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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本电子文档或印刷品上出现的其它产品及品牌名称都为相应厂商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1) 不支持
Windows 8.1 RT(*2) 不支持Windows Server 2008 Web版本 (*3) 符合ISO19752标准, 打印A4/Letter纸张

IM 6000/5000/4000/3500/3000/2500
规格表

http: //www.ricoh.com.cn

欢迎添加
理光中国微信

所有品牌和/或产品名称是各自所有者的商标。
规格及外观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实际产品
的颜色可能与宣传册中所示的颜色略有不同。本
宣传册的图片并非实机照片，相关细节可能会略
有不同。

400-888-0022

上海市淮海中路 2-8 号 兰生大厦 24 楼
电话 : (021)5238-0222
传真 : (021)5238-2070
邮编 : 200021

消耗品

请使用理光纯正碳粉、感光鼓和零配件。理光(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对由于未使用理光纯正耗材而产
生相关质量问题不予负责。

复印速度	

										黑白	

分辨率	

连续复印张数

预热时间	

首页复印时间	

										黑白	

预设缩放倍率	

变焦倍率	

内存容量	 	

硬盘容量	

纸张容量	

										标准	 										

										最大

纸张容量	

										标配纸盒

										手送纸盘

										双面	

体积(宽x深x高)	

重量	

电源	

最大功耗	 	

	 	 	

打印速度	

										黑白	

打印语言	

										标准	

										选购

分辨率

界面	

										标准	

	60/50/40	(页/分钟)

										35/30/25(页/分钟)

600dpi

999份

18.8/19.1/17.9秒

																			18.6/17.7/18秒

2.9/2.9/4秒

															4.3/4.6/4.6秒

400%,	200%,	141%,	122%,	115%,	100%,	
93%,	82%,	75%,	71%,	65%,	50%,	25%

25%	-	400%	(1%微调)

2GB+	2GB	SOP系统内存

320GB

1,200张

	4,700张

60	-	300g/m2

52	-	300g/m2

52	-	256g/m2

587	x	673	x788mm(不含自动送稿器)

少于62.5kg

	220~240V/8A,	50/60Hz

		IM	6000/5000/4000						1.78	KW

IM	3500/3000/2500								1.6	KW			

60/50/40	(页/分钟)

35/30/25	(页/分钟)

PCL6/5e、Post	Script3	(仿真)

PDF直接打印(仿真)

Adobe®PostScript®3TM

Adobe®PDF、XPS

1,200x1,200dpi

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

USB	Host、USB	Device2.0、SD卡插槽

										选购									

网络协议	

支持操作系统	

扫描速度（黑白彩色同速,A4,200dpi）

					DF3110

					DF3130

分辨率	

最大原稿尺寸	

输出格式	

绑定软件	

扫描到电子邮件协议	

一次可发送地址数量	

最多存储地址数量	

扫描到文件夹协议	

电路

兼容性

调制解调器速度

分辨率	

压缩方式

扫描速度	

内存容量

标准

最大

	IEEE	1284
Wireless	LAN	(IEEE	802.11	a/b/g/n)

TCP/IP（IPv4/IPv6）

Windows®	8.1/10/2012/2012R2/2016/2019

UNIX	Sun®	Solaris,	HP-UX,	SCO	OpenServer，RedHat®	
Linux,	IBM®	AIX

Citrix	XenApp7.6LTSR,7.15LTSR,VirtualApps/
XenDesktop7	1912或更高

																																													Mac	OS	X	v.10.13或更高

SAP®	R/3,	S/4®

NDPS	Gateway

IBM	iSeries/AS/400-using	OS/400	Host	Print	Transform

80页/分钟(单面)

				120页/分钟(单面)

240页/分钟(双面)
100/200/300/400/600dpi

A3

TIFF/JPEG/PDF/高压缩PDF/PDF-A

网络Twain扫描

SMTP	(Mail	Server)	Gateway,	POP,	IMAP4
最多500个
2,000个

SMB,	FTP

PSTN、PBX

ITU-T(CCITT)G3

33.6K-2,400bps

最高400dpi

MH、MR、MMR、JBIG

2秒（200x100dpi,JBIG）		

													3秒（200x100dpi,MMR）

4MB

60MB

一般规格

打印规格

扫描规格

主要选购件

传真规格(选购)

