2.1 测试样张打印
• 根据给出的步骤概述用测试样张来找出图像故障的错误点。

• 导致图像故障的错误点通过打印测试样张 （误差扩散）进行隔离，以确定图像故障是否明显并确定 Y、 M、 C 或 K 中哪个碳粉颜色有问题。

(1) 扫描器系统图像故障
• 如果在复印循环期间发生图像故障，请使用打印出的测试样张上明显的图像故障来确定此故障是否是由扫描器系统或打印机系统导致。

• 如果打印循环后生成的测试样张上没有发生图像故障，那么图像故障将被认为是由扫描器系统导致的。

(2) 打印机系统图像故障
• 如果图像故障归因于打印机系统，确定是否一至三个颜色出现图像，或者 Y、 M、 C 和 K 四色都出现图像故障。

• 如果四色出现同样的图像故障，则该图像故障确定为四色系统的故障。

IDC 传感器调整 1
IDC 传感器调整 2

• 显示 IDC 强度调整值。

• 正常应为 70 左右。

• 范围为 0 至 255。

• 随着使用转印带单元的次数越多，该值也会变大。

• 相关组件：IDC 传感器、转印带单元

ATVC -C
ATVC -M
ATVC -Y
ATVC -K
ATVC - 第二个

• 显示 新的 ATVC 电平 （随纸张类型而变化）。

• ATVC-C: 8 μA 至 23 μA

• ATVC-M: 7 μA 至 22 μA

• ATVC-Y: 6 μA 至 19 μA

• ATVC-K: 8 μA 至 24 μA

• ATVC-2nd：300 V 至 5,000 V

• 相关组件：转印带单元、高压单元 （HV）、第 2 转印辊

[1] 扫描器系统 [2] 打印机系统

[3] 文档扫描 [4] CCD 板 （CCDB）

[5] I/F 电缆 （安装了 DF-632 时；安装了 DF-714 时，仅正面） [6] 基板 （BASEB）

[7] 打印输出 [8] DF-632 / DF-714

[9] CIS 模块 （CIS） [10] I/F 电缆 （安装了 DF-714 时仅背面）

[1]

[2]

[3]

[4]

[5]

[6]

[7]

[3]
[9]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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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修正措施步骤

17.3.1 图像歪斜 / 图像偏移

(1)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2) 故障排除步骤

隔离原因的流程图
• 下图给出了隔离造成图像偏移 / 图像歪斜的原因 （包含四个主要原因）的流程图。

• 根据流程图隔离原因后，请根据下页说明对每个原因逐一执行故障排除。

[1] 导致一至三色系统图像故障的错误点 [2] 导致四色系统图像故障的错误点

[1] 图像歪斜 [2] 图像偏移

[1]
[2]

AA
A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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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原因的故障排除步骤

备注 
• 如果经过 “(1) 故障排除的前几步 ” 后，问题仍无法解决，则选择 “(2) 单个调整项目 ”。
• 在 “(2) 单个调整项目 ” 中，根据相应手册中对每一项的说明程序进行调整和测试。

< ADF >
(1) 故障排除的前几步

(2) 单个调整项目

备注 
• 如果上述调整仍无法解决问题，更换 CCD 单元。 
• 使用 DF-714 时，如果经过上述调整后仅背面图像有问题，更换 CIS 模块。

步骤 内容

1 检查原稿和原稿宽度导板的设定位置，必要时进行纠正。

2 检查纸张通道并清除纸屑或异物。

3 检查每个辊是否有污垢和磨损，如有，请清洁，必要时请更换。

4 如果 ADF 铰链部分的螺丝松动，请固定好并执行 ADF 的安装设置。

5 执行打印 / 扫描测试以检查问题是否解决。如果问题仍存在，确认 “(2) 单个调整项目 ”。

图像歪斜 1.ADF 调整高度

ADF 调整高度 (DF-632)
ADF 调整高度 (DF-714)

2. 歪斜测量

3. 对位波幅调整 （只有当调整 1 和 2 后仍然无法解决问题时才执行此项目。）

图像偏移 1. 进纸缩放

2. FD 放大调整 （B）

3. 自动停止位置调整 （执行此调整前，必须先完成调整 1 和 2。）

图像歪斜/图像偏移

打印模式是什么，
出现什么问题？

PC 打印*

复印

扫描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否甚至在测试模式下的
测试样张也出现问题？

使用原稿台扫描的图像
是否也出现问题？

是否只有特定进纸盒出现问题？

ADF 扫描器（IR） 进纸纸盒 纸张传送部分

症状

隔离原因区域

原因区域

*PC 打印时如果出现图像偏移，请事

先确认 PC 应用程序或打印机驱动程序

的打印设置无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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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器 (IR)>
(1) 故障排除的前几步

(2) 单个调整项目

备注 
如果上述调整仍无法解决问题，更换 CCD 单元。

< 进纸纸盒 >
(1) 故障排除的前几步

(2) 单个调整项目

备注 
如果上述调整仍无法解决问题，请检查纸张传送部分。

< 纸张传送部分 >
(1) 故障排除的前几步

(2) 单个调整项目

备注 
如果上述调整仍无法解决问题，重新安装右门单元 / 对位单元。

17.3.2 白线 1、白色条纹 1、彩色线 1、彩色条纹 1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步骤 内容

1 检查原稿的设定位置，必要时进行纠正。

2 使用厚原稿 （例如，书籍）时，检查用户是否强行压入原稿盖 /ADF。 * 扫描器部分可能由于压力过大而无法顺畅移动，这

可能导致图像偏移。

3 如果稿台未恰当安装，请重新安装。

4 执行打印 / 扫描测试以检查问题是否解决。如果问题仍存在，确认 “(2) 单个调整项目 ”。

图像偏移 扫描器区域

步骤 内容

1 如果纸盒中的纸张尺寸 / 类型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设置不一致，修改纸张设置。

2 检查纸张或纸张长度导板 / 纸张宽度导板的设定位置，必要时进行纠正。

* 对于仅限使用特定纸张尺寸的纸盒，可以通过在纸张宽度导板 （背面）上的螺丝孔中安装一颗螺丝，将纸张宽度导板固

定在特定纸张尺寸位置。这可以防止因纸张设置错误而导致的问题，但是，用户自己将无法更改纸张尺寸，这点请注意。

3 检查纸张通道和纸盒的背面并清除纸屑或异物。

4 检查每个辊是否有污垢和磨损，如有，请清洁，必要时请更换。

5 执行打印测试以检查问题是否解决。如果问题仍存在，确认 “(2) 单个调整项目 ”。

图像歪斜 打印机对位波幅调整

图像偏移 打印机区域
* 如果无法完全调整主扫描方向 （侧缘）上的图像偏移，对受影响的纸盒执行机械调整，操作如下。

机械调整：纸盒 1/2 的对中调整

机械调整：纸张基准位置 （PC-116/PC-216） / 纸张基准位置 （PC-416）

步骤 内容

1 检查纸张或纸张长度导板 / 纸张宽度导板的设定位置，必要时进行纠正。

* 对于仅限使用特定纸张尺寸的纸盒，可以通过在纸张宽度导板 （背面）上的螺丝孔中安装一颗螺丝，将纸张宽度导板固

定在特定纸张尺寸位置。这可以防止因纸张设置错误而导致的问题，但是，用户自己将无法更改纸张尺寸，这点请注意。

2 如果右门单元 / 对位单元 （内门在垂直传送部分上）半开，则调整到正确位置。

3 检查纸张通道、传送辊和对位部分，清除纸屑 / 异物 / 纸尘。

4 执行打印测试以检查问题是否解决。如果问题仍存在，确认 “(2) 单个调整项目 ”。

图像歪斜 打印机对位波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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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1] 白线 [2] 白色条纹

[3] 彩色线 [4] 彩色条纹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2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3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4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Halftone Pattern] （半色调样式）。 

选择 “SINGLE（单一）”、“HYPER（超级）”、“Error 

diffusion （误差扩散） ”、 “1-Sided （单

面） ”、 “CMYK” 和 “Full Bleed （全出血） ”，然后为 

Density （浓度）输入 “64”，并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

按 Start （开始）键。此操作会按 C、 M、 Y 和 K 的顺

序运行一个打印循环。

• 检查打印后的图像，确定哪个颜色导致图像异常。

1 至 3 
色

转至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4 色 转至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无 进入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颜色错误的项目 结果 颜色错误的应对措施

1 维修模式 -> 表号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Table Number] （表号）。测量值是否接

近标准值。
• 显影偏压：Vdc-C、Vdc-M、Vdc-Y、Vdc-K：接近标准

值 300 至 500 （100 至 800）

• 栅网电压：Vg-C、 Vg-M、 Vg-Y、 Vg-K：接近标准值 

400 至 600 （300 至 1000）

否 • 检查高压单元、显影组件和感光

鼓组件的接线和连接。

• 更换高压单元。

2 写入部分 白线是否尖锐或彩色线是否模糊。 是 清洁 PH 窗口。

3 充电部分 充电辊上是否有异物。 是 使用 Hydro-wipe （65AA-99##）轻

轻擦掉表面异物。
备注：请勿对充电辊表面用力过
大，否则会损坏表面。

4 光电导体部分 静电充电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
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5 显影部分 显影偏压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B4 ； M：

B3 ； C：B2 ； K：B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6 光电导体部分 光电导体是否有划痕。 是 • 清洁。

• 更换感光鼓组件。

7 光电导体部分 光电导体上是否有碳粉线条或污垢。（清洁不当） 是 更换感光鼓组件。

8 光电导体部分 整个表面上是否有明显的模糊线条，好像表面被刷过了一
样。

是 •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

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检查感光鼓组件

的计数器值。

• 更换感光鼓组件更换计时器值

大的感光鼓组件。（不是出现线

条的颜色所对应的感光鼓组件，

而是计数器值 大的感光鼓组

件）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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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色故障排除步骤

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9 第 1 转印部分 转印带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T1-4 ； M：

T1-3 ； C：T1-2 ； K：T1-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10 第 1 转印部分 第 1 转印辊是否有划痕或污垢。 是 • 清洁。

• 更换转印带单元。

11 显影部分 显影辊上的碳粉刷毛不均 ，导致出现线条或条纹。 是 更换显影组件。

否 更换 PH 单元。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通道 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检查或清洁纸张通道，包括双面器
部分。

2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上是否有明显的的可通过清洁清除的线条。（清洁
不当）

是 • 检查或清洁清洁刮板。

• 更换转印带单元。

3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转印带单元。

4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T1-4 ； M：

T1-3 ； C：T1-2 ； K：T1-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5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辊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 清除异物。

• 更换转印辊单元。

6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的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的连接端子（T2、 E）和

接地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7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的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禁止拆解定影单元。）

8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中的辊、垫和皮带上是否有划痕。 是 更换定影单元。

否 • 更换高压单元。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原稿 原稿是否损坏或太脏。 是 更换原稿。

2 使用稿台时 通过稿台读取图像时是否出错。 是 转到步骤 6。

3 使用 DF 时：第 1 面 使用 DF 时，从第 1 面读取图像期间是否出错。 是 转到步骤 12。

4 使用 DF-632 时：第 2 面 使用 DF-632 时，从第 2 面读取图像期间是否出错。 是 转到步骤 12。

5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使用 DF-714 时，从第 2 面读取图像期间是否出错。 是 转到步骤 20。

主机端 _ 稿台

6 DF 端 _ 原稿垫 DF 的原稿垫是否太脏。 是 清洁。

7 稿台 稿台是否太脏。 是 清洁。

8 遮光板 遮光板是否太脏。 是 清洁。

9 原稿的端面被重现为线条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Machine]（机器）-> 
[Scan Area]（扫描区域）-> [Scanner Image Side Edge]（扫

描器图像侧缘）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
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10 由于阴影错误而导致出现
线条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Machine]（机器）-> 
[Scan Area] （扫描区域） -> [Image Position: Leading Edge]
（图像位置：主缘）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故
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11 扫描路径沿途零件 反光镜、透镜、导光管或反射镜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 更换 LED 曝光单元。

• 更换 CCD 单元。

主机端 _DF 原稿读取部分

12 主机端 _ 读取部分 主机的文档读取台是否太脏。 是 清洁。

13 DF 端 _ 文档读取台清洁刷 DF 的文档读取台清洁刷是否太脏。 是 清洁。

14 主机端 _ 遮光板 主机的遮光板是否太脏。 是 清洁。

15 使用 DF 时：第 1 面：原稿

的端面被重现为线条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Original 
Stop Position]（原稿停止位置）-> [Sub Scanning Direction 
1-Side] （副扫描方向单面）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

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步骤 部分 检查颜色错误的项目 结果 颜色错误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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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 白线 2、白色条纹 2、彩色线 2、彩色条纹 2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16 使用 DF-632 时：第 2 面：

原稿的端面被重现为线条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Original 
Stop Position]（原稿停止位置）-> [Sub Scanning Direction 
2-Side] （副扫描方向单面）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

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17 维修模式 -> 读取位置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Auto 
Adjust] （自动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18 由于阴影错误而导致出现
线条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Machine]（机器）-> 
[Scan Area] （扫描区域） -> [Image Position: Leading Edge]
（图像位置：主缘）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故
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19 扫描路径沿途零件 反光镜、透镜、导光管或反射镜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 更换 LED 曝光单元。

• 更换 CCD 单元。

DF-714 端 _ 原稿读取部分

20 CIS 稿台清洁 CIS 玻璃是否太脏。 是 清洁。

21 CIS 读取部分 CIS 读取部分是否太脏。 是 清洁。

22 CIS 清洁刷 CIS 清洁刷是否太脏。 是 清洁。

23 遮光板 遮光板是否太脏。 是 清洁。

24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原稿的端面被重现为线条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Original 
Stop Position]（原稿停止位置）-> [Sub Scanning Direction 
2-Side] （副扫描方向单面）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

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25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原位读取位置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ADF] -> [Home Read 
Position Adjust] （原位读取位置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

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26 扫描部分 CIS 读取部分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更换 CIS 模块。

[1] 白线 [2] 白色条纹

[3] 彩色线 [4] 彩色条纹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2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3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2] [3] [4]



bizhub C360i/C300i/C250i L 故障排除 > 17. 图像质量问题

L-214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4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Halftone Pattern] （半色调样式）。 

选择 “SINGLE（单一）”、“HYPER（超级）”、“Error 

diffusion （误差扩散） ”、 “1-Sided （单

面） ”、 “CMYK” 和 “Full Bleed （全出血） ”，然后为 

Density （浓度）输入 “64”，并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

按 Start （开始）键。此操作会按 C、 M、 Y 和 K 的顺

序运行一个打印循环。

• 检查打印后的图像，确定哪个颜色导致图像异常。

1 至 3 
色

转至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4 色 转至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无 进入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颜色错误的项目 结果 颜色错误的应对措施

1 维修模式 -> 表号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Table Number] （表号）。测量值是否接

近标准值。
• 显影偏压：Vdc-C、Vdc-M、Vdc-Y、Vdc-K：接近标准

值 300 至 500 （100 至 800）

• 栅网电压：Vg-C、 Vg-M、 Vg-Y、 Vg-K：接近标准值 

400 至 600 （300 至 1000）

否 • 检查高压单元、显影组件和感光

鼓组件的接线和连接。

• 更换高压单元。

2 写入部分 白线是否尖锐或彩色线是否模糊。 是 清洁 PH 窗口。

3 充电部分 充电辊上是否有异物。 是 使用 Hydro-wipe （65AA-99##）轻

轻擦掉表面异物。
备注：请勿对充电辊表面用力过
大，否则会损坏表面。

4 光电导体部分 静电充电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
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5 显影部分 显影偏压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B4 ； M：

B3 ； C：B2 ； K：B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6 光电导体部分 光电导体是否有划痕。 是 • 清洁。

• 更换感光鼓组件。

7 光电导体部分 光电导体上是否有碳粉线条或污垢。（清洁不当） 是 更换感光鼓组件。

8 第 1 转印部分 转印带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T1-4 ； M：

T1-3 ； C：T1-2 ； K：T1-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9 第 1 转印部分 第 1 转印辊是否有划痕或污垢。 是 • 清洁。

• 更换转印带单元。

10 显影部分 显影辊上的碳粉刷毛不均 ，导致出现线条或条纹。 是 更换显影组件。

否 更换 PH 单元。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通道 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检查或清洁纸张通道，包括双面器
部分。

2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上是否有明显的的可通过清洁清除的线条。（清洁
不当）

是 • 检查或清洁清洁刮板。

• 更换转印带单元。

3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转印带单元。

4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T1-4 ； M：

T1-3 ； C：T1-2 ； K：T1-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5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辊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 清除异物。

• 更换转印辊单元。

6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的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的连接端子（T2、 E）和

接地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7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的纸张通道或分离爪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禁止拆解定影单元。）

8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中的辊、垫和皮带上是否有划痕。 是 更换定影单元。

否 • 更换高压单元。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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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17.3.4 浓度不均 1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原稿 原稿是否损坏或太脏。 是 更换原稿。

2 原稿类型 选择 [Copy] （复印） -> [Original Type] （原稿类型）并更

改设置，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是 修正设置。

3 使用稿台时：维修模式 -> 
扫描区域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Machine]（机器）-> 
[Scan Area] （扫描区域） -> [Image Position: Leading Edge]
（图像位置：主缘）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故
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4 使用稿台时 稿台或原稿垫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更换 CCD 单元。

5 使用 DF 时：第 1 面：原稿

的端面被重现为线条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Auto Stop 
Position Adjustment] （自动停止位置调整） -> [Main 
Scanning (Front)] （主扫描 （正面）），并检查图像故障是

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6 使用 DF 时：第 2 面：原稿

的端面被重现为线条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Auto Stop 
Position Adjustment] （自动停止位置调整） -> [Main 
Scanning (Back)] （主扫描 （背面）），并检查图像故障是

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7 • 使用 DF 时：第 1 面

• 使用 DF-632 时：第 2 面

文档读取台或文档读取台清洁刷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更换 CCD 单元。

8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CIS 玻璃或 CIS 清洁刷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更换 CIS 模块。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2 IDC 传感器 IDC 传感器是否太脏。 是 清洁。

3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4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5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Halftone Pattern] （半色调样式）。 

选择 “SINGLE（单一）”、“HYPER（超级）”、“Error 

diffusion （误差扩散） ”、 “1-Sided （单

面） ”、 “CMYK” 和 “Full Bleed （全出血） ”，然后为 

Density （浓度）输入 “64”，并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

按 Start （开始）键。此操作会按 C、 M、 Y 和 K 的顺

序运行一个打印循环。

• 打印后检查图像，只有一色发现异常图像。

是 转至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否 转至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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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色故障排除步骤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17.3.5 浓度不均 2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步骤 部分 检查颜色错误的项目 结果 颜色错误的应对措施

1 高图像浓度原稿 使用高图像浓度 （50% 或以上）原稿执行多份复印循环

时，在副扫描方向上是否出现间距为 40 mm 至 50 mm 的
浓度不均现象。

是 不放置原稿，先送入 10 至 20 张空

白页，因为显影组件无法满足对碳
粉的大量需求。

2 维修模式 -> TCR 水平设置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TCR Level Setting]
（TCR 水平设置）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故障

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3 写入部分 PH 的防尘玻璃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 PH 窗口。

4 充电部分 充电辊上是否有异物。 是 使用 Hydro-wipe （65AA-99##）轻

轻擦掉表面异物。
备注：请勿对充电辊表面用力过
大，否则会损坏表面。

5 光电导体部分 光电导体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感光鼓组件。

6 第 1 转印部分 第 1 转印辊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转印带单元。

7 第 1 转印部分 第 1 转印辊的加压 / 收缩操作是否有问题。 是 • 纠正或更换驱动系统。

• 更换转印带单元。

8 显影部分 碳粉料斗是否操作不当或含有异物。 是 • 纠正或清除。

• 更换料斗驱动单元。

9 显影部分 显影辊上的碳粉刷毛不均 ，导致出现线条或条纹。 是 更换显影组件。

否 • 更换 PH 单元。

• 更换高压单元。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通道 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检查并清洁纸张通道，包括双面器
部分。

2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上是否有明显的的可通过清洁清除的线条。（清洁
不当）

是 • 检查和清洁清洁刮板。

• 更换转印带单元。

3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转印带单元。

4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T1-4 ； M：

T1-3 ； C：T1-2 ； K：T1-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5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是否旋转异常。 是 更换转印带单元。

6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辊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 清除异物。

• 更换转印辊单元。

7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辊的加压 / 收缩操作是否有问题。 是 • 进行纠正。

• 更换转印辊单元。

8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的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的连接端子（T2、 E）和

接地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9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的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禁止拆解定影单元。）

10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 更换定影单元。

• 更换高压单元。

• 更换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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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2 IDC 传感器 IDC 传感器是否太脏。 是 清洁。

3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4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5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Halftone Pattern] （半色调样式）。 

选择 “SINGLE（单一）”、“HYPER（超级）”、“Error 

diffusion （误差扩散） ”、 “1-Sided （单

面） ”、 “CMYK” 和 “Full Bleed （全出血） ”，然后为 

Density （浓度）输入 “64”，并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

按 Start （开始）键。此操作会按 C、 M、 Y 和 K 的顺

序运行一个打印循环。

• 打印后检查图像，只有一色发现异常图像。

是 转至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否 转至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颜色错误的项目 结果 颜色错误的应对措施

1 写入部分 PH 的防尘玻璃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 PH 窗口。

2 充电部分 充电辊上是否有异物。 是 使用 Hydro-wipe （65AA-99##）轻

轻擦掉表面异物。
备注：请勿对充电辊表面用力过
大，否则会损坏表面。

3 光电导体部分 光电导体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感光鼓组件。

4 光电导体部分 光电导体驱动故障。 是 • 进行纠正。

• 更换感光鼓组件。

5 第 1 转印部分 第 1 转印辊是否有划痕或污垢。 是 • 清洁。

• 更换转印带单元。

6 显影部分 显影辊上的碳粉刷毛不均 ，导致出现线条或条纹。 是 更换显影组件。

否 • 更换 PH 单元。

• 更换高压单元。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通道 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检查并清洁纸张通道，包括双面器
部分。

2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转印带单元。

3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T1-4 ； M：

T1-3 ； C：T1-2 ； K：T1-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4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是否旋转异常。 是 • 进行纠正。

• 更换转印带单元。

5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辊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 清除异物。

• 更换转印辊单元。

6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辊的加压 / 收缩操作是否有问题。 是 • 进行纠正。

• 更换转印辊单元。

7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的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的连接端子（T2、 E）和

接地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8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的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禁止拆解定影单元。）

9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 更换定影单元。

• 更换高压单元。

• 更换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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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 图像模糊，图像浓度低 （ID 下降）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故障代码 面板上是否显示维修保养呼叫标记。 是 执行对应该故障代码的相关故障排
除步骤。

2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3 纸张潮湿 纸张潮湿。 是 将潮湿的纸张更换成刚从包装中取
出的纸张。

4 IDC 传感器 IDC 传感器是否太脏。 是 清洁。

5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6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7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Gradation Pattern] （灰阶样式）。 

选择 “SINGLE（单一）”、“HYPER（超级）”、“Error 

diffusion（误差扩散）”、“1-Sided（单面）”、“4 Color

（4 色） ”、 “Full Bleed （全出血） ” 和 “12 gradations

（12 分级） ”，然后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按 Start

（开始）键。此操作会按 C、 M、 Y 和 K 的顺序运行一

个打印循环。

• 检查打印后的图像，确定哪个颜色导致图像异常。

1 至 3 
色

转至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4 色 转至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无 进入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颜色错误的项目 结果 颜色错误的应对措施

1 写入部分 PH 的防尘玻璃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 PH 窗口。

2 充电部分 充电辊上是否有异物。 是 使用 Hydro-wipe （65AA-99##）轻

轻擦掉表面异物。
备注：请勿对充电辊表面用力过
大，否则会损坏表面。

3 维修模式 -> 表号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Table Number] （表号）。测量值是否接

近标准值。
• 显影偏压：Vdc-C、Vdc-M、Vdc-Y、Vdc-K：接近标准

值 300 至 500 （100 至 800）

• 栅网电压：Vg-C、 Vg-M、 Vg-Y、 Vg-K：接近标准值 

400 至 600 （300 至 1000）

否 • 检查高压单元、显影组件和感光

鼓组件的接线和连接。

• 更换高压单元。

4 光电导体部分 静电充电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
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5 显影部分 显影偏压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B4 ； M：

B3 ； C：B2 ； K：B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6 料斗驱动单元部分 碳粉供应马达 （M6 到 M9）与扩展控制板 （CN10EX，

CN11EX）间的连接头连接是否有故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7 料斗驱动单元部分 副料斗的驱动是否故障。 是 • 进行纠正。

• 更换料斗驱动单元。

A
BC

D
E

A
BC

D
E

A
BC

D
E

A
BC

D
E

A
BC

D
E



bizhub C360i/C300i/C250i L 故障排除 > 17. 图像质量问题

L-219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17.3.7 灰阶再现失败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8 维修模式 -> TCR 数据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Level History 1] （电平历史 1），然后检

查测量值是否正确。
TCR-C， TCR-Y：正常值 5.5 至 8.5%
TCR-C：正常值 5 至 8%
TCR-K：正常值 4 至 7 %

否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

像处理调整）-> [Manual Toner Add]
（手动碳粉添加）并执行功能。

9 维修模式 -> 大图像浓度

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Max Image Density Adj]
（ 大图像浓度调整）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
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10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 更换感光鼓组件。

• 更换显影组件。

• 更换 PH 单元。

• 更换高压单元。

• 更换扩展控制板。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T1-4 ； M：

T1-3 ； C：T1-2 ； K：T1-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2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的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的连接端子（T2、 E）和

接地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3 维修模式 -> 大图像浓度

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Max Image Density Adj]
（ 大图像浓度调整）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
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4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 更换转印带单元。

• 更换高压单元。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原稿类型 选择 [Copy] （复印） -> [Original Type] （原稿类型）并更

改设置，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是 修正设置。

2 使用稿台时 稿台或原稿垫是否太脏。 是 清洁。

3 扫描路径沿途零件 反光镜、透镜、导光管或反射镜是否太脏。 是 清洁。

4 主机端 _ 遮光板 主机的遮光板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 更换 LED 曝光单元。

• 更换 CCD 单元。

5 • 使用 DF 时：第 1 面

• 使用 DF-632 时：第 2 面

文档读取台或文档读取台清洁刷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 更换 LED 曝光单元。

• 更换 CCD 单元。

6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 DF-714 的阴影校正表面是否太脏。

• CIS 玻璃或 CIS 清洁刷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更换 CIS 模块。

步骤 部分 检查颜色错误的项目 结果 颜色错误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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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步骤

17.3.8 颜色再现性错误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故障代码 面板上是否显示维修保养呼叫标记。 是 执行对应该故障代码的相关故障排
除步骤。

2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3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Gradation Pattern] （灰阶样式）。选择

“SINGLE （单一） ”、 “HYPER （超级） ”、 “Error 

diffusion （误差扩散） ”、 “1-Sided （单

面） ”、 “CMYK”、 “Full Bleed （全出血） ” 和 “12 

gradations （12 分级） ”，然后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

按 Start （开始）键。此操作会按 C、 M、 Y 和 K 的顺

序运行一个打印循环。

• 检查打印后的图像，确定哪个颜色导致图像异常。

- 进入下一步。

4 写入部分 导致图像异常的颜色的 PH 的防尘玻璃上是否太脏或有异

物。

是 清洁 PH 窗口。

5 充电部分 导致图像异常的颜色的充电辊是否有异物。 是 使用 Hydro-wipe （65AA-99##）轻

轻擦掉表面异物。
备注：请勿对充电辊表面用力过
大，否则会损坏表面。

6 IDC 传感器 IDC 传感器是否太脏。 是 清洁。

7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8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9 维修模式 -> 大图像浓度

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Max Image Density Adj]
（ 大图像浓度调整）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
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10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 更换导致异常图像的感光鼓组

件。

• 更换导致异常图像的显影单元。

• 更换 PH 单元。

• 更换高压单元。

• 更换扩展控制板。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潮湿 纸张潮湿。 是 将潮湿的纸张更换成刚从包装中取
出的纸张。

2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3 专家调整 -> PS 设计师设

置

选择 [Utility]（效用） -> [Expert Adjustment]（专家调整）

-> [PS Designer Settings] （PS 设计师设置）并更改设置，

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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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9 不正确的彩色图像对位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4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8 Color Solid Pattern] （8 色纯色图案）。选择

“SINGLE （单一） ”、 “HYPER （超级） ”、 “Error 

diffusion（误差扩散）” 和 “1-Sided（单面）”，然后为 

Density （浓度）输入 “64”，并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

此操作会在一张纸上运行一个 8 色打印循环。

• 打印后检查图像时发现异常图像很明显。

是 进入下一步。

5 写入部分 PH 的防尘玻璃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 PH 窗口。

6 充电部分 充电辊上是否有异物。 是 使用 Hydro-wipe （65AA-99##）轻

轻擦掉表面异物。
备注：请勿对充电辊表面用力过
大，否则会损坏表面。

7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T1-4 ； M：

T1-3 ； C：T1-2 ； K：T1-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8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的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的连接端子（T2、 E）和

接地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9 IDC 传感器 IDC 传感器是否太脏。 是 清洁。

10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11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12 维修模式 -> 大图像浓度

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Max Image Density Adj]
（ 大图像浓度调整）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
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13 连接头连接 高压单元 （CN1、 CN2）和基板 （CN21E、 CN26E）出

现连接头连接故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14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 更换转印带单元。

• 更换高压单元。

• 更换扩展控制板。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故障代码 面板上是否显示维修保养呼叫标记。 是 执行对应该故障代码的相关故障排
除步骤。

2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3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A
A

A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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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故障排除步骤

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在扫描器导轨上涂抹 FLOIL No. 947P 或 Launa 40 润滑油。 FLOIL 润滑油是由 KANTO KASEI LTD. (http://www.kanto-kasei.co.jp/) 制造的产品。

17.3.10 模糊背景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4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5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8 Color Solid Pattern] （8 色纯色图案）。选择

“SINGLE （单一） ”、 “HYPER （超级） ”、 “Error 

diffusion（误差扩散）” 和 “1-Sided（单面）”，然后为 

Density （浓度）输入 “64”，并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

此操作会在一张纸上运行一个 8 色打印循环。

• 打印后检查图像时发现异常图像很明显。

是 进入引擎故障排除步骤。

否 进入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连接头连接 PH 单元与扩展控制板 （CN7EX、 CN10EX）之间出现连

接头连接故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2 维修模式 -> 颜色对位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Machine]（机器） -> 
[Color Registration Adjustment] （颜色对位调整），并检查

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3 维修模式 -> 打印头歪斜重

置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Print Head Skew Adj.]（打印头歪斜调整）-> [Print Head 
Skew Reset] （打印头歪斜重置），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4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 更换 PH 单元。

• 更换扩展控制板。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原稿 原稿包含不正确的颜色对位。 是 更换原稿。

2 原稿类型 选择 [Copy setting] （复印设置） -> [Original Type] （原稿

类型）并更改设置，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3 使用 DF 时 DF 是否没有放平。 是 • 调整 DF 的高度。（DF-714 / 

DF-632）

• 如果 DF 变形或者铰链破损，请

进行更换。

4 扫描器横杆 扫描器导轨上是否有异物。 是 清洁并涂抹润滑油。 *

5 使用稿台时 扫描器是否移动顺畅。 是 更换 CCD 单元。

否 • 更换扫描器马达。

• 更换扫描器驱动板。

6 使用 DF 时：对位波幅调

整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ADF] -> [Registration 
Loop Adj.] （对位波幅调整）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

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更换 CCD 单元。

7 使用 DF-714 时：纸张通道 DF-714 的纸张通道或辊上太脏。 是 清洁。

否 更换 CIS 模块。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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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故障代码 面板上是否显示维修保养呼叫标记。 是 执行对应该故障代码的相关故障排
除步骤。

2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3 纸张潮湿 纸张潮湿。 是 将潮湿的纸张更换成刚从包装中取
出的纸张。

4 IDC 传感器 IDC 传感器是否太脏。 是 清洁。

5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6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7 维修模式 -> 充电 AC 输出

微调

相对于进纸方向的左侧出现不均 雾化。或纸张部分雾
化。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Charge AC Output fine 
adjustment] （充电 AC 输出微调）时雾化减少，且设置值

增加。

否 将设置值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到
下一步骤。

8 维修模式 -> 图像背景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Image Background Adj]
（图像背景调整）和 [Stabilizer] （稳定器），并检查图像

故障是否消除。

否 将模糊边距值恢复为原始值，然后
转到下一步骤。

9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Lattice Pattern] （格状样式）。选择 “SINGLE

（单一） ”、 “HYPER （超级） ”、 “Error diffusion （误

差扩散） ”、 “1-Sided（单面） ”、 “CMYK”、 “600dpi”

和 “Normal （正常） ”，为 CD 宽度输入 “20”，为 FD 

宽度输入 “20”，为浓度输入 “255”，然后在纸盒 2 中装

入 A3 纸。按 Start （开始）键。此操作会按 C、M、 Y 

和 K 的顺序运行一个打印循环。

• 检查打印后的图像，确定哪个颜色导致图像异常。

1 至 3 
色

转至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4 色 转至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无 进入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颜色错误的项目 结果 颜色错误的应对措施

1 写入部分 PH 的防尘玻璃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 PH 窗口。

2 充电部分 充电辊上是否有异物。 是 使用 Hydro-wipe （65AA-99##）轻

轻擦掉表面异物。
备注：请勿对充电辊表面用力过
大，否则会损坏表面。

3 光电导体部分 静电充电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
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4 显影部分 显影偏压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B4 ； M：

B3 ； C：B2 ； K：B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5 维修模式 -> TCR 数据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Level History 1] （电平历史 1），然后检

查测量值是否正确。
TCR-C， TCR-Y：正常值 5.5 至 8.5%
TCR-M：正常值 5 至 8%
TCR-K：正常值 4 至 7 %

否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

像处理调整）-> [Manual Toner Add]
（手动碳粉添加）并执行功能。

6 维修模式 -> 大图像浓度

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Max Image Density Adj]
（ 大图像浓度调整）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
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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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色故障排除步骤

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17.3.11 空白区域、白点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7 连接头连接 高压单元 （CN1、 CN2）、基板 （CN12E、 CN21E、
CN26E）和扩展控制板 （CN7EX、 CN10EX）连接头连

接故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8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 更换感光鼓组件。

• 更换 PH 单元。

• 更换高压单元。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T1-4 ； M：

T1-3 ； C：T1-2 ； K：T1-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2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的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的连接端子（T2、 E）和

接地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3 维修模式 -> 大图像浓度

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Max Image Density Adj]
（ 大图像浓度调整）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
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4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 更换转印带单元。

• 更换高压单元。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原稿 原稿是否损坏或太脏。 是 更换原稿。

2 原稿类型 选择 [Copy] （复印） -> [Original Type] （原稿类型）并更

改设置，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3 基本 -> 浓度 更改浓度设置，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清除。 否 进入下一步。

4 使用 DF 时 DF 是否没有放平。 是 • 调整 DF 的高度。（DF-714 / 

DF-632）

• 如果 DF 变形或者铰链破损，请

进行更换。

5 使用稿台时 稿台或原稿垫是否太脏。 是 清洁。

6 扫描路径沿途零件 反光镜、透镜、导光管或反射镜是否太脏。 是 清洁。

7 主机端 _ 遮光板 主机的遮光板是否太脏。 是 清洁。

8 • 使用 DF 时：第 1 面

• 使用 DF-632 时：第 2 面

文档读取台或文档读取台清洁刷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 更换 LED 曝光单元。

• 更换 CCD 单元。

9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 DF-714 的阴影校正表面是否太脏。

• CIS 玻璃或 CIS 清洁刷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更换 CIS 模块。

[1] 空白区域 [2] 白点

步骤 部分 检查颜色错误的项目 结果 颜色错误的应对措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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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2 在低大气压的地区使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Dev AC Bias V 
Selection]（灰阶 /Dev AC 偏压 V 选择），然后将设置更改

为 [ON] （开启）。这样是否可消除故障。

否 将设置更改为 [OFF] （关闭），然

后转到下一步骤。

3 IDC 传感器 IDC 传感器是否太脏。 是 清洁。

4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5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6 维修模式 -> 充电 AC 输出

微调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Charge AC Output fine 
adjustment] （充电 AC 输出微调）时白点消除，且设置值

增加。

否 将设置值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到
下一步骤。

7 维修模式 -> 主转印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Transfer Voltage Fine 
Adj] （转印电压微调） -> [Primary transfer adj.] （主转印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 减小白点的设置值。

否 将设置值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到
下一步骤。

8 维修模式 -> 第 2 转印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Transfer Voltage Fine 
Adj] （转印电压微调） -> [2nd Transfer Adj.] （第 2 转印调

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 可增大或减小设置值以找到可消除故障的特定值。

否 将设置值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到
下一步骤。

9 增强安全 -> 引擎 FW 
DipSW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Engine FW Dip SW]（引擎 FW DipSW）-
> [No. 8] （编号 8），设置 OFF （关），然后再次执行

[2nd Transfer Adj.] （第 2 转印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

否消除。
* 可增大或减小设置值以找到可消除故障的特定值。

否 将设置值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到
下一步骤。

10 维修模式 -> TCR 水平设置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TCR level] （TCR 水
平），然后将所有颜色的调整值设置为 “+3”。
然后，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Manual Toner 
Add] （手动碳粉添加），选择所有颜色，然后按 Start
（开始）键。（这样便会开始碳粉补充序列。）
随后，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 （稳

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初始化 + 图像稳

定），并执行功能。
接下来，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Transfer Voltage 
Fine Adj] （转印电压微调） -> [2nd Transfer Adj. （第 2 转
印调整）并执行功能，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 可增大或减小设置值以找到可消除故障的特定值。

否 将设置值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到
下一步骤。

11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Halftone Pattern] （半色调样式）。 

选择 “SINGLE（单一）”、“HYPER（超级）”、“Error 

diffusion （误差扩散） ”、 “1-Sided （单

面） ”、 “CMYK” 和 “Full Bleed （全出血） ”，然后为 

Density （浓度）输入 “64”，并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

按 Start （开始）键。此操作会按 C、 M、 Y 和 K 的顺

序运行一个打印循环。

• 如果没有再次发生图像异常，请将浓度更改为 “255”，

然后进行打印检查。

• 打印后检查图像，只有一色发现异常图像。

是 转至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否 转至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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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色故障排除步骤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17.3.12 色斑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颜色错误的项目 结果 颜色错误的应对措施

1 写入部分 PH 的防尘玻璃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 PH 窗口。

2 充电部分 充电辊上是否有异物。 是 使用 Hydro-wipe （65AA-99##）轻

轻擦掉表面异物。
备注：请勿对充电辊表面用力过
大，否则会损坏表面。

3 光电导体部分 光电导体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感光鼓组件。

4 光电导体部分 静电充电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
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5 显影部分 显影辊上的碳粉刷毛是否不均 ，导致出现空白区域。 是 更换显影组件。

6 第 1 转印部分 转印带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T1-4 ； M：

T1-3 ； C：T1-2 ； K：T1-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7 连接头连接 高压单元 （CN1、 CN2）、基板 （CN12E、 CN21E、
CN26E）和扩展控制板 （CN7EX、 CN10EX）连接头连

接故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8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 更换感光鼓组件。

• 更换 PH 单元。

• 更换高压单元。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转印带单元。

2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辊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 清除异物。

• 更换转印辊单元。

3 纸张通道 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检查并清洁纸张通道，包括双面器
部分。

4 连接头连接 高压单元 （CN1、 CN2）和基板 （CN21E、 CN26E）出

现连接头连接故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5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更换高压单元。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2 IDC 传感器 IDC 传感器是否太脏。 是 清洁。

3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A
A 

A
A A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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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色故障排除步骤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4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5 维修模式 -> 充电 AC 输出

微调

相对于进纸方向的左侧出现微小色点。或者纸张特定部分
出现微小色斑。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Charge AC Output fine 
adjustment] （充电 AC 输出微调）时色斑减少，且设置值

增加。

否 将设置值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到
下一步骤。

6 维修模式 -> 转印电压微调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Transfer Voltage Fine 
Adj] （转印电压微调），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 减小色斑的设置值。

否 将设置值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到
下一步骤。

7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Solid Pattern] （纯色样式）。选择 “SINGLE

（单一） ”、 “HYPER （超级） ”、 “Error diffusion （误

差扩散） ” 和 “1-Sided （单面） ”，然后为 Density （浓

度）输入 “64”，并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此操作会在

一张纸上运行一个 4 色打印循环。

• 检查打印后的图像，确定哪个颜色导致图像异常。

1 至 3 
色

转至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4 色 转至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无 进入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颜色错误的项目 结果 颜色错误的应对措施

1 写入部分 PH 的防尘玻璃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 PH 窗口。

2 充电部分 充电辊上是否有异物。 是 使用 Hydro-wipe （65AA-99##）轻

轻擦掉表面异物。
备注：请勿对充电辊表面用力过
大，否则会损坏表面。

3 光电导体部分 光电导体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感光鼓组件。

4 光电导体部分 静电充电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
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5 显影部分 显影偏压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 （Y：B4 ； M：

B3 ； C：B2 ； K：B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6 连接头连接 高压单元 （CN1、 CN2）、基板 （CN12E、 CN21E、
CN26E）和扩展控制板 （CN7EX、 CN10EX）连接头连

接故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7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 更换感光鼓组件。

• 更换 PH 单元。

• 更换高压单元。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转印带单元。

2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辊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 清除异物。

• 更换转印辊单元。

3 纸张通道 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检查或清洁纸张通道，包括双面器
部分。

4 连接头连接 高压单元 （CN1、 CN2）和基板 （CN21E、 CN26E）出

现连接头连接故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5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更换高压单元。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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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17.3.13 图像模糊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引擎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原稿 原稿是否损坏或太脏。 是 更换原稿。

2 原稿类型 选择 [Copy] （复印） -> [Original Type] （原稿类型）并更

改设置，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是 修正设置。

3 使用稿台时 稿台或原稿垫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更换 CCD 单元。

4 • 使用 DF 时：第 1 面

• 使用 DF-632 时：第 2 面

文档读取台或文档读取台清洁刷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 更换 LED 曝光单元。

• 更换 CCD 单元。

5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CIS 玻璃或 CIS 清洁刷是否太脏。 是 清洁。

否 更换 CIS 模块。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潮湿 纸张潮湿。 是 将潮湿的纸张更换成刚从包装中取
出的纸张。

2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3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4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5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Lattice Pattern] （格状样式）。选择 “SINGLE

（单一） ”、 “HYPER （超级） ”、 “Error diffusion （误

差扩散） ”、 “1-Sided（单面） ”、 “CMYK”、 “600dpi”

和 “Normal （正常） ”，为 CD 宽度输入 “10”，为 FD 

宽度输入 “10”，为浓度输入 “255”，然后在纸盒 2 中装

入 A3 纸。按 Start （开始）键。此操作会按 C、M、 Y 

和 K 的顺序运行一个打印循环。

• 打印后检查图像时发现异常图像很明显。

是 进入引擎故障排除步骤。

否 进入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写入部分 导致图像异常的颜色的 PH 的防尘玻璃上是否太脏或有异

物。

是 清洁 PH 窗口。

2 充电部分 导致图像异常的颜色的充电辊是否有异物。 是 使用 Hydro-wipe （65AA-99##）轻

轻擦掉表面异物。
备注：请勿对充电辊表面用力过
大，否则会损坏表面。

3 光电导体部分 导致图像异常的颜色的 PH 的光电导体上是否太脏或有异

物。

是 • 清洁。

• 更换感光鼓组件。

否 更换 PH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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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17.3.14 折角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故障排除步骤

17.3.15 空白复印、全黑复印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原稿 原稿是否折叠、弯曲或凸起。 是 更换原稿。

2 原稿类型 选择 [Copy] （复印） -> [Original Type] （原稿类型）并更

改设置，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是 修正设置。

3 使用稿台时 稿台倾斜。 是 纠正为正确的位置。

4 扫描路径沿途零件 反光镜、透镜、导光管或反射镜是否太脏。 是 清洁。

5 使用 DF 时 DF 是否没有放平。 是 • 调整 DF 的高度。（DF-714 / 

DF-632）

• 如果 DF 变形或者铰链破损，请

进行更换。

6 • 使用 DF 时：第 1 面

• 使用 DF-632 时：第 2 面

文档读取玻璃是否倾斜。 是 纠正为正确的位置。

否 • 更换 LED 曝光单元。

• 更换 CCD 单元。

7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CIS 玻璃或 CIS 清洁刷是否倾斜。 是 纠正为正确的位置。

否 更换 CIS 模块。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2 纸张通道 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检查并清洁纸张通道，包括双面器
部分。

3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辊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 清除异物。

• 更换转印辊单元。

4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的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禁止拆解定影单元。）

5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中的辊、垫和皮带上是否有划痕。 是 更换定影单元。

否 更换高压单元。

[1] 空白复印 [2] 全黑复印

A
A

A
A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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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引擎故障排除步骤

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2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Solid Pattern] （纯色样式）。选择 “SINGLE

（单一） ”、 “HYPER （超级） ”、 “Error diffusion （误

差扩散） ” 和 “1-Sided （单面） ”，然后为 Density （浓

度）输入 “120”，并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此操作会

在一张纸上运行一个 4 色打印循环。

• 打印后检查图像时发现异常图像很明显。

是 进入引擎故障排除步骤。

否 进入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的应用端子与高压单元的连接端子（T2、 E）和

接地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2 转印带单元 对于导致图像异常的碳粉颜色，转印带应用端子与高压单
元连接端子 （Y：T1-4 ； M：T1-3 ； C：T1-2 ；

K：T1-1）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3 光电导体部分 导致图像异常的碳粉颜色的感光鼓组件是否恰当安装。 否 重新安装。

4 光电导体部分 对于导致图像异常的碳粉颜色，感光鼓充电电晕应用端子
与高压单元连接端子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5 显影部分 对于导致图像异常的碳粉颜色，显影偏压应用端子与高压
单元连接端子 （Y：B4 ； M：B3 ； C：B2 ； K：B1）
间是否存在正接点。

否 清洁或纠正端子。

6 连接头连接 高压单元 （CN1、 CN2）和基板 （CN21E、 CN26E）出

现连接头连接故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7 写入部分 扩展控制板（CN7EX、 CN10EX）连接头连接出现故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8 维修模式 -> 自我诊断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Self-diag.(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并执行功能。然后检查是否显示 “NG” （不佳）。

是 执行显示 “NG” 的检查项目所对应

的相关应对措施。

否 • 更换高压单元。

• 更换 PH 单元。

• 更换扩展控制板。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全黑复印：扫描器部分 扫描器导轨上是否有异物。
驱动轴和滑轮轴是否有故障。

是 清洁并涂抹润滑油。 *1 *2

2 扫描器是否移动顺畅。 否 • 更换扫描器马达。

• 更换扫描器驱动板。

3 • 使用稿台时

• 使用 DF 时：第 1 面
CCD 板 （CN2）与基板 （CN6）间连接电缆的端子引脚

是否没有弯折，且是否进行了正电连接。

否 重新连接连接头。

4 • 使用稿台时

• 使用 DF 时：第 1 面

• 使用 DF-632 时：第 2 面

更换机器与 DF 间的连接电缆。这样是否可消除故障。 是 更换连接电缆。

5 • 使用稿台时

• 使用 DF 时：第 1 面

• 使用 DF-632 时：第 2 面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Self-diag.(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并执行功能。然后检查是否显示 “NG” （不佳）。

是 执行显示 “NG” 的检查项目所对应

的相关应对措施。

否 • 更换 CCD 单元。

• 更换基板。

6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CIS 电源 （J1）、继电器接口 （P6）、主机连接部分

（CN1DF）、基板 （CN10E、 CN14E）和 DC 电源单元

（CN4）的连接头连接是否有故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7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高 CIS 模块 （J221）和基板 （CN5）出现连接头连接故

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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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轴上涂抹 DURASURF KD-453S 润滑脂。 DURASURF 润滑脂是由 Harves Co., Ltd. (http://www.harves.co.jp) 制造的产品。

*2：在扫描器导轨上涂抹 FLOIL No. 947P 或 Launa 40 润滑油。FLOIL 润滑油是由 KANTO KASEI LTD. (http://www.kanto-kasei.co.jp/) 制造的产品。

17.3.16 间距不均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8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更换 CIS 模块与基板间的连接电缆。这样是否可消除故

障。

是 更换连接电缆。

9 维修模式 -> 自我诊断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Self-diag.(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并执行功能。然后检查是否显示 “NG” （不佳）。

是 执行显示 “NG” 的检查项目所对应

的相关应对措施。

否 • 更换 CIS 模块。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2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3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4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Halftone Pattern] （半色调样式）。 

选择 “SINGLE（单一）”、“HYPER（超级）”、“Error 

diffusion （误差扩散） ”、 “1-Sided （单

面） ”、 “CMYK” 和 “Full Bleed （全出血） ”，然后为 

Density （浓度）输入 “64”，并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

按 Start （开始）键。此操作会按 C、 M、 Y 和 K 的顺

序运行一个打印循环。

• 打印后检查图像，只有一色发现异常图像。

是 转至 1 色故障排除步骤。

否 转至 4 色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颜色错误的项目 结果 颜色错误的应对措施

1 间隔为 94 mm 时间距不均 光电导体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感光鼓组件。

2 间隔为 50 mm 时间距不均 显影辊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显影组件。

3 写入部分 PH 的防尘玻璃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 PH 窗口。

4 充电部分 充电辊上是否有异物。 是 使用 Hydro-wipe （65AA-99##）轻

轻擦掉表面异物。
备注：请勿对充电辊表面用力过
大，否则会损坏表面。

5 连接头连接 高压单元 （CN1、 CN2）和基板 （CN21E、 CN26E）出

现连接头连接故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否 • 更换高压单元。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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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色故障排除步骤

17.3.17 光泽不均、光泽暗淡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故障排除步骤

17.3.18 定影性能不良、偏移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间距不均 转印带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转印带单元。

2 间隔为 75 mm 时间距不均 第 2 转印辊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 清除异物。

• 更换转印辊单元。

3 间隔为 126 mm 时间距不

均

定影带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定影单元。

4 间隔为 100 mm 时间距不

均

定影压力辊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定影单元。

5 纸张通道 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检查或清洁纸张通道，包括双面器
部分。

否 • 更换转印带单元。

• 更换高压单元。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2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Halftone Pattern] （半色调样式）。 

选择 “SINGLE（单一）”、“HYPER（超级）”、“Error 

diffusion （误差扩散） ”、 “1-Sided （单

面） ”、 “Black(1PC) （黑色 （1PC）） ” 和 “Full Bleed

（全出血） ”，然后为 Density （浓度）输入 “255”，并

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按 Start （开始）键。此时会进

行一次打印循环。

• 打印后检查图像时发现异常图像很明显。（光泽暗淡）

是 进入下一步。

3 维修模式 -> 定影温度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Machine]（机器）-> 
[Fusing Temperature] （定影温度）并降低定影温度，然后

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将定影温度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
到下一步骤。

4 出纸盘前辊、出纸辊 出纸盘前辊或出纸辊的加压操作是否有问题。 是 进行纠正。

5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的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禁止拆解定影单元。）

6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中的辊、垫和皮带上是否有划痕。 是 更换定影单元。

否 更换定影的电源。

[1] 定影性能不良 [2] 偏移

[1] [2]

C
 F

C
 F C
 F

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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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步骤

17.3.19 毛刷效应、图像渗色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2 图像检查：定影性能不良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Halftone Pattern] （半色调样式）。 

选择 “SINGLE（单一）”、“HYPER（超级）”、“Error 

diffusion （误差扩散） ”、 “1-Sided （单

面） ”、 “Black(1PC) （黑色 （1PC）） ” 和 “Full Bleed

（全出血） ”，然后为 Density （浓度）输入 “64”，并在

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按 Start （开始）键。此时会进行

一次打印循环。

• 打印后检查图像时发现异常图像很明显。

是 进入下一步。

3 图像检查：定影性能不良 •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mart Fusing Control] （智能定影控制）并选择 

[Prohibit] （禁止）。

• 打印后检查图像时发现异常图像很明显。

是 将设置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到下
一步骤。

4 图像检查：偏移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Gradation Pattern] （灰阶样式）。 

选择 “SINGLE（单一）”、“HYPER（超级）”、“Error 

diffusion（误差扩散）”、“1-Sided（单面）”、“8 Color

（4 色）”、“Front Half（前半）” 和 “12 gradations（12 

分级） ”，然后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按 Start （开

始）键。此时会进行一次打印循环。

• 打印后检查图像时发现异常图像很明显。

是 进入下一步。

5 维修模式 -> 定影温度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Machine]（机器）-> 
[Fusing Temperature] （定影温度）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

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 定影性能不良：减小设置值 
* 偏移：增大设置值

否 将设置值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到
下一步骤。

6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的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禁止拆解定影单元。）

7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中的辊、垫和皮带上是否有划痕。 是 更换定影单元。

否 更换定影的电源。

[1] 毛刷效应 [2] 图像渗色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2 纸张潮湿 纸张潮湿。 是 将潮湿的纸张更换成刚从包装中取
出的纸张。

3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4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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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0 细线模糊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5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Lattice Pattern] （格状样式）。选择 “SINGLE

（单一） ”、 “HYPER （超级） ”、 “Error diffusion （误

差扩散） ”、 “1-Sided（单面） ”、 “CMYK”、 “600dpi”

和 “Normal （正常） ”，为 CD 宽度输入 “10”，为 FD 

宽度输入 “10”，为浓度输入 “255”，然后在纸盒 2 中装

入 A3 纸。按 Start （开始）键。此操作会按 C、M、 Y 

和 K 的顺序运行一个打印循环。

• 打印后检查图像时发现异常图像很明显。

是 进入下一步。

6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转印带单元。

7 第 2 转印部分 第 2 转印辊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 清除异物。

• 更换转印辊单元。

8 维修模式 -> 定影温度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Machine]（机器）-> 
[Fusing Temperature] （定影温度）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

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 增大或减小设置值

否 将设置值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到
下一步骤。

9 维修模式 -> 定影传送速度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Machine]（机器） -> 
[Fusing Transport Speed] （定影传送速度）并进行必要的

调整，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 毛刷效应：增大或减小设置值 * 图像渗色：减小设置值

否 将设置值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到
下一步骤。

10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的纸张通道上是否有污垢或异物。 是 清洁。（禁止拆解定影单元。）

11 定影单元 定影单元中的辊、垫和皮带上是否有划痕。 是 更换定影单元。

否 更换定影的电源。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纸张潮湿 纸张潮湿。 是 将潮湿的纸张更换成刚从包装中取
出的纸张。

2 纸张设置 用于打印的纸张是否与在机器上选择的纸张类型和纸张尺
寸设置匹配。

是 再次在机器上进行纸张设置。

3 主扫描方向上的细线模糊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Machine]（机器） -> 
[LD adjustment] （LD 调整） -> [LD Light Width 
Adjustment] （LD 光宽度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将设置值恢复为原始值，然后转到
下一步骤。

4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5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6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Lattice Pattern] （格状样式）。选择

“SINGLE”（单一）、 “FEET” （英尺）、 “1-Sided”（单

面）、 “CMYK”、 “600dpi” 和 “Normal” （正常），为 

CD 宽度输入 “3”，为 FD 宽度输入 “3”，为浓度输入

“255”，然后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按 Start （开始）

键。此操作会按 C、M、Y 和 K 的顺序运行一个打印循

环。

• 打印后检查图像时发现异常图像很明显。

是 进入引擎故障排除步骤。

否 进入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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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故障排除步骤

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17.3.21 波纹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初始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写入部分 导致图像异常的颜色的 PH 的防尘玻璃上是否太脏或有异

物。

是 清洁 PH 窗口。

2 充电部分 导致图像异常的颜色的充电辊是否有异物。 是 使用 Hydro-wipe （65AA-99##）轻

轻擦掉表面异物。
备注：请勿对充电辊表面用力过
大，否则会损坏表面。

3 光电导体部分 导致图像异常的颜色的 PH 的光电导体上是否太脏或有异

物。

是 • 清洁。

• 更换感光鼓组件。

4 转印带单元 转印带上是否有污垢、划痕或异物。 是 • 清洁。

• 更换转印带单元。

否 更换 PH 单元。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原稿 原稿是否折叠、弯曲或凸起。 是 更换原稿。

2 原稿类型 选择 [Copy] （复印） -> [Original Type] （原稿类型）并更

改设置，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是 修正设置。

3 使用稿台时 稿台倾斜。 是 纠正为正确的位置。

4 使用 DF 时 DF 是否没有放平。 是 • 调整 DF 的高度。（DF-714 / 

DF-632）

• 如果 DF 变形或者铰链破损，请

进行更换。

5 • 使用 DF 时：第 1 面

• 使用 DF-632 时：第 2 面

文档读取玻璃是否倾斜。 是 纠正为正确的位置。

否 • 更换 LED 曝光单元。

• 更换 CCD 单元。

6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CIS 玻璃或 CIS 清洁刷是否倾斜。 是 纠正为正确的位置。

否 更换 CIS 模块。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原稿 原稿是否损坏或太脏。 是 更换原稿。

2 原稿类型 选择 [Copy] （复印） -> [Original Type] （原稿类型）并更

改设置，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3 原稿方向 将方向更改为放置原稿的方向。此操作是否可消除波纹现
象。

是 更改原稿方向。

4 维修模式 -> 稳定器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Stabilization Only] （仅限稳定），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否 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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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故障排除步骤

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17.3.22 图像失真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故障排除步骤

5 维修模式 -> 灰阶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

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6 图像检查 •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Test Mode] （测试

模式） -> [Halftone Pattern] （半色调样式）。 

选择 “SINGLE（单一）”、“HYPER（超级）”、“Error 

diffusion （误差扩散） ”、 “1-Sided （单

面） ”、 “CMYK” 和 “Full Bleed （全出血） ”，然后为 

Density （浓度）输入 “64”，并在纸盒 2 中装入 A3 纸。

按 Start （开始）键。此操作会按 C、 M、 Y 和 K 的顺

序运行一个打印循环。

• 打印后检查图像时发现异常图像很明显。

是 进入引擎故障排除步骤。

否 进入扫描器故障排除步骤。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维修模式 -> 进纸方向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Machine]（机器）-> 
[Printer Area]（打印机区域） -> [Paper Feed Direction Adj.]
（进纸方向调整）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故障
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2 维修模式 -> 初始化 + 图像

稳定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处理调整） -> [Stabilizer]（稳定器） -> 
[Initialize + Image Stabilization] （初始化 + 图像稳定）和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整），并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

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 更换 PH 单元。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使用稿台时：副扫描缩放
调整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Machine]（机器）-> 
[Scan Area] （扫描区域） -> [Sub Scan Zoom Adj.] （副扫

描缩放调整）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
消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更换 CCD 单元。

2 使用 DF 时：第 1 面：进纸

缩放

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ADF] -> [Feed Zoom]
（进纸缩放）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
消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更换 CCD 单元。

3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FD 放大调整 （B）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FD-Mag. 
Adj. (B)] （FD 放大调整 （B））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

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否 进入下一步。

4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主扫描方向缩放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Main 
Scanning Direction Zoom] （主扫描方向缩放）并进行必要

的调整，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更换 CIS 模块。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安装状态 是否没有将机器安装在平坦的区域。 是 水平安装机器。

2 原稿类型 选择 [Copy] （复印） -> [Original Type] （原稿类型）并更

改设置，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是 修正设置。

3 使用稿台时 稿台是否未正确安装。 是 纠正为正确的位置。

否 更换 CCD 单元。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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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3 ACS 故障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故障排除步骤

17.3.24 图像异常

典型的故障图像
这些典型图像故障中的箭头表示进纸方向。

故障排除步骤

4 • 使用 DF 时：第 1 面上

失真

• 使用 DF-632 时：第 2 面

上失真

是否未正确安装 CCD 板。 是 纠正为正确的位置。

否 更换 CCD 单元。

5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上

失真

是否未正确安装 CIS 模块。 是 纠正为正确的位置。

否 更换 CIS 模块。

[1] 彩色原稿部分 [2] 黑白原稿部分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原稿类型 选择 [Copy] （复印） -> [Original Type] （原稿类型）并更

改设置，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是 修正设置。

2 原稿方向 将方向更改为放置原稿的方向。这样是否可消除故障。 是 更改原稿方向。

3 效用 -> 自动颜色等级调整 选择 [Utility] （效用） -> [Utility] （效用）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Auto Color Level Adjust.]（自动

颜色等级调整），然后检查图像故障是否消除。

是 重新调整。

否 • 更改原稿方向。

• 根据原稿类型进行设置。（如果

原稿在边角包含彩色区域，可能

会导致彩色区域检测 NG。）

[1] 上一页上的数据 [2] 下一页上的数据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1 使用稿台时
使用 DF 时：第 1 面

CCD 板 （CN2）与基板 （CN6）间连接电缆的端子引脚

是否没有弯折，且是否进行了正电连接。

否 重新连接连接头。

2 使用稿台时
使用 DF 时：第 1 面

更换 CCD 板与基板板间的连接电缆。这样是否可消除故

障。

是 更换连接电缆。

否 • 更换 CCD 单元。

• 更换基板。

3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CIS 电源 （J1）、继电器接口 （P6）、主机连接部分

（CN1DF）、基板 （CN10E、 CN14E）和 DC 电源单元

（CN4）的连接头连接是否有故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4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高 CIS 模块 （J221）和基板 （CN5）出现连接头连接故

障。

是 重新连接连接头。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A
B

C
D

EA
A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1] [2]

[1] [2]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bizhub C360i/C300i/C250i L 故障排除 > 17. 图像质量问题

L-238

5 使用 DF-714 时：第 2 面 更换 CIS 模块与双重扫描图像处理板间的连接电缆。这样

是否可消除故障。

是 更换连接电缆。

6 维修模式 -> 自我诊断 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tate Confirmation]
（状态确认） -> [Self-diag.(Full)] （自我诊断 （完全）），

并执行功能。然后检查是否显示 “NG” （不佳）。

是 执行显示 “NG” 的检查项目所对应

的相关应对措施。

否 • 更换 CIS 模块。

• 更换基板。

步骤 部分 检查项目 结果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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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C 保护装置

18.1 概述
• 为增强产品的安全性，本 MFP 在各电路板上均安装了 IC 保护装置。 ICP 是一种保护 IC 的组件。

• 如果电气零件 （如马达）的供电量超过了设定水平， ICP 将跳闸以保护 IC 免受过电流的影响。

• IC 拥有过电流保护功能，当电流超出指定值时，此功能会启用，以防止 IC 过电流。

对于具有过电流保护功能的 IC 和被保护的 IC，如果此问题得到解决，只需关闭然后打开主电源开关， MFP 将会恢复，无需更换电路板。

• 下表介绍了各电路板中安装的 IC 保护装置、相关设备，以及发生过电流时的现象。

18.2 IC 保护装置列表

18.2.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1) 基板

(a) ICP

ICP 编号 符号 目标零件名称 ICP 跳闸时

各负载的症状 故障代码及其他

F1E M1 传送马达 电源线路 A1 错误 C7601

F2E M2 PC 马达 电源线路 A2 错误 C7602

F3E M21 显影马达 电源线路 A3 错误 C7603

F4E M3 定影马达 电源线路 A4 错误 C7604

F5E HV 高压单元 电源线路 A5 错误 C7605

F7E CL2 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 电源线路 A7 错误 C7607

CL3 纸盒 1 进纸离合器

CL4 对位离合器

CL7 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

CL10 进纸辊快速离合器

F8E - 基板的机械控制器中的 3.3 V DC/DC 转换

器

机械控制器 ASIC 通讯错误 C40A6

F9E - DF 无定影检测功能 -

F10E - 扫描器单元 无定影检测功能 -

F11E PCCB PC 控制板 电源线路 A10 错误 C760A

F12E EXCB 扩展控制板 电源线路 A11 错误 C760B

F13E TCT 总计数器 （仅限日本机型） 电源线路 A12 错误 C760C

KCT 插入式计数器

F14E DFCB DF 控制板 电源线路 A13 错误 C760D

SCDB 扫描器驱动板

- F15E

F15E SW2 前门开关 电源线路 A14 错误 C760E

SW3 右门开关

F17E CUDB 清洁单元驱动板 电源线路 A15 错误 C760F

F19E - DF 后侧读取设备电缆损坏检测 C9702

- 扫描器单元

ICP5 FAXB/2 传真电路板 /2 （传真线路 2） 传真电路板错误 5 （未安装传真板。安装错误。

硬件缺陷。）

CB005

ICP6 FAXB/1 传真电路板 /1 （传真线路 1 或传真线路 1 
至 3，传真线路 1 至 4）

传真电路板错误 5 （未安装传真板。安装错误。

硬件缺陷。） 

CB005

F1 FM3 后侧冷却风扇 背面冷却风扇无法旋转 C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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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带过流保护功能的 IC

(2) 扩展控制板

(a) ICP

18.2.2 DF-632

(1) DF 控制板

18.2.3 DF-714

(1) DF 控制板

ICP 编号 符号 目标零件名称 当过流保护功能生效时

各负载的症状 故障代码及其他

IC2 -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电源未打开 -

IC61 - 投币机 无法检测投币机
显示 “ 打开投币机的电源 ”

