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上一次打印工作後的 10 分鐘內。
*2 使用一般紙張和再造紙時 (85 gsm) ，以及使用密度設定 3（標準）圖表時：打印測量模式 [顏色測量範本 2（JEITA 標準模式 J6）]。
*3 打印信封的邊界為 10 mm。打印圖像的保證範圍為紙張邊緣 3 mm內的範圍。
*4 1 千兆 (GB) 即 10 億位元組。
*5 沒有打印或溫度調節操作。
*6 連續打印速度取決於鎖連接的額選配輸出設備類型而有所不同。多功能裝釘器：最多每分鐘 120 頁（A4 長邊進紙，單面）面向下堆疊收紙器：ComColor 2150：最多每分鐘 150 頁（A4 長邊進紙，單面）。
*7 將 [耗電量（休眠中）] 設定為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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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Color 2150

規格

規格隨時變更而不會另行通知。

極簡色彩，
極強效能。

A3

150 ppm

多重紙匣

黑色及紅色打印

ComColor 2150

更多詳情請聯絡：

打印類型 線式噴墨系統

油墨類型 油性顏料墨水（黑色及紅色）

解像度 標準：300 dpi（主掃描方向）× 300 dpi（次掃描方向）
精細：300 dpi（主掃描方向）× 600 dpi（次掃描方向）

灰階數目 每個 RK 顏色（8 個灰階）

資料處理解像度 標準：300 dpi × 300 dpi
精細：300 dpi × 600 dpi
平滑線條：600 dpi × 600 dpi

暖機時間 2 分 45 秒以下（室溫 20ºC (68ºF) 時）

第一次打印時間 5 秒以下*1（影印 A4 長邊進紙）

連續打印速度*2*6 A4 長邊進紙 單面：150 ppm，雙面：75 頁/分鐘 (150 ppm)

A4 短邊進紙 單面：110 ppm，雙面：55 頁/分鐘 (110 ppm)

B4 短邊進紙 單面：90 ppm，雙面：42 頁/分鐘 (84 ppm)

A3 短邊進紙 單面：80 ppm，雙面：40 頁/分鐘 (80 ppm)

紙張尺寸 標準紙匣 最大：340 mm × 550 mm 
最小：90 mm × 148 mm 

進紙匣 最大：297 mm × 420 mm
最小：182 mm × 182 mm

可打印範圍 最大：314 mm × 548 mm

保證打印範圍*3 標準：3 mm 邊界寬度
最大：1 mm 邊界寬度

紙張重量 標準紙匣 46 gsm 至 210 gsm （一般紙張）

進紙匣 52 gsm 至 104 gsm （一般紙張）

進紙方法/紙匣容量 標準紙匣 高度可達 110 mm

進紙匣 高度可達 50 mm（× 3 個紙匣）

出紙匣容量 標準 高度可達 60 mm

頁面說明語言 RISORINC/CIII

支援的通訊協定 TCP/IP、HTTP、HTTPS (SSL)、DHCP、ftp、lpr、IPP、SNMP、連接埠 9100（RAW 連接埠）、IPv4、IPv6、IPsec

支援的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XP（32 位元），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32 位元 /64 位元），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R2（32 位元 /64 位元），Microsoft® Windows Vista®（32 位元 /64 位元），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32 位元 /64 位元），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64 位元）， 
Microsoft® Windows® 7（32 位元 /64 位元），Microsoft® Windows® 8（32 位元 /64 位元），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64 位元）

網路介面 乙太網路 1000BASE-T、100BASE-TX、10BASE-T

記憶體容量 1 GB

硬碟*4 容量 320 GB

可用空間 280 GB

作業系統 Linux

電源 AC 100-240 V，7.0-3.5 A，50-60 Hz

耗電量 最高：700 W
就緒*5：150 W 以下
休眠*7：5 W 以下
待機：0.5 W 以下

操作噪音 最大 66 dB（未連接選配設備打印時）

操作環境 溫度：15ºC 至 30ºC（59ºF 至 86ºF）
濕度：40% 至 70% RH（非冷凝）

尺寸（寬 × 深 × 高） 使用中：1,220 mm × 705 mm × 1,030 mm
機蓋及進紙匣關閉時：1,155 mm × 705 mm × 1,010 mm

