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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Print 255

快速、影像品質、多種功能與價值，全在這台輕巧的印表機內
現在您可以更快、更簡單地完成您的工作，並可得到最大A3大小的高影像品質輸

出，讓您的文件看起來更專業。除此之外，您也將同時享有這台輕巧機種所帶來

的許多體貼的功能、更高的價值與網路功能。

絕佳的列印工作效能與超高量的

月印量、信賴的穩定度

可以信賴的 DocuPrint 255，快速且可靠，您可
以享有更高的生產力及效率，並可以隨時獲得
絕佳的影像品質輸出

• 在額定速度下可提供1200 x 1200 dpi解析度，保證
細膩線條的輸出。

• 透過266MHz PowerPC 603e RISC精簡指令處理器，
保證能以25 PPM的高速進行列印，即使最複雜的列
印工作（包含圖像、相片）如高階圖像功能列印、

手冊列印、出血列印，滿足從事美工設計需求，讓

你列印出更具有專業水準的新聞報導及型錄設計。

• 透過Fuji Xerox特有的超快加熱技術，大大縮短輾壓
器暖機時間。

• 絕佳的高效能列印，每月的工作量可高達50,000張
超高列印量。

增強的便利性與全面經濟實惠

享用高效能印表機的優勢，可以輕易地完成交
付的作業，除保證絕佳效能外，並能提供更高
的生產力，達到全面降低成本的效果

• 商業用的印表機輕巧設計，允許安裝在A4印表機相
同的空間內，且能支援A3列印輸出，節省辦公室空
間，為您帶來更多便利。

• 不間斷的列印作業，可置入高達1800張列印紙張。

• 通用紙匣可容納多種紙張大小與厚度。

• 在省碳模式下可讓碳粉消耗量降低30%以上。

• 與同級產品的睡眠模式相比，是具有最低電源 (5W
以下 )的機種，並遵守國際能源之星 (Energy Star)的
規範。此機種也可以縮短開機或睡眠模式下的暖機

與喚醒時間，讓使用者可以同時節省能源與時間成

本。

• 高容量設計的碳粉匣10,000張讓列印工作不中斷和
簡單的紙張路徑設計降低夾紙的情形，加強可靠度

和增加產能、降低列印成本。

簡易網路管理功能和

驅動程式安裝支援

DocuPrint 255 可以支援多種辦公室協定，以達
到今日智慧型辦公室的需求。其安裝程序簡單
，並可以透過許多智慧型功能來達到更簡易使
用的目的

• 經由10/100Base TX乙太網路，即使再複雜的工作環
境，DocuPrint255均能輕鬆應付您的列印需求，包
含各種作業環境Windows、Novell、Mac OS，能為
您的工作團隊提供最穩定的網路列印輸出。相容於

多 種 網 路 通 訊 協 定 環 境 如TCP/IP、NetWare 
(IPX/SPX)、NetBEUI、EtherTalk（選購PostScript套件
）等。

• PCL驅動公共程式，簡化安裝程序和設定繁瑣等作
業。

• CenterWare網際網路服務加強網路的操作功能，內
建網站伺服器，DocuPrint 255 A3雷射印表機提供簡
易的印表機管理程式，大大地節省您寶貴的時間。

豐富的印表機特性與

便利列印的操作模式

DocuPrint 255 永遠比您想的多更多，提供各種
實用功能，讓您用起來得心應手

• 手冊列印功能，雙面列印模組可支援並自動依序排
列頁數。

• 電子排序 (Electronic Sort)，會將資料讀入記憶體，
以便直接讀取副本，並快速地完成列印與校對。同

時可將您個人電腦中的多份列印資料傳送至印表機

中。

• 機密列印功能 (Secunrity Print)，將資料儲存在硬碟
中，直到您由印表機面板密碼解開為止，保護文件

免於受到他人的讀取。

• 樣本列印功能 (Sample Print)，進行批次列印時，首
先列印單份供您確認品質，再決定取消或進行批次

列印。

• 時間指定列印功能 (Delayed Print)，列印資料儲存在
硬碟中且於指定時間列印。

• IP位址限定過濾使用保證輸出控制，並可設定為個
人或群組專用。

• 郵件提醒通知 (Mail Notification Service)，會自動提
供您碳粉或紙張短缺等警告訊息，並將訊息送給所

設定的收件者。

無論多複雜紙張與種類，

DocuPrint 255擁有最強的紙張
處理能力

DocuPrint 255 直接轉印影像系統，全新改
良 L 型進出紙路徑，提升列印速度，並降
低卡紙率。DocuPrint 255 可列印的底材種
類繁多，舉凡從 60-216 磅重厚紙及標籤、
信封、投影片；DocuPrint 255 強大的紙張
處理能力有如圖示配備。

