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列选配组件

不同配置尺寸

侧纸舱

最高容量为 3,500 张
80 克纸张，支持所有
克重，支持自定义尺
寸。

多纸盒纸柜

容 量 为 6,000 张 80
克纸张，支持所有克
重，支持自定义尺寸，
自动识别纸张尺寸。

鞍式分页装订组件

连线进行角钉、双钉、
骑马钉等装订方式，
支持错位、分套、无
钉 V 折等功能。

折页器

折页器支持连线进行
Z折、内三折、外三折、
平行折、对折等折页
操作。

内置打孔器

内置裁切器支持两孔、
四孔打孔。

大容量收纸器

最高收纸容量为 3,000
张（80克）A3，6,000 
张（80克）A4，A4纸
张自动分两垛，看样
台收纸容量为 200 张
（80 克）。

2,632mm

1,424mm

982mm

服务器参数列表

imagePRESS Server H300

选购
类型 外置式服务器

页面描述语言
PCL5/6 ( Driver & utility support：Only for embedded/ PCL interpreter is 
available on external Fiery server )
Adobe PostScript Level 3

分辨率 1,200dpi×1,200dpi，600dpi×600dpi
内存 2×2 GB
硬盘 1×1 TB
处理器 Intel Core i5–4570s 2.9 GHz
字体 138 Adobe PS 字体，113 PCL 字体，32 条码字体

支持的操作系统
Server 2008，Server 2008R2，Server 2012，Vista，7，8，8.1，10
MacOS 10.7，10.8，10.9，10.10，10.11，10.12

接口 1000 Base-T/100Base-TX/10Base-T 网络，USB，DVI 接口

网络协议
TCP/IP，AppleTalk（仅支持下载字体），Bonjour，SNMP，IPP，FTP，
SMB，IPv6，WSD（实现 WHQL 认证标准）

EFI 组件（选购）
SeeQunce 组件 /Impose/Compose，GA 软件包白金版，移动硬盘组件（For 
H300）

PRISMAsync iPR C850 系列 -A1

选购
类型 外置式服务器
页面描述语言 Postscript L3，PDF 1.7，IPDS（transactional），PCL/PJL（transactional）

分辨率
PS/PDF：600×600dpi 或者 1,200×1,200dpi
transactional PCL：600×600dpi，transactional IPDS：600×600dpi

内存 1×8GB DDR-3
硬盘 2×3.5" SATA II，500GB，7200 RPM
处理器 4th generation Intel Quad Core i5-4570S CPU @2.9GHz

字体

136 种罗马字体 通过设置界面导入 PS 字体
可选亚洲字体 :
日文：5 种森泽字体（无平成字体）；中文：2 种简体中文字体，1 种繁体
中文字体；韩文：1 种韩文字体

支持的操作系统

打印驱动支持的系统 :
Windows Vista（32/64 位），7（32/64 位），Server 2003（32/64 位），
Server 2008（32/64 位），Server 2008R2（64位），Server 2012R2，8（32/64位）
MacOS 10.6（32/64位），MacOS 10.7（32/64位），MacOS 10.8（64位），
MacOS 10.9（64 位）

接口 网络（10/100/1000 Base-T），触控面板 USB 接口

网络协议

TCP/IP，包括固定 / 自动 IP（DHCP）
SNMP v1/v2c/v3，Host resources MIB，System group MIB II，Printer 
MIB，Job Monitor MIB
通过 lpr 提交，热文件夹，socket，SMB，IPP，JDF/JMF（通过连接器）

值得信赖的EFI 服务器

高效、直观、简捷的PRISMAsync 服务器

800mm 899mm

4,202mm

882mm 950mm335mm 336mm

中国总部 ● 佳能 ( 中国 ) 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北京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2层             电话：010-85139999   邮编：100005

详情请咨询佳能热线电话：4006-222-666
欢迎访问佳能（中国）主页  http://www.can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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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imagePRESS Server G100

