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積小巧、多項功能， 
提高效率

高速噴墨打印機

A3 / Ledger

120 ppm

多重紙匣

紅黑列印



適用任何工作間的高生產力。

超高速列印120 ppm

選配件來自訂您的工作流程

高容量列印的超高效率。

1000張A4尺寸紙張的紅黑列印時間（A4/letter 尺寸，長邊進紙，單面列印）

傳統的辦公室雷射印表機

約8分鐘

25 分鐘*

* 40 ppm

雙面列印也擁有超高效率， 達到 120 ppm。由於高精度進紙控制， ComColor FW2230 

在單面和雙面文件列印方面實現了相同的超高速，極大提高了生產力。首頁列印時
間僅需五秒，這意味著列印運行時更少的等待時間和
更大的工作處理量。
選配的一次雙面掃描器可極大提高掃描速度。 您最
多可以裝載200張紙來進行快速較大文件的掃描和影
印。

ComColor FW2230擁有驚人的120 ppm 紅黑列印速度， 可實現快速大量的列
印工作。

由於簡單，非接觸式紙張路徑和列印期間沒有熱量，因此紙張不太可能捲曲。這確
保了平滑的後處理。

用於自動化工作流程的可選附件可從始至終提高生產力。

ComColor 標準 — RISO 的標準色彩設定檔
根據文件類型和媒體，精確控制列印頭
排出的墨滴量。有助於維持圖像品質和
優化油墨使用量，最終降低運營成本。

在黑白列印上追加紅色可在呈現效果的同時降低成本。單色列印可也使用黑色或紅
色，可適用於不同用途，實現極具魅力的列印。

節能高效的列印過程提供了平穩經濟的操作。 與基於調色劑的打印機不同，
ComColor FW2230採用的成像流程消除了臭氧和墨粉排放。

功率調度模式允許您在指定時間自動打開和關閉電源。一周每天可登記最多 10 組
開始或結束時間。不用擔心會忘記在工作時間後或週末期間關閉打印機。

睡眠模式允許您在上一次列印工作後設定打印機進入省電狀態的時間。這種模式使
耗電僅有 4W，更加節省電費。

之前 之後

印刷成本

運營成本

電費

印刷成本

運營成本

電費

降低成本

面朝下裝訂器 F10
位移堆疊和裝訂列印物的專用小型裝訂器。
適用紙張尺寸
 不含位移
 最大 : 340 mm × 550 mm (13 3/8” × 21 5/8”)
 最小 : 90 mm × 148 mm (3 9/16” × 5 27/32”)
 位移輸出
 普通尺寸紙張寬度：182 mm × 257 mm - 297 mm × 431.8 mm
 (7 3/16” × 10 1/8”- 11 11/16 × 17”)
 不規則尺寸的紙張寬度：131 mm × 148 mm - 305 mm × 550 mm
 (5 3/16" × 5 27/32"- 12" × 21 5/8")
紙張重量   46 gsm 至 210 gsm (12 - lb bond 至 56 - lb bond)
紙匣容量   高度可達 108 mm (4 1/4”)
裝訂的最大張量
50 張* A4、B5 (JIS)、Letter
25 張* A3、B4 (JIS)、Ledger、Legal、Foolscap
紙張重量   52 gsm 至 210 gsm (14 - lb bond 至 56 - lb bond )
裝訂位置
1 在前側（角釘）
1 在後側（角釘）
2 在中心（平釘）
耗電量   最大 100 W
列印速度 （長邊進給，單面列印）
 不含位移 120 ppm
 位移輸出 105 ppm

* 使用普通紙或再生紙時 (85 gsm ( 23-lb bond ))

