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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系统产品1-8 办公产品9-14 15-20 产业设备及其他

IMAGING SYSTEM
影像系统产品

作为全方位影像解决方案供应商，佳能一直致力于打造从输入到输出的
全线影像消费产品，凭借先进的影像技术，为用户提供高画质的静态
及动态影像，帮助人们发现和记录身边的美好瞬间。

为摄影爱好者而生的EOS，多年以来凭借其精良的性能赢得了专业摄影师的

赞誉与认可。“快速、易用、高画质”是佳能始终坚持的理念，为此，佳能不断

开发新技术，并将其成果运用于EOS系列数码相机中，从而为人们带来更具

震撼力的影像，捕捉感动世界的瞬间。

系列数码相机
EOS数码单反相机和EOS微型可换镜数码相机

具备“全像素双核CMOS AF”、约2020万有效像素全画幅CMOS图像感应器

最高约14张/秒高速连拍(AF/AE追踪)，实时取景模式下最高约16张/秒高速连拍

常规ISO 100-51200(可扩展至L: 50 H3: 409600)

61点高密度网状阵列自动对焦II 、最多61点对应F8*

DCI 4K(4096x2160)/60P、支持4K单帧截取

约2420万有效像素APS-C尺寸CMOS图像感应器

中央八向双十字，全45点十字型自动对焦系统*，最低对焦亮度EV-3

最高约7张/秒高速连拍，实时取景模式下最高约5张/秒高速连拍

“全像素双核CMOS AF”，大幅提升追踪及短片伺服AF性能

内置Wi-Fi®/NFC，轻松进行手机远程遥控拍摄及分享

约3040万有效像素全画幅CMOS图像感应器

61点高密度网状阵列自动对焦II，最多61点对应F8*

全像素双核CMOS AF，支持短片伺服AF

DCI 4K(4096×2160)/30P，支持4K单帧截取

内置Wi-Fi®/NFC，轻松进行手机遥控拍摄及分享

* 搭配的镜头不同，自动对焦点、十字型自动对焦点以及双十字型自动对焦点的可用数量也会发生变化

* 搭配的镜头不同，自动对焦点、十字型自动对焦点以及双十字型自动对焦点的可用数量也会发生变化。

* 搭配的镜头不同，自动对焦点、十字型自动对焦点以及双十字型自动对焦点的可用数量也会发生变化



约2420万有效像素APS-C图像感应器

全19点十字型自动对焦感应器

搭载触控技术的3.0"旋转屏

内置NFC/Wi-Fi®

7种创意滤镜及微缩景观效果短片

约2420万有效像素APS-C图像感应器

全19点十字型自动对焦感应器

内置NFC/Wi-Fi®

搭载肩屏和速控转盘

实时显示拍摄时，支持伺服自动对焦

2.8"上翻式触摸屏 

智能IS光学影像稳定器

智慧自动拍摄模式

(可识别58种场景)

混合式自动模式

创意拍摄模式

全高清短片记录

Wi-Fi®影像分享

(支持Wi-Fi®打印) 

HS SYSTEM

DIGIC 5影像处理器

约1210万有效像素高感光度CMOS

8倍光学变焦

28mm广角

PowerShot博秀系列涵盖了从初学者到准专业级摄影人士所需的丰富产品，采用佳能

独立开发的DIGIC数字影像处理器和引以为豪的镜头技术，使相机图像捕捉更迅速，

色彩还原更真实，这些出众的性能，赢得了不同需求用户的认可，使之成为值得信赖的

好相机。

小型数码相机
博秀

约2010万有效像素1.0" 大型高感光度CMOS(3:2) 

DIGIC 7影像处理器

HS SYSTEM

Wi-Fi®影像分享，NFC近场通信

24mm广角，4.2倍光学变焦

F1.8-F2.8大光圈

3.0" 翻转式“晶炫II”触摸屏

照片风格、星空模式、故事集锦

延时短片、支持手动拍摄、全高清短片记录

约2030万有效像素高感光度CMOS

Wi-Fi®影像分享，NFC近场通信

HS SYSTEM

DIGIC 6影像处理器

24mm广角

Wi-Fi®影像分享，NFC近场通信

约2000万有效像素

24mm广角

42倍光学变焦

3.0" 液晶屏

智能IS光学影像稳定器

720P高清短片记录

40倍光学变焦

3.0" “晶炫II”液晶屏

创意拍摄照片/短片、故事集锦

全高清短片记录

约2420万有效像素的APS-C尺寸CMOS图像感应器

全像素双核CMOS AF，大幅提升追踪及短片伺服AF性能

内置约236万点电子取景器 搭载DIGIC 7数字影像处理器

触摸和拖拽自动对焦 最高约9张/秒高速连拍

3.2"翻转式触摸液晶屏 60P全高清短片，延时短片拍摄

内置Wi-Fi®/NFC，支持蓝牙连接

支持佳能影像上传功能，可直接将照片或视频上传百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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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210万有效像素高感光度CMOS

