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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到 FileZilla Server FTP 服务器设置 

概要： 

我们将在宿主计算机上安装并设置 FileZilla Server FTP 软件，同时进行

复印机扫描到 FTP 的相关设置； 

 FTP服务器 IP地址： 依据宿主计算机 
 用户名： scan 
 密码： scanpassword 
 FTP服务器 scan用户本地根目录： d:\scan 

宿主计算机操作系统默认选择 WIN7，对于 WIN10 同样可以正常运行，

支持 32/64bits 系统。 

条件： 

1. 一台具备网络扫描功能的 SHARP MFP 复印机； 

2. 必要的网络环境； 

3. 一台用于安装 FileZilla Server FTP服务器软件的计算机（TCP 21

端口需空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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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载 FileZilla Server FTP 服务器软件 

下载地址：https://www.filezilla.cn/download/server ，这是一

个中文伙伴主页（官方主页只提供英文界面软件下载）。请注意我

们使用 FileZilla Server 软件，而不是 FileZilla Client 软件，后者不具

备 FTP Server 功能，请将其下载到您的电脑。 

 

https://www.filezilla.cn/download/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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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装 FileZilla Server FTP 服务器软件 

1. 双击 FileZilla Server 安装程序，在许可证页面选择【我接

受】； 

 

2. 选择组件页面接受默认值，选择【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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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受默认路径，选择【下一步】； 

 

 

4. 安装系统服务，务必接受默认选项，【下一步】并选择【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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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完成选择【关闭】； 

 

 

三、 设置 FileZilla Server FTP 服务器 

1. 在开始菜单的程序栏选择 FileZilla Server 程序组中启动

File Zilla Server Interface 程序，利用默认的地址和端口

登录到 FileZilla Server 管理界面； 

  

 



 

6 

 

2. 确认正常登录到管理界面，点击选项按钮，调出选项菜单。确

定监听端口为 21（不可更改）。建议将连接超时和无传输超

时设定为 300 秒以上，以方便后继的测试，按【确定】关闭选

项菜单。 

 

3. 点击用户按钮，调出用户窗口，在“General”选项，选择添

加按钮，添加一个名为“scan”的用户，点击确定，关闭“添

加用户”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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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定密码，选中密码复选框，并在随后的文本框中输入密码

“scan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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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中“Shared Folders”，在右侧选中需编辑的用户“scan”，

按“添加”按钮，在浏览文件夹页面选中准备设置为用户 scan

主目录的文件夹（需要事先建立好，在本例中选择了

“D:/scan”），按【确定】关闭浏览文件夹页面，最后请务

必将文件夹权限复选框全部选中，否则可能发生用户无法写入

文件等问题。 

 

FileZilla Server FTP 服务器设置完毕； 

 

四、 测试 FTP 服务器 

请在同一网络环境下的另一台电脑（以下称为客户机）上进行

测试，如现场条件不足也可以在安装 FileZilla Server FTP 服务器的宿

主计算机上进行操作，但是将无法测试网络和操作系统权限的设定

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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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资源管理器，在地址了输入服务器的 IP 地址，形如： 

ftp://192.168.10.174 

 

 

2. 回车后会弹出对话框，输入先前设定的 FTP 用户名和密码，按

【登录】键；本例中是“scan”和“scan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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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提示“Windows无法访问此文件夹，请确保输入的文件名

时正确的……”，则请检查网络联通是否正常，IP 地址是否

错误，服务器端的防火墙是否禁止了“21”端口的通信等？ 

 

4. 上一步出现问题，可以尝试暂时关闭服务器端的防火墙，对于

windows 自带防火墙，可以使用“开始”→“控制面板”→“系

统和安全”→“Windows 防火墙”→“打开或关闭 Windows 防

火墙” 

 

如果关闭防火墙后，可以看到登录界面，说明是防火墙设置问

题，需要设置防火墙例外条例，使 TCP 21 端口的通信能够被允许。 

另外 FileZilla Server 所在宿主计算机如有第三方的防火墙，也

需要进行检查，具体方式请查阅软件说明书或咨询用户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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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录后可以看到文件夹中的内容（或为空），利用复制粘贴操

