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現場列印的全自動單面和雙面印相機

�x�“ 的雙面列印（亮面）僅需��秒

高畫質且快速的列印品質

體積小、移動性高、易安裝，方便商家使用於各式場合

支援多種輸出項目和多種裝訂選擇

高獲利且快速便利的雙面印相機

全自動雙面
印相機

P530D

支援
無線列印

筆記型電腦 平板/iPad iPones  /
智慧型手機



服務據點

產品規格

尺寸

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 Prinbiz App可由 App store 與 Google play商城下載
** 需另購買無線接收器(Wi-Fi Dongle)才能進行無線列印,  無線列印僅支援 (Ad-hoc )隨建即連
      網絡模式

全自動雙面印相機

P530D
機種型號
列印原理

解析度

列印尺寸

每捲可列印張數(雙面)

支援APP

建議搭配軟體

顯示裝置

尺寸(寬x高x深)

重量

P���D
熱昇華式YMCO連續色調輸出

���dpi 連續色調

�x�” ( ��� x ��� 公釐 )    �x�” ( ��� x ��� 公釐 )    
�x�” ( ��� x ��� 公釐 )

約��公斤 / ��.�磅 (不含耗材)

Win� 以上

Prinbiz APP*

��� x ��� x ��� 公釐 / ��.�� x ��.�� x ��.�� 英吋

列印速度 (約)
(雙面列印)

作業系統

液晶螢幕(支援多國語言)

Photobook Master

�x�” : ��� 張 ( �捲/箱)

無線/記憶卡列印

�x�” :  �� 秒 / 張
�x�” :  �� 秒 / 張
�x�” :  �� 秒 / 張

列印效果 霧面(預設)

電源 AC���-���V, ��-��Hz

4.

下載免費Prinbiz APP，簡單幾個步驟即可無線列印。
或透過讀卡器 (選購配件) 讀取記憶卡內的照片，輕鬆
設定即可無線列印。

免費的相片/寫真書編修軟體3.

2.

1.

內建不同主題的圖框、背景
物件庫 ...等等。可任意搭
配變化組合，輕鬆完成畢業
紀念冊、婚禮相簿、家庭相
簿、 個人寫真書等。

支援多種裝訂選擇

前置安裝操作

卡紙解決方案

選購配件

國際認證 FCC, CE, CCC, NCC

無線接收器( Wi-Fi Dongle )**

操作簡便

I/O 插槽 USB �.�

其它 �x�”可被分割為兩張�x�”

精裝 騎馬釘 線裝 單線圈 鐵環夾雙線圈

�. 打開前蓋 �. 安裝相紙 �. 安裝色帶

前端卡紙 後端卡紙

North America
HiTi Digital America, Inc.
20803 E Valley Blvd, Suite 110 Walnut, CA 91789, U.S.A.
TEL: +1-844-319-0099, +1-909-594-0099
FAX: +1-909-598-0011

Latin America
HiTi Digital, México Inc. 
TEL: +52 (55) 7587-4057 , +52 (55) 7587-4058 ,
         +52 (55) 7587-4059 ,+52 (55) 7587-4060
FAX: +1-925-2622375

Europe
HiTi Digital Europe S.r.l
Via Walter Marcobi 4, 21100 Varese, Italy
TEL: +39 332 176 5314 / 332 176 5312 (Technical Support) 
FAX: +39 332 176 5315

Singapore
HiTi Digital Singapore Pte Ltd
5008 Ang Mo Kio Ave 5 #04-09 Techplace II Singapore 569874
TEL: +65-6475-1885 / FAX: +65-6475-2281

2022 HiTi Digit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Copyright

��� 公釐 / ��.��英吋

��� 公釐
��.�� 英吋

��� 公釐
��.�� 英吋

iPhone, iPad, macOS and App Store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iOS is a trademark of Cisco. Android and Google Play are trademarks of Google Inc. 
All other trade names and trademarks are propertie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電腦傳輸列印,  記憶卡列印, 無線列印列印方式

Prinbiz APP
(免費下載)

無線接收器
 (選購配件)

讀卡器
(選購配件)

SD
USB

P���D

特色

APP支援檔案格式 Baseline JPEG（標準型）

台北總部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1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13號 9 樓
TEL: +886-2-2912-6268
FAX: +886-2-2912-6118
www.hiti.com

中国苏州
诚研科技 (苏州) 有限公司
215125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
苏州大道东381号商旅大厦1914室 
TEL: +86-512-82281688-2195
FAX: +86-512-822816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