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geWide Enterprise Color MFP 780 series

HP PageWide Enterprise
Color MFP 780dn

HP PageWide Enterprise
Color Flow MFP 785f

規格簡表

全頁式彩色商用複合機

全頁式彩色商用複合機

HP PageWide Enterprise
Color Flow MFP 785zs
全頁式彩色商用複合機

功能

列印、影印、掃描、傳真（選購）

列印、影印、掃描、傳真

列印、影印、掃描、傳真

列印技術

HP PageWide 全頁式噴墨技術

HP PageWide 全頁式噴墨技術

HP PageWide 全頁式噴墨技術

列印速度
( 黑白 / 彩色 )

黑白 (A4，草稿 )：高達 65 ppm
彩色 (A4，草稿 )：高達 65 ppm

黑白 (A4，草稿 )：高達 75 ppm
彩色 (A4，草稿 )：高達 75 ppm

黑白 (A4，草稿 )：高達 75 ppm
彩色 (A4，草稿 )：高達 75 ppm

雙面列印速度 (A4)

高達 31 ppm

高達 38 ppm

高達 38 ppm

首頁輸出

黑白 (A4，就緒 )：最快可達 7.1 秒
彩色 (A4，就緒 )：最快可達 7.1 秒

黑白 (A4，就緒 )：最快可達 7.1 秒
彩色 (A4，就緒 )：最快可達 7.1 秒

黑白 (A4，就緒 )：最快可達 7.1 秒
彩色 (A4，就緒 )：最快可達 7.1 秒

列印解析度

黑白 ( 最佳 )：高達 1200x1200dpi
彩色 ( 最佳 )：高達 2400x1200dpi

黑白 ( 最佳 )：高達 1200x1200dpi
彩色 ( 最佳 )：高達 2400x1200dpi

黑白 ( 最佳 )：高達 1200x1200dpi
彩色 ( 最佳 )：高達 2400x1200dpi

顯示器

8.0 吋 (20.3 公分 ) 彩色觸控螢幕，
XVA 彩色圖形顯示器（CGD）

8.0 吋 (20.3 公分 ) 彩色觸控螢幕，
XGA 彩色圖形顯示器（CGD）

8.0 吋 (20.3 公分 ) 彩色觸控螢幕，
XGA 彩色圖形顯示器（CGD）

處理器速度

1.2 GHz

1.2 GHz

1.2 GHz

建議每月最大列印量 (A4)

2,500 至 20,000 頁

2,500 至 25,000 頁

2,500 至 25,000 頁

每月列印量週期

高達 100,000 頁

高達 125,000 頁

高達 125,000 頁

紙張輸入

550 張輸入紙匣，100 張多
用途紙匣，選購 1x550 張紙
匣 (A3/A4)，選購 1x550 張紙
櫃 (A3/A4)，選購 3x550 張紙櫃
(A3/A4)，選購 HCI 高容量紙匣
(2x2000 張 A4 尺寸 )

550 張輸入紙匣，100 張多用途紙
匣，選購 1x550 張紙櫃 (A3/A4)，選
購 3x550 張紙櫃 (A3/A4)，選購 HCI
高容量紙匣 (2x2000 張 A4 尺寸 )

4x500 張輸入紙匣，100 張多用途
紙匣

紙張輸出

500 張

500 張

850 張

記憶體

3584 MB

3584 MB

5632 MB

硬碟空間

320 GB 高效能安全硬碟、AES
256 硬體加密或更新版本、安全
清除等功能

320 GB 高效能安全硬碟、AES
256 硬體加密或更新版本、安全
清除等功能

320 GB 高效能安全硬碟、AES
256 硬體加密或更新版本、安全
清除等功能

連線能力

2 個高速 USB 2.0 主機端口 ; 1
個高速 USB 2.0 裝置端口 ; 1 個
Gigabit Ethernet 10/100/1000T 網
路端口； 1 個硬體整合套件

