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ed Forward

數碼速印機

A3/150 ppm/300 × 600 dpi/LCD 面板/多樣化連接

全新標準性能，超越您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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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介紹  SF 系列，切合所有用家需要的

新晉環球品牌

RISO 業務遍及超過 180 個國家和地區，時刻聆聽客戶的意見，務求

不斷改良產品以切合所有用家需要。SF 系列是一個重大的里程碑，

亦是我們不斷創新之下的精心傑作。SF 系列在同級別產品中速度最

高，加上卓越的操作性能和打印品質，將您的影印體驗帶到更高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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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生產力

150  ppm 高速影印

  簡單操作
全新操控面板設計

  高清

300  x 600 dpi 高解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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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調整出紙匣 
調整出紙匣輕鬆簡單，
方便配合各種標準紙張
尺寸。改良的設計讓影
印成品整齊按序排列，
以便收取。

高速 150 ppm 影印
影印 1,000 頁只需約 7 分鐘，在同類別產品中的影印速
度全球最高。高速效能可以強力支援您的高印量工作。

快速製版模式 
全新功能、速度優先模式、更短製版時間，同時保持高影
像質素。

厚重紙張進紙
紙匣容量達 1,000 張紙 *（進
紙及出紙），以確保長時間
影印亦不會中斷。

無可匹敵的低廉影印成本
SF 系列透過製版進行影印。因此，每個原稿產生頁數更多，
每次影印成本更低，從而提升中高影印量的成本效益。

節省紙張
版面影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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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將厚重的多頁文
件印製成易讀的格式。這些功能需要使用影印機驅動程式。

多樣化紙張處理功能
SF 系列飾演多個角色，支援多款紙材，例如再造紙、粗紙、
卡紙和信封。

已改良

全新

RISO 提供高速、
高生產力且低成本的影印技術。

「由於影印量非常大，因此時間和成本
都是主要的考慮因素。」

SF 5350

25 分鐘

7 分鐘

黑白影印機／雷射打印機 (40 ppm)

影印數量與每張影印成本

每張影印成本

影印數量

每
張
影
印
成
本

一般影印機的每張影印成本

*使用以下紙張重量時：64 gsm ∼ 80 g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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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設計的操控螢幕 
全新易用的操控螢幕，操作簡單容易。
 

方便易用的 LCD 螢幕 
128 × 64 點 LCD 螢幕讓資料清晰易見，螢幕還會顯示用品
剩餘用量，以避免用品存量不足。

多種影印方式
SF 系列提供多種影印方式，視乎您的需求而定。 
• PC-I/F 的標準設備
• 直接從 USB 快閃磁碟打印

RISO 控制台 
全面的管理系統將應用程式整
合在同一地方，更加易於使用。
您可以在電腦上輕鬆查看產
品、消耗品和系統資料。

多樣化程式影印
例如，您可以為三個學生數目不同的班別（A、B 和 C）
影印試卷。只需設定程式，並將三份試卷原稿放在 Auto 
Document Feeder（自動送稿機），然後按「print（影印）」，
您即可自動得出各班別所需數量的試卷。

全新

不用擔心。任何人都能簡單操作。

「數碼打印機很難操作嗎？」

程式 A 程式 B

原稿

第 1 組
原稿 A

20 頁

30 頁

10 頁

原稿 B

原稿 C

最多 
20 原稿

20 頁

30 頁

40 頁 40 頁

50 頁

20 頁 2 份

1 份

1 份

2 份

第 2 組

第 3 組

第 4 組

最多 
9,999 頁

最多 
99 份

已改良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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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影像品質 300 × 600 dpi 影印 
務求以更高影像質素印製出清晰銳利的
文件。

加強功能進一步提升輸出文件的清晰度 
高掃描品質  
即使是相片影像，全新設計的掃描器可讓色調漸變保持平
滑。

• 透過均衡點描述功能，減少過度曝光

提升影像處理技術 
透過提升影像處理技術，減少影像變質，輸出的文件更加
清晰。

• 透過強化伽瑪校正技術，盡量減少影像陰影
• 輪廓增強技術令影像邊沿更銳利

300 × 600 dpi

減少過度曝光

盡量減少影像過暗情況

油墨顏色選擇
21 種標準顏色，及 50 種自訂顏色。多種色彩切合您各種影
印需要。

其他有助優化輸出效果的功能
• 自動背景控制
• 色調平滑功能
• 四個影像處理模式：文字、寫真、文圖及鉛筆

您可以印製出品質精美的圖片
和文字。

「我們希望保留細緻的品質。」

Red

Teal

Crimson

Bright Red

Blue

Hunter 
Green

RISO-
Marine Red

Medium
Blue

Gray

Burgundy

RISO-Fed. 
Blue

Light Gray

Brown

Purple

Fluorescent
 Pink

Yellow

Flat Gold

Fluores. 
Orange

Green

Orange

Gold

[自訂顏色 ]

已改良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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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mm

1515 mm

1065 mm

670 mm

1415 mm

1215 mm

1240 mm

780 mm

670 mm

智能卡安全性
選用智能卡啟動工具，以提升
安全性。只允許獲授權的使用
者影印文件，有效防止機密文
件資料外洩。

使用報告
SF 系列提供 RISO Copy Count Viewer，讓您計算使用者的影
印數量，從而了解開支和使用限制。
可列印、透過 USB 快閃磁碟或電郵
取得彙整結果。