-

IC85 - 无线局域网 扩展网络适配器安装错误 CD262

IC86 USBHB USB 集线器板 无法检测到 USB 存储器 -

- 认证单元 无法检测到认证单元
“ 无法找到与认证单元的连接。找到连接后关闭 /
打开主电源开关。 ” 显示

-

ICP 编号 符号 目标零件名称 ICP 跳闸时

各负载的症状 故障代码及其他

ICP1 M15 歪斜修正马达 /C 电源线路 B3 出错 C7623

M16 歪斜修正马达 /M

M17 歪斜修正马达 /Y

ICP3 M14 多棱镜马达 电源线路 B2 错误 C7622

ICP 编号 符号 目标零件名称 ICP 跳闸时

各负载的症状 各负载的症状

F1 - DC 至 DC 转换器输入部分 24V 线路 无法在 DF 中产生 DC24V，而且 MFP 无法使 DF 回
到原位

-

F2 - DC 至 DC 转换器输入部分 5V 线路 无法在 DF 中产生 DC5V，而且 MFP 无法使 DF 回
到原位

-

F3 M2 进纸马达 进纸部分卡纸 -

F4 M3 对位马达 传送部分卡纸 -

F5 M1 文档读取马达 传送部分卡纸 -

F6 SD1 出纸辊释放电磁铁 反转部分卡纸 -

F8 M5 读取辊释放马达 读取前压接异化机构故障 C8101

F9 - 印记电磁铁 无法打上印记 -

ICP 编号 符号 目标零件名称 ICP 跳闸时

各负载的症状 故障代码及其他

F1 - DC 至 DC 转换器输入部分 24V 线路 无法在 DF 中产生 DC24V，而且 MFP 无法使 DF 回
到原位

-

F2 - DC 至 DC 转换器输入部分 5V 线路 无法在 DF 中产生 DC5V，而且 MFP 无法使 DF 回
到原位

-

F3 M2 进纸马达 进纸部分卡纸 -

F4 M3 对位马达 传送部分卡纸 -

F5 M1 文档读取马达 传送部分卡纸 -

F6 FM1 DF 冷却风扇马达 冷却风扇故障 C8302

F8 M4 读取辊释放马达 读取前压接异化机构故障 C8101

F9 - 印记电磁铁 无法打上印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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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IS 电源

18.2.4 JS-506

(1) JS 控制板

18.2.5 FS-533

(1) FS 控制板

18.2.6 PK-519

(1) PK 控制板

18.2.7 FS-536/FS-536SD

(1) FS 控制板

ICP 编号 符号 目标零件名称 ICP 跳闸时

各负载的症状 故障代码及其他

F1 - DC 至 DC 转换器输入部分 12V 线路 CIS LED 照明故障 C9403

F2 - DC 至 DC 转换器输入部分 5V 线路 CIS LED 照明故障 C9403

ICP 编号 符号 目标零件名称 ICP 跳闸时

各负载的症状 故障代码及其他

ICP1 - CPU 电源 无操作 （由于 CPU 无电源，所以检测不到 FS 连
接）

-

ICP2 - DC 至 DC 转换器输入部分 24V 线路 无法在 FS 中产生 DC24V，而且 MFP 无法检测 FS -

ICP3 M1 纸盒移位马达 移位马达驱动故障 C1182

ICP 编号 符号 目标零件名称 ICP 跳闸时

各负载的症状 故障代码及其他

F1 - 所有 IC 和促动器 无操作 （由于 CPU 无电源，所以检测不到 FS 连
接）

-

CP1 - DC 至 DC 转换器输入部分 5 V 线路 无操作 （由于 CPU 无电源，所以检测不到 FS 连
接）

-

CP2 - 稳压器 无操作 （由于 CPU 无电源，所以检测不到 FS 连
接）

-

CP3 - DC 至 DC 转换器输入部分 24 V 线路 无操作 （由于 CPU 无电源，所以检测不到 FS 连
接）

-

CP21 SD101 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 无操作 -

CP22 SD102 批量电磁铁 无操作 -

CP23 SD103 出纸辊电磁铁 无操作 -

CP101 M101 传送马达 传送部分卡纸 -

CP102 M102 出纸马达 传送部分卡纸 -

CP103 M103 对齐辊马达 传送部分卡纸 -

CP104 M104 出纸辊提升马达 出纸辊加压 / 收缩故障 C11A1

CP105 M105 对齐马达 / 前 对齐马达 / 前驱动故障 C1103

M106 对齐马达 / 后 对齐马达 / 后故障 C1140

CP107 M107 装订器移动马达 装订器移动马达故障 C1106

CP109 M109 纸盒提升马达 主纸盘升 / 降马达驱动故障 C1102

ICP 编号 符号 目标零件名称 ICP 跳闸时

各负载的症状 故障代码及其他

F201 M201 打孔马达 打孔驱动马达驱动故障 C1132

ICP 编号 符号 目标零件名称 ICP 跳闸时

各负载的症状 故障代码及其他

F1 - 24V 转 5V DC 转 DC 转换器 无法检测 -

F2 M11 主纸盘升 / 降马达 主纸盘升 / 降马达驱动故障 C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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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D 控制板

ICP 编号 符号 目标零件名称 ICP 跳闸时

各负载的症状 故障代码及其他

F1 - 24V 转 5V DC 转 DC 转换器 无法检测
无法检测
显示 “There is an open component.” （有组件打

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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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零件 / 连接头布局图

1. 零件布局图

1.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1.1.1 扫描器部分

*：不含日本型号

1.1.2 前侧

(1) 板 / 开关 / 传感器 / 其它

[1] 角度传感器 （PS202） [2] 原稿尺寸传感器 1 （PS204）

[3] 原稿尺寸传感器 /2 （PS205） * [4] CCD 板 （CCDB）

[5] 原稿盖板传感器 （RS201） [6] 控制面板单元

[7] LED 曝光单元 （LU201） [8] 扫描器原位传感器 （PS201）

[9] 扫描器驱动板 （SCDB） [10] 扫描器马达 （M201）

[6]

[5]

[9]

[8]

[7]

[10] [1] [2]

[4]
[3]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16]
[17]

[15]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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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购件

*2：仅限日本机型

(2) 负荷

[1] 右门开关 （SW3） [2] USB 集线器板 （USBHB） *1

[3] 机械状态监测板 （MCMB） [4] 总计数器 （TCT） *2

[5] 前门开关 （SW2） [6] 主电源开关 （SW1）

[7] 废碳粉满传感器 （PS45） [8] 碳粉用尽传感器 /K （PS31）

[9] 碳粉用尽传感器 /C （PS32） [10] 碳粉用尽传感器 /M （PS33）

[11] 碳粉用尽传感器 /Y （PS34） [12] 废粉盒到位传感器 （PS46）

[13] 消电 LED/Y （EL/Y） [14] 消电 LED/M （EL/M）

[15] 消电 LED/C （EL/C） [16] 消电 LED/K （EL/K）

[17] 传真扬声器 （SP1） - -

[1] 碳粉供应马达 /K （M6） [2] 废碳粉传送马达 （M20）

[3] PH/ 电源冷却风扇 （FM1） [4] 转印带吸尘器冷却风扇 （FM2）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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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背面

(1) 电路板

*：选购件

[1] 扩展控制板 （EXCB） [2] 基板 （BASEB）

[3] 备份板 （ERB） [4] 高压单元 （HV）

[5] EFI 中继电路板 （EFIRYB） * [6] DSC 板 /1 （DSCB/1） *

[7] 传真卡 /1 （FAXB/1） * [8] 传真卡 /2 （FAXB/2） *

[9] TPM 板 （TPMB） [10] 存储板 （STRGB）

[11] CPU 板 （CPUB） [12] 存储器板 （MEMB） *

[13] 无线局域网板 （WLANB） * - -

[1]

[2]

[3]

[4]

[5]

[6]

[11]

[12]

[8]
[7]

[10]

[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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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关 / 传感器 / 其它

[1] 第 1 转印压力传感器 （PS39） [2] 气压传感器 （ATMPRS）

[3] 显影电磁铁 （SD4） -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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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负荷

[1] 碳粉盒马达 /YM （M10） [2] 碳粉供应马达 /Y （M9）

[3] PC 马达 （M2） [4] 显影马达 （M21）

[5] 后侧冷却风扇 （FM3） [6] 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 （CL5）

[7] 碳粉供应马达 /C （M7） [8] 纸张冷却风扇 （FM8）

[9] 碳粉盒马达 /CK （M25） [10] 碳粉供应马达 /M （M8）

[2]

[3]

[4]

[5]

[8]

[7]

[6]

[10] [1]
[9]



bizhub C360i/C300i/C250i M 零件 / 连接头布局图 > 1. 零件布局图

M-6

1.1.4 左侧

1.1.5 右侧

[1] PH 单元 [2] DC 电源 （DCPU）

[1]

[2]

[11]

[1]

[2]

[4]

[3]

[9]

[5]

[6]

[7]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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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手送纸盒

[1] IDC 传感器 / 后 （IDCS/Rr） [2] 定影波幅传感器 / 后 （PS2）

[3] IDC 传感器 / 前 （IDCS/Fr） [4] 对位传感器 （PS1）

[5] TCR 传感器 /Y （TCRS/Y） [6] TCR 传感器 /M （TCRS/M）

[7] TCR 传感器 /C （TCRS/C） [8] TCR 传感器 /K （TCRS/K）

[9] 温度 / 湿度传感器 （TEM/HUMS） [10] 对位离合器 （CL4）

[11] 碳粉盒冷却风扇 （FM4） - -

[1] 手送进纸提升位置传感器 （PS26） [2] 手送纸盒 FD 纸张尺寸传感器 /2 （PS29）

[3] 手送纸盒 FD 纸张尺寸传感器 /1 （PS28） [4] 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VR1）

[5] 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 （SD6） [6] 手送纸盒进纸缺纸传感器 （PS27）

[7] 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 （SD1） [8] 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 （CL7）

[2]

[3]

[4]
[5]

[6]

[7]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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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纸盒 1

1.1.8 纸盒 2

[1] 纸盒 1 进纸离合器 （CL3） [2] 纸盒 1 进纸传感器 （PS23）

[3] 纸盒 1 缺纸指示灯板 （PEIB/1） [4] 纸盒 1 缺纸传感器 （PS24）

[5] 纸盒 1 上限传感器 （PS25） [6] 进纸热敏电阻 （TH4）

[7] 纸盒 1 FD 纸张尺寸板 （FDPSB/1） [8] 纸盒 1 CD 纸张尺寸板 （CDPSB/1）

[9] 纸盒 1 提升马达 （M12） [10] 纸盒 1 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1）

[11] 进纸辊快速离合器 （CL10） - -

[1] 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 （CL2） [2] 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

[3] 纸盒 2 进纸传感器 （PS20） [4] 纸盒 2 缺纸指示灯板 （PEIB/2）

[5] 纸盒 2 缺纸传感器 （PS21） [6] 纸盒 2 上限传感器 （PS22）

[7] 纸盒 2 FD 纸张尺寸板 （FDPSB/2） [8] 纸盒 2 CD 纸张尺寸板 （CDPSB/2）

[9] 纸盒 2 提升马达 （M13） [10] 纸盒 2 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2）

[11] 纸盒 2 进纸离合器 （CL1） - -

[3]

[4][5]

[7]

[6]

[8]

[1]
[10] [11]

[9]

[2]

[4]

[5]
[6]

[7]

[8]

[11][10]

[9]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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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定影 / 出纸部分

1.1.10 双面器部分

[1] 定影加热灯 /1 （FH1） [2] 加热辊温控器 / 边缘 （TS2）

[3] 加热辊温控器 / 中心 （TS1） [4] 加热辊温度传感器 （TEMS）

[5] 出纸传感器 （PS3） [6] 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心 （TH2）

[7] 出纸通道开关电磁铁 （SD3） [8] 定影压力原位传感器 （PS38）

[9] 加热辊热敏电阻 / 边缘 （TH1） [10] 定影加热灯 /2 （FH2）

[11] 定影加压马达 （M11） [12] 定影马达 （M3）

[1] 出纸 / 反转马达 （M4） [2] ADU 传送马达 （M5）

[3]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1 （PS40） [4]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2 （PS41）

[5] 传送马达 （M1） [6] ADU 传送离合器 （CL6）

[8]

[9]

[6]

[10]

[7]

[5]

[12]
[1] [2]

[3]
[4]

[11]

[1]
[2]

[3]

[4]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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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F-632/SP-501

*：选购件

[1] 对位马达 （M3） [2] 进纸马达 （M2） 

[3] 印记电磁铁 （SD2） * [4] 稿台清洁马达 （M4）

[5] 出纸辊释放电磁铁 （SD1） [6] 文档读取马达 （M1）

[7] 读取辊释放马达 （M5） - -

[1]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PS6） [2]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2 （PS7）

[3] 文档缺纸传感器 （PS1） [4]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VR1）

[5] 混合原稿传感器 /3 （PS10） [6] 读稿台清洁传感器 （PS12）

[7] 混合原稿传感器 /2 （PS9） [8] 混合原稿传感器 /1 （PS8）

[9]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 [10] 出纸传感器 （PS5）

[11] 对位传感器 （PS3） [12] 读取辊位置传感器 （PS11）

[13] 分离后传感器 （PS2） [14] 上门传感器 （PS13）

[15] DF 控制板 （DFCB） - -

[6]

[1] 

[4]

[2] 

[7]

[5]

[3]

[6] 

[15]
[1] 

[2] 

[7] 
[9] 

[10] 

[11] 

[3] 
[12]

[14]

[5] 

[13]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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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F-714/SP-501

*：选购件 

[1] DF 控制板 （DFCB） [2] CIS 模块 （CIS）

[3] CIS 电源 （CISPU） [4] 多页进纸检测板 / 发送 （MFDB/TX）

[5] 多页进纸接收器板 （MFRB） [6] 多页进纸检测板 / 接收 （MFDB/RX）

[1] 文档读取马达 （M1） [2] 进纸马达 （M2）

[3] CIS 清洁马达 （M5） [4] DF 冷却风扇马达 （FM1）

[5] 印记电磁铁 （SD2） * [6] 读稿台清洁马达 （M6）

[7] 对位马达 （M3） [8] 读取辊释放马达 （M4）

[1]

[2]

[3]

[4]

[5]

[6]

[7]

[1]

[6]

[5]

[3]
[4]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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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C-116/PC-216

[1]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PS8） [2]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2 （PS9）

[3]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VR1） [4] CIS 盖传感器 （PS15）

[5] 读稿台清洁传感器 （PS13） [6] 混合原稿传感器 /3 （PS12）

[7] 混合原稿传感器 /2 （PS11） [8]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6）

[9] 混合原稿传感器 /1 （PS10） [10] 分离后传感器 （PS2）

[11] 读取辊位置传感器 （PS4） [12] 对位传感器 （PS3）

[13] CIS 清洁传感器 （PS7） [14] 上门传感器 （PS14）

[15] 出纸传感器 （PS5） [16] 文档缺纸传感器 （PS1）

[1] 右下门传感器 （PS111） [2] 纸盒 3 上限传感器 （PS116）

[3] 纸盒 3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13） [4] 纸盒 4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23）

[5] 纸盒 3 进纸传感器 （PS112） [6] 纸盒 3 缺纸传感器 （PS114）

[7] 纸盒 4 进纸传感器 （PS122） [8] 纸盒 3 缺纸指示灯板 （PEIB/3）

[9] 纸盒 4 缺纸指示灯板 （PEIB/4） [10] 纸盒 4 缺纸传感器 （PS124）

[11] 纸盒 4 上限传感器 （PS126） [12] 纸盒 4 CD 纸张尺寸板 （CDPSB/4）

[13] 纸盒 4 FD 纸张尺寸板 （FDPSB/4） [14] 纸盒 3 FD 纸张尺寸板 （FDPSB/3）

[5]

[13] 

[1] 
[2] 

[6][7]
[8] 

[9]
[10]

[16] 

[11] 

[14] 

[4]

[12] 

[3]

[15] 

[3]
[2]

[1]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20]

[15]
[16]

[17]
[18]

[19]

[14]



bizhub C360i/C300i/C250i M 零件 / 连接头布局图 > 1. 零件布局图

M-13

*：仅日本

1.5 PC-416

[15] 除湿器中继电路板 （PCRYB） * [16] 除湿加热器开关 （SW4） *

[17] PC 控制板 （PCCB） [18] 纸盒 3 CD 纸张尺寸板 （CDPSB/3）

[19] 纸盒 4 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25） [20] 纸盒 3 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15）

[1] 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 （M112） [2] 纸盒 4 垂直传送马达 （M122）

[3] 纸盒 4 进纸马达 （M121） [4] PC 除湿加热器 （DH111）

[5] 纸盒 4 提升马达 （M123） [6] 纸盒 3 提升马达 （M113）

[7] 纸盒 3 进纸马达 （M111） - -

[1] 右下门传感器 （PS131） [2] 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PS136）

[3] 主纸盘上部缺纸传感器 （PS137） [4]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33）

[5] 进纸传感器 （PS132） [6] 纸盒 3 缺纸指示灯板 （PEIB/3）

[7] 碳粉盒在位传感器 （PS143） [8] 主纸盘缺纸传感器 （PS134）

[9] 移位器停止 / 下限位置传感器 （PS138） [10] 分隔板传感器 （PS142）

[3] 

[2] 

[1] 

[4][5] 

[6] 

[7] 

[3]
[2]

[1]

[4]
[5]

[6]

[7]

[8]

[9]

[12]

[13]

[14]
[15]

[16]

[17]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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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日本

1.6 LU-302

[11] 移位器原位传感器 （PS139） [12] 副纸盘缺纸传感器 （PS140）

[13] 副纸盘纸张剩余量传感器 （PS141） [14] 除湿器中继电路板 （PCRYB） *

[15] 除湿加热器开关 （SW4） * [16] PC 控制板 （PCCB）

[17] 主纸盘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35） - -

[1] 垂直传送马达 （M132） [2] 升降马达 （M134）

[3] PC 除湿加热器 （DH111） [4] 移位器马达 （M133）

[5] 进纸马达 （M131） - -

[1] LU 门开关 （MS1） [2] LU 即将缺纸传感器 /2 （PS6）

[3] LU 缺纸传感器 （PS4） [4] 纸盒 LED （LED）

[5] 除湿加热器 （DH） [6] LU 进纸传感器 （PS3）

[7] LU 上限传感器 （PS2） [8] LU 到位传感器 （PS1）

[2] 

[1] 

[3]

[4] 

[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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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S-506

1.8 FS-533

[9] LU 提升马达 （M1） [10] LU 进纸马达 (M2)

[11] LU 传送马达 （M3） [12] LU 驱动板 （LUDB）

[13] LU 即将缺纸传感器 /1 （PS5） - -

[1] 出纸纸盒 1 满传感器 （PS2） [2] 纸盒移位马达 （M1）

[3] 纸盒移位原位传感器 （PS1） [4] JS 控制板 （JSCB）

[1] 纸张传输马达 （M101） [2] 装订器移动马达 （M107）

[3] 对齐辊马达 （M103） [4] 出纸马达 （M102）

[5] 出纸辊提升马达 （M104） [6] 出纸辊电磁铁 （SD103）

[7] 对齐马达／前 （M105） [8] 对齐马达／后 （M106）

[9] 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 （SD101） [10] 纸盒提升马达 （M109）

[11] 批量电磁铁 （SD102） - -

[3] [2]
[1][4]

[3]
[2]

[1]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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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PK-519

[1] 进纸传感器 （PS101） [2] 对齐板原位传感器／前 （PS108）

[3] 拾纸辊位置传感器 （PS105） [4] 装订器中继电路板 （STRYB）

[5]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PS110） [6] 排纸处理器锁定开关 （SW1）

[7] 出纸盘原位传感器 （PS107） [8]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2 （PS104）

[9] 纸张重量杆传感器 （PS103） [10]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PS102）

[11] 对齐板原位传感器／后 （PS109） [12] FS 控制板 （FSCB）

[1] 打孔马达 （M201） [2] 进纸传感器 （PS201）

[3] PK 控制板 （PKCB） [4]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PS205）

[5] 打孔器驱动凸轮传感器 （PS203） [6] 打孔器原位传感器 （PS204）

[7] 打孔马达传感器 （PS202） - -

[3]
[2]

[1]

[4]

[5]

[6]
[7]

[8]
[9]

[10]

[11]

[12]

[3]

[2]
[1]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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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RU-513

1.11 FS-536/FS-536SD

[1] 第 3 出纸盘满传感器 （PS1） [2] RU 入口传感器 （PS2）

[3] RU 盖板打开／关闭传感器 （PS3） [4] RU 传送马达 （M1）

[1] 主纸盘升 / 降马达 （M11） [2] FNS 放电马达 （M3）

[3] FNS 入口传送马达 （M2） [4] FNS 叶片马达 （M5）

[5] 接收辊收缩马达 （M4） [6] 尾缘止动器马达 （M6）

[7] 对齐马达／前 （M7） [8] 纸叠排出马达 （M10）

[9] 预排纸驱动马达 （M9） [10] 纸张接收控制马达 （M12）

[11] 侧装订器移动马达 （M13） [12] 对齐马达／后 （M8）

[1]

[2]
[3]

[4]

[1]
[4]

[5]

[2]

[6]

[7]

[3]

[8][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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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使用 

[1] 堆叠器马达传感器 （PS25） [2] 副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 外 （PS9）

[3] 主纸盘上部位置检测开关 （SW2） [4] 预排纸距离传感器 （PS22）

[5] 副纸盘出纸传感器 （PS8） [6] 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

[7] 预排纸原位传感器 （PS21） [8] 尾缘止动器原位检测传感器 （PS20）

[9] FNS 入口传感器 （PS4） [10] 上盖门打开 / 关闭检测传感器 （PS32）

[11] 副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 内 （PS10） [12] 交换折叠纸张输出传感器 （PS30）

[13] 鞍式出纸传感器 （PS5） [14] 接收辊收缩传感器 （PS11）

[15] 上叶片原位检测传感器 （PS14） [16] 前门打开检测开关 （SW1）

[17] 对齐板 / 前原位传感器 （PS12） [18] 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 内 （PS7）（*1）

[19] 纸张递送控制传感器 （PS28） [20] 装订器位置传感器 / 中 （PS24）

[21] 纸夹马达传感器 （PS17） [22] 主纸盘上限位置传感器 / 前 （PS27）

[23] 主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PS29） [24] 预排纸编码器传感器 （PS15）

[25] 装订堆叠器纸张检测传感器 （PS31） [26] 纸夹位置检测传感器 （PS19）

[27]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 后 （PS23） [28] 主纸盘上限位置传感器 / 后 （PS26）

[29] 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 外 （PS6）（*1） [30] 对齐板 / 后原位传感器 （PS13）

[31] 纸夹原位传感器 （PS18） [32] FS 控制板 （FSCB）

[33] 宽扁限位传感器 （PS36） - -

[1] [3]
[4]

[5][2] [6]
[9]

[11]
[12]

[13]

[15]

[16]

[17]

[14]

[18]
[19][20][21]

[22]
[23]

[10]
[8]

[7]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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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FS-536SD 鞍式部分

[1] 对齐马达 （M3） [2] SD 传送马达 （M1）

[3] 排纸控制马达 （M2） [4] 中央折叠导板马达 （M6）

[5] 三折导板马达 （M8） [6] SD 叶片马达 （M7）

[7] 止动器电磁铁 （SD1） [8] 止动器驱动马达 （M4）

[9] 中央折叠刀马达 （M9） [10] 中心折叠辊马达 （M5）

[1] SD 入口传感器 （PS1） [2] 中央装订 / 折叠堆叠器纸张检测传感器 （PS3）

[3] 卷曲封页检测传感器 （PS2） [4] 对齐原位传感器 （PS4）

[5] 三折门原位传感器 （PS11） [6] 导板原位传感器 （PS7）

[7] 叶片原位传感器 （PS5） [8] 止动器原位传感器 （PS6）

[9]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传感器 / 外 （PS14） [10] 折叠出纸传感器 （PS12）

[11]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传感器 / 内 （PS13） [12] 中央折叠刀原位传感器 （PS8）

[13] SD 控制板 （SDCB） - -

[1]

[2]

[8]

[10]

[3]

[4]

[5]

[6][9]
[7]

[1]

[10]

[11]

[3]

[6]

[4]

[7][9] [8]

[5]

[12]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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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PK-520

1.14 CU-102

[1]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 外 （PS4） [2]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 内 （PS5）

[3] 打孔马达传感器 （PS3） [4] 打孔驱动马达 （M1）

[5] 打孔位置传感器 （PS2） [6] 打孔原位传感器 （PS1）

[1] 排气风扇／ 1 （FM14） [2] 排气风扇 /2 （FM15）

[3] 清洁单元驱动板 （CUDB） - -

[1]

[2][3]

[4]

[5]
[6]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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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接头布局图

2.1 电路板接口布局图

2.1.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1) 基板 （BASEB）

(2) 存储板 （STRGB）

CN17
（4 针）

CN35E（6 针）

CN27E（32 针）CN17E
（18 针）

CN23E（19 针）

CN21E
（17 针）

CN30E（13 针）
CN25E（18 针）

CN32E（5 针）
CN33E（8 针）

CN28E（4 针）

CN6（20 针）

CN5（20 针）

CN26（8 针）

CN19（24 针）

CN18（8 针）

CN15（14 针）

CN8（4 针）

CN2（9 针）

CN7（24 针）
CN99（4 针）

CN27（4 针）

CN20
（10 针）

CN16（4 针）

CN1（6 针）

CN10（12 针）

CN11（12 针）

CN100（281 针）

CN13（13 针）
CN12E
（8 针）

CN3E（11 针）

CN14E（8 针）

CN22E
（6 针）

CN36E（4 针）
CN11E（6 针）

CN10E（4 针）

CN8E（6 针）

CN19E（20 针）

CN15E（17 针）

CN26E（40 针）
CN24E（9 针）

CN18E（10 针）

CN20E（4 针）

CN1E（6 针）

CN9E（16 针）

CN2E（12 针）

CN6E（10 针）

CN4E（13 针）

CN13E（12 针）

CN16E（7 针）

CN29E（2 针）

CN7E（8 针）

CN1（75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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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PU 板 （CPUB）

(4) 备份板 （ERB）

(5) 扩展控制板 （EXCB）

CN9（30 针）

CN6（75 针）

CN36（9 针）

CN5（281 针）

CN7（50 针）

CN1（75 针）

CN1（5 针）

CN6EX
（30 针）

CN7EX
（18 针）

CN8EX
（6 针）

CN11EX
（20 针）

CN10EX
（19 针） CN4EX

（17 针）

CN5EX
（12 针）

CN2EX
（8 针）

CN3EX
（12 针）

CN13EX
（9 针）

CN14EX
（14 针）

CN16EX
（10 针）

CN1EX
（6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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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PM 板 （TPMB）

(7) 机械状态监测板 （MCMB）

(8) 高压单元 （HV）

CN1（10 针）

CN2（4 针）CN3（2 针）CN4（2 针）

CN1（20 针）

CN2（17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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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C 电源 （DCPU）

(10)扫描器驱动板 （SCDB）

CN9（12 针）

CN6（8 针）

CN4（7 针）

CN7（6 针）

CN8（7 针）

CN10（6 针）

CN5（8 针）

CN11（2 针）

CN1（2 针）

CN2（3 针）

CN5（7 针）

CN1（8 针）CN4（4 针）

CN2（10 针）

CN6（3 针）CN3（6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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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DF-632

DF 控制板 （DFCB）

2.1.3 DF-714

DF 控制板 （DFCB）

J8
（4 针）

J18
（5 针）

J21
（9 针）

J1
（2 针）

J12
（9 针）

J14
（13 针）

J5
（4 针）

J15
（7 针）

J6
（4 针 ）

J16
（3 针）

J24
（2 针）

J19
（2 针）

J7
（4 针）

J10
（3 针）

J11
（3 针）

J8
（4 针）

J18
（5 针）

J20
（7 针）

J21
（9 针）

J1
（2 针）

J12
（9 针）

J13
（3 针）

J14
（13 针）

J9
（4 针）

J5
（4 针）

J15
（7 针）

J6
（4 针）

J16
（3 针）

J30
（4 针）

J32
（3 针）

J19
（2 针）

J7
（4 针）

J10
（3 针）

J11
（3 针）



bizhub C360i/C300i/C250i M 零件 / 连接头布局图 > 2. 连接头布局图

M-26

CIS 电源 （CISPU）

多页进纸接收器板 （MFRB）

多页进纸检测板 / 发送 （MFDB/TX）

多页进纸检测板 / 接收 （MFDB/RX）

J1
（2 针）

J2（6 针）

J3（3 针）

J4（4 针）

J2（2 针）

J2（2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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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PC-116

PC 控制板 （PCCB）

CN2（2 针）

CN1
（13 针）

CN13C
（6 针）

CN12（8 针）

CN11
（18 针）

CN3
 （2 针）

CN5
 （16 针）

CN4
 （19 针）

CN6C
 （9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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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PC-216

PC 控制板 （PCCB）

CN2（2 针）

CN1
（13 针）

CN13C
（6 针）

CN12
（8 针）

CN11 
（18 针）

CN7C
 （6 针）

CN18C 
 （6 针）

CN9C 
 （16 针）

CN3
 （2 针）

CN5
 （16 针）

CN4
 （19 针）

CN6C
 （9 针）

CN8C
 （9 针）

CN16C
 （6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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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PC-416

PC 控制板 （PCCB）

CN2（2 针）

CN1（13 针）

CN12（8 针）

CN11 
（18 针）

CN10L
（7 针）

CN14L 
（12 针）

CN15L
（10 针）

CN3
 （2 针）

CN5
 （16 针）

CN4
 （17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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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LU-302

LU 驱动板 （LUDB）

2.1.8 JS-506

JS 控制板 （JSCB）

CN3（5 针） CN6（3 针）

CN4（8 针） CN5（20 针）

CN1（8 针） CN2（18 针）

CN101
（10 针）

CN208 
（5 针）

CN201
（6 针）

CN200
（2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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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FS-533

FS 控制板 （FSCB）

装订器中继电路板 （STRYB）

CN102
（17 针）

CN111 
（4 针）

CN105
（6 针）

CN109
（14 针）

CN110 
（12 针）

CN106
（3 针）

CN999
（7 针）

CN103
（8 针）

CN101
（4 针）

CN108
（6 针）

CN104
（3 针）CN112

（15 针）

CN119
（2 针）

CN120
（17 针）

CN122
（5 针）

CN121 
（17 针）

CN123
（8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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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PK-519

PK 控制板 （PKCB）

2.1.11 FS-536/FS-536SD

FS 控制板 （FSCB）

CN204
（18 针）

CN202 
（15 针）

CN201
（3 针）

CN203
（2 针）

J10
（2 针）

J11
（22 针）J4

（32 针）

J12
（16 针）

J13
（13 针）

J14
（24 针）

J9
（28 针）

J8
(NC)

J7
（17 针）

J6
（10 针）

J5
（16 针）

J15
（10 针）

J16
（4 针）

J17
(NC)

J3
（2 针）

J1
（6 针）

J2
（3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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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FS-536SD 鞍式部分

SD 控制板 （SDCB）

2.1.13 FK-514 （线路 1/2）

传真电路板 （FAXB）

2.1.14 FK-515 （线路 3/4）

传真电路板 （FAXB）

2.1.15 CU-102

清洁单元驱动板 （CUDB）

J4
（13 针）

J10
（9 针）

J11
（20 针）

J9
（10 针）

J8
（14 针）

J3
（4 针）

J1
（4 针）

J2
（6 针）

J5
（11 针）

J7
（13 针）

CN101（5 针）

CN301（12 针）
CN602

CN601

CN101（5 针）

CN301（12 针）
CN603

CN601

CN2
（3 针）

CN3
（3 针）

CN1
（6 针）

CN4
（3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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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 SC-509

DSC 板 /1 （DSCB/1）

2.1.17 VI-516

EFI 中继电路板 （EFIRYB）

2.1.18 UK-115

存储器板 （MEMB）

CN1（30 针）

CN1
（7 针）

CN2
（19 针）

CN3
（20 针）

CN4（25 针）

CN2（7 针）

CN1
（75 针）

CN8
（4 针）

CN3（19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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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继电器接口布局图

2.2.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1) 主机

编号 CN 编号 销钉 位置 编号 CN 编号 销钉 位置

[1] CN153 3 针脚 12-D [2] CN900 2 针脚 7-D

[3] CN108 2 针脚 12-C [4] CN120 6 针脚 9-E

[5] CN96 3 针脚 7-D [6] CN95 9 针脚 7-D

[7] CN1FIX 3 针脚 6-D [8] CN156 2 针脚 12-C

[9] CN126 4 针脚 11-Q [10] CN48 3 针脚 10-W

[11] CN47 3 针脚 11-W [12] CN46 3 针脚 11-W

[13] CN45 3 针脚 11-W [14] CN252 5 针脚 10-W

[15] CN251 5 针脚 10-W [16] CN255 4 针脚 16-Q

[17] CN250 5 针脚 9-W [18] CN253 19 针脚 15-Q

[19] CN149 12 针脚 11-W [20] CN249 5 针脚 9-W

[21] CN256 4 针脚 16-R [22] CN25 5 针脚 10-W

[23] CN254 19 针脚 15-R [24] CN248 15 针脚 9-W

[25] CN151 12 针脚 5-W [26] CN305 2 针脚 8-Q

[27] CN115 3 针脚 11-Q [28] CN1AC 2 针脚 18-X/19-X/20-X

[29] CN2AC 2 针脚 26-D [30] CN308 2 针脚 8-Q

[31] CN307 16 针脚 7-Q [32] CN306 5 针脚 10-Q

[33] CN300 18 针脚 9-Q [34] CN92 4 针脚 11-Q

[1]

[3]
[4]
[5]
[6]

[2]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8]

[19]

[20]
[21]

[22]
[23]

[24]

[26]
[25]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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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CN79 12 针脚 6-W [36] CN150 4 针脚 21-P

[37] CN80 3 针脚 6-W [38] CN81 3 针脚 7-W

[39] CN82 3 针脚 7-W [40] CN83 3 针脚 6-W

编号 CN 编号 销钉 位置 编号 CN 编号 销钉 位置

[1] CN113 3 针脚 11-D [2] CN27 3 针脚 5-Q

[3] CN3DF 7 针脚 4-K [4] CN2DF 9 针脚 3-K

[5] CN1DF 6 针脚 3-K [6] CN2FS 6 针脚 6-K

[7] CN1FN 3 针脚 17-Q [8] CN26 3 针脚 10-Q

[9] CN607 4 针脚 16-R [10] CN112 4 针脚 6-Q

[11] CN118 2 针脚 6-Q [12] CN159 2 针脚 6-Q

[13] CN29 2 针脚 13-J [14] CN180 9 针脚 17-I

[15] CN181 9 针脚 18-I [16] CN193 4 针脚 24-E

[17] CN12 2 针脚 5-C [18] CN9 13 针脚 4-W

[19] CN155 12 针脚 22-D [20] CN154 12 针脚 21-D

[21] CN606 4 针脚 4-W [22] CN602 3 针脚 4-W

[23] CN73 2 针脚 3-C [24] CN191 2 针脚 10-J

[25] CN86 4 针脚 5-D [26] CN111 7 针脚 3-D

[27] CN77 8 针脚 4-D [28] CN5 6 针脚 11-D

[29] CN170 9 针脚 3-D [30] CN78 3 针脚 5-Q

[31] CN119 4 针脚 10-C [32] CN33 2 针脚 11-J

编号 CN 编号 销钉 位置 编号 CN 编号 销钉 位置

[2]

[3]

[4]
[5]
[6]
[7]

[8]

[9]

[11]
[10]

[13]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1]

[32]

[44]
[45]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21]

[22]
[23]
[24]

[29]

[27]
[28]

[30]
[31]

[2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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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N28 2 针脚 13-J [34] CN34 3 针脚 15-I

[35] CN30 8 针脚 11-I [36] CN36 4 针脚 15-I

[37] CN40 10 针脚 16-I [38] CN37 3 针脚 15-I

[39] CN19 6 针脚 19-I [40] CN13 12 针脚 10-I

[41] CN43 2 针脚 16-J [42] CN16 3 针脚 19-I

[43] CN21 2 针脚 10-J [44] CN44 2 针脚 17-J

[45] CN20 2 针脚 10-J - - - -

编号 CN 编号 销钉 位置 编号 CN 编号 销钉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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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时序图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1.1 打印时的时序图

TOD

分离电压

第 2 转印电压

转印带状态

定影马达（M3）

第 1 转印电压/K

显影偏压 AC 远程控制/K

显影偏压 DC/K

充电偏压 DC/K

充电偏压 AC 远程控制/K

充电偏压 AC/K

消除 LED/K

显影电磁铁（SD4）

传送马达（M1）

第 1 转印电压/YMC

显影偏压 AC 远程控制/YMC

显影偏压 DC/YMC

充电偏压 DC/YMC

充电偏压 AC 远程控制/YMC

充电偏压 AC/YMC

消除 LED/YMC

显影马达（M21）

PC 马达（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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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U-302

操作条件

时序图

纸张类型 普通纸

纸张尺寸 A4(LEF) 或 8 1/2 x 11(LEF)

进纸模式 多页进纸打印

LU 进纸传感器（PS3）

LU 传送马达（M3）_EN

LU 传送马达（M3）_CLK

LU 进纸马达 (M2)_EN

LU 进纸马达 (M2)_CLK

传送辊

进纸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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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S-536/FS-536SD

3.1 移位模式

操作条件

时序图

3.2 中央装订模式

操作条件

时序图

纸张尺寸 A4 或 8 1/2 x 11

原稿张数 两张原稿

原稿类型 单面

复印件 2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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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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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购件

2.1 DF-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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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F-714

• DF-714 配线图 (aamnm0oc801da.pdf 85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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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C-116

• PC-116 配线图 (aav5m0oc801da.pdf 85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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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C-216

• PC-216 配线图 (aav5m0oc802da.pdf 91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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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C-416

• PC-416 配线图 (aav5m0oc803da.pdf 86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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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LU-302

• LU-302 配线图 (a87vm0nc810dc.pdf 74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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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JS-506

• JS-506 配线图 (a2yvm0nc810da.pdf 0.7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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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FS-533

• FS-533 配线图 (a2yum0nc810db.pdf 82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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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FS-536/FS-536SD
FS-536_Wiringdiagram_RU-513

• FS-536/FS-536SD 配线图 (a87gm0nc802db.pdf 115 KB)

• FS-536/FS-536SD 配线图 A3 尺寸 (1/2) (a87gm0nc912db.pdf 95 KB)

• FS-536/FS-536SD 配线图 A3 尺寸 (2/2) (a87gm0nc922db.pdf 86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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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操作原理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1.1 接口部分

1.1.1 配置

(1) 前侧

• *1：配备选购的认证单元时。 

• *2：仅限日本机型 

(2) 右侧

[1] 控制面板 [2] 按键盖板

[3] 背面停止键 [4] 背面重置键

[5] 操作状态指示灯部分 [6] IC 卡读取位置 （*1）

[7] 总计数器 （*2） [8] 纸盒 1 纸张剩余量显示

[9] 纸盒 2 纸张剩余量显示 [10] 电源键

[1] 控制面板连接接口 [2] 串行接口 （用于 CS Remote Care 调制解调器连接）

[3] USB 端口 （类型 B） USB2.0/1.1 [4] 网络端口 （1000Base-T/100Base-TX/10Base-T）

[5] USB 端口 （类型 A，连接至前侧的 USB 板） [6] USB 端口 （类型 A，用于认证单元）

[7] USB 端口 （类型 C，用于无线局域网） [8] USB 端口 （类型 A，用于传真线路 1）

[9] USB 端口 （类型 A，用于传真线路 2） [10] LINE 端口 2 （用于电话线 2）（*2）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 操作原理 >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2

• *1：仅安装了一个选购 FK-514 单元时 

• *2：安装了两个选购 FK-514 单元时 

• *3：安装了本地接口组件 EK-608/EK-609 时。 

备注
• 如果只安装了一个选购的 FK-514，始终将其安装到主线路位置 （下侧）。

(3) 后侧

1.2 扫描器部分

1.2.1 配置

[11] TEL 端口 2 （不使用） [12] LINE 端口 1 （用于电话主线）（*1）

[13] TEL 端口 1 （用于外部电话主线）（*1） [14] 主电源开关 （SW1）

[15] 无线局域网板 （UK-221） [16] 语音提示输出端 （*3）

[17] USB 端口 （类型 A，选购）（*3） [18] USB 端口 （类型 A，标准）

[1] 输稿器连接接口 [2] 排纸处理器连接接口

[3] 进纸柜连接接口 [4] 传真组件 FK-514 （用于主线）

[5] 传真组件 FK-514 （用于线路 2） - -

[1] 扫描器原位传感器 （PS201） [2] 扫描器驱动板 （SCDB）

[3] 原稿尺寸传感器 1 （PS204） [4] 扫描器马达 （M201）

[5] 角度传感器 （PS202） [6] 原稿尺寸传感器 /2 （PS205）（*）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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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件

1.2.2 驱动

1.2.3 LED 曝光单元
• 扫描器部分的光源使用 LED （发光二极管）以节能。

• 安装在 LED 曝光单元一侧 （后侧）的 LED 板上的 LED 发光。

• 从 LED 发出的光线会沿着光导管传输。

• 原稿通过从两个光导管发出的直射光线接触均 、稳定的光线。

1.2.4 电源打开时
1. 当电源打开时， LED 亮起。

2. LED 曝光单元会移动到原位。

3. 将 LED 曝光单元从原位移动到阴影位置 （在阴影校正板下）。

4. 会调整 CCD 传感器输出电压至 R、 G 和 B 的增益值。

5. 调整增益值后，会执行阴影校正。

6. LED 曝光单元沿着返回方向移动并停止在原位。

7. 抬起 DF 放置原稿时， LED 曝光单元会移动到原稿尺寸检测位置。

[7] CCD 板 （CCDB） [8] 控制面板

[9] 原稿盖板传感器 （RS201） [10] LED 曝光单元 （LU201）

[11] 扫描器电缆 [12] 反光镜单元

[1] 扫描器马达 （M201） [2] 扫描器驱动钢丝绳 / 后

[3] 扫描器驱动钢丝绳 / 前 [4] LED 曝光单元 （LU201）

[5] 反光镜单元 - -

[1] 光导管 [2] LED 板

[3] 原稿 [4] 稿台

[5] 直射光线 [6] 反射镜

[1]

[2][3]
[4]

[5]

[1]

[3] [4]

[1]

[6]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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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按 Start （开始）键时的控制

(1) 原稿盖板模式
1. 打开开始键会打开 LED。

2. LED 曝光单元沿着返回方向移动并停止在阴影位置。在阴影位置，会进行增益调整。

3. LED 曝光单元沿着返回方向移动并停止在扫描开始位置。

4. 若要开始扫描，执行阴影校正的同时， LED 曝光单元会从扫描开始位置移动到原稿主缘。

• 曝光单元会开始从主缘读取原稿图像。

• 单元会在原稿尾缘完成读取图像。

5. 读取完成时， LED 会关闭。

6. LED 曝光单元会从原稿尾缘位置返回。在阴影位置，会确定 LED 已关闭。

7. 然后 LED 曝光单元会移动到原位，接着移动到原稿尺寸检测位置。

注意事项

• 由于在一次扫描中 R、 G 和 B 数据会被记忆，即使彩色复印件也只会扫描一次。

(2) DF 模式
• 会在 DF 稿台上读取输稿器送入的原稿。 LED 曝光单元会移动到读取位置并停止。纸张转印时，原稿会被读取。

[1] 原稿尺寸检测位置 [2] 阴影位置

[3] 原位 [4] LED 曝光单元 （LU201）

[5] 阴影修正 [6] LED 打开

[1] 原位 [2] 扫描开始位置

[3] 阴影位置 [4] 原稿尺寸检测位置

[5] 图像尾缘 [6] 增益调整

[7] 读取原稿 [8] 返回

[9] LED 打开 - -

[1][2][3][4]

[5]

[6]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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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稿扫描控制
• 从曝光原稿上反射的光线会通过透镜到达 CCD 传感器。

• CCD 传感器根据光的强度输出各种电信号 （模拟）。

• 一个 CCD 传感器具有单独对应 R、 G 和 B 三原色之一的光电接收器。

• 电信号会被 CCD 板 （CCDB）转换为 R、 G 和 B 的数字数据，成为独立的数字信号。

校准
扫描原稿前进行以下调整和校正 （校准），因此可适当读取原稿图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P.1.17.1. 扫描器部分图像处理块状图 ”。

• 增益调整

• 阴影修正

1.2.6 原稿扫描区域
• 原稿扫描区域因扫描模式而异。

(1) 原稿盖板模式
• 主扫描方向： 大 297.0 mm

• 副扫描方向： 大 431.8 mm

(2) DF 模式

(a) 以 400 dpi 或更低分辨率扫描
• 主扫描方向： 大 297.0 mm

• 副扫描方向： 大 1,000.0 mm （仅传真模式）

(b) 以 600 dpi 扫描
• 主扫描方向： 大 297.0 mm

• 副扫描方向： 大 432.0 mm

[1] 阴影位置 [2] 原位

[3] 原稿读取位置 [4] 阴影修正

[5] 读取原稿 [6] LED 打开

[1] CCD 传感器 [2] 扫描方向

[3] 副扫描方向 [4] 主扫描方向

[1][2][3]

[4]
[5]

[6]

R
G
B

4.7 µm

4.7 µm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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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原稿尺寸检测控制

(1) 检测方式
• 有关长度方向，会使用固定反射原稿尺寸传感器。

• CCD 读取原稿宽度方向，以便可以检测宽度尺寸。

• 标准原稿尺寸会根据原稿尺寸传感器的检测状态以及 CCD 所检测到宽度进行确定。

• 对于自定义尺寸，控制可设置比有问题的自定义尺寸大一些的 小可能标准尺寸以防止图像无效。

• *：选购件 

(2) 原稿尺寸判断

备注
• 在维修模式下可选择表 1 或 2。

标准 （日本）

表 1

表 2

标准 （适用于中国以及使用公制单位的国家）

表 1

[1] LED 曝光单元 （LU201） [2] 原稿尺寸传感器 1 （PS204）

[3] 原稿尺寸传感器 /2 （PS205）（*） [4] CCD 单元

原稿尺寸传感器 1
（PS204）

主扫描宽度 （mm）

0 至 130.0 大 153.0 大 187.0 大 215.0 大 262.0 262.1 或以上

OFF （关） 无原稿 A5 S B5S A4S B5 A4

ON （开） A3 B4 B4 B4 B4 A3

原稿尺寸传感器 1
（PS204）

主扫描宽度 （mm）

0 至 130.0 大 143.9 大 153.0 大 187.0 大 213.0 大 220.9 大 262.0 大 284.4 284.5 或以

上

OFF （关） 无原稿 51/2×81/2S A5 S B5S A4S 81/2×11 S B5 81/2×11 A4

ON （开） A3 81/2×14 81/2×14 81/2×14 81/2×14 81/2×14 B4 11×17 A3

原稿尺寸传感器 主扫描宽度 （mm）

1 (PS204) 2 (PS205) 0 至 130.0 
张

大 153.0 大 187.0 大 200.0 大 215.0 大 225.0 大 261.5 大 275.0 275.1 或以上

OFF （关） - 无原稿 A5 S B5S 16K S A4S B5 B5 16K A4

ON （开） - A3 FLS FLS FLS FLS FLS B4 8K A3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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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标准 （适用于使用英制单位的国家）

表 1

表 2

(3) 检测时序
• 当角度传感器从停用状态被激活后，根据原稿尺寸传感器的状态确定长度方向的尺寸。

• 对宽度方向进行两次检测：一次是在角度传感器激活时，另一次是在原稿盖板传感器激活时。

• 由于抬起 DF 而造成原稿盖板传感器从激活状态禁用时会重置原稿尺寸。

原稿尺寸传感器 主扫描宽度 （mm）

1 
(PS204)

2 
(PS205)

0 至 130.0 
张

大 
143.9

大 
153.0

大 
187.0

大 
200.0

大 
213.0

大 
220.9

大 
225.0

大 
261.5

大 
274.7

大 
284.4

284.5 或
以上

OFF
（关）

OFF
（关）

无原稿 51/2×81/

2S

A5 S B5S 16K S A4S 81/2×11 S B5 B5 16K 81/2×11 A4

ON
（开）

OFF
（关）

A3 FLS FLS FLS FLS FLS FLS FLS B4 8K 11×17 A3

OFF
（关）

ON
（开）

A3 81/2×14 81/2×14 81/2×14 81/2×14 81/2×14 81/2×14 B4 B4 8K 11×17 A3

ON
（开）

ON
（开）

A3 81/2×14 81/2×14 81/2×14 81/2×14 81/2×14 81/2×14 B4 B4 8K 11×17 A3

原稿尺寸传感器 主扫描宽度 （mm）

1 (PS204) 2 (PS205) 0 至 130.0 张 大 144.7 大 220.9 221.0 或以上

OFF （关） - 无原稿 51/2×81/2S 81/2×11 S 81/2×11

ON （开） - 11×17 81/2×14 81/2×14 11×17

原稿尺寸传感器 主扫描宽度 （mm）

1 (PS204) 2 (PS205) 0 至 130.0 
张

大 
143.9

大 
153.0

大 
187.0

大 
213.0

大 
220.9

大 
225.0

大 
262.0

大 
284.4

284.5 或以上

OFF
（关）

OFF
（关）

无原稿 51/2×81/2S A5 S B5S A4S 81/2×11 S B5 B5 81/2×11 A4

ON （开） OFF
（关）

A3 FLS FLS FLS FLS FLS FLS B4 11×17 A3

OFF
（关）

ON （开） A3 81/2×14 81/2×14 81/2×14 81/2×14 81/2×14 B4 B4 11×17 A3

OFF
（关）

ON （开） A3 81/2×14 81/2×14 81/2×14 81/2×14 81/2×14 B4 B4 11×17 A3

[1] 角度传感器 （PS202） [2] 原稿尺寸传感器 1 （PS204）

[3] 原稿盖板传感器 （RS201） - -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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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写入部分 （PH 部分）

1.3.1 配置

1.3.2 概述
• 光电导体的表面被照射激光，从而形成了静电潜像。

• PH 单元具有四色曝光单元单件配置。针对四种不同颜色中的每一种颜色提供半导体激光器。使用一个多棱镜马达进行扫描。

• 多棱镜有七个面。

• 旋转多棱镜通过激光驱动板上的激光二极管发射的激光照射，以进行激光扫描。

• 配备单光束阵列激光二极管，通过多棱镜的一面扫描一行。

[1] G2 镜头 [2] 歪斜修正马达 /C （M15）

[3] 歪斜修正马达 /M （M16） [4] 歪斜修正马达 /Y （M17）

[5] G1 镜头 [6] 多棱镜马达 （M14）

[7] 柱状镜头 [8] 合成镜 /Y、 M、 C、 K

[9] 激光驱动板 （LDDB） [10] 回位镜 （光源）

[11] 指示板 （INDEXB） [12] 分度透镜

[13] 回位镜 （分度） [14] 分度反光镜

[7] [6] [5]

[1]

[4]
[8]

[9]

[10]

[11]

[13]
[14]

[3]
[2]

[12]

YY M C K

[1]

[2]

[3]
[4][5][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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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激光曝光处理
1. 每种颜色的激光通过合成镜和回位镜 （光源）进入柱状镜头。

2. 在柱状镜头中，每束激光在多棱镜附近会聚。

3. 由于每种颜色的激光的入射角变化，因此由多棱镜反射的激光对于每种颜色以不同的角度反射。

4. 每种颜色的激光的集中角度由 G1 镜头修正，然后达到每个回位镜。

5. K 激光通过 G2 镜头和回位镜 1 会聚在光电导体表面。Y 激光通过回位镜 1、G2 镜头和回位镜 2 会聚在光电导体表面。M 激光通过回位镜 1、

G2 镜头和回位镜 2 会聚在光电导体表面。 C 激光通过回位镜 1、 G2 镜头、回位镜 2 和回位镜 3 会聚在光电导体表面。

1.3.4 激光发射时序
• 开始一个打印循环后，检测到光电导体和多棱镜马达的稳定旋转信号时，会从基板输出激光器开启信号。

• 激光器开启信号会让各激光二极打开并发射出激光束。

• K 激光通过回位镜 （光源）、柱状镜头、多棱镜、 G1 透镜、分度镜、回位镜 （分度）后照射到指示板，分度透镜生成指示信号。

• 此指示板可根据主扫描方向上的每一行维持相同的激光发射时间。

• 指示信号仅通过 K 激光生成。其他颜色的激光发射时间参考 K 激光确定。

• 如果在预设时间内未检测到指示信号，则机器会判断为激光器发射故障，显示 “ 故障代码：C4501 激光器故障 ”。 

• 机器持续监控指示信号。如果无法在固定间隔检测到指示信号，则机器会判断为激光器发射故障，显示 “ 故障代码：C4501 激光器故障 ”。 

[1] 光电导体 Y [2] 一行，一次扫描

[3] 光电导体旋转方向 [4] 回位镜 1

[5] G1 镜头 [6] 多棱镜

[7] 激光二极管 [8] 回位镜 3

[9] G2 镜头 [10] 回位镜 2

[11] 光电导体 [12] 光束

[1] 激光二极管 /K (LD/K) [2] 激光二极管 /C (LD/C)

[3] 激光二极管 /M (LD/M) [4] 激光二极管 /Y (LD/Y)

[5] 回位镜 （光源） [6] G1 镜头

[7] 多棱镜马达 （M14） [8] 回位镜 1

[9] G2 镜头 [10] 回位镜 2

[11] 回位镜 3 - -

[4] [5][3]
[2]

[1]

[7]

[6]

[6]

[10]

[8] [8] [8]

[9][9][10][10] [9][9]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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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激光发射停止
如果在打印过程中遇到以下情况，激光束发射便会停止。

• 打印作业结束

• 如果在打印期间打印模式从彩色变为黑色，则停止发射 Y、 M 和 C 激光。

• 当前门或任何其它门打开时。

• 发生卡纸。

• 发生故障。

1.3.6 激光发射区域

(1) 主扫描方向
• 主扫描方向的打印开始位置根据主扫描打印开始信号 （/HSYNC）以及纸张宽度来确定。

• 激光发射区域由纸张尺寸决定。然而纸张两边的区域是空白图像区域。

(2) 副扫描方向
• 副扫描方向的打印开始位置根据图像写入信号 （VSYNC）确定。另外，也由系统速度来决定。

• 激光发射区域由纸张尺寸决定。然而纸张两边的区域是空白图像区域。

[1] 激光二极管 /K (LD/K) [2] 激光二极管 /C (LD/C)

[3] 激光二极管 /M (LD/M) [4] 激光二极管 /Y (LD/Y)

[5] 柱状镜头 [6] 回位镜 （分度）

[7] 指示板 （INDEXB） [8] 分度透镜

[9] G1 镜头 [10] 多棱镜马达 （M14）

模式 无效的图像区域

主扫描方向 副扫描方向

复印 距离纸张边缘 3 mm 距离纸张主缘 4.2 mm

距离纸张边缘 3 mm 距离纸张尾缘 3 mm

PC 打印 距离纸张边缘 4.2 mm 距离纸张主缘 4.2 mm

距离纸张边缘 4.2 mm 距离纸张尾缘 4.2 mm

[4] [6] [7] [8]
[3]
[2]

[1]

[10]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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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颜色对位控制 （颜色偏移校正）系统

(1) 控制概述
• 在串联引擎中，四种不同的颜色都有独立的图像再现过程。由于 PH 单元的部件精度变化，可能会发生颜色偏移的情况。颜色对位控制系统自

动检测主扫描方向和副扫描方向的颜色偏移，并对其进行校正。

• 颜色偏移检测序列如下进行。每种图案分别在转印带的前部和后部产生。前后的每个 IDC 传感器都会读取相应的图案。然后计算副扫描方向和

主扫描方向的颜色偏移量并将其存储在存储器中。

• 从副扫描检测范围内的图案读取副扫描方向的颜色偏移量。从主扫描检测范围内的图案读取主扫描方向的颜色偏移量。

• 机器根据数据读数计算每种不同颜色的位置的校正量。根据计算出的数据，机器在图像输出期间控制每个点，从而校正颜色偏移量。

[1] 纸张边缘的无效图像区域 [2] 纸张主缘的无效图像区域

[3] 纸张尾缘的无效图像区域 [4] 激光发射区域

[1] 转印带 [2] 主扫描方向的检测区域

[3] 副扫描方向的检测区域 [4] 转印带的移动方向

[1]

[2]

[3]

[1]

[4]

[2][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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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颜色偏移的类型
• 颜色偏移是指三种不同的颜色，即黄色 （Y）、品红色 （M）和青色 （C）的图像相对于黑色 （K）图像未对准的情况。

• 可能出现四种不同类型的颜色偏移：主扫描方向的颜色偏移、由于主扫描方向的整体缩放误差引起的颜色偏移、副扫描方向的颜色偏移以及图

像歪斜。

(3) 主扫描方向的颜色偏移校正
• 如果每种颜色（Y、 M、 C）的图像相对于主扫描方向的黑色（K）图像未对准，则更改主扫描方向的写入开始时间可校正颜色偏移。需要针对

各种颜色 （Y、 M、 C）单独进行颜色偏移校正。

• 启动图像稳定序列时，将激活颜色偏移校正控制。

* 当品红色图像相对于副扫描方向的黑色 （K）图像未对准时

(4) 校正由于主扫描方向的整体缩放误差引起的颜色偏移
• 如果每种颜色 （Y、 M、 C）的图像和黑色 （K）图像在主扫描方向的长度发生变化，则更改激光二极管的时钟频率可校正主扫描方向的长度

差。需要针对各种颜色 （Y、 M、 C）单独进行颜色偏移校正。

• 启动图像稳定序列时，将激活颜色偏移校正控制。

* 当品红色图像比黑色 （K）图像长时

[1] IDC 传感器 / 后 （IDCS/Rr） [2] IDC 传感器 / 前 （IDCS/Fr）

[1] 转印带的旋转方向 [2] 转印带

[3] 校正前 [4] 颜色偏移

[5] 品红色 （M） [6] 黑色 （K）

[7] 校正后 [8] 无颜色偏移

[1]

[2]

[3] [7]

[1]

[2]

[4]

[6]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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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副扫描方向的颜色偏移校正
• 如果每种颜色（Y、 M、 C）的图像相对于副扫描方向的黑色（K）图像未对准，则更改副扫描方向的写入开始时间可校正颜色偏移。需要针对

各种颜色 （Y、 M、 C）单独进行颜色偏移校正。

• 启动图像稳定序列时，将激活颜色偏移校正控制。

* 当品红色图像相对于副扫描方向的黑色 （K）图像未对准时

(6) 歪斜 （图像歪斜）
• 如果每种颜色 （Y、 M、 C）的图像相对于副扫描方向的黑色 （K）图像倾斜，则可以通过倾斜 PH 单元的 G2 镜头来修正图像歪斜。需要针对

各种颜色 （Y、 M、 C）单独进行图像歪斜修正。

• 在图像稳定序列开始时调整图像歪斜。

* 当品红色图像朝黑色 （K）图像倾斜时

[1] 转印带的旋转方向 [2] 转印带

[3] 校正前 [4] 品红色 （M）

[5] 黑色 （K） [6] 颜色偏移

[7] 校正后 [8] 无颜色偏移

[1] 转印带的旋转方向 [2] 转印带

[3] 校正前 [4] 黑色 （K）

[5] 颜色偏移 [6] 品红色 （M）

[7] 校正后 [8] 无颜色偏移

[3] [7]

[1]

[2] [4][5]

[6]

[6]

[8]

[3] [7]

[1]

[2] [4]

[5]

[6] [8]

[3] [7]

[1]

[2]

[4]

[5]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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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颜色歪斜修正控制

(1) 控制概述
• PH 单元内的温度可能会发生变化，并且组件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这些现象可能会导致颜色歪斜问题。为了防止这些问题，对应于 Y、M 和 C 

的各个 G2 镜头分别具有颜色歪斜自动调节机构。

• 当歪斜修正马达运行时， G2 镜头上下移动以执行自动颜色歪斜修正。

(2) 歪斜调整方法
• 下文介绍光束通过歪斜修正马达移动的方向。

• 当歪斜修正马达旋转时， G2 镜头沿下图所示的箭头方向移动，光束也随之移动。

• 只有青色使用的翻转镜数量比黄色或品红色更多，这会导致光束移动的方向与黄色和品红色不同。

歪斜调整方向：当歪斜修正马达 /Y、 M、 C 顺时针旋转时光束移动的方向

[1] 转印带的旋转方向 [2] 转印带

[3] 校正前 [4] 黑色 （K）

[5] 颜色偏移 [6] 品红色 （M）

[7] 校正后 [8] 无颜色偏移

[1] G2 镜头 [2] 歪斜修正马达

[1] G2 镜头倾斜轴 [2] G2 镜头：倾斜镜头以修正颜色歪斜。

[3] 歪斜修正马达 [4] 驱动齿轮

[5] G2 镜头驱动凸轮 - -

[1]

[2]

[1]

[2]

[3]

[4]

[5]

CM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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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歪斜修正马达调整值面板显示

(4) 操作时序
• 同时操作颜色对位控制 （颜色偏移校正）和颜色歪斜修正控制。

• 使用通过检测到的副扫描对位图案计算出的数值并根据先前的校正数据，计算每种颜色的颜色歪斜量。

1.3.9 歪斜调整 / 歪斜调整重置
• 存在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执行 “ 颜色歪斜修正控制 ” 的情况。机器提供的功能允许您根据这些情况重置 “ 歪斜调整数据 ”。

• 有关维修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I.5.8. 打印头歪斜调整 ”。

(1) 可能的情况和原因
• 更换新的 PH 单元后。

• 显示警报代码 “P-14：歪斜修正故障 ” 时。

• 在颜色歪斜修正控制期间打开门或关闭主电源开关，导致歪斜修正序列停止；所造成的结果是，歪斜修正马达的当前位置是未知的。

• 执行诸如更换存储板之类的操作时，机器中的歪斜调整马达设置的备份位置信息丢失。

1.3.10 PH 单元检测控制
• 使用 PH 单元中安装的 PH 温度传感器，以 30 秒的间隔测量 PH 单元内的温度。

• 记录检测到的温度数据以构成环境信息数据并用于控制例如颜色对位、第 1 转印输出确定和转印辊的清洁。

1.3.11 PH 窗口清洁
• PH 窗口如果被污染，会阻挡激光束的路径，并且光电导体的表面无法再正确曝光。这可能导致图像问题，包括打印图像上的白色条带或白色线

条。

• PH 窗口配有清洁导板，可防止由 PH 窗口脏污引起的任何图像问题。

PH 窗口清洁步骤

• 慢慢将 PH 窗户清洁工具拉到前面并将其推回原位。这样， PH 窗口清洁工具上安装的清洁材料便可以从 PH 窗口的表面去除任何异物。

• 机器没有配备可自动清洁 PH 窗口的任何机构。因此，必须定期手动清洁 PH 窗口。

PH 窗口清洁时序

• 更换硒鼓单元 /K 时，清洁每种颜色的 PH 窗口。

[1] 依次选择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Print Head Skew Adj.] （打印头歪斜调整），然后在屏幕上调用 
[Adjust Value] （调整值）（PH 单元唯一的默认调整值）。 

[2] 在图像稳定过程之后按步骤显示歪斜修正值。 

[3] 在图像稳定过程之后按步骤显示相对于上个图像稳定过程的歪斜
修正值。 

- -

[1] 清洁口 [2] PH 窗口清洁工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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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光电导体部分

1.4.1 配置

1.4.2 驱动
• 两个独立的光电导体马达 （适用于彩色和黑色）用于驱动机构，以抑制颜色对位不正确和间距不均 的情况。

[1] 转印带 [2] 光电导体

[3] 消电 LED [4] 碳粉收集螺杆

[5] 清洁刮板 [6] 充电辊

[7] 清洁辊 [8] 显影组件

[1] 彩色 PC 驱动齿轮 /Y [2] 彩色 PC 驱动齿轮 /M

[3] PC 马达 （M2） [4] 彩色 PC 驱动齿轮 /C

[5] 传送马达 （M1） [6] PC 驱动齿轮 /K

[7] 感光鼓组件 /K [8] 感光鼓组件 /C

[9] 感光鼓组件 /M [10] 感光鼓组件 /Y

[1] [2] [3]

[4]

[5]

[6]

[7]
[8]

[3] [4]

[1]
[2]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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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电导体 /K 驱动机构
• 传送马达驱动光电导体 /K。

• 传送马是驱动手送纸盒进纸、纸盒进纸、对位辊、转印带等部分的常见来源。

• 当三角棱柱形轴与配套耦合部分接合时，驱动力传输到光电导体。

[1] PC 马达 （M2） [2] 传送马达 （M1）

[3] 光电导体 /K [4] 光电导体 /C

[5] 光电导体 /M [6] 光电导体 /Y

[1] 光电导体 /K [2] 光电导体驱动齿轮 /K

[3] 传送马达 （M1） [4] 联轴器

[1] [2]

[3]

[4]
[5][6]

[1]

[3]

[4]

[2]

[1]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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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电导体 /Y、 M、 C 驱动机构
• 光电导体 /Y、 M、 C 由 PC 马达驱动。

• 当三角棱柱形轴与配套耦合部分接合时，驱动力传输到光电导体。

1.4.3 消电 LED 控制
• 打开消电 LED 可中和光电导体上的残余电位。

• 中和光电导体上的任何残余电位有助于改善留在光电导体表面的碳粉的清洁性能。

[1] 光电导体驱动齿轮 /K [2] 转印带驱动齿轮

[3] 对位辊驱动齿轮 [4] 显影组件驱动齿轮

[1] 彩色光电导体驱动齿轮 /Y [2] PC 马达 （M2）

[3] 光电导体 /C [4] 光电导体 /M

[5] 光电导体 /Y [6] 联轴器

[1] 三角棱柱形耦合部分 [2] PC 马达 （M2）

[3] 彩色光电导体驱动齿轮 /C [4] 彩色光电导体驱动齿轮 /M

[5] 彩色光电导体驱动齿轮 /Y - -

[2]

[1]

[3]

[4][5]

[6]

[1]

[2]

[3][4][5]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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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电 LED 打开时序

