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宽幅面彩色一体化

多功能打印机

奥西彩浪® 300
多功能打印机

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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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呵成
●  一台设备满足所有需求: 彩色和黑白打印、复制及扫描功能

●  它帮您精打细算： 减少占地面积并节约成本

●  它为您的明天着想： 使您的业务持续保持增长

奥西彩浪300R 奥西彩浪3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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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浪费宝贵空间， 工作一气呵成。奥西彩浪300多功能打印机可轻松处理所有

彩色和黑白打印、扫描和复制作业。文档平整地整理和堆叠在一起， 可节省

更多空间。

奥西在宽幅面打印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 我们的系统专门为满足客户需求而

设计， 奥西彩浪300多功能打印机简便易用， 可提高单色系统的工作流程效率， 

并可充分发挥彩色打印机的灵活性。这是适合宽幅面用户的首个真正的多功

能一体打印机。

奥西彩浪 300
宽幅面彩色一体化多功能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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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西彩浪 300

一台设备满足所有需求:
彩色和黑白打印、复制及扫描功能
在一个系统内，打印、复印和扫描所有彩色和黑白技术文

档。由于拥有集成的扫描仪，用户只需通过一个简单的控制

面板即可控制所有功能。独特的奥西技术（如奥西彩色图像

逻辑技术、奥西动态切换技术和奥西扫描与复印模板）可确

保结果一次正确。无论您是要打印复杂的GIS图，还是要复

印详细的黑白CAD文档。

功能强大的控制器可处理所有文件格式（如：HP-Gl/2、

PDF、DWF、JPEG等等）和大型文件，且速度不会减慢。可

通过最新的驱动器和作业提交工具提交文件。

U盘打印和扫描到U盘功能更为系统增加了灵活性。可选的

奥西 Repro Desk Studio 软件允许您进行打印预览，以免出现

打印错误，并且可轻松跟踪您的打印量和成本。

奥西彩浪300 多功能打印机是一款真正的一体式打印机：

• 一台设备满足您所有的应用

• 一台设备可处理所有文件格式类型

• 一台设备可轻松由所有用户操作

• 一台设备可满足您目前和未来的宽幅面需求

卓越的扫描和复印质量：  奥西彩色图像逻辑技术

1 扫描：扫描仪可高效地捕捉原稿图像

2 背景纠正：去掉不必要的波纹和背景，且不影响彩色信息

3 过滤：使线条和文字更清晰

4 色彩管理使颜色与原稿相匹配，确保获得最优的副本质量

5 半色调：将图像转换为可打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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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帮您精打细算：
减少占地面积并节约成本
用一体化设备替换打印机和扫描仪，处理彩色和黑白任务，节省

了占地面积。使用顶部输出架选件可无需另配接收盒，副本/打印

件叠放整齐，用户可方便地从前端拿取。可从前面加载介质和墨

水，最大限度地减少操作员工作量。

购买一台设备即可执行彩色和黑白任务，节约了成本。使用一体

式系统减少了耗材和IT支持。相比传统的黑白系统，紧凑型设计

和喷墨技术极大地节省能源消耗。

它为您的明天着想：
使您的业务持续保持增长
根据需求采用单色或彩色来提高文档质量，使贵公司与众不同、

脱颖而出。奥西彩浪300多功能打印机系统简便易用，既带来奥西

黑白系统的工作流程效率，并可充分发挥彩色打印机的灵活性。

奥西彩浪300多功能打印机将帮助您实现持续发展。自动原稿和介

质尺寸识别功能以及图像定位功能可避免错误打印，消除浪费。

确保工作环境不会有臭氧、粉尘或异味影响。

宽幅面彩色一体化多功能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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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滚动与点击控制面板
奥西绿键概念，滚动并单击，选择扫描和

