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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光高速连续纸彩色喷墨印刷系统

Pro VC60000

全彩色150
米 /分钟



不断突破，更高印量，更高品质
越来越多的小批量作业，如何轻松应对？ 幸运的是, 有了理光 Pro VC60000 高速连续纸喷墨印刷系统, 您可以开始接

受各类个性化定制作业，各类可变数据生产，甚至快速灵活应对最后时刻的变化，无需复杂操作不但高效输出，而且打印

质量媲美印刷品质。无论是图书印刷，彩页,小册子，商业目录,直邮广告或账单，包括各类商业印刷品, 每个作业上的每一

页您都能随心定制. 这款高端喷墨印刷系统接近传统胶印质量加上可变数据打印让你做到传统胶印设备所不及 — 带来

更多的商业机会。

理光最新一代高速喷墨印刷系统 Pro VC60000 是理光最新喷墨产品的代表之作，汇集了理光长达几十年喷头工艺及喷

墨技术研发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 全新理光高分辨率按需喷墨喷头  

· 全新理光高浓度环保颜料墨水  

· 理光独有动态可变墨滴大小喷墨技术                                                                                                                                                

· 理光喷墨前端精准定位技术达到精准的色彩  

· 轻松支持更多介质以及多种传统胶印纸张，可选预涂底层模块  

· 可选保护涂层模块可以让作业更耐磨防刮擦  

· 最新性能强劲的数据处理前端，易操作的图形化用户界面  

· 功能丰富的数字印刷工作流程支持

高速强大，稳定高效，品质超凡



离传统印刷最近的距离 ⋯ 高速且经济
全新理光彩色喷墨解决方案助力创造数码印刷新未来

超高生产效率, 可靠稳定
更广泛的尺寸介质及业务范围，直邮账单，产品手册，商业目录,小册子
等各类应用，在 600 x 600 dpi 下最高速度可达每分钟150米。对于更高
品质作业，如精美图画册，精装图书，广告插页等，可以切换到每分钟50
米的速度下印刷，此时分辨率高达1200 x 1200 dpi，印刷质量接近胶印
品质，来满足更高质量作业的需求。

更低成本,带来更高回报率
出版印刷行业客户可能很难在传统胶印设备降低其运营成本，特别是当
遇到紧急订单,高周转率作业或者是客户的定制的小批量作业，你的单张
打印机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承担大量的小批量作业。所以这时你该怎么
做？理光Pro VC60000 能完全胜任类似VDP各类可变数据作业，短版作
业，按需出版应用，体现其价值。

核心喷墨技术，行业领先
您的客户可以看到理光 Pro VC60000 作业呈现饱满的色彩，超精细线
条，锐利的文字。与此同时，您也惊讶高质量的输出依然有如此的快速
生产效率。理光拥有超过25年以上的喷墨技术研发经验，在办公图像设
备，生产打印解决方案，及文档管理系统都处于行业领先。选择理光Pro 
VC60000，你不再局限于某个行业领域，某个应用，它为你的商业局面开
创新的未来。

先进工艺，体现创新理念
理光不但拥有独有的按需喷墨核心技术，接近胶印品质的高质量输出还
离不开理光行业领先的不锈钢喷头工艺，它能动态调整墨滴大小使图像
得到高质量图像，图像细节完美展现，过渡自然。精准的墨水预测到每张
作业，让您最大化的合理利用资源。



超越想象，面面俱到

62345

8

7

1  UC8000 预涂模化 (可选): 针对传统胶印客户，不用再为普通
喷墨设备无法处理胶印纸张的问题而有顾虑，现在可以选择
单面或双面对纸张进行预涂层处理，各类铜版纸，轻涂纸都
能输出接近胶印质量。墨水在预涂处理后的纸张上的吸附力
会更好，控制墨滴不在纸上滑移，墨滴之间不会互相混色，色
彩表现力更出色，印刷品质远超越以往产品。

2  基本模块 (双引擎): 模块化设计易于安装，配置灵活。基本配
置有输入模块，包含理光核心CMYK喷头组件的引擎模块，标
准烘干模块及输出模块。 

3  保护涂层模块 (可选): 在整面打印作业上喷涂上保护层能有效
防止作业磨损及刮擦，最大程度上的让作业光亮如新，特别
是传统胶印常用的铜版纸张表现力更出色，作业接近胶印品
质。集成式的保护涂层模块对于直邮和商业应用如：名信片，
卡片，单张广告，彩色插页等，是最理想的输出解决方案。