所需空間（寬 × 深 × 高） 機蓋及進紙匣打開時：1,220 mm × 1,240 mm × 1,030 mm

重量 大約 166 kg



ComColor 榮獲 ENERGY STAR 認證*， 
並提升其他節能功能的表現。
每打印一張紙的耗電量只有 
0.15 Wh。

自動進紙匣可以同時掃描雙面原稿。
可以快速輕易影印、掃描文件，或以 
PDF、TIFF 和 JPEG 格式儲存。

高速、黑紅雙色打印效能可以強力支援您的高印量工作。

單面打印 1,000 頁 A4 長邊進紙的時間

傳統的辦公室打印機

ComColor 2150

卓越效能

大約 25 分鐘

大約 6 分鐘

*1 A4 長邊進紙、單面、標準模式連續打印、一般紙張（85 gsm）。 
使用的圖表：打印測量模式 [顏色測量範本 2（JEITA 標準模式 J6）]。

*2 最後一項打印工作之後的 10 分鐘內。

新增功能 增強生產力的配件，從開始到結束均為自動化工作流程。高容量進紙及堆疊，以及各種
完稿功能可以簡化生產程序，並且盡量減少外判工作需要。

這個選項可讓你的大量打印工作不受中
斷，而你亦不需要特別注意和暫停工作
來加紙。

自動執行智能內線功能，簡化完稿程
序。 

這個選項可堆疊較大輸出量，從而減少
用戶介入。堆疊器可整齊輕易地運送打
印成品。

外型輕巧，專門為位移堆疊及裝釘打印
成品而設。

高容量進紙器

多功能裝釘器 II

高容量堆疊器

向下堆疊收紙器（含裝釘） 打孔 裝釘

小冊子 小冊子 + 裝釘

合乎經濟效益和節省能源 ComColor將油墨、紙張及能源消耗量減至最低，同時仍能
保有最佳打印品質。

可在單一頁面上打印多份相同頁面的內
容，或將多頁打印至單一頁面，以節省
紙張。

自動忽略文件的空白頁來節省時間和紙
張，進一步降低營運成本。

使用一種顏色（黑色
或紅色）來呈現出彩
色效果，同時減低油
墨消耗量。

多重打印 移除空白頁單色打印

多重打印
（單頁）

多重打印
（多頁）

黑色 紅色

* 在有限地區提供。

• 這項功能僅於使用打印驅動程式時提供。
• 如果沒有資料，包括頁首 /頁尾的頁數不會視為空白頁。

這項功能是節能的便利工具，可在需
要時自動開啟和關閉打印機的系統電
源。

電力排程功能

低耗電量

ComColor 系列備有更卓越的效能及功能，能為每位用戶提供一致的打印品質，
而且方便又簡單。

容易使用的打印、影印、掃描機管理資
料等功能，依照邏輯配置，可讓你憑藉
直覺在大型 LCD 觸控螢幕上操作。

超薄油墨匣採用 
ComColor 的聰明設計，
讓補充油墨變得乾淨
容易。

打印機未連接網絡時，只需要將 USB 快
閃儲存插入機器的 USB 插
槽即可直接打印。

極之簡約和高質素

彩色 LCD 觸控螢幕

更換容易的油墨匣

Scanner HS5000

辦公室適用

生產適用

可直接從 USB 快閃儲存打印

• 直接打印的資料必須是 RISO 原稿格式 
（PRN 格式）。

使用多重紙匣，將高
速打印紙張容量最大
化。

ComColor 系列專為高產量環境設計，而
且堅固耐用。裝置經過驗證耐用持久，
保證可打印數百萬次。

獨有的功能可增加紙材種類及紙張尺
寸，並能夠進行高速可靠打印工作。

進紙靈活多變化

處理各式各樣的紙材

耐用設計

如要確保機密文件不受窺視，只需要在
傳送文件資料至 ComColor 時指定 PIN 碼
即可。在 ComColor 控制面板上輸入 PIN 
碼即可授權打印。

PIN 碼加強安全性

信封

卡片

額外的紅色在黑白打印上份外奪目。紅
色的顏色醒目，能確實地引人注意。

高級黑色油墨的打印效果清晰，全新優
化的紅色油墨以實在的紅色重現鮮明圖
像，帶來極具吸引力的成品。如此，
ComColor 2150 創造美觀的雙色打印產品。

高速打印速度可達 150 ppm*1，而開機時
間亦只需短短 5 秒*2。如此方便的型號
是你大量打印工作的最理想選擇。

吸引目光的雙色打印

專用油墨

高速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