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彩稳定，品质始终如一。

佳能全面应用解决方案

照片输出，还是佳能大幅面打印机。

良“机”=
佳能全面应用解决方案

带来的创利商机。
75年来，佳能一直专注于影像技术,

更不断探索瞬间变永恒的精益,

今日，聚多年之积淀的佳能大幅面全面应用解决方案,

凭借高效、高品质的绿色输出,

尽显创作者心中的感动!

助经营者抢占商业先机!

佳能全面应用解决方案

大幅面打印机

高品质输出
imagePROGRAF

Plug-In for 
Photoshop 打印插件

专业处理

Calibration
颜色校准

Ink+Paper

原装耗材

Canon EOS+EF

专业拍摄

iPF8310
1,016mm×1,270.7mm

iPF6300
580mm×724.9mm

打印海报图像

日本规格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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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打印时间不包含数据传送时间。※根据数据容量、尺寸、PC、软

件、接口方式的不同，打印时间有所不同。※本公司调查数据。※本打

印机有保持稳定打印品质的自动清洗功能，在打开电源时和打印时，会

定期用全部颜色的墨水清洗打印头，形成一定量的消费。因此，即使是

打印张数较少的客户有时也会感觉墨水的消费量比想象的多一些。※打

印速度是在本公司的测试环境下获得的测试结果，根据客户的打印环境

不同，结果也会有所不同。※本打印机在打印黑白图像时，有时也会消

耗彩色墨水，自动清洗功能等会消耗全部颜色的墨水。

平均色差     (    2000)会根据打印的内容和环境而有所变化。

1. 在温湿度环境和使用介质相同的情况下，使用佳能原装墨水，对两台相同机型打印机进

行色彩校准。

2. 色彩校准结束后，继续使该2台打印机采用同类型佳能原装介质分别打印相同的对比样图

(包含729种色块)。使用驱动为“imagePROGRAF打印驱动”。

3. 将打印的2张样图在温度23
。

C、相对湿度65%的环境中充分干燥后，使用同一个测度仪

检测样图颜色，算出每一种色块在2张对比样图之间的平均色差    (    2000)。

规格表

*1.最大打印长度因OS及应用软件的不同而不同。*2.以下适用于从上面手送的插画纸的页面底部空白23mm,Hahnemuhle Photo Rag 188g/Hahnemuhle Photo Rag 308g/Hahnemuhle German Etching 310g。*3.无边距打印只适用于卷筒纸。*4.有必要安装附属于卷轴上的垫片

部件。*5.使用Adobe Illustrator等应用软件进行输出的情况下，请自行选购相应的RIP软件。使用标准自带打印机驱动(image PROGRAF打印机驱动)打印时，长尺寸以及大幅面画面有可能出现输出不正常的情况。*6.请在佳能主页上下载适用于Windows XP Professional x64 
Edition/Windows Server 2003 x64 Edition/Windows VistaTM 64bit/Windows Server 2008的驱动器。 7.不适用于MacOS X上的传统模式。虽然适用于内置Inter处理器的Macintosh，但不保证在Rosetta上的操作能够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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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打印头配置(喷嘴数)

最大打印分辨率

容量 墨水盒

供墨方式

供纸方式

最大打印长度*1

最大介质宽度

介质尺寸

 

纸盒

手送 (前面)

手送 (上面)  

卷筒纸 

可打印范围
 

纸盒

手送 (前面)

手送 (上面)

卷筒纸

建议打印范围
 

纸盒

手送 (前面)

手送 (上面)

卷筒纸

无边距打印介质宽度*3

卷筒纸最大外径

介质厚度

接口 标准配置

平均色差*5

打印机语言

驱动程序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6

(标配打印驱动*5 ) Macintosh*7

内存

硬盘

电源

电源消耗

噪音水平

操作环境

主机

安装有选购件/支架时

主机重量

相关认证

速度

介质 供纸方式

普通纸 卷筒纸

厚铜版纸(涂料纸) 卷筒纸

照相光面纸 卷筒纸

体积

(安装选购件专用支架与自动卷纸进纸

器时)

