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pson SureColor F7180/6080 两款微喷印花机的闪亮登场将爱普

生带进了一个新纪元，其标志着爱普生再次开启崭新的篇章，踏入

数码印花领域，丰富了爱普生大幅面打印机产品线和行业应用。

Epson SureColor F7180/6080 不仅是两款数码印花设备，其原厂

高品质热转印墨水和原装墨仓系统的同时出现将重新定义数码印花

行业的专业生产解决方案标准。从此，高品质不再与高生产成本捆

绑，打印机墨路系统的原厂保修也不再是永远的神话，墨水的重复

添加更是轻松自如 ......

至此，爱普生在大幅面打印机领域顺利的完成了第三次产业创新， 不仅树立了高端的行业标准， 更为不同的领域带来更优秀的产品和服务。

“爱普生 微喷印花  ” 工艺的创立为这个行业带来了指导性的行业标准，爱普生微喷印花机与 “活的色彩 DS” 热转印墨水珠联璧合，色彩的

还原将有章可寻，印花生产也将更加稳定，厂商的支持将更加贴心，最终为用户带来宽广的业务范围和更大的利润空间。

Epson SureColor F7180 支持幅宽为 1.626 米的转印介

质，这也是数码印花领域的标准宽度。Epson SureColor F7180

非常适合坯布印花企业按卷到卷转印的方式进行印花生产，结合

其稳定的走纸和墨仓系统，可更放心的进行 24 小时无人职守工

作。

Epson SureColor F6080 的 1.118 米的幅宽适合数码服装裁片的制

作，投资仅为 Epson SureColor F7180 的一半，生产效率却几乎相同，

真正实现一份投资两份收获。该设备占地小巧，非常适合服装厂工作环境

使用。

打印技术
◆ 打印头
◆ 喷嘴设置
◆ 打印方向

爱普生PrecisionCore TFP微压电打印头(智能墨滴变换技术)
每种颜色720个喷嘴
双向打印\单向打印

墨水系统
◆ 墨水
◆ 颜色
◆ 供墨系统容量

爱普生"活的色彩DS"热转印墨水
青色、洋红色、黄色、黑色

1500ml/色

打印速度
◆ 360x720dpi 
◆ 720x720dpi 标准精度
◆ 720x720dpi 高精度1
◆ 720x720dpi 高精度2
◆ 720x1440dpi 标准精度

63.4平方米/小时
30.2平方米/小时
22.7平方米/小时
15.8平方米/小时
11.1平方米/小时

选件
◆ 卷纸适配器
◆ 打印介质托架
◆ 废墨瓶

C12C811381
-
-

 
 
 

C12C890921

耗材
◆ 黑   色   
◆ 青   色   
◆ 洋红色  

◆ 黄   色  

◆ 原装墨仓系统

◆ 切纸刀

◆ 维护箱

C13T742180
C13T742280
C13T742380
C13T742480

 
 
 
 

C13S902006
C13T619300

介质
◆ 介质宽度
◆ 打印宽度
◆ 卷纸尺寸
◆ 最大卷纸重量
◆ 最大厚度

254 - 1118mm (44 英寸)
最宽: 1112mm

最大外径: 103mm(2英寸轴心)或150mm(3英寸轴心)

