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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功能 

按鈕與指示燈的概觀  

功能 描述  

1 控制台顯示器  ： 指示份數、媒體錯誤、無線狀態與訊號強度、 Wi-Fi Direct  狀態及墨水存  
量。  

2 資訊  按鈕： 列印印表機資訊頁面。 按下此按鈕與  無線  按鈕或  Wi-Fi Direct  按鈕的組合，  
可取得繫結至各按鈕的更多特定說明頁面。  

3 重新開始  按鈕： 中斷後（例如，放入紙張或清除卡紙後）重新開始工作。  

重新開始  指示燈： 指示印表機處於警告或錯誤狀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位於第  86  頁的 控制面板錯誤代碼和狀態 。 

4 取消  按鈕： 停止目前操作。  

5 無線  按鈕： 開啟或關閉印表機的無線功能。  

無線  指示燈： 指示印表機是否已連線至無線網路。  

6 開始影印／彩色  按鈕： 開始彩色影印工作。 若要增加彩色影印份數，快速按幾次這個按  
鈕即可。  

7 開始影印 指示燈： 指示燈閃爍代表  開始影印／彩色  和 開始影印／黑白  按鈕準備好可使  
用。  

8 開始影印／黑白  按鈕： 開始黑白影印工作。 若要增加黑白影印份數，快速按幾次這個按  
鈕即可。  

9 墨水警告  指示燈： 指示墨水不足或墨水匣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位於第  86  頁的  
控制面板錯誤代碼和狀態 。 



 

 

控制台指示燈與顯示器圖示狀態 

電源 按鈕指示燈 

●  

狀態 描述 

開啟 印表機已開啟。 

功能 描述  

10 Web  服務  按鈕： 如果  Web  服務  指示燈閃爍，請列印診斷頁，以助疑難排解  Web  服務 問  
題。  

Web  服務  指示燈： 指示燈閃爍表示與 Web  服務的連線出現問題。  

11 Wi-Fi Direct  按鈕： 開啟或關閉  Wi-Fi Direct 。 

Wi-Fi Direct  指示燈： 指示  Wi-Fi Direct  的開啟或關閉狀態。  

控制台顯示器圖示  

圖示 描述  

影印份數  圖示： 在影印文件時會顯示份數，在印表機處於錯誤狀態時會交替顯示字  
母  E 與某數字。  

錯誤  圖示： 指示錯誤。  

紙張錯誤  圖示： 指示紙張相關的錯誤。  

無線  狀態圖示： 顯示無線連線的狀態。  

無線狀態圖示包含三個圖示：  無線  圖示  ( ) 、  無線注意  圖示  (  ) 與  訊號列  圖示  

( ) 。 

Wi-Fi Direct  圖示： 指示  Wi-Fi Direct  已開啟或正在連線。  

墨水存量  圖示： 左側墨水圖示顯示三色墨水匣的預估墨水存量，右側圖示顯示黑色  
墨水匣的預估墨水存量。  

附註： 墨水存量警告和指示器僅提供規劃用途的預估量資訊。 當您收到墨水量偏低的  
警告訊息時，請考慮先添購更換用的墨水匣，以免屆時耽誤到列印工作。 您不需馬上  
更換墨水匣，可以等到列印品質變得令人無法接受時再更換。  



關閉 印表機電源已關閉。 

變暗 指示印表機處於睡眠模式。 印表機在五分鐘無動作後，將自動進入睡眠模式。 

閃爍 印表機正在處理工作。 若要取消工作，請按下 取消 按鈕 ( )。 

快速閃爍 如果墨水匣存取擋門開啟，請將它關上。 若墨水匣存取擋門已關閉，且指示燈

快速閃爍，表示印表機處於錯誤狀態，您可以根據螢幕上的訊息來解決此問

題。 如果看不到任何螢幕訊息，請嘗試列印文件，以產生螢幕訊息。 

無線 指示燈與圖示 

● 無線 按鈕旁的 無線 指示燈 ( ) 與控制台顯示器上的無線狀態圖示會搭配運作以指示無線連線的狀

態。 

狀態 描述 

無線 指示燈、 無線 圖示與 訊號列 圖示亮起。 

 

