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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连接 USB 2.0 高速端口

10M/100M 以太网接口

PictBridge
无线连接 Wi-Fi (IEEE802.11 b/g/n)

打印接口

打印方式 按需喷墨微压电打印头

喷嘴配置 共 1440 个

打印方向 单向打印 , 双向打印

最高打印分辨率 5760×1440 dpi ( 智能变换墨滴技术 )

墨水系统 8 色爱普生 “ 世纪虹彩亮光 2 代 ” 颜料墨水系统

( 照片黑 , 粗面黑 , 青 , 洋红 , 黄 , 红 , 橙，亮光 )
墨盒编号 C13T159180（照片黑）

C13T159280（青）

C13T159380（洋红）

C13T159480（黄）

C13T159780（红）

C13T159880（粗面黑）

C13T159980（橙）

C13T159080（亮光）

最小墨滴 1.5 微微升

进纸方式 自动进纸器

后美术纸进纸器

前厚纸进纸器

卷纸支架为选件

进纸器容量 普通纸 120 页

纸张尺寸

A4 黑白文本 *1      （普通纸 /360×360dpi） 约每分钟 13 页

A4 彩色文本 *2      （普通纸 /360×360dpi） 约每分钟 13 页

A4 彩色照片 *3      （光泽纸 /1440×720dpi） 约 61 秒

A3+ 彩色照片 *4（光泽纸 /1440×720dpi） 约 103 秒

无边距打印 支持

CD/DVD 盘面打印 支持

纸张厚度 自动进纸器 0.08-0.3 mm
后美术纸进纸器 0.3-0.5 mm
前厚纸进纸器 1.3 mm

打印宽度 单页纸：89mm(3.5 英寸 )- 329mm(13 英寸 )
卷纸：210-329mm,2 英寸内径

基本规格

打印速度

墨水系统

纸张处理

A3+/SuperA3/B, A3, 12 x 12 in, US-B, B4, Legal 
8 1/2 x 14 in, Letter 8 1/2 x 11 in, A4, B5, A5, 
Half letter, A6, 11 x 14 in, 20 x 25 cm (8 x 10 in), 
11 x 17 in, 13x18cm(5x7in), 10x15cm(4x6in), 
16:9 wide size, 9 x 13 cm (3.5 x 5 in)

夺目色彩  放飞梦想 
爱普生“世纪虹彩亮光2代”墨水高质打印

5760dpi高分辨率，1.5微微升超精细墨滴  

  大容量墨盒提高打印效率

支持PictBridge技术和光盘盘面打印     

方便时尚的WIFI无线连接

卷纸支架为选件

温度 10-35°C （运行时）

重量 约 12.3 公斤 ( 不包含墨盒 )

噪音 4.8 B(A)

打印机驱动 WindowsXP/Vista /8/7 (32/64bit)/MacOSX10.4.11 
或更高版本

附赠软件 Epson Web Support
Epson Easy Photo Print
Epson Print CD
EpsonNet Setup
EpsonNet Print（只支持 Windows）
CD Installer

耗电 打印时 : 21W
待机时 : 3.7W
休眠时 : 0.4W

外观尺寸 储存时 : 622mm ( 长 ) x 324mm ( 宽 ) x 219mm ( 高 )
打印时 : 616mm ( 长 ) x 797mm ( 宽 ) x 418mm ( 高 )

湿度 20-80%RH （运行时）

256K
内存

ESC/P raster
控制编码

运行环境

一般规格

CD-ROM 包含的打印软件

*1 A4 黑白文档

*2 A4 彩色文档

*3 A4 彩色照片

*4 A3+ 彩色照片

*3*2*1

*4

ELS140605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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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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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夺目的高品质

难以置信的高效率

内置无线和以太网接口

微压电打印头

墨水密度优化

借助于大容量墨盒，Epson Stylus® 

Photo R2000s是频繁大量打印任务

的理想选择。其墨盒墨量是爱普

生以前型号的大约1.5倍，从而使

你节省更多时间。

与多种介质兼容的特点极大地提高了创造

力。最大可打印A3+幅面的光泽纸、粗面

纸、美术纸和厚纸*打印，或利用卷纸制作壮

丽的全景照片和横幅。此外还可以支持CD和

DVD的盘面打印。

*卷纸 CD和DVD盘面 美术纸

* 厚达1.3 mm 

对无线网络的兼容使你能够在家庭任何地方进行打印，并与多台计算

机共享，无需多余电缆。无线存取还扩展至下一代PED，如 iPad和

iPhone。Epson Stylus® Photo R2000s还配备了以太网接口，以便于连接

至有线LAN，并支持USB 2.0和PictBridge。

爱普生独有的微压电打印头可精准喷射

墨滴，绝无雾状和星状图案。这款先进

打印头针对爱普生“世纪虹彩亮光2代”

颜料墨水进行优化，利用了爱普生的智

能墨滴变换技术，可产生小至1.5微微升

的墨滴*，且打印时间更短。此外，防沾

墨涂层减少了维护，同时增加了可靠性。

* 当在5760 x 1440 dpi下打印时

8色高密度颜料墨水组包括红色和橙色以及增强高密度亮光墨。你将看

到容光焕发肤色的差异、宽色域以及令人眩目的光彩。照片黑和粗面

黑墨水的自动切换增加了便利性，保证了在光泽和粗面纸张上丰富的

深黑色打印效果。

为保证颜色稳定以及一致的打印质量，这款打印机的墨盒采用了墨水

密度优化的特殊设计。新型内置滑片制轻轻地搅动墨盒内的墨水，增

强了混合效果。操作在开关机时自动进行，或通过打印机驱动程序手 

动进行。

创造美丽的图像需要最佳墨水配置。Epson Stylus® Photo R2000s通
过先进的爱普生LUT（色彩对照表）技术实现了这一点，它将RGB或
CMYK颜色信息准确地进行转换，以根据要打印的图像进行适当的墨

水混合。这种技术还利用了打印机的宽色域以及超小墨滴，产生平滑

的色阶、卓越的色彩一致性以及最小的颗粒感。

改进后的进纸功能可精确地控制纸张移动，使得进出纸速度更快。能

够快速地进行高质量、高分辨率打印。

放飞您的梦想，Epson Stylus® Photo R2000s使其变得如此简单。爱普生凭借独特的技术和设

计，包括光彩夺目的8色墨水系统、各种介质的打印支持以及智能LUT技术，使您可以将摄影

作品完美的呈现。这是一款可以将高品味摄影师的摄影创意无限释放的打印机。

放飞梦想

爱普生“世纪虹彩亮光2代”颜料墨水

爱普生智能LUT技术

大容量墨盒

高速打印

支持多种介质

*卷纸支架为选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