复印模板。动态按钮和彩色提示可对您的

操作提供向导。

省时模板
为复印和扫描作业设置自定义模板，从而

节省时间。格式分辨率、彩色或黑白、文

件格式、目标位置等。只需按绿键即可

启动。

方便的USB打印和扫描
可使用任何USB储存设备轻松打印和扫描

文档，因此您无需携带大量图纸。非常适

合于频繁修订的文档。

文档叠放整齐
动态防卷曲(DAC) 功能和空气分离功能可

将不同类型和尺寸的介质平整堆叠于顶部

输出架（选配）。无需另配桌子。

不间断运行
同时执行打印、复制和扫描，系统运行

时即可添加墨水和纸张。轻松加载新介

质。供纸、切纸和定尺寸–自动完成。

工作流程效率高
奥西 Express WebTools 提供基于 web 的
作业提交程序，用户可从任何桌面进行

打印，无需另装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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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彩色和黑白扫描-奥西彩色
图像逻辑技术
奥西彩色图像逻辑技术技术会对背景进

行自动补偿，且不影响浅色信息。

使用奥西动态切换技术可确保带
来较高的打印质量
对于图的每个部分自动确定最佳打印模

式。最大限度地提高混合图像的生产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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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幅彩色多功能一体机（一体化打印/复制/扫描/堆叠系统）

热喷墨和奥西动态切换技术

黑白：41秒/A0；彩色：63秒/A0
开机即用

2 纸卷（标配）

前部接收盒
顶部输出架带有自动防卷功能，最多可堆叠50页（选件）*
Energ Star®、TüV、GS、CETECOM、CE、UL、(c)UL、CB、FCC、RoHS、FEMP

真彩色：600 x 600 dpi
每卷最多120米，标配2个纸卷

279毫米 - 914毫米

210毫米 - 45米（当大于5米时可能会影响侧边距）

56g/m2 (175g/m2)
无涂层纸、再生纸、涂层纸、硫酸纸、相纸和胶片

预置PowerM控制器采用Windows XP 系统平台

1 GB
160 GB
HP-GL、HP-GL/2、TIFF、JPEG、DWF、Adobe® PS/PDF （可选）
CALS, NIFF, NIRS, ASCII, CalComp 906/907/951, C4

CIS采用奥西彩色图像逻辑技术®

光学分辨率600 dpi x 600 dpi
最大11.7 米/分钟（黑白），最大3.9 米/分钟（彩色）

TIFF、PDF (PDF/A)、JPEG、多页TIFF & PDF/A、CALS 文件

本地U 盘、控制器、通过FTP 或SMB 建立的网络

208 毫米- 914 毫米/ 208 毫米- 16000 毫米

最大0.8 毫米（非硬介质）

缩放到标准幅面和自定义缩放10% - 1000%
彩色：艺术作品、线条/文字、地图、照片
灰度/黑白：线条/文字、彩色原稿、照片、蓝图、深色原稿

同时执行打印、复制、扫描和文件处理

单个文件：本地U盘、Microsoft®认证的Océ Windows® driver、
Océ PostScript3 驱动器
成套文件：集成的基于web 的任务提交奥西Publisher Express
奥西Express WebTools: 使用单一界面通过Internet 浏览器查看和控制系统，无
需安装其它软件
监控和管理系统状态、设置、网络配置和更新。包括用于组织打印作业的
个人智能收件箱

4个用户定义的复制和扫描模板，可一键完成工作

综述
说明

类型

速度

预热时间

纸卷选项

输出方式

证书

打印机
打印分辨率

介质容量

输出宽度

输出长度

纸张重量

介质类型(www.mediaguide.oce.com)
控制器
控制器类型

内存

硬盘驱动器

页面描述语言

扫描仪
扫描仪类型

扫描分辨率

扫描速度

扫描格式

扫描目标位置

原稿宽度/长度

原稿厚度

缩放

预设模式

打印、复印和扫描工作流程
一般流程

提交

作业管理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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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Scanner Express（集成于打印机顶部，用于复制和扫描作业）
顶部输出架*
Adobe® PostScript® 3/PDF 文件解释程序。可使用U盘或其它作业提交工具，
直接向打印机提交PDF文件
Océ Repro Desk Studio: 可打印至多种宽幅设备，查看并跟踪成本
奥西账户中心: 带有自定义计帐字段和复制/打印/扫描锁定功能