• 光电导体开始旋转时打开消电 LED。

消电 LED 关闭时序

• 在电晕电荷输出关闭后经过预定时间，消电 LED 关闭。

（即光电导体表面上的所有残留电荷被中和后，消电灯关闭。）

1.4.4 光电导体清洁
• 未转印的部分碳粉图像留在光电导体的表面。使用清洁刮板刮掉残留的碳粉。

• 使用碳粉收集螺杆将从光电导体表面刮掉的碳粉朝机器正面传输。这些碳粉会被排出到废粉盒中。

清洁刮板
• 始终将清洁刮板按压在光电导体的表面。不提供清洁刮板收缩机构。

• 当光电导体旋转时，清洁刮板将残留碳粉从光电导体的表面刮掉。

碳粉传输 / 收集机构

• 使用从光电导体传输的驱动力旋转碳粉收集螺杆。（碳粉收集螺杆随光电导体的旋转而旋转。）

• 碳粉收集螺杆通过旋转将从光电导体表面刮掉的碳粉朝机器正面传输。

• 通过碳粉收集口将传输到机器正面的碳粉排出到废粉盒中。

• 碳粉收集口提供了遮挡板机构。安装废碳粉传送组件会将遮挡板推向碳粉收集口，打开碳粉收集口。拆下废碳粉传送组件会关闭遮挡板，并可

阻止碳粉从碳粉收集口溅出。

[1] 转印带 [2] 消电 LED

[3] 光电导体 - -

[1] 转印带 [2] 废碳粉

[3] 碳粉收集螺杆 [4] 清洁刮板

[5] 光电导体 - -

[1] 碳粉收集螺杆 [2] 遮挡板

[3] 遮挡板关闭 [4] 遮挡板打开

[1]

[2]

[3]

[4][5]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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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静电充电器控制
• 充电辊用于静电充电器。

• 与梳状电极相比，充电辊不施加高电压，也不会产生臭氧，因此不安装臭氧过滤器。

< 电荷施加开始时序 >

• 当光电导体 （传送马达和 PC 马达）驱动马达开始以稳定速度旋转时，向静电充电器应用端子施加电荷。

< 电荷施加结束时序 >

• 当第 1 转印输出关闭时，面对转印带的光电导体的表面移过充电位置，此时终止向静电充电器应用端子施加电荷。

1.4.6 充电辊清洁
• 如果充电辊被污染，则光电导体的表面将无法再充上均 电荷，从而发生电荷不均 的情况。光电导体的不均 电荷会导致不规则条纹或其他

打印图像缺陷。

• 清洁辊通过跟随充电辊的旋转而旋转，连续清洁充电辊表面的污染物。

[1] 梳状电极充电 [2] 辊式充电

[3] 梳状电极 [4] 充电辊

[1] 充电辊 [2] 静电充电器应用端子

[1] 光电导体 [2] 充电辊

[3] 清洁辊 - -

[1]

[4][3]

[2]

[1]
[2]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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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感光鼓组件安装检测
DC 设置板配有感光鼓组件。该板检测相应的感光鼓组件的设置。

备注
• 有关组件寿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E.1. 维修保养的概念 ”。

检测时序
• 在下列任何情况下进行组件安装检测控制： 

• “ 电源开关打开 （前门和右门关闭） ” 

• “ 前门或右门打开和关闭，电源开关打开 ”

检测到未安装任何组件时的操作
• 控制面板上显示消息 “ 感光鼓组件安装错误 ”，机器禁止启动任何新的打印循环。 

• 只要安装感光鼓组件， “ 感光鼓组件安装错误 ” 消息便会消失。

(1) 新物品检测

检测时序
• 如果通过 “ 组件安装检测 ” 控制确定感光鼓组件已正确安装到位，则执行新物品检测控制。

显影组件确定为新组件时的操作
• 感光鼓组件的寿命计数器重置为零，控制继续进行寿命检测控制。

• 新物品检测的结果记录在主机的存储板中。

• 寿命计数器可用于每种颜色的感光鼓组件。计数器的值记录在主机的存储板中。

(2) 新发布禁用模式
• 使用新发布禁用模式时，不会对感光鼓组件执行新物品检测控制。

• 只能出于排除故障的目的使用新发布禁用模式。

备注

• 请参见 “J.2.10.1.(1). 新发布禁用模式 ”，了解更详细的操作注意事项。

1.5 显影部分

1.5.1 配置

[1] 刮板 [2] 光电导体

[3] TCR 传感器 [4] 碳粉供应螺杆

[5] 碳粉收集螺杆 [6] 显影辊

[1] [2]

[3]

[4]

[5]

[6]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 操作原理 >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22

1.5.2 驱动

(1) 显影部分 /K 驱动机构
• 传送马达的驱动力会传输到各个齿轮，以便驱动显影辊 /K。

(2) 显影部分 /Y、 M、 C 驱动机构
• 显影马达的驱动力会传输到彩色显影组件接合齿轮，以便驱动显影部分 /Y、M、C。显影马达旋转时，会将驱动力传输到显影驱动齿轮 Y、M、

C，从而驱动各显影辊。

[1] 刮板 [2] 显影辊

[3] 碳粉收集螺杆 [4] TCR 传感器

[5] 碳粉供应螺杆 - -

[1] 显影电磁铁 （SD4） [2] 显影驱动齿轮 /K

[3] 传送马达 （M1） [4] 显影辊 /K

[1] [2]

[3][4]
[5]

[3]
[2]

[4]

[1]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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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显影组件压力 / 释放机构
• 提供从 PC 感光鼓释放显影组件的机构，以防止在拆下感光鼓组件时损坏光电导体。

• 顺时针旋转释放杆可将固定在释放杆上的肋条装入显影组件的凹槽中，从而使显影组件按压在感光鼓组件上。

• 逆时针旋转释放杆可将固定在释放杆上的肋条留在显影组件的凹槽中，以便从感光鼓组件释放显影组件。

1.5.4 显影器流程
1. 通过位于主机正面的碳粉补充口补充的碳粉将送入碳粉供应螺杆。

2. 通过碳粉供应螺杆搅拌和充电的同时，将显影剂朝组件的后侧传输。

3. 在此期间，显影组件下部配备的 TCR 传感器检测碳粉与载体 （T/C）的比率。如果 T/C 比率低于预定值，就会补充碳粉。

4. 送入显影组件后侧的显影剂会被进一步传输到碳粉收集螺杆。

5. 在显影辊磁极定位的作用下，送入碳粉收集螺杆的显影剂会传输到显影辊。

6. 刮板控制显影剂刷的高度，以确保显影辊上的显影剂是平整的。

7. 只有显影剂中包含的碳粉会粘附到光电导体表面上的静电潜像。留在显影辊上的显影剂通过显影辊的磁极定位返回到碳粉收集螺杆。

8. 循环显影剂的一部分通过位于碳粉收集螺杆前侧的碳粉收集口收集在废粉盒中。碳粉收集口提供了遮挡板机构。安装废粉盒会将遮挡板推向碳

粉收集口，打开碳粉收集口。拆下废粉盒会关闭遮挡板，并可阻止碳粉从碳粉收集口溅出。

备注

• 显影组件的碳粉补充口未配备遮挡板机构。（碳粉料斗配备遮挡板。）
• 拆下显影组件时，必须将显影组件保持在水平位置，小心不要让碳粉从碳粉补充口溅出。

[1] 显影辊 /Y [2] 显影驱动齿轮 /Y

[3] 显影驱动齿轮 /M [4] 显影马达 （M21）

[5] 显影驱动齿轮 /C [6] 显影辊 /C

[7] 显影辊 /M - -

[1] 光电导体 [2] 肋条

[3] 释放杆 [4] 凹槽

[1]

[2]

[2]
[3]

[4]

[2]
[1]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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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自动精炼显影系统
• 显影组件 /Y、 M、 C、 K 内置自动精炼显影系统。

• 碳粉瓶装有碳粉和载体，补充碳粉的同时，向显影组件补充新鲜的载体。

• 显影组件中的过量载体被排出，从而抑制留在显影组件中的载体劣化并在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的图像质量。

1.5.6 显影偏压
• 显影偏置电压 （Vdc）应用到显影辊，这样便可以在光电导体的表面吸附的适当碳粉量。

• 除了负 DC (-) 分量外，在显影期间施加 +AC 电压可帮助碳粉更容易地被吸附到光电导体的表面。只能在进行显影时施加 AC 分量。在任何其他

时序，只能施加 DC (-) Vdc。

• 从高压单元供应显影偏置电压 （Vdc）。

• 从高压单元供应的显影偏置电压通过显影驱动齿轮的金属轴施加到每种颜色的碳粉的显影辊上。

• 请参见 “C.2.6. 图像形成控制 ”，了解施加偏置电压的时序。

[1] 碳粉供应螺杆 2 [2] 显影辊

[3] 碳粉补充口 [4] 碳粉供应螺杆 1

[5] TCR 传感器 - -

[1] 碳粉盒 [2] 碳粉

[3] 新载体 [4] 整个载体的低程度劣化

[5] 循环和搅拌 [6] 显影组件

[7] 废粉盒 - -

[1] 显影偏置电压应用端子 /Y [2] 显影偏置电压应用端子 /M

[3] 显影偏置电压应用端子 /C [4] 显影偏置电压应用端子 /K

[5] 显影辊 /K [6] 显影辊 /C

[7] 显影辊 /M [8] 显影辊 /Y

[7]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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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阶 /Dev AC 偏压 V 选择

• 可以通过更改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过程调整） -> [Grad/Dev AC Bias V Selection] （灰阶 /Dev AC 

偏压 V 选择）的设置更改 “ 灰阶 /Dev AC 偏压 V”。这提供了用于响应用户的各种环境类型的显影性能。

• 打开 “Grad/Dev AC Bias V Selection” （灰阶 /Dev AC 偏压 V 选择），即可将 “ 灰阶 /Dev AC 偏压 V” 降至低于普通指定值的电压值。

• 在低气压环境 （例如高海拔地区）中设置 “ 灰阶 /Dev AC 偏压 V” 的普通指定值后，可能发生泄漏，从而导致白点。通过降低 “ 灰阶 /Dev AC 

偏压 V”，可以防止会导致图像白点的泄漏问题。

• 有关维修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I.7.12. 灰阶 /Dev AC 偏压 V 选择 ”。

1.5.7 碳粉飞散挡板
• 在显影辊周围的区域配备碳粉分散挡板和碳粉分散挡片，这两个机构有助于防止碳粉飞散。

1.5.8 显影冷却
• 提供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以循环机器内部的空气，以便冷却显影组件、感光鼓组件、碳粉料斗、转印带单元周围的区域。

• 请参见 “P.1.19.4. 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 ”，了解空气通道和详细信息。

1.5.9 碳粉浓度控制
• TCR 传感器安装在每个显影部分的下部。C、M、Y 和 K 的 TCR 传感器是非接触磁性类型。这些传感器可检测显影剂的碳粉载体比率（TC）。

该读数用于判断所供应的碳粉量。

• 只有在机器中安装了新的显影组件时，才能对这些 TCR 传感器进行自动调整 （校准）。您无法自行决定执行 TCR 传感器的自动调整。

• 目标 TC 比率为：C：7.0±1.5%， M：6.5±1.5%， Y：7.0±1.5%， K：5.5±1.5%。

• 测量显影剂中载体的磁导率 （粉末密度）以确定 TC 比率。

• TCR 传感器与显影组件集成。要更换新的 TCR 传感器时，必须更换整个显影组件。

• 要向显影组件补充碳粉，请参见 “P.1.6.6. 碳粉料斗的辅助碳粉补充控制 ”。

[1] 碳粉飞散挡板 [2] 显影辊

[3] 碳粉分散挡片 - -

[1] 碳粉供应螺杆 [2] TCR 传感器

[3]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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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显影组件安装检测
• 每种颜色的碳粉的显影组件均配备 TCR 传感器。该传感器可检测相应的显影组件的安装状态。

备注

• 有关组件寿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E.1. 维修保养的概念 ”。

检测时序
• 在下列任何情况下进行组件安装检测控制：

• “ 电源开关打开 （前门和右门关闭） ” 

• “ 前门或右门打开和关闭，电源开关打开 ”

检测到未安装任何组件时的操作
• 控制面板上显示消息 “ 显影组件安装错误 ”，机器禁止启动任何新的打印循环。

• 只要安装显影组件， “ 显影组件安装错误 ” 消息便会消失。

(1) 新物品检测
• TCR 传感器可检测显影组件是否为新物品。

检测时序
• 如果通过 “ 组件安装检测 ” 控制确定显影组件已正确安装到位，则执行新物品检测控制。

显影组件确定为新组件时的操作
• 执行 TCR 传感器的自动调整控制 （校准）。

• 执行图像稳定控制。

• 显影组件的寿命计数器重置为零。

• 执行上述控制后，继续进行寿命检测控制的操作。

• 新物品检测的结果记录在主机的存储板中。

• 寿命计数器可用于每种颜色的显影组件。计数器的值记录在主机的存储板中。

(2) 新发布禁用模式
• 当新的显影组件临时用于执行机器的故障排除步骤时，使用新发布禁用模式。

• 使用新发布禁用模式时，不会对显影组件执行新物品检测控制。

• 只能出于排除故障的目的使用新发布禁用模式。

备注
• 请参见 “J.2.10.1.(1). 新发布禁用模式 ”，了解更详细的操作注意事项。

[1] TCR 传感器 - -

[1] TCR 传感器 -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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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碳粉供应部分

1.6.1 配置

1.6.2 驱动

(1) 碳粉盒驱动
• 碳粉盒马达旋转即可驱动碳粉盒。碳粉盒的内部呈螺旋形。当碳粉盒旋转时，碳粉盒内的碳粉被传输到位于前侧的碳粉补充口。接着，使用碳

粉盒中的碳粉补充碳粉料斗。

• 碳粉盒马达 /Y、 M 驱动碳粉盒 /C、 K，碳粉盒马达 /C、 K 驱动碳粉盒 /C、 K。

• 根据彩色和单色打印应用切换碳粉盒驱动。

(2) 碳粉料斗驱动
• 碳粉供应马达旋转时，会带动碳粉料斗内的碳粉搅拌刮板和碳粉传输螺杆旋转。

• 碳粉搅拌刮板会对传输到碳粉料斗中的碳粉进行搅拌。

• 随着碳粉传输螺杆旋转，碳粉会传输到位于碳粉料斗内前侧的碳粉补充口，以便通过碳粉补充管将碳粉送入显影组件。

[1] 碳粉盒马达 /CK （M25） [2] 碳粉供应马达 /C （M7）

[3] 碳粉供应马达 /M （M8） [4] 碳粉供应马达 /Y （M9）

[5] 碳粉盒马达 /YM （M10） [6] 碳粉盒 /M

[7] 碳粉盒 /C [8] 碳粉盒 /K

[9] 碳粉供应马达 /K （M6） [10] 碳粉用尽传感器 /K （PS31）

[11] 碳粉用尽传感器 /C （PS32） [12] 碳粉用尽传感器 /M （PS33）

[13] 碳粉用尽传感器 /Y （PS34） [14] 碳粉盒 /Y

[1] 碳粉盒驱动齿轮 /Y [2] 碳粉盒马达 /YM （M10）

[3] 碳粉盒驱动齿轮 /M [4] 碳粉盒马达 /CK （M25）

[5] 碳粉盒驱动齿轮 /K [6] 碳粉盒驱动齿轮 /C

[7] 碳粉盒 /K [8] 碳粉盒 /C

[9] 碳粉盒 /M [10] 碳粉盒 /Y

[1]

[2]
[3]

[4]

[5]

[6]

[7]

[8]

[9]

[10][11]
[12]

[13]

[14]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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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碳粉补充概述
• 本机内的碳粉补充机构采用两步补充结构。其中一个结构用碳粉盒中的碳粉补充碳粉料斗。另一个结构使用碳粉料斗中的碳粉补充显影组件。

• 碳粉盒内置适用于所有颜色的自动精炼显影系统。

• 碳粉盒内部装有碳粉和载体。补充碳粉的同时，使用新鲜的载体补充显影组件。显影组件中的过量载体被排出，从而抑制留在显影组件中的载

体劣化并在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的图像质量。

• 有关自动精炼显影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1.5.5. 自动精炼显影系统 ”。

1.6.4 将碳粉瓶中的碳粉补充到碳粉料斗

(1) 碳粉补充机构
• 通过遮挡和取消遮挡碳粉用尽传感器来确定是否将碳粉盒中的碳粉补充到碳粉料斗。

• 如果取消遮挡碳粉用尽传感器预定次数，机器将确定碳粉料斗中的碳粉减少。碳粉盒马达将会通电，碳粉补充序列开始。

• 每种颜色的碳粉的碳粉料斗均配备碳粉用尽传感器。

• 通过专用的激活器遮挡或取消遮挡各碳粉用尽传感器。检测板通过与碳粉搅拌刮板同轴安装的凸轮上下移动。安装在检测板上的激活器与使用

碳粉用尽传感器检测到的上下运动具有操作关联性。

[1] 碳粉供应马达 /Y （M9） [2] 碳粉供应马达 /M （M8）

[3] 碳粉供应马达 /C （M7） [4] 碳粉供应马达 /K （M6）

[5] 碳粉传输螺杆 /K [6] 碳粉搅拌刮板 /K

[7] 碳粉传输螺杆 /C [8] 碳粉搅拌刮板 /C

[9] 碳粉传输螺杆 /M [10] 碳粉搅拌刮板 /M

[11] 碳粉传输螺杆 /Y [12] 碳粉搅拌刮板 /Y

[1] 碳粉盒 [2] 碳粉料斗

[3] 碳粉补充管 - -

[1]
[2]

[3]

[4]

[5][6]
[7]

[8]
[9]

[10]

[11]

[1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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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碳粉补充控制
• 当碳粉盒马达的驱动启动时，启动碳粉补充控制。

• 在预定时间内，当碳粉用尽传感器从 “ 关 ” 切换到 “ 开 ” 时，机器将空计数器递增 1。接下来，将碳粉盒马达旋转预定时间，以便向碳粉料斗供

应碳粉盒中的碳粉。

• 当空计数器达到预定值时，机器可确定碳粉料斗已空。

• 如果碳粉用尽传感器仍处于 “ 关 ” 状态，机器会将空计数器重置为零。

1.6.5 将碳粉料斗中的碳粉补充到显影组件

(1) 碳粉补充机构
• 四个碳粉供应马达驱动四种不同颜色的碳粉的碳粉料斗中配备的碳粉传输螺杆和碳粉搅拌刮板。

• 每种颜色的碳粉供应马达驱动碳粉传输螺杆和碳粉搅拌刮板。

• 碳粉搅拌刮板旋转即可搅拌碳粉料斗中的碳粉。

• 碳粉传输螺杆旋转即可向显影组件补充碳粉。

[1] 碳粉料斗 [2] 检测板

[3] 激活器 [4] 碳粉用尽传感器 /K （PS31）

[5] 碳粉用尽传感器 /C （PS32） [6] 碳粉用尽传感器 /M （PS33）

[7] 碳粉用尽传感器 /Y （PS34） - -

[1] 碳粉用尽传感器：OFF （关） [2] 碳粉

[3] 碳粉用尽传感器：ON （开） - -

[1]

[2]

[3]

[4]

[5]
[6]

[7]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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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碳粉搅拌刮板驱动
1. 通过驱动碳粉供应马达来旋转碳粉传输螺杆。

2. 碳粉传输螺杆的旋转力会传输到碳粉搅拌刮板驱动齿轮，从而带动碳粉搅拌刮板旋转。碳粉搅拌刮板旋转即可搅拌碳粉料斗中的碳粉。

3. 与碳粉搅拌刮板同轴安装的凸轮使检测板和激活器上下移动。

(3) 碳粉补充控制
• 只有在驱动显影组件时，才执行用碳粉料斗中的碳粉补充显影组件的控制。

• 根据在各种颜色的碳粉的显影组件配置的 TCR 传感器 （非接触磁性类型）检测到的 T/C 比率以及待打印图像要消耗的碳粉量 （预计值），确定

碳粉补充控制期间的碳粉补充时间 （供应的碳粉量）。

• 如果因卡纸、前门打开或关闭或者任何类似事件而中断碳粉补充，所需的补充时间会结转到下一补充控制序列。

• 有关 TR 传感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1.5.9. 碳粉浓度控制 ”。

1.6.6 碳粉料斗的辅助碳粉补充控制
• 如果碳粉料斗中的碳粉量有可能减少，则执行控制以强制从碳粉盒向碳粉料斗供应碳粉。

• 在执行辅助碳粉补充控制时，机器禁止启动任何新的打印循环。

(1) 碳粉料斗辅助碳粉补充控制执行时序
• 若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将碳粉盒马达旋转预定时间，以便向碳粉料斗供应碳粉盒中的碳粉。 

•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过程调整）执行 [Manual Toner Add] （手动添加碳粉）。

• 在碳粉盒中检测到碳粉用尽状态后，更换新的碳粉盒 （执行碳粉用尽复位控制）

• 更换新的显影组件 （执行显影组件新物品检测控制） 

(2) 碳粉料斗辅助碳粉补充控制结束时序
• 在下列任何情况下终止辅助碳粉补充控制： 

[1] 碳粉供应马达 /K （M6） [2] 碳粉传输螺杆 /K

[3] 碳粉搅拌刮板 /K [4] 碳粉传输螺杆 /C

[5] 碳粉搅拌刮板 /C [6] 碳粉传输螺杆 /M

[7] 碳粉搅拌刮板 /M [8] 碳粉传输螺杆 /Y

[9] 碳粉搅拌刮板 /Y [10] 碳粉供应马达的驱动 /Y

[11] 碳粉供应马达的驱动 /M [12] 碳粉供应马达的驱动 /C

[1] 检测板 [2] 碳粉搅拌刀片

[3] 碳粉传输螺杆 [4] 凸轮 （与碳粉搅拌刮板轴具有操作关联性）

[5] 激活器 [6] 碳粉用尽传感器

[1]

[2]

[3]
[4]

[5]
[6][7][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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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粉盒马达通电后经过预定时间

• 前门打开和关闭

• 发生错误或故障

• 机器进入节能或睡眠模式

1.6.7 显影组件的辅助碳粉补充控制
• 如果 TCR 传感器检测到的 T/C 比率等于或低于打印循环开始时的预定值，则机器禁止启动打印循环，并向显影组件补充碳粉料斗中的碳粉，直

到 T/C 值达到预定值。

• 一旦恢复预定 T/C 比率，便会终止显影组件的辅助碳粉补充控制。如果显影组件的辅助碳粉补充控制重复了十组，则也会终止。此外，在碳粉

盒中检测到碳粉用尽情况时，辅助碳粉补充控制也会终止。

(1) 操作流程
• 执行辅助碳粉补充控制时，还会执行以下操作。搅拌碳粉料斗，使用每种颜色的 TCR 传感器计算 T/C 比率，将碳粉盒中的碳粉补充到碳粉料

斗。

• 辅助碳粉补充控制 长可执行约 5 分钟。

• *1：如果没有达到预定 T/C，则返回到补充控制。（ 多 10 次） 

• *2：补充期间搅拌显影组件 

• *3：补充后搅拌显影组件 

1.6.8 防碳粉溅出遮挡板

(1) 碳粉盒

安装
• 当碳粉盒直接插入墨粉盒安装部分时，打开碳粉补充口的遮挡板。

• 碳粉盒马达旋转即可驱动碳粉盒。

• 当碳粉盒旋转时，碳粉盒内的碳粉被传输到碳粉补充口，以便向碳粉料斗补充碳粉。

卸下
• 要卸下碳粉盒时，必须关闭碳粉补充口的遮挡板。

• 直接拉出碳粉盒的手柄会关闭碳粉补充口的遮挡板。

• 碳粉盒采用两层结构，包括内遮挡板和外遮挡板。将碳粉盒向外拉出时，内遮挡板开始关闭，从而防止碳粉从碳粉供应口溅出。

[1] 碳粉盒 /Y - -

 T/C

 T/C
[*1] 

 *2

 *2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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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碳粉料斗
• 各种颜色碳粉的碳粉料斗的碳粉补充口配有防碳粉溅出遮挡板，用于在卸下并重新安装显影组件期间防止碳粉溅出。

• 安装显影组件会将遮挡板推向碳粉补充口，打开碳粉补充口。另一方面，拆下显影组件会关闭遮挡板，这样便可防止碳粉从碳粉补充口溅出。

1.6.9 碳粉用尽检测控制

备注
• 有关碳粉盒的寿命，请参见 “E.1. 维修保养的概念 ”。

(1) 碳粉用尽检测
• 向各种颜色碳粉的碳粉料斗提供的碳粉用尽传感器用于确定碳粉料斗中仍可使用的碳粉量。

• 与检测板同轴安装的凸轮根据剩余碳粉量上下移动。因此，碳粉用尽传感器可检测到该情况。

• 如果执行向碳粉料斗内补充碳粉的控制期间空计数器超过 3，则考虑出现碳粉用尽情况。因此，系统会提示用户执行碳粉用尽控制。

[1] 卸下的碳粉盒 [2] 拆下碳粉盒

[3] 安装的碳粉盒 [4] 碳粉盒碳粉补充口

[5] 内遮挡板 [6] 主机侧的遮挡板

[7] 外遮挡板 - -

[1] 碳粉补充口 [2] 碳粉料斗防碳粉溅出遮挡板 （打开：碳粉补充位置）

[3] 碳粉料斗防碳粉溅出遮挡板 （关闭：显影组件拆卸位置） - -

[1]

[2]

[3]

[4]
[5]

[6]

[7]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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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粉用尽检测时序
• 当碳粉供应马达的驱动启动时，启动碳粉补充控制。

• 监视碳粉用尽传感器的输出一段预定时间。如果碳粉用尽传感器从 “ 关 ” 状态打开，在预定时间内，机器确定 “ 碳粉料斗内的碳粉已用尽 （或

碳粉料斗内只剩下少量碳粉），并将空计数器递增 1。

• 如果碳粉用尽传感器保持 “ 关 ” 状态，则机器确定 “ 碳粉料斗中的碳粉仍然可供使用 ”，并将空计数器重置为零。

• 重复上述操作。当空计数器达到预定值时，机器可确定碳粉料斗已空。接着，控制面板上显示消息 “ 碳粉将尽 ”。

(2) 复位碳粉将尽情况和碳粉用尽情况
• 检测到碳粉将尽情况和碳粉用尽情况后，将执行以下两项控制。 “ 碳粉料斗的辅助碳粉补充控制 ” 或 “ 显影组件的辅助碳粉补充控制 ” （可以在

特定情况下执行这两项控制）

• 当控制正常终止时，碳粉将尽 / 用尽显示将复位。

• 在执行 “ 碳粉料斗的辅助碳粉补充控制 ” 和 “ 显影组件的辅助碳粉补充控制 ” 期间，禁止启动新的打印循环。

控制列表

碳粉用尽情况复位时序
• 检测到碳粉将尽 / 碳粉用尽情况后，在下列任何情况下执行 “ 碳粉料斗的辅助碳粉补充控制 ” 或 “ 显影组件的辅助碳粉补充控制 ”。 

“ 主电源开关打开 ” 

“ 在副电源关闭模式下释放 ” 

“ 打开 / 关闭前门 ”

[1] 检测板 [2] 碳粉搅拌刀片

[3] 碳粉传输螺杆 [4] 凸轮 （与碳粉搅拌刮板轴具有操作关联性）

[5] 激活器 [6] 碳粉用尽传感器

控制名称 要控制的部件 描述

显影组件的辅助碳粉补充控制 显影组件 恢复显影组件中显影剂的 T/C 比率

碳粉料斗的辅助碳粉补充控制 碳粉料斗 恢复碳粉料斗中的碳粉量。

情况 组件中的碳粉 要执行的控制 结束控制后打印

显影组件 碳粉料斗

将尽 可用 减少 碳粉料斗的辅助碳粉补充控
制

如果恢复碳粉料斗中的碳粉
量，用尽显示将复位。

用尽 1 可用 不可用 如果没有恢复碳粉料斗中的
碳粉量，用尽显示将保持不
变。

用尽 2 不可用 不可用 碳粉料斗的辅助碳粉补充控
制 + 显影组件的辅助碳粉补

充控制

如果 T/C 比率恢复，用尽显

示将复位。

如果 T/C 比率没有恢复，用

尽显示将保持不变。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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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 1 转印部分

1.7.1 配置

1.7.2 驱动

[1] 清洁刮板 [2] 转印带

[3] 第 1 转印辊压力机构 [4] 第 1 转印辊加压凸轮

[5] 分离爪 [6] 第 1 转印辊 /K

[7] 第 1 转印辊 /C [8] 第 1 转印辊 /M

[9] 第 1 转印辊 /Y - -

[1] 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 （CL5） [2] 定影马达 （M3）

[3] 传送马达 （M1） [4] 转印带驱动辊

[5] 转印带从动辊 - -

[1]

[2]
[3]

[4]

[5]

[6][7][8][9]

[1] [2]

[3][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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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转印带驱动
• 传送马达的驱动力带动转印带驱动辊旋转。

• 转印带的旋转带动转印带从动辊旋转。位于转印带从动辊的驱动传动齿轮带动清洁机构的废碳粉传输螺杆旋转。

1.7.4 第 1 转印辊压力机构
• 压力机构用于在第 1 次转印时将第 1 转印辊 /Y、 M、 C 按压到转印带内。

• 第 1 转印辊 /K 始终将转印带按压到 PC 感光鼓 /K。

• 定影马达旋转产生的力通过定影驱动释放齿轮传输到转印带收缩离合器。

• 当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打开时，定影马达旋转产生的力传输到驱动齿轮。

• 驱动齿轮的旋转带动加压凸轮旋转，从而改变了滑板和凸轮之间的接触位置。

• 滑板配备的第 1 转印辊压力弹簧会使滑板移动到压力位置。（朝转印带从动辊侧移动。）

• 滑板移动时会带动第 1 转印辊驱动臂旋转。第 1 转印辊驱动臂会降低第 1 转印辊 /Y、 M、 C，以便转印带压在 PC 感光鼓上。

• 当滑板移动到压力位置时，滑板的前缘会推动第 1 转印压力传感器的激活器。

• 激活器遮挡第 1 转印压力传感器，并且检测到滑板移动。

• 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关闭。

• 凸轮将停止旋转，滑板将停止移动。

• 第 1 转印辊 /Y、 M、 C 将保持受压状态。

1.7.5 按打印模式进行的按压 / 收回控制
• 为防止 PC 感光鼓 /Y、 M、 C 劣化，转印带在黑色模式下从彩色 PC 感光鼓收回。

• 在黑色模式下，第 1 转印辊 /Y、 M、 C 收回，彩色感光鼓组件和彩色显影组件停止工作。

• 在黑色和色彩模式下，第 1 转印辊 /K 始终压在 PC 感光鼓 /K 上。

(1) 色彩模式
• 在色彩模式下，第 1 转印辊是 PC 感光鼓压在四种颜色的碳粉的转印带上的位置。

[1] 废碳粉传输螺杆 [2] 转印带

[3] 传送马达 （M1） [4] 转印带驱动辊

[5] 转印带从动辊 - -

[1] 滑板 [2] 第 1 转印压力传感器 （PS39）

[3] 激活器 [4] 第 1 转印加压离合器 （CL5）

[5] 定影马达 （M3） [6] 加压凸轮

[7] 第 1 转印辊驱动臂 /Y、 M、 C、 K [8] 第 1 转印辊 /Y、 M、 C、 K

[1] [2]

[3]

[4][5]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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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黑色模式
• 在黑色模式下，第 1 转印辊 /Y、M、C 是 PC 感光鼓 /Y、M、C 离开转印带的位置，而第 1 转印辊 /K 是 PC 感光鼓 /K 压在转印带上的位置。这

样， PC 感光鼓 /Y、 M、 C 便可在此模式下停止旋转。

(3) ACS 模式

(a) ACS 模式概述
• 进行复印时，可以从控制面板中选择任何所需的复印模式。（默认设置：自动色彩选择）自动色彩模式被称为 ACS （自动色彩选择）模式。

（在 PC 打印作业中，作为打印机驱动程序中的设置项的自动色彩与 ACS 对应。）

• 在 ACS 模式下，机器分析通过 “ 扫描器部分 ” 扫描的原稿的图像数据，以确定图像数据是彩色的还是黑色的。

• 确定是彩色原稿后，机器会按压第 1 转印辊并运行彩色打印作业。

• 确定是黑色原稿后，机器会收回第 1 转印辊并运行黑色打印作业。

(b) ACS 模式下第 1 转印辊的控制
• 当彩色原稿变为黑色原稿时，计算连续的黑色原稿系列的张数。

• 在多个打印循环期间，根据连续的黑色原稿系列的张数来控制第 1 转印辊的按压，从而实现较高的打印效率并防止耗材劣化。

• 只有在从控制面板中选择 “Auto Color” （自动色彩）的情况下进行复印时，才会执行 “ACS 模式下第 1 转印辊的控制 ”。选择 “Full Color” （全

彩）、 “Black” （黑色）、 “2 Color” （双色）或 “Single Color” （单色）时不执行该控制。

• 仅当从打印机驱动程序屏幕中选择 “Auto Color” （自动色彩）的情况下运行打印循环时，才会对 “PC 打印 ” 执行该控制。选择 “Full Color” （全

彩）或 “Grayscale” （灰阶）时不执行该控制。

• 第 1 转印辊 /Y、 M、 C 在其初始状态下处于按压位置 （色彩模式）。

备注

• 只有在计算出连续的黑色原稿系列的张数后，才能启用 ACS 模式下第 1 转印辊的控制。因此，对于仅涉及一个复制集 / 堆栈的复制打印作业，

它并非有效控制。该控制可有效操作以下打印作业：由于是第一次复制，因此只能在读取和计数原稿的位置执行控制。 
• “ 复制第二个复制集 / 堆栈的打印件以及之后的内容 ” 
• “ 从登记的作业复制打印 ” 
• “PC 打印作业 ”

(c) 当多份复印件的数量已指定或低于
• 从彩色原稿切换到黑色原稿时， ACS 控制开始计算黑色原稿的多份复印件的数量。

• 黑色打印将以色彩模式开始。（按压第 1 转印辊 /Y/M/C 时）显影组件（Y、M、C）不进行显影或转印，但由于转印带已被按压，因此 PC 感光

鼓和显影辊会随转印带的旋转而旋转。按压第 1 转印辊 /Y、 M、 C 的优点在于，相对于打印效率，可减少由于第 1 转印辊收回而产生的损耗时

间。

(d) 当多份复印件的数量已指定或超过
• 当色彩模式完成且第 1 转印辊 /Y/M/C 收回以切换到黑色模式时，将开始黑色打印。在第 1 转印辊收回期间，可防止由于显影组件 （Y、 M、

C）和感光鼓组件 （Y、 M、 C）的浪费旋转而引起的劣化。

使用色彩模式进行黑色打印时 （四个 PC 感光鼓旋转时会影响黑色打印）

[1] 转印带 [2] 第 1 转印辊 /M

[3] 第 1 转印辊 /C [4] 第 1 转印辊 /K

[5] 光电导体 /K [6] 光电导体 /C

[7] 光电导体 /M [8] 光电导体 /Y

[9] 第 1 转印辊 /Y - -

[1] 转印带 （收回位置） - -

[1] [2] [3] [4]

[5][6][7][8]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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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到黑色模式后打印

(e) 黑色原稿指定值
• 普通纸打印期间多份黑色原稿的数量

(4) 通过引擎 FW DipSW 更改 ACS 模式控制
• 将引擎 FW DipSW“25 号 ” 的设置从 [OFF (default)] （关（默认））更改为 [On] （开），即可更改 ACS 模式期间第 1 转印辊的按压控制。请参见

“J.2.10.1.(12).ACS 参数的选择 ”。

• 当选择 “OFF” （关）时，生产效率优先，即使包括指定数量的黑色打印，也会将转印带压在彩色光电导体上进行打印。在这种情况下，彩色光

电导体会在黑色打印期间不必要地旋转。彩色光电导体因旋转量而劣化。 

• 当选择 “ON” （开）时，直至切换到 K 按压 （释放彩色光电导体），黑色打印量阈值会变小。 

• 当彩色光电导体的劣化控制应优先于打印效率时，使用此设置。

[1] 色彩模式 [2] 色彩模式

[3] 色彩模式 - -

[1] 色彩模式 [2] 黑色模式

[3] 黑色模式 - -

纸张宽度 色彩模式下的黑色打印 切换到黑色模式后进行黑色打印

216 mm 或以下 4 张或以下 5 张或以上

超过 216 mm 且不超过 297 mm 2 张或以下 3 张或以上

超过 297 mm 且不超过 381 mm 2 张或以下 3 张或以上

超过 381 mm 且不超过 432 mm 2 张或以下 3 张或以上

超过 432 mm 且不超过 457 mm 2 张或以下 3 张或以上

超过 457 mm 切换到黑色模式

→ →[1] [2] [3]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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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第 1 转印控制
• 为了将 PC 感光鼓表面形成的碳粉图像转印到转印带上，从高压单元供应的转印电流会施加到各种颜色的第 1 转印辊。

1.7.7 转印带清洁
• 转印带表面的碳粉图像转印到纸张上。（第 2 转印）

• 第 2 转印后，部分碳粉图像留在转印带的表面。转印带配备清洁刮板。它的作用是去掉残留碳粉 （废碳粉）。

[1] 第 1 转印电流应用端子 /Y [2] 第 1 转印电流应用端子 /M

[3] 第 1 转印电流应用端子 /C [4] 第 1 转印电流应用端子 /K

[5] 第 1 转印辊 /K [6] 第 1 转印辊 /C

[7] 第 1 转印辊 /M [8] 第 1 转印辊 /Y

[1] 驱动传动齿轮 [2] 转印带

[3] 转印带从动辊 [4] 防碳粉结块刮板

[5] 清洁刮板 [6] 碳粉收集螺杆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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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洁刮板
• 始终将固定刮板类型的清洁刮板按压在转印带的表面。不提供清洁刮板收缩机构。

• 当转印带旋转时，转印带表面的废碳粉会被刮掉。

(2) 废碳粉传输 / 收集机构
• 碳粉收集螺杆的驱动力来自于转印带从动辊。（碳粉收集螺杆随转印带的旋转而旋转。）

• 碳粉收集螺杆通过旋转将从转印带表面刮掉的碳粉朝机器正面传输。

• 安装了防碳粉结块刮板。它可防止碳粉收集螺杆部分的废碳粉出现结块现象。

• 通过碳粉收集口将传输到机器正面的碳粉排出到废粉盒中。

• 更换检测到废碳粉已满的废粉盒并丢弃用过的废粉盒时，需处置废粉盒中收集的废碳粉。

[1] 碳粉收集螺杆 [2] 转印带

[3] 转印带从动辊 [4] 转印带旋转方向 （正向旋转）

[5] 清洁刮板 - -

[1] 驱动连接齿轮 [2] 转印带

[3] 转印带从动辊 [4] 碳粉收集螺杆

[2]

[3]

[4]

[5]

[1]

[2]

[3]

[4]

[1]

[2]

[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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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防废碳粉溅出遮挡板
• 碳粉收集口配备防废碳粉溅出遮挡板，用于在卸下并重新安装废碳粉传输组件期间防止废碳粉溅出。

• 安装废碳粉传送组件会将遮挡板推向碳粉收集口，打开碳粉收集口。拆下废碳粉传送组件会关闭遮挡板，并可阻止碳粉从碳粉收集口溅出。

1.7.9 清洁刮板异物去除控制
• 转印带向后旋转一小段，然后再向前旋转，以去除楔入转印带和清洁刮板边缘之间的异物 （灰尘、碳粉等）。

< 操作时序 >

• 在每个打印作业完成时提供向后旋转控制。

[1] 碳粉收集螺杆 [2] 驱动连接齿轮

[3] 转印带从动辊 [4] 转印带

[1] 碳粉收集螺杆 [2] 碳粉收集口

[3] 遮挡板 [4] 废碳粉流

[1] 碳粉收集螺杆 [2] 向后旋转

[3] 转印带 [4] 转印带从动辊

[5] 正向旋转 [6] 清洁刮板

[1]

[2]

[3]

[4]

[2]
[3]

[4]

[5]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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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 转印带新物品检测
• 转印带单元未配备任何新物品检测机构。如果更换新的转印带，因此，必须从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Counter]（计数器） -> [Life]（寿

命）执行 “New Release” （新发布）。

备注
• 有关碳粉盒的寿命，请参见 “E.1. 维修保养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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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 2 转印部分

1.8.1 配置

1.8.2 驱动

[1] 第 2 转印辊 [2] 定影波幅传感器 （PS2）

[3] IDC 传感器 / 前 （IDCS/Fr） [4] 温度 / 湿度传感器 （TEM/HUMS）

[5] IDC 传感器 / 后 （IDCS/Rr） - -

[1] 分离爪 [2] 电荷中和针

[3] 第 2 转印辊 [4] 第 2 转印辊锁定释放杆

[5] 转印带 - -

[1] 传送马达 （M1） [2] 第 2 转印辊

[3] 转印带 - -

[1]

[2]

[3]

[4]

[5]

[2]

[1]

[3]

[4]

[5]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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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第 2 转印控制
• 为了将转印带上形成的碳粉图像转印到纸张上，高压单元供应的第 2 转印电压会施加到第 2 转印辊。

• 第 2 转印辊的电阻随环境变化、耐久性和其他因素而变化。为了保持 佳输出电压，固定电流通过第 2 转印辊，并检测到此时输出的电压。根

据测量的电压以及诸如 “ 使用的纸张类型 ”、 “ 温度和湿度 ”、 “ 色彩模式或黑色模式 ” 和 “ 单面 / 双面 ” 等其他信息确定适当的第 2 转印电压。

执行时序
• 在下列任何情况下收到打印作业时，执行第 2 转印控制： 

“ 主电源开关已打开 ” 

“ 电源键已按下 ” 

“ 机器退出睡眠模式 ” 

“ 超出机器内部温度变化的阈值。 ”

图像稳定控制期间的第 2 转印控制

• 在本机中，第 2 转印辊没有收缩机构，因此转印带和第 2 转印辊始终压在彼此表面。

• 在图像稳定控制期间，转印带表面形成用于调整的碳粉图像。因此，在图像稳定控制期间向第 2 转印辊施加负电压。因此，粘附在第 2 转印辊

上的碳粉量会减少。

1.8.4 向第 2 转印辊涂抹碳粉的控制
• 在本机中，第 2 转印辊没有收缩机构，因此转印带和第 2 转印辊始终压在彼此表面。

• 如果更换后的新的第 2 转印辊长时间闲置，则新辊中包含的物质会粘附到转印带的表面，从而造成打印图像中的噪声。

• 为了防止第 2 转印辊中包含的物质粘附到转印带上，在更换时向新的第 2 转印辊的表面涂抹 Y 碳粉。（与转印辊的两次完整旋转对应的 Y 碳粉

图像在转印带表面形成，然后将红色转印到第 2 转印辊的表面）。

• 考虑到背面标记，将不太明显的 Y 碳粉用于要涂抹的碳粉。

执行时序
• 在维修模式下将第 2 转印辊的寿命计数器重置为零时，执行该控制。

1.8.5 第 2 转印辊的清洁
• 为了去除第 2 转印辊上的剩余碳粉，交替施加 -/+ （Dc）电荷即可将第 2 转印辊上的剩余碳粉转印到转印带上。（向第 2 转印辊施加电荷的次数

是不同的，具体视乎每种情况而定。）

• 接着，清洁刮板会将转印带表面上的碳粉刮掉。

[1] 第 2 转印辊 [2] 第 2 转印电压导电板

[3] 第 2 转印电压应用端子 - -

[1] 转印带 [2] 第 2 转印辊

[3] 清洁刮板 - -

[1]

[2]

[3]

HV1-

-
----

-
-
-

-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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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电荷中和与纸张分离
• 为了中和经过第 2 转印处理的纸张上的任何残余电位，在第 2 转印辊之后的导板上安装有电荷中和针。树脂导板可防止电极直接接触纸张。

• 电荷中和针中和的残余电位通过导电板接地。

• 为了在第 2 转印后无故障地分离纸张与转印带，需安装单独的分离爪 （以一个点为中心点）。

• 防纸张缠绕导板可防止纸张在通过分离爪与转印带分离后再次缠绕在转印带周围。

1.8.7 第 2 转印辊新物品检测
• 第 2 转印辊未配备任何新物品检测机构。如果更换新的第 2 转印辊，因此，必须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命）执行 “ 转印带单元 ” 的 “ 新发布 ”。执行 “ 转印带单元 ” 的 “ 新发布 ” 还会将第 2 转印辊的寿命计数器重置为零。

备注
• 有关第 2 转印辊的寿命，请参见 “E.1. 维修保养的概念 ”。

1.9 碳粉收集部分

1.9.1 配置

废碳粉收集部分

[1] 电荷中和针 [2] 电荷中和针导电板 （接地）

[3] 分离爪 [4] 第 2 转印辊

[5] 防纸张缠绕导板 [6] 转印带

[1] 碳粉收集螺杆 （感光鼓组件） [2] 碳粉收集螺杆 （显影组件）

[3] 废碳粉传输螺杆 1 [4] 碳粉收集螺杆 （废粉盒）

[5] 碳粉收集口 （感光鼓组件） [6] 废粉盒到位传感器 （PS46）

[7] 废碳粉传输螺杆 2 [8] 废碳粉传送马达 （M20）

[9] 碳粉收集螺杆 （转印带部分） - -

[1]

[2]

[3]

[4]

[5]

[6]

[1]

[2]

[3]

[4]

[5][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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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粉盒

1.9.2 废粉盒驱动机构
• 废粉盒由专用的废碳粉传送马达驱动。

• 废碳粉传送马达的驱动力传输到废碳粉传送组件的废碳粉传输螺杆 1 和 2 以及废粉盒的碳粉收集螺杆。

1.9.3 通过废粉盒传输废碳粉的控制
• 转印带单元和感光鼓组件中的废碳粉以及显影组件中的多余碳粉通过碳粉收集螺杆传输到废粉盒。

• 通过各组件的碳粉收集口收集废碳粉和废显影剂 （废载体 + 废碳粉）。

• 收集到的废碳粉直接落入废碳粉传送组件的废碳粉传送螺杆 1 的下方，并通过废碳粉传送螺杆 1 进行传送。

• 废碳粉从传送组件和废粉盒的接合部分传送到废粉盒。

• 废粉盒配有碳粉收集螺杆，用于将废碳粉均 地传输到接合部分的相对侧。

• 接合部分的相对侧配有一个检测窗口，用于检测废碳粉的已满状况。当传输的废碳粉超过预定高度时，废碳粉会从废碳粉已满状况检测部分溅

出。

[1] 废碳粉传送组件 [2] 废粉盒

[1] 废碳粉传输螺杆 2 [2] 废碳粉传送组件

[3] 废碳粉传输螺杆 1 [4] 碳粉收集螺杆

[5] 废粉盒 [6] 废碳粉传送马达 （M20）

[1]

[2]

[1] [2]

[3]

[4]

[5]

[6]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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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废粉盒位置检测
• 废粉盒到位传感器检测废粉盒的安装情况。它可防止机器使用尚未安装到位的废粉盒。

• 废粉盒到位传感器还会检测驱动部分的旋转，防止出现 MFP 的故障，例如由于旋转故障导致的废碳粉堵塞。

• 前门或右门关闭后，废粉盒的碳粉收集螺杆旋转一圈。

• 碳粉收集螺杆的驱动齿轮提供的旋转检测凸轮旋转并移动锁定杆。

• 当废粉盒到位传感器被阻断或解除阻断时，机器确定废粉盒已安装到位。

1.9.5 废粉盒满检测
• 废粉盒安装部分提供的废碳粉满传感器用于确定废粉盒中积聚的废碳粉量。

备注
• 有关废粉盒的寿命，请参见 “E.1. 维修保养的概念 ”。 

废碳粉将满
• 废粉盒中提供的碳粉收集螺杆用于传输盒中的废碳粉。废粉盒配备用于检测废碳粉已满状况的窗口。当传输的废碳粉超过预定高度时，它会从

废碳粉已满状况检测窗口溅出。

• 积聚在废碳粉已满状况检测窗口的废碳粉在预定时间或更长时间内阻断废碳粉满传感器时 , 机器会作出废碳粉将满状况的判定 .

[1] 废碳粉传输螺杆 1 [2] 碳粉收集螺杆

[3] 废碳粉传输螺杆 2 - -

[1] 碳粉收集口 （转印带单元） [2] 碳粉收集口 （显影组件）

[3] 碳粉收集口 （感光鼓组件） [4] 废碳粉传送组件

[5] 废碳粉已满状况检测窗口 [6] 废粉盒

[7] 接合部分 - -

[1] 解除阻断 [2] 被阻断

[3] 废粉盒到位传感器 （PS46） [4] 杆

[5] 废碳粉传送马达 （M20） [6] 废粉盒

[7] 旋转检测凸轮 - -

[1] [2] [3] [4]

[5][6][7]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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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时序 >

• 在下列任何情况下执行废粉盒将满检测控制：

• “ 机器利用废粉盒到位传感器确定废粉盒已安装到位。 ”

• “ 打印循环期间 ”

• “ 执行图像稳定控制期间 ”

废碳粉已满
• 检测到废碳粉将满状况时 , 在每次后续的打印作业期间都会根据打印图像的图像浓度信息增加 “ 废碳粉已满检测计数器 ” 的值

• 当废碳粉已满检测计数器的值达到阈值时，机器会判定废碳粉已满。

< 执行时序 >

• 在下列任何情况下执行废粉盒已满检测控制：

• “ 机器利用废粉盒到位传感器确定废粉盒已安装到位。 ”

• “ 废碳粉满传感器检测到废碳粉将满状况。 ”

• “ 打印循环期间 ”

• “ 执行图像稳定控制期间 ”

1.9.6 废粉盒新物品检测
• 废粉盒未配备任何新物品检测机构。废碳粉满传感器进行的检测用于检测新的废粉盒。

• 当废碳粉已满显示出现时，会将现有的废粉盒更换为新的废粉盒。当废碳粉满传感器在预定时间或更长时间内保持解除阻断状态时，机器会判

定已恢复正常状态 （旧废粉盒已更换为新废粉盒）。

• 判定新的废粉盒已安装后，机器将重置废碳粉已满显示，允许启动新的打印循环。

重置废碳粉已满显示的时序
• 在下列任何情况下执行废粉盒已满检测控制：

• “ 废碳粉满传感器检测到废碳粉已满状况。 ”

• “ 电源开关被打开 ”

• “ 前门关闭 ”

1.9.7 防废碳粉溅出遮挡板
• 废碳粉传送组件和废粉盒的接合口配有防废碳粉溅出遮挡板，用于在拆下或重新安装废粉盒期间防止废碳粉溅出。

• 将废粉盒插入其安装位置后，可将挡板推到废粉盒的碳粉收集口，从而打开碳粉收集口。

• 拆下废粉盒后，遮挡板弹簧会关闭碳粉收集口的遮挡板。

[1] 废碳粉满传感器 （PS45） [2] 废碳粉已满状况检测窗口

[3] 废粉盒 - -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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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进纸部分

1.10.1 配置

(1) 纸盒 1

[1] 废粉盒 [2] 遮挡板

[3] 碳粉收集口 - -

[1] 纸盒 1 进纸离合器 （CL3） [2] 纸盒 1 缺纸传感器 （PS24）

[3] 纸盒 1 上限传感器 （PS25） [4] 进纸辊

[5] 纸盒 1 进纸传感器 （PS23） [6] 分离辊

[7] 拾纸辊 [8] 纸张宽度导板

[9] 小尺寸纸张的附件 [10] 纸张长度导板

[11] 纸张长度检测板 [12] 纸盒 1 FD 纸张尺寸板 （FDPSB/1） 

[13] 纸盒 1 CD 纸张尺寸板 （CDPSB/1） [14] 纸盒 1 提升马达 （M12） 

[15] 纸盒 1 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1） - -

[1]
[2]

[3] [4]
[5]

[6]

[7]

[8][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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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纸盒 2

(3) 进纸 / 传送部分

1.10.2 驱动
• 驱动部分以纸盒 1 和纸盒 2 的相同方式进行排列。如果之后的说明没有识别纸盒 1 或纸盒 2，则在机构和控制方面它适用于纸盒 1 和纸盒 2。

• 传送马达驱动纸盒 1 和 2 进纸辊部分。

• 每个纸盒的驱动部分具有离合器，可用于控制进纸辊部分的旋转。

[1] 纸盒 2 进纸离合器 （CL1） [2] 进纸辊

[3] 纸盒 2 进纸传感器 （PS20） [4] 纸盒 2 缺纸传感器 （PS21）

[5] 分离辊 [6] 拾纸辊

[7] 纸张宽度导板 [8] 纸张长度导板

[9] 纸张长度检测板 [10] 纸盒 2 FD 纸张尺寸板 （FDPSB/2）

[11] 纸盒 2 CD 纸张尺寸板 （CDPSB/2） [12] 纸盒 2 提升马达 （M13）

[13] 纸盒 2 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2） [14] 纸盒 2 上限传感器 （PS22）

[1] 纸盒 1 进纸离合器 （CL3） [2] 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 （CL2）

[3] 纸盒 2 进纸离合器 （CL1） [4] 纸盒 2 垂直传送辊

[5] 纸盒 2 进纸辊 [6] 纸盒 2 分离辊

[7] 纸盒 2 拾纸辊 [8] 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9）

[9] 纸盒 1 分离辊 [10] 纸盒 1 拾纸辊

[11] 纸盒 1 进纸辊 - -

[1]
[2]

[3]
[4]

[5]

[6][7]
[8]

[9]

[10]

[11]

[12]
[13]

[1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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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升 / 降控制
• 纸盒 1 和纸盒 2 以相同的控制步骤进行控制。

(1) 上升操作
• 纸张提升板 B 位于纸张提升板 A 下面。

• 纸盒 1/2 提升马达的纸张提升板驱动轴连接到纸张提升板 B。

• 纸盒 1/2 提升马达的驱动轴旋转时，纸张提升板 B 会抬起纸张提升板 A。

(2) 下降操作
• 当纸盒滑出机器时，纸盒 1/2 提升马达的耦合与提升板驱动轴之间断开连接。

• 纸盒 1/2 提升马达的驱动力从提升板驱动轴上释放时，纸张提升板会用其自身的重量开始下降。

[1] 传送马达 （M1） [2] 进纸辊快速离合器 （CL10）

[3] 纸盒 2 垂直传送离合器 （CL2） [4] 纸盒 2 进纸离合器 （CL1）

[5] 纸盒 2 垂直传送辊 [6] 纸盒 2 进纸辊

[7] 纸盒 2 分离辊 [8] 纸盒 2 拾纸辊

[9] 纸盒 1 分离辊 [10] 纸盒 1 进纸辊

[11] 纸盒 1 拾纸辊 [12] 纸盒 1 进纸离合器 （CL3）

[1] 纸盒 1 上限传感器 （PS25）
纸盒 2 上限传感器 （PS22）

[2] 纸张提升板 A

[3] 纸张提升板 B [4] 提升板驱动轴

[5] 纸张 [6] 纸盒 1 提升马达 （M12）
纸盒 2 提升马达 （M13）

[1]

[2]

[3]

[4]
[5]

[6]

[7][8]

[9]

[10]

[11]

[12]

[1] 

[2] [3][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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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时序

(a) 纸盒滑入时
• 纸盒滑入机器时，纸盒 1/2 FD 纸张尺寸板上的传感器会被阻断。然后机器会判断纸盒滑入到位。

• 纸盒滑出时纸张提升板下降，这样纸盒 1/2 上限传感器便会解除阻断。

• 判断纸盒 1/2 上限传感器解除阻断时，机器会让纸盒 1/2 提升马达旋转，开始纸张提升板的上升操作。

• 当纸张提升板的上升操作开始后纸堆升高到预定高度时，纸盒 1/2 上限传感器被阻断。

• 判断纸盒 1/2 上限传感器被阻断时，机器会停止纸盒 1/2 提升马达，以完成纸张提升板的上升操作。

• 提供控制可确保每次只有一个纸盒执行上升操作。

• 如果在纸张提升板的上升操作过程中纸盒滑出并且相应的纸盒 1/2 FD 纸张尺寸板上的传感器解除阻断，则纸张提升板的上升操作会被终止。

(b) 打印循环期间
• 单元保持打印时如果纸张量下降，则拾纸辊会逐渐下降以解锁纸盒 1/2 上限传感器。纸盒 1/2 提升马达将再次旋转，以提升纸张提升板。

• 纸盒 1/2 上限传感器被阻断时，纸盒 1/2 提升马达会停止，以停止提升纸张提升板。

• 重复这些操作的序列，以保持拾纸辊和纸堆之间的压力恒定 （纸张拾取压力），而无论仍然可用的纸张量是多少。

1.10.4 进纸控制
• 纸盒 1 和纸盒 2 以相同的控制步骤进行控制。

拾纸控制
• 打印开始信号后经过预定时间后纸盒 1/2 进纸离合器通电。

• 当纸盒 1/2 进纸离合器通电时，传送马达的驱动力会传输到拾纸辊和进纸辊。这些辊旋转，以拾取纸张并将其送入机器。

分离控制
• 分离辊会通过弹簧的压力以及转矩限制器扭矩所产生的作用压力按压在进纸辊上。

• 进纸辊 / 分离辊 / 转矩限制器的作用压力用作防止双张进纸的限制转矩。

• 分离辊与进纸辊之间无纸或只有一张纸时，限制转矩超出，且分离辊随着进纸辊的旋转而旋转。

• 如果分离辊和进纸辊之间有两张或更多张纸，则限制扭矩会大于纸张的摩擦力，这样分离辊便不会旋转。

• 分离辊使接触分离辊的下部纸张在纸盒方向向后推动，从而正确地分离下部纸张。

[1] 纸盒 1 上限传感器 （PS25）
纸盒 2 上限传感器 （PS22）

[2] 上限传感器的光线遮断板

[3] 拾纸辊 [4] 纸张提升板 A

[5] 纸张提升板 B [6] 纸张

[7] 纸盒 1 提升马达 （M12）
纸盒 2 提升马达 （M13）

- -

[1]

[2]

[3]

[4][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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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进纸重试控制
• 如果指定的传感器即使在进纸序列开始后经过预定时间也无法检测到纸张，则机器判定存在卡纸情况。为减少卡纸的可能性，如果在下列情况

下，在打印作业期间检测到卡纸，则进纸序列仅再执行 （重试）一次。进纸辊暂时停止，然后再次转动。如果指定的传感器即使在进纸重试序

列后仍无法检测到纸张，也会发生卡纸错误，机器判定存在卡纸情况。

1.10.6 进纸辊减速控制
• 在多个打印循环期间，由于传送速度变化的校正和适当的纸张间距离，可保持目标打印页数。

• 测量从开始进纸到进纸传感器打开所需的时间。如果纸张间距离太窄，则进纸辊在预定时间内减速，从而实现适当的纸张间距离。

• 从下列纸盒进纸时，实施进纸辊减速控制。

[1] 进纸辊 [2] 分离辊

[3] 纸张 [4] 拾纸辊

进纸端口 进纸重试控制 传感器名称

手送纸盒 仅限黑色模式 对位传感器

纸盒 1 不执行任何重试控制。

纸盒 2 仅限黑色模式 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纸盒 3 （选购件：PC-116/216） 在黑色和色彩模式下执行重试控制。 纸盒 3 垂直传送传感器

纸盒 4 （选购件：PC-216） 纸盒 4 垂直传送传感器

LCC （选购件：PC-416） LCT 垂直传送传感器

LCT （选购件：LU-302） LU 进纸传感器

进纸端口 受控辊 传感器名称

纸盒 1 纸盒 1 进纸辊 纸盒 1 进纸传感器

纸盒 2 纸盒 2 进纸辊 纸盒 2 进纸传感器

[1] 上一张纸 [2] 正在控制的纸张

[3] 进纸传感器 - -

[1]

[2][3]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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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垂直传送辊减速控制
• 采用与进给辊减速控制相同的方式执行控制，以在多个打印循环期间降低垂直传送辊的速度，从而保持适当的纸张间距离。

• 测量进纸序列开始后垂直传送传感器被激活所需的时间。如果两张纸间的距离被判定较窄，则垂直传送辊在预定时间内减速，从而实现适当的

纸张间距离。

• 从下列纸盒进纸时，实施垂直传送辊减速控制。

1.10.8 纸张传送控制

(1) 纸盒 1
• 纸盒 1 进纸辊将纸张送入对位辊。

• 位于纸盒 1 进纸辊下游的纸盒 1 进纸传感器检测到从进纸辊送入的纸张。

• 当从进纸辊送入的纸张移过对位辊并到达预定位置时，纸盒 1 进纸离合器会断电，以断开传送马达的驱动力。拾纸辊和进纸辊按照纸张移动方

向移动，继续旋转。纸张移动时，拾纸辊和进纸辊会停止旋转。

• 如果对位传感器即使在经过预定时间后也无法检测到纸张，则机器判定纸盒 1 存在卡纸情况。 

(2) 纸盒 2
• 纸盒 2 进纸辊将纸张送入纸盒 2 垂直传送辊。

• 位于纸盒 2 进纸辊下游的纸盒 2 进纸传感器检测到从纸盒 2 进纸辊送入的纸张。

• 当位于纸张通道上纸盒 2 垂直传送辊下游的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检测到从进纸辊送入的纸张的前缘时，纸盒 2 进纸离合器会断电，以断开传

送马达的驱动力。拾纸辊和进纸辊按照纸张移动方向移动，继续旋转。纸张移动时，拾纸辊和进纸辊会停止旋转。

• 如果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即使在经过预定时间后也无法检测到纸张前缘，则机器判定纸盒 2 存在卡纸情况。

1.10.9 多个打印循环期间的下游出纸控制
• 检测到进纸部分中的卡纸时，打印操作不会立即停止。已完全打印的纸张以及可完全打印的纸张在打印后被排出到机器之外。

• 完全排出的打印纸张容易清除卡纸并降低纸张消耗。

下游出纸控制卡纸

单面打印
1. 停止发生卡纸的进纸和传输操作。

2. 排出单面图像转印后的纸张。

3. 将图像转印并定影到单面图像之前的纸张，然后退出该纸张。

双面打印
4. 停止发生卡纸的进纸和传输操作。

5. 排出双面图像转印后的纸张。

6. 将单面图像转印并定影到反转 / 双面器部分的纸张，然后退出该纸张。

7. 对单面图像转印之前的纸张执行双面打印，然后排出该纸张。

进纸端口 受控辊 传感器名称

纸盒 3 （选购件：PC-116/216） 纸盒 3 垂直传送辊 纸盒 3 垂直传送传感器

纸盒 4 （选购件：PC-216） 纸盒 4 垂直传送辊 纸盒 4 垂直传送传感器

LCC （选购件：PC-416） LCT 垂直传送辊 LCT 垂直传送传感器

LCT （选购件：LU-302） LU 辊 LU 进纸传感器

纸盒 1 进纸部分卡纸 LCC （PC-416）进纸部分卡纸

纸盒 2 进纸部分卡纸 LCT （LU-302）进纸部分卡纸

纸盒 3 进纸部分卡纸 手送纸盒进纸部分卡纸

纸盒 4 进纸部分卡纸 垂直传送部分卡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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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 纸张尺寸检测控制

纸张宽度检测 （CD）

• 通过组合开 / 关 CD 纸张尺寸板上的透射式光电传感器 1、 2 来检测纸张宽度的尺寸。

• 纸张宽度传感器被阻断与否取决于纸张宽度导板连接的纸张宽度检测板的位置。

纸张长度检测 （FD）

• 通过组合开 / 关 FD 纸张尺寸板上的透射式光电传感器 1 至 4 来检测纸张长度的尺寸。

• 纸张长度传感器 1 至 4 被阻断与否取决于纸张长度导板连接的纸张长度检测板的位置。

• FD 纸张尺寸板上的传感器还可用于检测是否安装了纸盒。

(1) 纸张尺寸判定
• 两个纸张宽度传感器用于检测纸张宽度，而四个纸张长度传感器用于检测纸张长度。通过组合上述纸张宽度和纸张长度来判定纸张尺寸。

• *1：纸盒 2 和手送纸盒只支持送入 SRA3 和 A3 宽纸。 

• *2：对于使用英寸单位的地区，检测到 Invoice S 尺寸。对于其他地区，检测到 A5S 尺寸。 

• *3：可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1] （系统 1） -> [I.9.5.Foolscap Size Setting （Foolscap 尺寸设置） ] 中选择要为 FLS 设置的以下

一种纸张尺寸。 

[1] 纸张宽度导板 [2] 纸张宽度检测板

[3] 纸张长度检测板 [4] 纸张长度导板

[5] 纸张长度传感器 4 [6] 纸张长度传感器 3

[7] 纸张长度传感器 2 [8] 纸张长度传感器 1

[9] 纸张宽度传感器 1 [10] 纸张宽度传感器 2

纸张尺寸 FD 纸张尺寸板 CD 纸张尺寸板

传感器 4 传感器 3 传感器 2 传感器 1 传感器 2 传感器 1

SRA3 （*1） H L L H H H

A3 宽纸 （*1） H L L H L H

A3 L L H L L H

B4 L H H H L H

A4S H H L L L L

A4 H L L H L H

B5S L H H L L L

B5 L H L L L H

A5S （*2） H L H L L L

Invoice S （*2） H L H L L L

Ledger （11×17） L L H L H H

81/2×14 （Legal） L H H H L L

81/2×11S （LetterS） L L L H L L

81/2×11 （Letter） H L H L H H

FLS S （*3） H H H H L L

8K S （270 mm x 390 mm） L H L H H H

16K （270 mm × 195 mm） L H H L H H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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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2×13 1/2、 8×13、 8 1/4×13、 8 1/2×13

传感器状态

1.10.11 调整小尺寸纸张的尾缘
• 可以将长度为 148mm 至 182 mm 的小尺寸纸张设为纸盒 1。

• 要设置小尺寸纸张，请将纸盒 1 随附的小尺寸纸张的附件固定到纸张长度导板上。

1.10.12 剩余纸张检测控制
• 在下列任何情况下进行剩余纸张检测控制：

• “ 纸盒 1/ 纸盒 2 处于关闭位置 ”

• “ 纸张提升板的上 / 下控制完成 ”

