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P Photosmart 8750 
專業九色相片印表機

技術規格

列印技術� HP熱感應噴墨列印

列印解析度� 彩色：高達 4800 dpi；黑白：高達 1200 x 1200 dpi

列印墨水匣� 3 個(彩色、藍色相片墨匣、灰階相片墨匣各一個）; 可另行選購黑色和另行選購相片專用墨水匣

墨水� 數量：9 種; 顏色： 藍綠色，紅紫色，黃色，淡藍綠色，淡紅紫色，藍色，淡灰色，深灰色，�

� 黑色； 類型：染料墨水

色彩管理� 直接支援Adobe RGB 和 sRGB；ICC 色彩管理；色彩管理應用程式；手動操作的色彩調整器。

列印速度1	 黑白：每分鐘高達 19 頁（Letter size）; 彩色： 每頁僅需 1.3 分鐘 (Letter size);4 x 6 彩色相片： 	

	 僅需 29 秒； 13 x 19 吋相片： 約為 3.5 分鐘

抗光不褪色能力� 可達 1082 年

列印語言標準� HP PCL3 GUI

每月建議印量� 1000頁

標準連結介面� 1 個USB (2.0)，1 個乙太網路，1 個 PictBridge，記憶卡插槽

無線藍芽連結� 選購性配備，需使用 Bluetooth® 無線接收器

網路連結能力� 內建乙太網路

記憶卡相容性� CompactFlash Type I and II，Secure Digital， MultiMedia Card，Memory Stick，xD

支援直接列印 � 有

支援相片目錄� 有

索引列印

顯示螢幕說明� 單色含背光，2 行文字和 2 行圖示（有效顯示區域 57.93 x 24.7 mm）

控制面板按鍵� 版面配置功能表、列印、取消、相片選取按鈕

紙張處理能力� 80 張進紙匣，5 張捷徑紙匣，後方單張進紙槽

紙張輸入容量� 一般紙：80 頁；投影片用紙：25 頁；信封：10 個；標籤紙：80 張; 小海報：20 張；卡片：30 張

紙張輸出容量� 一般紙：80 頁；投影片用紙：25 頁；信封：10 個；標籤紙：80 張；卡片：30 張

支援無邊框� 有，最大可達 13 x 19 英吋

相片列印

紙張類型� 紙張（普通紙，噴墨專用紙，相片紙，小海報），信封，投影片，標籤紙，卡片（索引卡，問候卡），�

� 熱轉印用紙

紙張尺寸標準� 英制： 13 x 19 吋相片尺寸，8 x 10 吋相片尺寸，5 x 7 吋相片尺寸，4 x 6吋相片尺寸，全景，�

� 信紙，Legal尺寸，US executive，10 號信封，索引卡，長條紙；公制： A，A3，A4，A5，�

� Super B，B，B4，B5

紙張磅數� 英制： US Letter： 16 到 24 磅，Legal： 20 到 24 磅，標題紙：16 到 24 磅，信封：20 到 24 磅，

� 卡片： 最高110 磅，相片紙：最高 130 磅； 公制：US Letter：60 到90 g／m2，A4: 60 到 	

	 90 g／m2，Legal： 75 到 90 g／m2，標題紙：60 到 90 g／m2，信封： 75 到 90 g／m2，�

� 卡片：可達 200 g／m2, 相片用張： 240 g／m2

紙張厚度� 11.5  (mil)

標準記憶體� 64 MB

垂直對準的準確度�英制：+/- 0.0002 英吋； 公制：+/- 0.0508 毫米

彎曲度� 普通影印紙：+/-0.006 英吋； 相片：每毫米約 +/- 0.006 毫米

作業系統相容性� Microsoft Windows 98，2000 專業版，Me，XP 家用版和 XP 專業版，Mac OS X v 10.1.5，10.2，�

� 10.2，10.3

	 PC需求 所有系統皆須配備：4x 光碟機，SVGA 螢幕（800 x 600，16 位元彩色），USB介面和USB	 	

	 排纜線，建議有 Abobe Acrobat 5 或更新版本，網際網路存取權限； 若要使用網路功能則需乙太網路�

� 或無線的 802.11b／g 網路；PC 系統：Pentium II（或同等級）或更快的處理器，64 MB 隨機存取記�

� 憶體（建議使用 256MB），600MB 可使用的硬碟空間（建議有2GB），Microsoft Windows 98，2000 專業版，�

� Me，XP 家用版或 XP 專業版，微軟IE 5.5以上;Mac系統：G3 或更快的處理器，128MB 隨機存取記憶體�

� （建議使用 256MB），500MB 可使用硬碟空間

	 MAC需求:4x 光碟機，SVGA 螢幕（800 x 600，16 位元彩色），USB介面和USB排纜線，建議有�

� Abobe Acrobat 5 或更新版本，網際網路存取權限；若要使用網路功能則需乙太網路或無線的 802.11b/g 	

	 網路； G3 或更快的處理器，128MB 隨機存取記憶體（建議使用256MB），500MB 可使用的硬碟空間， Mac 	

	 作業系統 X v 10.1.5，10.2，10.3

大小� 英制： 25.3 x 24.1 x 10.0 英吋； 公制： 642.6 x 613 x 254.7 mm

重量� 英制： 26 磅； 公制： 11.8 公斤

最大操作溫度� 華氏 32 到 113°； 攝氏 0 到 45° 

操作濕度� 5 到 95% RH

噪音� 音源： 4.9 B(A); 音壓： 46 dB(A)

電源型態� 外接式

電源需求� 輸入電壓 100 到 240 VAC（+/-10%)，50/60 HZ（+/- 3 赫茲），外接式

耗電量� 最大 83 瓦特

客戶服務� 一年硬體保固

1 列印速度取決於文件類型、列印模式，此為約估略。 精確的速度將視系統配置、軟體程式和文件的複雜度而定。

2 108 年的預測值是使用 HP 97 彩色墨水、HP 101 藍階相片墨水匣、HP 102 灰階相片墨水匣，搭配 HP 特優質光面相片紙。�

	 由 Wilhelm-Research.com 在類似系統下所做的抗光性測試;（從 2004 年十一月起) 有關永久性測試相關變數的詳細資料，

�請瀏覽 http:// hp.com/go/premiumplusphoto 的網站

訂購資訊

號碼	 說明

Q5747A	 HP Photosmart 8750 專業九色相片印表機

耗材

C8767W	 HP 96 黑色墨水匣

C9363 W	 HP 97 三色墨水匣

C9369W	 HP 99 相片專用墨水匣

C9365A	 HP 101 相片專用藍色墨水匣

C9360A	 HP 102 相片專用灰色墨水匣

紙張

Q5486A	 HP Premium Plus Photo and Proofing Gloss，
	 13 x 19"，286 g／m2，11.3 mil，25 頁
Q5489A	 HP Premium Plus Photo Satin，13" x 19"，
	 286 g／m2，11.3 mil， 25 頁
Q5492A	 HP 霧面相片專用紙，13" x 19"，196 g／m2，�

� 19.2 mil，50 頁
Q5497A	 HP 超級相片用紙，A3，25 頁
Q6602A	 HP 超級亮面相片專用紙，10 x 30cm（全景大小），�

� 20 頁
Q1951A	 HP 超級亮面相片專用紙，A4，20 頁
Q2504A	 HP 超級亮面相片專用紙，4 x 6 吋（4R），20 頁
C6765A	 HP 亮面相片專用紙，A4，20 頁
Q2511A	 HP 日常用半亮面相片用紙，A4，100 頁
Y2143A	 HP 日常用半亮面相片用紙，A4，40 頁
印表機轉接器

Q3395A	 HP bt300 藍芽®無線印表機轉接器

有關支援服務的詳細資訊，

請瀏覽： http:// www.hp.com.tw/support 的網站 
有關特定的保固細節，請洽當地的經銷商。

HP 各地據點

台灣

澳洲

香港

印度

印尼

韓國

馬來西亞

紐西蘭

菲律賓

中國大陸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孟加拉、汶萊、柬埔寨、

巴基斯坦、斯里蘭卡

0800 236 686
13 23 47
(852)2599 7066
1600 444 999 
電話：0800 1111 222
傳真：0800 0333 444
080 703 0700
1800 88 4848
(0800)733 547
1800 1331 4488
800 820 6616
021 3881 4518
1800 278 8100
(66-2)353 9000
(84-8) 823 6215
傳真：(65)6275 6707

