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须正确地按手册的步骤顺序安装。如果违反了此步骤顺序，可能发生异常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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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的安装步骤概要

当作为系统安装主机和选购件时，请按照上图所示的步骤。

安装手册

多功能复合机< 重要 >
4508

广州市天河区沐陂西街21号C区506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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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所需空间
（单位：mm）

/  +
PC-417 + FS-540SD + LU-207

3. 安装前检查项目
(1) 选择平坦、稳定的地方来安装机

器。
(2) 务必使用制品说明上指定的电压

和频率的电源。确保电源输出的
电流容量不小于制品说明的指定
电流值。

(3) 机器的电源直接与输出电源连
接。(不要用延长线连接。)

(4) 不要用湿手或脏手插入或拔出电
源插头，否则会发生触电。

(5) 避开高温、潮湿或阳光直射的地
方。

(6) 避开灰尘大的场所，或附近有挥
发性与可燃性物品的地方。

(7) 避开通风性差的地方。

 注意
主机质量：约98 kg
• 抬起主机时如果姿势不正

确，或在不平衡的状态下
搬运时，会造成受伤。需
用适当的人数以不产生负
担的姿势来搬运机器。

备注：
• 对于各选购件的详细安装方法，

请按照相应的安装手册上的指示
并按正确步骤操作。

• 一旦打开电源开关（ON）后，
到安装完成为止不能将其关闭
（OFF）。

XL C5508 XL 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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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触摸屏时的注意事
项
指导用户以下内容。
• 因为本机器使用静电容量式触摸

屏，所以操作触摸屏时应使用手
指或本机器附属的专用触控笔。
不使用手指或触控笔，用指甲或
一般的笔进行操作时触摸屏不能
正常反应。

• 按劲过大，会使触摸屏面板损
伤。

• 不要用力按，或使用尖的自动铅
笔按触摸屏。

• 基本操作方法是轻点(用手指轻触
后，马上离开)。

备注：
如果要安装扩展内存 EM-908，请
在设置主机之前安装。

5. 附件
编
码 名称 图示 数

量

1. 安装手册
1
套

2. 快速指南
1

3.

4.

5.

纸张尺寸
标签 *1

1

6.

NFC标签 1

7.

标签（合
格证）

1

8.

保证卡

电源配线

1

排气罩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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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码 名称 图示 数

量

11. 使用说明
书托架

1

12. 盖 4

13. 纸盒连接
器外壳

1

14. 触控笔 1

15. 废碳粉盒 1

16. 图表 1

17. 配线夹具 1

18. 螺钉A
(3×8 mm)

1

19. 螺钉B
(3×10
mm)

2

20. 螺钉C
(3×30
mm)

1

*1 纸张尺寸标签是还将在安装大容
量纸盒 LU-302 时使用，要妥善
保管。

 警告
请将此塑料袋保持远离婴儿和
儿童。请勿在婴儿床、成人
床、婴儿车或婴儿围栏中使
用。

薄膜可能会附着在鼻子和嘴巴
上并抑制呼吸。此塑料袋不是
玩具。

备注：
• 本手册记载的附带部品以及步骤

中的图像照片与实际机器不同
时，以实际机器优先。
即使遇上这类情况，安装步骤不
会有大的变更或被影响。

• 按照使用说明书步骤取下的螺
钉、外壳等部品，在后面步骤没
有明确指示时，请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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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主机和纸盒纸柜(工
作台)
(1) 从包装箱中取出主机和纸盒纸柜

(工作台)。

 注意
主机质量：约98 kg
• 需用适当人数来搬运主

机。
• 抬把手时，注意不要夹了

手指。

备注：
抬住图中所示的主机左侧以及右侧
的把手，在保持水平的状态下取
出。

(2) 参照纸盒纸柜(工作台)安装手册
中的“安装步骤”进行安装。

备注：
如果需要安装除湿机加热器
HT-509、电源变压安装组件
TK-101或安装组件 MK-734，请
在安装纸盒纸柜(工作台)时同时安
装。

7. 取下保护胶带，包装纸
和其他外包装材料
(1) 取下保护胶带和保护材料。
备注：

拆下保护胶带A以后，要确认锁定
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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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右门，取下保护膜和固定夹
具。

备注：
• 取下固定夹具时，确认转印辊单

元没有脱离。如果发现脱离
〈NG〉的话，请将转印辊单元
推入到正常状态〈OK〉。

• 在机器搬运时要使用本步骤以及
后续步骤取下的固定夹具，请保
管好。

(3) 关闭右门。

(4) 拉出纸盒1。
(5) 从纸盒1中取下保护胶带，取出

附件。
备注：

各纸盒的纸张的放置方法和纸张类
型的设定方法，请参照使用说明
书。

(6) 拉出纸盒2，取下固定夹具。

(7) 从纸盒2中取下保护胶带，取出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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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取下4个固定螺钉。

(9) 安装本机附带的4个盖。

(10) 取下保护膜。

(11) 取下用来固定DF配线的配线夹
具。(1个螺钉)

(12) 如图所示，使用取下的配线夹具
固定DF配线。(1个取下的螺钉)