(1) 即将缺纸检测
• 纸盒 1/2 即将缺纸传感器检测到纸盒的即将缺纸状况。

• 消耗纸张时，纸张提升板抬起。这会抬起提升马达的提升板驱动轴配备的即将缺纸检测激活器。

• 当即将缺纸检测激活器被抬到会阻断纸盒 1/2 即将缺纸传感器的位置时，机器便会检测到即将缺纸状况。

备注

• 当仍然可供使用的纸张量变为约 50 张时，检测到即将缺纸状况。

传感器 物理状态

HIGH 信号 LOW 信号

FD 纸张尺寸板：传感器 1 到 4 遮挡 解除阻断

CD 纸张尺寸板：传感器 1、 2

[1] 小尺寸纸张 [2] 纸盒 1

[3] 纸张宽度导板 [4] 纸张长度导板

[5] 小尺寸纸张的附件 - -

[1] 纸盒 1 提升马达 （M12）
纸盒 2 提升马达 （M13）

[2] 纸盒 1 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1）
纸盒 2 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2）

[3] 激活器 [4] 纸张提升板

[5] 纸张 [6] 装入的纸张量充足时

[7] 即将缺纸状况 - -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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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纸检测
• 纸盒 1 和纸盒 2 使用相同的控制系统来检测缺纸状况。

• 纸盒 1/2 缺纸传感器检测到缺纸状况。

(3) 剩余纸张水平显示
• 剩余纸张量在纸盒右侧以 LED 以及控制面板的屏幕指示。

• 下表显示了显示状态。

• *：当纸张剩余量设为 “ 类型 2” 时， LED 熄灭：[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1] （系统 1） -> [Machine State LED Setting] （机器状态 

LED 设置） -> [Paper Remainder] （纸张剩余量）。 

1.10.13 进纸纸盒锁定机构
• 进纸纸盒配有锁定机构。

(1) 解锁进纸纸盒
• 将手柄背面的杆拽到前面会解开进纸纸盒右侧的纸盒锁定杆。

• 左右侧纸盒导轨具有辊。可减少滑入 / 滑出进纸纸盒所需的作用力。

(2) 锁定进纸纸盒
• 将进纸纸盒一直朝后面推入会让进纸纸盒滑到机器中。

• 进纸纸盒一直插入到位时，进纸纸盒右侧的纸盒锁定杆便会将纸盒锁定到位。

• 为了防止检测错误，进纸纸盒在后面配有弹簧，如果纸盒没有插到 末会将纸盒推出。

[1] 纸盒 1 缺纸传感器 （PS24）
纸盒 2 缺纸传感器 （PS21）

[2] 激活器

纸盒状况 已空 将尽 其它状态 （包括提升过程中以及无纸盒状态）

LED 状态 点亮 闪烁 / 熄灭 * OFF （关）

[1] 纸盒 1 缺纸指示灯 [2] 纸盒 2 缺纸指示灯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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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4 辊收回机构

(1) 拾纸辊收回机构
• 提供拾纸辊收回机构，以便在插入进纸纸盒时避免损坏堆叠的纸张。

• 当进纸纸盒打开时，机器背面的收缩杆会将拾纸辊向上按压到收回位置。

• 当拾纸辊处于收回位置时，不会损坏纸张，这是因为拾纸辊不会与堆叠的纸张接触。

• 关闭进纸纸盒将按压收缩杆，以便将拾纸辊移动到供应纸张的位置。

(2) 分离辊收回机构
• 提供用于按压 / 释放分离辊的机构。它可以防止留在机器中的纸张损坏或溢出到机器中。

• 当纸盒打开或关闭时，进纸纸盒上的肋条会越过分离辊托架凸出部分的顶部。它释放分离辊和进纸辊。

• 通过释放分离辊和进纸辊释放卡在两辊之间的纸张。它有助于防止纸张积聚在机器内部。

• 当进纸纸盒完全关闭时，纸盒肋条和分离辊托架凸出部分不会相互干扰。采用此设计可按压分离辊和进纸辊，以便供应纸张。

[1] 进纸纸盒杆 [2] 锁定杆

[1] 拾纸辊 [2] 纸盒

[3] 回收杆 - -

[1] [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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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5 进纸纸盒挡块释放机构
• 进纸纸盒配有挡块机构。

• 放入纸张时，挡块可防止进纸纸盒在被拉出时从机器掉落。

• 如果在处理卡纸时纸张留在机器内，可以取出进纸纸盒。

释放进纸纸盒挡块
• 按压挡块的左侧，将释放挡块锁。

锁定纸盒挡块
• 按压挡块的右侧，将锁定挡块锁。

备注
• 提供一种机构，即使您忘记上锁，也可以通过将纸盒关闭到原位来推动和锁定挡块。（防止忘记上锁的机构）

[1] 分离辊 [2] 分离辊托架

[3] 肋条 [4] 纸盒

[1] 纸盒 1 挡块 [2] 纸盒 1

[3] 纸盒 2 [4] 纸盒 2 挡块

[5] 纸盒挡块释放 - -

[1] 

[2] 
[3] [4] 

[1]

[3]
[5]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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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进纸部分 （手动进纸盒）

1.11.1 配置

1.11.2 驱动

1.11.3 升 / 降控制
• 传送马达带动纸张提升板上下移动。

[1] 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 （CL7） [2] 手送纸盒提升位置传感器 （PS26）

[3] 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 （SD1） [4] 纸张导板 （后侧）

[5] 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VR1） [6] 手送纸盒 FD 纸张尺寸传感器 /1 （PS28）

[7] 手送纸盒 FD 纸张尺寸传感器 /2 （PS29） [8] 副纸盘

[9] 手送纸盒拾纸辊 [10] 纸张导板 （前侧）

[11] 纸张提升板 [12] 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 （SD6）

[13] 手送纸盒分离辊 [14] 手送纸盒进纸辊

[15] 手送纸盒缺纸传感器 （PS27） - -

[1] 传送马达 （M1） [2] 进纸辊快速离合器 （CL10）

[3] 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 （CL7） [4] 纸张提升板离合器 （机械）

[5] 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 （SD1） [6] 纸张提升凸轮

[7] 手送纸盒拾纸辊 [8] 纸张提升板

[9] 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 （SD6） [10] 手送纸盒进纸辊

[1]
[2]

[3]

[4]

[5]

[6]

[7]

[8][9]
[10]

[11]

[12]
[13]

[14] [15]

[1]

[2]

[3]

[4]

[5]

[6][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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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升操作
• 在传送马达旋转期间，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会通电一段预定时间。此操作会解锁纸张提升板离合器，随后传送马达的驱动力会被传输到纸张提

升凸轮。

• 随着纸张提升凸轮的旋转，一直被纸张提升凸轮压着纸张提升板被弹簧提升到进纸位置。

(2) 下降操作
• 在传送马达旋转期间，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会通电一段预定时间。此操作会旋转纸张提升凸轮，使凸轮将纸张提升板向下推入其待机位置。

(3) 操作时序

(a) 移动到进纸位置 （上升）
• 开始手送纸盒进纸步骤时，纸张提升板会被抬到进纸位置。

• 经过一段预定时间后，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会断电。纸张提升板停止在进纸位置。

• 手送纸盒提升位置传感器的激活器与纸张提升凸轮同步旋转。当纸张提升板抬起时，激活器旋转以解锁手送纸盒提升位置传感器。然后，机器

判定纸张提升板抬起到进纸位置。

• 如果手送纸盒提升位置传感器即使在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断电后仍保持解除阻断的状态，则机器判定纸张提升板处于进纸位置。

• 进纸期间当纸张水平降低时，弹簧向上推动纸张提升板，使纸堆被推到 佳进纸位置。

(b) 移动到待机位置 （下降）
• 如果没有使用手送纸盒的打印作业，并且出纸传感器检测到从手送纸盒送入的纸张，则纸张提升板会下降。

• 如果即使在执行其它作业期间符合上诉条件，纸张提升板会降低。

• 如果在进纸位置检测到手送纸盒缺纸状况，纸张提升板会下降到待机位置。

• 如果发生卡纸情况，纸张提升板会停止在进纸位置。清除卡纸后传送马达稳定旋转时，纸张提升板下降到待机位置。

• 经过一段预定时间后，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会断电。纸张提升板停止在待机位置。由于纸张提升板下降，手送纸盒提升位置传感器被阻断。即

使在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断电后，手送纸盒升位置传感器仍会被阻断，基于这一情况，机器判定纸张提升板处于待机位置。

1.11.4 进纸控制

(1) 拾纸控制
• 传送马达驱动手送纸盒的进纸操作。

• 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通过打印开始信号通电，并且纸张抬升到进纸位置。

• 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通电，手送纸盒拾纸辊被按压到纸张上。

• 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通电。

[1] 传送马达 （M1） [2] 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 （SD1）

[3] 纸张提升板离合器 （机械） [4] 纸张提升凸轮

[5] 纸张提升板 [6] 手送纸盒提升位置传感器 （PS26）

[1] 纸张提升凸轮 （待机位置） [2] 纸张提升板 （待机位置）

[3] 纸张提升凸轮 （进纸位置） [4] 纸张提升板 （进纸位置）

[1]

[2]
[3]

[4]

[5] [6]

[4]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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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通电后，来自传送马达的驱动力会传输到手送纸盒拾纸辊和手送纸盒进纸辊，以便可以送入纸张。

• 手送纸盒进纸辊将纸张送入对位辊。

• 从手送纸盒送入的纸张到达对位辊后，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会断电，以停止手送纸盒进纸辊的旋转。

• 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断电，手送纸盒拾纸辊从纸张释放。

• 手送纸盒提升电磁铁通电，并且纸张下降到待机位置。

• 如果对位传感器即使在经过预定时间后也无法检测到纸张，则机器判定手送纸盒存在卡纸情况。但请注意，如果检测到卡纸，则第二次重复进

纸序列。如果对位传感器仍然无法检测到纸张，则机器判定手送纸盒存在卡纸情况。（进纸重试控制）

(2) 分离控制
• 手送纸盒分离辊被压靠在手送纸盒进纸辊上并由其驱动。将转矩限制器安装在手送纸盒分离辊的轴上。

• 手送纸盒进纸辊 / 手送纸盒分离辊 / 转矩限制器的作用压力用作防止双张进纸的限制转矩。

• 手送纸盒分离辊与手送纸盒进纸辊之间无纸或只有一张纸时，限制转矩超出，且手送纸盒分离辊随着手送纸盒进纸辊的旋转而旋转。

• 如果手送纸盒分离辊和手送纸盒进纸辊之间有两张或更多张原稿，则限制扭矩会大于纸张的摩擦力，这样手送纸盒分离辊便会停止旋转。

• 由于手送纸盒分离辊静止，与手送纸盒分离辊接触的下部纸张将不会送入，以便正确分离第一张纸和第二张纸。

1.11.5 纸张尺寸检测控制
• 通过组合使用两个手送纸盒 FD 纸张尺寸传感器和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的开或关位置，可自动检测到装入手送部分的纸张的标准尺寸。

• 两个手送纸盒 FD 纸张尺寸传感器安装在即使副纸盘关闭时也能检测长度的位置。

• 纸张导板移动带动尺寸检测齿轮旋转。与尺寸检测齿轮同轴安装的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可检测纸张宽度。

• 机器支持检测 SRA3 尺寸。

• 输入自定义尺寸后，可以使用不规则的纸张尺寸和明信片。

备注
• 纸张导板已经过扩展，可抑制进纸时造成的 “ 纸张歪斜 ” 和 “ 纸张歪斜造成的卡纸 ”。

[1] 传送马达 （M1） [2] 手送纸盒进纸离合器 （CL7）

[3] 手送纸盒拾纸辊 [4] 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 （SD6）

[5] 手送纸盒分离辊 [6] 手送纸盒进纸辊

[1] 纸张导板 （后侧） [2] 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VR1）

[3] 手送纸盒 FD 纸张尺寸传感器 /1 （PS28） [4] 副纸盘

[1]

[2]

[3]

[4]

[5] [6]

[3]

[5]

[6]

[1]

[3]

[5]

[4]

[6]
[7]

[8]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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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纸张尺寸判定

• *：对于使用英寸单位的地区，以英寸为单位检测尺寸；对于其他地区，检测 A/B 尺寸。 

1.11.6 缺纸检测控制
• 将纸张装入手送纸盒时，纸张前缘会按压在缺纸检测激活器上。缺纸检测激活器下压，以取消阻断手送纸盒缺纸传感器。

• 手送纸盒内无纸时，缺纸检测激活器会抬起。缺纸检测激活器回到其原位，从而阻断手送纸盒缺纸传感器。

[5] 手送纸盒 FD 纸张尺寸传感器 /2 （PS29） [6] 激活器 2

[7] 激活器 1 [8] 尺寸检测齿轮

[9] 纸张导板 （前侧） - -

检测到的纸张尺寸 手送纸盒 FD 纸张尺寸传感器 /1 手送纸盒 FD 纸张尺寸传感器 /2 手送纸盒 CD 纸张尺寸 VR

单位：mm

A6S OFF （关） OFF （关） 小于 115

B6S 包括 115 ~ 144

A5 (*) 包括 196 ～ 225 (*)

Invoice (5 1/2× 8 1/2) (*)

B5 * 包括 242 ～ 268 (*)

Executive (7 1/4 × 10 1/2) (*)

A5S (*) ON （开） OFF （关） 包括 133 ～ 164 (*)

Invoice S (5 1/2× 8 1/2 S) (*)

B5S (*) 169 ～小于 196 (*)

Executive S (7 1/4× 10 1/2 S) (*)

A4S (*) 包括 196 ～ 225 (*)

Letter S (8 1/2×11S) (*)

Letter (8 1/2×11) 255 ~ 小于 288

A4 包括 288 ~ 330

Legal (8 1/2×14) ON （开） ON （开） 包括 201 ~ 231

B4 242 ~ 小于 268

Ledger (11 × 17) 268 ~ 小于 288

A3 288 ~ 小于 301

A3 宽纸 （12 × 18） 包括 301 ~ 312.5

SRA3 超过 312.5 且不超过 330

[1] 手送纸盒缺纸传感器 （PS27） [2] 激活器

[3] 手送纸盒进纸辊 - -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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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手送纸盒拾纸辊收回机构
• 将纸张装入进纸纸盒时，有一种机构可以收回拾纸辊和分离辊，以防止损坏纸张。

• 打印时，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通电，手送纸盒拾纸辊被按压到纸张上。

• 完成打印作业后，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断电，手送纸盒拾纸辊从纸张释放。

1.12 对位部分

1.12.1 配置

1.12.2 对位控制
• 传送马达和对位离合器控制对位辊的旋转。

• 传输纸张以修正歪斜时，纸张会在纸盒 1 进纸辊 （或纸盒 2 垂直传送辊或手送纸盒进纸辊）和对位辊之间形成波幅。

• 对位辊受到控制，以使单元开始写入图像的时间和传输纸张的时间同步。

• 可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 [Printer Reg. Loop Adj.] （打印机对位波幅调整）中调整纸张波幅量。更改调整值会更

改纸张中的波幅量。

(1) 操作
1. 对位辊固定时传送纸张。

2. 对位传感器 1 检测纸张主缘，意味着纸张已到达对位辊。

3. 纸张波幅形成，这样便会修正纸张中的歪斜。

4. 对位辊旋转传送纸张。

[1] 手送纸盒拾纸辊 [2] 手送纸盒拾纸辊电磁铁 （SD6）

[3] 杆 - -

[1] 定影波幅传感器 （PS2） [2] 第 2 转印辊

[3] 对位辊 [4] 对位传感器 /1 （PS1）

[5] 传送马达 （M1） [6] 对位离合器 （CL4）

[7] 定影单元 - -

[1]
[2]

[3]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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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定影部分

1.13.1 配置

[[1]] 对位辊 [[2]] 波幅形成

[[3]] 手送纸盒进纸辊 [[4]] 纸盒 1 进纸辊

[[5]] 对位传感器 /1 （PS1） - -

[1] 压力辊 [2] 纸张分离爪 （接触式）

[3] 定影带 [4] 定影垫

[5] 定影压力原位传感器 （PS38） [6] 定影加热灯组件

[7] 加热辊 [8] 加热辊热敏电阻 / 边缘 （TH1）

[9] 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心 （TH2） [10] 加热辊温度传感器 （TEMS）

[11] 加热辊温控器 / 中心 （TS1） [12] 加热辊温控器 / 边缘 （TS2）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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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驱动

(1) 定影部分辊驱动

(2) 压力辊压力驱动

1.13.3 定影速度修正

(1) 定影波幅控制
• 为了防止在图像转印和定影期间由于纸张传送之间的速度差异而出现的双重转印图像和笔刷效果，在第 2 转印和定影部分之间，纸张中形成波

幅。

• 定影波幅传感器可检测第 2 转印部分和定影辊之间在纸张中形成的波幅长度。

• 根据纸张中的波幅长度，定影马达会增加或降低定影速度，从而确保波幅长度在预设范围内。

[1] 定影马达 （M3） [2] 压力辊

[3] 定影垫 [4] 定影带

[5] 加热辊 - -

[1] 压力辊 [2] 定影压力原位传感器 （PS38）

[3] 定影杆 [4] 加压凸轮

[5] 凸轮轴 [6] 定影加压马达 （M11）

定影波幅传感器 波幅量 定影速度

取消遮挡 大 加速

遮挡 小 下降

[1]

[2]

[3]

[4]

[5]

[1]

[2]

[3][4]

[5]

[6]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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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操作时序
• 纸张前缘达到定影辊前的预设位置时开始控制。

• 定影速度下降，以便在第 2 转印辊和定影辊之间，在纸张中形成波幅。

• 当纸张波幅量较大时，定影波幅传感器被取消阻断，并且定影速度将会增加。

• 当纸张波幅量较小时，定影波幅传感器被阻断，并且定影速度将会下降。

• 根据需要增加或降低定影速度，以确保纸张波幅量在预设范围内，从而消除定影速度和图像传送速度之间的差异。

• 当纸张尾缘经过第 2 转印辊后，将完成定影波幅控制。

(b) 定影速度调整
• 如果在定影前由于纸张波幅不足而出现双重转印图像或笔刷效果，请使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Machine]（机器） -> [Fusing transport 

speed] （定影传输速度）调整定影速度。

1.13.4 定影压力 / 收回控制
• 为了保持定影带的耐用性，定影压力辊在打印以外的任何时间内从定影带上收回 （*1）。（但辊会在使用信封进行的打印循环期间收回。）

*1：压力辊不会完全从定影带收回，但会稍微按压在定影带上。

• 通过使定影加压马达向前或向后旋转来旋转加压凸轮，压力辊压靠在定影带上并从定影带收回。

• 定影压力原位传感器可检测压力位置的压力辊。

• 压力辊收回的位置受定影加压马达旋转的时间 （脉冲数）控制。

• 即使在定影加压马达开始旋转后经过一段预定时间，定影压力原位传感器的输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时，机器判定存在按压 / 收回故障并显示 “

故障代码 C3101：压力辊分离故障 ” 消息或 “ 故障代码 C3103：压力辊释放故障 ” 消息。

[1] 压力辊 [2] 激活器

[3] 定影波幅传感器 （PS2） [4] 第 2 转印辊

[5] 定影波幅 [6] 加热辊

[7] 定影垫 - -

[1] 加压位置 [2] 释放位置

[3] 压力杆 [4] 定影压力原位传感器 （PS38）

[5] 加压凸轮 [6] 定影加压马达 （M11）

[7] 定影带 [8] 压力辊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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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时序

• *1：当前打印的纸张通过定影带和压力辊之间后，将进行按压 / 收回。在按压 / 收回期间，下一张纸的时序将被延迟，并在两次进纸之间间隔特

定时间。 

• *2：压力辊和定影带完全收回。

1.13.5 纸张分离机构
• 压力辊侧和定影带侧配有纸张分离爪，以便在定影过程后可靠地分离纸张。

• 压力辊侧安装三个接触式纸张分离爪。

• 定影带侧安装 13 个非接触式纸张分离爪。

1.13.6 定影温度控制
• 定影温度控制使用加热辊温度传感器和加热辊热敏电阻检测定影带的表面温度，根据需要打开或关闭定影加热灯。

• 打开后，定影加热灯将定影带加热到设定温度。

状态 压力辊位置

预热 预热循环开始时 压力

待机前 待机前开始时 压力

待机 待机开始时 收回

打印 适用于信封 收回

适用于信封以外的纸张类型 压力

打印多个作业时 当前打印信封以外的纸张类型且下一个作业打
印信封时。

按压 -> 收回 （*1）

当前打印信封且下一个作业打印信封以外的纸
张类型时。

收回 -> 按压 （*1）

节能模式 （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 完全收回 （*2）

发生故障或卡纸时 完全收回 （*2）

定影加热灯关闭 （门打开、发生故障或存在其他因素时）。 停止

[1] 纸张分离爪 （接触式） [2] 压力辊

[3] 定影带 [4] 纸张分离爪 （非接触式）

[1]

[2]

[3]

[4]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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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影加热灯
• 加热辊包含定影加热灯组件。定影加热灯打开可产生热量，用于对加热辊和定影带进行加热。

• 定影加热灯组件由两个加热灯组成，每个加热灯的加热范围各不相同。

• 定影加热灯 /1 （中心）对加热辊的中心部分进行加热。

• 定影加热灯 /2 （侧面）对加热辊的两端进行加热。

• 根据纸张的宽度和定影带的表面温度打开或关闭定影加热灯。

• 对于宽度为 209 mm 或以下的纸张，定影加热灯 /1 用于加热中心部分。

• 对于宽度超过 209 mm 的纸张，测量定影带的表面温度，并且只交替打开定影加热灯 /1 以及定影加热灯 /1 和 2。

(2) 温度控制表
* 机器在正常环境条件下预热的示例

(3) 预热期间的定影温度控制
• 为了防止在主电源开关打开时由于环境变化导致图像定影性能降低，采用了三种不同的预热模式进行定影温度控制。

• 预热模式在 “ 低温 ”、 “ 常温 ” 或 “ 高湿度条件下 ” 进行。

• 在高湿度条件下的预热模式中，预热时间延长以防止纸张卷曲，并 大程度减少定影带和压力辊之间的温差。

[1] 压力辊 [2] 定影带

[3] 定影垫 [4] 加热辊

[5] 定影加热灯组件 [6] 加热辊热敏电阻 / 边缘 （TH1）

[7] 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心 （TH2） [8] 加热辊温度传感器 （TEMS）

[9] 加热辊温控器 / 中心 （TS1） [10] 加热辊温控器 / 边缘 （TS2）

[1] 机器正面 [2] 定影加热灯 /1 （FH1）

[3] 加热辊温控器 / 中心 （TS1） [4] 加热辊温控器 / 边缘 （TS2）

[5] 机器背面 [6] 定影加热灯 /2 （FH2）

[7] 加热辊温度传感器 （TEMS） [8] 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心 （TH2）

[9] 加热辊热敏电阻 / 边缘 （TH1） - -

[1] 主电源开关打开 [2] 预热控制

[3] 预热已完成 [4] 待机前控制

[5] 待机控制 （包括防止过冲的对策） [6] 打印请求

[7] 打印控制 [8] 处于待机状态

[9] 低功耗模式 [10] 进入睡眠模式

[11] 睡眠模式 [12] 定影带温度

[13] 温度 [14] 时间

[1]

[2] [3] [4]

[5]

[6][7][8][9]

0

[1] [3] [6] [10] 

[2] [5] [7] [8] 

[14] 

[13] 

[9] [11] 

[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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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定影带的温度达到预热完成温度时，控制进入待机前过程。

• *1：绝对湿度：无论温度如何，空气中含有的水分 （1 m3）均为蒸汽 

(4) 待机前的温度控制
• 达到预热完成温度后，控制进入待机前过程。

• 处于待机前状态的温度控制根据需要打开或关闭定影加热灯，以便将定影带温度保持在能够打印的水平。

• 当在待机前状态下收到打印作业时，无需等待即可启动。

(5) 待机期间的温度控制
• 如果在待机前状态下开始温度控制后没有收到打印请求，则控制将进入待机过程。

• 待机状态下的温度控制将定影带温度保持在低于能够打印的温度的水平。

• 该控制旨在缩短收到打印请求时温度达到可打印水平所需的时间。

• 在控制进入待机状态下的温度控制之前，可以执行过冲预防过程。

• 定影马达重复旋转 （低速）并在待机开始后停止 15 秒。

15 秒过后，定影马达断电。

(6) 打印循环期间的温度控制

(a) 温度控制
• 机器收到打印控制时进入打印状态，并且在与为作业选择的纸张类型相对应的设定温度下执行打印循环。

• 在打印循环期间测量定影温度，并相应地执行适合于该打印条件的温度控制。

(7) 节能模式
• 机器从任何待机状态进入节能模式，从而降低功耗 （TEC 值）。

• 节能模式可以是低功耗模式或睡眠模式，启用哪种模式具体取决于设定条件。

备注

TEC 值 （典型电力消耗）：

• 复印机和打印机的节能标准符合能源之星计划的要求。
• 假定产品运行一周 （5 个工作日 + 2 天假期）的办公室功耗 （kWh）是根据产品的打印速度和功耗计算出来的。

(a) 低功耗模式下的温度控制
• 为了降低低功耗模式期间的功耗，请关闭定影加热灯的电源以停止对定影带进行加热。

(b) 睡眠模式期间的温度控制
• 为了降低睡眠模式期间的功耗，请关闭定影加热灯的电源以停止对定影带进行加热。

• 如果定影带的温度降至室温，则可以在与预热相同的时间内恢复可打印温度。

(8) 定影相关控制
• 可使用与定影温度相关的以下类型的控制： 

预热模式 环境

纸盒温度 机器内部湿度 （绝对湿度 （*1））

低温条件下预热 15 °C 或以下 不是以绝对湿度来判断

常温下预热 超过 15 °C 小于预设值

高湿度条件下预热 超过 15 °C 预设值或更高

[1] 纸盒温度低于 15 °C [2] 纸盒温度高于 15 °C

[3] 绝对湿度，指定值或更高 [4] 绝对湿度，小于指定值

[5] 低温条件下预热 [6] 高湿度条件下预热

[7] 常温下预热 - -

[5] [6] [7]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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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详细的设置方法，请参见各个项目。 

(a) 维修模式
• [Machine] （机器） ->[Fusing Temperature] （定影温度）

• [Machine] （机器） -> [Heater Control Level] （加热灯控制级别）

• [System 1] （系统 1） -> [Warmup] （预热）

• [System 2] （系统 2） -> [Smart Fusing Control] （智能定影控制）

(b) 增强安全
• [Engine FW DipSW/No.5 Choice of high humidity circumstance] （引擎 FW DipSW/ 高湿度条件的 5 号选择）

• [Engine FW DipSW / No.13 Choice of securing fusibility] （引擎 FW DipSW/ 保证定影性能的 13 号选择）

1.13.7 普通纸定影温度控制
• 两种不同的目标温度控制普通纸上的打印。

(1) 设置步骤
显示示例

1. 在基本画面上选择 [Paper] （纸张）。

2. 选择进纸口。

3. 选择 [Plain paper] （普通纸）后，轻触设置键即可显示设置屏幕。

4. 将 [Eco] （生态）设为 “ON” （开）。

备注
• 日本默认指定 “ON” （开）。

• 可以为普通纸仅使用 [Alter Paper Thickness] （更换纸张厚度）键。

1.13.8 智能定影控制
• 根据各张纸的信息尽量降低目标温度以控制定影温度调整。这样便可控制功耗 （TEC 值）。

• 只有符合以下执行条件时才可以执行智能定影控制。

• 如果不符合这些执行条件，则会执行正常的定影温度控制。

• 智能定影控制也可以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Smart Fusing Control] （智能定影控制）禁用控制执行。

(1) 智能定影控制执行情况

基本重量 控制内容

普通纸 （60 g/m2 至 70 g/m2

（15 15/16 lb 至 18 5/8 lb））

基本重量限制为 60 g/m2 至 70 g/m2 （15 15/16 lb 至 18 5/8 lb）通过将目标温度降低到低于正常定影温度对功耗

（TEC 值）进行控制。

普通纸 （60 g/m2 至 90 g/m2

（15 15/16 lb 至 23 15/16 lb））

正常目标温度可控制普通纸的定影温度控制。

功能 执行情况

内部温度 10 °C 及以上

打印模式 仅适用于 PC 打印、 BOX 打印和直接打印 （USB）（*1）

基本设置 打印缩放 仅 100%

纸张类型 仅普通纸

布局 组合 仅 1 合 1

图像移位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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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控制内不包括复印件 

• *2：控制内不包括粗体字符 

1.13.9 异常温度保护

(1) 第一种方法：软件保护
• 如果加热辊温度传感器持续检测到预定温度或更高的温度，则判定出现了异常高温情况并显示 “ 故障代码 C3725：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加热侧

的主体） ”。

• 如果加热辊热敏电阻 / 边缘持续检测到预定温度或更高的温度，则确定出现了异常高温情况并显示 “ 故障代码 C3722：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加

热侧的边缘） ”。

• 如果加热辊热敏电阻 / 中心持续检测到预定温度或更高的温度，则确定出现了异常高温情况并显示 “ 故障代码 C3726：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加

热侧的中心） ”。

• 当显示故障代码时，打印会被禁止。

(2) 第二种方法：硬件保护
• 当 CPU 因过度运行而导致无法检测到异常高温故障时，提供另一种保护。如果加热辊温度传感器检测到异常温度，则通过基板关闭 DC 电源的

加热继电器。接着关闭定影加热灯的电源。

• 当基板中的硬件电路检测到加热继电器断开时，判断出现异常高温情况。故障代码 C3731：会显示定影异常高温检测 （硬保护器）。

• 通过这些控制程序，可以在温控器启动之前关闭加热灯的电源。这样可以防止定影单元自身损坏。

(3) 第三种方法：温控器保护
• 如果由于加热辊温度传感器、加热辊热敏电阻的缺陷或其他原因而导致无法通过上述第 1 种和第 2 种方法检测到异常高温，可以通过温控器来

关闭加热灯的电源。

1.13.10 定影 PPM 控制

(1) PPM 控制
• 为了达到打印图像的定影性能的预期水平， PPM 控制通过加宽纸张之间的距离来减少每分钟打印页数。

封页插入 封页 否

封底 否

内页 否

OHP 插页 否

小册子 否

图像质量 选择颜色 仅黑色模式

光泽模式 否

碳粉节省 （浓度 50%） 否

边缘增强 否

正负反转 否

大黑色浓度 80% 或以上至 90% 或以下

线条宽度 1.5pt 或以下

字符装饰 仅正常字符 （*2）

字符大小 16pt 或以下

图像对象 否

印记 / 页面打印 无水印 否

无叠图 否

无复印安全 否

无页眉 / 页脚 否

无管理编号 否

功能 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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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打印速度的示例计算：如果 A4 普通纸的打印效率为 100% 时速度可以达到 36ppm，则打印效率变为 90% 时，速度将达到 32.4 ppm。 

• *2：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Enhanced Security] （增强安全） -> [Engine FW DIP Sw] （引擎 FW DIP Sw）中打开 “No. 5 PPM control 

(high humidity environment mode) prohibited” （禁止 5 号 PPM 控制 （高湿度环境模式））时，可以禁止在高湿度环境模式下执行控制。 

• *3：若使用再生纸，为预热选择选择 “Mode 3” （模式 3）时，打印效率将设置为 70%。若使用薄纸，无论预热选择的模式设置如何，打印效率

都将设置为 70%。 

1.13.11 定影单元新物品检测
• 定影单元没有提供任何新物品检测机构。更换新的定影单元时，必须在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Counter]（计数器） -> [Life] （寿命）中

执行 “Fusing Unit （定影单元） ” 的 “New Release （新发布） ”。

备注
• 有关定影组件寿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E.1. 维修保养的概念 ”。

1.14 出纸 / 反转部分

1.14.1 配置

PPM 模式 控制执行条件 目的 特定控制 打印效率 （*1）

低温环境模式 打印循环开始时的室温为 
18°C 或以下

在低温环境下达到预期的定
影性能水平

为了防止在多个打印循环中
定影性能降低，纸张间的距
离会变宽，从而限制定影温
度的降低。

100%：默认值 
90% 
80% 
70% 
60% 
50%

高湿度环境模式 （*2） 打印循环开始时的环境湿度
为预设值或更高

在高湿度环境下抑制纸张卷
曲情况的发生

在高湿度环境下运行的多个
打印循环中，纸张间的距离
会变宽，以防止纸张卷曲，
从而实现所需的定影温度。

100%：默认值 
70% 
50%

纸张卷曲抑制模式 为维修模式的 “Change 
Warm Up Time” （更改预热

时间）选择 “Mode 3” （模

式 3）。

在高湿度环境以外的条件下
抑制纸张卷曲情况的发生

在高湿度环境以外的条件下
运行的多个打印循环中，纸
张间的距离会变宽，以防止
纸张卷曲，从而实现所需的
定影温度。

100%：默认值 
50%

加热辊端部温度升高抑制模
式

• 宽度为 209 毫米或以下的

纸张收到打印请求

• 加热辊端部的温度变为预

设值或更高

在使用小尺寸纸张的打印循
环中抑制加热辊端部的温度
过度升高

在多个打印循环中纸张间的
距离会变宽，以防止加热辊
端部的温度升高，从而促进
温度降低。

100%：默认值 
90% 
80% 
70% 
60% 
50% 
40% 
30%

减少供电模式 仅向定影加热灯供应不足的
电力，导致定影温度低于预
设值

在低电源条件下达到预期的
定影性能水平

为了防止在多个打印循环中
定影性能降低，纸张间的距
离会变宽，从而限制定影温
度的降低。

70%：默认值 
50%

薄纸模式 为维修模式的 “PPM Control 
Choice” （PPM 控制选择）

选择 “100%”

提高薄纸和再生纸的打印效
率。使用薄纸打印时提高生
产效率。
* 选择 100% 可能导致纸张

卷曲。

纸张间的距离变窄，从而提
高效率。

100% 
70%：默认值 （*3）

[1] 出纸 / 反转马达 （M4） [2] 反转辊

[3] 出纸通道开关电磁铁 （SD3） [4] 出纸辊

[5] 定影马达 （M3） - -

[1]
[2]

[3][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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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驱动

1.14.3 传送控制

(1) 通过出纸辊出纸
• 如果纸张通过出纸辊排出，则出纸辊向前旋转即可传送纸张。

• 出纸 / 反转开关门的初始位置通过出纸辊建立纸张通道，因此其位置不会改变。

• 出纸辊由定影马达驱动。

(2) 通过反转辊出纸
• 只有当 RU-513/JS-506 能够通过反转辊排出纸张时，才能将纸张从反转辊送入出纸盘。

• 当纸张通过反转辊排出时，反转马达向前旋转，从而传送纸张。

• 出纸通道开关电磁铁通电，以便通过更改出纸 / 反转开关门来建立通过反转辊的纸张通道。

• 纸张前缘进入出纸 / 反转部分时，反转辊启动。

• 在出纸传感器检测到纸张的尾缘后，当纸张送入反转辊之后的预设距离时，反转辊停止。

[1] 出纸 / 反转马达 （M4） [2] 出纸 / 反转开关门

[3] 定影马达 （M3） [4] 出纸盘前辊

[5] 出纸传感器 （PS3） [6] 出纸通道开关电磁铁 （SD3）

[7] 出纸辊 [8] 反转辊

[1] 激活器 [2] 出纸传感器 （PS3）

[3] 第 2 转印辊 [4] 定影单元

[5] 传送到出纸盘或排纸处理器 [6] 出纸辊

[7] 出纸 / 反转开关门：电磁铁 “ 关 ” 位置 - -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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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面器部分传送
• 当纸张被送入双面器部分时，反转辊向前旋转以将纸张传送到反转位置，然后向后旋转，从而将纸张传送到双面器部分。

• 在纸张被传送到反转停止位置之前，出纸通道开关电磁铁会通电，以便将出纸 / 反转开关门置于通过反转辊建立的纸张通道中的位置。

• 当纸张到达反转停止位置时，出纸 / 反转开关门回到其原位，从而防止纸张向后移动到定影部分。

• 纸张前缘进入出纸 / 反转部分时，反转辊启动以向前旋转。

• 在出纸传感器检测到纸张的尾缘后，当纸张到达反转停止位置时，反转辊停止向前旋转。

• 当前面的纸张移过双面器部分的预定位置时，反转辊启动以向后旋转。

• 纸张尾缘进入双面器部分时，反转辊停止向后旋转。

[1] 激活器 [2] 出纸传感器 （PS3）

[3] 第 2 转印辊 [4] 定影单元

[5] 出纸 / 反转开关门：电磁铁 “ 开 ” 位置 [6] 纸张排出到出纸盘

[7] 反转辊 - -

[1] 传送到双面器部分 [2] 第 2 转印辊

[3] 定影单元 [4] 出纸 / 反转开关门：电磁铁 “ 开 ” 位置

[5] 出纸 / 反转开关门：电磁铁 “ 关 ” 位置 [6] 反转停止位置

[7] 传送到反转停止位置 [8] 反转辊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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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双面器部分

1.15.1 配置

1.15.2 驱动

[1] 出纸 / 反转马达 （M4） [2] ADU 传送马达 （M5）

[3]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1 （PS40） [4]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2 （PS41）

[5] 传送马达 （M1） [6] ADU 传送离合器 （CL6）

[7] 双面器预对位部分 [8] ADU 传送辊 4

[9] 双面器单元 [10] ADU 传送辊 3

[11] 定影单元 [12] ADU 传送辊 2

[13] ADU 传送辊 1 [14] 出纸 / 反转开关门

[15] 反转辊 - -

[1] ADU 传送马达 （M5） [2]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1 （PS40）

[3] ADU 传送辊 2 [4] 卡纸清除拨杆

[5] ADU 传送辊 1 - -

[6][7]

[15]

[1]

[2]

[9]
[5]

[8]

[13]

[10]

[3]

[4]

[11]

[12]

[14]

[3]

[5] [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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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纸张传送控制
• 在双面器传送中，从反转辊传送的纸张由 ADU 传送辊 1 和 ADU 传送辊 2 传送到内部双面器部分。

• 在双面器预对位中， ADU 传送辊 3 和 ADU 传送辊 4 将纸张传送到垂直传送部分的对位辊。

[1]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2 （PS41） [2] ADU 传送辊 3

[3] ADU 传送辊 4 [4] 传送马达 （M1）

[5] ADU 传送离合器 （CL6） - -

[1] 停止位置 1 [2] ADU 传送辊 1

[3]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1 （PS40） [4] ADU 传送辊 2

[5] 停止位置 2 [6] ADU 传送辊 3

[7]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2 （PS41） [8] ADU 传送辊 4

[9] 停止位置 3 [10] 对位辊

[11] 第 2 转印辊 [12] 定影单元

[13] 出纸辊 [14] 反转辊

[3]

[5] [1][4]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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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送辊控制
• ADU 传送马达驱动 ADU 传送辊 1 和 ADU 传送辊 2。

• 使用 ADU 传送离合器控制传送马达的旋转，从而驱动 ADU 传送辊 3 和 ADU 传送辊 4。

(2) 进纸控制
• 出纸 / 反转部分的反转马达会断电以暂时停止纸张的传送 （停止位置 1）。反转马达随后会反转旋转，将纸张传送到双面器部分。

• 反转马达向后旋转的同时， ADU 传送马达会通电， ADU 传送辊 1 和 ADU 传送辊 2 开始旋转。

• 位于 ADU 传送辊 1 下游的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1 可检测传送到双面器部分的纸张的前缘。

• 如果通过双面器部分传送的前一张纸尚未到达对位辊下游的预定位置，则 ADU 传送马达会断电，以暂时停止纸张的传送 （停止位置 2）。

• 前面的纸张移动经过指定位置时， ADU 传送马达会通电以继续纸张传送。

• 即使在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1 检测到纸张前缘后经过一段预定时间，如果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2 仍未检测到纸张前缘，机器会判定双面器

传送部分发生卡纸情况。

• 纸张前缘达到指定位置时， ADU 传送离合器会通电并且 ADU 传送辊 3 和 ADU 传送辊 4 传送纸张。

• ADU 纸张通道传感器 /2 可检测纸张的主缘。

• 纸张移过 ADU 传送辊 4 并达到指定位置时， ADU 传送离合器会断电以暂时停止纸张传送 （停止位置 3）。

(3) 双面进纸控制
• 在预设的进纸时序， ADU 传送离合器会通电以继续纸张传送。即使 ADU 传送马达已断电，也会将其通电。

• 纸张从 ADU 传送辊 /4 被送至垂直传送部分的对位辊。

1.15.4 双面循环控制
• 双面循环控制的执行方式因纸张通道方向长度而异。 

(1) 一张纸循环操作
• 打印每张纸的第二面后，纸张会被传送到双面器预对位部分。打印完第一面后，纸张会被排出到机器外。

(2) 两张纸循环操作
• 第一面打印完的纸张以及第二面打印完的纸张会交替传送。

(3) 三张纸循环操作
• 第一面打印完的纸张以及第二面打印完的纸张会交替传送。第三张纸在打印其它纸的过程中会存储在机器中。

进纸方向的纸张长度 双面循环控制

458 mm 或以下 一张纸循环操作

432 mm 或以下 两张纸循环操作

216 mm 或以下 三张纸循环操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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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图像稳定控制

1.16.1 概述
• 机器提供以下图像稳定控制，以确保稳定的复印图像。

1.16.2 控制说明

(1) IDC 传感器调整控制
• 控制因转印皮带和 IDC 传感器时间和污染物的变化、传感器零件间的差异以及环境变化而造成的特征变化。

• IDC 传感器的强度 （当前值）在没有碳粉附着 （背景级别）的转印皮带表面上调整。

(2) 最大浓度调整控制
• 调整显影偏压 （Vdc）以控制因碳粉电荷量变化而引起的固体密度的变化，而碳粉电荷量变化是由于显影特征和曝光强度的变化，光电导体的

灵敏度、环境和耐久性的变化所导致的。

目的 控制 控制意义

稳定图像浓度 
稳定灰阶

IDC 传感器调整控制 
大浓度调整控制 

LD 强度调整控制 
对位控制 （颜色偏移校正） 
Gamma 修正控制

IDC 传感器 
温度 / 湿度传感器

PH 温度传感器

稳定碳粉浓度 TCR 控制 （Y、 M、 C、 K） TCR 传感器

稳定图像转印 转印输出控制 
转印 ATVC

温度 / 湿度传感器

1 2

4

6

G2/Y G2/M G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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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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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转印皮带表面上制作图案并且 IDC 传感器可检测到附着在上面的碳粉量。

• 参见检测数据以及温度 / 湿度传感器采集到的环境数据，会计算相应 大浓度所造成的显影偏压值并存储在内存中。

(3) LD 强度调整控制
• 可将因光电导体静电特性、显影特征和转印特征的个体差异、环境和使用寿命的变化所造成的细线和反向轮廓再现性变化调整到目标水平。

• 可再现具有 LD 强度指定水平的转印带表面的检测图案并检测 IDC 传感器的输出值。

• 根据检测到的 IDC 传感器数据计算 LD 强度。

(4) 颜色对位控制 （颜色偏移校正）
• 由于内部部件和安装精度的变化，在串联引擎上发生颜色偏移，包括每种颜色的图像形成单元。颜色对位控制系统自动检测主扫描方向和副扫

描方向的颜色偏移，并对其进行校正。

• 如下所示检测颜色偏移。图案在转印带的前端和后端产生。前端和后端的 IDC 传感器读取各个图案，从而计算并存储副扫描和主扫描方向的颜

色偏移量。

• 机器根据数据读数计算每种不同颜色的位置的校正量。根据计算出的数据，机器在图像输出期间控制每个点，从而校正颜色偏移量。

(5) Gamma 修正控制
• 调整伽玛修正值以将伽玛特征的变化修正为线性变化。伽玛特征的变化是由于光电导体灵敏度、显影特征、耐久性和环境的变化以及制造过程

中部件的变化而造成的。

• 在转印皮带表面上制作图案并且 IDC 传感器可检测到该图案。根据该结果计算当前引擎输出的灰阶特征。

• 根据 C、 M、 Y 和 K 的每种颜色的检测数据计算伽玛修正数据，从而为每种颜色确定 佳的伽玛修正值。

1.16.3 控制内容

(1) 图像稳定类型 （模式）
• 提供七种不同的图像稳定模式。

• 根据环境调整和打印要求选择特定模式，这样便可在所有时间获得稳定的图像。

(2) 按模式的控制顺序
• 不同的控制顺序按照图像稳定的模式适用。

• 为各模式的特定顺序执行控制。

• *1：IDC 传感器使用在 后一次 IDC 对位传感器调整中计算的输出值，并检查传送带表面上测量的值 （背景水平）是否在指定范围内。如果测

量值超出指定范围，则在执行下一次图像稳定时使用模式 1。 

• *2：仅黑白模式 

1.16.4 操作时序

(1) 预驱动操作
• 下文说明当主电源开关打开、睡眠模式被取消、前门关闭或故障重置时执行的稳定操作。

稳定类型 内容

模式 1 （初始化和图像稳定） 从控制面板选择 “ 初始化 + 图像稳定 ” 时执行。（将所有参数设为默认值的情况下执行。）

模式 1 （长图像稳定） 主要在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和更换耗材时执行。

模式 2 （短图像稳定） 打印指定张数时执行。

模式 3 （伽玛修正 + 颜色对位控

制）

在打印循环期间打印页数的计数达到 400 时执行。

模式 4 （颜色对位控制） 机器内部温度变化时执行。

模式 5 （黑白，长图像稳定） 专门用于黑白并在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执行。

模式 6 （黑白，短图像稳定） 专门用于黑白并在打印循环期间打印页数达到 400 时执行。

模式 7 （黑白，伽玛图像稳定） 专门用于黑白并在打印循环期间或之后执行。

顺序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模式 5 （*2） 模式 6 （*2） 模式 7 （*2）

1 IDC 传感器调整 IDC 传感器检测

（*1）
IDC 传感器检测

（*1）
IDC 传感器检测

（*1）
IDC 传感器调整 IDC 传感器检测

（*1）
IDC 传感器检测

（*1）

2 Dmax 浓度调整 Dmax 浓度调整 颜色对位调整
（简化）

颜色对位调整
（简化）

Dmax 浓度调整 Dmax 浓度调整 伽玛修正

3 LD 光强度调整 颜色对位调整
（简化）

伽玛修正 （简
化）

- LD 光强度调整 伽玛修正

4 颜色对位调整 伽玛修正 （简
化）

- - Dmax 浓度调整 -

5 Dmax 浓度调整 - - - 伽玛修正 -

6 伽玛修正 （简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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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稳定模式设置
• 可以根据用户的使用条件，使用管理员模式或维修模式选择 佳图像稳定控制。

• 提供三种选项：标准、彩色优先和黑白优先模式。

• 提供图像稳定设置模式以保持图像质量并实现以下目的。

1. 降低执行稳定控制的频率，以便降低打印量低和颜色比率低的用户的每次打印成本

2. 缩短机器打开和准备打印之间的时间

3. 保持高色彩频率的用户的便利性

模式 操作条件 稳定模式设置

模式 1 • 检测到新的感光鼓组件或新的显影组件。

• 检测新的转印带。

• 机器从碳粉用尽情况恢复。

• 显示故障代码时。

• 未设置

• 在 后一次图像稳定中， IDC 传感器检测的数值超出了指定范围。

• 检测到环境变化。（检测到自从 后一次图像稳定顺序超过阈值环

境上的变化）

• 根据 后一次 LD 调整计算出打印页数的计数为 10000。

• 歪斜调整重置后 （维修模式）。

• 标准或彩色优先选择

模式 2 • 后一次伽玛修正后，会收到 Dmax 调整请求。

• 进行伽玛修正后，打印页数的计数为 400 或更高。

• 提供表示 后一次稳定控制已断开的信息。

• 在显影驱动停止后经过预定时间，温度发生变化。

• 标准或彩色优先选择

• 即使没有操作条件，当主电源开关打开时也会执行稳定 • 仅彩色优先选择

模式 4 • 进行颜色对位调整之后 （从睡眠模式退出时），温度会变为预设值

或更高。

• 仅彩色优先选择

模式 5 • 在 后一次图像稳定中， IDC 传感器检测的数值超出了指定范围。

• 检测到环境变化。（检测到自从 后一次图像稳定顺序超过阈值环

境上的变化）

• 根据 后一次 LD 调整计算出打印页数的计数为 10000。

• 显影驱动停止后经过预定时间或更长时间。

• 仅黑白优先选择

模式 6 • 后一次伽玛修正后，会收到 Dmax 调整请求。

• 进行伽玛修正后，打印页数的计数为 400 或更高。

• 提供表示 后一次稳定控制已断开的信息。

• 仅黑白优先选择

模式 控制

标准 • 如果在预驱动期间需要对彩色打印或黑色打印进行图像调整，则执行色彩稳定。

彩色优先 • 如果在预驱动期间需要对彩色打印或黑色打印进行图像调整，则执行色彩稳定。

• 主电源开关打开后无条件执行稳定。主电源开关打开后，预热时间约为 60 秒。

黑白优先 • 如果在预驱动期间需要对黑色打印进行图像调整，则执行黑色稳定。

• 如果彩色打印需要进行图像调整，则在彩色打印前执行色彩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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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印循环期间
• 在打印期间满足稳定执行条件时，根据条件选择并执行特定图像稳定模式。

(a) 彩色打印循环期间

• *1：稳定执行条件：

• 检测到环境变化。（检测到自从 后一次图像稳定顺序超过阈值环境上的变化）

• 根据 后一次 LD 调整计算出打印页数的计数为 10000。

• *2：稳定执行条件：

• 在 后一次图像稳定中， IDC 传感器检测的数值超出了指定范围。

• 显示 后一次警告代码。

• *3：通过 PH 温度传感器和温度 / 湿度传感器检测

• *4：打印页面的计数方法

操作条件 稳定 （模式） 打印期间的操
作时序

稳定执行条件
（*1）

Dmax 调整后

的打印计数

伽玛修正后的
打印计数

稳定执行条件
（*2）

后一次稳定
后更改温度的
预设值或更高

值 （*3）

当前打印作业
仍未达到打印

页数

后一次稳定
后的打印计数

（*4）

符合任意条件 - - - 可用 预订页数或更
多

- 执行模式 1 通过中断打印循
环执行

小于预定页数 打印循环后执行

- - 800 至 1000 张 通过中断打印循
环执行

- 400 张或以上 打印循环后执行

不符合任何条
件

800 张或以上 符合任意条件 可用 预订页数或更
多

- 通过中断打印循
环执行

小于预定页数 打印循环后执行

- - 800 至 1000 张 通过中断打印循
环执行

- 400 张或以上 打印循环后执行

不符合任何条
件

可用 预订页数或更
多

- 执行模式 2 通过中断打印循
环执行

小于预定页数 打印循环后执行

- - 800 至 1000 张 通过中断打印循
环执行

- 400 张或以上 打印循环后执行

800 张或以下 400 张或以上 符合任意条件 可用 预订页数或更
多

- 执行模式 1 通过中断打印循
环执行

小于预定页数 打印循环后执行

- - 800 至 1000 张 通过中断打印循
环执行

- 400 张或以上 打印循环后执行

不符合任何条
件

可用 预订页数或更
多

- 执行模式 3 通过中断打印循
环执行

小于预定页数 打印循环后执行

- - 800 至 1000 张 通过中断打印循
环执行

- 400 张或以上 打印循环后执行

400 张或以下 - 可用 预订页数或更
多

- 执行模式 4 通过中断打印循
环执行

小于预定页数 打印循环后执行

纸张宽度 计数

色彩模式 黑白模式

216 mm 或以下 2 1

216 mm 以上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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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黑白打印循环期间

• *1：稳定执行条件：

• 检测到环境变化。（检测到自从 后一次图像稳定顺序超过阈值环境上的变化）

• 根据 后一次 LD 调整计算出打印页数的计数为 10000。

• *2：稳定执行条件：

• 在 后一次图像稳定中， IDC 传感器检测的数值超出了指定范围。

• 显示 后一次警告代码。

(3) 维修模式
• 将说明通过维修模式菜单执行的图像稳定的类型 （模式）。

(4) 专家调整
• 将说明通过专家模式菜单执行的图像稳定的类型 （模式）。

1.17 图像处理

1.17.1 扫描器部分图像处理块状图

(1) 处理流程

(2) 详细信息
下面详细介绍了扫描器部分执行的图像处理操作。

1. 使用减式 CCD 传感器读取原稿反射的光线并将光学数据转换为相应的电信号。若要让数据处理更快，数据转移和输出通过两种渠道来完成，

一种用于偶数像素而另一种用于奇数像素。

2. 从 CCD 传感器芯片输出的奇数和偶数模拟信号同步以形成转换为 10 位数字信号的一串信号数据 （1024 种灰阶级别）。

3. 图像数据通过接口电缆传输到写入部分上的基板。

稳定执行条件 （*1） 伽玛修正后的打印计数 稳定执行条件 （*2） 稳定 （模式） 打印期间的操作时序

符合任意条件 - - 模式 5 通过中断打印循环执行

不符合任何条件 400 张或以上 符合任意条件 模式 5 通过中断打印循环执行

不符合任何条件 模式 6 通过中断打印循环执行

维修模式菜单 要执行的图像稳定的类型 （模式）

灰阶调整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过程调整） -> [Gradation Adjust] （灰阶调

整））

模式 2

稳定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Imaging Process 
Adjustment] （图像过程调整） -> [Stabilizer] （稳定器））

初始化 + 图像稳定 模式 1

仅稳定 模式 2

专家模式菜单 要执行的图像稳定的类型 （模式）

灰阶调整 （[Utility] （效用） -> [Expert Adjustment]
（专家调整） -> [Gradation Adjustment] （灰阶调

整））

模式 2

图像温度 （[Utility] （效用） -> [Expert Adjustment]
（专家调整） -> [Image Stabilization] （图像稳定））

初始化 + 图像稳定 模式 1

仅稳定 模式 2

1. 

2. 

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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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 写入部分图像处理块状图

(1) 处理流程

(2) 详细信息
下面详细介绍了写入部分上基板执行的图像处理操作。

1. 修正 CCD 传感器灵敏度中像素间差异以及曝光 LED 不均 光线分布所造成的读数差异。执行峰值保持型阴影校正，采用其中两条或多条线的

两个或更多读数的 大值以防止由于遮光板上的灰尘或污渍而导致的效果。（仅扫描器部分的图像数据）

2. 若要修正 CCD 传感器 R、 G 和 B 各芯片位置的差异，会采用 FIFO 存储器匹配输出时序。另外校正镜头的色差。

3. 会在打印期间检测到在本机上创建的安全图案并可通过密码启用或禁用复制。（安装安全组件 SC-509 时）

4. 扫描区域分为多个区块。会对这些区块逐个计算颜色或黑白比率。然后机器会判断整个原稿是彩色的还是黑色的。

5. 会生成用于 AE 处理的光线直方图。根据该直方图判断文档的 AE 级别并执行 AE 处理。

6. 如果从控制面板选择外部文档消除，会在预扫描期间所获得的文档区域数据内为各行执行文档区域判断处理。然后会检测到主扫描方向文档区

域的开始和结束位置并且开始和结束位置以外的取回会作为文档外区域消除。

7. 然后 R、 G 和 B 数据会转换为数值和颜色组件数据以调整饱和度、亮度和色度。

8. 会辨别出各图像区域，无论是彩色边缘区域、还是黑色边缘区域、点区域或连续灰阶区域。

9. 执行的其它类型处理为黑色文本再现的改善、边缘增强、平滑和颜色平衡。

10. R、 G 和 B 各图像数据会被压缩以减少数据容量的消耗。

11. 暂时保存 BTC 压缩图像数据。

12. 保存的图像数据以 JBIG （联合双值图像专家组）格式压缩。

13. 会在复印、打印、扫描和传真模式下存储 R、 G 和 B 的各图像数据。在 PS 打印中，会存储 Y、 M、 C 和 K 的多数值数据。

7. 

8. 

11. 

15. 

14. JBIG 

16. 

13. 
      DRAM:2GB
      HDD:250GB

21. 
 RGB  K

23.  FEET

24. 

 PH 

19. 
/

10. BTC 

12. JBIG 

2. RGB /

30. 
      
      

9. 

3. 

1. 

20. 

25. Gamma 

4. ACS /5. AF 

17. 

18. BTC 

29. 

28. 

26. 

6. 

22. 

27. 

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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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从文件存储器读取的图像数据会通过与 JBIG 压缩相反的方式解压。这时，会进行图像旋转或排序处理。

15. JBIG 图像数据会在框架存储器中扩展。

16. R、 G 和 B 的各图像数据存储在框架存储器中。

17. 从框架存储器临时存储图像数据输出。

18. 图像数据通过与 BTC 压缩所使用相反的方法进行扩展。

19. 使用 FIFO 存储器在主扫描方向放大或缩小图象。通过增大数据读数数量放大图像，通过减少数据读数数量缩小图象。

20. 在副扫描方向进行缩小处理。不会以相同尺寸或缩放完成处理，而是进行缩小，线条变细。

21. R、 G 和 B 数据转换为 Y、 M、 C 和 K 浓度数据。此外，对图像数据执行掩蔽处理 （用于补偿碳粉的光谱反射特性的偏差）以及 UCR/BP 处

理。

22. 安全图案嵌入到图像数据中。可从控制面板中为要嵌入的安全图案选择启用通过密码的复制或者无条件禁止复制。（安装安全组件 SC-509 时）

23. 字母边缘和线性绘图会获得区域识别，并且会根据辨别结果进行 FEET 处理。

24. 执行 FEET 处理时进行插值，确保不会对连续灰阶部分产生影响。

25. 由于显影和光电导体特性发生变化导致输入图像数据的图像浓度与打印图像不成比例，因此可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便让打印灰阶具有线性特征。

26. 复印和 PC 打印期间在照片模式下，图像会被处理为多数值数据 （8 位数据）。在照片以外的任何模式下，会采用误差扩散法将图像处理为二

进制 （1 位）数据。

27. 创建预设图案的浓度分布以启用出色的灰阶再现。

28. 对于 1200dpi 写入， 600dpi 图像数据被转换为相应的 1200dpi 图像数据。

29. 文件存储器的图像数据存储到帧存储器，并且对光电导体 Y、 M、 C、 K 的间隔执行输出延迟控制。

30. 修正当 Y、 M、 C、 K 的各 PH 单元在光电导体上曝光时发生在主扫描方向打印开始位置的修剪。调整板的处理速度（主扫描）以符合输入处

理速度。

1.18 电源部分

1.18.1 主电源开关

备注

• 若要关闭再打开主电源开关，请首先关闭主电源开关并等待 10 秒或更长时间然后再次打开。如果更改了维修模式下的设置值或数值，设置变化

正确反映到机器中需要 10 秒或更长时间。

(1) 电源

• 当主电源开关关闭但电源线仍连接到电源插座时，只有以下电源开关通电。

[1] 主电源开关 - -

警告
关闭主电源开关后拔下电源线时，部分电源开关将保持通电状态，以监控主电源开关的操作。

因此，在拆卸和重新组装时，请务必关闭主电源开关并从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关闭主电源开关，然后从电源插座拔出电源
线。

在电源线连接到电源插座的情况下更换单元或电路板时，存在电击或者单元或电路板损坏的风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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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启动功能
• 此功能缩短了启动时间 （*）。

• 生成 “ 快速启动数据 ”，在主电源开关关闭后的一定时间内为 CPU 工作电源供电，以维持存储板中的板载存储器的运行。

• 保存 “ 快速启动数据 ” 后， CPU 工作电源关闭。但部分电源开关仍将保持通电状态，以监控主电源开关的操作。

• 下一次，将使用保存的 “ 快速启动数据 ” 来启动机器。

备注
• *：启动时间表示 “ 面板可访问时间 ”， “BOX 屏幕可访问时间 ” 和 “ 网络可访问时间 ”。
• 主电源开关关闭后，在保存 “ 快速启动数据 ” 之前打开主电源开关，以正常速度启动机器。

• 此外，在主电源开关关闭后保存 “ 快速启动数据 ” 之前拔下电源线时，机器将以正常速度启动。

1.18.2 电源键

(1) 电源键功能
• 电源键具有两个功能，根据按下的时间长短，可当做节能按钮，也可当做普通机型中的副电源开关使用。

• 在默认设置中，短时间按住电源键会让机器进入节能模式 （低功耗模式），而长时间按住会让机器进入副电源关闭模式。

• 可通过以下方式更改模式：[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Timer Setting] （定时器设置） -> [Power Settings] （电源

设置）。

• *1：[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Timer Setting] （定时器设置） -> [Power Settings] （电源设置） -> [Power Key 

Setting] （电源键设置） 

• *2：[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Timer Setting] （定时器设置） -> [Power Settings] （电源设置） -> [Power Save 

Settings] （节能设置） 

5.1V • 基板 （BASEB）

• DC 电源单元 （DCPU）

• 除湿器驱动板 （DEDB）

• 进纸柜 （PC-116/PC-216/PC-416）

• 大容量单元 （LU-302）

[1] 电源键 - -

按下电源键的时间长短 默认设置 管理员设置更改的设置

短时间 低功耗模式 （*2） 睡眠模式 （*2）

副电源关闭模式 （*1）

长时间 副电源关闭模式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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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模式下的状态

• *1：在 ErP auto power OFF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下，本机无法接收数据或传真，且无法扫描或打印原稿。

• *2：可以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Maintenance]（维修保养） -> [Timer Setting]（定时器设置） -> [Power Settings]（电源设置） -> [Power 

Consumption in Sleep Mode] （睡眠模式中的功耗）中选择 [Disable] （禁用）、 [Enabled] （启用）和 [High] （大幅）。

• *3：即使在副电源关闭模式中，也可以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Timer Setting] （定时设置） -> [Power 

Supply/Power Save Settings] （电源 / 节能设置） -> [Power Consumption in Sleep Mode] （睡眠模式中的功耗）中选择 [Disable] （禁用）、

[Enabled] （启用）和 [High] （大幅）。

[1] 电源键 LED [2] 电源键

[3] 控制面板 - -

模式 状态 电源键 LED

待机 所有功能就绪接受并执行作业。 亮蓝色

节能模式 低功耗模式 • 功耗限制在低于待机状态的级别，且降低了定影温度控制。

• 接收到作业或者操作机器时重置。

闪烁蓝色

睡眠模式
（*2）
（未降低）

• 功耗在低功耗模式下降低。

• 内部使用的传感器正在运行。

闪烁蓝色

睡眠模式
（*2）
（降低）

• 仅向需要接收作业的基板部分供应电源。

• 原稿放在扫描器上时，接收到作业时，或者操作机器时，系统唤醒。

睡眠模式
（*2）
（高）

• 仅向需要接收作业的基板部分供应电源。

• 接收到作业或者操作机器时重置。

副电源关闭模
式

睡眠模式
（*3）
（未降低）

• 功耗在低功耗模式下降低。

• 内部使用的传感器正在运行。

• 唤醒时间比选择 “ 启用或高 ” 时更短。

• 打开副电源时系统唤醒。

亮橙色

睡眠模式
（*3）
（降低）

• 仅向需要接收作业的基板部分供应电源。

• 可接收作业，但电源打开时执行打印。

• 唤醒时间比选择 “ 禁用 ” 时更长。

睡眠模式
（*3）
（高）

• 仅向基板供电。

• 可接收作业，但电源打开时执行打印。

• 唤醒时间比选择 “ 禁用 ” 时更长。

• 选择 “ 启用 ” 时功率降低。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 • 功耗降低至 低级别。

• 仅通过电源键或周定时器设置重置。

• 不可接收作业。 (*1)

• 本机配有选购无线 LAN 组件时系统也会唤醒。

闪烁橙色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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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源
在睡眠模式下和副电源关闭模式下仅向以下部分供电

• *1：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Timer Setting] （定时器设置） -> [Power Settings] （电源设置） -> [Power 

Consumption in Sleep Mode] （睡眠模式中的功耗）中选择 [Enabled] （启用）和 [High] （大幅）时不供电。

• *2：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 [Timer Setting] （定时器设置） -> [Power Settings] （电源设置） -> [Power 

Consumption in Sleep Mode] （睡眠模式中的功耗）中选择 [High] （大幅）时不供电。

1.19 风扇控制

1.19.1 配置

1.19.2 控制

5.1V • MFP 控制器

• 传真 CPU

• 主机存储器 （*1）

• USB 板

• 角度传感器 （*2）

• 原稿盖板传感器 （*2）

• 控制面板键

[1] 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 （FM2） [2] PH/ 电源冷却风扇 （FM1）

[3] 机器后侧冷却风扇 （FM3） [4] 碳粉盒冷却风扇 （FM4）

[5] 纸张冷却风扇 （FM8） - -

马达名称 控制 控制条件 （概述）

PH/ 电源冷却风扇 （FM1） 停止 • 卡纸时，出现故障时或门打开时

• 更新固件时

• 处于待机状态 （*1）

• 处于低功耗或睡眠模式

全速 • 预热时

• 初始操作时，图像稳定、转印清洁、功能 （*2）

• 打印时

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 （FM2） 停止 • 除下列条件外

• 处于待机状态 （*1）

半速或全
速 （*3）

• 初始操作时，图像稳定、转印清洁、功能 （*2）

• 打印时

后侧冷却风扇 （FM3） 停止 • 除下列条件外

相对于全
速的 30% 
的空气流

量

• 卡纸时，出现故障时

• 预热时

• 处于低功耗模式

• 待机

全速 • 初始操作时，图像稳定、转印清洁、功能 （*2）

• 打印时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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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果机器进入 “ 待机 ” 状态，则风扇马达在停止前全速转动一段预定时间。 

• *2：在维修模式中选择的某些操作 （纸张通道检查等） 

• *3：机器内的温度低于 35 °C 时以半速运行，温度高于 35 °C 时以全速运行。 

• *4：安装选购件 CU-201 时全速旋转，即使在预热期间也是如此。 

1.19.3 PH/ 电源冷却风扇
• 将外部空气吸入机器内部，以防止 DC 电源、 PH 单元部分、显影 / 感光鼓组件周围的温度过高。

• 从第一个纸盒的边缘周围抽出空气并通过管道送到各个单元。

1.19.4 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
• 提供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以循环机器内部的空气，以便冷却显影组件、感光鼓组件、碳粉料斗、转印带单元周围的区域。