Energy Star 為美
國環保署註冊的

服務商標

HP顧客貼心服務

©2005 Hewlett-Packard Development Company, L.P. 版權所有

本資料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HP 產品和服務的唯一保固

均如附隨在該產品和服務保固說明之陳述。  在此所提及之任

何事項均不可解釋為構成附加保固的因素。 HP 將不負責的技術、

編輯上的錯誤或此處所含的疏忽。

2005 年 5 月印製於台灣

一年硬體保固Http://image.hp.com.tw

全天候免費的線上支援http://support.hp.com.tw

另可選購從購買日起為其兩年的保固升級服務

(HP  CarePack)

*其他特定的保固資料，請洽當地的經銷商。

全球首創”九色”沙龍級相片品質

HP Photosmart 8750 
九色專業相片印表機



全球第一台 九色專業相片印表機

革命性的九色相片印表機是專為追求完美

相片品質的藝術攝影師、人物攝影師

或玩家級業餘攝影家所設計。

兼具速度、品質與便利的

HP  Pho to smar  8750，

讓 您 只要在攝影工作室

就能完成所有相片相關

的工作:從相片上傳網路、

進行修片、色彩校正、

甚至直接列印專業相片

或樣本，一氣呵成。

H P  P h o t o s m a r t  8 7 5 0內附完整的專業

印表機管理軟體、調色盤，和色彩管理

工具，讓您在操作編修影像時能更得心

應手。同時也替您的客戶、您自己或工

作室省下可貴的時間。

麥可．山下為著名攝影師，在他與國家地

理雜誌合作25年來，獲獎無數、貢獻卓著。

他拍攝的主題豐富多樣，足跡遍及索馬利亞、

蘇丹、英格蘭、愛爾蘭、新幾內亞和紐澤西

州等不同國家地區。

他曾獲得國家攝影記者會（NPPA）年度最

佳相片以及紐約藝術總監社團（AAJA）、

太平洋地區旅國協會（PATA）的專業攝影

獎項等。包括國家藝術展示中心、洛杉磯郡

美術物館和柯達在奧蘭多迪士尼的艾波卡特

中心舉辦的專業攝影

師展都曾展覽過他的作品。

 “這是一個三年的拍攝計劃，我循著馬可波羅

當年從威尼斯到北京的足跡，一路拍了許多

高山、運河、自然海景等壯觀景像。當我用 

HP Photosmart 8750 來列印時，列印的相片所

展現的真實感以及生動的色彩與陰影表現讓我

非常的驚訝。尤其是水面和天空的藍色非常

飽和、明亮，神靈活現地印在每張相片上面。“

"身為一個專業攝影師，我了解每位攝影師對

於相片列印輸出要求極高，期待每張相片都能

真實細緻地呈現出拍攝的成果。當我用HP最新

的九色專業相片印機時，完全不用再擔心列印

效果，因此我強烈推薦渴望完美展現拍攝作品

的攝影家使用HP Photosmart 8750九色專業

相片印表機。"

使用H P  P h o t o s m a r t  8 7 5 0
九色專業相片印表機， 讓國家
地理專業攝影師  麥可．山下  
(Mike Yamashita)展現更傑出的
攝影作品。

麥可．山下 (- Mike Yamashita)

"HP Photosmart 8750 能真實鮮活地呈現風景照的色彩。
尤其是藍色的晴空表現特別真實、有質感。" 麥可．山下 (- Mike Yamashita)

"我非常驚訝 HP Photosmart 8750 能處理這麼高解析度的影像，

甚至是最小的細節都能清清楚楚列印出來。" 麥可．山下 (- Mike Yamash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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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色墨水系統列印

