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色加墨式照片打印机6色加墨式照片一体机
※照片打印量是使用 Windows 图像浏览软件和 Windows 打印驱动的无边距打印模式，基于标准模式在4"×6" 高级光面照片纸 PP-201上
连续打印 ISO/IEC 29103测试模板，并在初始化安装后使用更换墨水盒连续模拟打印的估计值，数据来源于佳能内部测试。

无需按压墨水瓶，
差异化卡口精准注墨

年春季

本机型提供一年标准保修服务，用户在标准保修服务期内通过佳服务系统成功注册产品后，可延长为3年保修服务*，
使用更加安心无忧。 
* 一年标准保修期结束后将进入延长保修期。延长保修期内的保修服务范围不包含打印头的维修或更换，打印头的维修或更换将提供收费服务。
延长保修期内用户的打印机累计张数达到35,000张时，将不能继续享受延长保修服务。敬请谅解。

■成功注册即享1+2年保修政策

*1：文本打印速度为ESAT的平均值，基于默认单面模式的Office Category Test，ISO/IEC 24734。 照片打印速度是基于默认模式，使用高级光面照片纸II打印ISO/JIS-SCID N2，未包含数据在主机上处理的时间。 打印速度会根据系统配置，
接口，软件，文档复杂程度，打印模式，页面覆盖率，使用纸张类型不同而有所变化。 *2：以下纸张不支持无边距打印：信封，高分辨率纸，T恤转印纸，照片贴纸。 *3：文档打印量应用Windows系统，使用Adobe Reader 10软件的佳能打印机
驱动，在文档默认模式下，连续打印IOS/IEC24712模板（A4，彩色）测试得出；照片打印量应用Windows系统，在照片默认模式下， 连续打印IOS/IE29103模板（4"x6"，佳能高级光面照片纸II PP-201）测试得出。 *4：典型能耗值 (TEC) : TEC
值按照该单元装置在工作模式、睡眠模式和关机模式间不断切换工作5天时间计算所得，同时在同一周的剩余2天内将处于睡眠或关机模式。 该产品的TEC值由佳能公司按照国际能源之星计划管理的TEC测量流程计算所得。
注：产品最终详细规格信息及注释请参见佳能中国官方网站，如有变更，以官网更新告知为准。

G系列规格表

在线手册支持2013年以后上市的产品 佳能打印宝典

了解更多产品请访问官方平台

佳能云打印

打印APP下载在线商城

 机 型

  
规格参数

打印

打印速度

文档 : 彩色 *1 
ESAT/Simplex (ipm) 约 3.9 ipm

文档 : 黑白 *1 
ESAT/Simplex (ipm) 约 3.9 ipm

照片（4"x6"） 
PP-201/ 无边距（秒） 约 47 秒

纸张尺寸
A4，A5，A6，B5，LTR，LGL，4"x6"，5"x7"，7"x10"，8"x10"，信封（DL，COM10，C5，Monarch），

正方形（127x127 毫米，89x89 毫米），卡片尺寸（91x55 毫米）
【自定义尺寸】宽度：89 毫米 - 216 毫米，长度：127 毫米 - 1200 毫米

纸张尺寸（无边距）*2 A4，LTR，4"x6"，5"x7"，7"x10"，8"x10"，
正方形（127x127 毫米，89x89 毫米），卡片尺寸（91x55 毫米）

纸张处理
( 最大数量 )

