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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速的列印效率，經的起市場考驗

超高速
全景照印相機

X���

高速列印 全景相片 低價成本

�.�

新系列相紙不僅擁有低價的成本，還給您高品質的享受

超高速的印列效率，��分鐘内可列印����張，
平均�.�秒可印列�張�x�的相片

卓越的色彩表現，呈現出豐富多層次且真實的列印品質

機器上的創新技術，可列印出長達�x��吋的相片



X���
超高速全景照印相機

   ��� 公釐
��.�� 英吋 

革命性的高速感

超高速的列印效率，��分鐘內可列印����張，平均�.�
秒可列印�張�x�的照片。

即時列印服務
無須調機、熱機等繁瑣
的事前作業，『開機即
印，立即取件』。節省
寄件費用與客戶往返等
待取件時間！

革命性的突破，不再被長度局限

綠色減碳，環保製程

透過相紙製程上的革命性創
新，每生產一張�x�相紙，在
製程中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只
有以前的千分之三不到。

機種型號

列印原理

分辨率

色帶規格

列印速度(標準模式)

建議搭配軟體

國際認證

X���

熱昇華式YMCO連續色調輸出

���dpi 連續色調

單色帶（Y / M / C/ O）

BSMI 、FCC 、CE 、CCC 、NCC 

 HiTi ProLab，HiTi Print Manager，X���驅動程式

電源 AC���-���V, ��-��Hz
尺寸 (寬x高x深) ��.��x��.��x��.�� 英吋 / ���x���x��� 公釐

�x�" (���x��� 公釐)        l        運作時約 �.� 秒/ 張
�x�" (���x��� 公釐)        l        運作時約 � 秒/ 張
�x�" (���x��� 公釐)        l        運作時約 �.� 秒/ 張

每卷相紙可列印張數 �x�" : ����張 /卷

列印效果 亮面(預設)

列印選項
��"(��� 公釐) 此尺寸(含)以下可連續列印
��"(��� 公釐) ~��"(��� 公釐)單一尺寸，連續列印
��"(��� 公釐) ~��"(���� 公釐)單一尺寸，連續列印

重量 約 ��公斤 / ���磅 (不含耗材)

耗材
單色帶Y / M / C/ O : ���公尺長/支
�吋 (��� 公釐) 相紙卷 : ��� 公尺/卷

列印過程無需使用化學
染劑，符合環保標準。
支援套用自己的ICC，
更可接近客戶的螢幕上
顯色標準，讓您無色偏
的疑慮。

透過機器設計上的革命
性創新，可列印出長達
�x��吋的相片；適用
於照相館、全景照、團
體照...等多種商務型運
用組合。

��� 公釐
��.�� 英吋 

電腦傳輸列印列印方式

��℃~��℃ (��℉~��℉)運作溫度

* 使用精緻模式的列印速度減半，運作時列印一張所需時間為�x�”約需�秒，�x�”約需�秒，�x�”約需�秒
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產品規格

尺寸

   418 公釐 / 16.45 英吋 

列印尺寸 �x�" 到 �x��"

世界級的列印品質

列印模式 標準模式 / 精緻模式*

Windows �或以上作業系統

服務據點

中国苏州
诚研科技 (苏州) 有限公司
������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
苏州大道东���号商旅大厦����室
TEL: +��-���-��������-����
FAX: +��-���-��������

台北總部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 號 � 樓
TEL: +���-�-����-���� 
FAX: +���-�-����-����
www.hiti.com

North America
HiTi Digital America, Inc.
����� E Valley Blvd, Suite ��� Walnut, CA �����, U.S.A.
TEL: +�-���-���-����, +�-���-���-����
FAX: +�-���-���-����

Latin America
HiTi Digital, México Inc. 
TEL: +�� (��) ����-���� , +�� (��) ����-���� ,
         +�� (��) ����-���� ,+�� (��) ����-����
FAX: +�-���-�������

Europe
HiTi Digital Europe S.r.l
Via Walter Marcobi �, ����� Varese, Italy
TEL: +�� ��� ��� ���� / ��� ��� ���� (Technical Support) 
FAX: +�� ��� ��� ����

Singapore
HiTi Digital Singapore Pte Ltd
���� Ang Mo Kio Ave � #��-�� Techplace II Singapore ������
TEL: +��-����-���� / FAX: +��-����-����

All trademarks and brand names are properties of respective companies.
���� HiTi Digit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Copyr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