0.5mm

接口
USB 2.0， 100/1000MB以太网

语言
ESC/P raster

噪音
55.1dB

幅宽
64英寸 1625.6mm 44英寸 1118mm

最高分辨率
◆ 最高分辨率
◆ 最小墨滴尺寸

720x1440dpi
5.3pl

内存
◆ 主机
◆ 网络

512MB
128MB

电气规格
◆ 电源
◆ 功耗

AC 100-240V   50/60Hz
运行：65W  待机：20W  睡眠：小于3W

环境条件
◆ 温度
◆ 湿度

运行: 15℃-35℃
运行: 20%-80% 

58.9平方米/小时
30.4平方米/小时
22.2平方米/小时
16.2平方米/小时
11.1平方米/小时

-
C12C890891
 C13T724000

-
-

300 - 1625.6mm (64 英寸)
最宽: 1615.6mm
最大外径: 250mm

40Kg
1mm

59dB

512MB
128MB

AC 100-120V or 200-240V   50-60Hz
运行: 460W  待机：20W  睡眠：9W

运行: 15℃-35 ℃
运行:  20%-80 %

宽: 2620mm 高: 1311mm  进深: 1013mm
269 Kg

宽: 1608mm  高: 1128mm  进深: 917mm
90kg

尺寸/重量
◆ 尺寸
◆ 重量

爱普生墨仓式专业数码印花机
爱普生“活的色彩DS”热转印墨水
更高的稳定性和信心保证
整机原厂保修

64/44英寸
高品质 高速度 高可靠性 

   ●  规格参数  ●  

6000ml/6袋/箱
6000ml/6袋/箱
6000ml/6袋/箱

6000ml/6袋/箱

墨仓式专业数码印花机

ELS140402BZ
图片仅供参考，外观以实物为准。本说明若有任何细节之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以上内容有解释权。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7层

官方网站：http://www.epson.com.cn

服务导购热线：400-810-9977  

官方微博：@爱普生中国 http://e.weibo.com/epsoncn

官方微信：爱普生中国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爱普生官方微博爱普生官方微信 爱普生官方网站



