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P-T310 / DCP-T510W / DCP-T710W / MFC-T810W

快速安裝指南
請先閱讀產品安全指引，然後閱讀此快速安裝指南，以便獲取正確的安
裝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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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獲取最新的使用說明書，請瀏覽 Brother Solutions Center：
support.brother.com/manuals

打開機器包裝並且檢查零組件
視乎國家，紙箱內的組件可能會有所不同。
移除保護膠帶和機器及墨槽蓋上的保護膜。

提醒
•
•
•
•

紙箱內墨瓶 *
• 黑色
• 黃色
• 青色
• 洋紅色

快速安裝指南
參考指南
產品安全指引

請觀看常見問題影片獲取有關設定
Brother 機器的協助：
support.brother.com/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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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ther 安裝光碟

可從隨機安裝光碟獲取這些型號的參考指南。
本快速安裝指南 中的插圖基於 MFC-T810W。
請保存所有包裝材料和紙箱，以備日後運輸機器之用。
必須針對您要使用的介面購買正確的介面線。部分型號隨機附帶
USB 線。
USB 傳輸線
建議使用不超過 2 公尺長的 USB 2.0 傳輸線 (A/B 型)。

USB 介面纜線
電源線
（連接線視乎國家而定。 ( 適用於某些國家 / 地區 )
台灣使用自主機延伸之
電源線）

乙太網路 (網路) 連接線 (僅限 MFC-T810W)
對於 10BASE-T 或 100BASE-TX 快速乙太網路，請使用 CAT.5 以
上規格的一對一 (Straight-Through) 雙絞線。

安全網路存取
機器的預設密碼位於機器背面的標籤上（前面有
「Pwd」字樣）。
強烈建議您變更預設密碼，防止機器遭到非授權存取。

電話線
( 僅限 MFC-T810W)

將紙張放入紙匣
提醒

如需有關紙張處理和尺寸的更多資訊，請參閱參考指南。

拉出紙張支撐板 a，然後展開出紙托盤
b，以防列印頁面滑落。




將紙匣完全拉出機器。



關上出紙匣蓋，然後慢慢地將紙匣完
全推入機器中。

調整紙張調整器。

打開出紙匣蓋 a。
將紙疊充分散開並裝入紙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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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源線

連接電源線。機器將自動打開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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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國家或語言
( 僅限初始安裝 )

設定日期和時間

對於 DCP 型號：
按 a 或 b 選擇數字，然後按 OK 設定日期和時間。
對於 MFC 型號：
遵循液晶螢幕上的提示設定日期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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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紙箱內墨水裝入墨槽

重要事項
檢查標籤上的墨瓶型號名稱。錯誤的
墨水可能會損壞機器。
BK (染料型)

CMY
BT5000CMY

BTD60BK

BT5001CMY
BT5009C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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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使用
BK (顏料型)

1

BT6000BK
BT6001BK

打開機器電源後，可能需要設定國家或語言 (視乎機器)。
如有需要，遵循液晶螢幕上顯示的步驟執行操作。

打開墨槽蓋 a，向下拉滑塊 b 打開
墨槽帽。

BT6009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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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設定

機器完成初始清潔程序後，請遵循液晶螢幕上顯示的步驟設置
機器設定。
• 檢查列印品質
• 列印安裝表

提醒
取下墨瓶帽，拆下墨瓶上的保護
膜，然後蓋回墨瓶帽。

提醒

取下墨瓶的尖端部分。將墨瓶的
噴嘴緊緊地插入，否則墨水可能
會濺出。如圖所示，透過輕輕擠
壓墨瓶來為墨槽補充墨水。將整
瓶墨水補充到墨槽中。

先使噴嘴朝上，以避免墨水
濺出，然後再將噴嘴從墨槽
中取出。

擰緊墨瓶帽以防止墨水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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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所需語言 ( 如有需
要；僅適用於某些型號 )

請參照下列樣本檢查列印品質。

向下按墨槽帽，以緊緊關閉墨
槽帽。對於其他三個墨槽，重
複執行步驟 6 。
關閉墨槽蓋。機器將準備好墨
水輸送管系統進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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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少許

連接電話線 ( 僅限 MFC-T810W)
如果不是將本機器用作傳真設備，請跳至 10 。

提醒
如果您和一部外置電話共用一條電話線路，請按下圖所
示連接電話線。

1. 對於 DCP 型號：

a. 按功能。
b. 按 a 或 b 選擇[初始設定]，然後按 OK。
c. 按 a 或 b 選擇[本地語言]，然後按 OK。

1

對於 MFC 型號：
按功能、0、0。

2. 按 a 或 b 選擇所需語言，然後按 OK。
3. 按停止 /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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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話線。
使用標有 LINE 字樣的插口。

a. 分機電話
b. 外置電話

約一半

很多

D00Y1S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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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要連接至本機器的裝置
行動裝置