最小：203mm（8inch）×520mm～
最大：432mm（17inch）×914mm（63inch）

最小：203mm（8inch）×279mm～
最大：432mm（17inch）×1,600mm（63inch）

页面上方空白3mm、页面底部空白23mm、
左右两边各空白3mm

每种颜色130ml
(随机标配墨水容量为90ml )

管路方式(独立墨水盒)

纸盒、手送(上面)、手送(前面)、卷筒纸

宽度:203mm(8inch)～432mm(17inch)

页面上方空白3mm、页面底部空白3mm、
左右两边空白各3mm

页面上方空白3mm、页面底部空白3mm、左
右两边空白各3mm

页面上方空白3mm、页面底部空白3mm*2、左
右两边空白各3mm

页面上方空白20mm、页面底部空白27mm、
左右两边空白各5mm

纸盒:0.08～0.3mm、手送(前面):0.07～0.8mm、
手送(上面):0.5～1.5mm、卷筒纸:0.07～0.8mm

18m

150mm

GARO (Graphic Arts language with Raster Operations)

CCC，Energy Star国际能源之星认证，中国版RoHS

页面上方空白20mm、页面底部空白23mm、左右两边空白各5mm

页面上方空白20mm、页面底部空白5mm、左右两边空白各5mm

10Base-T/100Base-TX、USB2.0 Hi-Speed

192MB

Windows2000/XP/Server2003,Windows Vista

MacOS9.1/10.2.8及以上版本

温度:15-30
。
C 湿度:10-80%(无凝结)

AC220-240V(50/60Hz)

运行时100W或更低、省电待机时(节电模式)6W或更低

运行时约51dB(A)以下、待机时约35dB(A)以下

999×810×344mm(标配自动卷筒进纸器)

999×981×989mm(安装有支架时)

约49kg(安装有支架时约64kg)

(输出介质尺寸:A1)[打印海报图像](输出介质尺寸:B0)[打印海报图像] (输出介质尺寸:A2)[打印海报图像]

MBK/BK/C/M/Y/PC/PM/R/G/B/GY/PGY×每色各2,560个喷嘴，共计30,720个喷嘴

ISO A4、A3、A3+、A2、ARCH B、JIS B3、B4、
ANSI Letter、Legal、B、B super、C（17×22英寸）

8×10英寸、10×12英寸、10×15英寸、12×16英寸、
14×17英寸、16×26英寸（us照片）、13×22英寸

页面上方空白20mm、页面底部空白27mm、
左右两边各空白5mm

254mm、257mm、329mm、356mm、407mm、
420mm*4、432mm

模式

草稿

标准

标准

高

最高

标准

高

打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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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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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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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每种颜色330ml/700ml
(随机标配墨水容量为330ml )

－

页面上方空白5mm、页面底部空白23mm、
左右两边空白各5mm

页面上方空白5mm、页面底部空白5mm、
左右两边空白各5mm

手送(前面)：0.07～0.8mm、卷筒纸：0.07～0.8mm

运行时190W或更低、省电待机时(节电模式)6W或更低

运行时约50dB(A)或更低、待机时约35dB(A)或更低

2,299×766×1,144mm(安装有支架时)

约164kg

最小:203mm(8inch)×203mm～
最大:1,524mm(60inch)×1,600mm

宽度:254mm(10inch)～1,524mm(60inch)

250GB

640MB

AC100-240V(50/60Hz)

515mm、1,030mm、594mm、841mm、
10”、14”、17”、24”、36”、42”、44”、50”、60”

打印速度

01:58

03:40

03:39

07:15

11:09

05:58

09:07

模式

草稿

标准

草稿

标准

高

标准

高

模式

草稿

标准

草稿

标准

高

标准

高

imagePROGRAF iPF8410 imagePROGRAF iPF6460/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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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 mm＊安装有选购件支架时

各色每种颜色330ml/700ml
(随机标配墨水容量为330ml )

管路方式(独立墨水盒、配备备用墨水舱)

手送(前面)、卷筒纸

最小:203mm(8inch)×203mm～
最大:1,118mm(44inch)×1,600mm

宽度:254mm(10inch)～1,118mm(44inch)