• 吸入显影组件和感光鼓组件周围的空气。

• 吸入的空气在碳粉盒和转印带单元之间流动，并吹向碳粉盒 /K。

碳粉盒冷却风扇 （FM4） 停止 • 除下列条件外

• 处于待机状态 （*1）

半速或全
速 （*3）

• 初始操作时，图像稳定、转印清洁、功能 （*2）

• 打印时

纸张冷却风扇 （FM8） 停止 • 除下列条件外

全速 • 预热时 （*4）

• PC 打印

[1] DC 电源部分 [2] PH/ 电源冷却风扇 （FM1）

[3] PH 单元 [4] 显影 / 感光鼓组件

[1] 碳粉盒 /K [2] 转印带单元

[3] 感光鼓组件 [4] 显影组件

[5] 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 （FM2） - -

马达名称 控制 控制条件 （概述）

[1]

[2]

[3]

[4]

[1] [2]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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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 后侧冷却风扇
• 机器从底部后侧吸入外部空气。空气吹入机器内部以冷却基板、高压单元和驱动单元，以防止周围温度上升。

1.19.6 碳粉盒冷却风扇
• 机器配有碳粉盒冷却风扇，用于冷却碳粉盒区域和定影部分。

• 碳粉盒冷却风扇从主机后侧吸入空气并将其推入定影单元和碳粉盒 /K 之间。

• 来自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的空气被吸入碳粉盒区域并冷却。

• 在定影单元和碳粉盒之间产生气流，这样从定影单元产生的热量几乎不会到达碳粉盒区域。这种结构限制了碳粉盒区域的温度升高。

[1] 机器后侧冷却风扇 （FM3） [2] 吹向基板的空气

[3] 吹向高压单元的空气 [4] 吹向驱动单元部分的空气

[1] 定影单元 [2] 碳粉盒 /K

[3] 碳粉盒 /C [4] 来自转印带清洁器冷却风扇的空气

[5] 碳粉盒 /Y [6] 碳粉盒 /M

[7] 碳粉盒冷却风扇 （FM4） - -

[1]

[2][3][4]

[1]

[2]
[3]

[4]

[5][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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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 纸张冷却风扇
• 纸张冷却风扇可冷却定影和出纸 / 反转部分之后的纸张。

• 纸张冷却风扇从出纸 / 反转部分吸入热空气并将其排出机器。

• 空气从主机后侧向外排出，并从通风盖向下排出。

• 纸张冷却风扇吸入定影单元产生的超细颗粒 （UFP）和臭气，并且从主机后侧排出。

备注

• UFP 滤网作为标准设备安装在仅运往欧洲的机型上。

• 除臭滤网作为标准设备安装在仅运往中国的机型上。
• UFP 和除臭滤网可以一起使用。当这些滤网一起使用时，除臭滤网安装在 UFP 滤网的后部。

[1] 通风盖 [2] 将空气排出机器

[3] 滤网盖 [4] 纸张冷却风扇 （FM8）

[5] 从出纸 / 反转部分吸入热空气 [6] 出纸 / 反转部分

[7] 上后盖 [8] 气流方向的偏转

[1]

[1]

[6]

[8]

[4]

[3]

[4]

[2]

[5]
[8]

[7]

[2]

[3]

[4] [5]

[6]

[7]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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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FP 清除功能
• UFP 滤网可去除空气中的 UFP。

备注

• UFP 滤网不需要定期更换。

• 通过安装选购的清洁单元 CU-102，可以实现更高的空气净化性能。

(2) 除臭功能
• 除臭滤网可去除空气中的臭气。

备注
• 除臭滤网不需要定期更换。

1.20 计数器控制

1.20.1 配置

[1] 通风盖 [2] 滤网盖

[3] 除臭滤网 [4] UFP 滤网

[5] 上后盖 [6] 纸张冷却风扇 （FM8）

[7] 出纸 / 反转部分 [8] 定影单元

[1] 基板 （机械控制区域）（BASEB） [2] 基板 （控制器区域）（BASEB）

[3] 电子计数器 [4] 总计数器

[5] 插入式计数器 （选购件） - -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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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 操作

备注
• 可以在维修模式的 [Billing Setting] （账单设置）中选择计数模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J.1.2. 计数器设置 ”。

1.21 加热器

1.21.1 HT-509/MK-734

(1) 配置
• 选购的加热器 HT-509 可以安装在机器上纸盒 2 的底部 （进纸柜的顶部）。

后视图

(2) 控制
• 加热器通电后会产生热量，以防止进纸柜和进纸纸盒中的纸张吸收湿气。可防止由于纸张吸收湿气而导致的纸张卷曲、卡纸和图像异常。

• 打开电源盒 MKX-734 的除湿加热器开关，进行湿度控制。

• 关闭除湿加热器开关即可停止除湿加热器功能。

名称 功能 / 系统

总计数器 • 将显示复印 / 打印所有作业的总数。

• 由电信号驱动的机械计数器

• 出纸信号应用时记作 1。

电子计数器 • 复印 / 打印 / 传真 / 扫描模式的总数会显示在屏幕上，如下所述。

• 黑色、全彩、单色和双色

• 总计数器、大尺寸计数器、色彩总数 （复印 + 打印机）、扫描计数

器、传真 TX 计数器、传真 RX 计数器、原稿数量计数器、打印数量

计数器、总双面器计数器

• 出纸信号应用时记作 1。

插入式计数器 （选购件） • 使用插入式计数器计算打印件时，无法脱离插入式计数器进行复印。

但 PC 打印和传真 TX/RX 服务不使用插入式计数器也可以使用。

• 显示安装插入式计数器时的累计复印数。

• 由电信号驱动的机械计数器

• 应用进纸开始信号或图像形成开始信号时记作 1，以两者更早者为

准。

[1] 除湿加热器 （DH111）：HT-509 [2] 进纸柜 （例如：PC-216）

[3] 除湿加热器开关 [4] 电源盒 MK-734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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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操作时序
• 如果机器停止 *，加热器会通电并发热。

• 当机器正常启动时，会切断加热器的电源。

备注
• *：打开护盖时，会发生问题或卡纸，或在省电模式下。

1.21.2 LU/TK-101

(1) 配置
• 为了利用除湿加热器的功能，需要以下组合的选购设备。

• 变压器组件 TK-101

• 电源盒 MK-734

• 进纸柜 PC-116、 PC-216 或 PC-416。

(2) 控制
• 加热器通电后会产生热量，以防止大容量单元纸盒中的纸张吸收湿气。可防止由于纸张吸收湿气而导致的纸张卷曲、卡纸和图像异常。

• 打开电源盒 MKX-734 的除湿加热器开关，进行湿度控制。

• 关闭除湿加热器开关即可停止湿度控制。

[1] 除湿加热器开关 [2] 电源盒 MK-734

[1] 电源盒 MK-734 [2] 除湿加热器 （DH）：标准设备

[3] 进纸柜 （例如：PC-216） [4] 变压器组件 TK-101

[1]

[2]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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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操作时序
• 如果机器停止 *，加热器会通电并发热。

• 当机器正常启动时，会切断加热器的电源。

备注
• *：打开护盖时，会发生问题或卡纸，或在省电模式下。

1.22 指示灯功能

1.22.1 配置

(1) 控制面板部分

(2) 前侧视图

[1] 除湿加热器开关 [2] 电源盒 MK-734

[1] 控制面板 [2] 电源键

[3] 电源键 LED [4] 警告状态指示灯部分

[1]

[2]

[1]

[2]

[3]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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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控制
• 下面介绍了各指示灯部分上的 LED 照明控制。

(1) 电源键 LED

(2) 警告状态指示灯部分

(3) 操作状态指示灯部分 （前侧）

*：亮灯的时间长度因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Print end notification lamp ON time settings] （打印结束通知灯

亮起时间设置）而异。

(4) 操作状态指示灯部分 （出纸盘侧）

*：亮灯的时间长度因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 [Print end notification lamp ON time settings] （打印结束通知灯

亮起时间设置）而异。

(5) 剩余纸张水平显示部分

• *：照明状态因以下设置而异。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ystem 1]（系统 1） -> [Machine State LED Setting]（机器状态 LED 设置）。类型 

1：闪烁橙色，类型 2：熄灭 

[1] 操作状态指示灯部分 （前侧） [2] 纸张剩余量显示部分

[3] 操作状态指示灯部分 （出纸盘侧） - -

情况 电源键 LED 状态

预热期间 亮蓝色

处于待机状态 亮蓝色

复印或打印期间 亮蓝色

卡纸或故障 亮蓝色

低功耗模式
睡眠模式

闪烁蓝色

ErP 自动电源关闭模式 闪烁橙色

副电源关闭模式 亮橙色

情况 LED 指示灯

机器停止时 亮橙色

发生警告时 闪烁橙色

其它状态 OFF （关）

情况 LED 指示灯

打印 闪烁白色

打印后 亮白色 （*）

正在进行作业 亮蓝色

正在接收作业 闪烁蓝色

接收到传真时 亮蓝色

其它状态 OFF （关）

情况 LED 指示灯

打印 闪烁白色

打印后 亮白色 （*）

其它状态 OFF （关）

情况 LED 指示灯

缺纸 亮橙色

纸将尽 闪烁橙色或熄灭 *

其他状态 （包括提升和打开的纸盒） 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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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F-632

2.1 配置

2.1.1 各部分配置

2.1.2 主体部分配置

(1) 主要电气零件

• *：选购件

[1] 进纸部分 [2] 对位部分

[3] 文档读取部分 [4] 反转部分

[5] 出纸部分 - -

[1] 读取辊释放马达 （M5） [2] 对位马达 （M3）

[3] 进纸马达 （M2） [4] DF 控制板 （DFCB）

[5] 印记单元 （SP-501） * [6] 玻璃清洁马达 （M4）

[7] 文档读取马达 （M1） - -

[1][2]

[3] [4] [5]

[2]

[1]

[3]

[4]

[5]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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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感器

(3) 辊的更换

2.2 概述

2.2.1 纸张通道

(1) 单面纸张通道

[1] 上门传感器 （PS13） [2] 文档空传感器 （PS1）

[3]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PS6） [4]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2 （PS7）

[5]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VR1） [6] 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PS12）

[7] 混合原稿传感器 /3 （PS10） [8] 混合原稿传感器 /2 （PS9）

[9] 混合原稿传感器 /1 （PS8） [10]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

[11] 出纸传感器 （PS5） [12] 分离后传感器 （PS2）

[13] 对位传感器 （PS3） [14] 读取辊位置传感器 （PS11）

[1] 拾纸辊 [2] 分离辊

[3] 进纸辊 [4] 对位辊

[5] 文档读取辊 1 [6] 文档读取台清洁刷

[7] 文档读取辊 2 [8] 出纸辊

[2]

[1]
[3]

[4]

[5]

[6][8]
[7]

[9]
[10]

[11]
[12]

[13]

[14]

[8]

[1]
[2][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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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面纸张通道

2.2.2 纸张通道操作

(1) 单面模式

1. 按开始键将降低拾纸辊并按压原稿。

2. 拾纸辊，进纸辊和分离辊将开始旋转，以开始送入第一张纸。

3. 当纸张到达对位辊时，纸张中会形成波幅。接着，对位马达启动，以便对位辊能传送纸张。

4. 对位马达启动后经过预定时间，进纸马达会断电。文档读取马达将开始运行。

5. 当文档读取传感器打开并且经过预定的时间时，它开始从原稿的主缘读取。

6. 在原稿尾缘通过文档读取辊 1 前，文档读取辊将会收回。经过预定时间后，文档读取辊将再次按压，为下一份原稿做好准备。

7. 原稿将通过文档读取辊 2 和出纸辊退出。

8. 原稿的尾缘关闭出纸传感器且经过预定时间后，所有马达将会关闭。

(2) 双面模式
1. 采用与单面模式相同的方式，读取原稿的第一面。

2. 原稿移过文档读取辊 2 后，文档读取马达向后旋转，原稿被传送到反转部分。

3. 当文档读取传感器打开并且经过指定的时间时，它开始从原稿的主缘读取。

4. 为了确保原稿的正面和背面处于正确的顺序，原稿在送入纸盒之前会再次经历类似的反转操作。

2.3 进纸部分

2.3.1 驱动
• 进纸部分由拾纸辊、进纸辊以及分离辊组成，由进纸马达直接驱动。

• 按下开始键时，拾纸辊下降以按压原稿，并对原稿进行搓纸和进纸操作。原稿通过拾纸辊和进纸辊传送到对位辊。

• 在搓纸和进纸序列后，进纸马达向后旋转以抬起拾纸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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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文件放置 / 缺纸检测
• 如果在拾纸辊处于待机位置时未装入原稿，则激活器会遮挡文档空传感器，并检测到没有装入原稿。

• 将原稿装入进纸盒时，原稿的主缘会推动激活器，以确保文档空传感器不会被遮挡。它检测到原稿已装入。

• 送入原稿的所有页面后，文档空传感器检测到进纸盒中没有原稿。

2.3.3 文件尺寸检测机构

[1] 进纸马达 （M2） [2] 分离后传感器 （PS2）

[3] 进纸辊 [4] 分离辊

[5] 拾纸辊 [6] 文档空传感器 （PS1）

[7] 拾纸辊 - -

[1] 文档空传感器 （PS1） [2] 原稿

[1]

[2]

[3]
[4]

[5]

[6][7]

[1]

[2]

[2]

[4]
[5]

[1]

[3]

[6]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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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测原稿的宽度
• 将使用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检测装入进纸盒的原稿的宽度。

•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内置可变电阻器。其电阻值随文档宽度导板的移动而变化。

• 在标准模式下，参考进纸盒的中心对齐原稿，以便将原稿装入进纸盒。在混合原稿模式下，原稿与原稿宽度导板的后侧对齐。

(2) 检测原稿的长度
• 将使用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和 /2 检测装入进纸盒的原稿的长度。

• 文档长度传感器 /1 为传输式传感器，文档长度传感器 /2 为反射式传感器。用两个激活器检测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即激活器 1 和激活器 2。

• 当进纸盒未装入任何原稿时，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被遮挡。当装入原稿且仅按压激活器 1 时，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不被遮挡。当同时按压

激活器 1 和激活器 2 时，使用激活器 2 检测被遮挡的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3) 检测原稿的宽度 （在混合原稿 /AMS 模式下）
• 在混合原稿 /AMS 模式下，宽度不在进纸盒上确定，而是在放入原稿时检测此宽度。在进纸部分后的位置上部署三个混合原稿传感器，用于检

测原稿的宽度。

(4) 检测原稿的长度 （在混合原稿 /AMS 模式下）
• 在混合原稿 /AMS 模式下，进纸盒未判定任何长度，而是根据文档读取传感器保持激活状态的时间计算并判定原稿长度

(5) 进纸盒尺寸检测
• 根据原稿的宽度和长度的检测结果组合判定原稿尺寸。

[1]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PS6） [2]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VR1）

[3] 混合原稿传感器 /1 （PS8） [4]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

[5] 混合原稿传感器 /3 （PS10） [6] 混合原稿传感器 /2 （PS9）

[7] 文档宽度导板 [8]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2 （PS7）

[1] 调整文档宽度导板 （中心对齐） [2] 文档宽度导板

[3] 原稿 （标准模式） [4] 将窄幅宽度的原稿与文档宽度导板的后侧对齐 （后对齐）

[5] 窄幅宽度的原稿 （混合原稿模式） [6] 宽幅宽度的原稿 （混合原稿模式）

[1]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PS6） [2] 激活器 1

[3]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2 （PS7） [4] 激活器 2

传感器 原稿尺寸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2 （PS7） OFF （关） OFF （关） 反射器 反射器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PS6） 被阻断 解除阻断 解除阻断 被阻断

[1]

[2] [3]

[4]

[5] [6]

[2]

[1]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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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拾纸辊升 / 降控制

(1) 上升控制
• 完成作业时，进纸马达开始向后旋转。安装在与进纸辊相同的轴上的摆动臂向后旋转，以便拾纸辊抬起到待机位置。

• 通过纸张驱动部分的转矩限制器将拾纸辊固定在抬起的位置。

• 当摆臂升高到待机位置时，文档止动器由于其自重而下降并用摆臂的锁定爪固定。当摆动臂下降时，文档止动器便不会被遮挡。

• 文档止动器有两个功能：一，用于对齐在待机状态下装入的原稿的前缘；二，防止原稿的前缘越过拾纸位置进入进纸部分。

(2) 下降控制
• 按下开始键时，进纸马达开始向前旋转。安装在与进纸辊相同轴上的摆动臂的旋转轴向前旋转，以便原稿拾纸辊下降到进纸位置。

• 当摆动臂下降时，文档止动器便不会被遮挡。

2.3.5 进纸 / 分离控制
• 按下开始键时，进纸马达向前旋转，以便进纸辊也向前旋转。

• 安装在与进纸辊相同轴上的摆动臂的旋转轴向前旋转，以便拾纸辊下降到进纸位置。拾纸辊通过驱动皮带旋转，从而将原稿送入进纸辊。

(1) 分离 / 进纸操作
1. 分离辊被压靠在进纸辊上并由进纸辊驱动。将转矩限制器安装在分离辊的轴上。

2. 进纸辊、分离辊和转矩限制器的作用压力用作防止双张进纸的限制转矩。

3. 分离辊与进纸辊之间无原稿或只有一张原稿时，限制转矩超出，且分离辊随着进纸辊的旋转而旋转。

4. 如果分离辊和进纸辊之间有两张或更多张原稿，则限制扭矩会大于原稿的摩擦力，这样分离辊便会停止旋转。

5. 由于分离辊静止，与分离辊接触的原稿的下部纸张将不会送入，以便分离原稿的第一页与第二页。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VR1）

114.5 明信片 B5S A4S A3

136 B6S B5S A4S A3

163 A5S B5S A4S A3

190.6 B5S B5S A4S A3

236.5 A5 Letter S A4S Foolscap

266.2 B5 B4 B4 B4

286.2 Letter Ledger Ledger Ledger

(307) A4 A3 A3 A3

[1] 摆动臂 （待机位置） [2] 文档止动器

[3] 摆动臂 （进纸位置） [4] 拾纸辊

传感器 原稿尺寸

[1]
[3]

[4][2]

[1] 

[4]

[2]

[2]

[3]

[4]

[3]

[5]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 操作原理 > 2. DF-632

P-102

(2) 定期更换的零件
• 拾纸辊、进纸辊和分离辊都是定期更换零件。

• 更换辊时，必须同时更换进纸组件 （拾纸辊 + 进纸辊）和分离辊。

• 否则，必须同时更换拾纸辊、进纸辊和分离辊。

• 拾纸辊、进纸辊和分离辊均无新物品检测机构。更换这三个辊时，必须使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

命）将 “ADF Feed” （ADF 进纸）计数器重置为零。

• 可使用维修模式的 “ADF Feed” （ADF 进纸）计数器核实 DF 执行进纸操作的次数。

(a) 进纸组件

(b) 进纸辊 / 拾纸辊

(c) 分离辊

[1] 进纸马达 （M2） [2] 拾纸辊

[3] 分离辊 [4] 进纸辊

[5] 原稿 - -

定期更换周期 进纸操作 200,000 次

[1] 拾纸辊 [2] 进纸组件锁定杆

[3] 进纸辊 - -

[1] 进纸辊 [2] 拾纸辊

[2][1]

[1]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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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分离辊压力切换机构
• 要解决卡纸问题，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分离辊的压力。

• 在向分离辊施加压力的弹簧下方插入垫片将增加压力。

• 根据插入垫片的方向，通过两个步骤设置压力。

• 在分离辊旁部署垫片。

2.4 对位部分

2.4.1 驱动
• 使用对位马达控制开始传送原稿的时序。

• 原稿会压在对位轮上。将在原稿中形成波幅，从而修正原稿中的任何歪斜。

• 混合原稿传感器 /1、 /2 和 /3 在混合原稿模式下检测原稿的宽度。

2.4.2 对位概述
• 对位马达为对位辊提供驱动力。

• 传输原稿以修正歪斜时，原稿会在进纸辊和对位辊之间形成波幅。

2.4.3 波幅形成过程
1. 对位传感器检测到原稿的主缘。

2. 对位辊保持静止不动。

3. 由于进纸辊 （原稿第 2 面的反转出纸辊）继续旋转以送入原稿，因此会在原稿的前缘形成波幅。

4. 波幅可修正原稿的歪斜。

5. 对位辊开始旋转以传送原稿。

[1] 对位马达 （M3） [2] 对位传感器 （PS3）

[3] 对位辊 [4] 对位轮

[5] 混合原稿传感器 /3 （PS10） [6] 混合原稿传感器 /2 （PS9）

[7] 混合原稿传感器 /1 （PS8） - -

[1] 原稿 [2] 分离辊

[3] 进纸辊 [4] 波幅形成 （第 1 面）

[5] 对位传感器 （PS3） [6] 对位轮

[7] 对位辊 [8] 波幅形成 （第 2 面）

[9] 出纸辊 - -

[1]

[2]

[3]
[4]

[5]

[7]

[6]

[2] [1][4][5][6]

[8]

[3]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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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文档读取部分

2.5.1 驱动

(1) 文档读取驱动
• 文档读取马达驱动文档读取部分。

• 文档读取辊配有压力 / 释放机构。原稿尾缘移过该辊时，释放压力。

• 文档读取马达向后旋转，以允许在双面模式下进行反转的过程中第二次送入原稿。

(2) 文档读取台清洁驱动
• 玻璃清洁马达驱动文档读取台清洁刷。

• 清洁刷的位置受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的控制。

[1] 文档读取马达 （M1） [2] 文档读取辊 2

[3] 文档读取辊 [4]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

[5] 文档读取辊 1 [6] 读取辊释放马达 （M5）

[1] 文档读取辊 [2]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

[3] 玻璃清洁马达 （M4） [4] 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PS12）

[5] 文档读取台清洁刷 - -

[1]

[2]

[3]

[4]

[5]

[6]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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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传送机构
• 从进纸部分传送的原稿将通过对位辊、文档读取辊 1 和 2 以及出纸辊传送到文档读取部分。

• 对位辊由对位马达驱动。

• 文档读取辊 1 和 2 由文档读取马达驱动。

2.5.3 文档读取台清洁机构

(1) DF 稿台清洁
• 如果 DF 稿台沾染灰尘或污垢，会出现读取线。 DF 稿台清洁机构可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 文档读取台清洁辊的半面配有文档读取台清洁刷。读取原稿时，文档读取台清洁刷面朝上。清洁 DF 稿台时，文档读取台清洁辊旋转，以便文

档读取台清洁刷面向 DF 稿台。

• 原稿读取台清洁刷由玻璃清洁马达驱动。

• 清洁刷的位置受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的控制。

[1] 对位马达 （M3） [2] 文档读取马达 （M1）

[3] 对位辊 [4] 文档读取辊 1

[5] 文档读取辊 2 - -

[1] 文档读取辊 [2]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4）

[3] 玻璃清洁马达 （M4） [4] 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PS12）

[5] 文档读取台清洁辊 [6] 文档读取台清洁辊 （清洁位置）

[7] 文档读取台清洁辊 （待机位置） [8] 清洁刷部分

[9] 原稿读取台 - -

[1][2]

[3]

[4]
[5]

[1]

[2]
[3]

[5]

[8]

[9]

[7]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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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稿读取台清洁的详细信息

2.5.4 文档读取辊压力 / 释放控制
• 读取辊释放马达旋转以驱动凸轮，该凸轮推动杆，使原稿读取辊压到原稿读取辊上。

• 通过读取辊位置传感器检测按压和释放位置。

情况 清洁操作

预驱动操作 电源开 将文档读取台清洁刷旋转一整圈，检查是否可以正常运行。（向前旋转）

退出睡眠模式

开始键开 开始读取前 将原稿读取台清洁刷旋转一整圈，执行清洁。（向前旋转：默认设置）

读取期间 将文档读取台清洁刷旋转一整圈，在连续读取原稿期间对原稿两两进行清洁。（向前旋转）

如果选择了 [Original Settings] （原稿设置） -> [Despeckle] （去斑），将文档读取台清洁刷转满

三圈，在连续读取原稿期间对每个原稿进行清洁。（向前旋转）
由于文档读取台清洁刷转满三圈进行清洁，但原稿间的距离相较正常时序已加宽。这会导致
读取原稿的效率降低。

如果在维修模式下选择 [System2]（系统 2）-> [ADF Scan Glass Contamin.Set.]（ADF 扫描台污

染设置） -> [Feed Cleaning Settings] （进纸清洁设置） -> [0]，则在连续读取原稿期间不在两份

原稿之间执行稿台清洁序列。

后一个原稿读取完成后 如果只在一个方向上反复操作，文档读取台清洁刷容易卷曲，从而造成清洁性能恶化。若要
弄直清洁刷， 后一个原稿读取完成后反方向转一整圈。（向后旋转）

[1] 读取辊释放马达 （M5） [2] 读取辊位置传感器 （PS11）

[3] 文档读取辊 [4] 读取辊

[5] 杆 [6] 凸轮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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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文档读取前导板
• 打开文档读取导板，以释放卡在文档读取辊 1 和文档读取辊之间的文档。

• 打开文档读取导板，以清洁文档读取辊 1 和文档读取传感器的绒面结构。

• 文档读取导板上安装有弹簧，因此在处理文档时需要用一只手握住导板。处理完文档后，松开握住导板的手并将导板返回到正常位置。

• 文档读取导板没有安装开 - 关传感器。

扫描器侧视图

2.6 出纸 / 反转部分

2.6.1 驱动
• 文档读取马达驱动出纸 / 反转部分。

• 出纸辊配有压力 / 释放机构。第二次送入原稿以读取第二面时，会释放压力。

[1] 文档读取辊 1 [2] 文档读取辊

[3] 绒面结构 [4] 文档读取导板

[5] 文档读取台清洁辊 - -

[3]

[1]

[2] [2]

[1]

[4]

[4]
[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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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购件

2.6.2 反转 / 出纸机构
• 通过文档读取辊 1、 2 和出纸辊排出从传送部分传送的原稿。

• 在双面模式下，出纸辊向后旋转，并将原稿再次送入对位辊。

• 出纸辊由文档读取马达驱动。

2.6.3 反转 / 出纸的切换机构

(1) 反转部分
• 反转通道切换引导胶片提供通往反转通道的路线。

• 在双面模式下，出纸辊向后旋转。这将允许原稿的尾缘沿着要送入反转通道的反转通道切换引导胶片的上侧移动到反转通道，以便将原稿送入

对位辊。

• 反转通道切换引导胶片始终都是固定的。

[1] 文档读取马达 （M1） [2] 出纸辊释放电磁铁 （SD1）

[3] 出纸辊 [4] 印记单元 （SP-501）（*）

[5] 出纸传感器 （PS5） - -

[1] 对位马达 （M3） [2] 文档读取马达 （M1）

[3] 对位辊 [4] 文档读取辊 1

[5] 文档读取辊 2 [6] 出纸辊

[1] 出纸辊 [2] 反转通道切换引导胶片

[3] 对位辊 - -

[1][2]

[4]

[5] [6]

[3]

[1][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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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反转出纸轮按压 / 收回控制
• 出纸辊释放电磁铁运行使得杆向下推动且出纸辊下降，以便将出纸轮与出纸辊隔开。

• 在反转期间执行此隔开操作以读取原稿的背面，并在双面模式下按数字顺序放置页面。

2.6.5 传真文档印记功能
• 安装选购的 “ 印记单元 SP-501”，可在传真文档中加上印记。

• 当原稿准备送出时，原稿出纸辊下游的印记电磁铁通电，安装在电磁铁柱塞的印记压在原稿表面上。从而在原稿表面形成传真标记 （+）。

• 配置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ystem 2]（系统 2） -> [Stamp]（印记） -> [Set]（设置）（默认设置： Unset（未设置））且用户在 “ 扫描 /

传真 ” 屏幕上选择 [Application] （应用） -> [Stamp/Composition] （印记 / 构成） -> [TX Stamp] （发送印记）（默认设置： OFF （关））时，此功

能启用。

• 此功能不适用于 “ 复印 ” 或 “ 扫描 ”。

2.7 开 / 合检测部分

2.7.1 文档交换检测控制
• 提供角度检测机构，以便将 DF 用作主机的原稿盖板时检测交换原稿的操作。

• 当 DF 升高到预定角度或更大角度时，检测杆被弹簧向上推。被检测杆阻断的角度传感器现已被取消阻断。结果，检测到 DF“ 升高到预定角度

或更大角度 ”。

• 另一方面，当 DF 降低到预定角度或更小角度时，检测杆被向下推。然后，阻断已被取消阻断的角度传感器，从而检测到 DF“ 降低到预定角度

或更小角度 ”。

• 当 DF 状态从完全下降的状态变为 “ 升高到预定角度或更大角度 ” 状态，然后变为 “ 降低到预定角度或更小角度 ” 状态时，判定 “ 原稿已手动放

在稿台上 ”。接着，将启动原稿尺寸检测控制。

2.7.2 DF 开 / 合检测
• 安装了磁性开关，用于检测 MFP 主机侧的 DF 的开 / 合状态。

• MFP 主机上的原稿盖板传感器将在降下 DF 时由该磁性开关打开。

[1] 出纸辊 [2] 出纸轮

[3] 杆 [4] 出纸辊释放电磁铁 （SD1）

[1] 原稿 [2] 出纸辊

[3] 印记单元 （SP-501） - -

[1]

[2]

[4]

[3]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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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DF 歪斜 （正面）调整机构
• 输稿器安装在机器的扫描器部分，并用两根铰链固定。

• 机器右侧的铰链配有 DF 歪斜 （正面）调整机构。

• 转动调节螺钉，向后或向前移动铰链。它改变了机器和 DF 的相对安装位置。此外，它会修正使用机器扫描器部分的 CCD 单元扫描的第一面图

像的倾斜度。

2.8.1 机器右侧的铰链 （正面）
• 拧紧铰链固定螺钉，转动调节螺钉，使铰链向前或向后移动。（由于 DF 固定板安装在机器上，因此铰链向前或向后移动）

• 如果铰链朝向机器的前侧移动，则会出现刻在铰链上的刻度。（正方向）

• 如果铰链朝机器后侧移动，则刻在铰链上的刻度将被隐藏。（反方向）

• 根据刻度读取调整量。（默认：4 个刻度）

• 在维修模式的 [ADF] - > [Skew Measurement] （歪斜测量） - > [DFSkew(Front)] （DF 歪斜（正面））中读取调节图表，以便自动测量铰链的修正

量。

[1] 磁铁 [2] 原稿盖板传感器 （RS201）

[3] 角度传感器 （PS202） - -

[1] 机器右侧铰链 [2] DF 安装板

[3] 调节螺钉 [4] DF 安装板固定螺钉：将 DF 固定板固定到机器上

[5] 铰链固定螺钉：将铰链固定到 DF 安装板。 [6] 铰链移动方向：-

[7] 铰链移动方向：+ [8] 调节刻度

[1]

[2]

[3] 

[2] [3][1]

[8]

[6]

[7]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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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机器右侧的铰链 （背面）

2.8.3 调节方向概念图
上部视图

[1] 机器右侧铰链 [2] 调节螺钉：转动调节螺钉，向后或向前移动铰链。
• 正方向的调节量：顺时针转动

• 反方向的调节量：逆时针转动

[1] DF 移动方向 （铰链移动方向）：- [2] 参考位置

[3] DF 移动方向 （铰链移动方向）：+ - -

[1]

[2]

＋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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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F-714

3.1 配置

3.1.1 各部分配置

3.1.2 主体部分配置

(1) 主要电气零件

• *：选购件

[1] 进纸部分 [2] 对位部分

[3] 单面文档读取部分 [4] 双面文档读取部分

[5] 出纸部分 - -

[1] 读取辊释放马达 （M4） [2] 文档读取马达 （M1）

[3] 原稿进纸马达 （M2） [4] CIS 清洁马达 （M5）

[5] DF 冷却风扇马达 （FM1） [6] DF 控制板 （DFCB）

[7] 印记单元 （SP-501）（*） [8] CIS 模块 （CIS）

[9] 文档读取台清洁马达 （M6） [10] CIS 电源 （CISPU）

[11] 对位马达 （M3） - -

[1][2]

[3] [5][4]

[2]

[1]

[3]
[4]

[5]
[6]

[8]

[7]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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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感器

(3) 辊的更换

3.2 概述

3.2.1 纸张通道

• 在单面模式和双面模式下建立相同的纸张通道。

• 在单面模式下，扫描器部分的 CCD 读取原稿图像。在双面模式下，扫描器部分的 CCD 读取原稿正面的同时，DF 中的 CIS 读取原稿的背面。因

此，在双面模式下读取原稿的速度与单面模式相同。

[1] CIS 清洁传感器 （PS7） [2] 上门传感器 （PS14）

[3] 混合原稿传感器 /1 （PS10） [4] 文档空传感器 （PS1）

[5]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PS8） [6]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2 （PS9）

[7]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VR1） [8] 出纸传感器 （PS5）

[9] 混合原稿传感器 /2 （PS11） [10] 混合原稿传感器 /3 （PS12）

[11] CIS 盖板传感器 （PS15） [12] 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PS13）

[13]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6） [14] 多页进纸检测板 / 发送 （MFDB/TX）

[15] 多页进纸检测板 / 接收 （MFDB/RX） [16] 读取辊位置传感器 （PS4）

[17] 对位传感器 （PS3） [18] 多页进纸接收器板 （MFRB）

[19] 分离后传感器 （PS2） - -

[1] 拾纸辊 [2] 分离辊

[3] 进纸辊 [4] 对位辊

[5] 文档读取辊 1 [6] 文档读取台清洁辊

[7] 文档读取辊 2 [8] CIS 模块 （CIS）

[9] CIS 清洁刷 [10] 文档读取辊 3

[11] 出纸辊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13]
[14]

[15]

[16]

[17]

[18]

[19]

[1][2][3]

[10]

[4]

[5]
[6]

[11]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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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纸张通道操作
在单面模式下，不通过 CIS 读取原稿的反面。单面模式下的所有其他进纸操作与双面模式相同。

1. 放入原稿时，文档空传感器可检测原稿的前缘。

2. 按下开始键后，将降低拾纸辊并按压文档读取辊 1。

3. 进纸马达通电，并且拾纸辊和进纸辊旋转，以开始送入第一张原稿。

4. 当对位传感器检测到原稿的主缘时，原稿形成波幅。

5. 原稿形成波幅后，对位马达通电。对位马达驱动器带动对位辊的旋转，以便原稿被传送到读取部分。

6. 对位马达通电后经过预定时间，文档读取马达通电。

文档读取马达驱动器带动文档读取辊 1、文档读取辊 2、文档读取辊 3 和出纸辊的旋转。

7. 文档读取传感器检测到原稿前缘后经过预定时间，扫描器开始读取原稿的正面。

8. 原稿尾缘移过文档读取辊 1 前，文档读取辊 1 立即收回。一旦原稿尾缘移过前侧读取位置，处于收回位置的文档读取辊 1 再次受压，以便为下

一张原稿做准备。

9. 原稿前缘移过文档读取辊 2 时， CIS 开始读取原稿的背面。（仅在双面模式下会读取原稿的反面。）

10. 文档读取辊 3 被驱动，将原稿传送到出纸部分。

11. 出纸辊被驱动，将原稿排出。

12. 原稿尾缘使出纸传感器关闭后经过预定时间，文档读取马达会断电。

3.3 进纸部分

3.3.1 驱动
• 进纸部分由拾纸辊、进纸辊以及分离辊组成，由进纸马达直接驱动。

• 按下开始键时，拾纸辊下降以按压原稿，并对原稿进行搓纸和进纸操作。原稿通过拾纸辊和进纸辊传送到对位辊。

• 在搓纸和进纸序列后，进纸马达向后旋转以抬起拾纸辊。

[1] 拾纸辊 [2] 进纸辊

[3] 对位辊 [4] 文档读取辊 1

[5] 文档读取辊 2 [6] CIS 模块 （CIS）

[7] 文档读取辊 3 [8] 出纸辊

[1] 上门传感器 （PS14） [2] 进纸马达 （M2）

[3] 分离后传感器 （PS2） [4] 进纸辊

[5] 分离辊 [6] 拾纸辊

[7] 文档空传感器 （PS1） [8] 拾纸辊

[1][2][3]

[4] [5]
[6]

[8]
[7]

[2]

[3]
[5][4]

[6]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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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文件放置 / 缺纸检测
• 如果在拾纸辊处于待机位置时未装入原稿，则激活器会遮挡文档空传感器，并检测到没有装入原稿。

• 将原稿装入进纸盒时，原稿的主缘会推动激活器，以确保文档空传感器不会被遮挡。它检测到原稿已装入。

• 送入原稿的所有页面后，文档空传感器检测到进纸盒中没有原稿。

3.3.3 文件尺寸检测机构

[1] 文档空传感器 （PS1） [2] 原稿

[1] 文档长度传感器 /2 （PS9） [2] 文档长度传感器 /1 （PS8）

[3] 文档宽度传感器 （VR1） [4] 混合原稿传感器 /1 （PS10）

[5]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6） [6] 混合原稿传感器 /3 （PS12）

[7] 混合原稿传感器 /2 （PS11） [8] 文档宽度导板

[1] [2]

[2]
[4]

[5]

[1]

[3]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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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测原稿的宽度
• 将使用文档宽度传感器检测装入进纸盒的原稿的宽度。

• 文档宽度传感器内置可变电阻器。其电阻值随文档宽度导板的移动而变化。

• 在标准模式下，参考进纸盒的中心，对齐原稿，将原稿装入进纸盒。在混合原稿模式下，原稿与后侧对齐。

(2) 检测原稿的长度
• 将使用文档长度传感器 /1 和 /2 检测装入进纸盒的原稿的长度。

• 文档长度传感器 /1 为传输式传感器，文档长度传感器 /2 为反射式传感器。用两个激活器检测文档长度传感器 /1，即激活器 1 和激活器 2。

• 当进纸盒未装入任何原稿时，文档长度传感器 /1 被遮挡。当装入原稿且仅按下激活器 1 时，原稿长度传感器 /1 不被遮挡。当同时按压激活器 1 

和激活器 2 时，使用激活器 2 检测被遮挡的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3) 检测原稿的宽度 （在混合原稿 /AMS 模式下）
• 在混合原稿 /AMS 模式下，宽度不在进纸盒上确定，而是在放入原稿时检测此宽度。在进纸部分后的位置上部署三个混合原稿传感器，用于检

测原稿的宽度。

(4) 检测原稿的长度 （在混合原稿 /AMS 模式下）
• 在混合原稿 /AMS 模式下，进纸盒未判定任何长度，而是根据文档读取传感器保持激活状态的时间计算并判定原稿长度

(5) 进纸盒尺寸检测
• 根据原稿的宽度和长度的检测结果组合判定原稿尺寸。

[1] 调整文档宽度导板 （中心对齐） [2] 文档宽度导板

[3] 原稿 （标准模式） [4] 将窄幅宽度的原稿与文档宽度导板的后侧对齐 （后对齐）

[5] 窄幅宽度的原稿 （混合原稿模式） [6] 宽幅宽度的原稿 （混合原稿模式）

[1]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PS8） [2] 激活器 1

[3]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2 （PS9） [4] 激活器 2

传感器 原稿尺寸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2 （PS9） OFF （关） OFF （关） 反射器 反射器

文档长度尺寸传感器 /1 （PS8） 被阻断 解除阻断 解除阻断 被阻断

[1]

[2] [3]

[4]

[5] [6]

[4]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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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拾纸辊升 / 降控制

(1) 上升控制
• 完成作业时，进纸马达开始向后旋转。安装在与进纸辊相同的轴上的摆动臂向后旋转，以便拾纸辊抬起到待机位置。

• 通过纸张驱动部分的转矩限制器将拾纸辊固定在抬起的位置。

• 当摆臂升高到待机位置时，文档止动器由于其自重而下降并用摆臂的锁定爪固定。当摆动臂下降时，文档止动器便不会被遮挡。

• 文档止动器有两个功能：一，用于对齐在待机状态下装入的原稿的前缘；二，防止原稿的前缘越过拾纸位置进入进纸部分。

(2) 下降控制
• 按下开始键时，进纸马达开始向前旋转。安装在与进纸辊相同轴上的摆动臂的旋转轴向前旋转，以便拾纸辊下降到进纸位置。

• 当摆动臂下降时，文档止动器便不会被遮挡。

3.3.5 进纸 / 分离控制
• 按下开始键时，进纸马达向前旋转，以便进纸辊也向前旋转。

• 安装在与进纸辊相同轴上的摆动臂的旋转轴向前旋转，以便拾纸辊下降到进纸位置。拾纸辊通过驱动皮带旋转，从而将原稿送入进纸辊。

(1) 分离 / 进纸操作
1. 分离辊被压靠在进纸辊上并由进纸辊驱动。将转矩限制器安装在分离辊的轴上。

2. 进纸辊 / 分离辊 / 转矩限制器的作用压力用作防止双张进纸的限制转矩。

3. 分离辊与进纸辊之间无原稿或只有一张原稿时，限制转矩超出，且分离辊随着进纸辊的旋转而旋转。

4. 如果分离辊和进纸辊之间有两张或更多张原稿，则限制扭矩会大于原稿的摩擦力，这样分离辊便会停止旋转。

5. 由于分离辊静止，与分离辊接触的原稿的下部纸张将不会送入，以便分离原稿的第一页与第二页。

文档宽度尺寸传感器
（VR1）

114.5 mm 明信片 B5S A4S A3

136 mm B6S B5S A4S A3

163 mm A5S B5S A4S A3

190.6 mm B5S B5S A4S A3

236.5 mm A5 LetterS A4S Foolscap

266.2 mm B5 B4 B4 B4

286.2 mm Letter Ledger Ledger Ledger

（307 mm） A4 A3 A3 A3

[1] 摆动臂 （待机位置） [2] 文档止动器

[3] 摆动臂 （进纸位置） [4] 拾纸辊

传感器 原稿尺寸

[1]
[3]

[4][2]

[1] 

[4]

[2]

[2]

[3]

[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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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期更换的零件
• 拾纸辊、进纸辊和分离辊都是定期更换零件。

• 更换辊时，必须同时更换进纸组件 （拾纸辊 + 进纸辊）和分离辊。

• 否则，必须同时更换拾纸辊、进纸辊和分离辊。

• 拾纸辊、进纸辊和分离辊均无新物品检测机构。更换这三个辊时，必须使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Counter] （计数器） -> [Life] （寿

命）将 “ADF Feed” （ADF 进纸）计数器重置为零。

• 可使用维修模式的 “ADF Feed” （ADF 进纸）计数器核实 DF 执行进纸操作的次数。

(a) 进纸辊组件

(b) 进纸辊 / 拾纸辊

(c) 分离辊

[1] 进纸马达 （M2） [2] 拾纸辊

[3] 分离辊 [4] 进纸辊

[5] 原稿 - -

定期更换周期 进纸操作 200,000 次

[1] 拾纸辊 [2] 进纸组件锁定杆

[3] 进纸辊 - -

[1] 进纸辊 [2] 拾纸辊

[2][1]

[1]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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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分离辊压力切换机构
• 要解决卡纸问题，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分离辊的压力。

• 在向分离辊施加压力的弹簧下方插入垫片将增加压力。

• 根据插入垫片的方向，通过两个步骤设置压力。

• 在分离辊旁部署垫片。

3.3.7 双张进纸检测
• DF-714 配备传感器时，可以检测原稿双张进纸。

• 双张进纸检测时，通过的原稿接触超声波。根据不被遮挡的超声波的量，即可确定原稿是否双张进纸。

• 双张进纸检测由配设了一对接收器和发送器的检测板完成。

(1) 双张进纸检测控制
• 原稿接触多页进纸检测板 /TX （发送器）传输的超声波。多页进纸检测板 /RX （接收器）收到此超声波。

• 原稿为双张进纸时，超声波因原稿之间的空气层而衰减。

• 检测接收器的电压。如果电压等于或低于预定值，则确定为双张进纸。

• 以下列出了可以检测为双张进纸的原稿类型。

• 重量为 35 ～ 210 g/m2 （9 5/16 ～ 55 7/8 lb）的原稿。发生双张进纸时，可能无法正确检测到其他类型的原稿。

(2) 双张进纸检测后的操作
• 当检测到双张进纸时，可执行以下两个操作。

可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系统 2） -> [Software Switch Setting] （软开关设置）中的 [Switch No. 121]（开关编号 121）

选择所需的操作。

• 检测到双张进纸时停止传送双张进纸原稿。

软开关设置值为 “ 位分配 00000000/ 十六进制分配 00”。

• 检测到双张进纸后排出放入的原稿，然后停止进纸。

软开关设置值为 “ 位分配 00000010/ 十六进制分配 02”。

(3) 双张进纸检测调整
• 安装或更换双张进纸检测组件时要执行多页进纸检测传感器的灵敏度调整。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ADF] -> [Multi Feed DetectionAdj.] （多页进纸检测调整）中执行多页进纸检测传感器的灵敏度调整。

3.4 对位部分

3.4.1 驱动
• 使用对位马达控制开始传送原稿的时序。

• 原稿会压在对位轮上。将在原稿中形成波幅，从而修正原稿中的任何歪斜。

• 混合原稿传感器 /1、 /2 和 /3 在混合原稿模式下检测原稿的宽度。

[1] 多页进纸检测板 / 接收 （MFDB/RX） [2] 进纸辊

[3] 扫描原稿 [4] 双张进纸原稿

[5] 多页进纸检测板 / 发送 （MFDB/TX） [6] 超声波

[1] [2]

[3]

[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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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对位概述
• 对位马达为对位辊提供驱动力。

• 传输原稿以修正歪斜时，原稿会在进纸辊和对位辊之间形成波幅。

3.4.3 波幅形成过程
1. 对位传感器检测到原稿的主缘。

2. 对位辊保持静止不动。

3. 由于进纸辊继续旋转以送入原稿，因此会在原稿的前缘形成波幅。

4. 波幅可修正原稿的歪斜。

5. 对位辊开始旋转以传送原稿。

3.5 文档读取部分

3.5.1 驱动

(1) 文档读取驱动
• 文档读取马达驱动文档读取部分。

• 文档读取辊配有压力 / 释放机构。原稿尾缘移过该辊时，释放压力。

[1] 对位轮 [2] 对位传感器 （PS3）

[3] 对位马达 （M3） [4] 对位辊

[5] 混合原稿传感器 /3 （PS12） [6] 混合原稿传感器 /2 （PS11）

[7] 混合原稿传感器 /1 （PS10） - -

[1] 原稿 [2] 拾纸辊

[3] 分离辊 [4] 进纸辊

[5] 波幅形成 [6] 对位传感器 （PS3）

[7] 对位轮 [8] 对位辊

[2][3] [5]

[4]

[6][7][1]

[2] [1][4][5][6][7]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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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档读取台 /CIS 稿台清洁驱动
• 文档读取台清洁马达带动文档读取台清洁刷旋转，因此清洁读取台表面。

• CIS 清洁马达带动 CIS 清洁刷旋转，因此清洁 CIS 表面。

• 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和 CIS 清洁传感器可检测清洁刷的位置。

3.5.2 文档读取部分
• 文档读取马达为文档读取辊 1、 2、 3 和出纸辊提供驱动力。

• 从对位部分传送的原稿将通过文档读取辊 1、 2、 3 和出纸辊传送到出纸部分。

• 当原稿的前缘移过文档读取辊 1 时，部署在该辊下游的文档读取传感器 （反射式）可检测到原稿。此外，还会根据传感器保持激活状态的时间

检测原稿长度。

[1] 文档读取马达 （M1） [2] 文档读取辊 3

[3] CIS 模块 （CIS） [4] 文档读取辊 2

[5]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6） [6] 文档读取辊

[7] 文档读取辊 1 [8] 读取辊位置传感器 （PS4）

[9] 读取辊释放马达 （M4） - -

[1] CIS 清洁马达 （M5） [2] CIS 模块 （CIS）

[3] 文档读取台清洁马达 （M6） [4] 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PS13）

[5] 文档读取台清洁刷 [6] CIS 稿台清洁刷

[7] CIS 清洁传感器 （PS7） - -

[1]
[2]

[3]

[4][5]
[6]

[7]

[8]

[9]

[2]

[3]

[4]

[7]

[1]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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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文档读取辊压力 / 释放控制
• 当原稿尾缘移过文档读取辊 1 时，文档读取辊 1 可用于推动原稿，文档传送速度将瞬间增加。这会导致图像读取不均 的情况。（文档传送速度

的波动）

为了防止发生这种问题，将使用读取辊释放马达释放文档读取辊。释放文档读取辊后，没有推力传输到原稿。

• 释放文档读取辊后，仅通过位于读取位置下游的辊传送原稿。

(1) 按压 / 释放操作
• 读取辊释放马达通电后，按压 / 释放齿轮旋转，与按压 / 释放齿轮同轴安装的凸轮也会旋转。

• 凸轮推动该杆，文档读取辊被推向文档读取辊。

• 按压 / 释放齿轮配有半圆形光线遮断板。齿轮旋转半圈时，读取辊位置传感器交替处于不被遮挡和被遮挡状态。然后，检测到文档读取辊已释

放的状况。（被遮挡：释放；不被遮挡：按压）

3.5.4 文档读取前导板
• 打开文档读取导板，以释放卡在文档读取辊 1 和文档读取辊之间的文档。

• 打开文档读取导板，以清洁文档读取辊 1 和文档读取传感器的绒面结构。

• 文档读取导板上安装有弹簧，因此在处理文档时需要用一只手握住导板。处理完文档后，松开握住导板的手并将导板返回到正常位置。

• 文档读取导板没有安装开 - 关传感器。

扫描器侧视图

[1] 文档读取马达 （M1） [2] 出纸辊

[3] 文档读取辊 3 [4] 文档读取辊 2

[5] 文档读取辊 1 [6] 文档读取传感器 （PS6）

[7] 文档读取辊 - -

[1] 读取辊释放马达 （M4） [2] 凸轮

[3] 读取辊位置传感器 （PS4） [4] 文档读取辊 1

[5] 文档读取辊 [6] 杆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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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文档读取台清洁机构

(1) DF 稿台清洁
• 如果 DF 稿台沾染灰尘或污垢，则从原稿读取的图像中可能出现一条线。 DF 稿台清洁机构可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 文档读取台清洁辊的半面配有文档读取台清洁刷。读取原稿时，文档读取台清洁刷面朝上。清洁 DF 稿台时，文档读取台清洁辊旋转，以便文

档读取台清洁刷面向 DF 稿台。

• 文档读取台清洁辊旋转，以去除 DF 稿台上粘附的灰尘。

• 文档读取台清洁马达带动文档读取台清洁辊旋转。清洁期间，文档读取台清洁辊向前旋转 （如图中逆时针方向），该作业完成后，它向后旋转

（如图中顺时针方向）。

• 驱动耦合齿轮配有光线遮断板。齿轮旋转时，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交替处于不被遮挡和被遮挡状态。这样可检测文档读取台清洁刷处于其原

位。（不被遮挡：原稿读取位置；被遮挡：原位）

[1] 文档读取导板 [2] 文档读取辊 1

[3] 绒面结构 [4] 文档读取辊

[5] 文档读取台清洁辊 - -

[3]

[1]

[2] [2]

[1]

[4]

[4]
[5]

[2]

[1]

[3]

[1]

[6]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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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F 稿台清洁操作

3.5.6 CIS 原稿读取机构
• 原稿反面由 CIS （接触型图像传感器）模块读取。 CIS 读取的图像数据会传送到主机。

• CIS 原稿读取部分由 CIS 模块和 CIS 电源组成。

• CIS 模块的光源使用了 LED。

• 白板所固定的清洁刷配置于 CIS 模块的对面。

• 在原位执行 “ 原稿通道 ”。

• 使用阴影校正面执行 “ 阴影校正 ”、 “ 增益调整 ” 和 “ADF 扫描台污染灵敏度 ”。

[1] 文档读取台清洁刷 [2] 文档读取台清洁传感器 （PS13）

[3] 文档读取台清洁马达 （M6） [4] 文档读取台清洁辊 （原位）

[5] 文档读取台清洁辊 （清洁位置） [6] DF 稿台

情况 清洁操作

预驱动操作 电源开 将文档读取台清洁刷旋转一整圈，检查是否可以正常运行。（向前旋转）

退出睡眠模式

开始键开 开始读取前 将原稿读取台清洁刷旋转一整圈，执行清洁。（向前旋转：默认设置）

读取期间 将文档读取台清洁刷旋转一整圈，在连续读取原稿期间对原稿两两进行清洁。（向前旋转）

如果选择了 [Original Settings] （原稿设置） -> [Despeckle] （去斑），将文档读取台清洁刷转满

三圈，在连续读取原稿期间对每个原稿进行清洁。（向前旋转）
由于文档读取台清洁刷转满三圈进行清洁，但原稿间的距离相较正常时序已加宽。这会导致
读取原稿的效率降低。

如果在维修模式下选择 [System2]（系统 2）-> [ADF Scan Glass Contamin.Set.]（ADF 扫描台污

染设置） -> [Feed Cleaning Settings] （进纸清洁设置） -> [0]，则在连续读取原稿期间不在两份

原稿之间执行稿台清洁序列。

后一个原稿读取完成后 如果只在一个方向上反复操作，文档读取台清洁刷容易卷曲，从而造成清洁性能恶化。若要
弄直清洁刷， 后一个原稿读取完成后反方向转一整圈。（向后旋转）

[1] CIS 模块 （CIS） [2] 清洁刷

[3] CIS 清洁马达 （M5） - -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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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电源打开时的 CIS 控制
1. CIS 的 LED 已打开。

2. 检测到清洁刷在原位。

3. 清洁刷旋转，并在增益调整处停止。

使用在此位置的清洁刷执行两次增益调整。

4. 调整后， LED 关闭。

5. 清洁刷旋转，并在原位处停止。

* 主机从睡眠模式退出时执行相同的控制。

3.5.8 装入原稿时的 CIS 控制
1. 检测到清洁刷在原位。

2. CIS 的 LED 已打开。

3. 清洁刷旋转一整圈。

4. LED 关闭。

5. 清洁刷旋转，并在原位处停止。

备注
• 如果使用维修模式选择下列功能，装入原稿时不会执行操作：[System 2] （系统 2） ->[ADF Scan Glass Contamin.Set.] （ADF 扫描台污染设

置） ->[Back Side] （反面） ->[ADF Scan Glass Contamin.Sensitivity] （ADF 扫描台污染灵敏度） ->[Not Set] （未设置）。

3.5.9 按下开始键时的 CIS 控制
• 仅在双面原稿读取模式下执行此控制。

(1) 打印循环 / 反面读取前
1. 检测到清洁刷在原位。

2. CIS 的 LED 已打开。

3. 清洁刷旋转三整圈。

清洁刷在第一圈时清洁 CIS 稿台。

清洁刷在第二和第三圈时使用阴影校正面执行阴影校正。

4. 在 LED 打开的情况下，清洁刷在其原位处停止 （等待原稿）。

[1] 固定的白板 [2] CIS 模块 （CIS）

[3] CIS 稿台 [4] 清洁刷 （原位）

[5] 清洁刷 （阴影校正面） - -

[1] CIS 模块 （CIS） [2] 清洁刷

[1]

[4]

[2]

[3]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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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稿移动通过 CIS 时，会读取原稿的反面。

(2) 打印循环期间 （读取后原稿之间的操作）
每次读取原稿时正常会执行清洁刷清洁操作。

如果一个打印循环连续产生大量打印页，会执行清洁操作或阴影校正操作。

在多打印循环期间，会按预定时间间隔执行阴影校正操作，以维持合适的阴影校正值。

(a) 清洁操作
1. 清洁刷旋转一整圈。

（清洁刷正常旋转一圈，但是在去斑模式下要旋转三圈。）

2. 在 LED 打开的情况下，清洁刷在其原位处停止 （等待原稿）。

(b) 阴影校正操作
1. 清洁刷旋转三整圈。

清洁刷在第一圈时清洁 CIS 稿台。

清洁刷在第二和第三圈时使用阴影校正面执行阴影校正。执行阴影校正 （总共两次）。

2. 在 LED 打开的情况下，清洁刷在其原位处停止 （等待原稿）。

(c) 打印循环后
1. 读取序列后， LED 关闭。

2. 清洁刷向后转 （调直清洁刷）。

3. 检测到原位时清洁刷停止。

4. 清洁刷执行 “ADF 扫描台污染灵敏度 ”。

• LED 打开。清洁刷旋转四整圈。

• 清洁刷在第一圈时清洁 CIS 稿台。

• 清洁刷在第二和第三圈时使用阴影校正面执行阴影校正。执行阴影校正 （总共两次）。

• 清洁刷在第四圈时使用阴影校正面执行 “ADF 扫描台污染灵敏度 ”。

• 清洁刷停止在原位处。

• LED 关闭。

备注
• 如果选择了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 [System 2]（系统 2） -> [ADF Scan Glass Contamin. Set.]（ADF 扫描台污染设置） -> [Back Side]
（反面） -> [ADF Scan Glass Contamin. Sensitivity] （ADF 扫描台污染灵敏度） -> [Not Set] （未设置），则不执行步骤 4 

3.5.10 CIS 稿台污染预防控制

(1) CIS 稿台清洁刷
• 仅当要读取原稿的双面时才会清洁 CIS 稿台。

• 当后侧清洁马达通电时，清洁刷会旋转，以清除 CIS 稿台表面的灰尘和污垢。

• 清洁正面的时间不同于清洁背面的时间，并且清洁背面的动力驱动与正面不同。

• CIS 清洁传感器检测原位的清洁刷。

[1] CIS 模块 （CIS） [2] CIS 稿台

[3] 清洁刷 -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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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 CIS 盖板
• 执行卡纸清除步骤期间，可通过释放杆来打开 CIS 盖板。

• 释放该杆时， CIS 盖传感器不被遮挡。

3.6 出纸部分

3.6.1 驱动
• 文档读取马达驱动出纸部分。

[1] 清洁刷 [2] CIS 清洁马达 （M5）

[3] CIS 清洁传感器 （PS7） [4] CIS 模块 （CIS）

[1] CIS 模块 （CIS） [2] CIS 盖板传感器 （PS15）

[3] 杆 [4] CIS 清洁辊

[2]

[1]

[3] [4]

[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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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出纸机构
• 文档读取马达为出纸辊提供驱动力。（与文档读取部分相同的驱动源）

• 当出纸辊向前旋转时，从文档读取部分送入的原稿将送入出纸盘。

• 使用出纸传感器检测排出的原稿。

3.6.3 传真文档印记功能
• 安装选购的 “ 印记单元 SP-501”，可在传真文档中加上印记。

• 当原稿准备送出时，原稿出纸辊下游的印记电磁铁通电，安装在电磁铁柱塞的印记压在原稿表面上。从而在原稿表面形成传真标记 （+）。

• 使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将 [System 2] （系统 2） -> [Stamp] （印记） -> [Set] （设置）（默认设置：Unset （未设置））设为 ON （开）且

用户在 “ 扫描 / 传真 ” 屏幕上选择 [Application] （应用） -> [TX Stamp] （发送印记）（默认设置： OFF （关））时，此功能启用。

• 此功能不适用于 “ 复印 ” 或 “ 扫描 ”。

[1] 文档读取马达 （M1） [2] 出纸辊

[3] 出纸传感器 （PS5） - -

[1] 文档读取马达 （M1） [2] 出纸辊

[3] 出纸传感器 （PS5） [4] 文档读取辊 3

[5] 文档读取辊 2 [6] 文档读取辊 1

[1]

[2]

[3]

[1]
[2]

[3]

[4]
[5]

[6]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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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开合检测部分

3.7.1 文档交换检测控制
• 提供角度检测机构，以便将 DF 用作主机的原稿盖板时检测交换原稿的操作。

• 当 DF 升高到预定角度或更大角度时，检测杆被弹簧向上推。被检测杆阻断的角度传感器现已被取消阻断。结果，检测到 DF“ 升高到预定角度

或更大角度 ”。

• 另一方面，当 DF 降低到预定角度或更小角度时，检测杆被向下推。然后，阻断已被取消阻断的角度传感器，从而检测到 DF“ 降低到预定角度

或更小角度 ”。

• 当 DF 状态从完全下降的状态变为 “ 升高到预定角度或更大角度 ” 状态，然后变为 “ 降低到预定角度或更小角度 ” 状态时，判定 “ 原稿已手动放

在稿台上 ”。接着，将启动原稿尺寸检测控制。

3.7.2 DF 开 / 合检测
• 安装了磁性开关，用于检测 MFP 主机侧的 DF 的开 / 合状态。

• MFP 主机上的原稿盖板传感器将在降下 DF 时由该磁性开关打开。

3.8 单元机构内的冷却
• DF 冷却风扇马达用于冷却 DF 内部、 DF 控制板和 DF 中的进纸马达。

• 它通过排气口排出 DF 内部产生的热量。

3.9 DF 歪斜调整机构

3.9.1 DF 歪斜 （正面）调整机构
• 输稿器安装在机器的扫描器部分，并用两根铰链固定。

• 机器右侧的铰链配有 DF 歪斜 （正面）调整机构。

• 转动调节螺钉，向后或向前移动铰链。它改变了机器和 DF 的相对安装位置。此外，它会修正使用机器扫描器部分的 CCD 单元扫描的第一面图

像的倾斜度。

(1) 机器右侧的铰链 （正面）
• 拧紧铰链固定螺钉，转动调节螺钉，使铰链向前或向后移动。（DF 安装板固定在机器上，因此铰链向前和向后移动）

• 如果铰链朝向机器的前侧移动，则会出现刻在铰链上的刻度。（正方向）

• 如果铰链朝机器后侧移动，则刻在铰链上的刻度将被隐藏。（反方向）

[1] 原稿 [2] 出纸辊

[3] 印记单元 （SP-501） - -

[1] 磁铁 [2] 原稿盖板传感器 （RS201）

[3] 角度传感器 （PS202） - -

[1] DF 冷却风扇马达 （FM1） [2] DF 控制板 （DFCB）

[1]

[2]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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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刻度读取调整量。（默认：4 个刻度）

• 在维修模式的 [ADF] - > [Skew Measurement] （歪斜测量） - > [Skew(Front)] （歪斜 （正面））中读取调节图表，以便自动测量铰链的修正量。

• 有关 DF 歪斜 （正面）调整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G.4.2. 调整 ADF 上的正面歪斜进纸 ”。

(2) 机器右侧的铰链 （背面）

(3) 调节方向概念图
上部视图

[1] 机器右侧铰链 [2] DF 安装板

[3] 调节螺钉 [4] DF 安装板固定螺钉：将 DF 固定板固定到机器上

[5] 铰链固定螺钉：将铰链固定到 DF 安装板。 [6] 铰链移动方向：-

[7] 铰链移动方向：+ [8] 调节刻度

[1] 机器右侧铰链 [2] 调节螺钉：转动调节螺钉，向后或向前移动铰链。
• 正方向的调节量：顺时针转动

• 反方向的调节量：逆时针转动

[2] [3][1]

[8]

[6]

[7]

[5]

[4]

[1]

[2]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 操作原理 > 3. DF-714

P-131

3.9.2 DF 歪斜 （背面）调整机构
• 正面 DF 框架的 CIS 模块安装区域配有 DF 歪斜 （背面）调整机构。

• 调节拨杆旋转带动 CIS 模块左右移动。它可改变 DF 框架和 CIS 模块的相对位置。此外，它校正从 CIS 模块扫描的第二面图像的倾斜度。

(1) CIS 模块安装区域
• 松开两个 CIS 调节板固定螺丝，转动调节拨杆带动调节板左右移动。 CIS 模块也随之移动。

• 向右转动调节拨杆，使得调节板 （CIS 模块）向右移动 （+）

• 向左转动调节拨杆，使得调节板 （CIS 模块）向左移动 （-）

• 从参考线位置读取调节量。（默认：中心）

• 在维修模式的 [ADF] - > [Skew Measurement] （歪斜测量） - > [DFSkew(Back)] （DF 歪斜 （背面））中读取调节图表，以便自动测量 CIS 调节板

的修正量。

有关 DF 歪斜 （背面）调整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G.4.3. 调整 ADF 上的背面歪斜进纸 ”。

[1] DF 移动方向 （铰链移动方向）：- [2] 参考位置

[3] DF 移动方向 （铰链移动方向）：+ - -

[1] CIS 模块 （CIS） [2] 基准板

[3] CIS 调节板 [4] CIS 调节板固定螺钉

＋
－

[1]

[2]

[3]

[3]
[4]

[3]

[5]

[6][4]

[7]

[2]

[8]

[9]

[2]

[1]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 操作原理 > 3. DF-714

P-132

(2) 调节方向概念图
上部视图

[5] 调节拨杆 [6] 参考线

[7] 调节刻度 [8] CIS 模块移动方向：+ （右）

[9] CIS 模块移动方向：- （左） - -

[1] CIS 模块移动方向：+ （右） [2] 参考位置

[3] CIS 模块移动方向：- （左） - -

＋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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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C-116/PC-216

4.1 配置

• *：仅 PC-216

4.2 纸张通道

• *：仅 PC-216

4.3 驱动

[1] 进纸纸盒部分 （纸盒 3） [2] 纸盒 3 进纸部分

[3] 纸盒 4 进纸部分 （*） [4] 进纸纸盒部分 （纸盒 4）（*）

[1] 从纸盒 3 进纸 [2] 传送到主机

[3] 垂直传送 （*） [4] 从纸盒 4 进纸 （*）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5]

[6][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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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盒 4 只能用于 PC-216。