选购

类型 嵌入式服务器



通用参数

输出速度
imagePRESS C850：85ppm
imagePRESS C750：75ppm

每月承印量
imagePRESS C850：50000~167000印（A4）
imagePRESS C750：40000~167000印（A4）

输出方式 彩色激光输出（静电成像控制）

纸张容量
机身标配：3×550 张机身纸盒（80gsm）
多纸盒纸柜 -B1/C1：3×2000 张

最大供纸容量 7,650 张（A4/A3）

最大收纸容量 11,200 张（A4 80gsm）

支持的介质类型

机身纸盒：薄纸，普通纸，再生纸，彩色纸，
重磅纸，预打孔纸，透明胶片，信封

多纸盒纸柜 -B1：薄纸，普通纸，再生纸，
彩色纸，重磅纸，预打孔纸，铜版纸 ，透明
胶片

介质尺寸

机身标准尺寸：A4，A4R，A5R，A3，
SRA3，330×483mm

自定义尺寸：100×148mm 至
330.2×487.7mm

长纸：330.2×762mm（需要配手送托盘与
长纸托盘）

信封：No.10（COM10），Monarch，
ISO-C5，DL

热机时间 约 360 秒

接口类型（仅
Canon Printer 
Kit-D1 配置）

USB2.0 高速接口标配 2 个

网络接口：1000 BaseT/100Base 
-TX/10Base-T

网络协议（仅
Canon Printer 
Kit-D1 配置）

TCP/IP*（LPD/Port9100/WSD/IPP/IPPS/
SMB/FTP），IPX/SPX（NDS，Bindery），
AppleTalk

* 支持 IPv4/IPv6

处理器速度
1.66GHz（SOC ARM 1136JF-S 400 MHz、
ARM 946 200MHz）

内存 标配 4.5GB

硬盘 标配 1T 硬盘

分辨率

复印输出：2400 dpi×2400 dpi

打印输出：2400 dpi×2400 dpi

扫描读取：600 dpi×600 dpi

设备尺寸（长×
深×高）

905×934×1,040mm（仅主机）

905×934×1,220.5mm（包含 ADF）

imagePRESS C850：2,274×934×1,424mm
（包含 ADF+ 装订器 _AM1)
imagePRESS C750：2,145×934×1,424mm
（包含 ADF+ 装订器 _T1)

最小装机尺寸
（长×深）

1,952×1,624mm

重量
316kg（包含双面彩色扫描单元和 1 套碳粉
的重量）

操作环境要求
温度：20 至 27 ºC

湿度：15 至 60 % 相对湿度

imagePRESS C850系列 技术规格 发送参数

发送分辨率
100dpi，150dpi，200×100dpi，200dpi，
300dpi，200×400dpi，400×200dpi，
400dpi，600dpi

发送目的地
E-Mail / Internet FAX（SMTP），PC（SMB，
FTP），WebDAV.

地址薄 / 
快速拨号

LDAP（1000）/ Local（Max. 500)

文件格式
TIFF，JPEG，PDF，XPS，高压缩 PDF/
XPS，PDF/A-1b，可查询 PDF/XPS，Office 
Open XML（PowerPoint，Word）

多元发送组件

多元发送组件 D1（选购）：创建轮廓化 PDF（可
搜索，字迹平滑），Adobe Reader 扩展 PDF（标
配可搜索 PDF/XPS）

多元发送组件 D1（选购）：发送加密的
PDF，能添加设备签名的 PDF/XPS 文件

复印参数

首张输出时间
（FCOT)

彩色：约 7.7 秒

黑白：约 6.9 秒

复印分辨率
读取：600dpi×600dpi

输出：2400dpi×2400dpi

多套复印 最高 9,999 套

缩放倍率

缩放：25-400% 以 1% 为单位

固定缩放倍率：25%，50%，70%，100%，
141%，200%，400%

供纸选购组件

多纸盒纸柜 C1

纸张尺寸
A3，A4，A4R，A5R，SRA3，
自定义尺寸（139.7×182mm 至
330.2×487.7mm)

