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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獲得最高工作效率



支援雲端與流動功能的彩色多功能影印機
讓您工作不間斷

影印 / 列印 流動支援

雲端互動

無線連接

掃描
彩色 / 黑白

20
ppm( 單面 ) *1

彩色 / 黑白

27
ppm( 單面 ) *2

G3 傳真
無紙傳真 

DocuCentre SC2022
   傳真 *3

*1:  A4( 橫向 )
*2: 標準原稿 A4 LEF、200 dpi、 掃描至 USB 隨身碟。
*3: 選購

支援放大 / 縮小、旋轉、檔案匯入多圖顯示。傳真預覽畫面僅以黑白顯示。

傳真至 A 公司。

掃描申請表。

設定可隨收件人資訊一
起儲存。 
防止傳送至錯誤目的地。

可透過登錄檔案格式並
儲存目的地，簡化工作
流程。

可選擇圖示設計 / 色彩。並任意為圖示命名。

操作性與高影像品質
直覺式操作使用者介面

全新設計的 4.3 吋觸控屏幕，減少按鈕的數量。使用人性化圖示搭

配撥劃技術，並提供如同平板電腦般的簡單操作。

自訂控制屏幕

實現智能辦公並提高工作效率。無須複雜的設定，只要輕觸圖示即

可拖拉工具圖示，建立專屬的使用者操作介面。

易於使用的預覽功能

在傳送傳真與掃描文件前，提供預覽功能，確保文件精準度。

儲存於 USB* 的照片，亦可過透縮圖檢視，方便使用者選取與傳送。
*: 選購

卓越列印品質

配備數碼影像定位控制技術「IReCT  (Image Registration Control 

Technology)」，DocuCentre SC2022 可在 1200 x 2400 dpi 下，以數

碼方式修正色彩定位錯誤。更高精準度確保重現影像時，精確度更

高，色彩定位錯誤更少。

輪廓清晰的文字

透過字緣強化技術為半色調文字增加輪

廓，使像素化細小文字變得清晰易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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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機動性與生產力

精巧尺寸與強大功能

便利的流動列印與掃描

Print Utility*1 允許透過 Wi-Fi / Wi-Fi Direct® 使用流動裝置列印 *2 將

紙本文件掃描至 DocuCentre SC2022。亦可讓您透過  Mopria® Print 

及 AirPrint 列印。在 NFC ( 近場通訊 ) 的幫助下，只要輕觸讀卡機，

就能使用 Android™ 裝置進行列印和掃描。
*1: Print Utility 可於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免費下載。
*2: 選購。無法同時使用有線和無線連接。

雲端互動支援

Cloud Service Hub*1 可讓您掃描 DocuCentre SC2022 上的文件，

然後上傳至各種雲端服務儲存空間。方便您在外出時查看必要文

件，並迅速將文件分享至不同銷售辦公室或店舖。此外，還可無須

使用電腦，直接透過 DocuCentre SC2022 屏幕列印儲存在雲端的

文件 *2。
*1: 富士膠片商業創新提供的雲端服務。須另外簽約。
*2: 可列印格式包含 PDF、Microsoft® Word / Excel® / PowerPoint®。

USB 記憶體列印與掃描

直接從 DocuCentre SC2022 掃描至 USB 隨身碟 *1 及直接從 USB 隨

身碟列印 *2。無須使用電腦，輕鬆列印或掃描文件。
備註 : 選購
*1: DocuWorks documents、PDF、JPEG、TIFF

*2: PDF、JPEG、TIFF

證件影印

在一張紙上列印卡片正反面。依畫面上的指示操作，輕鬆影印證件。

各種掃描功能

支援各種掃描功能，包含掃描至網絡 (SMB/FTP)、掃描至電子郵件、

掃描至 WSD、USB 記憶體掃描 *、使用電腦掃描，使用者可根據使

用情況或環境，選擇必要功能。
*: 選購

強化安全性

搭配密碼保護將列印工作或傳入傳真儲存在 DocuCentre SC2022。

需要輸入密碼，才可列印儲存的工作和傳真。這可防止將機密文件

留在輸出承接盤上，或不慎被非相關人士看到。

超便利傳真傳輸

不再錯失任何商機。接收到的傳真可自動傳輸至指定電子郵件地址，

讓您以 PDF/DocuWorks 檔案格式檢視。

亦可轉送至 SMB/FTP 列印伺服器。此外，也可在轉送時，將傳真印出。

提供的標準功能包含影印 / 列印 / 掃描功能、雙面列印功能及自動雙面送紙器。傳真功能為選購功能。配置

Cloud Service Hub

Dropbox

Google
DriveTM

®

Box

SharePoint   
Online

Evernote

OneDrive

Working
Folder

®

®

®

®

接收傳真

傳送資料

亦可直接從電腦發送傳真。

傳送傳真

將傳真資料
傳輸至電子郵件

標準機型 搭配一段紙盤 搭配一段紙盤和儲物櫃 ( 底櫃 )