4.4 进纸部分

4.4.1 进纸驱动机构
• 纸盒 3 具有进纸驱动机构，其排列方式与纸盒 4 相同。

• 进纸马达驱动拾纸辊和进纸辊拾取一张纸并将其送入主机。

• 接着，垂直传送马达通过垂直传送部分传送纸张。

• 拾纸辊拾取纸张，进纸辊和分离辊确保只分离一张纸并送入主机。

• 纸盒抬起，使纸张推动拾纸辊。这样可以抬起上限检测激活器，从而检测到上限。

• 缺纸传感器可检测抽屉中的纸张何时耗尽。

4.4.2 辊收回机构

(1) 拾纸辊收回机构
• 提供拾纸辊收回机构，以便在插入进纸纸盒时避免损坏堆叠的纸张。

• 当进纸纸盒打开时，机器背面的收缩杆会将拾纸辊向上按压到收回位置。

• 当拾纸辊处于收回位置时，不会损坏纸张，这是因为拾纸辊不会与堆叠的纸张接触。

• 关闭进纸纸盒将按压收缩杆，以便将拾纸辊移动到供应纸张的位置。

[1] 纸盒 3 垂直传送辊 [2] 纸盒 3 进纸马达 （M111）

[3] 纸盒 3 垂直传送马达 （M112） [4] 纸盒 4 进纸马达 （M121）

[5] 纸盒 4 垂直传送马达 （M122） [6] 纸盒 4 分离辊

[7] 纸盒 4 进纸辊 [8] 纸盒 4 拾纸辊

[9] 纸盒 4 垂直传送辊 [10] 纸盒 3 分离辊

[11] 纸盒 3 拾纸辊 [12] 纸盒 3 进纸辊

[1] 垂直传送辊 [2] 纸盒 3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13）
纸盒 4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23）

[3] 进纸辊 [4] 纸盒 3 进纸传感器 （PS112）
纸盒 4 进纸传感器 （PS122）

[5] 纸盒 3 缺纸传感器 （PS114）
纸盒 4 缺纸传感器 （PS124）

[6] 缺纸检测激活器

[7] 分离辊 [8] 拾纸辊

[9] 纸盒 3 上限传感器 （PS116）
纸盒 4 上限传感器 （PS126）

[10] 上限检测激活器

[1] [2]

[3]

[4]

[5][6][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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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离辊收回机构
• 提供用于按压 / 释放分离辊的机构。它可以防止留在机器中的纸张损坏或溢出到机器中。

• 当纸盒打开或关闭时，进纸纸盒上的肋条会越过分离辊托架凸出部分的顶部。它释放分离辊和进纸辊。

• 通过释放分离辊和进纸辊释放卡在两辊之间的纸张。它有助于防止纸张积聚在机器内部。

• 当进纸纸盒完全关闭时，纸盒肋条和分离辊托架凸出部分不会相互干扰。采用此设计可按压分离辊和进纸辊，以便供应纸张。

4.4.3 纸张提升动作
• 提升马达通电后可抬起纸张提升板。

• 纸盒的纸堆将拾纸辊向上推。

• 当上限传感器检测到上限位置时，它停止抬起纸张提升板。

(1) 抽屉滑入时
1. 每个纸盒的 FD 纸张尺寸板可检测抽屉何时滑入或滑出。

2. FD 纸张尺寸板激活后，提升马达通电，从而抬起纸张提升板。

3. 纸张提升板上升，纸堆的顶面将拾纸辊向上推。

[1] 拾纸辊 [2] 纸盒

[3] 回收杆 - -

[1] 分离辊 [2] 分离辊托架

[3] 肋条 [4] 纸盒

[1] 

[2] [3]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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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旦上限传感器检测到上限位置，提升动作就会停止。

(2) 打印循环期间
1. 当纸张量减少时，在打印循环期间降低拾纸辊，上限传感器不被遮挡且纸张提升板上升。

2. 驱动提升马达，直到再次遮挡上限传感器。

4.5 进纸纸盒部分

4.5.1 纸张尺寸检测
• 移动抽屉的纸张长度导板时，位于抽屉底部的圆形纸张长度检测板将会转动。

• 通过与纸张长度检测板一起操作的控制杆以及 FD 纸张尺寸板上的四个纸张长度检测传感器检测纸张长度。

• 移动纸张宽度导板时，可通过控制杆中的切口激活或停用 CD 纸张尺寸板上的两个纸张宽度检测传感器。

• 组合使用被激活或停用的四个纸张长度检测传感器和两个纸张宽度检测传感器，以判定装入抽屉的纸张的尺寸。

• FD 纸张尺寸板上的传感器可检测抽屉是否打开。

[1] 纸盒 3 上限传感器 （PS116）
纸盒 4 上限传感器 （PS126）

[2] 拾纸辊

[3] 纸张提升板 B [4] 纸张提升板 A

[1] 纸盒 3 上限传感器 （PS116）
纸盒 4 上限传感器 （PS126）

- -

[1]
[2]

[4]
[3]

[1]

[1]

[2]

[3][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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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进纸纸盒锁定机构
• 进纸纸盒配有锁定机构。

(1) 解锁进纸纸盒
• 将手柄背面的杆拽到前面会解开进纸纸盒右侧的纸盒锁定杆。

• 左右侧纸盒导轨具有辊。可减少滑入 / 滑出进纸纸盒所需的作用力。

(2) 锁定进纸纸盒
• 将进纸纸盒一直朝后面推入会让进纸纸盒滑到机器中。

• 进纸纸盒一直插入到位时，进纸纸盒右侧的纸盒锁定杆便会将纸盒锁定到位。

• 为了防止检测错误，进纸纸盒在后面配有弹簧，如果纸盒没有插到 末会将纸盒推出。

4.5.3 进纸纸盒挡块释放机构
• 进纸纸盒配有挡块机构。

• 放入纸张时，挡块可防止进纸纸盒在被拉出时从机器掉落。

• 如果在处理卡纸时纸张留在机器内，可以取出进纸纸盒。

(1) 释放进纸纸盒挡块
• 按压挡块的左侧，将释放挡块锁。

[1] 纸张宽度导板 （正面） [2] 纸张长度导板

[3] 纸张长度检测板 [4] 纸盒 3 FD 纸张尺寸板 （FDPSB/3）
纸盒 4 FD 纸张尺寸板 （FDPSB/4）

[5] 纸盒 3 CD 纸张尺寸板 （CDPSB/3）
纸盒 4 CD 纸张尺寸板 （CDPSB/4）

[6] 纸张宽度导板 （背面）

[1] 进纸纸盒杆 [2] 锁定杆

[1] 纸盒 3 挡块 [2] 纸盒 3

[3] 纸盒 4 [4] 纸盒 4 挡块

[5] 纸盒挡块释放 - -

[1] [2]

[1]

[3]

[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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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锁定进纸纸盒挡块
• 按压挡块的右侧，将锁定挡块锁。

备注
• 提供一种机构，即使您忘记上锁，也可以通过将纸盒关闭到原位来推动和锁定挡块。（防止忘记上锁的机构）

4.5.4 剩余纸张显示机构
• 剩余纸张量在纸盒右侧以 LED 以及控制面板的屏幕指示。

• 预计的即将缺纸量约为 50 张。

(1) 显示状态

•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1] （系统 1）中的 [Machine State LED Setting] （机器状态 LED 设置）设置的缺纸显示可能为熄灭

或闪烁状态。

• *：仅 PC-216

纸盒状态 已空 将尽 其它状态
（提升期间以及包括未安装纸盒）

LED 状态 点亮 熄灭 / 闪烁 （*） OFF （关）

[1] 纸盒 3 纸张剩余量显示 LED [2] 纸盒 4 纸张剩余量显示 LED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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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C-416

5.1 配置

5.2 纸张通道

[1] 进纸部分 [2] 主纸盘

[3] 副纸盘 - -

[1] 传送到主机 [2] 主纸盘

[3] 副纸盘 [4] 从副纸盘移动到主纸盘

[5] 从主纸盘进纸 - -

[1]

[2][3]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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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驱动

5.4 进纸部分

5.4.1 进纸驱动机构
• 进纸马达驱动拾纸辊和进纸辊拾取一张纸并将其送入主机。

• 接着，垂直传送马达通过垂直传送部分传送纸张。

• 拾纸辊拾取纸张，进纸辊和分离辊确保只分离一张纸并送入主机。

• 抽屉滑入时，会推动控制杆以降低拾纸辊。

• 主纸盘抬起，使纸张推动拾纸辊。当主纸盘上限传感器检测到上限时，纸盒停止。

• 主纸盘缺纸传感器可检测纸张是否装入上限位置的主纸盘。

[1] 进纸部分 [2] 右下门传感器 （PS131）

[3] 垂直传送马达 （M132） [4] 进纸马达 （M131）

[5] 升降马达 （M134） [6] 移位器马达 （M133）

[7] PC 控制板 （PCCB） [8] 移位器

[9] 升降纸盒 [10] 纸盒 3 缺纸指示灯板 （PEIB/3）

[11] 纸盒到位传感器 （PS143） - -

[1] 右下门传感器 （PS131） [2] 垂直传送马达 （M132）

[3] 进纸马达 （M131） [4] 杆

[5] 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PS136） [6] 拾纸辊

[7] 分离辊 [8] 主纸盘缺纸传感器 （PS137）

[9] 进纸传感器 （PS132） [10] 垂直传送传感器 （PS133）

[11] 进纸辊 [12] 垂直传送辊

[1]

[2]
[7]

[8]
[9]

[10]

[11]

[3][4][5][6]

[1][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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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辊收回机构

(1) 拾纸辊收回机构
• 当进纸纸盒关闭时，拾纸辊通过弹簧压力下降。放入纸张时，辊按压在纸张表面。（进纸位置）

• 如果释放进纸纸盒锁定，则还会释放辊提升杆，并且拾纸辊托架向上推到收回位置。

• 因此，插入或拉出进纸纸盒时，拾纸辊可防止纸张损坏。

左侧视图

(2) 分离辊收回机构
• 提供用于按压 / 释放分离辊的机构。它可以防止留在机器中的纸张损坏或溢出到机器中。

• 当拉出并插入纸盒，安装在进纸纸盒中的肋条经过分离辊收缩杆上方，从而将分离辊与进纸辊分离。

• 通过释放分离辊和进纸辊释放卡在两辊之间的纸张。它有助于防止纸张积聚在机器内部。

• 完全插入进纸纸盒时，纸盒上的肋条不会干扰分离辊收缩杆，分离辊和进纸辊压下，以允许进纸操作。

5.5 主纸盘部分

5.5.1 主纸盘升 / 降机构
• 通过前后电缆悬挂升降纸盒。

• 当升降马达向前或向后转动时，电缆卷绕以抬起或降低纸盒。

• 使用提升动作的时间 （升降马达保持通电的时间）计算主纸盘中剩余的纸张量。

• 当纸张量变少时，即将缺纸检测激活器会遮挡主纸盘的即将缺纸传感器。

• 当主纸盘中的纸张用完时，主纸盘缺纸传感器会检测到该状况，并启动主纸盘的下降动作。

• 移位器停止 / 下限位置传感器检测到主纸盘位于其下限位置。

[1] 辊提升杆 [2] 拾纸辊托架

[3] 拾纸辊 （收回位置） [4] 纸张

[5] 进纸纸盒 （锁定释放） - -

[1] 分离辊 [2] 分离辊收缩杆

[3] 纸盒 [4] 肋条

[2] [3]

[4][5]

[1]

[1]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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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主纸盘下限检测

(1) 主纸盘下限检测
• 如果在主纸盘的纸张用完时检测到副纸盘装入纸张，则开始主纸盘的下降动作。

• 移位器停止 / 下限位置传感器检测到主纸盘的下限位置。

• 此传感器有两个功能，还可检测移位器的停止位置。

• 当移位器推动控制杆以推动移位停止位置检测激活器部分时，该部分会检测到移位器停止位置。

(2) 主纸盘下降操作
• 如果在主纸盘的纸张用完时检测到副纸盘未装入纸张，则不会执行主纸盘的下降动作。当抽屉滑出时，主纸盘下降。

• 当抽屉滑出时，升降马达与齿轮脱离，以便主纸盘用其自身的重量下降。

• 这时，连接到齿轮的阻尼器的效果可防止主纸盘迅速下降并确保缓降动作。

[1] 主纸盘即将缺纸传感器 （PS135） [2] 升降马达 （M134）

[3] 即将缺纸检测激活器 [4] 主纸盘

[5] 移位器停止 / 下限位置传感器 （PS138） [6] 主纸盘缺纸传感器 （S134）

[7] 钢丝绳 - -

[1] 下限检测激活器部分 [2] 移位器停止位置检测激活器部分

[3] 移位器停止 / 下限位置传感器 （PS138） [4] 杆

[1] 升降马达 （M134） [2] 阻尼器

[3] 主纸盘 - -

[1]

[2]

[3]

[5] [6]

[7]

[4]

[1][2]

[3]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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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副纸盘部分

5.6.1 移位器驱动机构
• 如果主纸盘缺纸，而副纸盘装有纸张，则副纸盘中的纸堆将移动到主纸盘。

• 移位器马达驱动皮带以带动移位器移动，从而移动纸堆。

• 移位器移动到移位器停止 / 下限位置传感器的位置。然后，移位器马达向后旋转以使移位器返回到移位器原位传感器被遮挡的位置，并停止在

该位置。

5.6.2 副纸盘纸张剩余量
• 通过副托盘纸张剩余量传感器和副托盘缺纸传感器的状态组合来检测副纸盘剩余的纸张量。以三个不同的级别检测剩余的纸张量。

• 粗略地说，当剩余纸张量大约是纸盒容量的一半时，副纸盘纸张剩余量传感器从激活状态被停用。

5.7 剩余纸张显示机构
• 剩余纸张量在纸盒右侧以 LED 以及控制面板的屏幕指示。

[1] 移位器马达 （M133） [2] 分页板传感器 （PS142）

[3] 副纸盘纸张剩余量传感器 （PS141） [4] 副纸盘缺纸传感器 （PS140）

[5] 移位器 [6] 移位器原位传感器 （PS139）

[7] 传动带 [8] 移位器停止 / 下限位置传感器 （PS138）

纸张剩余量 副纸盘纸张剩余量传感器 副纸盘缺纸传感器

大 ON （开） ON （开）

小 OFF （关） ON （开）

无 OFF （关） OFF （关）

[1] 副纸盘纸张剩余量传感器 （PS141） [2] 副纸盘缺纸传感器 （PS140）

[3] 纸张 - -

[1]

[2][3][4][5]

[6]

[7]

[8]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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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显示状态

• *：从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1] （系统 1）中的 [Machine State LED Setting] （机器状态 LED 设置）设置的缺纸显示可能为熄灭

或闪烁状态。 

注意事项

• 无论纸盒中剩余的纸张量是多少，在节能模式下 LED 都会熄灭。 

纸盒状态 已空 将尽 其它状态
（提升期间以及包括未安装纸盒）

LED 状态 点亮 熄灭 / 闪烁 （*） OFF （关）

[1] 纸盒纸张剩余量显示 LED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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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U-302

6.1 配置

6.1.1 外观

6.1.2 各部分配置

6.1.3 主体部分

[1] 单元释放杆 [2] LU 门

[3] 纸盒 LED 显示 - -

[1] 纸张传送部分 [2] 进纸部分

[3] 纸张储存部分 [4] 除湿加热器部分

[5] 单元开 / 关部分 - -

[1]
[2]

[3]

[1] [2] [3]

[4]

[5]

[2][1]

[3]

[4]

[5][6]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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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电气部分

6.2 纸张通道

[1] 剩余纸张检测板 [2] 进纸辊

[3] 拾纸辊 [4] 纸盒

[5] 驱动辅助弹簧 [6] 分离辊

[7] 传送辊 [8] 提升轴

[1] LU 传送马达 （M3） [2] LU 驱动板 （LUDB）

[3] LU 即将缺纸传感器 /1 （PS5） [4] LU 门开关 （MS1）

[5] LU 即将缺纸传感器 /2 （PS6） [6] LU 上限传感器 （PS2）

[7] 纸盒 LED （LED） [8] 除湿加热器 （DH）

[9] LU 缺纸传感器 （PS4） [10] LU 进纸传感器 （PS3）

[11] LU 提升马达 （M1） [12] LU 到位传感器 （PS1）

[13] LU 进纸马达 (M2) - -

[1] 传送到主机 [2] 从纸盒纸张

[3] 主机 [4] LU-302

[2]

[1]

[3] [4]
[5]

[6]

[8]

[7]

[9][10]

[11]

[12]

[13]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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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驱动

6.3.1 进纸传送驱动

6.3.2 纸张提升驱动

[1] LU 传送马达 （M3） [2] 进纸辊

[3] 拾纸辊 [4] 分离辊

[5] 传送辊 [6] LU 进纸马达 (M2)

[1] 提升驱动部分 [2] 剩余纸张检测板

[3] 钢丝绳 （后侧） [4] 纸盒

[5] 钢丝绳 （前侧） [6] 驱动辅助弹簧

[7] 提升轴 [8] LU 提升马达 （M1）

[9] LU 提升马达周围 （后视图） - -

[4]

[5]

[6]

[1]

[2] [3]

[1]

[8]

[9]

[2]

[4]

[5]

[5]

[3]
[3]

[6]

[7][1]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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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单元开 / 关部分

6.4.1 单元锁定机构
• 操作大容量进纸单元 （此后称为进纸单元）前侧的单元释放杆，将会释放固定在进纸单元左侧的锁 （前后两侧）。它会释放进纸单元与主机之

间的连杆，从而能够将进纸单元向右滑动。

• 进纸单元通过耦合轨连接到主机。大容量单元沿着该轨滑到右侧。

• 释放进纸单元连杆，使 LU 到位传感器不会被阻挡，且传感器检测到进纸单元被释放。

• 如果传感器检测到进纸单元已释放，则禁止从进纸单元打印。（仍能够从其他进纸口打印。）

• 进纸单元通过向左滑动连接到主机。进纸单元连接后的原位要使用主机上的锁销固定。

• 连接进纸单元，将启用从进纸单元打印。

6.4.2 LU 门开 / 关检测机构
• 进纸单元的顶部右后侧有一个 LU 门开关，可检测 LU 门的开关状态。

• 当关闭 LU 门时， LU 门上的开 / 关检测杆会按下 LU 门开关。（ON （开））

• 如果传感器检测到 LU 门打开，则禁止从进纸单元打印。（仍能够从其他进纸口打印。）

• 打开 LU 门，将会释放纸盒提升驱动部分连杆。

• 关闭 LU 门，将会连接纸盒提升驱动部分，并启用从进纸单元打印。

[1] 安装板 （后）：在主机上 [2] 锁定爪 （后）

[3] LU 门开关 （MS1） [4] 单元释放杆

[5] 锁定爪 （前） [6] 安装板 （前）：在主机上

[7] 锁销 （在主机上） [8] 耦合轨

[9] LU 到位传感器 （PS1） [10] 激活器

[2]

[1]

[4]

[3]

[5]

[6][7][8]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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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纸张储存部分

6.5.1 纸盒提升机构
• 纸盒连接了四条钢丝绳，用于将纸盒提升到其原位。

• 每条钢丝绳都缠绕在提升轴上。卷起提升轴即可将纸盒提升。

• 提升轴中连接到驱动辅助弹簧的钢丝绳也缠绕在同一个方向上。利用驱动辅助弹簧的力，即可将空载纸盒 （无纸张）提升到其原位。（不会降

到 低位置）

• 在纸盒内纸张重量的作用下，纸盒将会下降。纸盒下降量视纸张重量而定。

• 纸盒从原位降下时，驱动辅助弹簧会对纸盒提供向上力。它会在纸盒提升时降低提升轴的负载。

• 此机构未配备可检测纸盒原位和下限位置的机构。

• 关闭 LU 门，以便 LU 提升马达和纸盒提升机构连接在一起。

• LU 提升马达旋转，将钢丝绳绕在提升轴上，然后将纸盒提升。因此，纸张表面会紧贴在拾纸辊上。

• 打开 LU 门， LU 提升马达断开与纸盒提升机构的耦合。因此，纸盒在其自重的作用下会下降，进而释放拾纸辊与纸张之间的压力。

• 剩余纸张检测板也会随着纸盒的垂直运动而旋转。（提升轴中连接到剩余纸张检测板的钢丝绳以相反方向缠绕）

[1] LU 门 [2] LU 门开 / 关检测杆

[3] LU 门开关 （MS1） - -

[2][1]

[3]

[1]

[7]

[7]

[2]

[2]

[5]
[4]

[4]

[3]

[3]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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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时序

(a) 放入纸张时
1. 打开 LU 门，放入纸张。（LU 门开关会检测 LU 门是否关闭）

2. LU 门关闭时，检查 LU 上限传感器信号。纸盒降下 （LU 上限传感器不被遮挡）时， LU 提升马达旋转，纸盒提升开始。

3. 提升的纸张表面将拾纸辊向上推。拾纸辊托架遮挡 LU 上限传感器，传感器检测到纸张升到上限位置。

4. 如果 LU 上限传感器检测到纸张升到上限位置，则 LU 提升马达会停止运行，以结束纸盒的提升操作。

(b) 打印循环期间
1. 打印循环期间纸张数量减少时，拾纸辊会逐渐下降。因此，被拾纸辊托架遮挡的 LU 上限传感器会变成无遮挡。

2. LU 提升马达将重新旋转以开始将纸盒提升。

3. 提升的纸张表面将拾纸辊向上推。因此，拾纸辊托架将会遮挡 LU 上限传感器。

4. 如果 LU 上限传感器被遮挡，则 LU 提升马达会停止运行，以结束纸盒的提升操作。

5. 重复上述操作，不管纸张剩余多少，拾纸辊与纸堆之间的压力 （进纸压力）都保持恒定。

[1] 剩余纸张检测板 [2] 纸盒 （上限位置）

[3] 纸盒 （原位） [4] 纸盒 （下限位置）

[5] 驱动辅助弹簧 [6] LU 提升马达 （M1）

[7] 提升轴 - -

[1] LU 上限传感器 （PS2） [2] 拾纸辊托架

[3] 拾纸辊 [4] 纸张

[5] 纸盒 [6] LU 缺纸传感器激活器

[7] LU 缺纸传感器 （PS4） - -

[1] LU 上限传感器 （PS2） [2] 拾纸辊托架

[3] 拾纸辊 [4] 纸盒

[1]

[7]

[2]

[5]

[4]

[3]

[6]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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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纸盒提升驱动释放机构
• 纸盒提升驱动部分配设一个驱动释放机构。

• 释放此驱动后，纸盒将会下降。

• 纸盒下降时，拾纸辊与纸张的接触被释放。

后视图

(1) 驱动释放操作
1. LU 门打开时，连接到此门的钢丝绳会将连杆释放板下拉。

2. 此连杆释放板往主机正面的方向推出连接齿轮。它会释放驱动齿轮联轴器的连杆。

3. 释放 LU 提升马达驱动力，在纸盒负载重量的作用下，缠绕在提升轴的钢丝绳将会拉出。（提升轴以相反方向旋转）。此运动会将纸盒降下。

(2) 驱动杆操作
1. 关闭 LU 门，连接到连杆释放板的弹簧将会提升此连杆释放板。

2. 连杆齿轮通过弹簧力的作用将其推回机器内部。即可完成与驱动齿轮联轴器的连接。

6.5.3 纸张尺寸检测
• LCT 不具备检测纸张尺寸的功能。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LCT Paper Size Setting] （LCT 纸张尺寸设置）中指定纸张尺寸。

6.6 进纸 / 传送部分

6.6.1 进纸控制
• LU 进纸马达驱动拾纸辊、进纸辊和分离辊将一张纸拾起并送入主机。

• 纸张分离，并在进纸辊和分离辊的带动下分别送入机器。

• 转矩限制器连接到分离辊上，控制 LU 进纸马达的驱动力。

• 分离辊与进纸辊之间无纸或只有一张纸时，限制转矩超出，且分离辊随着进纸辊的旋转而旋转。

• 如果分离辊与进纸辊之间有多张纸送入，则限制转矩大于纸张的摩擦力。因此，分离辊会反向旋转。接触分离辊的下部纸张会被推回纸盒并分

离。

[1] LU 门 （关） [2] LU 门 （开）

[3] 连杆释放板弹簧 [4] 连杆释放板

[5] 提升轴 [6] 驱动齿轮

[7] 连接齿轮 [8] 弹簧

[9] 联轴器 - -

[1]

[7]
[8]

[2]

[5]

[6]

[7]

[8]

[4]

[3]

[6][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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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纸辊压力机构
• 重量作用在拾纸辊托架上。在重量的作用下，拾纸辊紧贴在纸张上。

6.6.2 纸张传送控制
• LU 传送马达旋转带动传送辊将纸张传送入主机的进纸部分。

• 连续打印时，如果前后打印之间的间隔小于指定值， LCT 传送辊会暂时停止，以确保预定义的间隔时间。

• 纸张传送速度高于系统速度。

传感器和辊的布局

[1] LU 进纸马达 (M2) [2] 进纸辊

[3] 拾纸辊 [4] 转矩限制器

[5] 分离辊 （示例图中只有一张纸，所以分离辊处于被动旋转
状态）

[6] 纸张

[7] 驱动中继齿轮 - -

[1] 重量 [2] 拾纸辊

[3] 进纸辊 - -

[1]

[2]

[2]

[6]

[7]

[5]

[5]

[3]

[4]

[3]

[4]

[2]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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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剩余纸张水平检测
• 纸盒配设一个可检测纸张剩余量的机构。

• 根据 LU 即将缺纸传感器 /1 和 2 检测剩余纸张量。

后视图

(1) 剩余纸张检测操作
1. 如果消耗纸盒的纸张，则提升轴会旋转且纸盒提升。

2. 提升轴中连接到剩余纸张检测板的钢丝绳缠绕的方向与纸盒钢丝绳相反。如果提升轴以纸盒提升方向旋转，则连接到剩余纸张检测板的钢丝绳

会从提升轴中拉出。

3. 剩余纸张检测板的旋转轴上安装了一个弹簧。旋转力以钢丝绳缠绕方向作用在剩余纸张检测板上。剩余纸张检测板的旋转量相当于钢丝绳的拉

出量，然后缠绕钢丝绳。

4. 剩余纸张检测板配设一块挡板。挡板的位置随着剩余纸张检测板旋转量的变化而变化。

[1] LU 进纸传感器 （PS3） [2] 传送辊

[3] 进纸辊 [4] 纸盒 2 垂直传送辊

[5] 纸盒 2 垂直传送传感器 - -

[1] 纸张提升板 [2] 提升轴

[3] 弹簧 [4] 剩余纸张检测板

[5] LU 即将缺纸传感器 /2 （PS6） [6] LU 即将缺纸传感器 /1 （PS5）

[7] 传感器挡板 - -

[1] [2]
[3]

[5]
[4]

[1]

[6]

[2]

[4]

[7]

[6]

[5]

[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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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 LU 即将缺纸传感器 /1 和 2 的检测状态判定剩余纸张量。

(2) 纸张剩余量的确定标准

• *1：放入普通纸时的参考值 

• *2：将尽数量的测定准确度为 50 张 ± 20 张。 

6.6.4 缺纸检测
• LU 缺纸传感器检测缺纸状态。

• 纸盒升至上限位置时确定缺纸。（LU 上限传感器检测到纸盒的上限位置。）

(1) 纸盒有剩余纸张时
1. 如果纸盒升至上限位置，纸张顶部会将激活器上推。

2. 如果激活器遮挡了 LU 缺纸传感器，此传感器会确定纸盒仍有剩余纸张。

(2) 纸盒无剩余纸张时
1. 由于纸盒有一个插口，因此，即便纸盒升至上限位置，激活器也不会从缺纸位置移开。

2. 如果 LU 缺纸传感器没有被遮挡，则确定无剩余纸张 （缺纸）。

3. 检测到缺纸时，纸盒保持在上限位置。 

情况 纸满 纸将满 有纸 纸将尽

剩余纸张水平 *1 3000 至 2000 张 2000 至 1000 张 1000 至 51 张 50 至 1 张 *2

LU 即将缺纸传感器 /1 （PS5） 遮挡 被阻断 解除阻断 解除阻断

LU 即将缺纸传感器 /2 （PS6） 取消遮挡 被阻断 被阻断 解除阻断

[1] LU 缺纸传感器 （PS4） [2] LU 上限传感器 （PS2）

[3] 拾纸辊托架 [4] 纸盒

[5] 激活器 （纸张在位） [6] 纸张

[7] 激活器 （纸盒无纸） - -

[1] [2]

[5]

[4]

[6]

[7]

[5]

[3]
[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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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 剩余纸张显示
• 右前侧的 LED 会显示纸张剩余量。

状态指示灯列表

进纸口状态 已空 将尽 未空、未将尽、目前正在提升

LED 状态 点亮 闪烁 熄灭

[1] 纸盒 LED 显示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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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S-506

7.1 配置

7.1.1 各部分配置

• *：在 MFP 主机上安装 JS-506 时，会改变单元形状和部件配置。 

7.1.2 主体部分配置
• JS-506 具有出纸盘 1 （上）和出纸盘 2 （下）。

• JS-506 没有纸张传送功能，只有移位功能。

• *1：bizhub C360i/C300i/250i 不可用 

[1] 出纸盘 2 [2] 出纸盘 1

[3] 传感器组件 （出纸盘 1） [4] 主机的出纸 / 反转部分 （*）

[1] 出纸盘 1 （上） [2] 纸盒移位马达 （M1）

[3] 出纸盘 1 满检测杆 [4] 出纸盘 1 满传感器 （PS2）

[5] 纸盒移位原位传感器 （PS1） [6] 出纸盘 2 （下）

[7] JS 控制板 （JSCB） [8] 分离器盖

[9] 扩展纸盒 [10] 出纸盘 1 纸张挡块 （*）

[2] [3]

[4]

[1]

[3]

[4]

[7][8]

[9] [5]

[6]

[2][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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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纸张通道

7.2.1 向出纸盘进纸

7.3 驱动

7.3.1 出纸盘 1 的纸张传送驱动机构
• MFP 主机侧的反转辊将纸张传送到出纸盘 1。

• *：在 MFP 主机上安装 JS-506 时，会改变辊的形状、辊的配置以及驱动方法。 

7.3.2 出纸盘 2 的纸张传送驱动机构
• MFP 侧的反转辊将纸张传送到出纸盘 2。

• *：在 MFP 主机上安装 JS-506 时，会改变辊的形状、辊的配置以及驱动方法。 

7.3.3 出纸盘 2 移位驱动机构
• 纸盒移位马达进行出纸盘 2 的移位驱动。

[1] 向出纸盘 1 进纸 [2] 向出纸盘 2 进纸

[1] 出纸盘 1 [2] 反转辊 （MFP 主机；出纸 / 反转部分 ) （*）

[1] 出纸盘 2 [2] 出纸辊 （MFP 主机；出纸 / 反转部分 ) （*）

[1][2]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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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出纸盘 1

7.4.1 纸张传送
• JS-506 出纸盘 1 没有纸张传送机构。由 MFP 主机中的反转辊进行纸张传送。

• 当纸张传送到反转辊时，出纸 / 反转开关门切换到反转辊侧。

• 当主机上的出纸传感器检测到 后一张纸的尾缘时，经过预定时间后，反转辊停止。

备注
• 在 MFP 主机上安装 JS-506 时，会改变 MFP 主机机构和控制详细信息。

7.4.2 纸满检测
• 出纸盘 1 具有出纸盘 1 满传感器，可检测到纸满状况。

备注

• 根据纸张类型以及安装设备的环境温度和湿度，纸张可能卷曲。根据纸张卷曲量，堆叠的纸张可能会减少。

[1] 出纸盘 2 [2] 纸盒移位马达 （M1）

[3] 出纸盘支撑辊 （6 个点） [4] 移位控制激活器

[5] 纸盒移位原位传感器 （PS1） - -

[1] 出纸 / 反转开关门 （反转辊侧） [2] 出纸传感器 （主机）

[3] 出纸盘 1 [4] 出纸盘 1 满检测杆

[5] 反转辊 （主机） - -

[3] [3]

[4]

[3]

[3]

[3]

[5]
[3]

[2]

[1]

[4] [5][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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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纸

(2) 纸满

7.5 出纸盘 2

7.5.1 纸张传送
• JS-506 出纸盘 2 没有纸张传送机构。由 MFP 主机中的出纸辊执行纸张传送。

• 出纸 / 反转开关门没有移动，这是因为它处于默认位置 （出纸辊侧）。

• 当主机上的出纸传感器检测到 后一张纸的尾缘时，经过预定时间后，出纸辊停止。

备注

• 在 MFP 主机上安装 JS-506 时，会改变 MFP 主机机构和控制详细信息。

[1] 出纸盘 1 [2] 出纸盘 1 满传感器 （PS2）

[3] 出纸盘 1 满检测杆：未遮挡 - -

[1] 纸张 [2] 出纸盘 1 满检测杆：遮挡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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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纸张移位机构
• 在出纸盘 2 的前侧和后侧之间交替移动纸张，以便对纸张进行分类。

• 在默认设置中选择 “Shift output each job” （移位输出各作业）时，或在控制面板上选择偏移功能时，移位机构运行。

• 纸盒移位原位传感器可检测出纸盘 2 的原位。

• 当电源打开且第一个作业的打印开始时，出纸盘 2 将移位到原位。

• 在出纸盘 2 的后侧和前侧之间重复移动纸张，以便对出纸盘 2 中的纸张进行分类。

(1) 出纸盘 2：原位

[1] 出纸 / 反转开关门 （出纸辊侧）（主机） [2] 出纸传感器 （主机）

[3] 出纸盘 2 [4] 出纸辊 （主机）

[1] 纸盒移位马达 （M1） [2] 移位控制激活器

[3] 纸盒移位凸起部分：原位 （出纸盘 2 的前侧） [4] 纸盒移位原位传感器 （PS1）：未遮挡

[4]

[3]

[1]

[2]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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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纸盘 2：移位位置

[1] 纸盒移位凸起部分：移位位置 （出纸盘 2 的后侧） [2] 纸盒移位原位传感器 （PS1）：遮挡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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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纸盘 2 移位操作概述

7.5.3 纸满检测
• 出纸盘 2 没有纸满检测机构。如果排出的纸张超过 大堆叠纸张数量，可能会导致纸张从出纸盘溢出或卡纸。

出纸托盘 2 的 大堆叠纸张数量是 150 张普通纸。

备注
• 当连续打印大量纸张时，请注意不要使出纸盘中的纸张超过最大堆叠纸张数量。
• 根据纸张类型以及安装设备的环境温度和湿度，纸张可能卷曲。根据纸张卷曲量，堆叠的纸张可能会减少。

(1) 扩展纸盒
• 在出纸盘 2 的后端安装扩展纸盒，以容纳大尺寸纸张 （A3、 Ledger 纸等）。

• 打印大尺寸纸张前，务必拉出扩展纸盒。

[1] 出纸盘 2：移位位置 （后侧） [2] 移位控制激活器

[3] 纸盒移位凸起部分：移位位置 [4] 出纸盘 2：原位 （前侧）

[5] 纸盒移位凸起部分：原位 [6] 纸盒移位凸起部分：原位 （出纸盘 2，底视图）

[7] 移位控制激活器 （出纸盘 2，底视图） - -

[1] 扩展纸盒：用于打印大尺寸纸张 [2] 扩展纸盒：用于打印小尺寸纸张

[3] 出纸盘 2 - -

[4]

[1]
[2] [3]

[5]

[6]
[7]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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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S-533/PK-519

8.1 配置

8.1.1 各部分配置
• FS-533 具有排纸处理器主单元，安装在主机的出纸部分。

• 选购的打孔组件 PK-519 可以安装在排纸处理器的右面和主机的出纸部分。

• 滑出排纸处理器主单元，即可触及排纸处理器操作部分和打孔组件 （仅在安装时）。

8.2 纸张通道

8.2.1 无偏移 / 无装订 / 打孔模式

[1] 打孔部分 （仅在安装了 PK-519 时） [2] 传送部分

[3] 对齐部分 [4] 出纸盘部分

[5] 装订部分 - -

[1] 纸张传送 / 纸张打孔 （打孔模式） [2] 纸张传送 / 歪斜修正 （打孔模式）

[3] 接收辊 [4] 出纸辊 / 上

[5] 出纸 [6] 出纸辊 / 下

[7] 对齐辊 [8] 传送辊

[2][3]

[1]

[4]

[5]

[6] [7] [8]

[4] [3]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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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偏移 / 装订 / 打孔模式

8.3 排纸处理器部分

8.3.1 单元锁定机构
• 各单元锁定机构均配备排纸处理器单元和打孔组件 （PK-519）。

(1) 排纸处理器单元锁定机构
• 释放排纸处理器前侧的排纸处理器释放杆，可从排纸处理器侧导轨释放排纸处理器前侧和后侧的锁定爪。排纸处理器和主机将断开连接，使排

纸处理器向左滑动。

• 滑动排纸处理器时，排纸处理器锁定开关关闭，以检测排纸处理器是否打开。

• 检测到排纸处理器打开时，主机的控制面板将显示警告屏幕，并禁止打印后续的作业。

• 关闭排纸处理器可发布警告屏幕，以发布作业禁止。

前视图

[1] 纸张传送 / 纸张打孔 （打孔模式） [2] 纸张传送 / 歪斜修正 （打孔模式）

[3] 纸张对齐 （偏移 / 装订模式） [4] 接收辊

[5] 出纸辊 / 上 [6] 纸张传送 

[7] 纸叠出纸 （偏移 / 装订模式） [8] 出纸辊 / 下

[9] 对齐辊 [10] 装订 （装订模式）

[11] 传送辊 - -

[1] 打孔单元锁定机构 [2] 排纸处理器单元锁定机构

[2][3]

[10][7]

[1]

[8] [9] [11]

[5][6] [4]

[2]

[1]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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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孔单元锁定机构 （PK-519）
• 排纸处理器打开时，打孔单元的释放杆将会暴露。（仅安装 PK-519 时）

• 打孔单元没有用于检测单元打开 / 关闭的机构。

备注
• 由于需要打开排纸处理器以打开打孔单元，因此未安装用于检测打孔单元打开 / 关闭的功能。

前视图

8.4 传送部分

8.4.1 配置
• 在传送部分，从主机出纸部分传送的纸张会传送到排纸处理器和对齐部分。

8.4.2 驱动

(1) 纸张传输 / 接收辊部分
• 纸张传输马达驱动纸张传输辊和接收辊。

• 通过手动旋转卡纸清除拨杆，可以手动旋转 （前转 / 反转）纸张传输辊和接收辊。

[1] 排纸处理器释放杆 [2] 排纸处理器锁定开关 （SW1）

[3] 锁定爪 - -

[1] 打孔单元释放杆 [2] 锁定爪

[1] 卡纸清除拨杆 [2] 纸张传输辊

[3] 进纸传感器 （PS101） [4] 接收辊

[5] 纸张传输马达 （M101） [6] 出纸辊 / 上

[7] 出纸辊 / 下 [8] 出纸辊电磁铁 （SD103）

[9] 出纸辊提升马达 （M104） [10] 出纸马达 （M102）

[11] 拾纸辊位置传感器 （PS105） - -

[2] [1]

[3]

[5]

[6]

[1]

[7]

[4]

[2]

[10]

[9]

[11]

[8]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 操作原理 > 8. FS-533/PK-519

P-166

(2) 出纸辊部分
• 出纸马达驱动出纸辊 / 上和出纸辊 / 下。

• 等待的同时，出纸辊 / 下和出纸马达的连接将会释放。打开 / 关闭出纸辊电磁铁，可连接出纸辊 / 下驱动齿轮，然后开始旋转。

• 出纸辊提升马达可驱动出纸辊 / 上的上 / 下操作。它还会驱动纸张导板。

8.4.3 纸张传输 / 接收辊部分纸张传送控制
• 纸张传输辊将从主机出纸部分传送的纸张传送到接收辊。

• 接收辊将从纸张传输辊传送的纸张传送到出纸盘部分或对齐部分。

• 进纸传感器可检测纸张的前缘和尾缘，并检测纸张传送和纸张通道。

• 在打孔模式下，纸张传输辊和接收辊反向旋转以反转纸张并在打孔部分打孔。打孔时，纸张传输辊和接收辊正向旋转，以便将纸张传输到出纸

盘部分或对齐部分。

[1] 卡纸清除拨杆 [2] 纸张传输辊

[3] 进纸传感器 （PS101） [4] 纸张传输马达 （M101）

[5] 接收辊 - -

[1] 拾纸辊位置传感器 （PS105） [2] 纸张传送 （纸张传送部分）的方向

[3] 纸张提升凸轮 [4] 出纸辊 / 上

[5] 出纸辊 / 下 [6] 出纸 （接收部分）的方向

[7] 纸张导板 [8] 纸张导板

[9] 出纸辊电磁铁 （SD103） [10] 出纸辊提升马达 （M104）

[11] 出纸马达 （M102） - -

[2]

[3]

[4]

[5]

[1]

[2]

[6]
[11]

[3]

[4] [1]

[9] [10]

[5]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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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出纸辊部分纸张传送控制

(1) 无偏移 / 无装订模式
• 通过将纸张按压在凸轮上，纸张导板在上部位置等待。

• 出纸辊提升马达带动按压在凸轮上的纸张旋转，纸张导板将不被遮挡并向下移动到下部位置。

• 从传送部分传送的纸张将由纸张导板引导到出纸辊。

• 出纸辊 / 上向下移动，使传送部分传送的纸张保留在出纸辊 / 下，以便将纸张排出到出纸盘。

• 在纸张通过原位继而回到原位的同时，根据激活器被向下推动的情况，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检测到纸张已被排出到出纸盘。

(2) 偏移 / 装订模式
1. 出纸辊 / 上在上部位置停止旋转并等待。出纸辊 / 下在停止状态等待。

2. 接收辊 [1] 排出第一张纸 [2]，并使用其自身的重量向下移动到对齐盘。 [3]

当纸张按压在激活器 [5] 上时，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4] 检测到纸张被排出到对齐盘。

[1] 进纸传感器 （PS101） [2] 接收辊

[3] 传送辊 [4] 纸张

[1] 纸张 [2] 纸张导板

[3] 出纸辊 / 上 [4] 出纸辊 / 下

[5]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PS102） [6] 激活器

[7] 纸叠导板 [8] 对齐辊

[2] [1]

[3] [4]

[3] [1][2]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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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纸辊 / 上 [1] 向下移动，将第一张纸 [2] 固定在对齐盘上，出纸辊 / 下 [3] 反向旋转辊并将纸张传送到对齐辊 [5]。 *

4. 出纸辊 / 上 [1] 向上移动并停止旋转。

5. 在对齐部分对齐传送的纸张。（纸张对齐控制）

6. 纸叠重量导板 [4] 向下移动，以固定对齐纸张的后端 [2]。

7. 第二张纸将通过对齐盘上的第一张纸排出。

8. 纸叠导板 [4] 向上移动，以释放纸张的尾缘。

9. 在对齐盘上对齐纸叠，纸叠导板 [4] 可固定纸叠的尾缘。

备注
• 纸叠导板 [4] 可防止第二张纸及后面的纸张出现未与对齐纸张 [2] 对齐的情况。

10. 以相同的方式传送后续纸张。

11. 对齐 后一张纸时，出纸辊 / 上 [2] 将向下移动，以通过出纸辊 / 下 [4] 将所有纸张 [3] 固定在对齐盘上。

备注
• 在装订模式下，完成纸张对齐后进行装订。

12. 纸叠导板 [5] 向上移动，以释放纸张的尾缘 [2]。

13. 出纸辊 / 上 [2]、出纸辊 / 下 [4] 和对齐辊 [1] 旋转，以便将纸张 [3] 排出到出纸盘。

8.4.5 出纸辊上 / 下控制
• 从纸张传输或接收辊部分向接收部分或对齐部分传送纸张时，出纸辊将向上 / 向下移动。

• 出纸辊提升马达旋转时，带动出纸辊 / 上的驱动轴配备的出纸辊提升齿轮旋转，从而抬起出纸辊 / 上。

• 拾纸辊位置传感器可检测出纸辊 / 上的位置。

[1]

[5][4]

[2]
[3]

[1]

[5]

[6]

[4]

[2]

[3]

[2]

[1]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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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纸辊位置检测控制
• 出纸辊提升齿轮上安装的遮光板会改变拾纸辊位置传感器的状态。

• 当出纸辊 / 上位于上部位置 （原位）时，拾纸辊位置传感器被遮挡。

• 出纸辊提升齿轮旋转时带动遮光板旋转，这样便不会遮挡拾纸辊位置传感器。通过此过程检测到出纸辊 / 上位于按压位置。

8.4.6 出纸辊 / 下驱动连接控制
• 将纸张从传送部分传送到出纸盘部分或对齐部分时，它会带动出纸辊 / 下旋转。

• 等待的同时，出纸辊电磁铁将释放出纸辊 / 下和出纸马达的连接。

• 打开 / 关闭出纸辊电磁铁，可建立与提供驱动力的出纸马达的连接。

• 当出纸辊 / 下和出纸叶片顺时针 （正向）旋转一圈时，与出纸马达的连接将被释放并停止。

[1] 出纸辊提升齿轮 [2] 拾纸辊位置传感器 （PS105） 

[3] 出纸辊提升马达 （M104） [4] 出纸辊 / 上

[1] 拾纸辊位置传感器 （PS105） [2] 遮光板

[3] 从原位旋转到按压位置 [4] 出纸辊 / 上 （按压位置）

[5] 出纸辊 / 下 [6] 压力

[7] 出纸辊 / 上 （原位） [8] 出纸辊提升齿轮

[2]

[4]

[1]

[3]

[1][8]

[3]
[4]

[5]

[2]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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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纸辊 / 下驱动连接过程

1. 等待的同时，出纸辊 / 下和出纸马达的连接将会释放。通过打开 / 关闭出纸辊电

磁铁 [4]，可操作出纸辊电磁铁的旋转锁定爪 [3]，以释放出纸辊 / 下驱动齿轮 

[1] 上安装的锁定板 [2]。

2. 通过弹簧力 [2] 的作用旋转出纸辊 / 下驱动齿轮 [3] 时，它将连接到出纸马达 [1] 

的驱动机构 [4]。此过程可将驱动力传送到出纸辊 / 下驱动齿轮，以带动出纸辊 /

下旋转。

3. 旋转约一圈后，通过出纸辊 / 下驱动齿轮 [4] 的形状从出纸马达 [1] 驱动机构释

放出纸辊 / 下。

4. 出纸辊电磁铁 [3] 的旋转锁定爪 [2] 将锁定出纸辊 / 下驱动齿轮 [4] 的旋转，从而

停止出纸辊 / 下。

[1] 出纸叶片 [2] 出纸辊电磁铁 （SD103）

[3] 出纸马达 （M102） [4] 出纸辊 / 下驱动齿轮

[5] 出纸辊 / 下 - -

[2]

[4]

[3]

[5]

[1]

[3]

[2]

[1]

[4]

[1]

[2]

[3]

[4]

[1]

[3]

[2]

[4]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 操作原理 > 8. FS-533/PK-519

P-171

8.4.7 出纸叶片控制
• 出纸叶片 （四个）与出纸辊 / 下安装在同轴。

• 排出纸张时，固定纸张尾缘的同时出纸叶片旋转，以便将纸张送入出纸盘且纸张不会掉落。

(1) 排纸过程
1. 对齐 后一张纸后，出纸辊 / 上、出纸辊 / 下和对齐辊将纸张排出到出纸盘。

[1] 对齐辊

[2] 出纸辊 / 上

[3] 纸张

[4] 出纸辊 / 下

[5] 出纸叶片

2. 出纸叶片将通过出纸辊 / 下的纸张的尾缘向外推出，以便将纸张压在出纸盘上。

3. 出纸叶片按压在纸张上并回到原位。

[1] 出纸叶片 （原位）

[2] 出纸盘中的纸张

备注
• 出纸叶片用软橡胶制成。将纸张排出到出纸盘后，纸张会卷曲，以便回到机器内部的原位。

4. 出纸叶片收回后，纸张表面检测杆会旋转，以按压已排出纸张的尾缘。

8.5 对齐部分

8.5.1 配置
• 在对齐部分中，对齐从传送部分传送的纸张并将其传送到出纸盘。

[2] [1][3]

[4] [5]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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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驱动

(1) 对齐辊部分
• 纸张传输马达的驱动力带动接收辊旋转。

• 通过接收辊驱动轴上的驱动传动滑轮，对齐辊马达的驱动力可带动对齐辊旋转。

• 纸叠电磁铁通电和断电时，纸叠导板会向上和向下移动。

备注
• 接收辊的驱动轴没有安装驱动传动滑轮。因此，即使在纸张传输马达旋转时，对齐辊也不会旋转。即使在对齐辊马达旋转时，接收辊也不会旋

转。

(2) 对齐盘部分
• 对齐马达来回驱动对齐板。

• 专用的对齐马达均设有对齐板 / 前和对齐板 / 后并被独立驱动。

[1] 对齐辊马达 （M103） [2] 对齐辊

[3] 驱动连接皮带 [4] 纸叠导板

[5] 接收辊 [6] 纸张传输马达 （M101）

[7] 纸叠电磁铁 （SD102） [8] 对齐板原位传感器 / 后 （PS109）

[9] 出纸辊 / 下 [10] 对齐马达 / 后 （M106）

[11]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PS102） [12] 对齐马达 / 前 （M105）

[13] 出纸辊电磁铁 （SD103） [14] 对齐板原位传感器 / 前 （PS108）

[15] 对齐板 / 前 - -

[1] 出纸 （接收部分）的方向 [2] 接收辊

[3] 对齐辊马达 （M103） [4] 对齐辊

[5] 纸张重量导板 [6] 纸张传送 （纸张传送部分）的方向

[7] 纸叠电磁铁 （SD102） [8] 纸张传输马达 （M101）

[6]

[1]

[9]
[8]

[10]

[12]

[11]

[7]
[2]

[3]

[5]
[4]

[15]

[14]
[13]

[8]

[2]

[3]

[4]

[7]

[5]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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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纸张 FD 对齐控制
• 在传送方向对齐纸张尾缘的操作称为 “ 纸张 FD 对齐 ”。

• 从传送部分传送的纸张将通过对齐辊传送到对齐盘。接着使纸张的尾缘接触纸张挡块，以便对齐纸张的尾缘。

• 纸叠导板向下移动，以固定已对齐纸张的尾缘。

备注
• 在对齐盘中排出第二张纸时，可以防止对齐的纸张被弄乱。
• 将下一张纸传送到对齐盘时，以及排出对齐盘中的纸张以释放纸张时，纸叠导板会向上移动。

(1) 纸叠导板升 / 降机构
• 纸叠杆由纸叠电磁铁驱动。

• 在弹簧力的作用下，纸叠杆和纸叠导板在上部位置等待。（原位）

• 当纸叠电磁铁打开时，纸叠杆的驱动轴会旋转，以便将纸叠杆向下旋转。

• 纸叠杆向下移动，即可按压纸叠导板。

• 当纸叠电磁铁关闭时，弹簧力带动纸叠杆的驱动轴旋转，以便纸叠杆和纸叠导板回到上部位置。

[1] 对齐板 / 前 [2] 纸张挡块

[3] 对齐板 / 后 [4] 对齐板原位传感器 / 后 （PS109）

[5] 出纸辊 / 下 [6] 对齐马达 / 后 （M4）

[7] 激活器 [8]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PS102）

[9] 对齐马达 / 前 （M3） [10] 出纸辊电磁铁 （SD103）

[11] 对齐板原位传感器 / 前 （PS108） - -

[1] 对齐辊 [2] 纸叠导板

[3] 出纸辊 / 上 [4] 纸张

[5] 纸张挡块 - -

[2]

[4]

[3]

[7]

[8]

[1]

[11]
[10][9]

[6]

[5]

[3] [1][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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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叠导板驱动部分前视图

8.5.4 纸张 CD 对齐控制
• 在宽度方向对齐纸张两面的操作称为 “ 纸张 CD 对齐 ”。

• 从传送部分传送的纸张将通过对齐辊传送到对齐盘。

• 使对齐板 / 前和 / 后接触纸张的两面 （向前 - 向后方向），以对齐纸张。

• 对齐板原位传感器 / 前和对齐板原位传感器 / 后可检测对齐板是否处于原位。

[1] 纸叠电磁铁 （SD102） [2] 纸叠导板

[3] 纸叠杆 - -

[1] 纸叠杆 [2] 纸叠导板

[3] 纸叠电磁铁 （SD102） - -

[1] 对齐板 / 前 [2] 纸张挡块

[3] 纸张 [4] 对齐板 / 后

[5] 对齐板原位传感器 / 后 （PS109） [6] 滑动齿轮 / 后

[7] 对齐马达 / 后 （M106） [8] 滑动齿轮 / 前

[9] 对齐马达 / 前 （M105） [10] 对齐板原位传感器 / 前 （PS108）

[1]

[2]

[3]

[1][2]

[3]

[2]

[5]

[4] [3]

[1]

[10]

[9]

[7]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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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装订模式下的对齐板控制
• 命令装订模式后，对齐板 / 前和对齐板 / 后根据纸张宽度移位。使对齐板接触正面和背面，以对齐纸张。

• 执行每个作业时，将对纸张执行上述对齐操作，以便对齐纸叠的边缘。对齐操作完成后，将进行装订过程。

备注

• 在装订模式下打印时，纸叠将被装订并排出到出纸盘且不会发生移位。

(2) 偏移模式下的对齐板控制
• 在分类模式或分组模式下命令偏移时，对齐板 / 前 （或对齐板 / 后）根据纸张宽度将纸张从一侧按压到另一侧 （或前侧）。此过程会将纸张位

置移位。

• 重复上述过程即可对纸叠进行分类。

备注
• 在分类模式或分组模式下未命令 “ 偏移 ” 时，将只执行分类打印 / 分组打印，纸张将在不发生移位的情况下排出到出纸盘。

(a) 将纸张移位到前侧时的操作
1. 对齐板 / 前 [3] 将移位到前侧的参考位置。（参考位置因纸张尺寸而异。）

2. 对齐板 / 后 [2] 根据纸张宽度移位。通过将对齐板 / 后 [2] 移位到前侧来按压纸张 [1]。

(b) 将纸张移位到后侧时的操作
1. 对齐板 / 后 [2] 将移位到后侧的参考位置。（参考位置因纸张尺寸而异。）

2. 对齐板 / 前 [3] 根据纸张宽度移位。通过将对齐板 / 前 [3] 移位到后侧来按压纸张 [1]。

[1] 纸张 [2] 对齐板 / 后 （移位到前侧）

[3] 对齐板 / 前 （移位到后侧） - -

[1] 对齐板 / 后 [2] 纸张

[3] 对齐板 / 前 - -

[2]

[3]

[1]

[1]

[3]

[2]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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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纸张接收数量
• 在偏移模式下接收进对齐盘的纸张数量达到指定值时，对齐盘中的纸叠将被排出到出纸盘。

备注

分类过程示例：
1. 当作业需要在分类偏移模式下使用 10 张 A4 尺寸文档进行两次复印时，当第一次复印纸张数量达到 5 时，纸叠将被排出。

2. 剩下的 5 张将对齐，以通过相同的移位位置排出。出纸盘中将会有 10 张对齐并排出的纸张。

3. 接着，移位位置将从第一次复印时发生改变，以分类出第二次复印的纸张。

4. 第二次复印后，出纸盘中将会留下 2 组 （每组 10 张）纸张。

分类时的 大纸叠排出数量

• 在偏移模式下，当出纸盘中纸张的 “ 堆叠纸张数量 ” 或 “ 堆叠纸张高度 ” 达到指定值时，则出纸盘被判定为已满。

备注

• 通过纸张水平检测功能检测堆叠纸张的高度。

8.5.5 对齐盘纸张检测控制
•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配有对齐盘。

•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使用被传送纸张按压的激活器来检测纸张是否已被传送。

• 当被按压的激活器回到其原位时，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检测到纸张已送入出纸盘。

纸张尺寸 纸张类型

• 薄纸 （52 g/m2 至 59 g/m2）

• 普通纸 （60 g/m2 至 90 g/m2）

• 再生纸 （52 g/m2 至 90g/m2）

厚纸 （91 g/m2 至 300 g/m2）

216 mm 或以下 5 张 3 张

216 mm 以上 4 张

[1] 接收辊 [2] 出纸辊 / 上

[3] 出纸辊 / 下 [4] 激活器

[5]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PS102） [6] 对齐辊

[2]

[3]

[1]

[3]

[4]

[5]

[1]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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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装订器部分

8.6.1 配置 / 驱动
• 装订器在前侧的原位等待。

• 装订器移动马达可移动装订器。

• 当装订器安装台上安装的装订器移动马达旋转时，驱动连接齿轮也随之旋转。

• 当驱动连接齿轮旋转时，装订器安装板和装订器会沿滑动齿轮来回移动。

8.6.2 装订器定位控制
•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用于检测装订器的原位。

• 在角线装订模式下，装订器在原位等待，并在完成纸张对齐操作后进行装订。

• 在两点装订模式下，装订器会移位到第一个装订位置进行装订。接着，装订器移位到第二个装订位置进行装订。完成装订后，装订器回到原

位。

• 根据装订器移动马达产生的脉冲数来控制装订位置。角线装订和两点装订功能均不提供位置传感器。

8.6.3 装订控制

(1) 装订操作
• 装订操作由装订器马达驱动。

• 夹钳装订臂的下降由装订器马达带动。夹钳装订臂紧压纸张。

• 之后，装订器将装订臂从装订侧上推。装订针被压下穿过纸张，然后从夹钳装订臂侧弯曲，以将纸张装订在一起。

• 将纸张装订在一起后，装订器马达会抬起夹钳装订臂并降低装订臂。

• 当装订臂返回原位时，装订操作完成。

前视图

[1] 激活器：纸张已存储 （被阻断） [2] 激活器：纸张未存储 （解除阻断）

[3]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1 （PS102） - -

[1] 装订单元 [2] 装订器驱动连接齿轮

[3] 装订器移动马达 （M107） [4] 滑动齿轮

[5]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PS110） -

[2]

[1]

[3]

[1]
[5]

[4]

[3]

[2]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 操作原理 > 8. FS-533/PK-519

P-178

(2) 最大装订数量
• 将用户想要装订的张数放入对齐盘，然后执行装订操作。

• 但如果该数量超出上限，则会将该组纸张传送到出纸盘而不进行装订。

大装订数量

• *：同时放入宽度相同的小尺寸纸张和大尺寸纸张时，这些纸张会被判定为大尺寸尺寸，并且 大装订数量变为 30。 

示例：有 A4 LEF 和 A3 SEF 时， 大装订数量为 30。 

(3) 堵塞的装订钉检测
• 装订器的装订原位传感器检测装订臂位置。

• 装订操作期间，装订原位传感器处于关闭状态。

• 自装订原位传感器关闭起，经过一段指定时间后，如果该传感器没有重新打开，则说明装订针卡住。

8.6.4 缺钉检测控制

(1) 缺钉检测
• 此装订器包括自启传感器和缺钉传感器，用于检测装订针盒和装订针的状态。

• 如果装订针盒中 后一张装订纸的尾缘经过缺钉传感器的激活器，则缺钉传感器会被遮挡，且机器确定装订针盒缺钉。

• 即便检测到缺钉，也不会停止打印。在不装订的情况下排出纸张。

• 如果出现缺钉的情况，装订器会停留在装订器原位。

[1] 装订针盒 [2] 夹钳装订臂

[3] 纸叠 [4] 装订纸张 （装订）

[5] 装订器 [6] 装订器马达

纸张尺寸 大装订数量

A4S 或更小 （小尺寸） 50 张 （*）

Foolscap 或更大 （大尺寸） 30 张

[1] 装订针盒 [2] 装订纸张

[3] 自启传感器 [4] 缺钉传感器

[1]
[3]

[2]

[5]

[4]

[6]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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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装订针盒安装检测
• 未安装装订针盒时，缺钉传感器会被遮挡，而自启传感器不会被遮挡。

• 控制面板显示缺钉警告消息。

(3) 装订纸设置错误
• 放置装订纸时，缺钉传感器不被遮挡，且缺钉状态清除。

• 缺钉传感器检测到 （未遮挡）装订纸张。当自启传感器无法检测到 （未遮挡）装订纸张的前缘时，将执行夹钳操作。

• 如果自启传感器在夹钳操作后检测不到装订纸的前缘，机器确定装订纸未正确送入，控制面板显示缺钉消息。

8.7 出纸盘部分

8.7.1 配置
• 在出纸盘部分中，传送到排纸处理器的纸张将放入出纸盘。

[1] 装订针盒 （未安装） [2] 自启传感器 （不被遮挡）

[3] 缺钉传感器 （被遮挡） - -

[1] 装订针盒 （装有装订纸） [2] 通过夹钳操作送入装订纸

[3] 自启传感器 （不被遮挡） [4] 缺钉传感器 （不被遮挡）

[1] 纸盒提升马达 （M109） [2] 轴

[3] 出纸辊 / 下 [4] 出纸盘

[5] 出纸盘原位传感器 （PS107） [6] 出纸辊电磁铁 （SD103）

[7]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2 （PS104） [8] 纸张重量杆传感器 （PS103）

[9] 纸张表面检测杆 [10] 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 （SD101）

[2] [3]

[1]

[3] [4]

[1]

[2]

[9]

[4]

[5]

[1]
[2]

[3]

[6]
[7]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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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驱动

(1) 纸盒提升部分
• 带动出纸盘向上 / 向下移动的驱动力来自于纸盒提升马达。

(2) 纸张水平检测部分
• 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可驱动纸张表面检测杆。

• 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打开后，可带动纸张表面检测杆向下旋转。

• 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关闭后，纸张表面检测杆将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回到向上位置。

8.7.3 出纸盘提升控制
• 出纸盘的升 / 降动作由纸盒提升马达执行。

• 当纸盒提升马达向前旋转时，纸盒驱动皮带通过齿轮向前旋转以抬起出纸盘。

• 当纸盒提升马达反向旋转时，纸盒驱动皮带通过齿轮反向旋转以降低出纸盘。

• 出纸盘原位传感器可检测出纸盘的原位。

• 使用纸张水平检测机构检测出纸盘的高度。命令作业时，纸张表面检测杆允许，以根据检测结果上 / 下移动出纸盘。

[1] 出纸盘原位传感器 （PS107） [2] 轴

[3] 纸盒提升马达 （M109） [4] 纸盒提升器

[1]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2 （PS104） [2] 纸张重量杆传感器 （PS103）

[3] 纸张表面检测杆 [4] 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 （SD101）

[1]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2 （PS104） [2] 纸张表面检测杆 （上部位置：电磁铁关闭时）

[3] 纸张表面检测杆 （下部位置：电磁铁打开时） - -

[4]

[3]
[2]

[1]

[4] [1]

[3]

[2]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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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 纸张水平检测控制
• 使用纸张重量杆传感器和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2 检测纸张水平。根据检测到的结果控制出纸盘的高度。

• 当纸张表面检测电磁铁打开时，纸张表面检测激活器会旋转，以便将纸张的后顶面固定在出纸盘上。此时，根据装入的纸张和出纸盘的高度，

纸张表面检测杆的旋转值将会发生变化。

• 纸张重量杆传感器和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2 安装在不同的高度。（纸张重量杆传感器：高，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2：低）纸张表面检测杆有两

个高度不同的遮光板。

• 通过纸张表面检测杆发现的旋转值，为各传感器提供不同的检测结果。根据该结果判断当前的纸张水平，以便控制出纸盘向上 / 向下移动到适

合的高度。

纸张水平检测表

• 每次排纸时均检测纸张水平检测控制，以监控纸张高度。连续打印时，还可防止因排出后续纸张而未能对齐已排出纸张的情况。

• 出纸盘向下移动的同时，如果出纸盘原位传感器检测到出纸盘，则判断出纸盘已满，控制面板将显示警告消息，通知出纸盘已满。

• 从出纸盘取出纸张时，纸张表面检测杆向下移动。纸张表面检测杆向下移动时，检测到纸张已取出，并将显示出纸盘已满消息。

[1] 出纸盘原位传感器 （PS107） [2] 轴

[3] 纸盒提升马达 （M109） [4] 纸盒提升器

纸张表面检
测传感器 /2

纸张重量杆
传感器

纸张水平 出纸盘提升控制

解除阻断 被阻断 高 • 出纸盘的位置比参考位置高。纸盒提升马达将反向旋转，并将出纸盘向下移动到参考位置。

• 出纸盘向下移动的同时，如果出纸盘原位传感器检测到出纸盘，则判断出纸盘已满，将禁止后续打

印作业。
被阻断 被阻断

被阻断 解除阻断 参考位置 • 参考位置。出纸盘将不会向上 / 向下移动。

解除阻断 解除阻断 低 • 出纸盘的位置比参考位置低。纸盒提升马达将会旋转，以便将出纸盘向上移动到参考位置。

[1] 纸张表面检测杆 （纸张水平：原位） [2] 纸张表面检测杆 （纸张水平：低）

[3] 纸张表面检测传感器 /2 （PS104）（未遮挡） [4] 遮光板

[5] 纸张重量杆传感器 （PS103）（遮挡） [6]

[4]

[3]
[2]

[1]

[3]

[2]
[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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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PK-519

8.8.1 配置

• *1：打孔器的数量因打孔组件的类型而异。 

• *2：打孔器主体的形状因打孔组件的类型而异。 

(1) 打孔组件类型
2 孔 /3 孔打孔组件 （可选择孔数）

• 可连接的营销领域：欧洲、美国、其他 1 到 5 

2 孔 /4 孔打孔组件 （可选择孔数）

• 可连接的营销领域：欧洲、美国、其他 1 到 5 

2 孔打孔组件

• 可连接的营销领域：日本 

[1] 打孔单元释放杆 [2] 打孔器 （*1）

[3] 进纸传感器 （PS201） [4] 打孔器主体 （*2）

[5] 打孔马达传感器 （PS202） [6] 打孔器原位传感器 （PS204）

[7] 打孔器驱动凸轮传感器 （PS203） [8]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PS205）

[9] 打孔马达 （M201） [10] 打孔纸屑盒

[9]

[10]

[5]

[7]

[8]

[4]
[2]

[3]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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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孔打孔组件