4  烘干模块: 在高速连续纸喷墨系统中，纸张双面高速输出，如
何高效的对纸张进行烘干处理变得尤为重要，如果是胶印铜
版纸应用，我们还为客户提供额外的强力烘纸模块达到双倍
效果。

5  输出模块: 在输出时，不论是正反翻转还是印后设备，
对纸张进行张力的控制及微调很重要，确保每个作业
的精准度及套准，从而让每个作业保持同样品质。特别
设计的接触式图像传感器(CIS) 用于检测打印喷头的
堵塞，精准度和一致性

6  理光TotalFlow Print Server R600A: R600A打印服务器
人性化操作的界面功能丰富，操作员只需简单培训就可
以进行作业管理，系统配置，流程管理，维护任务等操
作。

7  翻转模块 I 型或 L 型配置: 灵活的摆放配置方案可以满
足客户各类场地空间，客户还可以根据印后设备方案来
选择最理想的摆放组合方案。

8  支持各类印后解决方案: 理光与世界各大顶尖前后道装
订设备供应商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论联线或离线
设备，都能为客户找到最适合的解决方案。从最简单的
卷到卷，卷到切输出到卷到折页的解决方案,从书芯生
产到商业目录图册生产，从可视化监控系统到在线胶
装系统，我们致力为客户提供各类专业的解决方案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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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OH Pro VC60000

理光 TotalFlow Print Server R600A
采用最先进性能强劲的服务器群组，
稳定可靠，并且可灵活扩展，再多复
杂任务都可从容应对。



无限潜能，创造新商机

随时准备生产
您可能有上千页的作业要印刷，还有许多作业在打印队列里等待着生产。你
的生产型打印机必须时刻的准备好保持最佳状态，理光超长寿命的压电喷
头让你不再为此有所顾忌。每种颜色共20升的超大容量墨水供应系统，可在
线不停机更换，再也不会因为更换墨水而影响生产。

每个作业都是个性化印刷  
理光Pro VC60000可以帮助您实现页面级的个性化印刷，随着个性化印刷
市场的蓬勃发展，传统商业印刷的印量已经越来越小，印刷公司都希望能做
到为客户个人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服务。个性化印刷品如账单上的定制广
告，直邮印刷品，甚至个性化定制的书刊杂志，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关键是
理光Pro VC60000打破了以往产品的所有限制，小批量但高品质高速输出。

可扩展及灵活的模块化配置
理光Pro VC60000可以采用多种系统配置，并完美兼容各类印后输出解决方
案来满足客户需求。您可选配快速烘干或者保护涂层模块来防止输出作业的
磨损与刮伤，使作业品质再次提升。灵活的组合方案，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空
间场所选择直线方案 I 型或直角方案 L型摆放作为最理想的方案。

更多的商机，无所不能
每个客户都有自己的核心业务，这些就够了吗？您可以拥有更多，使用理光
Pro VC60000让你不在局限于普通纸张的应用，有了UC8000预涂层模块，
您可扩展以往普通喷墨所不能的业务，包括各类铜版纸，轻涂纸等介质。此
模块专门针对各类传统胶印设备纸张而设计，满足客户在此类纸张的高质量
印刷品质的需求。



功能丰富且操作简单，按需印刷从现在开始

自动化繁琐的任务
使用理光TotalFlow Print Server R600A来进行日常管理和监控打印作业，
检测系统状态，无缝连接每个作业的不同打印过程，都可在一个操作面板上
完成。面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作业，还需考虑优先级别，在保证打印质量的同
时，R600A减少了许多原先复杂繁琐的操作，灵活高效，减少人工出错的机
率，又降低了营运成本。您可直观的了解每个作业在工作流程中的过程，实
现严格监控印刷质量的同时高速输出。.

打印界面定制
理光TotalFlow Print Server R600A操作界面可以根据客户的使用习惯或者
由作业的关键程度定制改变，一切取决于您。它可以根据作业的状态，拥有
者，客户名称，提交时间等其它因素进行排列。当然，在界面中也可以随时检
测查看各种耗材的运行状态并作出快速响应，也可以为常用的信息或任务创
建快捷方式。

远程操作，简明灵活
作业监控并不意味着需要时刻待在机器旁，理光最先进的TotalFlow Print 
Server R600A打印服务器，您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HTML作业远程管理系统
平台进行打印管理操作。不论您在哪里，在工厂，在办公室，或者在会议中，您
都可以通过Web浏览器查看作业状态，管理配置，远程进行设置等操作，因
此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关键作业。