作将一个本地文件粘贴到此远程文件夹。如 

 

 

 

6. 如复制过程中如提示错误，请检查服务器端的权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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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FileZilla Server 宿主计算机的本地目录（D:\scan）中，

可以看到传送至服务器的文档。 

 

 

8. 在进行以上测试时，FileZilla Server FTP 管理接口可以显

示服务器端的服务日志（调试使用）。 

 

至此，可以证明 FTP服务器的设置时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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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扫描到 FTP 服务器——对 MFP 进行设置 

扫描至 FTP 服务器，在 MFP 上进行的设定是将 FTP 服务器的相

关参数录入到 MFP，并依据 MFP 的设计要求绑定调用方式。因此需

要准备好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登录名及密码，此外还要知道此用

户在服务器端的本地目录（以便扫描完成后使用此文件）。  

本例中我们已经设置好的参数为（需要填写到复合机中）： 

 FTP Server IP地址： 192.168.10.174 

 用  户 名    ： scan 

 密     码    ： scanpassword 

 FTP scan 用户本地目录： d:\scan 

复合机端应该已经完成基本网络设置（IP 地址，子网掩码，网

关），并且与 FTP 服务器可以互联互通，通过在浏览器地址栏键入

复合机的 IP 地址进行访问设置。 

1. NOVA-L 设置扫描到 FTP 服务器 

 只有具备网卡的机器才具备扫描到 FTP服务器功能； 

 MCU固件版本：10.70以上（26ppm 以上机型）； 

 MCU固件版本：01.70以上（23ppm 以下机型）； 

 NNB固件版本：03.00以上； 

a) 进入管理员 web 模式 

点击左侧的“Admin Mode”，在弹出对话框中输入复合机管理

员名和密码（管理员账号：admin，默认密码：Sharp，注意首字母

是大写），进入管理员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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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设定网扫（1） 

 左侧栏选中的“Image Send Management”选中“Network 

Scanning”； 

 右侧确认选中了“Scan to FTP & Desktop & Sharpdesk 

Mobile”； 

 根据需要可以修改“Default Subject”； 

 按【Submit】提交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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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设定网扫（2） 

 左侧栏选中的“Image Send Management”选中“Scan 

setup”； 

 左侧顶栏有【SC1】……【SC5】【Sharpdesk6】共计 6

个选项卡，对应复合机面板左侧的 6个扫描地址，我们准

备把按钮 1 设定为扫描到 FTP 服务器，所以要编辑【SC1】； 

 按下图进行设定，其中 

 scan Type 必须选择 Network Scan； 

 Destination Type 必须选择 FTP； 

 FTP Destination Control:内容按照 FTP 服务器要求内

容填写； 

 扫描参数按需设置； 

 按【Submit】提交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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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复合机上操作扫描到 FTP 服务器 

请首先检查系统固件必须在指定版本以上，MCU 版本 01.70 以

上（23ppm 以下机型）， MCU 版本 10.70 以上（26ppm 以上机型）， 

NNB 版本 3.0 以上，否则请进行固件升级。 

 

a) 将原稿放置在扫描玻璃上（或送稿器纸盘上）； 

 

 按【扫描】键，扫描指示灯点亮，屏幕显示 ； 

 按【原稿】键，然后使用【尺寸】键设定原稿尺寸，R

标记代表短边进纸；（如利用送稿器走纸，机器会自动检

测原稿尺寸）； 

 按左侧的扫描目的地址键【1】（因为我们之前定义第

一个键扫描到 FTP），屏幕显示 ； 

 按【开始】键开始扫描。 扫描过程中绿色数据灯闪亮，

扫描成功数据灯熄灭，扫描失败则红色错误灯闪亮，同时

屏幕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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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FTP 服务器的本地文件夹中（本例时 D:\scan 目录），

出现扫描后的电子档，扫描成功。 

 

如果扫描期间 FileZilla Server 管理界面正处于打开打开状态，

可以看到 FTP 服务器的活动日志，对于排错非常有用。 

 

：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