裝訂 位移堆疊



適用任何工作間的高生產力。

適用任何工作環境的卓越可用性。

擴展可用性

選配件來自訂您的工作流程

帶有易於識別的彩色圖標的觸控熒幕，使任何人可在打印機上進行簡單操作。

用於自動化工作流程的可選附件可從始至終提高生產力。

ComColor FW2230支持可變數據列印， 可輕鬆處理連續數字和條形碼。  快速的列印速度
使您在緊張的進度表中可以進行臨時更改及列印大量作業。

條形碼區域定義功能自動檢測條形碼。可以輕鬆列印
指定條形碼區域的列印濃度，以獲得最佳的可讀性。

選配的 PS 套件支援多種作業系統， PDF 檔可以從 USB 

隨身碟中直接列印，而 RISO Print-S應用允許從智慧型設
備列印

列印和影印時為了使用方便， 可以將經常使用的功能儲存至
我的最愛。

傾斜熒幕確保在任何角度都可 90 度觀看的卓越觀賞性，擴大
了安裝靈活性。

儲存數據之前，會在掃描預覽視窗顯示掃描圖像，以減少掃描失敗。

面朝下裝訂器 F10
位移堆疊和裝訂列印物的專用小型裝訂器。
適用紙張尺寸
 不含位移
 最大 : 340 mm × 550 mm (13 3/8” × 21 5/8”)
 最小 : 90 mm × 148 mm (3 9/16” × 5 27/32”)
 位移輸出
 普通尺寸紙張寬度：182 mm × 257 mm - 297 mm × 431.8 mm
 (7 3/16” × 10 1/8”- 11 11/16 × 17”)
 不規則尺寸的紙張寬度：131 mm × 148 mm - 305 mm × 550 mm
 (5 3/16" × 5 27/32"- 12" × 21 5/8")
紙張重量   46 gsm 至 210 gsm (12 - lb bond 至 56 - lb bond)
紙匣容量   高度可達 108 mm (4 1/4”)
裝訂的最大張量
50 張* A4、B5 (JIS)、Letter
25 張* A3、B4 (JIS)、Ledger、Legal、Foolscap
紙張重量   52 gsm 至 210 gsm (14 - lb bond 至 56 - lb bond )
裝訂位置
1 在前側（角釘）
1 在後側（角釘）
2 在中心（平釘）
耗電量   最大 100 W
列印速度 （長邊進給，單面列印）
 不含位移 120 ppm
 位移輸出 105 ppm

* 使用普通紙或再生紙時 (85 gsm ( 23-lb bond ))

裝訂 位移堆疊

摺疊單元 FG10
摺疊單元 FG10 支援 A4 三摺*1。混合尺寸的文件使用 A3 尺寸和 A4 尺寸的 
Z 形摺和 A3 尺寸紙張*2。
*1  不支援多頁文件的三摺或 Z 形摺。
*2  使用支援混合尺寸列印的應用程式時。支援 Ledger/Letter 尺寸、 A3 、 A4 尺寸和 B4B5 尺寸組合。

內三摺 外三摺Z形摺混合Z形摺

多功能裝訂器 FG10
自動執行智慧內嵌功能，簡化裝訂流程

裝訂   裝訂選項包括：平釘、角釘，最多100 頁*。
打孔  可在文件中打孔。選擇美規兩孔 /三孔，或兩孔/四孔。
折紙  提供各種自動折紙選項[內折；外折；A3/ledger 至 A4/letter 紙張面積縮小；及對折

最多五頁，製成 20 頁手冊]。
製作手冊 自動騎馬訂裝訂，最多 60 頁（15 張）。
* 使用普通紙及回收紙 (85 gsm (23-lb bond)) 用於 A4 、Letter 和 B5 時

裝訂 打孔 位移堆疊 對折 手冊
（對折）

手冊
（對折+裝訂）

掃描器 HS7000
選購的掃描器 HS7000 可以將掃描資料透過網路儲存到 PC 上，作為電子郵件的附
件，或儲存到網路 RISO 機器的硬碟中。
多頁文件可以作為單獨的檔案或合併成一個檔案儲存為PDF格式。 文件可以儲存為
PDF，TIFF，JPEG和PDF / A（適合長期儲存）格式。

條形碼區域外
顯示打印機驅動程式設置

條形碼區域
條形碼將以適當的密度列印。



規格

列印類型 行式噴墨系統

墨水類型 油性顏料墨水（紅，黑）

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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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 顏色（ 11個灰階）

資料處理解析度
標準：300 dpi × 300 dpi
精細：600 dpi × 600 dpi
線條平滑：600 dpi × 600 dpi

暖機時間 2 分 30 秒以下（室溫 23ºC (73.4ºF) 時）

首頁列印時間*1 5 秒以下（A4長邊進紙）

首頁影印時間*1 7 秒以下（A4長邊進紙）

連續列印速度*2*3

A4 長邊進紙 單面：120 ppm，雙面：60 張/分 (120 ppm)

Letter 長邊進紙 單面：120 ppm，雙面：60 張/分 (120 ppm)

A4 短邊進紙 單面：90 ppm，雙面：45 張/分 (90 ppm)

Letter 短邊進紙 單面：90 ppm，雙面：45 張/分 (90 ppm)

B4 (JIS) 短邊進紙 單面：76 ppm，雙面：34 張/分 (68 ppm)

Legal 短邊進紙 單面：76 ppm，雙面：34 張/分 (68 ppm)

A3 短邊進紙 單面：66 ppm，雙面：32 張/分 (64 ppm)