基本規格 / 影印功能 掃描

傳真 ( 選購 )

自動雙面送紙器

DocuCentre SC2022 主要規格和功能

列印

項目 內容
類型 內建式
列印速度*1 與基本功能／影印功能相同
列印解像度 標準：1200×2400 dpi、高品質*2：1200×2400 dpi
頁描述語言 PCL6
支援的作業系統*3 Windows® 10 (32位) 

Windows® 10 (64位) 
Windows® 8.1 (32位) 
Windows® 8.1 (64位) 
Windows® 7 (32位) 
Windows® 7 (64位) 
Windows Server® 2016 (64位) 
Windows Server® 2012 R2 (64位) 
Windows Server® 2012 (64位) 
Windows Server® 2008 R2 (64位) 
Windows Server® 2008 (32位) 
Windows Server® 2008 (64位) 
macOS 10.13 High Sierra 
macOS 10.12 Sierra 
OS X 10.11 El Capitan 
OS X 10.10 Yosemite 
OS X 10.9 Mavericks 
OS X 10.8 Mountain Lion

連線*4 標準 Ethernet 1000BASE-T / 100BASE-TX / 10BASE-T、USB2.0
選購 IEEE802.11 n / g / b（2.4 GHz）

*1: 調整畫質可能會導致速度下降。 *2: 僅色彩模式。 *3: 最新作業系統支援相關資訊，請參閱富士膠片商業創新香港
官方網站。 *4: 無法同時使用有線和無線連接。

項目 內容
類型 彩色
掃描解像度 掃描至電腦

儲存
[TWAIN驅動程式] 
黑白/灰階：600×600 dpi、400×400 dpi、300×300 dpi、
200×200 dpi、150×150 dpi 
彩色：400×400 dpi、300×300 dpi、200×200 dpi、150×150 dpi 
[WIA（Windows® Image Acquisition）驅動程式、ICA（Image Capture 
Architecture） 驅動程式] 
黑白/灰階/彩色：400×400 dpi、300×300 dpi、200×200 dpi、
150×150 dpi

掃描至網絡/
電子郵件

黑白/灰階：600×600 dpi、400×400 dpi、300×300 dpi、
200×200 dpi 
彩色：400×400 dpi、300×300 dpi、200×200 dpi

掃描速度 等同自動雙面送稿機的掃描速度
連線 Ethernet 1000BASE-T / 100BASE-TX / 10BASE-T、USB2.0

項目 內容
原稿尺寸 最大：A3、11×17"
輸出紙張尺寸 最大：A3、11×17”、最小：A4、Letter
傳輸時間 3秒以上，4秒以內*
傳輸模式 ITU-T G3
可使用線路類型 公用電話線路、PBX、傳真通訊網絡（PSTN）、最大可支援1個埠

（G3-1 連接埠）

*: 以標準畫質（8×3.85行/mm）、高速模式（33.6 kbps：JBIG）傳送約700字元的A4原稿。此時間係指傳輸圖像資訊
的時間，不包含通訊時間。實際通訊時間可能因原稿內容、接收設備、線路等狀況而有所不同。 

項目 內容
原稿尺寸／紙張磅數 最大：A3、11×17”、最小：A5*1 

38~128 gsm（雙面模式：50~128 gsm）
紙張容量*2 110張
掃描速度*3 影印 黑白：20 ppm(單面)、彩色：20 ppm(單面)（A4 LEF 單面）

掃描 黑白：27 ppm(單面)、彩色：27 ppm(單面) 
[標準原稿 A4、200 dpi、掃描至 USB 隨身碟]

*1: 非標準尺寸：125×125 mm。 *2: 80 gsm 紙張。 *3: 掃描速度會因文件類型不同而異。

額外紙盤模組 (1 段 ) ( 選購 )
項目 內容

紙張大小 最大：A3、11×17”、最小：A5
紙張磅數 60~256 gsm
紙盤容量/紙盤段數* 500張×1段紙匣
尺寸 寬545×深586×高113 mm
重量 11 kg

*: 80 gsm 紙張。

項目 內容
類型 桌上型
記憶體容量 1 GB（內建網卡）
彩色功能 全彩
掃描解像度 600×600 dpi
列印解像度 1200×2400 dpi（文字 / 文字 - 照片 / 照片）
熱機時間 44 秒以下（室溫 23℃）
原稿尺寸 單頁原稿和書本原稿：最大A3、11×17”、297×432 mm
紙張大小 最大 A3、11×17” [手送紙盤：297×432 mm]