用于Windows® Vista (32&64bits)、XP和Server 2003的Océ Windows驱动程序。
Windows® Terminal Server、Citrix Metaframe 和演示服务器
用于Windows XP® 和Server 2003 的Océ Postscript®3 驱动程序。MacOS v9、OSX
Océ Express WebTools for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和Mozilla®Firefox®

Ethernet 100 Mbits/s、1 Gb/s
TCP/IP、IPv6、IPsec、IPX/SPX、Windows® APIPA
LPR、Novell®NDPS、FTP
FTP, SMB
电子文件粉碎功能可永久清除控制器上已删除文件的全部线索*
符合DoD 522-22M 标准
客户端与打印机之间采用IPsec 网际网络安全协议进行通信*

硬件（打印机+ 扫描仪）：201 W，控制器：39 W
硬件（打印机+ 扫描仪）：146 W，控制器：39 W
硬件（打印机+ 扫描仪）：3 W，控制器：ENERGY STAR® &lt;15W
220 V - 240 V, 50/60 Hz, 9-4 A

34 Wh，基于A0 尺寸打印和EPA ENERGY STAR® TEC 方法计算的平均值

61 dB (A) / 51 dB (A)
无

1978 x 786 x 1280 毫米（包括扫描仪、接收盒和用户面板）
1978 x 916 x 1720 毫米（包括扫描仪、顶部出纸盒、接收盒和用户面板）

109.7 厘米x 30.8 厘米x 14 厘米（安装于打印机顶部）

180 千克

24.5 千克

37 千克

奥西高密度水性墨水（黑色：颜料墨水、彩色：染料墨水）

墨水盒大小： 180 毫升- 400 毫升

选项
硬件

软件

网络信息
客户端操作系统支持

标准接口

网络协议

打印协议

扫描协议

安全性

环境数据
功耗，运行模式（正在打印）

功耗，待机模式（待机）

功耗，休眠模式

电源要求（V/Hz/A）
每次打印的能耗

噪声级别（运行/待机）

臭氧浓度

硬件尺寸（打印机+ 扫描仪） (WxDxH)

扫描仪尺寸（WxDxH）

打印机重量

扫描仪重量

顶部出纸盒*重量

耗材
耗材类型

尺寸

* 即将上市



超越平凡

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信赖奥西的数字打印和文档

管理系统。在办公室中，奥西系统保持着商业与政

府的不停运转。奥西工程技术文件系统在制造业、

建筑业、工程业以及施工领域树立了标准；同时，

奥西的户外彩喷系统帮助人们生产广告条幅、广告

牌以及其它大型、彩色的应用。在公司打印中心、

市场营销服务部门和印艺行业中，奥西系统能以最

快的速度打印可变数据文件、直邮、报纸、手册及

实现按需出版。同时，奥西的商业服务能够管理全

球各地的客户的整个文件流程。奥西帮助您在打印

和文件管理上实现“超越平凡”。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奥西网址:

www.oce.com

指定经销商

奥西办公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180弄上海第一中心（二期）4号楼

邮编：201204
电话：021-3865 7600
传真：021-3393 2120
维修热线：800 820 3801
www.oce.com.cn

奥西办公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16号CBD国际大厦10层10-13单元

邮编：100022
电话：010-6568 8233
传真：010-6568 8520

奥西办公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中山五路219号中旅商业城17楼1708-1709室
邮编：510030
电话：020-8327 8380
传真：020-8327 8381

© 奥西彩浪® 300 February 2010 Océ Office Equipment(BJ) 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宽幅面打印系统荣获奖项

环境认证

合作伙伴认证

Environmental Certific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