盖板PN2000型	*IM	6000不适用
自动反转送稿器DF3110		*IM	6000不适用
双面同步扫描自动送稿器DF3130		*IM	6000标配
双层供纸盘PB3300
单层供纸盘PB3270
轮脚台M3型
大容量供纸盒PB3290
旁路大容量供纸盒RT3040
平行分页器SH3080
搭桥单元BU3090
一斗接纸盘BN3130
旁路接纸盘M37型
1000页有钉/无钉方式混合装订器SR3260
1000页小册子装订器SR3270
打孔选购件PU3080	EU
2000页小册子装订器SR3290	*IM	3500/3000/2500不适用
3000页装订器SR3280	*IM	3500/3000/2500不适用
打孔选购件PU3090	EU	*IM	3500/3000/2500不适用
500页内置式装订器SR3250	*IM	6000不适用
打孔选购件PU3070	EU	*IM	6000不适用
250页内置式装订器SR3300		*IM	6000/5000/4000不适用
内置式折纸单元FD3010
PostScript	3单元M45型
IPDS单元M45型
XPS直接打印选件M45型
数据重写安全单元M19型
传真选购件M45型
G3界面卡M45型
传真连接器M45型
计数器界面卡M12型
OCR选购件M13型
小纸型进纸单元	M37型
双张检测单元	M37型
IEEE	1284界面卡M19
读卡器内置单元M45型
外置键盘支架M19型
文件格式转换器M19型
无线网络适配器	M19



首页复印速度

Z字型折叠 对折 内三折 外三折

以“工作”中心不断进化

RICOH
IM	6000/5000/4000
IM	3500/3000/2500

提高生产力
快速启动，工作效率提升

安装小纸型进纸单元M37，就可扫描小票等小型文件，可以在复印、
扫描时使用。

支持扫描小尺寸原稿

提升工作效率的各种纸张折叠方式
提供支持Z字型折叠、对折内三折，外三折的选配件。*可安装在机
器内部，不会占用空间。还可以同时安装装订器，对装订排纸和Z
字型折叠后排出的纸张进行装订和打孔。

＊可选配内置式折纸单元FD3010（不能与搭桥单元/平行分页器/旁路接纸盘/内置装订器同时
安装）

RICOH IM 6000/5000为2.9秒
RICOH IM 4000为4秒
RICOH IM 3500为4.3秒
RICOH IM 3000/2500为4.6秒

RICOH	IM	6000系列首页复印速度２.９秒*，且开启主电源后的预热时
间很快，设备就能马上启动进入工作状态。

减少等待时间，快速完成文印作业

2.9秒*

全新智能操作面板，直观操作，改善
工作流程；

支持多种印后处理选配件，印品稳定；
时刻提供最新功能

“RiNeo理光数创空间站”
更快、更高效、更智能。

＊图片中RICOH IM 6000已安装可选配的1100页纸张容量的双层供纸盘PB3300。 
＊此为合成图像。

彩色/黑白

240120
页/分钟 页/分钟

双面

RICOH	IM	6000标配双面同步扫描自动送稿器，扫描双面文档时，通
过接触式图像传感器CIS	(Contact	Image	Sensor)，对双面原稿同时
读取，实现了更高的读取速度。
＊适用于IM 5000/4000/3500/3000/2500选购
＊A4横向，200dpi文字模式。原稿尺寸混载时除外。