印表機已連線至無線網路。 

無線 指示燈熄滅。 印表機的無線功能已關閉。 若要開啟無線功能，

請 

 

按下 無線 按鈕 ( )。 

無線 指示燈閃爍， 無線 圖示亮起， 訊號列 圖

示循環往復。 

 

印表機正在連線至無線網路，或正處於 Wi-Fi  

Protected Setup (WPS) 推播模式。 

無線 指示燈閃爍三秒鐘，然後熄滅。 

 

印表機的無線功能已停用。 

變更無線設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位於

第 60 頁的無線設定。 

控制台指示燈與顯示器圖示狀態 

 

狀態 描述 

無線 示燈閃爍， 無線 圖示與 無線注意 圖示亮

起。 

沒有無線訊號。 

— 確定已開啟無線路由器或存取點。 

 

— 將印表機移到更接近無線路由器的位置。 



無線 指示燈閃爍， 無線 圖示亮起， 無線注意 

圖示閃爍。 

 

可能已發生以下其中一種狀況。 

— 印表機在連線至無線網路時遇到問題。 

— 使用 WPS 時發生錯誤或偵測到重疊的階段作

業。 

同時按下 無線 按鈕 ( ) 與 資訊 按鈕 ( ) 

以執行無線測試，然後檢閱測試報告以尋找問題解

決方 

法的有關資訊。 

Wi-Fi Direct 指示燈與圖示 

●  

狀態 描述 

Wi-Fi Direct 指示燈與圖示亮起。 Wi-Fi Direct 已開啟，隨時可供使用。 

若要瞭解如何使用 Wi-Fi Direct 連線至印表機，請

參閱位於第 57 頁的不使用路由器，以無線方式連

線 

 至印表機。 

Wi-Fi Direct 指示燈與圖示熄滅。 Wi-Fi Direct 已關閉。若要開啟 Wi-Fi Direct，請

按下 Wi-Fi Direct 按鈕  

 
( )。 

Wi-Fi Direct 燈號在閃爍。 印表機正在 Wi-Fi Protected Setup (WPS) 推播模式

中連線至行動裝置。 按下 Wi-Fi Direct 按鈕 ( ) 

可完 

 成連線。 

Wi-Fi Direct 指示燈快速閃爍三秒鐘，然後保持亮起

狀態。 

印表機已達到 Wi-Fi Direct 連線的數量上限，其他

裝置正在嘗試使用 Wi-Fi Direct 連線至印表機。 

Wi-Fi Direct 指示燈快速閃爍三秒鐘，然後熄滅。 Wi-Fi Direct 已停用。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印表

機 

的設定人員。 

Web 服務燈號 

●  

狀態 描述 



Web 服務 指示燈變白色並持續亮著。 Web 服務功能已開啟，隨時可供使用。 如需有關  

Web 服務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位於第 31 頁的使

用   

 Web 服務。 

Web 服務 指示燈熄滅。 未註冊 Web 服務功能。若要瞭解如何註

冊 Web 服務，請參閱 

 位於第 33 頁的設定 Web 服務。 

Web 服務 指示燈變白色並持續閃爍。 Web 服務 功能已註冊，但還有一個連接問題。按

下 Web 服務 按鈕 ( )，以列印診斷頁，然後

遵 

 循該頁的指示。 

Web 服務 指示燈變琥珀色並持續閃爍。 Web 服務 功能已開啟，但由於錯誤，一項工作受

阻。 

按下 Web 服務 按鈕 ( )，以列印診斷頁，然

後遵循該頁的指示。 

 

 

 

 

控制面板錯誤代碼和狀態 

控制台錯誤碼 

● 若印表機顯示器上的 影印份數 圖示交替顯示字母 E 與某數字，則表示印表機處於錯誤狀態。 字母 E 與

該數字是錯誤碼。 

燈號行為 原因與解決方案 

影印份數 圖示交替顯示字母 E 與數字 1。同時 重

新開始 指示燈閃爍。 

 