我們支援資料和消耗品管理。

「我可以如何管理資料和消耗品？」

我們亦非常關注全球環境問題。

「我們每一位都注重環保。」

尺寸

環保
在星級能源標準下，SF 系列消耗 1/10 能源。 
 • 符合 ENERGY STAR® 和 RoHS 認證
• 符合歐洲 ErP 指令
• 消耗較少能源並釋出較少熱能
• 節省能源系統

米糠油油墨 
米糠油油墨有利於環境的持續發展。米糠是不含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的原材料，為避免浪費，米糠油被提取用作製造
油墨。這些米糠隨後更可用作肥料或動物飼料。

全新



Speed Forward

RISO SF Drum RISO Auto Document 
Feeder VII

Card Feed KitJob Separator IV; NIII

RISO Key Card Counter
IV; N

• IC Card Reader Activation Kit RG
• RISO Printer driver for Macintosh

RISO INK F Type Color (1000 ml)

RISO MASTER F Type 
(A3: 220 張)

RISO INK F Type (10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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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O Stand D Type III
附有門的高級易用儲存配
件，讓外觀保持整齊。

RISO Stand N Type III
堅固的前方開放支架， 
讓儲存消耗品更方便。

RISO iQuality 標誌代表 
RISO 產品與 RISO 
iQuality 系統相容

規格

    和          為 RISO KAGAKU CORPORATION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 /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和       為 RISO KAGAKU CORPORATION 的商標。
其他公司名稱及 /或商標為各自公司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版權所有 ©2016 RISO KAGAKU CORPORATION。保留所有權利。

更多詳情請聯絡：

RISO iQuality 標誌代表 
RISO 產品與 RISO 
iQuality 系統相容

RISO iQuality 標誌代表 
RISO 產品與 RISO 
iQuality 系統相容

選購附件

製版／印刷方法 高速數碼製版／全自動印刷

原稿類型 書本或稿紙

製版時間 *1

快速製版
- 約 14 秒（A4，長邊給紙）
- 約 18 秒（A4，短邊給紙） 

普通製版
- 約 16 秒（A4，長邊給紙）
- 約 20 秒（A4，短邊給紙）

解析度
掃描 600 dpi × 600 dpi

印刷 300 dpi × 600 dpi, 快速製版 : 300 dpi × 400 dpi

最大掃描直域 297 mm × 432 mm

印刷紙張重量 46 gsm ∼ 210 gsm

印刷紙張尺寸 100 mm × 148 mm ∼ 310 mm × 432 mm

最大印刷區域 291 mm × 413 mm

送紙台堆疊容量 1000 張 *2、堆疊高度 110 mm 或更低

出紙台堆疊容量 1000 張 *2、堆疊高度 110 mm 或更低

印刷速度 6個等級：每分鐘 60、80、100、120、130、150 ppm*3

印刷位置調整 水平：±15 mm，垂直：±10 mm

圖像處理模式 文字、寫真、文圖、鉛筆

印刷縮放比率 無倍縮放（50% ∼ 200%） 、任意、100%縮放比率、3 個放大等級（141%、122%、116%）、4 個縮小等級（94%、87%、82%、71%）

用戶介面 LCD 面板

功能
原稿掃描模式、掃描對比度、放大／縮放、網點處理、2 面連寫、書本陰影、節省油墨、快速製版、自動送稿機半自動 *4 、印刷速度、印刷濃度、
印刷位置、編程列表 A/B 、紙帶分頁 *4 、拌墨、機密、計數器顯示、計數器報表輸出、試印、直接印刷、USB 儲存器印刷、自動休息設定、自動關
機設定、ECO 模式、RISO iQuality System

油墨供給 全自動（1000 ml／筒）

版紙供給／廢版紙 全自動（A3：約每卷 220 張）／處置能力： 約 100 張

電源 AC 100-240 V, 50-60 Hz <3.4-1.6 A>

功率消耗
標準 最大：300 W，空間：20 W 或更低，睡眠：5 W 或更低，聞機：0.5 W 或更低

連接選購附件時 *5 最大：315 W，空間：30 W 或更低，睡眠：10 W 或更低，關機：0.5 W 或更低

尺寸 
(W×D×H)

使用時 1415 mm × 670 mm*6 × 1065 mm*7

儲存時 780 mm × 670 mm*6 × 1065 mm*7

所需空間 (W×D×H) 1415 mm × 1240 mm × 1515 mm*7

重量 101 kg*8

安全標準 符合 IEC-60950-1，室內，污染度 2*9，海拔 2000 m 或更低

*1 設定為 100%縮放比率時的測量值。 
*2 使用以下紙張重量時：64 gsm ∼ 80 gsm
*3 如果印刷滾筒內部溫度低於 15°C、則無法使用 [150 ppm] 。 
*4 需要可選配件。 
*5 已安裝以下所有選購附件時、Auto Document Feeder（自動送稿機）、Job Separator（紙帶分頁機）、Key/Card Counter（計數磁卡器）。 
*6 深度不包括機柜的撐腳。 
*7 高度包括機架。 
*8 重量不包括油墨、版紙卷和機架。 
*9 空氣中的灰塵造成使用頭境的污染度。"2" 級相當於一般室內環境。
註：產品規格和類型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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