高速&高画质全彩扫描*

单面

在保存数据时删除白纸页面。删除白纸页面可以缩小容量,同时避免
输出时打印多余的页面。

删除白纸页面

＊



安装/升级RiNeo的步骤

当软件可以升级，操作面板的横幅处会自动
弹出通知，此时请点击“应用网站”图标。

接下来，选择RICOH	Always	Current	
Technology的新版本。

可以在确认过追加的新功能内容后选择安
装。点击“详细内容”就能查看详情。

安装完毕后，版本升级结束。可以轻松使
用全新功能了。

1 4

可以显示最近10项操作日志。还能收藏日常业务所需操作及常用
功能的日志，随时调用。此外，推荐设置中预先登录了便捷设置。
＊日志包括复印、扫描、传真，推荐设置包括复印、扫描。

一键设置工作

支持可以供客户的一体机或打印机时刻保持最新状态的“RiNeo理光数
创空间站”。提供最新价值，以保证引入本设备后也能及时应对市场及客
户的环境变化。客户可以轻松完成更新，随时使用最新的功能。

时刻提供最新功能RiNeo理光数创空间站

详细内容请参见理光官网。
http://www.ricoh.com.cn/always-current-technology

＊部分设置键无法定制。

您可以自行调整设置键的布局，将
常用的设置键放在上方，隐藏非常
用的设置键。搭配用户认证功能，
就能实现各用户专属定制。

定制设置键

配备更加好用的10.1英寸大型全彩触摸面板。与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一样，指尖轻轻
一动就能直观操作。

更加简单好用的全新智能操作面板

点击画面并滑动指尖，就可显示
下一画面。

日志画面 推荐设置画面

滑动 拖动 捏合、放开

点击图标等内容并直接移动，就可
改变其位置。

两根手指点击画面并缩小放大指
尖距离，就可变更画面大小。

＊此为A４横向进纸连续打印时的数据。

RICOH	IM	6000连续复印、打印速度单面/双面同速黑白60页/分钟。

支持各种纸张，包括质地较厚的铜版、名片纸，环保的薄纸（52g/m2以
上）。

配备“PostScript®3TM”仿真器，标准支持Mac	OS输出。

＊配备的字体与使用PS3卡型M45时不同。

单面/双面同速输出

支持各种纸张 标准支持Mac OS

更加简洁易懂的分类设置画面。通过搜索功能可以立刻找到想要使用的设置。

直观易懂的设置画面

复印&打印&扫描
丰富的扫描方式，提供更多办公选择

全新智能操作界面
时刻提供最新功能与便捷感受

丰富的扫描方式可以根据使用目的、
业务流程、网络环境进行选择。

可以直接将扫描的文件保存、发送至网上的共
享文件夹或FTP服务器。

可以在操作画面上输入标题、接收方、邮件正
文、文件名，并直接发送电子邮件。

文档箱中最多可以保存3000个扫描文件，单个文件
最多可以保存3000页。

可以将保存在硬盘中的扫描文件通过Web	
Image	Monitor邮件发送下载地址。

丰富的扫描方式

●扫描至USB●扫描至文件夹 ●扫描至E-Mail

●扫描至硬盘（文档服务器） ●扫描至URL

可以直接将扫描文件保存到U盘＊或SD卡＊

中。无需使用电脑，就可轻松电子化并保存
纸质文件。

文件夹 硬盘 媒体 E-Mail URL

＊无法保证所有U盘或SD卡都可以正常运行。支持32GB
以下的SD卡。
＊打印、扫描及扫描（经典模式）可以使用。

RICOH	IM	6000
黑白

RICOH	IM	4000
黑白

RICOH	IM	3000
黑白

RICOH	IM	5000
黑白

RICOH	IM	3500
黑白

RICOH	IM	2500
黑白

60
40
30

50
35
25

页/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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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分钟

页/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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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路接纸盘M37型 搭桥单元BU3090