印表機已接收列印工作，開始送紙，並偵測到列印

工作的紙張寬度大於所放入紙張的寬度。 

按下 重新開始 按鈕 ( ) 或 取消 按鈕 ( ) 以

取消列印工作並退出紙張。 

若要避免發生紙張大小不相符的問題，請在列印前

執行以下其中一項作業。 

— 將列印工作的紙張大小設定變更為與放入的紙張

相符。 



— 取出進紙匣內的所有紙張，然後放入與列印工作

的紙張大小設定相符的紙張。 

提示：您可以變更印表機自動偵測的預設紙張大

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位於第 14 頁的變更印

表 

 機偵測的預設紙張大小。 

影印份數 圖示交替顯示字母 E 與數字 2。同時 重

新開始 指示燈閃爍。 

 

印表機已接收多頁列印工作，並偵測到列印工作的

紙張長度與所放入紙張的長度不相符，然後列印工

作的第一個頁面並顯示錯誤。 

— 若要取消列印工作，請按下 取消 按鈕 ( )。 

— 若要繼續列印其餘頁面，請按下 重新開始 按鈕 

( )。 其餘頁面將具備與第一個頁面相同的錯

誤。 

提示：您可以變更印表機自動偵測的預設紙張大

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位於第 14 頁的變更印

表 

 機偵測的預設紙張大小。 

影印份數 圖示交替顯示字母 E 與數字 3。同時 重

新開始 指示燈與 墨水警告 指示燈閃爍。 

 

印表機內的墨水匣已停止。 

打開墨水匣存取擋門，確認墨水匣未受到阻擋。 將

墨水匣移至右側，關閉墨水匣存取擋門，然後按下 

重新開始 按鈕 ( ) 繼續列印。 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位於第 68 頁的卡紙和進紙問題。 

 

燈號行為 原因與解決方案  

影印份數  圖示交替顯示字母  E 與數字  4 。同時  重新 
開始  指示燈閃爍。  

發生卡紙。  

清除卡紙，然後按下  重新開始  按鈕  (  ) 繼續列  

印。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位於第  68  頁的 卡紙和進紙問  
題 。 

影印份數  圖示交替顯示字母  E 與數字  5 。同時控制台 掃描器並未運作。  



上的所有指示燈都閃爍。控制面板墨水錯誤狀態 

 

●  

 

燈號行為 原因與解決方案 

關閉再重新開啟印表機。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聯絡  HP 。 即使掃描器未運  
作，印表機仍會進行列印。  

影印份數  圖示交替顯示字母  E 與數字  6 。 印表機處於錯誤狀態。  

1. 關閉印表機的電源。  

2. 拔掉電源線。  

3. 等候大約一分鐘，再插回電源線。  

4. 開啟印表機的電源。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聯絡  HP 。 



其中一個 墨水存量 圖示閃爍 (無分段)， 墨水警告 

指示燈亮起。 

 

可能已發生以下其中一種狀況。 

— 缺少對應的墨水匣。 

若缺少其中一個墨水匣，印表機將進入單一墨

水匣模式。 若要結束單一墨水匣模式，請插入

對應的墨水匣。 如需有關單一墨水匣模式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位於第 50 頁的使用單一墨水

匣模式。 

— 對應墨水匣的安裝不正確，或其上仍有塑膠膠

帶。 

移除對應的墨水匣，確保其上沒有塑膠膠帶，

然後牢固地重新插入墨水匣。 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位於第 48 頁的更換墨水匣。 

控制面板錯誤代碼和狀態 

 

兩個 墨水存量 圖示閃爍 (無分段)， 墨水警告 指示燈 可能已發生以下其中一種狀況。閃爍。 

— 兩個墨水匣都不存在。 

— 兩個墨水匣的安裝不正確，或其上仍有塑膠膠帶。 

— 兩個墨水匣不相容或已受損。嘗試下列解決方案以解決該問題。 

— 若印表機中未安裝墨水匣，請安裝墨水匣。 

— 若兩個墨水匣都已安裝在印表機中，請取下墨水匣，確保其上沒有塑膠膠帶，

然後牢固地重新插入墨水匣。 

— 確保印表機使用的是正確的 HP 墨水匣。 

— 如果問題仍然發生，請更換墨水匣。 如需有關如何更換墨水匣的資訊，請參閱

位於第 48 頁的更換墨水匣。 

 

燈號行為 原因與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