页面上方空白5mm、页面底部空白23mm、
左右两边空白各5mm

页面上方空白5mm、页面底部空白5mm、
左右两边空白各5mm

手送(前面)：0.07～0.8mm、卷筒纸：0.07～0.8mm

运行时190W或更低、省电待机时(节电模式)6W或更低

运行时约50dB(A)以下、待机时约35dB(A)以下

1,893×975×1,144mm(安装有支架时)

约143kg

(输出介质尺寸:B0)[打印海报图像]

每种颜色90ml/130ml/300ml
(随机标配墨水容量为90ml )

最小:203mm(8inch)×279mm～
最大:610mm(24inch)×1,600mm(24inch)

最小:250mm×350mm～
最大:610mm(24inch)×914mm(36inch)

宽度:203mm(8inch)～610mm(24inch)

页面上方空白3mm、页面底部空白3mm*2、
左右两边空白各3mm

页面上方空白3mm、页面底部空白23mm、
左右两边空白各3mm

页面上方空白3mm、页面底部空白3mm、
左右两边空白各3mm

页面上方空白20mm、页面底部空白27mm、
左右两边空白各5mm

手送(上面):0.07～0.8mm、
手送(前面):0.5～1.5mm、卷筒纸:0.07～0.8mm

384MB

250GB(仅限iPF6460)250GB

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USB2.0 Hi-Speed

Windows7/XP/Vista、Windows Server2003/2008

MacOS 10.4.11以上版本

运行时100W或更低、省电待机时(节电模式)6W或更低

运行时约47dB(A)以下、待机时约35dB(A)以下

1,177×670×344mm(标配自动卷筒进纸器)

1,177×870×991mm(安装有支架时)

约51kg(安装有支架时约61kg)

254mm、356mm、432mm、515mm、594mm、610mm、
841mm、915mm、1,030mm、1,067mm、1,118mm

254mm、257mm、356mm、407mm、420mm*4、
432mm、515mm、594mm*4、610mm

打印速度

01:58

03:40

03:39

07:15

11:09

05:58

09:07

打印速度

01:08

02:06

02:07

04:00

06:07

03:40

04:59

■ imagePROGRAF iFP9410/iPF8410/iPF6460/iPF6410/iPF5100主机基本规格

体积(W×D×H)

选购件

墨盒

打印头

维护盒

切割刀片

型号 说明

打印机支架ST-11 iPF5100的选购支架

打印机支架ST-28 iPF6460/6410的选购支架

卷纸轴RH2-25 iPF6460/6410的2英寸/3英寸选购卷纸轴，主机自带1个
卷纸轴RH2-44 iPF8410的2英寸/3英寸选购卷纸轴，主机自带1个
卷纸轴RH2-63 iPF9110的2英寸选购卷纸轴，主机自带1个
卷纸轴RH3-63 iPF9110的3英寸选购卷纸轴

卷纸轴RH2-64 iPF9410的2英寸/3英寸选购卷纸轴，主机自带1个
风光光度计SU-21 iPF6460的选购分光光度计

自动卷筒收纸器TU-06 iPF8410的选购自动卷筒收纸器

PFI-101 C、M、Y、PC、PM、R、G、B; PFI-103 MBK、BK、GY、PGY 每种130ml，颜料墨水

PFI-301 C、M、Y、PC、PM、R、G、B; PFI-302 MBK、BK、GY、PGY 每种330ml，颜料墨水

PFI-701 C、M、Y、PC、PM、R、G、B; PFI-702 MBK、BK、GY、PGY 每种700ml，颜料墨水

PFI-8106 BK、MBK、C、M、Y、PC、PM、GY、PGY、R、G、B 每种130ml，颜料墨水

PFI-8206 BK、MBK、C、M、Y、PC、PM、GY、PGY、R、G、B 每种300ml，颜料墨水

PFI-8306 BK、MBK、C、M、Y、PC、PM、GY、PGY、R、G、B 每种330ml，颜料墨水

PFI-8706 BK、MBK、C、M、Y、PC、PM、GY、PGY、R、G、B 每种700ml，颜料墨水

PF-05 6色一体打印头，12色机型需同时安装2个
PF-03 6色一体打印头，12色机型需同时安装2个
维护盒MC-05 适用于iPF5100，用于收集清洁产生的墨水