HP 的 9 色墨水列印系統可以創造數千萬種色彩組合，列印出鮮豔、

濃郁的色調，更真實呈現出人體膚色及特殊紋路。而且一般相片的藍

色表現也會比以往更豐富濃郁，尤其是中間色調的處理更是驚艷出色。

除此之外，它還可列印出沙龍級的黑白藝術相片。

搭配使用HP 九色相片系統及HP 101藍色相片墨水匣，HP Vivera 恆

采墨水可以讓列印色域更寬廣，增加25%，更接近影像輸入端(如相

機,電腦螢幕)的RGB色域空間。

九色相片品質在需要鮮活藍色表現的風景、海景或是運動攝影作品中

尤為明顯，而且絕對會讓戶外攝影玩家為之震攝。

HP Vivera 恆采墨水，列印相片恆久留

HP Vivera 恆采墨水主要是針對HP噴墨列印系統所研發，優異的列印

表現來自三個基本要素：

● 高品質原料與獨特墨水配方 — 特別針對加強列印效果而設計，使用

HP Vivera恆采墨水，相片更生動，還可長達 1081 年抗光不褪色。

● 絕佳的墨水純度 — HP Vivera 恆采墨水不僅有嚴格、"無塵"的工

廠製程，而且對於每一種原料純度更是要求精確，確保墨水品質穩定、

有最佳表現。

● 從最根本設計的原生墨水 — 為了達成眾多色調分色等級，許多墨

水製造商都直接稀釋黑色墨水。HP 則設計出各個淺色墨匣的原生墨

水，符合各色的正確色階 - 讓您的列印成品顏色更精準，濃度不打折

也更不容易褪色。

1  108 年的預測值是使用 HP 97 彩色墨水匣、HP 101 藍色相片墨水匣、HP 102 灰色相片墨水����

�� 匣及 HP特優質光面相片紙。 由 Wilhelm-Research.com 在類似系統下所做的抗光性測試;