(13) 打开下部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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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取下下部前门上的保护胶带。

(15) 取出固定夹具。

(16) 解除鼓单元的拉杆。

(17) 稍微拉出鼓单元，取下保护胶带
和保护材料。

(18) 放回鼓单元。
(19) 固定鼓单元的拉杆。
(20) 放回本机附带的废碳粉盒。

(21) 关闭下部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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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装碳粉盒
备注：

碳粉盒不属于本机附带物品，需另
外购买碳粉盒。

(1) 将碳粉盒上下左右充分晃动5到
10次。

备注：
应适当晃动碳粉盒，否则会发生异
常。

(2) 打开上部前门。
(3) 将碳粉盒推入主机。

(4) 将碳粉盒推到底。
备注：

确认碳粉盒推到底。

(5) 关闭上部前门。

9. 安装其它选购件
安装其它选购件时，参照各选购件安
装手册中的“安装步骤”进行安装。

10. 安装附件
(1) 从触控笔上取下保护外壳。
备注：

废弃取下的保护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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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触控笔插入主机右侧的插槽
内。

备注：
使用控制面板后方的连接孔可以将
触控笔与带子连接。

(3) 安装本机附带的纸盒连接器外
壳。(附带的1个螺钉A)

(4) 安装本机附带的排气罩。(附带
的2个螺钉B)

11. 连接电源配线
(1) 将电源配线的连接器连接到主

机。

(2) 使用本机附带的配线夹具夹住电
源配线。(附带的1个螺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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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把电源配线插入插座。

12. 启动本机
打开主机右侧的电源盖，然后打开主
电源开关。

13. 日期&时间设置/时区
设置（维修模式）
(1) 显示维修模式画面。(关于显示

维修模式画面，请参考服务手
册。)

(2) 显示日期&时间设置/时区设置
画面。(显示日期&时间设置/时
区设置的画面，按下控制面板上
的停止→3。)

(3) 不在日期&时间设置输入日期时
间，触摸“入口”。

(4) 使用增减键或直接键输入时区。
(5) 触摸时区设置的“入口”。
(6) 触摸“应用”。
(7) 触摸“OK”。
(8) 触摸“后”。

14. 输入序列号
备注：

仅对已经安装或所要安装的选购装
置，需要输入其序列号。

(1) 触摸选项，键入您想要输入的序
列号。

(2) 触摸“结束”。
(3) 以同样的方法，输入其他装置的

序列号。
(4) 触摸“结束”。
(5) 触摸“后”。

15. 单元更改
备注：

本功能是可以让用户选择显示预知
各单元更改时期的信息。

(1) 为每个单元选择适当的信息类
型。

(2) 触摸“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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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非图像区消边检查
备注：

此项操作，由用户在安装机器时进
行。

(1) 按照下列步骤选择功能：机器→
非图像区消边检查

(2) 请将DF完全打开。
备注：

• 请不要在原稿台玻璃上放置原
稿。

• 原稿台玻璃有脏物时，请予以去
除。

(3) 触摸［开始］键。
(4) 确认“结果”为“OK”。
备注：

如果“结果”为“NG1”
或“NG2”时，请再次调整安装地
点和方向，或者采取措施遮挡光源
(遮盖等)，然后再次进行安装检
查。
（如果主机上方有日光灯等明亮光
源时，该光源将影响安装检查，并
且造成非图像区消边检查发生错误
运行。有关详细内容，请参照服务
手册。）

(5) 触摸“OK”。

17. 选购件安装设定
(1) 安装如下所示选购件时，请参照

各选购件安装手册的“设定步
骤”进行选购件设定。
• 印记单元 SP-501
• 传真组件 FK-514
• 打孔组件 PK-526/PK-524/

PK-519
• 升级组件 UK-221
• 大容量纸盒 PC-417/PC-416
• 大容量纸盒 LU-207/LU-302
• 本地接口组件 EK-609
• 安全组件 SC-509
• 扩展内存 EM-908
• 认证单元 AU-201S/AU-102
• 清洁单元 CU-102
• 自动纸张类型检知器

IM-102
• 网络传真

(2) 维修模式结束后，返回基本画
面。

18. 本机再启动
打开主机右侧的电源盖，关闭主电源
开关，然后在10秒钟后再次将其打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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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调整各选购件
安装如下所示选购件时，根据需要进
行调整。（请参照各选购件安装手册
的“调整步骤”。）
• 大容量纸盒 PC-417/PC-416
• 双纸盒纸柜 PC-216
• 单纸盒纸柜 PC-116
• 大容量纸盒 LU-207/LU-302
• 排纸处理器 FS-540SD/

FS-539SD
• 打孔组件 PK-526/PK-524/

PK-519
• 插页器 PI-507
• Z形折叠单元 ZU-609
• 自动纸张类型检知器 IM-102

20. 连接网络电缆
(1) 用网络电缆连接主机和网络装置

（HUB）。
备注：

根据不同的联网速度使用如下所示
的推荐网络电缆。
• 10BaseT/100BaseTX:

Category5
• 1000BaseT：Category5E，

Category6

(2) 检查LED的亮灯情况。
LED1：
如果处于网络链接状态下时点
灯。
LED2：
在ACT网络的通信状态下时闪
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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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网络电缆。
〈直接摆放本机，或是使用工作台
DK-705时〉
a) 将网络电缆收入电缆导向，并

从开口通过。
备注：

从连接器到电缆导向的范围内，在
不影响外壳开关的情况下，使电缆
保持适当的垂度。

〈使用大容量纸盒 PC-417时〉
a) 取下大容量纸盒的右后外壳。

（2个螺钉）

b) 将网络电缆收入电缆导向和5个
电缆座板。

备注：
从连接器到电缆导向的范围内，在
不影响外壳开关的情况下，使电缆
保持适当的垂度。

c) 将电缆从开口通过，安装右后
外壳。（2个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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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容量纸盒PC-416/双纸盒
纸柜PC-216/单纸盒纸柜PC-116，
或是使用工作台DK-516时〉
a) 取下纸盒纸柜或工作台的右后

外壳。(2个螺钉)

b) 用镊子等切下右后外壳的分割
外壳。

c) 将网络电缆收入电缆导向和3个
电缆座板。

备注：
从连接器到电缆导向的范围内，在
不影响外壳开关的情况下，使电缆
保持适当的垂度。

d) 将电缆从开口通过，安装右后
外壳。（2个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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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网络设定
设定网络的TCP/IP地址。
备注：

对于输入设定值，和网络管理员进
行商谈以后，再进行必要的设定。

(1) 触摸“机器设置”。
(2) 触摸“管理员”。
(3) 输入管理员密码，触

摸“OK”。
显示管理员设置画面。

(4) 触摸“网络”→“TCP/IP设
置”→“TCP/IP设置1”。

(5) 选择“IP地址设置方式
*”的“手动设置”单选按钮，
然后进行以下设置。
IP地址：
本机的IP地址。
子网掩码：
机器连接网络的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
默认网关的IP地址。

(6) 触摸“确定”。
(7) 触摸弹出窗口中的“确定”。
(8) 触摸两次“<”返回HOME屏

幕，然后触摸“维修”。
(9) 触摸“PING TX地址”进行

TCP/IP的操作检查。
(10) 触摸屏幕右上角的“╳”图标，

返回机器设置屏幕。

22. 通过测试复印检查
完成所有的步骤后，用复印样本，确
认画像。
画像出现问题时，关闭/打开电源
后，再次执行从“13.日期&时间设
置/时区设置（维修模式） ◆
C-11”到“15.单元更改 ◆ C-11”。

23. 粘贴标签
(1) 按照各纸盒的纸张尺寸，贴上纸

张尺寸标签。

(2) 将NFC标签粘贴到图中所示的位
置。

备注：
在粘贴标签之前，请与您的客户确
认是否使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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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安装使用说明书托架
安装使用说明书托架。
备注：

• 在图中所示的位置〈安装位置
①〉（主体背面）安装托架时，
确保如安装手册等内容物不会遮
盖排气罩的排气口。

〈安装位置①〉

〈安装位置②〉



SP-501
印记单元

安装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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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件
编
码 名称 图示 数

量

1. 印记单元 1

2. 印记 1

3. 安装手册 1
套

 警告
请将此塑料袋保持远离婴儿和
儿童。请勿在婴儿床、成人
床、婴儿车或婴儿围栏中使
用。

薄膜可能会附着在鼻子和嘴巴
上并抑制呼吸。此塑料袋不是
玩具。

2. 安装步骤
(1) 关闭本机的主电源开关，从插座

中拔出电源插头。
(2) 解锁以打开DF的上门。

(3) 边解锁卡爪边按下锁定杆以打开
原稿进纸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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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下印记单元盖。

(5) 取下地线端子。(1个螺钉)

(6) 将附带的印记组装在印记单元
上。

备注：
将印记的圆形突起和印记单元的槽
对齐。

(7) 安装印记单元和地线端子。(在
步骤(5)取下的1个螺钉)

备注：
单元和地线端子一起固定。

(8) 将印记单元的连接器和主机的中
继连接器连接。

(9) 将中继连接器收纳在如图所示位
置，将印记单元的电缆收纳在肋
片间隙中。

备注：
收纳时，电缆和滚轮不能相互干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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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重新安装印记单元盖。
(11) 关闭原稿进纸盒。
(12) 捏住锁定杆底部的插槽部分，然

后将其拉出。

(13) 关闭上门。

3. 设定步骤
(1) 将本机的电源插头插入插座，打

开主电源开关。
(2) 显示维修画面。

（关于显示维修模式画面，请参
考服务手册。）

(3) 触摸“系统2”。
(4) 触摸“印记”。
(5) 触摸“设置”。
(6) 触摸“结束”。
(7) 触摸维修模式画面的“退出”。
(8) 关闭和打开主电源开关。
备注：

当显示出维修模式画面时，退出维
修模式画面后，务必关闭电源，并
在打开电源之前等候10秒钟或稍长
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