当打印工作结束时

当印花机出现错误时

当有报警信息时

打印工作
结束

转印介质参数设置

转印介质参数设置

   ●  介质张力自动调整系统  ●  

Epson SureColor F7180 进纸部件拥有先进的介质张力自动调整系

统，可以根据张力传感器反馈的信息自动调整上纸轴的力矩，避免张力过

大而导致介质表面出现条带现象，同时减少介质在打印通道起皱等现象

发生和刮蹭打印头的概率。

◆ 打印期间进行进纸调整

Epson SureColor F7180/6080 具有可

以在打印期间进行进纸调整的功能，尽可

能的减少打印失误的概率，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成本。

Epson SureColor F7180 特有的介质安装机构为用户安装沉重的转介质

提供了方便，通过起重杆可以轻松应对。

Epson SureColor F7180 微喷印花机的主要操作都在机身右侧完成。

EPSON SureColor F6080 身材小巧且操作空间小，所有操作在印花机

正面完成，特别适合小型生产车间和多台设备集中使用环境。

◆ 大容量原装墨仓系统

Epson SureColor F7180/6080 两款微喷印花机均配备了爱普生原

装墨仓系统，其 1.5 升 / 色的容量有效的保证了生产型用户对不间断打印

的需求。而其独特的墨水重复添加方式不仅操作简单方便，而且减少了

整个操作过程中泄露墨水的可能性，即使少量墨水溅出，也不会污染工

作环境，一改过去人们印象中打印生产工作环境脏乱的印象。

墨水袋上的芯片将严格记录墨水消耗信息，在墨仓中墨水告罄前，将有

充足的时间提示补充墨水。即使是在印花机打印期间，用户依然可以更

换芯片和补充墨水。

Epson SureColor F7180 标配了全套自动进纸 / 收纸部件，不仅可

以实现数码印花行业常见的卷到卷的打印方式，高达＋/-2.5mm 的轴向

收卷精度更为后道高精度的卷到卷转印工序提供了可能。

   ●  贴心的服务  ● 

Epson SureColor F7180/6080 两 款 微 喷 印 花 机 装 备 的 爱普生

PrecisionCoreTM TFP 微压电喷头具有更高的性能和更高耐用性的特点，

爱普生 PrecisionCoreTM TFP 微压电喷头的每列有 360 个细微的喷嘴，可

喷射出极为准确的墨点形状。每色两列喷嘴，与传统爱普生微压电喷头

相比，其喷嘴数量高出一倍，从而确保喷头的喷射效率成倍提升。

正因为有了高速打印引擎，Epson SureColor F7180/6080 能够

为数码印花行业的用户带来飞一般的感觉。

Epson SureColor F7180 配

备了打印后加热系统，可以

根据用户的需要和环境情

况，自 行 打 印 后 的 加 热 温

度，加快热转印纸的干燥速

度，从而直接提升整体的输

出效率。

   ●  爱普生热转印墨水 ●  

爱普生“活的色彩 DS”热转印墨水拥有宽阔的色域，完全可以满足

数码印花行业中高端用户对于色彩的需求，其承印物的色牢度指标

同时达到了优异的水平，经过（中国）国家纺织制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的检测，依据 GB 标准，超过 90% 以上的色牢度指标达到了