强大处理速度，更加精准
理光TotalFlow Print Server R600A顶级打印控制服务器，擅长处理多线
程任务，支持如PS，PDF，PDF/VT，AFP/IPDS等常用标准数据流，以及JDF/
JMF数据流程，再复杂的可变文本数据和可变图片数据也都轻松应对。丰富
的操作配置界面满足客户所需，图形界面的操作区可根据需要摆放拖放，操
作也非常简单易于掌握，让维护保养过程也变得十分简单。 



印刷技术 
按需压电喷墨前端
采用动态可变墨滴技术 – 最小墨滴2微微升
采用动态喷墨前端精准定位技术
理光最新一代压电喷头 – 每种颜色10组

引擎技术
墨水 4 色CMYK
                                                保护涂层 (可选), 预涂层 (可选)
纸张宽度 20.5" (520.7 毫米)
可印刷宽度                            20" (508毫米) 

(页面最小间隙2 毫米)*
页面长度 4" to 54" (101.6 to 1371.6 毫米)
组合方式 – 双面双机 "L"型 或 I 型

引擎规格
基本模块*
 尺寸 (长x宽x高) 4070  毫米 x  2025  毫米 x  2000 毫米
 重量 3870 公斤
保护涂层模块 (可选)
 尺寸 (长x宽x高) 850 毫米 x 2025 毫米 x 2000 毫米
 重量 530 公斤 
预涂层模块 (可选)
 尺寸 (长x宽x高) 1430 毫米 x 1878 毫米 x 1821 毫米
 重量 747 公斤

*基于一个引擎 (双面有二个引擎)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18 – 24°C
相对湿度                                   40 – 60%

印刷生产力
分辨率/打印速度/印量 
                                                 600 x 600 dpi : 492 英尺/分钟
                                                 （150 米/ 分钟） 2018页A4/分钟
                                                 
                                                 600 x 600 dpi :  394 英尺/分钟                                                

（120 米/ 分钟）1616页A4/分钟

 1200 x 600 dpi: 246 英尺/分钟
                                                 （75 米/ 分钟）1010页A4/分钟

 1200 x 1200 dpi: 164 英尺/分钟
                                                 （50 米/ 分钟）672页A4/分钟

介质支持
介质类型 普通纸,，铜版纸* ，喷墨纸， 喷墨涂层纸, 

数码纸，再生纸，轻涂纸等
介质重量 40克重  to 250 克重

*铜版类纸张需要预涂层与保护涂层模块，具体情况请向理光产品人员咨询.

耗材
Pro Ink Cartridge Black VC60000 
Pro Ink Cartridge Cyan VC60000 
Pro Ink Cartridge Magenta VC60000 
Pro Ink Cartridge Yellow VC60000 
Pro Undercoat Cartridge VC60000
Pro Protector Coat Cartridge VC60000

印后输出设备
印后输出方案  与国际各大知名品牌印后设备供应商合

作，提供如：卷到卷，卷到切，卷到各类
折页，可视监控以及各种图书和商业印后
输出解决方案

TotalFlow R600A 数据处理前端服务器

架构
处理器架构 Intel Xeon x64
操作系统 Linux 

物理规格
尺寸 (长x宽x高) 1003 毫米  x 609 毫米 x 1245 毫米
重量 325 公斤

数据流支持
PostScript
PDF (APPE)
PDF/VT
IPDS

作业提交方式
FTP
IPP
LPR
Raw Port
Operator Console
Virtual Printer/Hot Folder Support

用户图形界面
轻松操作的图形化界面
多种登录模式: 管理员, 操作员, 维护或自定义
根据不同角色自定义操作界面
图形化显示打印机及耗材状态
操作员任务信息提醒
纸张类型及纸张设置
打印作业日常管理
日志控制管理

作业管理
图形化作业提交/追踪预览 – JDF支持
作业排版优化
作业队列管理
作业预览
 

色彩管理
支持 ICC 配置文件
针对对象或页面的色彩增强管理
支持国际色彩认证 (Pantone, Toyo, DIC, and HKS) 
CMR 支持 (AFP/IPDS)

软件解决方案支持
Ricoh ProcessDirector for AIX, Linux or Windows 

Version 3.1 or later releases
TotalFlow BatchBuilder for Windows

Version 1.1
InfoPrint manager for AIX, Linux, Windows 

Version 3.1 or later releases
Print Services Facility for AIX, Linux or Windows 

Version 3.1 or later releases

Note: For Linux SLES, or, Red Hat

产品规格

RICOH Pro VC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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