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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手册

适用机器：
多功能复合机< 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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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系统的安装步骤概要

当作为系统安装本机和选购件时，请按照上图所示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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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机器：

XL C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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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抬起机器时如果姿势不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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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体质量

XL C2268：约 6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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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把本机放在地面时，请使用单
纸盒纸柜 PC-114、双纸盒纸柜
PC-214、大容量纸盒 PC-414、
或工作台 DK-514 来确保产品的
性能和质量。

 · 在使用本制品时，请使用自动双
面输稿器 DF-630

 · 一旦打开电源开关 (ON) 后，到
安 装 完 成 为 止 不 能 将 其 关 闭
(OFF)。

2.安装所需空间(单位：mm)

+ DF-630 + PC-214 + MK-748/
CU-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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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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使用触摸屏时的注意事项
指导用户以下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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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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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码 名称 数量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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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本机和送纸柜
（专用台）
(1) 从包装箱中取出本机和送纸柜

（专用台）。
注意：
本体质量

XL C2268：约 65 kg

需用适当人数来搬运机器。
备注：
抬住图中所示的本机左侧部分，以
及右侧把手，在保持水平的状态下
取出。

(2) 参照送纸柜 （专用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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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安装组件 MK-734，请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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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L C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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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 C2268> (2) 打开右门，取下固定夹具。
备注：
 · 取下固定夹具时，确认转印辊单

元没有脱离，如果发现脱离的
话，请将转印辊单元推入到正常
状态。

 · 在机器搬运时要使用本步骤以及
后续步骤 (13) 取下的固定夹具，
请保管好。

(3) 如图所示取下保护膜。

＜ OK ＞ ＜ 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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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固定杆放下到标准打印位置。
（最下方）

备注：
打印信封时，将固定杆抬起到信封
位置。（最上方）

(5) 关闭右门。
(6) 取下保护膜。

(7) 拉出纸盒 1。

(8) 从纸盒 1 中取下保护胶带，取出
附件。

备注：
各纸盒的用纸的放置方法和用纸类
型的设定方法，请参照使用说明书
CD。

(9) 拉出纸盒 2。
(10) 从纸盒 2 中取下保护胶带，取

出附件。

(11) 打开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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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取下保护胶带。

(13) 取出 4 个固定夹具。

(14) 解除鼓单元 (K) 的拉杆。

(15) 稍微拉出鼓单元 (K)，取下保护
胶带和保护材料。

(16) 放回鼓单元 (K)。
(17) 固定鼓单元 (K) 的拉杆。
(18) 安装附件废碳粉盒。
备注：
 · 按 “ ” 标志进行组装。
 · 确认左右杆完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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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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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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碳粉盒推入本机。
备注：
 · 确认插入部分与碳粉盒之间的颜

色相同。
 · 确认碳粉盒的蓝色标签位置和本

机侧的标签位置相吻合。

(3) 将碳粉盒推到底，按顺时针方向
旋转固定。

备注：
确认碳粉盒推到底。

(4) 按同样的步骤安装其他颜色的碳
粉盒。

(5) 关闭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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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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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装附件
(1) 将触控笔放置在图中所示的位

置。

(2) 安装附件连接器外壳。（附带的
1 个螺钉）

(3) 安装附件排气罩。

11. 连接电源配线
把电源配线插入插座。

12. 启动本机
打开本机右侧的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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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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需要仅对所要安装的选购装
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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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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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安装的自动双面输稿器或原
稿盖板完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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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开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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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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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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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动双面输稿器 DF-630

· 升级组件 UK-215
· 自大容量纸盒 PC-414
· 本地接口组件 EK-609
· 认证单元 AU-201S/AU-102
· 清洁单元 CU-101

(2) 维修模式结束后，返回基本画
面。

18. 本机再启动
关闭本机右侧的电源开关，等候 10 
秒钟或稍长时间后再次打开电源开
关。

19. 调整各选购件
安装如下所示选购件时，请根据需
要参照各选购件安装手册的 [ 调整步
骤 ] 进行选购件调整。

· 大容量纸盒 PC-414
· 双纸盒纸柜 PC-214
· 单纸盒纸柜 PC-114
· 自动双面输稿器 DF-630
（仅 C2268）

20. 通过测试复印进行确认

(1) 将图表装入原稿进纸盒。（表面
向上，并从正面看箭头朝左的方
向装入纸张）

(2) 在双面 > 双面模式下复印 1 张复
印件。

(3) 分别测定图表和复印样本的a/b/
c 尺寸。
确认图表和复印样本的差在规格
值之内。
规格值 a：第一面和第二面相同
0±2.0 mm
规格值 b：第一面和第二面相同
0±1.5 mm
规格值 c：第一面和第二面相同
0±1.0 mm

备注：
如果不在规格值之内，参照维修手
册进行调整。

< 第一面 >

c

< 第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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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连接网络电缆
(1) 用网络电缆连接本机和网络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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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 5

 · 1000BaseT：Category 5E，
Category 6

(2) 检查 L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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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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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下列步骤选择功能：
菜单→机器设置→管理员设置
→输入管理员密码→网络设置
→ TCP/IP 设置→ IPv4 设置。

(2) 按下 IP 指定方式的 “ 直接输入
” 键进行下列设定。
IP 地址：本机的 IP 地址。
子网掩码：网络的子网掩码，连
接机器。
默认网关：默认网关的 IP 地址。

(3) 触摸 “OK”。
(4) 显示 “TCP/IP 设置 ” 画面，触

摸 “OK”。
(5) 按照下列步骤选择功能：

下一页→详细设置→ PING 确
认，并检查 TCP/IP 运行。

23. 确认复印样本
完成所有的步骤后，用彩色模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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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 [13. 日期 & 时间设置 / 时
区设置 （维修模式）] 到 C-10 [15. 
单元更改 ]。

LED1

LED2

网络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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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贴上纸张尺寸标签
按照各纸盒的用纸尺寸，贴上纸张
尺寸标签。

25. 安装使用说明书托架
在如图所示位置安装使用说明书托
架。
< 本机的左侧面 >

< 本机的背面 >

26. 粘贴面板薄膜
粘贴和操作面板同包装的面板薄膜。
备注：
 · 根据用户的要求，粘贴必要的薄

膜。
 · 交给用户面板薄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