4-5 级，不仅实现了可以输出优异的色彩，色彩更可以长久保存，

同时其流程性更好，避免了打印过程中的断墨现象。

爱普生“活的色彩 DS”热转印墨水是爱普生公司专门为这个行业开

发的新一代墨水，其秉承热转印墨水具有独特的特性，在温度和压

力的控制下从转印介质表面直接由固态升华为气态，植入到涤纶布

料的纤维中后再凝华成固态，实现色料的转移，并牢固的与纤维溶

为一体。

而根据 Oeko-Tex Standard 100 的标准，使用爱普生“活的色彩

DS”热转印墨水制作的纺织品的安全性非常优异，染色纺织制品上

的有害物质残留、色牢度、气味等全部指标均达到了第一等级，并

取得了认证证书，即使用于婴幼儿服装的制作也可以放心使用。

爱普生“活的色彩 DS”热转印墨水

证书编号：N-KEN 12123

SC F7180 SC F6080

白色 LED 接收器

介质

◆  多功能传感器

两款微喷印花机装配的多功能传

感器不仅拥有喷嘴自动检测的功

能，还能测量打印头精度信息和

走纸精度信息，并反馈打印机控

制系统，进行自动的调整。

◆ 完善的网络系统

两款微喷印花机标配 1000MB 以太网接口，可以实现非常高速的数据传

输。当打印机出现耗材即将耗尽、打印结束或者出现故障时，可以按指定

的地址发出电子邮件信息。同时，用户还可以在微喷印花机间共享自定义

的介质设置，简化用户的操作。

印花设备的保修一直以来是这个行业无法回避的话题。爱普生公司为微

喷印花机提供了包含墨路系统和打印头的一年原厂保修（在使用正品墨

水的前提下），最终用户可以放心的使用。

爱普生公司还为用户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微喷印花机延长保修期服务，用户

为此仅需要支付少量的费用，真正实现对用户的贴心关怀，特别适合生产

型用户的 工作状态与需求。              

爱普生公司为数码印花行业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得到了主流 RIP 软

件厂商的支持，用户无需改变操作习惯。同时，与主流的转印介质、设

备厂商合作，为用户提供标准的操作流程。可以实现从坯布生产、服装

服饰生产到广告旗帜生产等各行各业的全面覆盖。结合色彩管理系统，

真正实现色彩一致性，满足用户量产化、系列化生产的需求。

◆ 控制面板

两款微喷印花机均安装了人性化的控制

面板，主要操作按钮都以图标形式体现，

非常容易辨别，而 2.5”彩色液晶屏上的

中文显示更加直观，菜单结构更符合行

业用户的适用习惯。同时，大尺寸的报

警信号灯和蜂鸣器的配合适用则可以令

操作者非常容易的发现有情况的印花

机，减少当机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卷纸轴

当打印纸轴
上的介质较
少时或安装
较轻的介质
时，张 力 较
小。

当打印纸轴
上的介质较
多时或安装
较重的介质
时，张 力 则
较 大。介 质
张力自动调
整系统可以
调整力矩避
免在打印表
面发生条带
现象。

CYMK KMYC CYMK KMYC
180 dpi

x2
360 dpi

传统微压电喷头

其他厂商设备
Epson SureColor F 系列 

微喷印花机

11.1

16.2

22.2

58.9

11.1

15.8

22.7
30.4
30.2

63.4

0 20 40 60平方米/小时

720 x 1440dpi
6 pass

720 x 720dpi
4 pass

720 x 720dpi
3 pass

720 x 720dpi
2 pass

360 x 720dpi
1 pass

SC-F6080
SC-F7180

白色 LED 接收器

介质

一些直线段图像先

被打印

相同的图像在细微的位

移后再次被打印出来

内置的多功能传感器自

动读取并选择最细的线

条,并以此进行调整

转印纸

墨水

涤纶布

将打印好的热转印纸和涤纶
布料叠放到一起

对叠放好的纸张 / 布料使用
热能和压力

色彩被成功的转移到布料上

墨水颜色为标准的 CMYK 四色，每种颜色的墨袋容积达到了 1 升装，

完全适合生产型用户的使用需求。大容量袋装墨水也减少了用户的使用

成本，真正实现高品质 / 低成本的输出。

◆ 爱普生大容量袋装墨水

使用中，根据需要可以轻松的进行墨水补充操作，而倒空的墨袋则

可以堆叠放置，减少废弃物占用空间。

◆ 连续走纸系统

10 升

10 升
使用墨瓶

使用墨袋

整理/完工

传统丝网印花工作流程

平面设计 CMYK分色 准备丝网版材 暴光丝网版材

平面设计 打印到转印纸上 转印到布料上 整理/完工

清洗丝网版材 凉干丝网版材 准备色料 布料印花 晒干

数码印花工作流程

❶ ❷ ❸ ❹

❶ ❷ ❹

❺ ❻ ❼ ❽ ❾ 10

❸

Epson SureColor F7180/6080 微喷印花机均装备了爱普生 PrecisionCoreTM 

TFP微压电(Thin Film Piezo，超薄压电薄膜 ) 喷头，可以喷射出最小 5.3

微微升的墨滴。同时，爱普生专有的智能墨滴变换技术可以实现在打印

头一次移动的过程中，一个喷嘴喷射多种尺寸墨滴，通过在纯色区域内

使用较大的墨滴提高打印速度以及在渐变区域以及细节较多的区域内使

用较小墨滴提高细节精度，可以有效的缓解打印速度和图像质量之间

的矛盾。

并且， 爱普生 PrecisionCoreTM TFP 微压电喷头可以更加精确的控制墨滴

定位，真正实现在正确的位置喷射合适尺寸的墨滴。 

该技术保证了整个画面的色彩过渡更加平滑，完全超越传统印花对色

彩还原的限制。

爱普生选用了高精度的字车电机和走纸电机来控制打印的横向和纵

向精确度，最高可实现 720x1440dpi 的打印精度，该精度完全满足

数码印花行业对打印精度的需求。

高精度的机械系统、爱普生 PrecisionCoreTM TFP 微压电喷头以及“活

的色彩 DS”热转印墨水等关键技术保证了打印色彩还原的准确、细

节的清晰、过渡的平滑、重印一致率高等特点，必将为数码印花这

个领域带来高端品质的标准。

   ●  高精度打印  ●  

高精度的
输出

   ●  高速打印  ●  

   ● 稳定不间断打印  ●

   ●  便捷的使用 ●  

◆ 一站式操作

◆ 介质张力自动调整系统

4 步 VS 10 步

控制面板

电源接口
PC 接口

墨仓系统

废墨瓶

自动收纸器

   ●  完整的解决方案  ● 

高精度的
机械系统

微压电

TFP打印头

“活的
色彩 DS”

热转印墨水

报警信号灯

打印工作
结束

◆ 打印加热系统

◆ 爱普生 PrecisionCoreTM　TFP 微压电喷头

爱普生 PrecisionCoreTM TFP 微压电喷头

报告编号：BA130018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