维护盒MC-08 适用于iPF8410、9110、9410，用于收集清洁产生的墨水

维护盒MC-16 适用于iPF6410、6410，用于收集清洁产生的墨水

切割刀片CT-06 适用于iPF9410、9110、8410，切纸刀片

■选购件与耗材 ■打印测定环境和测定条件

■色彩校准功能测定条件与方法：

 iPF9410 iPF9110 iPF8410 iPF6460 iPF6410 iPF5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像大小

PC
OS
RAM
应用软件

接口

iPF6350
580mm×724.9mm
Pentium4 3.2GHz
WindowsXP SP2

1GB
Adobe Photoshop 7.0

Hi-Speed USB

■推荐电脑操作环境

CPU
Pentium4 2.0GHz
Power PC G4/G5

内存

20GB以上可用空间
Windows
Macintosh

硬盘

1GB以上

Microsoft®和Windows®是微软公司及其国外子公司的注册商标。
Mac OS是Apple Computer lnc.的注册商标。
Adobe和Photoshop是Adobe Systems lnc.及其国外子公司的商标和注册商标。
AutoCAD与AutoCAD LT是美国与/或其它国家Autodesk公司的注册商标。
所有其他产品或标识是其各生产厂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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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影像艺术输出领域

色域宽广鲜明 令影像艺术鲜活重生



使用色彩校准功能实现始终如一的色彩再现

250 GB大容量硬盘*

杰出的色彩稳定性

出色的打印品质3PART

LUCIA EX新12色墨水系统

本系列机型采用了12色墨水系统，打印文档可高效减少光源产生的不

利影响。灰色图像区域主要使用灰色和照片灰墨水打印，将彩色墨水的

使用量控制到合理限度，有效防止打印颜色在不同的光源下产生不同

的色差(同色异谱现象)。 

减少同色异谱(Metamerism)现象

提升彩色响应性能

单色照片图像

R-8 0 R+8

在打印结果(输出颜色)中精确地反映了
灰色(输入颜色)的微调效果。

输出 

输入

较差的彩色响应性能

出众的彩色响应性能

输入/输出特性(模拟)

根据输入值的变化调整输出值

借助微调颜色、修饰图像以及其他颜色调整效果，本系列机型可对灰色和皮

肤色调等主色的色彩调节具有很好的响应性能，确保在打印图像中真实还原

源色，达到令摄影师更加满意的品质要求。

减少Bronzing现象

由于照明光在打印品表面上会产生乱反射,乱反射的光线带有颜色,因此

打印品会呈现出像彩虹色一样的金属光泽的现象,即Bronzing现象。佳能

新型墨水材料和打印工艺能有效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令图像精准还原。

没有照明产生的表面光泽

照明产生的表面光泽

没有Bronzing现象 受到Bronzing现象的影响

该例呈现了光源产生

的浅白色光泽

该例呈现了光源产生

的浅桃色光泽

荧光照明

鲜活影像，清晰呈现1 PART

LUCIA EX墨水进一步提升了印刷表面的耐刮擦性能，使表面更不易

受损，为大幅面打印材料的处理(如:加工制作、运输、展示等各个环节)