電腦

(僅限 DCP-T510W/DCP-T710W/MFC-T810W)
請跳至 11 並遵循說明執行操作。

請跳至 12 並遵循說明執行操作。

提醒
我們建議從電腦設置無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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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腦

Brother 定期更新韌體，以新增功能及套用 bug 修正。
若要檢視最新的韌體，請瀏覽 support.brother.com/up4。
下載

遵循螢幕上的說明和提示執行操作。
對於 Windows®：
如果沒有自動顯示 Brother 螢幕，請跳
至電腦 (我的電腦/這台電腦)。按兩下光
碟圖示，然後按兩下 start.exe。

將安裝光碟放入光碟機中，或者從以下網站下載完整
驅動程式 & 軟體安裝包：
對於 Windows®：support.brother.com/windows
對於 Mac：support.brother.com/mac

對於有線網路連接*和 USB 連接：
連接到機器內部正確的連接埠 (視乎您正在
使用的線纜而定)，如圖所示。

完成

對於 Mac：
如需完整的驅動程式功能，建議您在新
增印表機時選擇 CUPS 驅動程式。

如果您的電腦使用的是新近發佈的作業系統，請瀏覽
上述網站獲取更新的驅動程式和軟體資訊。

* 僅 MFC-T810W

無法連接？請檢查以下各項：
無線網路
(僅限 DCP-T510W/DCP-T710W/
MFC-T810W)
有線網路
(僅限 MFC-T810W)

重新啟動您的無線存取點/路由器
(如果可能)。

如果仍未成功連接，請跳至 12 。
重新啟動機器和電腦，然後跳至 11 。
如果仍未成功連接，請瀏覽 support.brother.com
檢視常見問題與故障排除。

斷開線纜。

USB 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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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無線安裝方式
( 僅限 DCP-T510W/DCP-T710W/MFC-T810W)

在您的無線存取點/路由器上找到 SSID (網路名稱) 和網路密碼 (密碼)，
並將其記錄在下表中。
SSID (網路名稱)
網路密碼 (密碼)

1. 按 選單。
2. 按 a 或 b 選擇 [網路]，然後
按 OK。

SSID：XXXXXXX
網路密碼：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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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您的無線存取點/路由器的 SSID
(網路名稱)，然後輸入網路密碼 (密碼)。
更多資訊，請參閱線上使用說明書中的
在 Brother 機器上輸入文字。
無線安裝成功時，液晶螢幕顯示
[已連接]。

3. 按 a 或 b 選擇

然後按 OK。

對於電腦
請跳至 11 安裝軟體。

對於行動裝置

[無線區域網路]，然後按
OK。

4. 按 a 或 b 選擇 [設置精靈]，
如果您找不到此資訊，請諮詢您的網路管理員或無線存取點/
路由器製造商。

即使沒有無線存取點/路由器，您也可直接連接裝置和機器。有關其他無線
網路支援，請跳至 support.brother.com/wireless-support。

如果安裝不成功，重新啟動您的

請跳至 13 安裝應用程式。

Brother 機器和無線存取點/路由器，
然後重複執行 12 。

使用行動裝置進行列印或掃描
( 僅限 DCP-T510W/DCP-T710W/MFC-T810W)
您的行動裝置必須連接至 Brother 機器所在的同一無線網路。

Brother SupportCenter 是一款行動應用程式，可為您的 Brother
產品提供最新的支援資訊。
請瀏覽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進行下載。

AirPrint 適用於所有支援 iOS 的裝置，包括 iPhone、iPad，和
iPod touch。無需下載任何軟體即可使用 AirPrint。如需相關資
訊，請參閱線上使用說明書。

使用您的 Android™ 裝置從 Google Play™ 下載和安裝 Mopria®
列印服務應用程式。

可選應用程式
您可使用各種應用程式從行動裝置進行列印及掃描到行動裝置。
有關說明，請參閱線上使用說明書。

使用您的行動裝置從 App Store、Google Play™，或 Microsoft®
Store 等行動應用程式商店下載和安裝我們的免費應用程式
Brother iPrint&Scan。

其他無線支援：support.brother.com/wireless-support
有關常見問題、故障排除及下載軟體和使用說明書，請瀏覽 support.brother.com。有關產品的技術規格，請參閱線上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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