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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文档处理
从此变得简单

AM30/ AM30U 系列多功能一体机

快速及高质量的打印与复印
提供快速及高质量的打印与复印，打印速度最高可达每分钟 
30 页，复印速度最高可达每分钟 20 页。

自动双面打印功能
使用自动双面打印功能帮助您节省纸张并降低营运的成本。

双面证件复印功能 (选配件)

为方便复印证件的需求，AM30/ AM30U系列的双面证件复
印模块您只要把证件放入卡槽，就能轻而易举的把证件的正
反面复印到同一页面上。

3030
PPM

JPG PDF TIFF

方便的移动打印
可以用有线或无线的方式与计算机连接起来，透过虹光专为
MFP开发的APP，本产品可以让你从移动装置内下达打印的指令
，充分享受无线传输的乐趣与便利!

（选配件）

先进的扫描功能
提供一个崭新的传递文件方式，即迅速将文件扫描成为高质
量的PDF, JPEG, 或TIFF 档案，并可将档案传送到不同的目的
地，如电子邮件、本机台的内存、U盘等，或网络服务器(如
FTP)、及网络内的计算机(CIFS)，不管收件者在世界任何一
个角落，都可以在短短数分钟内收到你的档案。

透过嵌入式网页远程控管
当本产品在局域网络 (Local Area Network) 的环境下时，
系统管理者只要开启计算机及浏览器，并在网址字段内输
入本产品的 IP 地址后，屏幕就会出现本产品的内建的网页
。这个网页可以让你很方便的查看本产品耗材的使用状态
、打印的张数、以及各项功能的默认值等、更可以设定使
用者的权限等，防止非授权的使用者来使用。



打印技术

打印速度

最大打印尺寸

最小打印尺寸

打印分辨率

打印机语言

首页打印时间

省纸打印

缩放打印

无打印边缘范围

双面打印方向

打印功能特色

AM30: LPH   AM30U: LSU

30 / 32 ppm (A4/ Letter) 

Legal

76 X 127 mm  

600 x 600 dpi 

GDI

小于11秒  

2合一至4合一  

25 ~ 400% , 自动缩放(Fit to Paper) 

上、下、左、右各 4.3 mm 

左右翻面 , 上下翻面

自动分页打印/ 网络打印

打印

最大复印尺寸

最小复印尺寸

复印分辨率

复印速度

首张复印时间 (FCOT)

多份复印 

复印模式

缩放复印

省纸复印

复印功能特色

216 X 297 mm

76 X 127 mm 

600 X 600dpi  

30 cpm 

小于14秒  

99 份  

文字 / 照片 / 图文混合 

25% 400%, 1%微调  

(N-up Copy) 2 in1 / 4 in 1 / ID card 

单双面复印选择

复印浓淡/ 电子分页复印

省碳模式/ 证件复印

复印

软件 

支持操作系统

耗材 

墨粉盒

硒鼓

Win10/ Win8/ Win7

Mac  

3,000 页  

12,000 页

  

  

软件/耗材

最大卡片复印尺寸

最厚卡片复印尺寸

86 x 54 mm

1.25 mm

单次双面证件复印模块 (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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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处理器

内存

硬盘(闪存) 

液晶显示屏

标准主纸盒               介质容量

                                   介质尺寸

                                   介质重量

多功能手动进纸槽   介质容量 

                                   介质尺寸 

                          

                                   介质重量

出纸方式

出纸容量 

双面打印                   介质尺寸 

                                   介质重量  

接口 

使用电力

噪音等级                   待机模式

                                   工作中

最佳操作环境           温度

                                    湿度

尺寸 ( W x D x H )

重量

功能特点

复印 / 打印 / 扫描 / 网络  

300 MHz 

标准:128MB

16 M 

1.7吋液晶面板  

250页(70克/平方米，普通纸)  

Legal, Letter, A4, A5, A6, B5, 76x135 mm

60至105 克/ 平方米

10页(70克/平方米，普通纸)  

Legal, Letter, A4, B5, A5, A6

76 x 127 mm to 216 x 356 mm 

60 至 163 克/平方米  

标准主纸盒: 打印面朝下

多功能手动进纸槽: 打印面朝上

150页 (70克/平方米，普通纸)    

A4/ Letter

60至105 克/平方米 

USB 2.0

10/100 Base-T Ethernet

100-127 VAC, 60 Hz 

或220-240 VAC, 50/60 Hz 

40 dB

58 dB

10℃～33℃

30％～80％

404 x 380 x 305 mm

15.9 x 14.9 x 12 in. 

约10千克, 22 lb. 

自动进稿器 / 扫描至U盘 / 

网络设定工具

技术参数
常规信息

 

扫描组件

光源

扫描模式

纸张进纸模式

光学分辨率

扫描分辨率 

灰阶模式

彩色模式

文件格式                  彩色

                                  灰阶

                                  黑白 

平板最大扫描尺寸

扫描功能特色  

彩色 CIS (Contact Image Sensor) 

LED 

彩色扫描 

平板   

600 x 600 dpi  

600 / 300  dpi 

16bits 输入 8bits 输出  

48bits输入 24bits 输出  

JPEG, M-PDF, PDF,TIFF

JPEG, M-PDF, PDF,TIFF 

M-PDF, PDF,TIFF

216 x 297 mm (8.2 x 11.69 in.)    

Scan to USB/ Scan to FTP /

Scan to E-mail/ Scan to CIFS

扫描

AM30/ AM30U系列多功能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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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项:
Avision保留变更规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选购项目名称与供应会因不同的区而有不同。Microsoft和
Windows为Microsoft Corporation再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本型录所记载的公司名称、产品名称，一般
是指各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属各公司所有。本型录中的图片和产品照片只供参考，可能与实物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