提供了便利。 

耐刮擦性能更佳

两种黑色墨水之间可自动切换

本系列机型采用两种黑色墨水，照片黑墨水可以在照片纸打印中提供

更具表现力的黑色效果;粗面黑墨水则可在粗面类介质上获得更高的黑

密度。两种墨水各自使用专用的喷嘴列，并可根据纸张类型自动选择，无

需更换墨盒，有效避免在更换时产生的浪费。

更具表现力的黑色

不纯正的黑色会严重影响照

片给人留下的印象，本系列

机型能呈现更出色的黑色打

印质量。通过减少反射光线中

多余的色彩，还原出更深、更锐

利的黑色。

以往机型
iPF8310/iPF6350
iPF6300

再现更深的黑色

锐利的黑色
消除红色杂色

与以往相比，本系列机型可以在图像的深色区域产生更平滑的色阶，满足

照片打印所需的色彩层次和细腻

度，真实还原照片深色区域的微小

细节，流畅地再现细微光影，清晰

呈现图像原始质感。

以往机型
iPF8310/iPF6350
iPF6300

细微的阴影使
图像呈现深度

黑色区域渐变层次更细腻

更宽广的色域

LUCIA EX现在可支持比上一

代墨水宽20%的色域。 

iPF6300 iPF6100

iPF6300(网格):高级光面

纸，最高和高精度照片模

式iPF6100(实体):高级光

面纸，最高模式

本系列机型采用了专为高速、高精度图像处理和打印机控制开发的

L-COA图像处理器。L-COA是一种包含两个

高速RISC处理器的SOC(单片系统)，用于

实现高速数据处理。它不仅支持大型图形文

件的高速、高精度的处理，还可在高速打印

中驱动30,720个喷嘴，完成高品质打印。

本系列机型部分产品配有一块250GB大容量硬盘驱动器(HDD)。可将

电脑中的打印数据保存到硬盘上后，无需电脑，也可随需打印。在出现

错误之时，用户无需重新从PC机发送打印作业数据即可继续打印。

* 支持 iPF9410/ iPF8410/ iPF6460

即使在打印机驱动程序上设置的介质类型或者尺寸不匹配，也可保留打印作业并继续执行

下一个打印作业。在更换介质之后即可按照正确的设置打印保留的作业，无需重新发送数据。

这一功能在更容易出现此类错误的共享网络打印环境中特别实用。

本系列机型具备高安全性的硬盘存储数据删除功能(达到美国国防部DoD5220.22-M标准)

和设置打印作业完成后删除硬盘数据功能，确保打印机密资料时的数据安全。

打印作业保留功能

强大的数据删除功能

首次在60英寸打印机（iPF9410& iPF9410S）上应用LUCIA EX墨水。新型的24至60英寸机系列大幅面打印机，全部使用LUCIA EX墨水。8色和12