可容納150張底材，60-90磅普通紙 /再生紙，
90-156磅厚紙，157-216磅超厚紙、標籤、信
封、投影片

可 容 納550張，60-90磅 普 通 紙 /再 生 紙，
90-156磅厚紙，157-216磅超厚紙、標籤、信
封、投影片

可增購一個或二個550張或250張紙匣座，
60-90磅普通紙／再生紙，90-156磅厚紙，
157-216磅超厚紙、標籤、信封、投影片

可容納500張紙面朝下輸出容量

可增購500張紙面朝下文件交錯移位器

DocuPrint 255
A3網路雷射印表機

DocuPrint 255
A3 網路雷射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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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Print 255
A3網路雷射印表機

規格 DocuPrint 255
訂購編號 T3300009
特點

列印速度 25 PPM
首頁列印 5.6秒(列印面朝下)
暖機時間 10 秒 (休眠模式)，18 秒 (冷起動模式)
記憶體(標準/最大容量) 64MB/576MB*
字型 內建標準81 種 PCL 字型，可選購 136種 Adobe PS 字型及繁體字型 ROM
影像處理 266 MHz PowerPC  603e RISC 處理器
列印語言 PCL 5e/6、HP-GL/HP-GL2、ESC/P、
 PDF 直接列印、Adobe PostScript 3(選購)
內建硬碟 選購(20GB 以上) 
最大月印量 50,000張
列印品質

解析度 
1200 x1200 dpi  高品質模式，600 x600 dpi 標準模式，2400 dpi (9600x600 dpi) 影像增強技術

網路

連結 / 網路功能 
USB 2.0、雙向IEEE 1284、RS232序列埠 / 10/100Base-TX 

網路通訊協定 lpd，SMB，Port9100，IPP，Netware，EtherTalk (需選購 PostScript Kit)
紙張處理

自動雙面列印 
選購    

進紙容量 Tray 1 可容納150張
 Tray 2 可容納550張
 二組250或550張下層紙匣座 (選購)
最大進紙容量  1800張
出紙容量 500張紙面朝下
 70 張紙面朝上 (選購後延伸出紙匣)
 500張紙面朝下文件交錯移位 (選購文件交錯移位器)
產能

標準特性 
睡眠待機模式(符合能源之星標準)，工作排班多工處理，節碳模式，自定尺寸列印，內建網站伺服

 器，遠端列印，E-Mail 故障通知，手冊列印，橫幅尺寸 (900 mm) 列印，機密/樣本/時間指定 列印**
 ，PDF直接列印，IP 位址限定過濾使用，硬碟分頁功能**

保固 提供一年服務保固，Xerox 完全滿意保證服務
*原廠並沒有提供 512M 記憶體選購
**須選購硬碟

網路/軟體
印表機管理：CentreWare  Internet Services  Embedded Web Server
，CentreWare Web Administrator，相容於多種辦公室環境，例如
TCP/IP、NetWare (IPX/SPX)、NetBEUI、Ether Talk (PostScript 環境
) 及其他協定
字型：內建標準81 種 PCL 字型，可選購 136種 Adobe PS 字型及
繁體字型 ROM
驅動程式：Windows 95/98/Me/NT4.0/2000/XP/Vista/Win 7，
Windows Server 2003，MacOS  7.61 – 10.2.x，含 PCL 與 PostScript 
二種語言 
列印語言：PCL5e/6 ，HPGL/HPGL2，ESC/P，PDF 直接列印，
Adobe PostScript 3(選購)
控制面板：LCD 面板: 16 個文字x2行
按鍵：9個
訊息燈：3個