防水(25米)

抗震(2.0米)

耐寒(-10℃) 

28mm广角

5倍光学变焦 

HS SYSTEM

3.0"“晶炫II”液晶屏

全高清短片记录  

为时尚人士量身定制的小型数码相机IXUS伊克萨斯，以其精巧的外观，绚丽的色彩，

赢得用户的广泛喜爱，配合佳能独立开发的DIGIC数字影像处理器和镜头技术，更令

其成为内外俱佳的时尚影像之选。

小型数码相机
伊克萨斯

Wi-Fi®影像分享，NFC近场通信

HS SYSTEM

约2020万有效像素高感光度CMOS

25mm广角，12倍光学变焦，3.0" 液晶屏

智能IS光学影像稳定器

创意拍摄照片，故事集锦

自动变焦功能

全高清短片记录

Wi-Fi®影像分享，NFC近场通信

约2000万有效像素

24mm广角，10倍光学变焦

2.7" 液晶屏

智能IS光学影像稳定器

自动变焦功能

720P高清短片记录

CAN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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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型CMOS传感器

支持4K视频记录

与CINEMA EOS高度兼容

高感光度、高信噪比

内置多种记录方式

配备麦克风适配器MA-400

4:2:2 MPEG2 50Mbps高码流记录

MXF格式封装，双CF卡槽设计

1/3"FULL HD 3CMOS影像感应器

实际记录分辨率可达1920×1080

29.3毫米广角，18倍光学变焦镜头

升降格、间隔和逐格拍摄功能

HD/SD-SDI内嵌音频输出

1/4.85"约328万总像素Full HD CMOS影像传感器

16GB内置存储器+单卡槽(支持SD/SDHC/SDXC卡)

32倍光学变焦/57倍优化变焦

5轴防抖影像稳定系统

3.0"约23万点高清晰液晶屏

高光优先/自动构图辅助

约180分钟长时间拍摄

Wi-Fi®实时观看和远程控制

佳能凭借在数码影像领域和光学制造领域积累多年的成熟经验，带来了高画质，

高性能，操作简便，体积小巧、满足专业用户需求的专业数码摄像机产品。专业数码摄像机

成长的故事，欢乐的时候，感动的回忆…… 有佳能LEGRIA DV帮您如实记录。凭借

佳能在数码影像方面积累的先进数码影像技术，配合多种高实用性和趣味性的功能，

为家庭用户带来高画质影像和方便的操作体验，是家庭用户记录时光的好伙伴。

数码摄像机
乐格力雅



1/2.3"约1280万总像素高感光度CMOS影像感应器

超广角/特写双视角，支持电子防抖

大口径立体声麦克风/线性PCM记录/手动音频调节

快慢动作记录/间隔记录/镜像记录

Wi-Fi®实时观看和远程控制(在家/外出时监控)

支持AVCHD/MP4两种记录格式

长达约150分钟电池时间

渴望看到更远，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愿望。现在，佳能将自身在数码影像与光学领域的先进技术，

应用于双眼望远镜的制造，为您实现这一梦想。双眼望远镜

“插、按、打”简单三步，即可完成照片打印。SELPHY炫飞系列产品是体现佳能影像

文化中的“即拍即打”理念的核心产品之一。精巧时尚的外观，高品质的打印效果，

更可便捷的与佳能数码相机连接，让您随时随地畅享照片打印的乐趣。

小型照片打印机
炫飞

CAN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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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的家用打印机产品，是集打印、复印、扫描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高品质输出工具，满足