色系列机型均采用相同的墨水系统，保证了打印质量的统一性。因此，即使同时使用多台打印机，配合改进后的色彩密度传感器进行校正，用户依然

可以获得一致、卓越的打印品质。

(1)在相同的温度、湿度、纸张类型和佳能正品

墨水的条件下，校准两台相同型号的打印机。

(2)校准之后，使用同一类型的佳能正品纸张

在两台打印机上打印729色的校准表。期间使

用了imagePROGRAF打印机驱动程序。

(3)在充分干燥之后，在23
。
C温度和65%相对

湿度条件下，使用分光度计测量两张打印校准

表的颜色。计算两张校准表颜色之间的平均

色差   (    2000)。  

LUCIA EX颜料墨水具有杰出的色彩稳定性。打印之后色彩可迅速稳定，

减少了彩色打样前的等待时间。

此功能可为打印机校准提供标准支持，

通过补偿客观原因而导致的细微色差提

高颜色的一致性。只需在打印机控制面

板上执行几个简单的步骤，打印机中传

感器测量的某一类纸张的值即可用于自

动生成包括所有纸张类型的校准表格。

为提高校准精度，平均色差≤2.0(参见下

面的测量条件)。用户现在能够快速、高

效地完成、精准的*色彩校准。 

艺术创意解决方案 无框画应用解决方案

应用解决方案7PART

可选分光光度计装置8PART

Photoshop  plug-in插件新增了便利的布局功能，通过该功能，用户可以

根据自身需求制作无框画*打印件，完成设计与输出。

多种接口满足不同使用环境 未喷射检测与补偿 墨水余量检测

人性化设置，方便应用5PART

本系列机型支持千兆以太网及高速USB

连接，可选择不同接口方式实现大量数

据的高速传输。

通过该功能，本系列机型可使用传感器

精确检查打印头喷嘴的喷墨性能。在发

生喷嘴堵塞时，可自动切换到其他喷嘴，

在大量喷嘴同时堵塞时，更可对喷嘴进

行清洁，从而减少因喷嘴堵塞而造成的

打印浪费。

耐用的高性能回转刀片 副墨舱设计

高效生产4PART

* 测量条件和方法

平均色差  (  2000)因打印作业、使用环境和其他

因素而异。 

本系列机型部分产品为每种颜色的墨水都配有副墨舱。这些副墨舱可保留一定量的墨水，因此在更换墨

水盒时无需停止打印机。如果主墨水盒意外用尽，机器仍可单独使用这些副墨舱继续打印。(剩余墨水量

足够打印大约30页A0尺寸

的图片[ ISO JIS-SCID N5 

模板]* )。墨水盒中的墨水可

得到有效利用，避免浪费。

切割方向

墨水盒

副墨舱

打印头
打印头

* 可能因打印条件和其他因素而有所差异。

* 仅支持iPF8310

墨水量可实时显示，以免因墨水用尽而影响正常工作。当墨

水量较少时机器会自动发出警告，而墨水用尽时LED指示

灯将开始闪烁。此外，墨水盒中安装的智能芯片可保留剩余

墨水量信息，即使取

出墨水盒再重新装

入，机器仍可继续检

测剩余墨水量。

打印记录功能 远程打印机状态监控功能 卷筒纸剩余量管理功能

借助此功能，本系列机型可以自动保存

操作日志，以便管理人员随时了解机器

使用情况，并依此确定是否需要更换需

定期更换的零部件。这种预防性维护措

施有助于避免意外故障并延长打印机的

使用寿命。

应用此功能可将机器状态的详细信息发

送至一个预先注册的电子邮件地址，即

使用户不在机器旁边，也能随时收到关

于墨水不足或其他错误的邮件通知，以

便及时处理。

打印机内部计数器可计算卷筒纸使用量和介质剩余量。如

果剩余纸张不足以完成请求执行的打印作业，机器会发出

提示，建议补充纸张，以避免在打印途中因纸张用尽而造成

浪费。在取出卷筒时，打印机会在卷筒上记录相关信息(包

括纸张类型、长度和剩余量)，

当重新装回卷筒纸后打印机会

读取该信息，并结合打印操作

对剩余纸张进行管理。

完成打印数据的准备之后，这

些数据可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

在排版中根据需要执行移动、

对齐、缩放以及旋转等操作。 

在源应用程序”打印”对话框

的”排版”页中，只需选择”页面

排版”部分中的”自由排版”