 （2004 年十一月起) 有關測試相關變數的詳細資料，

��請瀏覽 http:// hp.com/go/premiumplusphoto 的網站

時時刻刻提供真正專業的

相片列印

採用6色列印的                                     採用9色列印的

    黑白照片                                             黑白照片

                     9  色墨水列印系統

專業相片唯有 HP Vivera 恆采墨水

列 印 色 域 更 寬 廣

九色墨水列印採用HP 
101藍階相片墨水匣

HP 一般列印輸出 
HP 9 色相片列印輸出

一般列印樣本                                                           9 色相片列印樣本

（模擬）                 多了 25% 藍色彩度

您的電腦

A3+ 尺寸無邊框相片列印

列片尺寸從護照大小、4 x 6 吋、13 x 19 吋到 8.5 x 24 吋全景無邊

相片一手包辦。HP Photosmart 8750擁有多尺寸進紙匣和藍色冷光自

動紙材偵側器，可輕鬆處理各種自訂的紙張種類和尺寸。只要3.5 分

鐘1 就可以印出13 x 19 吋相片，列印 4 x 6 吋相片更只需要 29 秒1。

高達4800 dpi 印解析度

HP 高品質4800 dpi 加強型列印輸出可在每平方英吋裡噴出  4800 x 

1200 個極細墨滴。精確的控制智慧型墨滴置放點以減少或消除模糊鋸

齒狀列印。

這也使得  HP Photosmart 8750 九色專業相片印表機能夠列印高達  

1200 x 1200 dpi 的輸入檔案。若搭配使用HP特優質光面相片紙，

更可清楚描繪影各種影像細節，獲得出色的相片品質。

與Adobe Photoshop完美結合

直覺式的印表機控制介面，讓您輕鬆應用 Adobe Photoshop的色彩管

理工具，列印出自的色彩效果，滿足各種客戶需求。

完整的色彩管理用工具 
HP 色彩管理工具可支援Adobe RGB，RGB 和 ICC 設定檔的色彩管理，

讓相片影像、色調與色彩效果更貼近拍攝物體。您還可利用HP 色彩管

理工具，做出各種對比、特殊紋路和彩色效果，讓創作想像力無限

延伸。

1 列印速度取決於文類型、列印模式，此為約估_。 精確的速度將視系統配置、軟體程式和文件的

複雜度而定。

各種列印尺寸一台包辦

（可高達 A3+ 尺寸）

完美結合 Photoshop 工作更快速

數位單眼相機

CompactFlash 記憶卡

HP Photosmart 8750 專業相片印表機



三種連結方式

● 透過印表機內建的 Jetdirect 10/100 乙太網路印表機伺服器，

可讓其他網路使用者共用這台 HP Photosmart 8750。

● 透過印表機前方的  USB v2.0 高速連接埠直接連到電腦或可支

援PictBridge的數位相機直接列印。

● 若不想連接電腦，也可以透過印表機前方的讀卡機，直接插卡

列印。讀卡機支援 CompactFlash，xD-Picture Card，Memory

Stick，Multimedia Card 和 Secure Digital 格式記憶卡。

操作更容易

● LCD 控制面板

HP Photosmart 8750 內建文字顯示螢幕，可顯示文字及圖示，

便於了解印表機操作狀況、直接更改印表機設定，及使用HP相片

索引等功能。

● HP Image Zone 數位影像精靈

隨機附贈的數位影像軟體，包含創造、編輯和創意列印範本等工具。

單一操作介面，不論誰都能輕鬆快速上手。

● HP Instant Share

只要先在HP註冊並設定電子郵件後，就能透過網路大量上傳

相片、寄送以及和朋友分享相片

● 現場看樣

使用 HP Photosmart 8750，您可以在拍攝後直接插卡列印打樣，

不但節省時間和耗材，還可避免因客戶不滿意而造成的潛在損失。

● HP 相片目錄索引功能

直接插入記憶卡就可以先行印出儲存在記憶卡內的相片目錄索

引頁。然後您只要用控制面板，輸入您想要列印的相片號碼，

印表機就可直接列印您勾選的相片，完全不需要透過電腦操作。

超強連結能力．工作更順暢

經由 HP 數位影像軟體，來管理、編輯相片

透過HP 相片目錄索引功能，印出您想要的相片。

列印相片

相簿列印

快速列印

e-mail相片

HP Instant Share
影像即時通

影音光碟製作

多樣相片應用方案

直覺式文字顯示LCD

透過USB 2.0連接埠或讀卡機列印相片

USB 2.0 連接埠

Secure Digital™

CompactFlash

Memory Stick 

xD-Picture Card

個人電腦 HP Photosmart 8750 
九色專業相片印表機

內建超強連結能力

筆記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

創新科技．屢受獲獎

”當我用 HP Photosmart 8750 列印相片時，可印出更飽和且色彩平順的藍色。九色墨水

列印系統最擅長表現相片中明暗及色彩對比強烈的細節，而且能夠展現真正的黑色與灰階

色調，讓所有的顏色都有寬廣的明暗色調表現。" - 麥可．山下 Mike Yamashita

”使用 HP Photosmart 8750 讓我每張攝影作品時都是色彩

濃郁逼真又平順真實的動人相片。"- 麥可．山下 Mike Yamashita

HP Photosmart 九色專業印表機 － 性能優越、履獲大獎

HP 科技創新的專業表現，總能讓旗下產品獲得無數大獎肯定。

HP Photosmart 8750也不例外!第一次公開亮相後，就在美國奧蘭多舉辦的2005國際影像暨多媒體展中勇

奪9到17吋噴墨印表機類 DIMA 數位印表機競賽大獎。

DIMA 數位印表機競賽大獎

9 到17吋噴墨印表機類

2005國際影像暨多媒體展

HWM 金牌獎

Hardware 雜誌

－2003 年十一月 (馬來西亞)， 
HP Photosmart 7960 相片印表機

最佳編輯推薦

PC3
－2004 年三月 (香港）

Photosmart 7260 相片印表機

年度風雲產品

PC World
－2003 年 12 月 (中國)
Photosmart 7960 相片印表機

連續9年榮獲ComputerWorld 最佳讀者票選獎

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