• 可连接的营销领域：欧洲 

8.8.2 驱动
• 打孔部分由打孔马达驱动。它可驱动打孔器和打孔纸屑搅拌刮板。

• 打孔器通过打孔器驱动凸轮驱动。

• 打孔纸屑搅拌刮板通过搅拌刮板驱动连接杆驱动。搅拌刮板驱动连接杆具有检测打孔纸屑满的功能。

• *1：打孔器主体的形状因打孔组件的类型而异。 

• *2：打孔器的数量因打孔组件的类型而异。 

8.8.3 歪斜修正机构
• 在打孔模式下，纸张被传送到排纸处理器的传送部分后反转，以使纸张接触对位导板。

• 该过程可修正纸张尾缘的歪斜 （倾斜），以便在正确的位置打孔。

[1] 打孔器主体 （*1） [2] 对位导板

[3] 打孔器 （*2） [4] 进纸传感器 （PS201）

[5] 滑动凸轮 [6] 打孔器原位传感器 （PS204）

[7] 凸轮滑动轴 [8] 打孔器驱动凸轮

[9] 打孔器驱动凸轮传感器 （PS203） [10]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PS205）

[11] 打孔马达 （M201） [12] 打孔纸屑搅拌刮板

[13] 打孔纸屑盒 - -

[12]

[7]

[11]

[8]

[10]

[13]

[9]

[4]

[6]

[3]
[2]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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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歪斜修正过程

1. 排纸处理器的纸张传输马达 [2] 将向前旋转，纸张传输辊 [4] 将向前旋转。纸张

从打孔部分传送到传送部分。

2. 进纸传感器 [3] 将检测纸张的前缘，而进纸传感器 [1] 将检测纸张的尾缘。

3. 当进纸传感器 [1] 检测到纸张的尾缘并经过指定时间后，传送马达将反向旋转。

4. 纸张将反转 [5] 一次，使纸张尾缘与对位导板 [6] 接触。

5. 当纸张反转时，纸张在纸张传输辊和对位导板之间形成波幅 [1]，并修正纸张

歪斜 （倾斜）。

6. 打孔部分的进纸传感器检测到纸张尾缘，并且在经过指定时间后纸张传输马达

会停止，以停止纸张反转。

7. 纸张反转停止，并且打孔器 [1] 会向下移动，以便在纸张上打孔。

8. 打孔后，传输马达向前旋转，以便将纸张传送到排纸处理器中。

[1] 进纸传感器 （PS201） [2] 打孔器

[3] 纸张传输马达 （M101） [4] 进纸传感器 （PS101）

[5] 接收辊 [6] 纸张传输辊

[7] 打孔马达 （M201） [8] 对位导板

[1]

[8]

[2]

[3]

[6]
[5]

[4]

[7]

[2]

[5] [6][4]

[1]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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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 打孔控制
• 通过纸张反转进入打孔单元并且打孔马达将打孔器向上 / 向下移动，即可在纸张上打孔。

(1) 纸张打孔过程
1. 打孔器主体在原位等待，以使得打孔器在上部位置等待。 

使用打孔器原位传感器检测打孔器主体的位置。

2. 打孔部分的进纸传感器检测到纸张尾缘，并且在经过指定时间后停止纸张反转。

3. 打孔马达向前旋转，以带动打孔器驱动凸轮向前旋转。接着，打孔器主体朝前侧移动。打孔器主体朝前侧移动时，滑动凸轮 （凸轮轮廓）将

打孔器向下推动，从而在纸张的尾缘部分打孔。（逐张进行打孔。）

检测到的打孔马达旋转量与遮光板遮挡打孔编码器传感器的次数相对应。以此来判定打孔器的位置。通过打孔器驱动凸轮传感器检测打孔器从

动凸轮的旋转位置。

4. 打孔时，打孔马达反向旋转，并且打孔器驱动凸轮也会反向旋转。这样，打孔器主体便会回到原位，以便将打孔器向上移动。

示例：2 孔 /3 孔组件的 2 孔打孔操作图

[1] 打孔器

[2] 滑动凸轮

[3] 打孔器主体 （待机位置：原位）

[4] 打孔器主体 （打孔位置）

8.8.5 打孔切换控制
• 2 孔 /3 孔打孔组件以及 2 孔 /4 孔打孔组件配备可切换打孔数量的机构。

(1) 打孔数量切换机构
• 滑动凸轮设有导板。根据导板的形状以及打孔器主体的差异移位值，只能将指定的打孔器向下移动。

• 根据打孔马达的旋转值判断打孔器主体的移位值。通过打孔马达传感器检测打孔马达的旋转值。

• 选择打孔模式时，可以选择打孔数量。

备注
• 选择第二种打孔类型 （图中所示的 3 孔）时，打孔器主体从等待位置 1 （原位）移动到等待位置 2，并在作业开始前等待。

• 打孔器数量和滑动凸轮的导板形状因打孔组件的类型而异。

[1] 打孔器滑动销 [2] 打孔器

[3] 打孔器主体 [4] 打孔器原位传感器 （PS204）

[5] 打孔器主体滑动销 [6] 打孔器驱动凸轮

[7] 打孔器驱动凸轮传感器 （PS203） [8] 编码器

[9] 打孔马达传感器 （PS202） [10] 打孔马达 （M201）

[11] 滑动凸轮 - -

[5]

[9]
[8]

[10]

[7]

[6]

[3][4]

[11]

[2]
[1]

[4]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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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 孔 /3 孔打孔组件

(2) 打孔器主体位置检测机构

(a) 打孔器位置检测控制
• 根据检测打孔原位传感器和打孔器驱动凸轮传感器结果的组件判断等待位置 1 （原位）和等待位置 2。

(b) 打孔器移位值检测机构
• 根据编码器遮挡打孔马达传感器的次数判断打孔器主体的移位值。

[1] 等待位置 1 （原位） [2] 打孔器主体移位值：小 （例如：2 孔打孔位置）

[3] 等待位置 2 （打孔器主体移位值：中等） [4] 打孔器主体移位值：大 （例如：3 孔打孔位置）

[5] 打孔器 [6] 滑动凸轮

[1] 打孔器滑动销 [2] 打孔器

[3] 滑动凸轮 [4] 打孔器主体

[5] 打孔器原位传感器 （PS204） [6] 打孔器主体滑动销

[7] 打孔器驱动凸轮 [8] 打孔器驱动凸轮传感器 （PS203）

[9] 编码器 [10] 打孔马达传感器 （PS202）

[11] 打孔马达 （M201） - -

打孔器收回位置 打孔器原位传感器 打孔器驱动凸轮传感器

等待位置 1 （打孔器收回位置） 遮挡 第 1 道光线遮挡

打孔位置 1 （例如：2 孔打孔） 取消遮挡 第 1 道光线未遮挡

等待位置 2 （打孔器收回位置） 第 2 道光线遮挡

打孔位置 2 （例如：3 孔打孔） 第 2 道光线未遮挡

[2]

[4]

[3]

[1]
[5][6]

[6]

[10]
[9]

[11]

[8]

[7]

[4][5]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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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 打孔纸屑满检测控制
• 打孔纸屑盒部分装有打孔纸屑满传感器。在打孔纸屑超过指定值的情况下命令作业时，控制面板上显示打孔纸屑满的警告消息。

•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可检测打孔纸屑量以及搅拌刮板驱动连接杆的位置。

•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还可检测是否安装了打孔纸屑盒。

命令打孔作业时如果未安装打孔纸屑盒，则控制面板上显示打孔纸屑满的警告消息。

• 即使检测到 “ 打孔纸屑满 ” 时，也禁止打印。将进行打孔以外的所有作业，直到作业完成前。

打孔纸屑盒概述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部分的放大视图

(1) 打孔纸屑满检测操作

1. 打孔马达 [1] 停止时，驱动传动齿轮 [2] 也会停止。打孔纸屑盒 [6] 中的打孔纸

屑搅拌刮板 [3] 在原位等待。

再次期间，搅拌刮板驱动连接杆 [4] 会遮挡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5]。

[1] 打孔纸屑盒 [2] 打孔纸屑搅拌刮板

[3] 驱动传动齿轮 [4]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PS205）

[5] 搅拌刮板驱动连接杆 - -

[1] 打孔马达传感器 （PS202） [2] 编码器

[3] 打孔纸屑搅拌刮板 [4] 搅拌刮板驱动连接杆

[5]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PS205） [6] 打孔马达 （M201）

[2]

[3]

[4]
[5]

[1]

[1]

[6]

[3]

[5]

[4]
[2]

[2][3]

[5] [6]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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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孔马达向前旋转时，驱动传动齿轮向前旋转。

3. 当驱动传动齿轮向前旋转时，搅拌刮板驱动连接杆也会向前旋转，以带动打孔

纸屑搅拌刮板向前旋转。

当搅拌刮板驱动连接杆旋转时，打孔纸屑满传感器不会被遮挡。

打孔纸屑搅拌刮板旋转，以刮平打孔纸屑盒中的打孔纸屑。

4. 打孔完成后，打孔马达开始反向旋转。

当打孔马达反向旋转时，打孔纸屑搅拌刮板也会反向旋转并尝试回到原位。

5. 备注

正常操作中：
• 搅拌刮板驱动连接杆 [2] 和打孔纸屑搅拌刮板 [1] 借助打孔马达的驱动力回到

原位。
• 搅拌刮板驱动连接杆 [2] 回到原位后，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3] 将遮挡光线。然

后判断打孔纸屑 [4] 未满。

6. 备注

打孔纸屑已满时：
• 由于有打孔纸屑 [3]，搅拌刮板驱动连接杆 [4] 和打孔纸屑搅拌刮板 [1] 无法

回到其原位。

• 驱动传动齿轮安装有转矩限制器功能，以禁止传动超过指定值的驱动力。
• 搅拌刮板驱动连接杆 [4] 未回到原位时，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2] 保持不被遮挡

的状态。当在打孔操作期间连续 10 次检测到传动状态时，检测到打孔纸屑 
[3] 已满，显示打孔纸屑已满的警告消息。

(2) 打孔纸屑盒未安装检测控制
1. 安装打孔纸屑盒时，搅拌刮板驱动连接杆在原位等待。（遮挡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2. 取出打孔纸屑盒时，打孔纸屑满传感器将不会被遮挡。

3. 当排纸处理器关闭并在上述状态下命令打孔作业时，检测到未安装打孔纸屑盒。控制面板上显示消息，警告打孔纸屑盒已满。

(3) 单元更改功能
• 检测到打孔纸屑满时，可以在维修模式中，在 “Unit Change” （单元更改）中启用或禁用要显示的画面。

备注
• 在主机上安装排纸处理器时，更改维修模式画面显示、详细信息、菜单和默认设置。

正常操作中

[1]

[4]

[2]

[3]

打孔纸屑已满时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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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U-513

9.1 配置
• RU 部分 （水平传送部分）将主机出纸部分排出的纸张传送到选购的排纸处理器进纸部分。

• RU 门安装在 RU 部分的上部。向上打开门即可触及水平传送辊。用于定期清洁辊和处理 RU 部分的卡纸及其他必要的操作。

RU 部分上的第 3 纸盒

RU 部分门已打开

9.2 驱动
• RU 传送马达驱动 RU 部分。它可驱动三个 RU 部分水平传送辊。

• 使用驱动皮带驱动 RU 部分水平传送辊。

[1] 第 3 出纸盘满传感器 （PS1）：主机出纸部分 [2] 第 3 出纸盘满传感器激活器：主机出纸部分

[3] RU 部分水平传送辊 [4] RU 传送马达 （M1）

[5] RU 盖板打开 / 关闭检测传感器 （PS3） [6] RU 入口传感器 （PS2）

[7] RU 入口传感器激活器 - -

[1] 第 3 纸盒 [2] 连接组件 RU-513

[1] RU 部分门 [2] 水平传输部分

[3] [2]

[6]

[1]

[7]

[5]

[4]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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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纸张传送控制
• 它通过进纸导板将主机出纸的下部出口排出的纸张传送到 RU 部分。

• 它使用三个 RU 部分水平传送辊，将纸张传送到排纸处理器部分。

• RU 入口传感器激活器安装在 RU 部分水平传送辊 1 的纸张通道的下游，并且 RU 入口传感器可检测纸张传送状态。

透视图

[1] RU 部分水平传送辊 1 [2] RU 部分水平传送辊 2

[3] RU 部分水平传送辊 3 [4] RU 传送马达 （M1）

[1] 第 3 出纸盘满传感器 （PS1） [2] 第 3 出纸盘满传感器激活器

[3] RU 部分水平传送辊 [4] RU 传送马达 （M1）

[5] RU 盖板打开 / 关闭检测传感器 （PS3） [6] RU 入口传感器 （PS2）

[7] RU 入口传感器激活器 - -

[3]
[1][2]

[4]

[3] [2]

[6]

[1]

[7]

[5]

[4]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 操作原理 > 9. RU-513

P-191

前视图

9.4 RU 部门门开 / 关检测机构
• 安装在 RU 部分前侧的 RU 门开 / 关检测传感器可检测 RU 门的开 / 关状态。

• 打开 RU 门时，控制面板将显示警告屏幕。显示警告屏幕时，所有设置操作和作业会被禁用。打印作业中断，且传送中的纸张会导致卡纸。可

通过关门来取消此警告屏幕。

9.5 第 3 出纸盘满检测机构
• 当预设数量的纸张排出到底 3 出纸盘时，排出纸张会将 第 3 出纸盘满传感器激活器向上推动。激活器被向上推动到预定位置时，激活器将会遮

挡第 3 出纸盘满传感器，以检测出纸盘已满状态。

[1] 纸张 [2] 第 3 出纸盘满传感器 （PS1）

[3] RU 部分水平传送辊 1 [4] RU 部分水平传送辊 2

[5] RU 部分水平传送辊 3 [6] RU 入口传感器 （PS2）

[1] RU 盖板打开 / 关闭检测传感器 （PS3） - -

[1] RU 门 [2] RU 盖板打开 / 关闭检测传感器 （PS3）

[2]

[1]

[6]

[3][4][5]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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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检测到第 3 纸盒满时，控制面板将显示警告画面。屏幕上显示警告画面时，所有设置操作和作业会被禁用。取出第 3 纸盒的纸张后，将发布

警告消息。

[1] 第 3 出纸盘满传感器 （PS1） [2] 第 3 出纸盘满传感器激活器 （无纸张）

[3] 纸张 [4] 第 3 出纸盘满传感器激活器 （出纸盘满）

[3]

[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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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S-536/FS-536SD/PK-520

10.1 配置

10.1.1 各部分配置
• FS-536 由水平传送部分、传送部分、对齐部分、出纸盘部分和装订器部分组成。

• FS-536SD 是排纸处理器的一个型号，它在 FS-536 的基础上增加了鞍式部分。

• 安装选购的 PK-520 可增加打孔功能。

10.1.2 主体部分配置

[1] 传送部分 [2] 水平传输部分

[3] 打孔部分 （安装了 PK-520 时） [4] 装订器部分

[5] 鞍式部分 （仅 FS-536SD） [6] 鞍式纸盒部分 （仅 FS-536SD）

[7] 对齐部分 [8] 出纸盘部分

[1] 主纸盘升 / 降马达 （M11） [2] FNS 放电马达 （M3）

[3] FNS 入口传送马达 （M2） [4] FNS 叶片马达 （M5）

[5] 接收辊收缩马达 （M4） [6] 尾缘止动器马达 （M6）

[1]

[2]

[3]

[4]

[5]

[6]

[7]

[8]

[1]
[4]

[5]

[2]

[6]

[7]

[3]

[8][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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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使用 

[7] 对齐马达 / 前 （M7） [8] 纸叠排出马达 （M10）

[9] 预排纸驱动马达 （M9） [10] 纸张接收控制马达 （M12）

[11] 侧装订器移动马达 （M13） [12] 对齐马达 / 后 （M8）

[1] 堆叠器马达传感器 （PS25） [2] 副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 外 （PS9）

[3] 主纸盘上部位置检测开关 （SW2） [4] 预排纸距离传感器 （PS22）

[5] 副纸盘出纸传感器 （PS8） [6] 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

[7] 预排纸原位传感器 （PS21） [8] 尾缘止动器原位检测传感器 （PS20）

[9] FNS 入口传感器 （PS4） [10] 上门打开 / 关闭检测传感器 （PS32）

[11] 副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 内 （PS10） [12] 交换折叠纸张输出传感器 （PS30）

[13] 鞍式出纸传感器 （PS5） [14] 接收辊收缩传感器 （PS11）

[15] 上叶片原位检测传感器 （PS14） [16] 前门打开检测开关 （SW1）

[17] 对齐板 / 前原位传感器 （PS12） [18] 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 内 （PS7）（*1）

[19] 纸张递送控制传感器 （PS28） [20] 装订器位置传感器 / 中心 （PS24）

[21] 纸夹马达传感器 （PS17） [22]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 / 前 （PS27）

[23] 主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PS29） [24] 预排纸编码器传感器 （PS15）

[25] 装订堆叠器纸张检测传感器 （PS31） [26] 纸夹位置检测传感器 （PS19）

[27]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 后 （PS23） [28]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 / 后 （PS26）

[29] 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 外 （PS6）（*1） [30] 对齐板 / 后原位传感器 （PS13）

[31] 纸夹原位传感器 （PS18） [32] FS 控制板 （FSCB）

[33] 宽扁限位传感器 （PS36） 

[1] [3]
[4]

[5][2] [6]
[9]

[11]
[12]

[13]

[15]

[16]

[17]

[14]

[18]
[19][20][21]

[22]
[23]

[10]
[8]

[7]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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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纸张通道

10.2.1 纸张通道 （FS-536SD/PK-520）

• *：选购件 

10.3 排纸处理器部分

10.3.1 门开 / 关检测机构

(1) 前门开 / 关检测机构
• 安装在 FNS 部分右前侧的前门开检测开关检测排纸处理器前门的开 / 关状态。

• 打开前门时，控制面板将显示警告屏幕。显示警告屏幕时，所有设置操作和作业会被禁用。打印作业中断，且传送中的纸张会导致卡纸。可通

过关门来取消此警告屏幕。

[1] 副纸盘出纸辊、轮 [2] 副纸盘传送辊、轮

[3] 传送辊、轮 [4] RU 传送辊 3、传送轮 3 （水平传送部分）（*）

[5] RU 传送辊 2、传送轮 2 （水平传送部分）（*） [6] RU 传送辊 1、传送轮 1 （水平传送部分）（*）

[7] FNS 入口辊、轮 [8] 鞍式部分出纸辊、轮

[9] 鞍式部分进纸辊、轮 [10] 中心折叠辊

[11] 三折辊、轮 [12] 鞍式出纸辊、轮

[13] 接收辊，接收轮 - -

[1] [2] [3] [4] [5]

[6][7][8]

[9]

[10]

[11]

[12]

[13]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 操作原理 > 10. FS-536/FS-536SD/PK-520

P-196

(2) 上门开 / 关检测机构
• 上门开 / 关检测传感器安装在 FNS 部分左前侧，用于检测排纸处理器上门的开 / 关状态。

• 打开上门时，控制面板将显示警告屏幕。显示警告屏幕时，所有设置操作和作业会被禁用。打印作业中断，且传送中的纸张会导致卡纸。可通

过关门来取消此警告屏幕。

[1] 前门打开检测开关 （SW1） [2] 杆

[3] 前门 - -

[1] 上门开 / 关检测杆 [2] 上门打开 / 关闭检测传感器 （PS32）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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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传送部分

10.4.1 配置

10.4.2 驱动

10.4.3 纸张通道切换机构
• 通过纸张通道切换门的升 / 降操作切换纸张通道，以将纸张传送到每个纸盒或鞍式部分。

• 纸张通道切换门的升 / 降操作由 FNS 入口传送马达驱动。

[1] FNS 放电马达 （M3） [2] FNS 入口传送马达 （M2）

[3] 纸张通道切换门 [4] 传送辊

[5] FNS 入口传感器 （PS4） [6] FNS 入口辊

[7] 鞍式出纸传感器 （PS5） [8] 鞍式部分出纸辊

[9] 交换折叠纸张输出传感器 （PS30） [10] 接收辊

[11] 接收辊收缩马达 （M4） [12] 接收辊收缩传感器 （PS11）

[13] 主纸盘出纸传感器 （PS16） [14] 副纸盘传送辊

[15] 副纸盘出纸传感器 （PS8） [16] 副纸盘出纸辊

[1] FNS 放电马达 （M3） [2] FNS 入口传送马达 （M2）

[3] 接收辊 [4] 纸张通道切换门

[5] 传送辊 [6] FNS 入口辊

[7] 鞍式部分出纸辊 [8] 接收辊收缩马达 （M4）

[9] 接收轮 [10] 副纸盘传送辊

[11] 副纸盘出纸辊 - -

[1] [2]
[3]

[4]

[5]

[6]

[7]

[8][9][10][11][12]

[13]

[14]

[15]

[1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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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张通道切换门的位置由交换折叠纸张输出传感器检测。

(1) 纸张通道切换门升 / 降操作
• 凸轮旋转会带动控制杆升降，进而改变纸张通道切换门的位置。

• 当纸张通道切换门在底部位置时，纸张会传送至副纸盘。当此门在顶部位置时，纸张会传送至主纸盘。

• 安装在和凸轮同一个轴的检测板旋转，改变交换折叠纸张输出传感器的状态。因此，可确定纸张通道切换门的位置。

• 当交换折叠纸张输出传感器不被遮挡时，纸张通道切换门在底部位置上。当此传感器被遮挡时，纸张通道切换门在顶部位置上。

10.4.4 接收辊部分升 / 降功能
• 接收轮升 / 降运动会切换将纸张传送到对齐部分的时间。

• 接收轮的升 / 降操作由接收辊收缩马达驱动。

• 接收轮的位置由接收辊收缩传感器检测。

[1] 副纸盘传送辊 [2] FNS 入口传送马达 （M2）

[3] 传送辊 [4] FNS 入口辊

[5] 纸张通道切换门 [6] 杆

[7] 凸轮 [8] 检测板

[9] 交换折叠纸张输出传感器 （PS30） - -

[1] 纸张排出到主纸盘 [2] 纸张排出到副纸盘

[3] 交换折叠纸张输出传感器 （PS30） [4] 纸张通道切换门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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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收辊加压和释压
• 凸轮旋转会带动接收轮升降，进而实现接收辊的加压和释压。

• 接收轮紧压接收辊时，纸张会通过接收辊传送至对齐部分。

• 接收轮离开接收辊时，沿传送通道的纸张处于待机状态。

• 安装在和凸轮同一个轴的检测板旋转，改变接收辊收缩传感器的状态。因此，可确定接收轮的位置。

• 当接收辊收缩传感器没有被遮挡时，则确定接收轮紧压在接收辊上。当此传感器被遮挡时，接收轮处于释放状态。

10.4.5 缓冲控制
• 接收辊部分升 / 降机构通过消除偏移和装订操作期间等待下一张纸的时间损失来提高生产效率。

• 这样一来，即便前面的纸张正在对齐和装订，也可以在不影响纸张传送速度的情况下处理打印作业。 

• 纸张对齐期间传送的第一张纸会临时切换回鞍式出纸方向。

• 纸张对齐排出后，第一张纸会与到达的第二张纸一起传送到对齐部分。

10.4.6 副纸盘出纸机构
• 副纸盘出纸辊将纸张从水平传送部分排到副纸盘，通过 FNS 入口辊、传送辊和副纸盘传送辊。

• 若要将纸张传送至副纸盘，纸张通道切换门也会动作。

• 副纸盘出纸辊由 FNS 放电马达驱动。

[1] 凸轮 [2] 检测板

[3] 接收辊收缩马达 （M4） [4] 接收辊收缩传感器 （PS11）

[5] 接收轮 [6] 接收辊

[1] 第一张 [2] 第一张 （切换回）

[3] 纸张 （传送到对齐部分） [4] 对齐后的纸张

[5] 第一张 [6] 第二张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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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对齐部分

10.5.1 配置

(1) 上叶片部分

[1] FNS 放电马达 （M3） [2] FNS 入口传送马达 （M2）

[3] 纸张通道切换门 [4] 传送辊

[5] 纸张 [6] 副纸盘传送辊

[7] 副纸盘出纸辊 [8] 副纸盘出纸传感器 （PS8）

[9] 副纸盘 - -

[1] 上叶片部分 [2] 出纸部分

[3] 对齐盘部分 - -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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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齐盘部分

(3) 出纸部分

[1] 纸张导板 [2] 上叶片原位检测传感器 （PS14）

[3] FNS 叶片马达 （M5） [4] 上叶片 （前）

[5] 上叶片 （中） [6] 上叶片 （后）

[1] 对齐板 / 后原位传感器 （PS13） [2] 对齐马达 / 后 （M8）

[3] 尾缘止动器 / 后 [4] 尾缘止动器原位检测传感器 （PS20）

[5] 尾缘止动器 / 前 [6] 尾缘止动器马达 （M6）

[7] 对齐马达 / 前 （M7） [8] 对齐板 / 前原位传感器 （PS12）

[9] 对齐板 / 前 [10] 对齐盘 （前）

[11] 对齐盘 （后） [12] 对齐板 / 后

[1] 下叶片部分 [2] 纸夹部分

[1]

[2]

[3]

[4]

[5]

[6][7]

[8]

[9]

[10]

[11]
[1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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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下叶片部分

(b) 纸夹部分

10.5.2 驱动

(1) 上叶片部分 / 对齐盘部分

[1] 下叶片 [2] 装订堆叠器纸张检测传感器 （PS31）

[3] 预排纸距离传感器 （PS22） [4] 尾缘止动器 /C

[5] 预排纸原位传感器 （PS21） [6] 预排纸驱动马达 （M9）

[7] 预排纸编码器传感器 （PS15） - -

[1] 纸张传送带 [2] 纸夹原位传感器 （PS18）

[3] 纸夹位置检测传感器 （PS19） [4] 纸夹马达传感器 （PS17）

[5] 纸叠排出马达 （M10） [6] 纸夹

[1]
[2]

[3]

[4]

[5]
[6][7]

[1]

[2]

[3][4]
[5]

[6]

[1]

[2]

[3]

[4][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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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纸部分

10.5.3 纸张传送控制至对齐部分
• FNS 叶片马达旋转时，会带动上叶片轴的上叶片 （3 件）旋转，进而将纸张拖放到对齐盘。

• 旋转一圈后，上叶片在原位 （上位置）处返回待机状态。

• 上叶片轴上的凸轮旋转，带动纸张导板上下移动。

• 纸张导板下降确保纸张传送至对齐盘。

10.5.4 纸张对位控制

(1) 对齐板
• 对齐板 / 前与对齐板 / 后在宽度方向上将纸张对齐，并使纸张移位。

• 对齐马达和传动皮带驱动对齐板。

• 对齐马达正反转带动对齐板前后运动。

• 对齐板 / 前和对齐板 / 后各配设一个驱动马达，以实现独立运行。

[1] 对齐板 / 后 [2] 对齐马达 / 后 （M8）

[3] 尾缘止动器 [4] 尾缘止动器马达 （M6）

[5] 对齐马达 / 前 （M7） [6] 对齐板 / 前

[7] FNS 叶片马达 （M5） [8] 纸张导板

[9] 上叶片 - -

[1] 纸张传送带 [2] 纸夹

[3] 尾缘止动器 /C [4] 预排纸驱动马达 （M9）

[5] 纸叠排出马达 （M10） [6] 下叶片

[1] 凸轮 [2] 纸张导板

[3] 接收辊 [4] 纸张

[5] 上叶片原位检测传感器 （PS14） [6] 检测板

[7] FNS 叶片马达 （M5） [8] 上叶片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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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齐操作
• 对齐马达 / 前旋转，通过对齐板 / 前传动带带动对齐板 / 前移动。

• 对齐板 / 前原位传感器会检测对齐板 / 前的原位。

• 对齐马达 / 后旋转，通过对齐板 / 后传动带带动对齐板 / 后移动。

• 对齐板 / 后原位传感器检测对齐板 / 后的原位。

• 将这些纸张放在对齐板 / 前和 / 后之间，对应纸张宽度，使两端对齐。

(b) 移位操作
• 当排纸处理选购件选择为偏移时，要移动对齐板对成套纸张进行移位。正常打印和装订时，纸张会排出到主纸盘的中心位置。

• 根据纸张的宽度，对齐板 / 前 （对齐板 / 后）会将成套纸张从一侧推到后侧 （前侧），以实现成套纸张的移位。

• 重复上述过程即可对纸叠进行分类。

(2) 尾缘止动器
• 尾缘止动器 / 前和尾缘止动器 / 后将纸张对齐在进纸方向。

• 尾缘止动器马达驱动尾缘止动器。

[1] 对齐板 / 后原位传感器 （PS13） [2] 对齐马达 / 后 （M8）

[3] 对齐马达 / 前 （M7） [4] 对齐板 / 前原位传感器 （PS12）

[5] 对齐板 / 前：原位 [6] 对齐板 / 后：原位

[1]

[2]

[3]

[4]

[5]

[6]

[2]

[3]

[1]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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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齐操作
• 止动器移动轴在前后侧之间有一个不同的螺旋。

• 当尾缘止动器马达按正常方向旋转时，尾缘止动器 / 前向前移动，而尾缘止动器 / 后向后移动。

• 在作业开始前，尾缘止动器 / 前和尾缘止动器 / 后会根据纸张宽度移位，以固定住纸张的尾缘。

• 纸张夹在上下叶片之间，并紧压在尾缘止动器。

• 尾缘止动器固定住纸张的尾缘，以使纸张的尾缘在进纸方向上对齐。

• 对于两点装订作业，尾缘止动器 / 前和 / 后会缩回到不会干扰装订器的位置。

• 作业完成后，尾缘止动器马达会反转，使尾缘止动器返回原位。

10.5.5 出纸控制
• 当预排纸驱动马达逆时针旋转时，底缘止动器 /C 会将纸张推到可被纸夹夹住的位置。

• 纸夹夹住对齐盘中成套纸张的尾缘，将其传送到出纸位置。

• 纸夹释放成套纸张，将其排出主纸盘。纸夹移到原位，然后进入待机状态。

[1] 止动器活动轴 [2] 尾缘止动器马达 （M6）

[3] 尾缘止动器原位检测传感器 （PS20） [4] 尾缘止动器 / 前：原位

[5] 尾缘止动器 / 后：原位 - -

[1] 上叶片 [2] 纸张导板

[3] 接收轮 [4] 接收辊

[5] 尾缘止动器 [6] 下叶片

[1]

[2]

[3]

[4]
[5]

[1]
[2]

[3]

[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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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叶片操作
• 当预排纸驱动马达顺时针旋转时，下叶片旋转，使纸张紧压在尾缘止动器。

• 当预排纸驱动马达逆时针旋转时，尾缘止动器从原位移到出纸位置，将纸张排到主纸盘。

• 驱动齿轮旋转时，止动器从出纸位置移到原位，然后进入待机状态。

(2) 纸夹操作
• 纸叠排出马达旋转带动纸张传送带转动。带动固定于纸张传送带的纸夹旋转。

• 纸夹停在原位 （在出纸部分内）并在图示的位置 [5] 上旋转，以夹住纸张的尾缘。夹住纸张尾缘的纸夹传送纸张。纸夹在图示位置 [8] 旋转以释

放纸张。纸张传送带转一圈后，纸夹返回原位，然后进入待机状态。

[1] 纸张传送带 [2] 纸夹

[3] 尾缘止动器 /C [4] 预排纸驱动马达 （M9）

[5] 纸叠排出马达 （M10） [6] 下叶片

[1] 下叶片 [2] 预排纸驱动马达 （M9）

[3] 尾缘止动器 /C [4] 预排纸原位传感器 （PS21）

[5] 预排纸距离传感器 （PS22） [6] 单向离合器 （对于下叶片驱动）

[7] 单向离合器 （对于尾缘止动器 /C 驱动） - -

[1]

[2]

[3]

[4]

[5]

[6]

[1]

[2]

[3][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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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装订器部分

10.6.1 配置

10.6.2 驱动

[1] 纸张 [2] 纸夹原位传感器 （PS18）

[3] 纸夹位置检测传感器 （PS19） [4] 纸夹 （原位）

[5] 纸夹位置 （夹住纸张） [6] 纸叠排出马达 （M10）

[7] 纸夹位置 （传送纸张） [8] 纸夹位置 （释放纸张）

[1]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 后 （PS23） [2] 侧装订器移动马达 （M13）

[3] 宽扁限位传感器 （PS36） [4] 装订针盒

[5] 轴 [6] 装订器移动盘

[7] 装订器位置传感器 / 中心 （PS24） [8] 装订单元

[1]

[2]

[3]

[4]

[5]
[6]

[7]

[8]

[1]

[2]
[3]

[4][5]

[6]
[7]

[8]

[1]

[2]

[3][4]

[5]

[6]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 操作原理 > 10. FS-536/FS-536SD/PK-520

P-208

10.6.3 装订器移动控制

(1) 装订器移动
• 侧装订器移动马达旋转时会驱动皮带。因此，固定到皮带的装订器固定器会沿着轴前后移动。

• 当装订单元移到装订器原位或装订针盒更换位置时，滑动式导板的形状会带动装订单元旋转。

(2) 装订器位置检测
• 装订原位传感器 / 后检测装订器的原位。

• 基于装订原位传感器 / 后和装订位置传感器 / 中心确定马达旋转量，然后依据马达旋转量检测装订器装订位置。

• 宽扁限位传感器检测装订器的角线装订 （平行）位置。

• 基于装订位置传感器 / 中心确定侧装订器移动马达旋转量，然后依据该旋转量检测装订针盒更换位置。

[1] 滑动式导板 [2] 侧装订器移动马达 （M13）

[3] 驱动皮带 [4] 装订器移动盘

[5] 装订单元 [6] 轴

[1] 装订单元 （原位） [2] 侧装订器移动马达 （M13）

[3] 装订单元 （角线装订 （平行）位置） [4] 装订单元 （2 点装订位置）

[5] 装订单元 （2 点装订位置） [6] 装订单元 （装订针盒更换位置）

[7] 滑动式导板 [8] 轴

[1] 装订器原位传感器 / 后 （PS23） [2] 宽扁限位传感器 （PS36）

[3] 激活器 [4] 装订器位置传感器 / 中心 （PS24）

[1]

[2]

[3][4][5][6]

[7] [8]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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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 装订控制

(1) 装订操作
• 装订操作由装订器马达驱动。

• 夹钳装订臂的下降由装订器马达带动。夹钳装订臂紧压纸张。 

• 之后，装订器将装订臂从装订侧上推。装订针被压下穿过纸张，然后从夹钳装订臂弯曲，以将纸张装订在一起。

• 当装订臂返回原位时，装订操作完成。

(2) 堵塞的装订钉检测
• 装订器的装订原位传感器检测装订臂位置。

• 装订操作期间，装订原位传感器处于关闭状态。

• 自装订原位传感器关闭起，经过一段指定时间后，如果该传感器没有重新打开，则说明装订针卡住。

10.6.5 缺钉检测控制

(1) 缺钉检测
• 此装订器包括自启传感器和缺钉传感器，用于检测装订针盒和装订针的状态。

• 如果装订针盒中 后一张装订纸的尾缘经过缺钉传感器的激活器，则缺钉传感器会被遮挡，且机器确定装订针盒缺钉。

• 即便检测到缺钉，也不会停止打印。输出的纸张不会装订。

• 如果出现缺钉的情况，装订器会停留在装订针盒更换位置。

(2) 装订针盒安装检测
• 未安装装订针盒时，缺钉传感器会被遮挡，而自启传感器不会被遮挡。

• 控制面板显示缺钉警告消息。

[1] 装订针盒 [2] 夹钳装订臂

[3] 纸叠 [4] 装订纸张 （装订）

[5] 装订器 [6] 装订器马达

[1] 装订针盒 [2] 装订纸张

[3] 自启传感器 [4] 缺钉传感器

[1]
[3]

[2]

[5]

[4]

[6]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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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订纸设置错误
• 放置装订纸时，缺钉传感器不被遮挡，且缺钉状态清除。

• 缺钉传感器正在检测 （不被遮挡），但是自启传感器 （不被遮挡）检测不到装订纸的边缘时，执行夹钳操作。

• 如果自启传感器在夹钳操作后检测不到装订纸的前缘，机器确定装订纸未正确送入，控制面板显示缺钉消息。 

10.7 出纸盘部分

10.7.1 配置

[1] 装订针盒 （未安装） [2] 自启传感器 （不被遮挡）

[3] 缺钉传感器 （被遮挡） - -

[1] 装订针盒 （装有装订纸） [2] 通过夹钳操作送入装订纸

[3] 自启传感器 （不被遮挡） [4] 缺钉传感器 （不被遮挡）

[1] 副纸盘 [2] 主纸盘升 / 降马达 （M11）

[3] 堆叠器马达传感器 （PS25） [4] 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 外 （PS6）（不使用）

[5]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 / 后 （PS26） [6] 纸张检测杆 / 后

[7] 纸张接收控制马达 （M12） [8] 主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PS29）（*1）（*3）

[9] 主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PS29）（*2） [10]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传感器 / 外 （PS14）（*3）

[11] 鞍式纸盒 （*3） [12] 纸张压力 （*3）

[2] [3]

[1]

[3] [4]

[1]

[2]

[1]
[2]

[3]

[4]
[5]

[6]

[7]
[8]

[9]

[10][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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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S-536SD 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 *2：FS-536 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 *3：仅 FS-536SD 

10.7.2 驱动

10.7.3 主纸盘升 / 降机构
• 主纸盘升 / 降马达的旋转驱动主纸盘传动带，进而带动主纸盘升降。

[13]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传感器 / 内 （PS13）（*3） [14] 纸张递送控制传感器 （PS28）

[15]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 / 前 （PS27） [16] 主纸盘上限传感器 / 内 （PS7）（不使用）

[17] 主纸盘 [18] 副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 内 （PS10）

[19] 纸张检测杆 / 前 [20] 主纸盘上部位置检测开关 （SW2）

[21] 副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 外 （PS9） - -

[1] 主纸盘 [2] 主纸盘升 / 降马达 （M11）

[3] 主纸盘传动带 / 后 [4] 纸张接收控制马达 （M12）

[5] 主纸盘传动带 / 前 [6] 纸张检测杆 / 前

[7] 纸张检测杆 / 后 - -

[1] 主纸盘升 / 降马达 （M11） [2] 主纸盘传动带

[3] 主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PS29） [4] 主纸盘 （主纸盘满位置）

[5] 主纸盘 （原位） [6] 副纸盘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 操作原理 > 10. FS-536/FS-536SD/PK-520

P-212

(1) 主纸盘驱动部分的保护机构

• 主纸盘升 / 降驱动机构的驱动连接部分配设一个转矩限制器，用于防止损坏。

• 在主纸盘下移时其下方可能存在障碍物。如果纸盘碰到此障碍物，而停止下降操作所需的力超过指定值，驱动齿轮齿会反转，且驱动力无法传

送到主纸盘。转矩限制器用于防止此类情况的发生，从而防止损坏主纸盘驱动机构和主纸盘升 / 降马达。

• 主纸盘只能用手上移。通过用比指定值大的力手动将主纸盘往上推，即可升起主纸盘。相反，由于下移时无转矩限制器，所以不能通过下推使

主纸盘降下。如果强行下推纸盘，主纸盘驱动机构可能损坏。

• 如果出于维护维修之目的而要求手动降下主纸盘，则可通过释放转矩限制器的驱动连接来降下纸盒。

前透视图

驱动连接释放方法

1. 卸下后盖。

2. 用手托起主纸盘，防止掉落。

3. 如图所示，将主纸盘驱动轴上的转矩限制器滑到主机的前侧。即可释放驱动齿轮的连接和降下主纸盘。

侧视图

10.7.4 主纸盘上限检测机构
• 上限检测机构用于防止主纸盘提升时超出指定位置而导致主纸盘升 / 降机构故障和损坏。

• 当主纸盘提升期间纸张顶面上推对齐板时，主纸盘上部位置检测开关盖会下压。因此，主纸盘上部位置检测开关下压。

• 当主纸盘上部位置检测开关下压时，检测到主纸盘到达上限位置。

• 当主纸盘到达上限位置时，主纸盘升 / 降马达停止转动，进而停止主纸盘提升。

注意
• 当释放转矩限制器的驱动连接时，主纸盘会在其自重的作用下往下移动。
• 为了防止排纸处理器损坏和人身伤害，释放转矩限制器的驱动连接前，确保用手托住主纸盘。

[1] 主纸盘驱动轴 [2] 主纸盘升 / 降马达驱动连接齿轮

[3] 转矩限制器 - -

[1] 主纸盘驱动轴 [2] 主纸盘升 / 降马达驱动连接齿轮

[3] 转矩限制器 - -

[2]

[1]

[3]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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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 主纸盘纸张水平检测控制
• 为了消除排出纸张的不规则性，排出纸张顶面与出纸口之间的距离要保持一致。

•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检测主纸盘中排出纸张的水平。

• 视检测到的纸张水平，通过升 / 降主纸盘，将排出纸张的顶面控制在指定位置。

• 每次排纸时均检测纸张水平，以检查纸张高度。

(1)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控制
• 纸张水平检测杆安装在主纸盘，在纸张接收控制马达和纸张水平检测杆驱动齿轮的带动下工作。

• 当纸张水平检测杆驱动齿轮转半圈时，纸张水平检测杆的前缘会升起。如果纸张水平检测杆驱动齿轮再转半圈，纸张水平检测杆会下降。此操

作将会将顶面下压在主纸盘中纸张的尾缘。

• 纸张递送控制传感器检测纸张水平检测杆驱动齿轮的位置。当纸张水平检测杆驱动齿轮转一圈时，纸张接收控制马达停止运行。

•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检测纸张水平检测杆前缘的位置。

•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的位置会随着纸张水平检测杆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纸张水平检测杆的位置会随着出纸盘高度的变化而变化。

• 当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被遮挡时，则视为主纸盘中纸张顶面超出指定的高度。

• 主纸盘升 / 降马达转动且主纸盘下降，直到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不被遮挡。

[1] 主纸盘上部位置检测开关 （SW2） [2] 对齐板

[3] 纸张 [4] 主纸盘

[5] 主纸盘上限开关盖 - -

[1] 纸张检测杆 （原位） [2] 纸张检测杆 （上限位置）

[3] 纸张递送控制传感器 （PS28） [4] 纸张检测杆驱动齿轮

[1]

[2]

[3]

[4]

[5]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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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 纸盘满检测机构

(1) 主纸盘
• 当纸张排到主纸盘时，主纸盘会下降，以使纸张顶面维持在指定位置。

• 一旦主纸盘下降到指定位置，激活器被激活，以遮挡主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 当主纸盘满检测传感器被遮挡时，主纸盘确定为满，并显示警告屏幕。

• 当检测到主纸盘满时，所有配置和使用此主纸盘的作业均无法执行。

• 通过移除主纸盘中的纸张，将纸张检测杆降下。这会导致机器确定纸张已移除，且 “ 主纸盘满 ” 消息消失。

(2) 副纸盘
• 当纸张排出到副纸盘时，堆放纸张会遮挡副纸盘满检测传感器。这种遮挡状态理解为检测到出纸盘满。

• 当检测到副纸盘满时，控制面板出现警告消息。

• 在此状态下，任何副纸盘相关的配置和使用此副纸盘的作业均无法执行。

[1]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 / 前 （PS27）
主纸盘上部位置传感器 / 后 （PS26）

[2] 纸张

[3] 主纸盘 - -

[1] 主纸盘 （原位） [2] 主纸盘 （主纸盘满位置）

[3] 主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PS29） [4] 激活器

[3]

[1]

[2]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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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鞍式部分 （FS-536SD）

10.8.1 配置

备注
• 仅 FS-536SD
左前侧透视图

右前侧透视图

右侧视图

[1] 副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 外 （PS9） [2] 副纸盘满检测传感器 / 内 （PS10）

[3] 副纸盘 [4] 纸张

[1] 装订单元 [2] 中心折叠辊 2

[3] 中心折叠部分下叶片 [4] 三折辊

[5] 鞍式纸盒出纸辊 [6] 中心折叠辊 1

[7] SD 驱动板 （SDDB） [8] 鞍式部分进纸辊

[1] 中央装订对齐板驱动齿轮 / 后 [2] 中心折叠刀

[3] 中央装订对齐板驱动齿轮 / 前 - -

[8]

[1]

[2]

[3]
[4]

[5]

[6]

[7]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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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前侧透视图

10.8.2 传送部分

(1) 驱动

[1] 卡纸清理盖 （传送部分） - -

[1] 装订针盒 （后侧） [2] 装订针盒 （前侧）

[3] 卡纸清理盖 （出纸部分） [4] 卡纸清除拨杆 （折叠部分）

[5] 卡纸清理盖 （对齐部分） - -

[1]

[5]

[1]

[2]

[4]

[3]

[7]

[6]

[4]

[5]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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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纸张传送
• FNS 排纸马达反向旋转，以便将排纸处理器传送部分的纸张传送到鞍式单元。

• 纸张然后通过 SD 传送辊传送到对齐部分。

• SD 传送马达带动 SD 传送辊旋转。

(3) 卷曲封页
• 纸张逐一传送到对齐部分。卷曲的纸张可能导致纸张卡在鞍式装订器入口。

• 为了防止卡纸，安装了卷曲封页，以无误地将每一张纸传送到对齐部分。

• 卷曲封页由排纸控制马达驱动。当排纸控制马达正转 / 反转时，纸张接收机构会打开 / 关闭鞍式单元入口内的进纸口。

[1] SD 传送马达 （M1） [2] 卷曲封页检测传感器 （PS2）

[3] 排纸控制马达 （M2） [4] 卷曲封页

[5] SD 传送辊 [6] SD 入口传感器 （PS1）

[7] FNS 放电马达 （M3） - -

[1] SD 传送马达 （M1） [2] 卷曲封页检测传感器 （PS2）

[3] 排纸控制马达 （M2） [4] 卷曲封页

[3]

[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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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 对齐部分

(1) 驱动

(2) 对齐
• 对齐传送到对齐部分的纸张。

• 纸张 CD 对齐由对齐板 / 前和对齐板 / 后执行。

[1] SD 传送轮 [2] 卷曲封页

[3] 纸张 [4] SD 传送辊

[5] 纸张传送自排纸处理器内 [6] 卷曲封页操作

[7] 下一张纸待机 （卷曲封页移到原位） - -

[1] 中心折叠部分上叶片 [2] 对齐板 / 前

[3] SD 叶片马达 （M7） [4] 止动器导板

[5] 止动器驱动马达 （M4） [6] 纸夹

[7] 中心折叠部分下叶片 [8] 对齐板 / 后

[4]

[3]

[1]
[5]

[6]

[7]

[2]

[1]

[2]

[4]

[3]

[5][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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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张 FD 对齐由止动器导板、中心折叠部分上叶片和中心折叠部分下叶片执行。

(a) 对齐操作
• 对齐板随着对齐马达的正反转而正反转。

• 当排纸处理器的鞍式出纸传感器检测到纸张前缘，对齐马达开始按此方向旋转，以关闭对齐板，然后对齐板 / 前和对齐板 / 后停在略高于纸张宽

度的位置。

• SD 入口传感器检测到纸张后缘之后，经过规定时间，对齐马达正反转以摆动对齐板，使纸张对齐。

• 每传送一张纸均会摆动对齐板，对齐操作完成后，对齐板移位到待机位置。

• 对齐原位传感器检测对齐板的原位。

(b) 止动器导板操作
• 止动器导板马达正反转，带动止动器导板传动带，进而使止动器导板上 / 下移动。

• 纸张前缘通过主纸盘出纸传感器后止动器导板上移。

• 止动器导板停在所传送的纸张长度的位置上。

• 止动器导板截住纸张，使纸缘对齐。

(c) 叶片操作
• 中心折叠部分上叶片和中心折叠部分下叶片用于将所传送的纸张无误地收入对齐部分。

• 升 / 降叶片由 SD 叶片马达驱动。纸张前缘通过排纸处理器的鞍式出纸传感器之后，经过规定时间后，即可驱动升 / 降叶片。

• 纸张尾缘通过排纸处理器主纸盘出纸传感器，且叶片旋转达到规定次数后，升 / 降叶片停止。

(3) 止动器导板
• 在止动器导板上，纸张对齐在 FD 方向。传输至对齐部分的纸张会传送到指定的位置。

• 纸张移位到指定位置和装订时，出纸纸夹会固定住纸张。

• 对齐部分、装订位置和其他位置 （中心折叠、中央装订、三折）有其自己的升 / 降停止位置。这些位置由止动器驱动马达的脉冲数控制。

(a) 止动器操作
• 止动器驱动马达根据纸张尺寸上下移动止动器导板。

• 止动器原位传感器检测止动器导板的原位。

[1] 中央装订 / 折叠堆叠器纸张检测传感器 （PS3） [2] 对齐原位传感器 （PS4）

[3] 对齐板 / 前 [4] SD 叶片马达 （M7）

[5] 止动器导板 [6] 止动器驱动马达 （M4）

[7] 止动器导板传动带 [8] 中心折叠部分下叶片

[9] 对齐马达 （M3） [10] 对齐板 / 后

[11] 中心折叠部分上叶片 - -

[1]

[2]
[3]

[4][5]
[6]

[7]

[10]

[11]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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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止动器控制

折叠模式
• 自 后一张纸对齐起，经过规定时间后，止动器电磁铁打开，纸张固定到位。

• 纸张固定到位后，止动器驱动马达旋转，带动止动器导板下移，进而将纸张降到折叠位置。

鞍式装订模式
• 自 后一张纸对齐起，经过规定时间后，止动器电磁铁打开，纸张固定到位。

• 纸张固定到位后，止动器驱动马达旋转，带动止动器导板下移，进而将纸张降到中央装订位置。

• 自装订操作完成起，经过规定时间后，对齐马达打开对齐板，止动器驱动马达开始旋转，带动止动器导板进一步下移，进而将纸张降到折叠位

置。

三折模式
• 自 后一张纸对齐起，经过规定时间后，止动器电磁铁打开，纸张固定到位。

• 纸张固定到位后，止动器驱动马达旋转，带动止动器导板下移，进而将纸张降到三折的第 1 折叠位置。

[1] 止动器导板 [2] 出纸纸夹 / 前

[3] 止动器驱动马达 （M4） [4] 止动器原位传感器 （PS6）

[5] 出纸纸夹 / 后 - -

[1] 中心折叠刀组件 [2] 止动器导板

[3] 出纸纸夹 / 前 [4] 出纸纸夹 / 后

[5] 中心折叠辊 2 [6] 中心折叠辊 1

[2]
[3][4]

[5]

[1]

[1]

[2]
[3]

[4]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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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 装订器

(1) 驱动

(2) 操作
• 装订操作由装订器马达执行。

(a) 装订操作
• 装订操作由装订器中的装订器马达执行。

• 驱动齿轮将纸张的受压部分推向夹钳，以固定纸张，然后订书钉将推出。

• 当订书钉穿过纸叠时，订书钉将弯曲，以装订好夹钳上的纸叠。

(b) 装订控制

[1] 装订单元 [2] 止动器驱动马达 （M4）

[3] 止动器原位传感器 （PS6） [4] 止动器导板

[5] 对齐盘 - -

[1] 夹钳 [2] 驱动齿轮

[3] 装订器马达 [4] 装订

[5] 装订器 - -

[1]

[5]

[4]
[3]

[2]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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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
• 完成对齐板的对齐操作后，装订器马达执行装订操作。

• 当装订原位传感器 （后侧）检测到原位并打开时，装订操作完成。

堵塞的装订钉检测
• 装订期间关闭的装订原位传感器 （后）经过规定时间后未打开时，则确定装订器马达出现故障，请停止运行装订器马达。

装订针盒检测
• 装订针盒开关检测是否放置装订针盒或装订针盒放置是否正确。

• 没有安装装订针盒或装订针盒安装错误时，机器控制面板将显示错误消息。

装订检测控制
• 缺钉时，缺钉开关打开，并且控制面板将显示一条消息。

10.8.5 折叠 / 鞍式装订

(1) 驱动

[1] 装订单元 [2] 装订针盒 （前侧）：已拆下

[3] 装订针盒 （后侧）：已安装 - -

[1] 中央折叠导板马达 （M6） [2] 三折辊

[3] 中央折叠刀马达 （M9） [4] 中心折叠辊马达 （M5）

[5] 鞍式纸盒出纸辊 - -

[2]

[3]

[1]

[4]

[5]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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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折叠刀
• 中央折叠刀马达驱动折叠刀。

• 在中央折叠 / 中央装订 / 三折模式中，第一次折叠要用到此折叠刀。

(a) 折叠刀操作
• 中央折叠刀马达通过齿轮带动曲柄轴旋转半圈，将纸张推到带有折叠刀的夹紧部分。

• 折叠辊拖动纸张然后折叠。

• 止动器导板的位置控制折叠位置。

[1] 中心折叠辊 1 [2] 中心折叠辊 2

[3] 中央折叠刀原位传感器 （PS8） [4] 折叠驱动齿轮 / 后

[5] 中央折叠刀马达 （M9） [6] 中心折叠刀组件

[7] 折叠驱动齿轮 / 前 [8] 中央折叠导板马达 （M6）

[6]

[7]

[8]

[5]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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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折叠刀控制
• 自止动器导板停在折叠位置起，经过规定时间后，中央折叠刀马达打开，折叠刀伸出到纸张。

• 完成折叠操作后，折叠刀往复运动时，中央折叠刀马达停止运行，中央折叠刀原位传感器关闭。

[1] 折叠前 [2] 折叠刀

[3] 中央折叠刀原位传感器 （PS8） [4] 中心折叠辊 2

[5] 中心折叠辊 1 [6] 折叠操作

[7] 曲柄轴 / 后 [8] 折叠刀组件驱动齿轮 / 后

[9] 折叠刀组件驱动齿轮 / 前 [10] 曲柄轴 / 前

[1]

[5]

[4]

[2]
[3]

[6]

[8]

[7]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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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 三折

(1) 驱动

(2) 三折操作
1. 中央折叠导板马达带动三折门旋转。要在中心折叠部分执行第一折的纸张的前缘将传送至三折通道。

2. 三折导板马达驱动带动三折折叠刀组件驱动齿轮旋转，进而使三折折叠刀组件下移。要在中心折叠部分执行第一折的纸张将被推到三折辊。

3. 纸张推到三折辊，将纸张三折。

4. 三折完成后，三折门回到原位。三折门原位传感器检测三折门的原位。

[1] 三折折叠刀组件 [2] 中央折叠导板马达 （M6）

[3] 导板原位传感器 （PS7） [4] 三折导板马达 （M8）

[5] 三折门原位传感器 （PS11） [6] 三折门

[7] 三折辊 [8] 折叠出纸传感器 （PS12）

[9] 三折折叠刀 - -

[7]

[6]

[8]

[9]
[2]

[1]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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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折折叠刀组件 [2] 三折折叠刀组件驱动齿轮

[3] 中心折叠辊 1 [4] 纸张

[5] 中心折叠辊 2 [6] 三折轮

[7] 三折辊 [8] 三折门

[9] 三折折叠刀 - -

[1]
[2]

[3]

[4]

[9]

[8]

[7]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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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 出纸部分

(1) 驱动

(2) 出纸
• 中心折叠、中央装订或三折纸张排到鞍式纸盒。

• 中心折叠和中央装订的纸张通过上通道传送，而三折纸张通过下通道排出。

• 通过驱动鞍式纸盒出纸辊和三折辊排出纸张。这两个辊均由中心折叠辊马达驱动。

(a) 中心折叠 / 鞍式装订的出纸
• 中心折叠或中央装订后驱动中心折叠辊马达，通过鞍式出纸辊将纸张排出到鞍式纸盒。

(b) 三折模式的出纸
• 由于纸张的三折由三折辊完成，所以纸张会通过下通道传送。

[1] 中央折叠导板马达 （M6） [2] 三折导板马达 （M8）

[3] 三折门原位传感器 （PS11） [4] 中心折叠辊 2

[5] 中心折叠辊 1 [6] 折叠出纸传感器 （PS12）

[7]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传感器 / 内 （PS13） [8] 中心折叠辊马达 （M5）

[9]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传感器 / 外 （PS14） [10] 纸张压力

[11] 鞍式纸盒 [12] 三折辊

[13] 鞍式纸盒出纸辊 [14] 导板原位传感器 （PS7）

[1] 中心折叠辊 1 [2] 折叠出纸传感器 （PS12）

[3]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传感器 / 内 （PS13） [4] 纸张压力

[5] 纸张传送通道 [6] 鞍式纸盒

[7]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传感器 / 外 （PS14） [8] 鞍式纸盒出纸辊

[9] 三折辊 [10] 中心折叠辊 2

[11] 折叠刀 - -

[10]

[9]

[8]
[7]

[11]

[5]
[6]

[4]
[3] [1][2]

[13] [14]

[12]

[6] 

[3] 

[9] 
[7] 

[4] 

[5] 

[8] [10] 
[1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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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纸盘满检测机构
• 当纸张排到鞍式纸盒后，来自鞍式纸盒无纸检测传感器的光会被遮挡。当移除堆叠纸张后，传感器光不会被遮挡。

• 当预定的纸张数量排到鞍式纸盒时，堆放纸张会遮挡鞍式纸盒无纸检测传感器。这种遮挡状态理解为检测到鞍式纸盒满。

备注
• 对于三折作业，如果作业开始时鞍式纸盒中有纸，则会检测到鞍式纸盒满。（即便只有剩余一组纸张，也会作纸盒满检测。）

• 当检测到鞍式纸盒满时，控制面板出现警告消息。

• 在此状态下，任何鞍式单元相关的配置和使用此鞍式单元的作业均无法执行。

[1] 中心折叠辊 1 [2] 三折折叠刀

[3] 折叠出纸传感器 （PS12） [4]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传感器 / 内 （PS13）

[5] 纸张压力 [6] 纸张传送通道

[7] 鞍式纸盒 [8]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传感器 / 外 （PS14）

[9] 鞍式纸盒出纸辊 [10] 三折辊

[11] 中心折叠辊 2 [12] 折叠刀

[1]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传感器 / 内 （PS13） [2] 小册子纸盒缺纸检测传感器 / 外 （PS14） 

[3] 鞍式纸盒 [4] 纸张

[7]

[4]

[10]
[8]

[5]

[6]

[9] [11]
[12]

[1][3] [2]

[1]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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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PK-520

10.9.1 配置

10.9.2 驱动

10.9.3 歪斜修正控制
• 要修正纸张歪斜，以减少执行打孔操作时打孔的歪斜。

• 传送纸张期间 FNS 入口辊前纸张端部会形成波幅，由此来修正纸张歪斜。

[1] 打孔器 [2] 打孔原位传感器 （PS1）

[3] 打孔位置传感器 （PS2） [4] 打孔驱动马达 （M1）

[5] 打孔马达传感器 （PS3） [6] 激活器

[7]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 内 （PS5） [8] 打孔纸屑盒

[9]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 外 （PS4） - -

[1] 打孔器驱动齿轮 [2] 打孔器主体 1

[3] 打孔器 [4] 打孔器主体 2

[5] 打孔驱动马达 （M1） - -

[1]

[2]

[3]

[4]

[5][6][7]
[8]

[9]

[1]
[2]

[3]

[4]

[5]

[1]

[2]

[3]

[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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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歪斜修正过程
1. FNS 入口传感器检测到纸张已到达 FNS 入口辊。

2. 停止的 FNS 入口辊压紧纸张，由此在纸张端部形成波幅。

3. FNS 入口传感器检测到纸张后，经过预定的时间， FNS 入口辊和传送辊开始旋转。然后传送已修正歪斜的纸张。

4. 使用打孔器打孔。

(2) 打孔对位波幅尺寸调整功能
• 如果打孔偏斜，可调整维修模式下的打孔对位值，来调整打孔。

• 打孔对位值 （对位波幅值）会随着 FNS 入口辊旋转开始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10.9.4 打孔控制
• 在打孔部分，当纸张输入到排纸处理器部分时，孔打在传送自水平传送部分的纸张尾缘。打孔逐张进行。

• 打孔驱动马达带动打孔器上下移动，进而在纸上打孔。

• 要使用打孔纸屑盒收集打孔产生的打孔纸屑。

• 2/3 孔或 2/4 孔的打孔组件具有切换打孔数量的功能。

(1) 打孔操作
• RU 传送马达驱动 RU 部分水平传送辊 /3，将纸张传送至排纸处理器部分。

• 消除歪斜的纸张通过 FNS 入口辊传送至打孔部分，然后停在指定位置。

• 打孔部分由打孔驱动马达驱动。

• 打孔驱动马达正反转带动打孔器主体正反转。

• 当打孔器主体正反移动时，打孔器会根据打孔器主体凸轮的形状垂直运动，以在纸上打孔。

• 排纸处理器部分的传送辊将打孔后的纸张从打孔部分传送到排纸处理器传送部分。

[1] 打孔器 [2] FNS 入口传感器 （PS4）（排纸处理器部分）

[3] 形成波幅 [4] 纸张

[5] FNS 入口辊 （排纸处理器部分） [6] 传送辊 （排纸处理器部分）

[1] 打孔器驱动齿轮 [2] 打孔器主体

[3] 打孔器 [4] 打孔驱动马达 （M1）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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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孔组件类型

(3) 切换打孔数量
• 打孔器主体 1 和打孔器 2 配设有不同形状的凸轮。

• 当打孔器驱动齿轮顺时针旋转时，打孔器主体 1 移位到前侧，而打孔器主体 2 移位到后侧。

• 当打孔器驱动齿轮逆时针旋转时，打孔器主体 1 移位到后侧，而打孔器主体 2 移位到前侧。

• 然后，连接到打孔器主体的打孔器随着凸轮上下移动。

• 切换打孔驱动马达的正反转可切换打孔数量。

10.9.5 打孔器升 / 降状态检测配置
• 打孔器主体 1 有两个遮光板用于检测打孔器主体的位置。

• 打孔驱动马达有一个圆形遮光板，同一个轴上还有一个打孔器马达传感器，可检测打孔驱动马达的旋转值 （脉冲）。

• 打孔器位置传感器、打孔原位传感器和打孔马达传感器的协同输入检测打孔器的升降 / 状态。

[1] 2 孔打孔组件 [2] 2 孔 /3 孔打孔组件 （可切换孔数）

[3] 2 孔 /4 孔打孔组件 （可切换孔数） [4] 4 孔打孔组件

[1] 打孔器主体 1 [2] 打孔器

[3] 打孔器主体 2 [4] 打孔驱动马达 （M1）

[1] [2]

[3] [4]

[1]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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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 打孔纸屑盒满检测机构
• 打孔单元的正面 （发射）和背面 （接收）有传感器检测打孔纸屑满的状态。传感器检测打孔纸屑的状态。

• 当打孔纸屑盒中积累的打孔纸屑足以遮挡传感器光时，则确定打孔纸屑盒已满。

• 当检测到打孔纸屑盒满时，控制面板会显示一条消息说明 “ 打孔纸屑满 ” 的状态。

10.9.7 打孔纸屑盒安装检测机构
• 当未安装打孔纸屑盒时，此激活器会遮挡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 内侧的传感器光。

• 即便未安装打孔纸屑盒，只要配置打孔功能，控制面板就会出现 “ 打孔纸屑盒满 ” 警告消息。

• 有安装打孔纸屑盒时，此激活器会被按下并移到传感器光不被遮挡的位置。

• 此操作用于确定打孔纸屑盒的安装状态。

[1] 打孔原位传感器 （PS1） [2] 打孔位置传感器 （PS2）

[3] 打孔驱动马达 （M1） [4] 打孔马达传感器 （PS3）

[5] 打孔器主体 1 - -

[1]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 内 （PS5） [2]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 外 （PS4）

[3] 打孔纸屑盒 - -

[1]
[2]

[3]

[4]

[5]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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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孔纸屑满传感器 / 内 （PS5） [2] 激活器

[3] 打孔纸屑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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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U-102

11.1 配置

11.2 操作
• 手指静脉纹用于个人身份识别。

• 静脉纹在体内，肉眼无法识别。因此，静脉纹极其难以伪造或作假。静脉纹认证系统安全性很高。

• 借助红外 LED 辐射，由摄像机采集手指静脉纹，然后创建静脉图像。注册该静脉纹图像后，用户认证时，如果其静脉纹与注册的静脉纹相匹

配，即可通过用户认证。

[1] 认证单元 （AU-102） [2] 指纹

[3] 静脉图像 - -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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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U-201S

12.1 配置

12.2 操作
• 将非接触式 IC 卡放在认证设备上以读取和写入数据。

• 通过设备上的 LED 显示运行状态。

• 黄绿色灯亮起：正常运行。

• 红灯或橙灯亮起：单元出现问题。

12.3 规格

[1] 非接触式 IC 卡 [2] 读写区域

[3] 状态 LED [4] USB 接口 （A 型）

通讯类型 TypeA/Mifare TypeB FeliCa

通讯速度 106 Kbps 106 kbps、 212 kbps、 424 kbps 212 kbps、 424 kbps

认证功能 Mifare Crypt - DES、 AES

兼容 IC 卡 • 非接触式 IC 卡符合 ISO14443 

Type A 要求

• 非接触式 IC 卡符合 TN2 

(SEE55R) 要求

非接触式 IC 卡符合 ISO14443 Type 
B 要求 

FeliCa 卡

端子间通信 符合 ISO18092 要求的端子间通信 （通信速度：106、 212 和 424 kbps）

ABCDE_Co.
Abcde Fgdhi

[3]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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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K-608/EK-609

13.1 EK-608

13.1.1 配置

13.1.2 操作
• 此文档可从 USB 存储器中直接打印或保存在 USB 存储器中。

• 连接 USB 键盘 （视经销商而定：仅限海外市场）后，将允许使用键盘输入。

• 若要使用语音提示功能，需要 i-Option 组件 LK-104 v3。

13.2 EK-609

13.2.1 配置

13.2.2 操作
• 此文档可从 USB 存储器中直接打印或保存在 USB 存储器中。

• 连接 USB 键盘 （视经销商而定：仅限海外市场）后，将允许使用键盘输入。

• 若要使用语音提示功能以及与便携式电话或便携式数据设备 （PDA）交互并兼容蓝牙的功能时，要安装此本地接口组件。它配设一个内置扬声

器和蓝牙通信接收器。

• 若要使用语音提示功能，需要 i-Option 组件 LK-104 v3。

[1] USB 终端 （扩展） [2] USB 终端 （标配）

[3] 本地接口组件 EK-608 [4] 语音提示输出端

[1] USB 终端 （扩展） [2] USB 终端 （标配）

[3] 本地接口组件 EK-609 [4] 语音提示输出端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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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便携式电话， PDA [2] 本地接口组件 EK-609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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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C-509