各类用户的不同使用需求。时尚外观搭配丰富功能，更让人尽享数码影像乐趣。
家用打印机

无线打印，兼容Air Print功能

可选充电电池

支持U盘，多种存储卡直接打印

图像优化功能，多种布局打印

43种模板，自由打印证件照

前后防尘盖，保护照片

新KC系列耗材

采用可变角度的棱镜的图像稳定器(IS)，防抖无忧

超级光谱镀膜抑制鬼影和眩光，带来高反差的清晰影像

防水防滑橡胶涂层握柄，精良的外部设计具备防反光属性

高品质照片一体机 精致版

4色时尚外观，个性随心选

机身紧凑 便捷小巧

6色独立墨水，打印精彩生活

4.3英寸光学触摸彩屏，人性化倾斜面板

无线直接连接

NFC无线打印

支持前后两种进纸方式

支持身份证复印/正方形照片打印

高品质照片一体机 奢华版

时尚紧凑的盒式外观设计

5.0英寸彩色光学触摸屏，人性化倾斜面板

6色独立式双黑墨水系统，高品质照片打印

支持9款趣味创意滤镜

支持前后两种进纸方式

支持身份证复印/正方形照片打印

照片型

照片型

无线型经济打印一体机

800页黑色墨水打印量88元(黑色墨盒价格)

FINE打印头技术，高速高品质打印

Wi-Fi®无线打印

自动双面打印

学生型



高性能A3+商用打印机

5色独立式双黑墨水系统，高品质图文输出

可选择大容量及超大容量独立式墨水盒，带来更多打印量

My Image Garden“印”像花园，激发创意灵感，体验趣味打印

CREATIVE PARK PREMIUM佳能趣印乐园高级版，体验来

自世界知名作者的各类艺术作品

支持商务模板下载

CAN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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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照片扫描仪 高效型

4800dpi无变形扫描；

10秒高速文稿扫描

直立扫描，节省空间

USB一线供电，无需独立电源

丰富的照片自动修正功能

5按键设计，便捷操作

佳能照片扫描仪既拥有时尚小巧、节能环保的LiDE系列产品，又有佳能光学核心技术ST镜头的

CCD 扫描仪产品。在满足了时尚家庭用户对照片、文档扫描需求的同时，又满足专业用户追求

品质和多种底片扫描的需求。
照片扫描仪

高精高速扫描专家

9600×9600dpi高光学分辨率

白光LED，0秒预热，多画幅底片扫描

智能图像处理功能

光学技术，专业品质

加墨式高容量一体机   无线型

全新4色独立加墨式墨盒系统

人性化操作，便捷初始化设置

Wi-Fi®无线打印，尽享多种打印选择

精巧大气的外观设计，安静打印，舒心舒适

无边距照片打印

黑白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打印/复印速度：23页/分钟(A4)