紙張處理
紙匣 1(標準配備紙匣): 150張紙匣
60-90 磅普通紙/再生紙，  90–156 磅厚紙，157 –216 磅超厚紙
，標籤，投影片。 紙張尺寸：A5 SEF，A5 LEF ，B5 (JIS) SEF ，
A4 SEF，A4 LEF， B4 (JIS) LEF，A3 LEF，Letter SEF，Legal 14” LEF 
和客戶自訂尺寸 (76x98 – 305x900 mm)
SEF 表短邊進紙
LEF 表短邊進紙
紙匣 2(標準配備紙匣)：550張紙匣(DocuPrint255/305)
60-90 磅普通紙/再生紙，90–156 磅厚紙，157 –216 磅超厚紙，
標籤，投影片。 紙張尺寸：A5 SEF，A5 LEF ，B5 (JIS) SEF ，A4 

SEF，A4 LEF， B4 (JIS) LEF，A3 LEF，Letter SEF，Legal 14 LEF 和
客戶自訂尺寸 (76x148 – 297x432 mm)
紙匣 3，4 (選購紙匣)：250張下層紙匣或550張下層紙
同紙匣2
雙面列印器(選購)
60-90 磅普通紙/再生紙，90–156 磅厚紙，157 –190 磅超厚紙，
紙張尺寸：A5 SEF ，B5 (JIS) SEF ，A4 SEF，A4 LEF， B4 (JIS) LEF
，A3 LEF，Letter SEF，Legal 14 LEF 和客戶自訂尺寸 (100x139 – 
305x432 mm)
100張多功能手送紙匣(選購)*
60-90 磅普通紙/再生紙，90–135 磅厚紙，標籤，投影片。 紙張
尺寸：B5 (JIS) SEF ，A4 SEF，A4 LEF， B4 (JIS) LEF，A3 LEF，
Letter SEF，Legal 14 LEF 和客戶自訂尺寸 (76x98 – 305x900 mm)
，其他如 A5 LEF，5.5x8.5”，7.25X10.5” SEF，8.5x13”，11x17”，
信封: #10，Monarch ， DL，C5
(*須移除 Tray 1 才可安裝此紙匣)

特別功能
自動安裝(Auto Install)
自動化安裝介面讓您幾秒內便可安裝好印表機開始列印
使用者產能工具
機密/樣本/時間指定** 列印(Secure/Sample/Delayed  Print)，手冊
列印(Booklet Printing)，省電模式(Power Saver Mode)，縮放列印
(Scaling)，浮水印列印(Watermarks)，硬碟分頁列印*(Collation)，
遠端列印(Remote Printing)，分隔頁(列印投影片用，Separation 
Pages)，多張合併列印一(N-Up)，PDF 直接列印
(**須選購硬碟)

IT管理者工具
內崁式網頁伺服器，CentreWare 印表機管理程式
列印偵測自動安裝

操作
尺寸與重量
255/305 
寬度: 505 mm，高度: 390 mm，深度: 376 mm ，重量: 23.6公斤
操作環境
操作溫度：5°C 到 35°C
操作相對溼度：15% 到85% 
噪音值：待機狀態33 dB(A)，運轉狀態51 dB(A) 
電氣特性
98–140 VAC，47/63 Hz，消耗電力小於5W(睡眠模式)/135W(待
機模式) /660W(列印模式)/ 1100W (最大)，符合能源之星的標準

客戶支援
提供一年服務保固，線上 Web 技術支援，電話支援服務。提供
售後服務包含選購延長維護合約服務

特點

耗材 訂購編號

感光鼓碳粉匣 CT350251

(10,000 張)*

定期性更換耗材

維護保養包   E3300068

(主要包含成像滾輪，

進紙滾輪與 110V 輾壓加熱器，

可列印 100,000 Pages)

昇級與選購配件

128 MB 記憶體 E3300053

256 MB 記憶體 E3300061

PostScript Kit E3300060

硬碟(20GB 或以上) E3300052

後延伸出紙匣(紙面朝上)** E3300057

文件交錯移位器(紙面朝下)** E3300058

多功能手送紙匣 E3300059

250張 A3 萬用紙匣 EL300305

550張 A3 萬用紙匣 EL300306

雙面列印器 EL300304

繁體中文字型 ROM E3300063

*起始感光鼓碳粉匣僅能列印6,000張 
**僅適用 DocuPrint 255/305
所有的印量均是在A4紙張上列印5%的覆蓋率來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