普通纸（A4，LTR） 普通纸 (64 g/m2)：100

照片纸（4"x6"） MP-101，PP-201，SG-201，GP-508，PP-208=30；PS-308R，PS-108，PS-208，PS-808，PS-508=1

照片纸（5"x7"） 10 

纸张重量 普通纸：64-105 g/m2  
佳能特殊纸张：最大纸张重量 : 约 275 g/m2 （高级光面照片纸 II PP-201）

其他打印功能

AirPrint ●

Mopria ●

Canon Print Service (for Android) ●

佳能云打印（微信小程序） ●

PIXMA Cloud Link 乐享云（从智能手机 / 平板） ●

Canon PRINT Inkjet/SELPHY 佳能打印 (for iOS/for Android) ●

相机无线直连 ●

耗材
及打
印量

墨水瓶 6 色（BK/GY/R/C/M/Y）全染料

保养墨盒 MC-G02

文档（A4，彩色）（页）*3 
ISO/IEC 24712

GI-83 BK：3700 页，
GI-83 C/M/Y/R/GY：8000 页

照片（4"×6"）（页）*3 
佳能高级光面照片纸 II PP-201，ISO/IEC 29103 GI-83 BK/C/M/Y/R/GY：3800 页

复印
复印速度

sFCOT/ 单面 约 25 秒 —

sESAT/ 单面 约 2.9 ipm —

身份证复印 ● —

扫描
扫描方式 CIS —

扫描类型 平板式 —

光学分辨率 600 x 1200 dpi —

网络
无线网络 IEEE 802.11b/g/n/a

无线网络频带 2.4 GHz

无线直连 ●

一般
规格

显示屏 2 行点阵式黑白 LCD
接口 高速 USB B 接口 ●
静音模式 ●
自动电源开关 ●
典型能耗值 (TEC)*4 约 0.18 kWh
建议月打印量 最大 8,000 页 / 月
能效等级 1 级
尺寸（长 × 宽 × 高）（毫米） 445 x 340 x 167 445 x 340 x 136
重量（千克）（约） 6.6 5.1 

6色加墨式照片一体机 无线型 6色加墨式照片打印机 无线型



佳能全新A4幅面加墨式照片多功能一体机G680和单功能打印机G580，采用新型6色全染料墨水瓶，实现更
高品质打印，提升色彩稳定性。大容量墨水瓶设计，操作便捷，经济节省，为摄影爱好者、创业人士和影像、医
疗行业等用户提供出色输出品质，同时控制成本，满足畅打海量照片和图文的需求。

新型6色全染料墨水，新增红色R和灰色GY墨水，扩大色域范围，使画面更具立
体感，提升色彩稳定性。

内置一体化墨仓；
无需按压，加满自
动停止。

墨仓盖颜色及差
异卡口化设计，避
免错误注墨。

可更换保养墨盒
MC-G02。
*销售品，可选购

佳能6色加墨式照片系列G680 G580

青色 品红

染料黑黄色

红色 灰色

NEW

使用红色墨水 未使用红色墨水 使用灰色墨水 未使用灰色墨水

6色全染料墨水，灵动跃然纸上

大容量墨水系统，经济更节省

8000页

彩色墨水

A4普通纸

*3

3700页

黑色墨水

A4普通纸

*3

3800页
4"×6"照片纸

*3

※GI-83系列
（6支，60ml/支）

支持多种纸张尺寸，如正方形尺寸和1.2米长纸等；兼容多种纸张类型，配合使用
佳能原装照片贴纸、磁性照片纸和织物烫印贴纸等，满足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的
打印需求。

无边距打印
支持最大A4幅面

身份证复印
实用功能，操作简便。
（仅G680支持）

2行黑白LCD
便于查看和操作各类设置

自动电源开关
收到打印指令自动开机，
按设置时间自动关机。

佳能照片助手APP
Easy PhotoPrint Editor
照片管理与打印软件，支持智能设备
和电脑设备。均可创建丰富有趣的照
片布局、拼贴画、卡片、证件照和日历
等打印方案。

Canon PRINT Inkjet/SELPHY
通过智能设备即可实现无线打印、复印
和扫描等功能。

佳能打印APP

免费下载100多款模板素材，更可通过拼接打印
创建多种尺寸海报，最大至A0幅面。

Poster Artist Lite
A0

免费下载多种丰富有趣的打印素材。
(卡片、纸模型、剪贴簿和日历等)。

 趣印乐园

通 过 智 能 设 备 连 接 打 印 机 ，支 持
Airprint/Mopria等多种连接方式。

无线直连

佳能云打印

（微信小程序）

实现微信直接打
印和远程异地打
印，随 时 随 地 满
足打印需求。

最
长

1.
2米

人性化设计，满足各类输出需求

随时随地，随心畅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