最小 A5 [手送紙盤: 89×98 mm]
影像留白 前端5.5 mm、後端5.5 mm、左/右5.5 mm

紙張磅數*1 紙盤 60~90 gsm
手送紙盤 60~216 gsm

首張影印出紙時間 黑白：8.6秒（A4 LEF/黑白優先模式） 
彩色：10.8秒（A4 LEF/彩色優先模式）

連續影印
速度*2

A4 LEF 黑白：20 ppm(單面)、彩色：20 ppm(單面)
B5 LEF 黑白：12 ppm(單面)、彩色：12 ppm(單面)
A4 / B5 黑白：12 ppm(單面)、彩色：12 ppm(單面)
B4 黑白：12 ppm(單面)、彩色：12 ppm(單面)
A3 黑白：12 ppm(單面)、彩色：12 ppm(單面)

紙盤容量*3 標準 250張×1段紙匣＋手送紙盤 100張*4

選購 額外紙盤模組(1段)：500張
最大 850張（標準＋額外紙盤模組(1段)）*4

輸出承接盤容量*3 250張（A4 LEF）、200張（A3）
電源 AC220-240 V +/-10 %,   5 A, 50/60 Hz 
最大耗電量 1.1 kW (AC220 V +/- 10 %), 1.2 kW (AC240 V +/- 10 %)

睡眠模式: 1.4 W (AC230 V), 待機模式: 81 W (AC230 V)

尺寸 寬595×深627×高634 mm
重量*5 49 kg

*1: 建議使用我們推薦的紙張。依照不同使用條件，可能會有無法正確列印的情況。 *2: 調整畫質可能會導致速度下
降。 *3: 80 gsm 紙張。 *4: 手送紙盤：64 gsm 紙張 *5: 不含碳粉重量。

備註
1) 一旦主機的記憶體發生故障，接收資料、保存資料、登記設定資訊等有可能會遺失。由於資料遺

失引起的損害，本公司一概不負責賠償，請事先知悉。 
2) 主機停產 7 年後，將停止提供維修零件。
3) 因產品改良而導致型錄中的產品規格、外觀及其他細項而有所異動時，恕不另行通知。
4) 為滿足紙重規格，推薦採用我們建議的紙張。文件可能由於使用情況無法正確列印。

嚴禁複製 請注意法律禁止以下複製行為：
國內或海外銀行所發行的紙幣與硬幣；政府發行證券以及國家、地方債券。
未使用的郵票與明信片。法律規定的證照戳章。
亦禁止複製任何具版權的作品（文學作品、音樂作品、畫作、雕刻作品、地圖、電影作品、攝影作品等），上述複製行為僅允許作個人使用、家用
或於特定範圍使用。

使用安全須知
使用本產品前，請先詳細閱讀《說明手冊》中正確操作機器的方法。
請使用手冊所示的充足電力與電壓。
請務必裝設接地線，避免故障或短路時發生觸電危險。

本冊所述之全部產品名稱及公司名稱皆為其所屬公司之商標或注冊商標。
保留因技術改進而更改本冊所述之內容、機器外觀和規格參數且不另行通知的權利。

本型錄包含獲得 Xerox Corporation 授權之 Fuji Xerox 產品。
產品經銷商為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Corp.。
Xerox、 Xerox and Design 及 Fuji Xerox and Design (含文字商標與球形設計)  為 Xerox Corporation 在日本和 / 或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FUJIFILM 與 FUJIFILM LOGO 為 FUJIFILM Corporation 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DocuWorks 與 Working Folder, Cloud Service Hub 為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Corp. 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detailed product specifications, please call or visit us at

香港鰂魚涌太古灣道12號11字樓
電話：852-2513-2513

fujifilm.com/fbhk

富士膠片商業創新香港有限公司

此小冊子內容截至2021年4月   PIC-0134 HK (1805-R2)

富士膠片及富士膠片標誌之註冊商標或商標均屬於富士膠片集團所擁有。

此小冊子包括由施樂公司授權的富士施樂產品。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Corp. 是該產品的經銷商。
施樂、施樂及設計，和富士施樂及設計之註冊商標或商標均為日本及/或其他國家之施樂有限公司所擁有。

fujifilm.com/fbhk

以上所有內容均屬正確，並以2021年8月之記錄為準。

FUJIFILM BI Hong Kong

香港太古城太古灣道12號11字樓
電話： +852 2513 2888          傳真： +852 2560 6433

客戶專線
香港 電話： +852 2513 2513          傳真： +852 2513 2518
澳門 電話： +853 2855 8008          傳真： +853 2857 4996
電郵： shm-fbhk-csc@fujifil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