Ledger 短邊進紙 單面：65 ppm，雙面：32 張/分 (64 ppm)

紙張尺寸

標準紙匣
最大：340 mm × 550 mm (13 3/8” × 21 5/8”)*11

最小：90 mm × 148 mm (3 9/16” × 5 27/32”)

進紙匣
最大：297 mm × 432 mm (11 11/16” × 17”)
最小：182 mm × 182 mm (7 3/16” × 7 3/16”)

可列印範圍 最大：310 mm × 544 mm (12 3/16” × 21 13/32”)

保證列印範圍*4 標準：5 mm (7/32”) 邊界寬度
最大：3 mm (1/8”) 邊界寬度

紙張重量

標準紙匣
單面 : 46 gsm 至 210 gsm (12-lb bond 至 56-lb bond)
雙面 : 46 gsm 至 210 gsm (12-lb bond 至 56-lb bond) 對於 A4 和 Letter
            46 gsm 至 104 gsm (12-lb bond 至 28-lb bond) 對於 Ledger，A3，Legal 和 B4

進紙
單面 : 52 gsm 至 104 gsm (14-lb bond 至 28-lb bond)
雙面 : 52 gsm 至 104 gsm (14-lb bond 至 28-lb bond)

紙匣容量
標準紙匣 高度最高 110 mm (4 5/16”)

進紙匣 高度最高 56 mm (2 3/16”)（× 2 紙匣）

出紙匣容量 高度最高 56 mm (2 3/16”)

頁面說明語言 RISORINC/C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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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的作業系統

標準
Microsoft®: Windows Vista®（32 位元/64 位元），Windows® 7（32 位元/64 位元），Windows® 8.1（32 位元/64 位元），Windows® 10（32 位元/64 位元），
Windows Server® 2008（32 位元/64 位元），Windows Server® 2008 R2（64 位元），Windows Server® 2012（64 位元）

可選*5 Mac: OS X 10.8 (64位元)、10.9 (64位元)、10.10 (64位元)、10.11 (64位元)
Linux（僅與PPD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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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體容量 4 GB

硬碟*6
容量 500 GB

可用空間 大約 430 GB

作業系統 Linux

電源 AC 100-240 V, 10.0-5.0 A, 50-60 Hz

耗電量

最大：1,000 W

就緒*7: 150 W 以下
休眠*8:  4 W 以下
待機:  0.5 W 以下

操作噪音 最大 65 dB A4 長邊進紙（單面）最大列印速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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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 (W × D × H)
使用中：1,030 mm × 725 mm × 1,115 mm (40 19/32” × 28 9/16” × 43 29/32”)
蓋板及進紙匣關閉：775 mm × 705 mm × 970 mm (30 17/32” × 27 25/32” × 38 7/32”)

重量 大約 132 kg (292 lb)

安全資訊 IEC60950-1 相容，室內，污染度 2*9，海拔低於 2000 m

需要的空間 (W × D × H)*10 1,305 mm × 1,215 mm × 1,115 mm (51 13/32” × 47 27/32” × 43 29/32”)

, 標誌、ComColor 為理想科學公司 (Riso Kagaku Corporation) 之註冊商標。Mac 為蘋果公司 (Apple Inc.) 之註冊商標。Microsoft、
Windows、Windows Server 與 Windows Vista 為微軟公司 (MicrosoftCorporation) 於美國及其他國家之註冊商標。其他公司名稱與商標皆屬各
自所有人。

5-34-7 Shiba, Minato-ku, Tokyo 108-8385 Japan
http://www.riso.com

Printed in Japan. RAD No. 9719709
H29-01

更多詳細資訊請聯絡：

規格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1 最後一項列印工作之後 10 分鐘內  *2 使用普通紙及回收紙時 (85 gsm (23-lb bond))，並使用密度設定（標準）圖表：列印測量模式 [彩色測量範本 2（JEITA 標準模式 J6）]  *3 連續列印速度取決於連接的可選輸出設備的類型。  *4 列印
信封時邊界為 10 mm (3/8")。列印圖檔時的保證範圍為紙張邊緣 5 mm (7/32") 內的範圍。 *5 需要選購配件PS套件。  *6 1 千兆位元組 (GB) 為 10 億位元組。 *7 無列印及溫度調整操作  *8 [耗電量（休眠中）] 設定為 [低]。  *9 使用環境的汙
染度取決於空氣中的泥土及灰塵。一般室內環境為「2」度。 *10 前蓋板打開並保持與操作面板垂直的位置。  *11 當使用複式印表機時：340 mm x 460 mm (13 3/8" x 18 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