首页打印6秒及以下

标配256MB内存

支持Wi-Fi®无线打印

A2幅面专业照片喷墨打印机

12色独立式墨水系统，真实还原EOS精彩瞬间

新型LUCIA PRO颜料墨水，为打印作品提供更宽色域和优秀的暗区表现能力

1.28英寸FINE打印头技术，实现高速高品质

L-COA PRO新型影像处理引擎，带来更高速精准的图像打印

3.0英寸彩色显示屏，操作更直观

晶彩再现(Crystal-Fidelity)，佳能提供从输入到输出的完整解决方案，逼真

还原画质，再现生动色彩

丰富的打印机管理软件，给用户带来更多解决方案

移动便携式打印机

便携小巧的外观设计

5色墨水，9600dpi最高打印分辨率

可选购电池套装

Wi-Fi®无线打印，AP模式打印

经济型学生一体机

4色FINE一体式墨盒，文档打印清晰锐利，照片打印色彩鲜艳

可选配迷你装墨盒，满足不同使用需求

支持自动开关机

学生一体机无线型

4色FINE一体式墨盒，文档打印清晰锐利，照片打印色彩鲜艳

多种容量墨盒(迷你/标准/大容量)可供选择

Wi-Fi®无线打印

支持正方形照片打印

学生型

学生型

专业型

大打印量

SOHO用户

SOHO用户

SOHO用户



佳能 DR 系列高速扫描仪，是实现高速度、高质量文件扫描的理想解决方案。其优异的性能

可满足用户在速度、图像质量、稳定性等各个方面的需求，而其杰出的人性化设计，更让用户

在使用时倍感轻松。
高速扫描仪

随着产业体系的日趋完善和庞杂，就业机会也趋于多样化，加之网络、个人电脑以及平板等移动设备的

普及，使得小型化自由办公(小型部门、小型工作组、个人办公室)成为可能。而佳能的商用打印机产品

拥有丰富的产品线，集多种功能于一身，可以满足各类不同规模商务用户的办公使用需求。高效、稳定、

环保，让工作更便捷轻松。

商用打印机

A3双面、100页/分钟

500页大容量ADF送稿器

支持大尺寸和长文稿文件

自动纸张检测

可连接平板扫描单元

A3双面、60页/分钟

长文稿模式、自动纸张检测

多种文件混合批次扫描

直送/U型纸路、对开扫描

可连接平板扫描单元

A4双面、45页/分钟

60页ADF送稿器

自动纸张检测

支持护照等多类型文稿扫描

可连接平板扫描单元

黑白激光打印机

打印速度：62页/分钟(A4)

最大进纸量3600页

标配1GB内存

标配网络、移动打印

OFFICE
办公产品

在商务办公领域，佳能始终注重了解用户需求，借助40余年积累的
经验及技术，为全球用户提供适宜的商务解决方案。无论是大公司，
还是小企业，佳能都希望成为你工作中的伙伴。

专业商务 传真一体机 高级版

35页嵌入式自动双面输稿器

2.5英寸双功能操作面板

Wi-Fi®无线打印/以太网有线打印

自动双面打印

加墨式高容量传真一体机 无线型

支持打印/复印/扫描/传真

4色独立加墨式墨盒系统，大打印量

标配20页自动输稿器

人性化操作，便捷初始化设置

Wi-Fi®无线打印，尽享多种打印选择

高速商用喷墨一体机  旗舰版

打印速度：黑白24ipm，彩色15.5ipm

首页打印仅需6秒

4色颜料墨水，更可选购大容量XL墨盒

支持单向双面扫描

支持身份证复印

Wi-Fi®无线打印

支持按时开关机

CAN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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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

1-5人

5-20人

5-20人



佳能的商用传真机产品，采用33.6Kbps调制解调器设备，通过Super G3数据传输方式达到3秒/页的

高速传输。同时借助高效的扫描组件和紧凑的结构，实现高速扫描高速输出，确保传真全过程高速

连贯。

商用传真机

彩色激光打印机

打印速度：14页/分钟(A4黑白/彩色同速)

标配64MB内存

Wi-Fi®、移动打印

远程用户管理

彩色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彩色打印/复印速度：20页/分钟(A4)

黑白打印/复印速度：20页/分钟(A4)

标配1GB内存

50页双面自动输稿器

标配网络、Wi-Fi®无线热点直连

支持AirPrint、NFC无线打印

黑白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打印/复印速度：27页/分钟(A4)

50页双面自动输稿器

首页打印6秒及以下

支持Wi-Fi®无线打印、移动打印/扫描

激光传真机

Super G3传输速度：约3秒/页

512页大容量传真内存 

打印速度：18页/分钟(A4)

复印速度：12页/分钟(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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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imageRUNNER/imageRUNNER ADVANCE数码复合机及配套软件，是蕴

含先进科技成果的办公影像解决方案，可满足从小型工作组到大型企业等多种办

公需求。为准确对应不同的用户需求，佳能提供了包括彩色数码复合机、高速数码

复合机、中速数码复合机、低速数码复合机等多个系列，数十种型号组成的产品线

从容应对您的办公需求。

多功能数码复合机

交互式超短焦液晶投影机

WXGA(1280×800)超短焦机型

3000流明亮度和2300:1高对比度

采用DLP™ Brilliant Color™技术

内置2×10瓦扬声器

支持指触式模块或交互笔完成交互功能

佳能将在影像领域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与技术应用于投影领域，带来高性能，画质出众的投影机

产品。高分辨率 LCOS 投影机具有高分辨率和细腻影像，以及逼真色彩还原，适用于影像工作室，

画廊，模拟现实等高端应用。而LV系列多媒体投影机则具有小巧轻量机身，并且分别支持3D投影，

短焦投影、超短焦投影和交互功能，适用于商务、教学甚至家庭环境使用。

投影机

佳能首款4K LCOS工程投影机

4K(4096×2400)高分辨率和4K LCOS光学系统

5000流明高亮度

短焦投影比0.56:1和红圈高性能镜头

支持曲面投影和短焦投影

支持边缘融合，动态模糊弱化等专业功能

支持8K投影

佳能首款激光工程投影机

WUXGA(1920X1080)高分辨率

8000流明高亮度/激光光源

约20,000小时工作寿命

可更换高质量投影镜头

支持曲面投影及边缘融合

支持3G-SDI/HDBaseT/HDMI等多种接口

5-20人

20人以上

20人以上



INDUSTRY AND OTHERS
产业设备及其他

得益于佳能精湛的光学技艺和在影像领域的成就，佳能在影视制作、数码印刷、医疗、
安防监控等相关专业领域同样不断进取，并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技术，让影像为
更多人助力。

