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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彩打印提高信息交流准确性。

RICOH MP CW2201SP 提供高速全彩输出以及黑白输出，并可快速从睡眠模式恢复，实现即时

输出。10.1英寸多功能触摸面板让操作变得更加直观。RICOH MP CW2201SP 可以满足设计领

域的各种需求，基于彩色扫描的各种功能加快通信速度。RICOH MP CW2201SP 是一款彩色宽

幅多功能打印系统，集多种优点于一身，能够简化并加速业务处理。

* 上图为 RICOH MP CW2201SP 配备第二纸卷（选购件）的图片。* 操作面板图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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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OH MP CW2201SP

  全彩 & 多合一 

  高生产率

全彩输入和输出，具备多种功能。

RICOH MP CW2201SP 以 全 彩 模 式 提 供 打 印
/ 复印 / 扫描功能，可提高信息交流准确性。此
外，它还可以实现有效的设计评审和展示。

黑白、彩色高效输出， 无需长时
间等待。

RICOH MP CW2201SP 可实现高速输出，
黑白为3.8ppm（A1长边进纸 ），全彩为
2.1ppm（A1长边进纸）*。从睡眠模式恢
复的时间仅为7秒。打印图纸的生产率将
提高。
* 普通纸，速度优先模式。 

操作简便

  环保节能

利用智能操作面板打造独创的易用性。

RICOH MP CW2201SP 配有一个10.1英寸宽超级 VGA 智能
操作面板，让您可以轻松完成复印、打印或扫描，如同在平
板或智能手机上点触启动应用程序并轻滑滚动页面。

大幅降低对地球环境产生的负荷。

GELJET 技术无需加热即可实现墨水附着，带
来出色的能源效率并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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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工作环境、使用情况和调整操作下预热时间不同。

* 上图为 RICOH MP CW2201SP 配备第二纸卷（选购件）RU6550的图片。

连续打印速度

3.8ppm
（黑白，A1长边进纸）

预热时间

 40秒 *

首张复印时间

41秒
（黑白，A1长边进纸）



RICOH MP CW2201SP
主要规格

TX/10BASE-T）、USB2.0、SD卡槽
协议： 网络：TCP/IP 

扫描到邮箱：SMTP 
扫描到文件夹：SMB、FTP

压缩方法： 黑白：  MH、MR、MMR、JBIG2*（默认MMR） 
*仅限PDF格式

彩色： JPEG（5级）
扫描模式： 黑白：  文本/艺术线条（默认）、文本、文本/图片、 

灰阶图
彩色： 文本/图片、图片

图像旋转： 是
SADF/批处理模式： 否
混合尺寸模式： 否

介质处理

送纸容量：  第一卷筒送纸器/第二卷筒送纸器（选配）
每个纸卷
宽度：297 – 914 mm，11” – 36”
最大长度：150,000 mm或最大直径：176 mm 
手送：一张

纸张输出能力： 10张（普通纸）
切纸方法： 预设尺寸裁切/同步裁切/可变裁切
输出纸张重量： 纸卷：0.068 - 0.2 mm（51–200 g/㎡）

单页纸：0.068 - 0.4 mm（51–220 g/㎡）

打印控制器

配置：  嵌入式（GW控制器）
CPU：  英特尔Atom处理器Bay Trail-I：1.75 GHz
内存：  4 GB 
硬盘：  320 GB（复印/打印/扫描应用共用）
操作系统：  Windows Vista（32/64位）、Windows 7（32/64位） 

Server 2003（32/64位）、Server 2008（32/64位） 
Server 2008R2（64位）、Windows 8/8.1（32/64位） 
Server 2012/R2（64位）
Citrix Presentation Server 4.5、Citrix XenApp 5、 6
NetWare 4.x、5.0、6.0、6.5
OES 1.0、2.0
MacOS 10.7或更高版本

网络协议：  TCP/IP（IPv4、IPv6）、IPX/SPX（可选），可自动切换 
支持的打印语言：  Post Script3、PDF Direct、RP-GL/   GL、RTIFF、

JPEG、TIFF
字体：  （PS3）欧洲136字体 
网络接口：  标准：以太网10/100BaseTX

其他选购件

第二卷筒送纸器
卷纸架装置
文件格式转换器

环境信息

符合能源之星1.1标准。通过EPEAT（电子产品环境影响评估工具）金牌认证。

概述

技术： 按需压电喷墨打印系统
墨水类型：  颜料墨水（CMYK）四色全彩
打印速度： A1 长边进纸：（黑白） 3.8 ppm，（彩色）  

2.1 ppm，
打印驱动程序： Adobe PostScript3
打印分辨率：  600  x 300 dpi、600 x 600 dpi、

1,200 x 1,200 dpi*（取决于纸张选择）
图像边界： 纸辊：  小于3 mm（所有边缘）

手送： 小于3 mm（前侧/右侧/左侧边缘）
 小于18 mm（后侧边缘） 

预热时间：  低于40秒*
* 取决于安装环境、使用情况和调整时间

首张复印时间： 黑白：29s，彩色：53s
复印速度： 黑白：3.8 cpm，彩色：2.1 cpm 

*基于高速模式，A1 长边进纸
尺寸（宽x深x高）：  1,384 x 675 x 1,220 mm
重量： 小于120 kg
电源：  220-240V 8A 50/60HZ
最大功耗：  低于180 W

复印

彩色模式： 全彩/黑白
自动密度调整：  是
手动密度调整： 9级
鲜明/柔和度： 7级
对比度： 9级
色彩调整： 是
自动纸盘切换： 是
移位/消除/边距调整： 边距调整：1 mm/步（0-200 mm），

图像移位（上下左右）：0-+/-200 mm，1 mm/步，
消除边框：1 mm/步（2-99 mm）
消除内侧：0.1 mm/步（0-1,220 mm）
消除外侧：0.1 mm/步（0-1,220 mm）

图像旋转： 是
紧急停止： 是（一键暂停）
文档服务器： 是
自动关闭定时器： 是
节能定时器： 是
面板关闭定时器： 是

扫描

彩色扫描： 标准
扫描速度： （黑白） 600 dpi：80 mm/s，200 dpi：160 mm/s

（彩色） 600 dpi：26.7 mm/s，200 dpi：40 mm/s
扫描分辨率： 扫描到邮箱/文件夹：150/ 200/ 300/ 400/ 600 dpi 

TWAIN：150 – 2,400 dpi 
* 2,400 dpi仅支持A4尺寸

色阶： 黑白：1位 
灰度：8位
彩色：8位、24位

扫描尺寸： （黑白） 
最大：914.4 mm x 15,000 mm *
*需要文件格式转换器选购件。如果没有文件格式转换
器，则最多支持长度2,774 mm 
最小：210 mm x 210 mm
（彩色） 
最大：914.4 mm x 2,774 mm（600 dpi时）
最小：210 mm x 210 mm

扫描检测： 自动检测、预设尺寸、自定义尺寸
RGB支持： 标准
网络接口： 标准：以太网（1000BASE-T*/100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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