丰富选配件
纸张处理能力提升业务效率

多重有效的安全管理方案，让工作环境倍感安心
联动各种网络与移动设备，
满足新的工作方式

A

C

可承载220页纸张容量， 对双面原稿同时
读取达到240页/分钟（A4横向，200dpi文字
模式）

分隔不同功能作业输出的纸张，可与旁路
接纸盘M37型同时安装

可承载250张纸张容量，可与BN3130同时
安装，增加出纸口的纸张堆放量

可以堆叠500页纸张装订器，支持50张纸张
装订。

可以堆叠2,000页纸张装订器，支持50张
纸张装订和20张小册子装订。

可以堆叠1,000页纸张装订器，支持50张
纸装订能力和15张纸小册子装订。

可以堆叠3,000页纸张装订器，支持50张
纸张装订。

纸盒容量：550张*1，需搭配M3型轮脚
台使用

纸盒容量：550张*2 可承载1,000张*2张A4纸大容量纸盒 可承载1,500张A4大容量纸盒

可以堆叠1,000页纸张装订器，支持50
张纸张装订和5张无钉装订。

可以堆叠250页纸张装订器，支持5张纸无
钉装订。

实现多份文档输出时的分页，不可与
BN3130或旁路接纸盘M37型同时安装

连接主机与外置装订器

可承载100页纸张容量 安装在玻璃稿台上 搭配双面同步扫描自动送稿器DF3130，支
持扫描小尺寸原稿，就可以扫描小票等小
型文件，可以在复印、扫描时使用。

iOS和Mac	 OS	 X标配的打印功能。可
以自动搜索位于同一网络环境下的一
体机或打印机，并进行打印。不仅如
此，Mac	OS	X还支持扫描与传真。

Android™	OS（4.4以后版本）标配的打印功能。
安装Mopria	Alliance提供的“Mopria	Print	
Service”，就可搜索位于同一网络环境下的一体
机或打印机，并进行打印。

AirPrint Mopria®

复印及打印时，可以在文件整体嵌入特殊水印。复印“抑制非法复
印水印文件”，就会浮现出嵌入的任意文字、Windows®登录名称、
日期等文字。此外，复印“非法复印防护文件”，会在打印时将整张
纸涂灰，以此破坏图像，避免信息泄露。

避免非法复印、非法复印防护功能
可以限制单个用户使用复印、传真、打印机、扫描仪、文件服务器
的功能。还可以通过限制用量功能来设置各用户的复印、打印上
限。由管理员负责设置并掌握相应状况，不仅可以提高安全性，更
能有效抑制运行成本。

限制功能使用及限制用量功能

可以覆盖删除（逐次删除、一次性删除）因复印、扫描仪读取原稿
及电脑输出等途径而残留在HDD的数据及用户数据。可以加密保
存地址簿数据、认证信息、保存文件等，进一步提高信息安全性。

删除HDD残留数据/HDD加密功能

理光个人认证系统 AE2（可选配件）

可以使用非接触式IC卡“FeliCa”、“MIFARE”

“eLWISE”进行个人认证。可以通过认证IC卡通用区域的信息，与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及LDAP进行联动。标配支持按需打印，可以
避免拿错、遗漏印刷物，有助于提高安全性。可以通过设置权限来限制各
用户能够使用的功能，为削减TCO提供帮助。

、

D

自动反转送稿器
DF3110 盖板PN2000型 小纸型进纸单元M37型

仅适用于 IM	5000/4000/3500/3000/2500

仅适用于 IM	5000/4000/3500/3000/2500

仅适用于 IM	6000/5000/4000 仅适用于 IM	6000/5000/4000

仅适用于 IM	3500/3000/2500

仅适用于 IM	5000/4000/3500/3000/2500 仅适用于 IM	5000/4000/3500/3000/2500

双面同步扫描自动送稿器
DF3130

一斗接纸盘BN3130

内置式装订器SR3250

小册子装订器SR3290

双层供纸盘PB3300

装订器SR3280

单层供纸盘PB3270

小册子装订器SR3270

大容量供纸盒PB3290 旁路大容量供纸盒RT3040

有钉/无钉方式混合装订器

平行分页器SH3080

内置式装订器SR3300

B

配备只需对一体机进行设置，就可以执行的用户代码认证及基础
认证，还可与联网的Windows®域控制器及LDAP服务器联动。可
以根据客户的环境选择认证方式。

根据用途进行用户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