纸张克重 52 至 300 gsm

供纸容量
3×2000 张，共 6000 张（80gsm）/ 
3×2200 张，共 6600 张（64gsm）

设备尺寸（长×
深×高）

950×797×1098mm

重量 约 155 kg

印后选购组件

分页器组件 W1

出纸托盘容量 上收纸盘（A）容量：1,000 张 80gsm

下收纸盘（B）容量：A4 4,000张，A4R 2,000
张，A3 1,500 张，SRA3 1,000 张

纸张克重 52 至 300gsm

打钉位置 角钉，双钉

打钉容量 A4：100 张，A3/A4R：50 张

设备尺寸（长×
深×高）

800×792×1,239mm

重量 约 130kg

鞍式装订分页器组件 W1

出纸托盘容量 上收纸盘（A）容量：1,000 张 80gsm

下收纸盘（B）容量：A4 4,000张，A4R 2,000
张，A3 1,500 张，SRA3 1,000 张

纸张克重 52 至 300gsm

打钉位置 角钉，双钉

打钉容量 A4：100 张，A3/A4R：50 张

骑马钉纸张尺寸
A3，A4R，SRA3，自定义尺寸 
210×279.4mm 至 330.2×487.7mm

骑马钉容量 25 张（80gsm）

设备尺寸（长×
深×高）

800×792×1,239mm

重量 约 180kg

打孔组件 BT1

鞍式分页装订组件 AM2 或者分页装订组件
AM1

打孔类型 BT1：2 孔 4 孔可选

纸张克重 52 ~ 300gsm

纸张尺寸

2孔：A3，A4，A4R，自定义尺寸（182×182
至 297×432.0mm）
4 孔：A3，A4，自定义尺寸（ 257×182mm
至 297×432mm)

重量 约 7.7kg

大容量收纸器 H1

纸张尺寸：
A3，A4，A4R，A5R，SRA3，自定义尺寸
（140×182mm 至 330.2×487.7mm）

纸张克重： 52 至 300gsm

收纸容量

主收纸盘：6,000 张（80gsm）A4 两垛，每
垛 3,000 张

看样纸盘：200 张

设备尺寸（长×
深×高）

899×792×1,040mm

重量 约 120kg

折页器组件 J1

Z 折
纸张尺寸：A3，A4R，纸张克重：52 至 105 
gsm

C 折 纸张尺寸：A4R，纸张克重：52 至 105gsm

平行折 纸张尺寸：A4R，纸张克重：52 至 90gsm

对折 纸张尺寸：A4R，纸张克重：52 至 105gsm

收纸容量 C 折：40 张，平行折：25 张

设备尺寸（长×
深×高）

336×793×1190mm

重量 约 71kg

电源要求
220-240V（±10%），50/60Hz（±2Hz），
16A×2

电源功率

最大功率：约 1,560W 或更低 + 2,500W（仅
定影单元）或更低

待机功率：约 1.0Wh 或更低

休眠模式：约 1.5Wh 或更低

典型能耗（TEC）：10.6kwh

噪音水平 运行时：75dB 或更低，待机：56dB 或更低

用户操作界
面 

imagePRESS C850：
26.4cm（10.4 英寸）彩色 TFT SVGA LED 背
光彩色竖屏控制器 (EFI/Canon PS/PCL)
imagePRESS C750：
26.4cm（10.4 英寸）彩色 TFT SVGA LED 背
光彩色竖屏控制器 ( 标 )

15 英寸触控屏（PRISMAsync）

扫描参数

组件 彩色双面阅读器 K1

描述
光学彩色扫描，包含 300 张供纸自动双面送
稿器（一次通过双面扫描 )

原稿尺寸
A3，A4，A4R，A5，A5R，自定义尺寸（W×L）：
最小 139.7×128mm，最大 432×304.8mm

原稿克重（黑白
/ 彩色 )

单面原稿（黑白 / 彩色 )：38 至 220 gsm/64
至 220 gsm
双面原稿（黑白 / 彩色 )：50 至 220 gsm/64
至 220 gsm

扫描分辨率
扫描：600dpi×600dpi

发送：600dpi×600dpi / 300dpi×300dpi

双面扫描 自动双面至双面

扫描速度

单面（A4，300dpi)：( 黑白 / 彩色）120/120 
ipm

双面（A4，300dpi)：( 黑白 / 彩色）200/140 
ipm

单面（A4，600dpi)：( 黑白 / 彩色）120/70 
ipm

双面（A4，600dpi)：( 黑白 / 彩色）120/70 
ipm

使用 PRISMAsync 服务器时：单面 & 双面
（A4，600 dpi）：( 黑白 / 彩色）70/70 ipm

扫描方式

推式扫描：所有模式下均支持

拉式扫描：TWAIN 拉式扫描，所有模式下均
支持

扫描至 USB 存储器：所有模式下均支持

拉式扫描参数

网络 TWAIN 扫描驱动（Colour Network 
ScanGear）

支持的操作系统：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Vista/
Windows Server 2008/Windows 7/Windows 
8（32 bit，64 bit 兼容模式）（驱动下载
地址 http://www.canon.com.cn/support/
download/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