2 個高速 USB 2.0 主機端口 ; 1
個高速 USB 2.0 裝置端口 ; 1 個
Gigabit Ethernet 10/100/1000T 網
路端口；1 個 R-J11 數據機端口 /
電話線

2 個高速 USB 2.0 主機端口 ; 1
個高速 USB 2.0 裝置端口 ; 1 個
Gigabit Ethernet 10/100/1000T 網
路端口；1 個 R-J11 數據機端口 /
電話線；1 個 Wifi 802.11b/g/n；
1 個低耗電藍牙

尺寸

813 x 591 x 458 公釐

604 x 652 x 682 公釐

604 x 652 x 1222 公釐

重量

69 公斤

69.1 公斤

119.7 公斤

HP PageWide Enterprise Color MFP 765-780 series

規格簡表

HP PageWide Enterprise Color Flow
MFP 785z+
全頁式彩色商用複合機

HP PageWide Enterprise Color 765dn
全頁式彩色商用印表機

功能

列印、影印、掃描、傳真（支援至 A3）

列印

列印技術

HP PageWide 全頁式噴墨技術

HP PageWide 全頁式噴墨技術

列印速度
( 黑白 / 彩色 )

黑白 (A4，草稿 )：高達 75 ppm
彩色 (A4，草稿 )：高達 75 ppm

黑白 (A4，草稿 )：高達 75 ppm
彩色 (A4，草稿 )：高達 75 ppm

雙面列印速度 (A4)

高達 38 ppm

高達 38 ppm

首頁輸出

黑白 (A4，就緒 )：最快可達 7.1 秒
彩色 (A4，就緒 )：最快可達 7.1 秒

黑白 (A4，就緒 )：最快可達 6.7 秒
彩色 (A4，就緒 )：最快可達 6.7 秒

列印解析度

黑白 ( 最佳 )：高達 1200x1200dpi
彩色 ( 最佳 )：高達 2400x1200dpi

黑白 ( 最佳 )：高達 1200x1200dpi
彩色 ( 最佳 )：高達 2400x1200dpi

顯示器

8.0 吋 (20.3 公分 ) 彩色觸控螢幕，XGA 彩色圖形顯示器
（CGD）

4.3 吋 (10.92 公分 ) 彩色圖形 (CGD) 觸控螢幕

處理器速度

1.2 GHz

1.2 GHz

建議每月最大列印量 (A4)

2,500 至 25,000 頁

2,500 至 25,000 頁

每月列印量週期

高達 125,000 頁

高達 125,000 頁

紙張輸入

550 張輸入紙匣，100 張多用途紙匣，選購 1x550 張紙
匣 (A3/A4)，選購 1x550 張紙櫃 (A3/A4)，選購 3x550
張紙櫃 (A3/A4)，選購 HCI 高容量紙匣 (2x2000 張 A4 尺
寸)

550 張輸入紙匣，100 張多用途紙匣，選購 1x550
張紙匣 (A3/A4)，選購 1x550 張紙櫃 (A3/A4)，選購
3x550 張紙櫃 (A3/A4)，選購 HCI 高容量紙匣 (2x2000
張 A4 尺寸 )

紙張輸出

500 張

500 張

記憶體

5632 MB

標準：1536 MB；最大 2560 MB

硬碟空間

320 GB 高效能安全硬碟、AES 256 硬體加密或更新版
本、安全清除等功能

標準 , 8 GB eMMC; 選購 500 GB HP 高效能安全硬碟

連線能力

2 個高速 USB 2.0 主機端口 ; 1 個高速 USB 2.0 裝置端
口 ; 1 個 Gigabit Ethernet 10/100/1000T 網路端口；1
個 R-J11 數據機端口 / 電話線 ；傳真連接埠

2 個高速 USB 2.0 主機端口 ; 1 個高速 USB 2.0 裝置端
口 ; 1 個 Gigabit Ethernet 10/100/1000T 網路端口； 1
個硬體整合套件

尺寸

813 x 616 x 680 公釐

813 x 591 x 458 公釐

重量

123 公斤

45.6 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