A3黑白数码复合机

复印，打印，存储，彩色扫描，发送，传真(选配)

10.1英寸彩色触摸屏

无线Wi-Fi®、热点直连

黑白输出速度：75页/分钟(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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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影视设备

A3黑白数码复合机

复印，打印，存储，彩色扫描，发送，传真(选配)

8.4英寸液晶面板

黑白输出速度：51页/分钟(A4)

A3彩色数码复合机

复印，打印，存储，彩色扫描，发送，传真(选配)

10.1英寸彩色触摸屏

无线Wi-Fi®、热点直连

黑白输出速度：60页/分钟(A4)

彩色输出速度：60页/分钟(A4)

佳能原装耗材是高科技的结晶。佳能墨粉具有快速牢固的定影性能，输出的图像表面光滑清晰 ;

感光鼓采用耐磨设计，表面光洁、易被清理 ; 硒鼓经过“环境测试”、“安全测试”等严格检测才

投放市场。佳能原装耗材以其技术优势和高质量、低能耗的品质为广大办公设备用户提供充分的

支持。

原装耗材

A3彩色数码复合机

复印，打印，存储，彩色扫描，发送，传真(选配)

7英寸彩色触摸屏

“红头专色”打印模式、ID卡复印

黑白输出速度：30页/分钟(A4)

彩色输出速度：30页/分钟(A4)

数字电影摄影机

Super 35mm CMOS影像传感器

首次采用全局快门(限EOS C700 GS PL)

支持HDR 4K影像拍摄

模块化设计

240fps升格拍摄

支持ProRes格式

15挡高动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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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倍变焦

焦距9.3-800mm，当使用2X增距时为18.6-1600mm

最大光圈比1:1.7

超越4K的光学性能

使用佳能标准20针连接器，兼容高清镜头系统

内置2X倍率镜和影像稳定器，采用先进的光学位移型影像稳定系统

优先保证超长变焦范围的精密追踪对焦

从体育赛事转播、节目制作、影视创作到院校教育，佳能生产制造的广播器材活跃在世界各地，并

已位于业界领先。广播器材

24英寸 4K HDR专业监视器

4K分辨率

支持HDR视频显示

忠实色彩还原

支持HDR/SDR双屏幕显示

坚固耐用

焦距：18-80mm

EF卡口，可通过电子触电与机身通讯

光圈：T4.4

为拍摄视频专门设计的EF镜头

满足4K分辨率拍摄需求

支持防抖功能

支持电动光圈，手动光圈

支持自动对焦，手动对焦

自带三环驱动单元，可实现电动伺服

支持外接ZSG-C10伺服手柄

支持录制/停机操作

适用于高端图文与广告输出行业

幅面：60英寸

8色颜料墨水LUCIA PRO

2400×1200dpi打印分辨率，4pl墨滴

普通纸标准模式打印B0约2.2分钟

佳能宽幅面打印系统是可覆盖商业印刷，制造业，广告，标示标牌，影像艺术，工程图纸、

地理信息和技术文档等多种数码印刷领域的打印系统。宽幅面打印系统

适用于高端影像与艺术行业

幅面：44英寸

12色颜料墨水LUCIA PRO

2400×1200dpi打印分辨率，4pl墨滴

普通纸标准模式打印B0约3.9分钟

适用于CAD/GIS 图像的高速、高画质输出的领域

幅面：44英寸

5色防渗透染颜料混合墨水LUCIA 

2400×1200dpi打印分辨率，4pl墨滴

普通工程纸经济模式打印A0约4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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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CAD/GIS 图像输出的领域与企业办公室

幅面：36/24英寸

5色防渗透染颜料混合墨水LUCIA 

2400×1200dpi打印分辨率，4pl墨滴

普通纸草稿模式打印A0约48秒(iPF771)，A1约28秒(iPF671)