即可。

借助该插件，在Photoshop中编辑的16位Adobe RGB图像可使用本系列机型直接打印，

而且可保留精细的层次感。该插件还为Photoshop和打印机驱动程序中的打印设置提

供了一个集成接口，减少了出现设置错误的可能性。除了通过支持Adobe CMM (一种

Adobe颜色转换模块*1) 改进对Photoshop的兼容性之外，本系列机型还可通过模拟

印刷机产生的颜色实现校样打印。 

*1. 也可通过Digital Photo Professional的打印插件提供支持。

*2. Macintosh版本的驱动程序也支持16位打印。 

得到众多RIP软件厂商的支持

Kyuanos是佳能独创的新一代色彩管理技术。该技术的环境光线调节可提前考虑

观看场所的照明因素，并根据对应环境的光线，来制定显示效果合理的色彩方案。

Kyuanos的效果(环境光线调节)在不同的照明条件下会产生色差
打印机输出

设计室 演示室

该应用程序用于更新和注册打印机和打印机驱动程序上

的介质信息。通过从佳能网站下载含有最新介质信息的

MED文件，用户可一次性更新打印机介质信息。即使是非

佳能标准纸张和支持的纸张，用户也可按照向导说明调整

和注册参数(最大墨水用量、进纸量、墨水干燥时间等等)，

保证便捷的同时在所需介质上获得出色效果。并轻松进行

排版和打印操作。

结合了打印机和打印机驱动程序规定介质信息的文件。除了提供在打印机

操作面板和打印机驱动程序中显示的介质信息之外，MED文件还包括为

获得专业效果所需的信息，例如最优颜色配置、进纸量，以及纸张的墨水

干燥时间。

* M E D 文 件

本系列机型得到了众多世界知名RIP软件厂商的支持，包括GMG，EFI，Onyx，

ErgoSOFT，CGS，RATIO等，他们为佳能大幅面打印机的用户提供了丰富而完善

的解决方案。

启动自由排版功能

照片输出解决方案

应用专业EOS数码相机采集数据；通过新型的Photoshop  plug-in插件

进行处理优化；采用

全新的佳能12C大幅面

打印机输出，配合佳能

LUCIA EX墨水和推荐

的高品质纸张；为艺

术创意工作者呈现精

美作品。

Photoshop plug-in打印插件新增了用于简化细微色调调整过程的功能。该功能可

自动生成一组图像样本（这些图像样本在亮度、色饱和度、对比度方面都存在细微

的差别）然后将这其全部打印出来，最后由用户检查这些打印结果并选择具有理

想色彩的打印件。通过该功能，用户无需再为执行色调调整而进行反复的试验，不

但省时又省力，同时还实现了有效的照片打印工作流程。

＋
测量安装器 爱色丽分光光度计

传感器

分光光度计装置（SU-21）

iPF6460大幅面打印机可选配分光光度计装置（SU-21）.该仪器符合爱色丽最新发布的

图形艺术标准（XRGA）；可以实现准确的色彩控制，同时简化原有工作流程降低测量错

误率；提升色彩管理工作效率；配合最新开发的色彩校准管理控制台平台（CCMC），可

以将制作完成的介质色彩管理文件分享关联到其它同系列产品当中使用。

将打印在帆布上的照片紧绷并包

裹在一个木框上，就制成了一副无

框画。无框画可使打印在帆布上的

照片看及来更有质感。

本系列机型所有12种颜色均已在LUCIA EX颜料墨水系统中更新升级。

新墨水色域更宽广、黑色画质更细腻，能够满足照片与校样打印的专业

要求。新墨水通过使用在色调上相对于CMY墨水对称

分布的三种原色(RGB墨水)，实现了合理平衡的色彩

表现力。两种灰度(从灰色到照片灰色)可在单色打印中

呈现更平滑的渐变，从而达到更理想的打印质量。
12色墨水系统

全新打印头技术 L-COA图像处理技术

本系列机型配置了高密度打印头，采用佳能FINE

(Full-photolithography Inkjet Nozzle Engineering)

打印头技术。在大约1英寸宽的打印头上，每一种颜色

布置了2,560个喷嘴，12色和8色机型上共有30,720

个喷嘴，喷射4pl(微微升)微细墨滴，在保持高分辨率、

高密度的同时实现高速打印。

先进平台，品质可靠2PART

更平滑的渐变层次

新图像处理技术可提高渐变层次的连续性，确保

即使在细微的渐变中也能控制颜色偏差或色彩

跳跃，从而实现平滑的渐变层次。 

以往机型
iPF8310/iPF6350
iPF6300

渐变层次表现的比较

没有色彩跳跃的平滑渐变层次。

［测量条件］ 温度: 23-25
。
C， 温度: 40-60% 相对湿度，测量模式: 三组色块，其中红色、绿色、蓝色、青色、品红色、

黄色、黑色及其他混合色的彩色密度逐渐增加（直至最大值）。

［测量方法］ 使用     测量相对于一周之前打印件的色差。

最大色差： 所有测量模式中的最大色差值。打印之后立即测量。（基于佳能研究）

高性能回转刀片

本系列机型配有耐用的高性能回转刀

片，能够可靠地切割各类介质。

自由排版 Photoshop打印插件

环境光线调节 介质配置工具

多种配套软件，使用更灵活6PART

可导入、读取多种格式文档(包括Microsoft Word、Excel

和Adobe Illustrator等多种应用软件所创建的文档。)

并轻松进行排版和打印操作。

可通过查看实际打印件并选择
理想的色调来执行色调调整。

选购件添加■

新型分光光度计

装置（SU-21）作
为一个可选装置

配备在iPF6460
机型打印机上。 

使用色彩较准管理控制台进行集中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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