14.1 配置

14.2 操作
• 除了防拷贝功能外，此安全组件还提供拷贝保护 （禁止拷贝）和密码拷贝功能。通过检测打印在原稿上的拷贝保护防伪图案或密码拷贝防伪图

案，从而防止非授权拷贝。

• 只有带有拷贝保护和密码拷贝功能的柯尼卡美能达机器能够检测到拷贝保护防伪图案或密码拷贝防伪图案。

[1] 安全组件 SC-509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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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UK-221

15.1 配置

15.1.1 安装位置

15.2 操作

15.2.1 概述
安装升级组件时，可新增以下功能。

• 通过将 MFP 主机当作无线局域网适配器连接到接入此局域网环境的无线局域网接入点，即可执行作业。MFP 主机可接入无线局域网环境和局域

网环境。（仅限无线，有线 + 无线 （次模式））

• 将启用 MFP 主机与移动设备 （Android 设备、 iOS 设备或 Wi-Fi 支持设备）之间的直接通信。（有线 + 无线 （主模式），有线 + 无线 （Wi-Fi 

Direct））

• 即便当 MFP 主机在 “ErP 自动关机模式 ” 下处于待机状态， MFP 主机也可以从客户端启动来执行作业。

连接基本概念

[1] 升级组件 （UK-221） - -

[1] 局域网环境 [2] 接收来自接入局域网环境的计算机的作业

[3] 通过无线局域网访问点接收的作业 [4] 接入局域网环境的无线局域网访问点

[5] 接收来自接入无线局域网环境的计算机的作业 [6] 与接入无线局域网环境的移动设备通信 *1

[7] 通过局域网接收来自 MFP 主机的作业 [8] • 与无线局域网接入点的通信 （仅限无线，有线 + 无线

（次模式））

• 支持与移动设备的通信 （有线 + 无线 （主模式），有线

+ 无线 （Wi-Fi Direct））

[9] 通过无线局域网接收来自 MFP 主机的作业 [10] 通过接入移动设备的无线局域网接入点通信 （Android 设
备、 iOS 设备或 Wi-Fi 支持设备）

[11] 与移动设备直接通信 （有线 + 无线 （主模式），有线 + 无线

（Wi-Fi Direct））

[12] MFP 主机 （启动时）

[1]

[1]

[5]

[12]

[10]

[11]

[6]

[2]

[3]

[7]

[4]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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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若要使用升级组件，需要进行以下设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Network Settings] （网络设置） -> [2nd Network Setting] （二级网络设置）

• 此 “ 接口结构 ” 包括以下五个模式。这些模式可视 MFP 主机的连接环境进行选择。

[Service Mode]（维修模式） ->[Network Settings]（网络设置） ->[2nd Network Setting]（二级网络设置） ->[Network Interface Settings]（网

络接口设置）

15.2.2 二级网络接口结构

(1) 仅限有线
• 当机器仅连接至局域网环境时使用。（初始设置）

• LAN 线为主线。

(a) 操作
• 执行通过局域网接收来自客户端的作业。

连接基本概念

(2) 仅限无线
• 当机器仅连接至无线局域网环境时使用。

• 无线局域网线为主线。

(a) 操作
• 执行通过无线局域网接入点接收来自客户端的作业。

• 执行接收来自接入局域网的计算机的作业。

• 执行接收来自接入无线局域网的计算机的作业。

• 执行接收来自接入无线局域网的 Android 设备或 iOS 设备 （下文统称为移动设备）的作业。

备注
• 机器与客户端之间的无线通信通过无线局域网接入点实现。

号码 网络接口设置 MFP 主机的连接环境

1 仅限有线 当 MFP 主机仅连接至局域网环境时使用。

2 仅限无线 当 MFP 主机仅连接至无线局域网环境时使用。

3 有线 + 无线 （次模式） 当 MFP 主机连接至局域网环境和无线局域网环境时使用。

4 有线 + 无线 （主模式） • 当 MFP 主机连接至局域网环境和无线局域网环境时使用。

• MFP 主机用作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主模式）。

5 有线 + 无线 （Wi-Fi Direct） • 当 MFP 主机连接至局域网环境和无线局域网环境时使用。

• MFP 主机用作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 在此模式下，移动设备 （iOS 除外）可轻松连接到 Wi-Fi Direct 认证设备。

[1] 局域网环境 [2] 作业

[3] MFP 主机 （启动时） - -

[3]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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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基本概念

(3) 有线 + 无线 （次模式）
• 当机器连接至局域网环境和无线局域网环境时使用。

• LAN 线为主线，而无线局域网线为副线。

(a) 操作
• 执行通过局域网接收来自客户端的作业。

• 执行接收来自接入局域网的计算机的作业。

• 执行接收来自接入无线局域网的计算机的作业。

• 执行接收来自接入无线局域网的 Android 设备或 iOS 设备 （下文统称为移动设备）的作业。

• 执行通过无线局域网接入点接收来自客户端的作业。

• 执行接收来自接入局域网的计算机的作业。

• 执行接收来自接入无线局域网的计算机的作业。

• 执行接收来自接入无线局域网的 Android 设备或 iOS 设备 （下文统称为移动设备）的作业。

备注
• 机器与移动设备之间的通信通过局域网及无线局域网接入点实现。
连接基本概念

[1] 局域网环境 [2] 接收来自计算机的作业

[3] 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4] 接收来自移动设备的作业

[2]

[4]

[4]

[2]
[1]

[3][2]

[2]

[2]

[3]

[4]

[4]
[4]

[4]

[2]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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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线 + 无线 （主模式）
• 当机器连接至局域网环境和无线局域网环境时使用。

• LAN 线为主线，而无线局域网线为副线。

• 机器用作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 启动机器时，在不通过无线局域网接入点的情况下，执行机器与移动设备 （Android 设备、 iOS 设备或 Wi-Fi 支持设备）之间的无线局域网通

信。

(a) 操作
• 执行通过局域网接收来自客户端的作业。

• 执行接收来自接入局域网的计算机的作业。

• 执行接收来自接入无线局域网的计算机的作业。

• 执行通过无线通信接收来自移动设备的作业。

连接基本概念

(5) 有线 + 无线 （Wi-Fi Direct）
• 此模式执行的控制与有线 + 无线 （主模式）相同。

• 当连接到支持 Wi-Fi Direct 认证的设备时，即可启用无需设置 SSID 和密码的连接。

15.2.3 在 ErP 自动关机模式下的操作
• 在 ErP 自动关机模式下，副电源关闭，以降低功耗。触摸电源键启动 MFP 主机。

• 当未安装升级组件的 MFP 主机切换至 ErP 自动关机模式时，无法执行接收数据、接收传真、读取原稿、打印等操作。

• 安装了升级组件时，可远程释放 ErP 自动关机模式 （通过启动 MFP 主机）。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Network] （网络） -> [Wireless Network Setting] （无线网络设置）

MFP 主机在 “ErP 自动关机模式 ” 下处于待机状态的示意图

[1] 局域网环境 [2] 接收来自计算机的作业

[3] 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4] 接收来自移动设备的作业

[1] 局域网环境 [2] 接收来自计算机的作业

[3] 接收来自移动设备的作业 - -

[1] 局域网环境 [2] 打印作业

[3] 客户端 （计算机） [4] MFP 主机 （在 ErP 自动关机模式下待机）

[1]

[3]

[2]

[2]

[2]

[2]
[4]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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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线 + 无线 （次模式）

备注
• 若要从 ErP 自动关机模式唤醒，选择 [Awake with ARP + Unicast Communication] （使用 ARP+ 单播通信唤醒）。

1. 机器等待通过无线局域网通信发送的启动指示。

2. 通过无线局域网通信从客户端中接收启动指令，启动机器，而不通过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 从计算机中接收启动指示，启动 MFP 主机。

• 从移动设备中接收通信，启动 MFP 主机。

启动操作示意图

[1] 启动指示 *1

[2] 接收来自移动设备的作业

[3] 机器 （启动时）

• *1：若要执行打印作业，要求在打印机驱动程序的 [Initial settings] （初始设置）中配置 [Wake-On-Lan setting] （通过局域网唤醒设置）。 

3. 启动机器后，执行接收来自客户端的作业。

• 执行通过局域网接收来自计算机的作业。

• 执行通过无线局域网通信接收来自计算机的作业。

• 执行通过无线局域网通信接收来自移动设备的作业。

启动后的操作示意图

[1] 接收来自计算机的作业

[2] 接收来自移动设备的作业

[3] 机器 （启动后）

(2) 有线 + 无线 （主模式），有线 + 无线 （Wi-Fi Direct）

备注
• 若要从 ErP 自动关机模式唤醒，选择 [Awake with ARP + Unicast Communication] （使用 ARP+ 单播通信唤醒）。

[1]

[2][1]

[3]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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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FP 主机等待通过无线局域网通信发送的启动指示。

2. 通过无线局域网通信从客户端中接收启动指示，启动 MFP 主机，而不通过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 从计算机中接收启动指示，启动 MFP 主机。

• 从移动设备中接收通信，启动 MFP 主机。

启动操作示意图

[1] 启动指示 （*1）

[2] 接收来自移动设备的作业

[3] MFP 主机 （启动时）

• *1：若要执行打印作业，要求在打印机驱动程序的 [Settings] （设置）中配置 [Wake-On-Lan Setting] （通过局域网唤醒设置）。 

3. 启动 MFP 主机后，执行接收来自客户端的作业。

• 执行通过局域网接收来自计算机的作业。

• 执行通过直接无线局域网通信接收来自移动设备的作业。

启动 MFP 主机后的操作示意图

[1] 接收来自计算机的作业

[2] 接收来自移动设备的作业

[3] MFP 主机 （启动时）

• 启动 MFP 主机后， MFP 主机与无线局域网接入点之间的无线局域网通信即可完成。 

(3) 打印机驱动程序的设置
• 若要执行打印作业，要求设置打印机驱动程序的属性，以从 ErP 自动关机模式中启动 MFP 主机。

(a) 设置步骤
1. 打开打印机的属性窗口。

[1]

[2][1]

[3]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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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Initial settings] （初始设置）选项卡，然后选择 [Wake-On-Lan setting] （通过局域网唤醒设置）。

3. 选中 [Awake before print from Power Saving Mode] （打印前从省电模式唤醒）复选框。



bizhub C360i/C300i/C250i P 操作原理 > 16. FK-514/FK-515/MK-742

P-246

16. FK-514/FK-515/MK-742

16.1 通信控制

16.1.1 DIS、 DTC 和 DCS 的 FIF 位

备注
• DIS 记录纸张宽度无效 （1， 1）时视为 A4 宽度。

DCS 记录纸张宽度无效 （1， 1）时变成 FIF 错误。

• DIS 记录纸长度无效 （1， 1）时视为无限制。

DCS 记录纸长度无效 （1， 1）时视为无限制。

使机器中 DCS 记录纸长度与远程站的长度相同，并发送。

• 当 DIS 传输速度为一个未定义的值时，视为 2400 bps。
当 DCS 传输速度为一个未定义的值时，变成 FIF 错误。

• 当 DCS 的 MSLT 为一个未定义的值时，视为 40 ms 指令。

• 当 DIS 英尺和 mm 单位均设为 OFF （关）时，视为使用 mm 作为单位。

当 DCS 分辨率以 3.85 l/mm 收到英寸指令时，视为 200x100 pels/inch。
当在 DCS 分辨率中不止位 41、 42 和 43 其中一个设为 ON （开）时，变成 FIF 错误。

• 当 DCS 在无 ECM 的情况下收到 MMR 指令时，变成 FIF 错误。

• 当 DCS 在无 ECM 的情况下收到传输 （BFT）指令时，变成 FIF 错误。

• 当 DCS 显示超出本机能力的指令时，变成 FIF 错误。

• 如果最后一个八位字节为 0，则不会发送 DIS/DTC 的 FIF。
DCS 会发送长度和机器一样的 FIF。

• 当收到未定义的信息时，考虑到未来扩展，会接收这些信号，但是会被忽略。（不是错误）

(1) FIF 数据配置列表 （DIS/DTC）

(a) 八位字节 4

(b) 八位字节 5

•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 *1：传输速度能力 （位 11、 12、 13 和 14）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1 T.37·Internet 传真 （简单模式） 0

2 保留 0

3 T.38· 实时 Internet 传真 0

4 第三代移动通信网 0

5 保留 0

6 V.8 能力 0

7 ECM 框架 1：64 八位字节

0：256 八位字节

0

8 保留 0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9 准备轮询发送 1：存在轮询发送文件

0：无轮询发送文件

@

10 接收能力 1：可以接收。

0：不能接收。

@

11 传输速度功能 请参见 *1。 1

12 1

13 0

14 1

15 R8×7.7 l/mm 和 / 或 200×200 pels/25.4 mm 1

16 二维编码功能 1：MR
0：MH

1

11 12 13 14 内容 传输速度

0 0 0 0 V27 ter 回退模式 24

0 1 0 0 V27 ter 48, 24

1 0 0 0 V29 96, 72

1 1 0 0 V27 ter 和 V29 96, 72, 48, 24

1 1 0 1 V27 ter 和 V29 和 V17 144, 120, 96, 72, 4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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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八位字节 6

• *2： 短扫描行时间能力 （位 21、 22 和 23） 

(d) 八位字节 7

(e) 八位字节 8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17 记录纸张宽度能力 位 17、 18
0,0=A4
0,1=A3
1,0=B4
1,1= 无效

0

18 1

19 记录纸长度能力 位 19、 20
0,0=A4
0,1= 无限制
1,0=B4
1,1= 无效

0

20 1

21 短扫描行时间能力 请参见 *2。 1

22 0

23 0

24 扩展字段 1

21 22 23 内容

0 0 0 3.85 l/mm --- 20 ms 7.7 l/mm --- 20 ms

0 0 1 3.85 l/mm --- 40 ms 7.7 l/mm --- 40 ms

0 1 0 3.85 l/mm --- 10 ms 7.7 l/mm --- 10 ms

0 1 1 3.85 l/mm --- 10 ms 7.7 l/mm --- 5 ms

1 0 0 3.85 l/mm --- 5 ms 7.7 l/mm --- 5 ms

1 0 1 3.85 l/mm --- 40 ms 7.7 l/mm --- 20 ms

1 1 0 3.85 l/mm --- 20 ms 7.7 l/mm --- 10 ms

1 1 1 3.85 l/mm --- 0 ms 7.7 l/mm --- 0 ms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25 保留 0

26 非压缩模式 0

27 错误修正模式 （EMC）功能 1：带 ECM
0：无 ECM

1

28 0：固定的 0

29 保留 0

30 保留 0

31 T.6 编码 （MMR）功能 1：带 MMR
0：无 MMR

1

32 扩展字段 1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33 字段无效 0

34 多选择性轮询 1：功能

0：无功能

0

35 查询子地址 0

36 T.43 编码功能 0

37 平面交错 0

38 32K ADPCM 语音编码 0

39 保留 0

40 扩展字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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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八位字节 9

(g) 八位字节 10

(h) 八位字节 11

(i) 八位字节 12

(j) 八位字节 13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41 R8×15.4 l/mm 1

42 300×300 pels/25.4 mm 0

43 R16×15.4 l/mm and/or 400×400 pels/25.4 mm 1

44 英寸功能 1

45 mm 功能 1

46 高分辨率的 短扫描行时间能力 0：T15.4=T7.7
1：T15.4=1/2T7.7

0

47 选择性轮询 1

48 扩展字段 1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49 子地址功能 1

50 密码 1

51 准备数据文件传输 （查询） 0

52 保留 0

53 BTF 传输能力 0

54 DTM 传输能力 0

55 EDI 传输能力 0

56 扩展字段 0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57 BTM 传输能力 0

58 保留 0

59 做好发送准备 （轮询）的字符或混合模式文件 0

60 字符模式能力 0

61 保留 0

62 混合模式能力 0

63 保留 0

64 扩展字段 0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65 可处理的模式 （T.505） 0

66 数字网络能力 0

67 全双工通信能力 1：全双工

0：半双工

0

68 JPEG 编码功能 0

69 全彩模式 0

70 0：固定式 0

71 12 位 / 像素组分 0

72 扩展字段 1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73 无欠采样 （1:1:1） 0

74 自定义光源 0

75 自定义色域范围 0

76 北美 Letter (215.9× 279.4) 功能 0

77 北美 Letter (215.9×355.6） 功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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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k) 八位字节 14

(l) 八位字节 15

(m) 八位字节 16

(n) 八位字节 17

78 单级数顺序编码 （T.85）基本能力 1

79 单级数顺序编码 （T.85）可选 LO 能力 @

80 扩展字段 0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81 HKM 键管理功能 0

82 RSA 键管理功能 0

83 替代功能 0

84 HFX40 密码功能 0

85 可选密码编号 2 功能 0

86 可选密码编号 3 功能 0

87 HFX40-I 散列功能 0

88 扩展字段 1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89 可选散列系统编号 2 功能 0

90 可选散列系统编号 3 功能 0

91 保留 0

92 T.44 （混合光栅量） 0

93 T.44 （混合光栅量） 0

94 T.44 （混合光栅量） 0

95 T.44 （混合光栅量）的页长 大条纹尺寸 0

96 扩展字段 1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97 彩色 / 灰阶 300 像素 /25.4 mm x 300 行 /25.4 mm 或 400 像
素 /25.4 mm x 400 行 /25.4 mm 分辨率

0

98 彩色 / 灰阶的 100 像素 /25.4 mm x 100 行 /25.4 mm 0

99 单相位 C BFT 协商功能 0

100 扩展 BFT 协商功能 0

101 Internet 选择性轮询地址 （ISP） 0

102 Internet 路由地址 （IRA） 0

103 保留 0

104 扩展字段 1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105 600 pels/25.4 mm x 600 行 /25.4 mm 1

106 1200 pels/25.4 mm x 1200 行 /25.4 mm 0

107 300 pels/25.4 mm x 600 行 /25.4 mm 0

108 400 pels/25.4 mm x 800 行 /25.4 mm 0

109 600 pels/25.4 mm x 1200 行 /25.4 mm 0

110 彩色 / 灰阶 600 像素 /25.4 mm x 600/25.4 mm 分辨率 0

111 彩色 / 灰阶 1200 像素 /25.4 mm x 1200/25.4 mm 分辨率 0

112 扩展字段 0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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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八位字节 18

(p) 八位字节 19

• *3：T.89 （ITU-T T.88 的应用框架） 

(2) FIF 数据配置列表 (DCS)

(a) 八位字节 4

(b) 八位字节 5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113 双面打印功能 （交替模式） 0

114 双面打印功能 （连续模式） 0

115 黑白混合光栅量框架 （MRCbw） 0

116 T.45 （行程长度色彩编码） 0

117 共享日期记忆功能 位 117、 118
0,0= 禁用

0,1= 1 级 =1.0 兆字节

1,0= 2 级 =2.0 兆字节

1,1= 3 级 = 无限制

（即 32 兆字节或以上）

0

118 0

119 保留 0

120 扩展字段 0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121 T.38 通信的流量控制功能 0

122 K > 4 0

123 Internet 定位 T.38 模式传真设备 0

124 T.89 （ITU-T T.88 的应用框架） 请参见 *3。 0

125 0

126 0

127 sYCC-JPEG 编码 0

124 125 126 内容

0 0 0 不使用

0 0 1 配置文件 1

0 1 0 配置文件 2

0 1 1 配置文件 3

1 0 0 配置文件 2 和 3

1 0 1 保留

1 1 0 保留

1 1 1 保留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1 T.37·Internet 传真 （简单模式） 0

2 保留 0

3 T.38· 实时 Internet 传真 0

4 第三代移动通信网 0

5 保留 0

6 无效 0

7 无效 0

8 保留 0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9 0：固定的 0

10 接收命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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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 *1：传输速度约定 （位 11、 12、 13 和 14） 

(c) 八位字节 6

•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 *2： 短扫描行时间指令 （位 21、 22 和 23） 

(d) 八位字节 7

11 传输速度指令 请参见 *1。 @

12 @

13 @

14 @

15 R8×7.7 l/mm 或 200×200 pels/25.4 mm 1：7.7 l/mm
0：3.85 l/mm

@

16 二维编码指令 1：MR
0：MH

@

11 12 13 14 内容

0 0 0 0 24/V27 ter

0 1 0 0 48/V27 ter

1 0 0 0 96/V29

1 1 0 0 72/V29

0 0 0 1 144/V17

0 1 0 1 120/V17

1 0 0 1 96/V17

1 1 0 1 72/V17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17 记录纸张宽度指令 位 17、 18
0,0=A4
0,1=A3
1,0=B4
1,1= 无效

@

18 @

19 记录纸长度指令 位 19、 20
0,0=A4
0,1= 无限制
1,0=B4
1,1= 无效

@

20 @

21 短扫描行时间指令 请参见 *2。 @

22 @

23 @

24 扩展字段 @

21 22 23 内容

0 0 0 20 ms

0 0 1 40 ms

0 1 0 10 ms

1 0 0 5 ms

1 1 1 0 ms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25 保留 0

26 非压缩模式 0

27 错误修正模式 （EMC）指令 1：带 ECM
0：无 ECM

@

28 帧尺寸 1：64 八位字节

0：256 八位字节

@

29 保留 0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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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e) 八位字节 8

•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f) 八位字节 9

•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g) 八位字节 10

•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h) 八位字节 11

30 保留 0

31 T.6 编码 (MMR) 指令 1：带 MMR
0：无 MMR

@

32 扩展字段 @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33 字段无效功能 0

34 0：固定的 0

35 0：固定的 0

36 T.43 编码 0

37 平面交错 0

38 32K ADPCM 语音编码 0

39 保留 0

40 扩展字段 @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41 R8×15.4 l/mm @

42 300×300 pels/25.4 mm @

43 R16×15.4 l/mm or 400×400 pels/25.4 mm @

44 inch/mm 指令 1：毫米设置

0：英寸设置

@

45 任意的 0

46 任意的 0

47 0：固定的 0

48 扩展字段 @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49 子地址传输 @

50 密码 (SID) 传输 @

51 0：固定的 0

52 保留 0

53 BTF 转移 @

54 DTM 转移 0

55 EDI 转移 0

56 扩展字段 @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57 BTM 转移 0

58 保留 0

59 0：固定的 0

60 字符模式 0

61 保留 0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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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i) 八位字节 12

•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j) 八位字节 13

•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k) 八位字节 14

•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l) 八位字节 15

62 混合模式 0

63 保留 0

64 扩展字段 @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65 可处理的模式 （T.505） 0

66 数字网络能力 0

67 全双工通信指令 1：全双工

0：半双工

0

68 JPEG 编码 0

69 全彩模式 0

70 默认哈弗曼码表的使用 0

71 12 位 / 像素组分 0

72 扩展字段 @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73 无欠采样 （1:1:1） 0

74 自定义光源 0

75 自定义色域范围 0

76 北美 Letter (215.9× 279.4) 0

77 北美 Legal (215.9× 355.6) 0

78 单级数顺序编码 （T.85）基本 @

79 单级数顺序编码 （T.85）可选 LO @

80 扩展字段 @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81 已选 HKM 键管理 0

82 已选 RSA 键管理 0

83 已选替代模式 0

84 已选 HFX40 密码 0

85 可选密码号 2 0

86 可选密码号 3 0

87 已选 HFX40-I 散列 0

88 扩展字段 @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89 已选可选散列系统号 2 0

90 已选可选散列系统号 3 0

91 保留 0

92 T.44 （混合光栅量） 0

93 T.44 （混合光栅量） 0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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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m) 八位字节 16

•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n) 八位字节 17

• @：根据设备的状态更改为 0 或 1。 

(o) 八位字节 18

(p) 八位字节 19

94 T.44 （混合光栅量） 0

95 T.44 （混合光栅量）的页长 大条纹尺寸 0

96 扩展字段 @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97 彩色 / 灰阶 300 像素 /25.4 mm x 300 行 /25.4 mm 或 400 像
素 /25.4 mm x 400 行 /25.4 mm 分辨率

0

98 彩色 / 灰阶的 100 像素 /25.4 mm x 100 行 /25.4 mm 0

99 单相位 C BFT 协商功能 0

100 0：固定式 0

101 0：固定式 0

102 Internet 路由地址 （IRA）传输 0

103 保留 0

104 扩展字段 @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105 600 pels/25.4 mm x 600 行 /25.4 mm @

106 1200 pels/25.4 mm x 1200 行 /25.4 mm 0

107 300 pels/25.4 mm x 600 行 /25.4 mm 0

108 400 pels/25.4 mm x 800 行 /25.4 mm 0

109 600 pels/25.4 mm x 1200 行 /25.4 mm 0

110 彩色 / 灰阶 600 像素 /25.4 mm x 600/25.4 mm 分辨率 0

111 彩色 / 灰阶 1200 像素 /25.4 mm x 1200/25.4 mm 分辨率 0

112 扩展字段 0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113 已选双面打印功能 （交替模式） 0

114 已选双面打印功能 （连续模式） 0

115 0：固定式 0

116 T.45 （行程长度色彩编码） 0

117 要求共享日期记忆 位 117、 118
0,0= 不使用

0,1= 1 级 =1.0 兆字节

1,0= 2 级 =2.0 兆字节

1,1= 3 级 = 无限制

（即 32 兆字节或以上）

0

118 0

119 保留 0

120 扩展字段 0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121 T.38 通信的流量控制功能 0

122 K > 4 0

123 T.38 模式下工作的 Internet 定位传真设备 0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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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T.89 （ITU-T T.88 的应用框架） 

16.1.2 调制解调器回退序列
• TCF 和 CTC 的回退序列如下：

(1) V17、 V29 和 V27 ter

• 在发送侧：如果收到 PPR 四次，调制解调器设定在回退状态。

• 在接收侧：发送 PPR 时，当错误帧的数量超出 FP 值，调制解调器设定在回退状态。

(2) V34 回退
• 线路质量总是因调制解调器而陷入困境。 佳速度会实时自动选择。

16.1.3 V8/V34 序列

(1) V34

(a) 概述
• 33.6kbps 数据发送方法和协议，包括 V8 协议。对于每个全双工和半双工，数据发送前的启动握手分为四个阶段，阶段 1 ～ 4，且会调节每个阶

段使用的信号。

(b) 特点
• 会调节全双工 （波消除器方法） / 半双工方法 （分别对于数据 / 传真）

• 2400、 3000 和 3200 个符号 / 秒 （强制）以及 2743、 2800 和 3429 个符号 / 秒 （可选），按每个符号速率执行 QAM 同步发送

• 33600、 31200、 28800、 26400、 24000、 21600、 19200、 16800、 14400、 12000、 9600、 7200、 4800 和 2400 bps 信号速率时的通信

• 四维符号网格编码

• 可用作异步第二通道的 200 bps 子通道 （可选）

• 协商，使其在发送开始前测量某一行的特征，并基于测量结果 （载波 / 频率 / 均衡器 / 符号速率 / 电平等），通过微调传输参数实现 大通信速

度。

• 层级结构内超帧的数据传输

(2) 发送两页时的信号处理流程示例

(a) 通信开始到第 1 页开始传输

124 T.89 （ITU-T T.88 的应用框架） 请参见 *3。 0

125 0

126 0

127 sYCC-JPEG 编码 0

124 125 126 内容

0 0 0 不使用

0 0 1 配置文件 1

0 1 0 配置文件 2

0 1 1 配置文件 3

1 0 0 无效

1 0 1 保留

1 1 0 保留

1 1 1 保留

远程站的能力 TCF 回退序列

V27 ter/V29 96/V.29 ->72/V.29 ->48/V.27 ter ->24/V27 ter

V27 ter/V29/V33 V17 144/V.17 ->120/V.17 ->96/V.17 ->72/V.17 ->48/V.27 ter ->24/V27 ter

位 功能 内容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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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页间信号处理

(c) 第 2 页传输终止到通信终止

(3) 详细步骤

(a) 第 1 阶段 （V8） ... 主叫调制解调器与被叫调制解调器之间开始建立连接

• *1：其中一个无信号 /C1/CNG (T.30)/CT (V.25) 

• *2：V.34 调制模式位的全双工能力为 ON （开）。 

• *3：发送反相的 ANSam。反相是仅支持半双工时的一个选项。当检测不到主叫侧的 CM 或有效信号时，在 75 ± 5 毫秒间隔时间后，此步骤移到 

T.30 等。 

CNG CM CJ
IN

F
O

0c
B B L1 L2 B S S PP TRN PPh ALT MPh MPh E 标记 TSI DCS 标记 "1"

（备注）
S S PP B1 图像数据

ANSam JM

IN
F

O
0a

A A A
IN

F
O

h
PPh ALT MPh MPh E NSF CSI DIS 标记 CFR

标
记

第 3 阶段
均衡器的训练

主通道再同步步骤
（主通道的创建）

75    5 毫秒 70    5 毫秒 70    5 毫秒
主叫终端

应答终端

75    5 毫秒

网络互动 线路探测
主通道均
衡器训练 调制解调器参数交换 T.30 传真交换 主通道再同步

备注 - 持续1秒的字符串之后紧跟的是在12.6.3/V34中定义的扰频 4T。

70    5 毫秒

第 2 阶段
调制确定测量线路特性模式，然后测量

V 8 通信能力和方
向的更改与确定

控制通道启动（创建）步
骤（主通道速度确定等）

Sh ALT E

P
P

S
-M

P
S

标记 "1" S S PP B1 图像数据

MCF 标记

来源终端

图像数据 Sh

标记Sh ALT ESh

接收终端接收终端

控制通道再同步步骤 主通道再同步步骤

Sh ALT E

P
P

S
-E

O
P

标记 "1"DCN

MCF 标记

控制通道再同步步骤

来源终端

图像数据 Sh

标记Sh ALT ESh

接收终端

线路断开

线路断开

备注 - 发送 DCN 未发送持续 1 秒之后，有些终端可能立即断开线路。

主叫 

被叫

CI、CI、CI(*1) CM、CM、CM(*2) 至第 2 阶段

ANSam (*3) JM、JM、JM 至第 2 阶段

1 秒

检测到 ANSam / ANS 时
（CI 必须发送三次以上）

0.5 秒或以上
（波消除器关闭。）

Te

检测到 JM 两次以上

检测到 CM 两次以上

0.2 秒或以上

检测到 CJ 或 B 时

75    5 毫秒

75    5 毫秒

5   1 秒或以下

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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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定义

信号格式
1. 前导码：发送 CI、 CM 和 JM 信号时添加在每个信号前的信号。

• 格式：1111111111 +0000000001 (CI)

• 格式：1111111111 +0000001111 (CM 和 JM)

2. 每个信号 CI、 CM 和 JM 中的共用格式

• 起始位 （=0）放在每个八位字节的前面，停止位 （=1）放在后面。

信号类型 含义 信号方向
主叫 被叫

信号速度 传输时间

CI （呼叫指示器） 主叫侧功能显示 -> V.21 (L) (300 
bps)

• 起始：线路连接建立后 0.4 秒后 （采用以下格式）

• 停止：检测到 ANSam/ANS 后经过 3 周期或以上

[Comments] （注释）

• CI 是一个携带呼叫功能的信号。

• 主叫侧发送 CI、 CT （呼叫音 - V25）或 CNG。

• CI 传输和检测可选。

• ON 短时间 （= 3 周期）为采用以下格式的三个 CI 信号的持续时间。

ANSam （改进的应

答音）

被叫侧的 V.8 程序

支持显示

<- - 接收后经过 0.2 秒或以上

[Comments] （注释）

• 支持 V8 程序的被叫机器必备。

• 2100 Hz 正弦波反相 400 +/-25 毫秒周期，然后按 15 +/-0.1 Hz 正弦波调幅

• 调制系数的平均值 (x) 0.8 +/- 0.01 < x < 1.2 +/- 0.01

• 平均传输功率符合 V2 要求

• 2100 +/- 200 Hz 外部功率比平均功率小 24 dB 或以上。

CM （呼叫菜单） 主叫侧的调制模式等 ->
(300 bps)

V.21 (L) • 起始 : CI 传输停止后经过 Te （0.5 秒 ≤ Te ≤ 1 秒）

• 停止 : 检测到两个或两个以上 JM 时

[Comments] （注释）

• CM 是一个携载呼叫功能、调制模式、协议和 GSTN 访问的信号。

• 第一个信息类别为呼叫功能。

• 当主叫侧有能力和需要通知远程站时添加协议和 GSTN 访问类别。

CJ CM 终止 ->
(300 bps)

V.21 (L) 完成 CM 后

[Comments] （注释）

• 往所有位 0 的 1 个八位字节添加起始位 （0）和停止位 （1）。

• 信号格式  

JM （联合菜单） 显示呼叫和被叫侧的
共用能力

<-
(300 bps)

V.21 (H) • 起始 : 收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 CM 时

• 停止 : 收到 CJ，或从主叫侧收到与所选调制模式相匹配的信号

时

[Comments] （注释）

• JM 是一个 CM 的响应信号，其格式与接收到的 CM 相同。

• 和 CM 相同，第一个信息类别为呼叫功能。

• 调制模式设定主叫侧和被叫侧的共用位，并按与接收到的 CM 相同的八位字节发送。

• 无共用能力时，所有位均设为 0，并按与接收到的 CM 相同的八位字节发送。

• 低项目编号选自共用位，以确定实际的调制模式。

• 当协议包括在接收到的 CM 内且需要介绍时，要新增协议。

• 当 GSTN 访问包括在接收到的 CM 内且需要介绍时，要新增 GSTN 访问。

• 需要显示能力时，位 6 设为 ON （开）。位 5 的设置与接收到的 CM 相同。

ON（开） OFF（关） 开：3期< T < 2秒
OFF（关）：0.4秒 < T < 2秒

0 0 0 0 0 0 0 0 0 1

Start bit b0 Stop bitb1 b2 b3 b4 b5 b6 b7

前八位字节

扩展八位字节

(1) (2)

(3)

0 4 位 3 位0 1

0 3 位 2 位0 101

起始位 b0 停止位b1 b2 b3 b4 b5 b6 b7

起始位 b0 停止位b1 b2 b3 b4 b5 b6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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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类别标签 （表示信息类型的标签） 

• (2)：可选位 （随类别标签的变化而变化。请参见 “ 共用信号位定义 ”。） 

• (3)：附加可选位 （随类别标签的变化而变化。请参见 “ 共用信号位定义 ”。）

(4) 共用信号位定义

(a) 呼叫功能 （1 个八位字节）

前八位字节

• （上述除外 = 保留） 

(b) 调试模式 （3 个八位字节）

第 1 个八位字节

第 2 个八位字节

第 3 个八位字节

位分配 含义 （信息类型） 包括的信号

b0 b1 b2 b3

1 0 0 0 ... 呼叫功能 CM、 JM/CI 的前面

1 0 1 0 ... 调试模式 CM/JM

0 1 0 1 ... 协议 CM/JM

1 0 1 1 ... GSTN 访问 CM/JM

0 1 1 0 ... PCM 调制解调器能力 CM/JM

b0 b1 b2 b3 b4 b5 b6 b7 含义

1 0 0 0 0 （呼叫功能类别标签）

0 0 0 由 ITU-T 定义

1 0 0 PSTN 多媒体终端

0 1 0 V18 文本电话

1 1 0 可视图文

0 0 1 主叫终端的传真发送

1 0 1 主叫终端的传真接收

0 1 1 数据发送 / 接收

1 1 1 扩展八位字节 = 带有下一个八位字节表示的呼叫功能

b0 b1 b2 b3 b4 b5 b6 b7 含义 项目编号

1 0 1 0 0 （调制模式类别标签， b4 = 0 为第一个八位字节）

0/1 PCM 调制解调器能力启用 / 禁用

0/1 V34 全双工能力启用 / 禁用 1

0/1 V34 半双工能力启用 / 禁用 2

b0 b1 b2 b3 b4 b5 b6 b7 含义 项目编号

0 1 0 （b3, 4 和 5=0, 1, 0 指扩展八位位组）

0/1 V32 bis / V32 功能禁用 / 启用 3

0/1 V22 bis / V22 功能禁用 / 启用 4

0/1 V17 功能禁用 / 启用 5

0/1 V29 半双工功能禁用 / 启用 （T.30 中使用） 6

0/1 V27 ter 功能禁用 / 启用 7

b0 b1 b2 b3 b4 b5 b6 b7 含义 项目编号

0 1 0 （b3, 4 和 5=0, 1, 0 指扩展八位位组）

0/1 V26 ter 功能禁用 / 启用 8

0/1 V26 bis 功能禁用 / 启用 9

0/1 V23 全双工功能禁用 / 启用 10

0/1 V23 半双工功能禁用 / 启用 11

0/1 V21 功能禁用 / 启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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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协议 （1 个八位字节）

• （上述除外 = 保留） 

(d) GSTN 访问（1 个八位字节）

(e) PCM 调制解调器能力 （1 个八位字节）

(5) 第 2 阶段 （探测） ...V.34 基本设置
• 交换调制能力

• 测量线路特性 （双向）

• 线路特性补偿值的测定和交换 （ 大数据速率、发送电平、预加强 （*）的补偿值）

• *：补偿幅度失真的线性均衡器 

• *1：INFO 0c Bit 28 OFF 

• *2：INFO 0a Bit 28 OFF 

(a) <INFO 0x 位分配 >

b0 b1 b2 b3 b4 b5 b6 b7 含义

0 1 0 1 0 （协议类别标签）

1 0 0 V42 LAPM 协议

1 1 1 扩展八位字节表示的协议

b0 b1 b2 b3 b4 b5 b6 b7 含义

1 0 1 1 0 （GSTN 访问类别标签）

0/1 主叫侧蜂窝连接

0/1 被叫侧蜂窝连接

0/1 0：模拟网络连接

1：数字网络联接

b0 b1 b2 b3 b4 b5 b6 b7 含义

1 1 1 0 0 （PCM 调制解调器类别标签）

0/1 V.90 模拟调制解调器能力

0/1 V.90 数字调制解调器能力

0/1 V.91 能力

A • 被叫侧输出的 2400 Hz 音频信号 （电平为设定值 -1 dB）。

• 被叫侧同时输出 1800 Hz 保护音 （电平为设定值 -7 dB）。

• 被叫侧输出的 2400 Hz 音频信号 （A 的反相）。

• 1800 Hz 保护音。

B 被叫侧输出的 1200 Hz 音频信号。

主叫侧输出的 1200 Hz 音频信号 （B 的反相）。

INFO 0x 表示自动调制选项信号的二进制信号 （x=a/c：a：被叫侧， c：主叫侧）

L1、 L2 调整线路特性的信号（以 150 Hz 的间隔（从 150 到 3750 
Hz）执行音频合成）（900、 1200、 1800 和 2400 Hz）除

外）

• L1：160 毫秒，电平 = 设定值 + 6 dB

• L2： 大 550 毫秒 + TRDEx，电平 = 设定值

INFO h 表示第 3 阶段所用参数的二进制信号 （主通道均衡器的训练）。此信号从接收主通道数据的调制解调器发送到发送调制解调器。

位 （LSB-MSB） 值 含义

0-3 1111 填充位

4-11 01110010 帧同步的位串

12 0/1 支持 2743 个符号 / 秒 • 0：否

• 1：是

主叫 

被叫

*1

INFO0c B B L1 L2 B

160 ms10 ms 550 毫秒+RTDEc 或以下

INFO0a A A INFOhA
*2

10 ms50 毫秒或以上

670 毫秒或以下

25 ms
至第 3 阶段

40  10 毫秒

70   5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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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FO h 位分配 >

(6) 第 3 阶段 ... 主通道均衡器的训练
• 波段划分全双工方法

• 通过使用由交换 INF Oh 而确定的参数值执行相位 3 信号 （S、 PP、 TRN）的发送和接收。（符号速率、载波频率、预加强滤波器和发送电平）

13 0/1 支持 2800 个符号 / 秒 • 0：否

• 1：是

14 0/1 支持 3429 个符号 / 秒 • 0：否

• 1：是

15 0/1 可以 3000 个符号 / 秒的速率低载波频率发

送

• 0：否

• 1：是

16 0/1 可以 3000 个符号 / 秒的速率高载波频率发

送

• 0：否

• 1：是

17 0/1 可以 3200 个符号 / 秒的速率低载波频率发

送

• 0：否

• 1：是

18 0/1 可以 3200 个符号 / 秒的速率高载波频率发

送

• 0：否

• 1：是

19 0/1 3429 个符号 / 秒发送 • 0：禁用

• 1：确定

20 0/1 可将发送电平降到低于预设值的水平 • 0：否

• 1：是

21-23 0 至 5 发送与接收之间的符号速率的 大公差 • 0：2400 秒

• 1：2743 秒

• 2：2800 秒

• 3：3000 秒

• 4：3200 秒

• 5：3429 秒

24 0/1 1=INFO 0 发送自 CME 调制解调器

25 0/1 1664 信号点 （33.6 K）能力 • 0：否

• 1：是

26-27 0 至 3 时钟源发送 • 0：内部

• 1：外部

• 2：同步到接收时钟

• 3：保留

28 0/1 1= 错误恢复期间接收到正确的 INFO 0 帧

29-44 CRC

45-48 1111 填充位

位 （LSB-MSB） 值 含义

0-3 1111 填充位

4-11 01110010 帧同步的位串 （发送自左侧）

12-14 0 至 7 • 接收调制解调器要求的输出降低宽度

• 当 * 发送侧的调制解调器在 INFO 0 时无法降低输出 * 时，此值设为 “0”。

15-21 0 至 127 发送侧调制解调器在第 3 阶段 （x 35 毫秒）发送的 TRN 的长度

22 0/1 高载波用于数据模式发送。

23-26 0 至 10 数据发送用预加强文件索引号

27-29 0 至 5 数据发送的符号速率 0：2400 ...5：3429 ( 秒 )

30 0/1 选择用于 TRN 的参数。 • 0：4 点

• 1：16 点

31-46 CRC

47-50 1111 填充位

位 （LSB-MSB） 值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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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信号 （相位 3）的速度由 INFOh 确定。（以下信号用在半双工步骤的主通道中。）

(a) 控制通道信号
• 以下信号用于建立控制通道或再同步和再训练。（限于半双工步骤）

(b) MPh （类型 0）位分配

S 交替发送 0 点与逆时针旋转 0 点 90 度的点的信号

交替发送逆时针旋转 0 点 180 度的点与逆时针旋转 0 点 270 度的点的信号

PP 发送自远程站，用于调整均衡器的特殊信号

TRN 训练信号。（在 INFOh 中确定符号速率和持续时间。）

调谐方式 1200 / 2400 bps QAM 调制 （600 ± 0.01 个符号 / 秒）。但

是训练和同步信号为 1200 bps。
• 主叫调制解调器：载波 （=1200 Hz ± 0.01% （电平 = 设定值））

• 被叫调制解调器：载波 （=2400 Hz ± 0.01% （电平 = 设定值 -1 dB））

+ 保护音 （=1800 Hz ± 0.01% （电平 = 设定值 -7 dB））

Sh 交替发送 0 点与逆时针旋转 0 点 90 度的点的信号 （同 S）

交替发送逆时针旋转 0 点 180 度的点与逆时针旋转 0 点 270 度的点的信号 （同 S）

AC 交替发送 0 点与旋转 0 点 180 度的点的信号

PPh 发送自远程站，用于调整均衡器的特殊信号 （执行控制通道初始化和再同步时使用）

ALT 对 0 和 1 信号交替进行扰频处理的信号 （1200 bps）

MPh 使用主通道实际发送和接收数据时交换调制方法的参数所
用的二进制信号 （1200 bps）

• 必须同时接收类型 0 和类型 1 （类型 0 + 预录系数）。

• 当接收类型 0 时，预录系数视为 0，且从不起作用。

E “1”， 20 位的二进制，表示控制通道的用户数据开始发送

位 （LSB-MSB） 值 含义

0-16 全部位 1 帧同步的位串

17 0 起始位

18 0 MP 信号类型

19 0 保留

20-23 1 至 14 从主叫调制解调器到被叫调制解调器的 大传输速率 （x 2400） *1

24-26 0,0,0 保留

27 0/1 对端发送器选择的控制通道数据传输速率 • 0：1200 bps

• 1：2400 bps

28 0 保留

29-30 网格编码设备选择 *2 • 00：16 态

• 10：32 态

• 01：64 态

• 11：保留

31 0/1 远程站的终端发送器的非线性编码器参数
选择 *2

• 0：φ=0

• 1：φ=0.3125

32 0/1 确定每个符号速率内的数据速率时的参数
（成形）选择 *2

• 0： 小

• 1：扩展

33 0 保留

34 0 起始位

35-49 通信速度掩码 （位 35 = 2400 bps ... 位 
46=28.8 kbps、位 47=31.2 kbps、位 48=33.6 
kbps 和位 49= 保留）

• 0：两个调制解调器的能力均被禁用

• 1：启用

50 0/1 控制通道不均衡数据速率的使用 • 0：否

• 1：是

51 0 起始位

52-67 0 保留

主叫 

被叫

16T 或以上

70 ± 5 毫秒

控制通道数据PPh EALT MPh MPhS PP TRNS

32T

128T 16T 288T

Phase3 控制通道启动步骤 

*：符号间隔

120T 或以下

控制通道数据PPh EALT MPh MPh

16T 和 120T 之间32T 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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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端调制解调器支持 多 1664 点时使用 13 和 14。 

• *2：发送调制解调器上设为 0。 

(c) MPh （类型 1）位分配

• *1：对端调制解调器支持 多 1664 点时使用 13 和 14。 

• *2：发送调制解调器上设为 0。 

(7) 再同步步骤 / 启动步骤
• 在半双工步骤中切换控制通道和主通道要求的步骤

• 涉及到另一个调制参数交换的步骤称为启动步骤。（用于更改通信速度）

68 0 起始位

69-84 CRC

85-87 0,0,0 填充位

位 （LSB-MSB） 值 含义

0-16 全部位 1 帧同步的位串

17 0 起始位

18 1 MP 信号类型

19 0 保留

20-23 1 至 14 从主叫调制解调器到被叫调制解调器的 大传输速率 （x 2400） *1

24-26 0,0,0 保留

27 0/1 对端发送器选择的控制通道数据传输速率 • 0：1200 bps

• 1：2400 bps

28 0 保留

29-30 网格编码设备选择 *2 • 00：16 态

• 10：32 态

• 01：64 态

• 11：保留

31 0/1 远程站的终端发送器的非线性编码器参数
选择 *2

• 0：φ=0

• 1：φ=0.3125

32 0/1 确定每个符号速率内的数据速率时的参数
（成形）选择 *2

• 0： 小

• 1：扩展

33 0 保留

34 0 起始位

35-49 通信速度掩码 （位 35 = 2400 bps ... 位 
46=28.8 kbps、位 47=31.2 kbps、位 48=33.6 
kbps 和位 49= 保留）

• 0：两个调制解调器的能力均被禁用

• 1：启用

50 0/1 控制通道不均衡数据速率的使用 • 0：否

• 1：是

51 0 起始位

52-67 预录系数 h （1）实际

68 0 起始位

69-84 预录系数 h （1）虚设

85 0 起始位

86-101 预录系数 h （2）实际

102 0 起始位

103-118 预录系数 h （2）虚设

119 0 起始位

120-135 预录系数 h （3）实际

136 0 起始位

137-152 预录系数 h （3）虚设

153 0 起始位

154-169 保留

170 0 起始位

171-186 CRC

187 0 填充位

位 （LSB-MSB） 值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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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启动步骤
• 控制通道启动步骤 （通过交换 MPh，进而更改通信速度。）

• 不使用 “ 控制通道再同步步骤 ”。

(b) 再同步步骤
• 控制通道再同步。

• 有关信号名称和更改方法，请参见控制通道相关的信号。

主通道再同步步骤和关闭
• 接收调制解调器通过使用 PP 信号再同步主通道。 B1 后，开始接收原始数据。

• 原始数据接收完毕后，发送调制解调器发送扰频 1 秒，时间持续 35 毫秒。

• 两个调制解调器转至控制通道再同步步骤或控制通道启动步骤。

(8) 其他

(a) 最低接收电平条件 （RLSD）（仅限半双工模式）
• 当信号变成 43 dBm 或以上时，接收回路打开。

• 当信号变成 48 dBm 或以下时，超出阈值后 20 毫秒～ 25 毫秒内，接收回路关闭。

(b) 数据帧结构
• V.34 中发送的所有数据 （第 4 阶段后）均以下列帧格式进行处理。

• J：一个超帧内的数据帧数量

• P：一个数据帧内的映射帧数量

S 交替发送 0 点与逆时针旋转 0 点 90 度的点的信号

交替发送逆时针旋转 0 点 180 度的点与逆时针旋转 0 点 270 度的点的信号

PP 调整均衡器专用

B1 在所选调制参数中一系列启动序列结束时发送的一帧长度的高速信号。

调制速度 J P

2400 波特 7 12

2743 波特 8 12

2800 波特 7 14

3000 波特 7 15

3200 波特 7 16

3429 波特 8 15

Sh ALT

8T 16T 

70 ± 5 ms

E

ALT E
24T 16T  120T 

120T 

Sh

Sh Sh

24T

8T

S PP

16T 35 ms

70 ± 5 ms

B1  1 S

128T

70 ± 5 ms

/

280 ms

0 1 ... J-1

0 1 ... P-1

J=0 31 2

K=0 1

40  3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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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功能

16.2.1 电话功能

(1) 电话 / 传真切换

(a) 概述
• 接收后自动切换电话和传真的功能。（取决于各个国家的规格）

(b) 操作
1. 线路占用后 2 秒 （或 4 秒，取决于地址参数）检测不到 CNG 时，此功能会发送语音响应信号 1，并继续检测 CNG。

2. 如果发送了语音响应 1，且 CNG 检测继续 4 秒，但是仍无法检测到，会向外置电话发送外部响铃。

3. 当给定时间内检测不到 CNG （默认值为 20 秒，可根据地址参数更改），此功能会停止外部响铃发送，并在发送语音响应信息 2 后变成传真接

收。

4. 此功能只会在外部响铃发送期间检测外部电话的摘机状态。

5. 当外部响铃发送期间检测到外部电话摘机，则线路会连接到外部电话。这之后，即便使用电话，您也可以手动切换至传真接收。

6. 上述外部响铃发送期间检测到 CNG 时，外部响铃发送会停止，然后开始传真接收。

(c) 相关 FP

16.2.2 F 码
• F 码是一个通过使用 SUB、 SEP 和 SID 信号实现保密传输 / 公告板轮询 / 中继传输的功能。

• 具体而言，可打开存储器上的 “ 邮件箱 ” 的机器称为 “ 支持 F 码的中心机 ”，可使用 F 码功能访问中心机的机器称为 “ 支持 F 码的机器 ”。中心

机可以有多个 “ 邮件箱 ”，分别用作机密邮件箱、公告板邮件箱和中继邮件箱。

• 功能概述如下。

• ○ = 要求交互 

• △ = 可选择 

• × = 不使用 

号码 FP 含义和目的 地址 值 默认 备注

1 电话 - 传真切换 电话 / 传真切换模式 0x0e0095
bit5

0：禁用

1：启用

0 带管理员设置

2 RBT 传输时间 回铃音信号传输时间 0x0e00fc 单位：1000 毫秒， HEX 0x14 (20 秒 ) • 维修人员设置和地址设置

• 带管理员设置

30 秒或以下：5 秒
30 秒或以上：30 秒

3 电话 - 传真切换参数 从语音响应到 RBT 传输的

时间 （CNG 检测等待时间 
2）

0x0e0095
bit7

0：4 秒
1：2 秒

0 维修人员设置和地址设置

4 电话 - 传真切换参数 从接收到语音响应传输的时
间 （CNG 检测等待时间 1）

0x0e0095
bit6

0：2 秒
1：4 秒

0

5 电话 - 传真切换参数 电话 / 传真切换开启响应细

节

0x0e0095
bit3

0：语音响应 + RBT 传输

1：仅 RBT 传输

0 带管理员设置

功能 概述 要使用的信号 用途 （含义） 要求的功能 说明

SUB SEP SID

保密传输 发送至中心机，它通过约定
机密邮件箱编号打开机密邮
件箱 （中心机可利用记忆接
收机密邮件箱的数据。）

○ × △ • SUB = 机密邮件箱的约定

• SID = 密码

注册 = 信息添加 各邮件箱编号 = 信号

的内容 （20 位数或

以下）

公告板轮询 通过在打开公告板的中心机
中约定邮件箱编号，对内容
进行轮询。

× ○ × SEP = 公告板邮件箱的约定 • 注册 = 信息覆盖

• 在轮询不会删除的模式

下。

中继传输 中继机打开注册了广播传输
远程站的中继邮件箱 （编
号）后，请求中继此中继
机。

○ × ○ • SUB = 中继邮件箱 （编

号）的约定

• SID = 密码

CNG 

 1  2

2 

4 

(1)

(2) (3)

AN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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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号格式

(a) 信号内容

(b) FIF （SUB/SEP/SID）通用
• 后一位左对齐。剩余部分用空格填充 （0x20）

例如） 12345

(c) DIS/DTC/DCS 位条件

(2) F 码轮询发送

1. 机密邮件箱注册于中心机。

• 机密邮件箱编号和名称的注册

• 通信密码的注册

• 邮件箱密码的注册

2. 发送侧的发送操作

• 机密邮件箱编号的规格

3. 中心机接收

• 自动输出机密通讯报告

4. 中心机打印

• 通过输入访问保护编号进行输出

(a) 邮件箱规格

项目 / 信号名称 SUB/SEP SID

字符 仅限 0 ～ 9 （不得使用 * 和 #。） • 0 ～ 9

• *

• #

内容 邮件箱编号 密码

位数 1 与 20 之间的任意值

位间间距 禁止

其他 无法指定超过 1 个邮件箱

位号 含义 DIS/DTC DCS

47 选择性查询功能 • DIS = 可 SEP 接收时打开

• DTC = 发送 SEP 时打开

0：固定的

49 子地址能力 / 功能 可 SUB 接收时打开 可 SUB 发送时打开

50 密码 / 发件人 ID • DIS = 可 SID 接收时打开

• DTC = 发送 SID 时打开

发送 SID 时打开

机密邮件箱编号 • 由一个 9 位数字表示。介于 1 与 999999999 之间的值。

• 邮件箱编号与已经打开的公告板编号相同时，不能打开。

通信密码 可使用。

机密邮件箱名称 可注册 多 20 个字符。

35 34 33 32

F A C FCF FIF FCS F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31

 Box

F 

F 

SUB/
(SID)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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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协议序列的示例

(3) F 码公告板轮询

1. 将公告板邮件箱注册于中心机

• 公告板编号和名称的注册

2. 将文件存储在公告板

3. 在符合要求的机器上执行轮询接收

• 公告板编号的约定

(a) 邮件箱规格

(b) 协议序列的示例

打印时清除 每页输出后清除。

邮件箱密码 使用介于 00000000 与 99999999 之间的 8 位数表示。

机密邮件箱中的文件数量 多 100 个文件，包括公告板。

公告板邮件箱编号 • 由一个 9 位数字表示。介于 1 与 999999999 之间的值。

• 邮件箱编号与已经打开的机密邮件箱相同时，不能打开。

公告板密码 否

公告板邮件箱名称 • 是

• 字符数与机密邮件箱相同

打印时清除 打印时不清除。

轮询时清除 轮询时不清除。

访问保护编号 否

注册于公告板邮件箱的文件数量 仅一个。如果已有文件，会被覆盖。

Call

(NSF)/(CSI)/DIS

SID/SUB/(TSI)/DCS

TCF

CFR

PIX

EOM

MCF

(NSF)/(CSI)/DIS

(TSI)/DCS

TCF

CFR

PIX

EOP

MCF

DCN

SSSSEEEEPPPP
F (1)

(2)

(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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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 码中继传输

备注

• 本机仅发送中继请求，并不作为中继站。
1. 中继邮件箱注册于中继站。

• 注册中继邮件箱编号、中继密码和中继群组号

2. 注册群组

• 将 终目的地注册于群组号

3. 在中继请求站执行发送操作

• 告知中继邮件箱编号和中继密码。

4. 发送至注册于群组的 终远程站

5. 可在中继站打印中继的文件 （取决于参数设置）

(a) 邮件箱规格

中继邮件箱 可注册 多 5 个。

中继邮件箱编号 邮件箱编号可用 1 至 999999999 之间的任何数

中继密码 任何 8 位数

中继邮件箱名称 可分配

访问保护编号 否

指定 终目的地 只能通过约定群组，然后注册于中继邮件箱。

传输后清除文件 始终清除

通过操作清除邮件箱的条件 仅当中继邮件箱中无接收信息的文件时可清除邮件箱。

Call

(NSF)/(CSI)/DIS

SEP/(CIG)/DTC

TCF

CFR

PIX

EOM

MCF

(NSF)/(CSI)/DIS

(TSI)/DCS

TCF

CFR

PIX

EOP

MCF

DCN

(TSI)/DCS

A
F 

SUB / SID

F 

B

C

D

E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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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协议序列示例

16.2.3 发送功能

(1) 原稿扫描模式
• 原稿扫描模式粗略地分为规则原稿扫描和不规则原稿扫描。

(a) 扫描模式默认设置
• 可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System] （系统） -> [Scan Setting] （扫描设置）中设置扫描模式。默认为不规则模式。

16.2.4 接收功能

(1) 接收的缩小 / 分页
• 缩小 / 分页相关的参数要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TX/RX Settings] （发送 / 接收设置）中设置。有两个参

数，如下：

• [Min. Reduction for RX Print] （尽量减少接收打印） : 96、 95、 94、 ...、 87：a

• [Print Separate Fax Pages] （打印单独的传真页）：ON （开）、 OFF （关）：b

• 通过上述参数 a 和 b 确定接收记录模式。

(a) 自动缩小接收模式
• a = 无关紧要 （100 除外）

• b = OFF （关）

• 接收的文件会自动缩小到 35% ～ 96% 的范围。

(b) 分页记录接收模式
• a = 96、 95、 ...、 87

• b = ON （开）

• 通过接收文件和所选记录纸的宽度确定，将文件缩小到三个缩减比率 （90%、 86%、 82%）。当仍然大于纸张尺寸时，会缩小到 “a” 中的某个

值，才能进行分页记录。

• 90% = 固定值

• 86%, 82% = 通过主扫描方向确定的缩减比率

• 纸张选择和分页要根据下图确定。

(c) 选择用于分页打印、放大的纸张

规则原稿 不规则原稿 模式选择

正常模式 不规则模式 默认设置

混合原稿模式 扫描设置

纸张尺寸检测 默认 边框消除

不规则模式 尾缘检测 是 可能无法执行尾缘消除。

正常模式 DF 纸张尺寸传感器 使用页面相关应用功能 （书籍传输等）时会自动
选择。

各面的边框消除

Call

(NSF)/(CSI)/DIS

SID/SUB/(TSI)/DCS

TCF

CFR

PIX

EOM

MCF

(NSF)/(CSI)/DIS

(TSI)/DCS

TCF

CFR

PIX

EOP

MCF

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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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时 A4S 宽度

• a : 设置放大率 

接收时 B4 宽度

• a : 设置放大率 

接收时 A3 宽度

• a : 设置放大率 

(2) 纸盒 / 纸张选择
• 使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TX/RX Settings] （发送 / 接收设置）的两个参数执行纸盒和纸张选择。

• [Print Paper Selection] （打印纸张选择）：自动选择、固定尺寸、优先尺寸：a

• [Paper Tray Setting] （纸盒设置）：自动、纸盒 1、纸盒 2、纸盒 3、纸盒 4：b

备注
• 当纸盒 1、 2、 3 或 4 固定为 “b” 时， “a” 无效。

• 仅当 “b” 设为 Auto （自动）时， “a” 才有效。

• 仅固定尺寸和首选尺寸模式可选择 A3、 B4 和 A4 尺寸。

• 手送纸盒不能指定为固定纸盒。
• 纸盒固定时，分页功能不可用。

(3) 强制记忆接收
• 利用此功能，在传真通信模式下，接收时不打印文件，只需通过操作即可执行打印输出。

(a) 相关设置

强制记忆接收功能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System] （系统） -> [Display Setting] （显示设置）中设置。

• 当此设置设定为 “OFF” （关）时，不会执行强制记忆接收相关的显示和动作。除此之外，不能执行操作。如果此设置未设定，以下强制记忆接

收功能也设定为禁用。

强制记忆接收功能使用
•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Function Settings] （功能设置） -> [RX Data Operation Setting] （接收数据操作设

置） -> [Memory RX Setting] （记忆接收设置）中设置。

• 当此设置设定为 “NO” （否）时，接收时不会执行强制记忆接收动作。除此之外，不能显示、清除和打印强制记忆接收文件。强制记忆接收文

件会显示在与此设置无关的主菜单上。

强制记忆接收密码
• 8 位数内 （0 ～ 9）

•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Function Settings] （功能设置） -> [RX Data Operation Setting] （接收数据操作设

置） -> [Memory RX Setting] （记忆接收设置）中设置。

• 显示、删除或打印强制记忆接收文件需要进行此设置。

(b) 操作

此功能的必要条件
• 当有且使用强制记忆接收功能时，会执行强制记忆接收动作。

线路占用
• 多可接收 500 个强制记忆接收作业，包括正常接收和替代接收。当收到 500 个强制记忆接收作业时，机器不会占用此线路。（除非注册了轮询

发送文件和公告板文件。）

原稿长度 = 接

收的原稿尺寸
*(1/a)

佳纸张 选择的纸张尺寸 / 分页操作

优先 1 优先 2 优先 3 优先 4 优先 5 优先 6 优先 7 优先 8

152 mm 或以下 A5 A5/a % A5S/69 % A4S/a % A4/a % B5S/84 % B5/a % B4/a % A3/a %

153 至 311 mm A4S A4S/a % A4/a % B4/a % A3/a % - - - -

312 至 384 mm B4 B4/a % B5/a % B5S/84 % A3/a % A4/a % A4S/a % - -

超过 384 mm A3 A3/a % A4/a % B5S/84 % - - - - -

原稿长度 = 接

收的原稿尺寸
*(1/a)

佳纸张 选择的纸张尺寸 / 分页操作

优先 1 优先 2 优先 3 优先 4 优先 5 优先 6 优先 7 优先 8

189 mm 或以下 B5 B5/a % B5S/71 % B4/a % A4S/82 % A4/a % A3/a % - -

189 至 384 mm B4 B4/a % B5/a % B5S/71 % A3/a % A4/a % A4S/82 % - -

超过 384 mm A3 A3/a % A4/a % A4S/82 % - - - - -

原稿长度 = 接

收的原稿尺寸
*(1/a)

佳纸张 选择的纸张尺寸 / 分页操作

优先 1 优先 2 优先 3 优先 4 优先 5 优先 6 优先 7 优先 8

219 mm 或以下 A4 A4/a % A4S/69 % B4/85 % A3/a % - - - -

超过 219 mm A3 A3/a % A4/a % A4S/69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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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
• 当在强制记忆接收模式中执行接收时，即便是记录纸也不会执行打印，而且，记忆接收会作为强制记忆接收文件进行执行。

• 轮询接收与手动接收相同。

• 在此模式下，自动转发设置被忽略，而且会执行强制记忆接收。

• 当收到 SUB 时，相关应用会启动。

设置更改
• 当有收到的强制记忆接收文件时，即便在效用模式下，强制记忆接收设置设定为无效，也不会打印强制记忆接收文件。

• 若要打印，强制记忆接收设置应设为 “ON” （开）。

(4) 闭合接收 （垃圾传真）
• 仅在使用 F 码 SID 信号接收时使用闭合接收功能。

备注
• F 码通信不得使用此功能。

(a) 闭合接收功能
• 在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FAX] （传真） -> [System] （系统） -> [Display Setting] （显示设置）中设置。

(b) 闭合接收功能使用
• 在 [Administrator]（管理员） -> [Fax Settings]（传真设置） -> [Function Settings]（功能设置） -> [Closed Network RX]（闭合网络接收）中设置。

• 当此设置设定为 “NO” （否）时，接收时不会执行闭合接收动作。

(c) 闭合接收密码
• 四位 （0 ～ 9）

• 在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 [Fax Settings] （传真设置） -> [Function] （功能） -> [Closed Network RX] （闭合网络接收）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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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U-102

17.1 配置

17.2 操作

17.2.1 排气控制
• 机器排出的超细颗粒 （UFP）和臭气会收集在清洁单元中。通过 UFP 滤网净化 UFP，然后再将其从机器排出。

备注
• UFP 滤网不需要定期更换。

[1] 清洁单元 （CU-102） - -

[1] UFP 滤网 [2] 排气风扇 /1 （FM14）

[3] 排气风扇 /2 （FM15） [4] 清洁单元驱动板 （CUDB）

[1]

[2][1]

[3]

[4]

[1]
[5]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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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 滤网配置
• UFP 滤网位于清洁单元中。

• UFP 滤网可去除超细颗粒 （UFP），而除臭滤网可去除臭气。

17.2.3 气流
• 纸张冷却风扇的空气被吸入清洁单元。

• 排气风扇 /1 和排气风扇 /2 通过 UFP 滤网将吸入的空气排出机器外部。

17.2.4 操作时序
• 驱动冷却风扇 /1 和冷却风扇 /2 的同时，驱动纸张冷却风扇。

• 如果安装了清洁单元，则执行安装设置。 [Service Mode] （维修模式） -> [System 2] （系统 2） -> [ 清洁单元设置 ]

[1] UFP 滤网 [2] UFP 排气风扇的空气通道 （主机：FM17 和 FM18）

[3] IH 线圈冷却风扇的空气通道 （主机：FM7） [4] 出纸部分的空气通道

[5] 管道 （主机侧） - -

[1] UFP 滤网 [2] 外部盖板

[1] UFP 滤网 [2] 排气风扇 /1 （FM14）

[3] 排气风扇 /2 （FM15） - -

预热时 待机 PC 打印

纸张冷却风扇 （FM8） 全速 停止 全速

排气风扇 /1 （FM14）

排气风扇 /2 （FM15）

[2]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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