OcéColorWave 910系统是一款超高速大幅面彩色印

刷设备和蓝图生产设备，生产速度高达每小时1000平

方米。该解决方案可用于印刷包括海报、地图和技术

文档在内的各种产品，从而有效地帮助客户提高数码

印刷效率。

不同于传统的大幅面喷墨式打印机，Océ ColorWave 

910打印机不论面对何种图像内容、墨水构成和印刷

介质均能保持更高的生产效率。

采用UV技术，可直接打印在玻璃、大理石、亚克力、

木板等所有可以想象到的合理的材料上

奥西专利可变墨滴技术可实现照片级输出质量，分辨率

可达1,440dpi

真正生产级设备，最快速度每小时可生产输出155M2

最大直接打印面积可达2.5mx3.05m

设备采用空气悬浮技术

采用ONYX Thrive Océ版RIP流程软件

标配打印头自动清洗系统

标配除介质静电棒

标配气动销钉自动定位系统

佳能商用印刷系统能够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影像艺术、工程图纸以及广告输出解决方

案；并能够满足商业印刷领域按需印刷、短版印刷以及个性化印刷的需求，为图文店、

印刷厂、出版社以及出版集团等印刷行业提供完整、专业的解决方案。自上市以来，佳能

商用印刷系统一直以高生产性、强适应性以及超稳定性著称，备受用户青睐。此外，

佳能(中国)拥有的MG售后体系更为客户提供方便、细致、周到的服务。

商用印刷系统

优秀的高性能连续纸数码印刷系统 具有高效率、高品质、更好的灵活性，保护您的投资

发展高附加值彩印的途径 可靠的Océ DigiDot技术

生产流程无缝整合 数据中心的基础结构配合

集复印，打印，扫描功能于一体，产品设计紧凑，

占地面积小

优越的印刷质量，并适合中/高印量生产需求的客户

大大提升的稳定性，则是所有生产的基石

具有丰富的选购件，能实现更多的功能，解决更多

用户遇到的问题

佳能的“FINE”高密度打印头技术，

既能保证高质量输出，也能实现足

够高的生产率

采用七色颜料墨水输出的彩色和黑

白照片都能有平滑的色调过渡

快速、平滑的墨水吸收效果，能实

现更高的墨水密度和鲜艳的色彩，

所输出的照片能保存300年DL色结

合了银盐和喷墨技术的特点，呈现

更真实的图像



佳能生产的眼科设备诠释了数字技术和光学技术的结合。通过眼底照相机获取高精度的眼底影像，

告诉我们身体的异常，例如糖尿病早期筛查。眼科产品

免散瞳数字眼底照相机

专用EOS相机2020万像素再现高品质图像

全自动拍摄功能提升了操作体验

图像对比增强/混浊图像抑制/红外拍摄功能

机身小巧，操作灵活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

1.7μm显示分辨率

每秒70000次A-scan

最宽13mm扫描宽度

鼠标操作即可获取眼底图像

飞点SLO

视网膜10层边界识别

作为影像领域的专家，佳能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实践经验，

开发出安防监控摄像机，画质清晰、性能优异。此外，佳能还根

据智能建筑、酒店、政府、金融、零售、平安城市等不同行业用户

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在监控摄像机融入了更多的智能化功能，

为用户带来安全安心高效的监控境界。

安防监控摄像机

CAN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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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Gemini奥西双子星即时双面印技术 高速双面打印

现场速度升级许可(临时或永久)  高品质的纸张定位和100%精确对位

近胶印品质，高品质的图像分辨率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性能

Océ Gemini奥西双子星技术用于高容量打印

数字X射线成像技术已经在医疗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佳能数字X射线成像

系统利用其高稳定性、高图像质量、轻薄、可移动等优点搭配X射线主动探测

成像的业界新技术，为临床提供了更多的使用方式，为实现优质医疗服务

做出贡献。

数字X射线成像系统

不需要借助高温和电荷的真正的数码技术

实现零臭氧排放的高速生产级打印技术

可以实现不间断生产，确保领先性能和打印品质

从速度、输入、装订和工作流程等方面为客户打造

完美的系统

更短的作业周转时间，最高100页/分钟(A4)

无缝工作流程，支持多种最新版本的数码前段

实现与脚印相仿的印刷质量

更广泛的应用范围，支持种类丰富的介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