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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方式                      按需喷墨 ( 微压电打印技术）

喷嘴数量配置               384 个（黑色）

                                    其它彩色各128 个（青色、洋红色、黄色）

打印方向                      双向逻辑查找

最大分辨率                   5760 x 1440dpi （带有智能墨滴变换技术）

最小墨滴                      2 微微升

双面打印                     自动 / 手动

打印

打印速度                      黑色文本  (A4) 约 34 页 / 分钟 ( 草稿模式 )*1 

                                    彩色文本  (A4) 约 34页 / 分钟 ( 草稿模式 )*2

                                    照片（10x15 厘米 /4x6 英寸）  约 72 秒 / 张 （无边距）

逐份打印                      支持 

接口

USB 接口                     高速 USB (兼容 USB2.0)

以太网接口                  100BASE-TX/10BASE-T

纸张处理

纸张进纸方式               摩擦进纸 

进纸器数量                   2 个

进纸器容量                   250 页，A4 普通纸（80g/m2）     

                                     20 页，高质量光泽照片纸                            

支持纸张尺寸               A3+, A3, A4, A5, A6, B4, B5, 10x15cm(4x6英寸),   

                                        13x18cm(5x7英寸), 9x13cm(3.5x5 英寸 ) 等

支持最大纸张尺寸        329mm x 1117.6mm(44 英寸)

打印边距                      支持无边距打印（依照驱动程序设置）

噪音水平                      36dB(A) 

电气规格

额定电压                      AC 100-240V

额定频率                      50~60 Hz

耗电量                         打印模式               大约 20W（ISO 24712 样张）

                                     待机模式               大约 4.5W

                                     睡眠模式               大约 2.8W

                                     关机模式               大约 0.4W

支持操作系统               Windows XP/XP Professional x64 Edition/Vista/

                                     7/Windows Server 2008 R2/2008/2003 

                                     Mac OS X 10.4.11, 10.5.x, 10.6.x

墨水容量                      T1431（超大容量黑色）   大约945页*3 

                                      T1432（大容量青色）/ T1433（大容量洋红）

                                     T1434（大容量黄色）

                                     彩色墨盒平均打印量          大约755页*3 

                                     T1411（黑色） 大约230页*3   

                                     T1412（青色）/ T1413（洋红）/ T1414（黄色）

                                     彩色墨盒平均打印量         大约470页*3 

尺寸                              558 x 414 x 264mm（自动进纸器/出纸器关闭时）

重量                              12.3kg(不包括墨盒/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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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89 号金宝大厦 7 层 
详 情 登 陆官方网站: www.epson.com.cn
服务导购热线: 400-810-9977

     

A3+彩色商务网络型打印机

1 eMemo_BK_A4黑白文档 2 eMemo_color_A4彩色文档

3  使用ISO/IEC 24712样张测试，所标页数为近似值。

A3+彩色商务网络型打印机 A3+彩色商务多功能复印一体机 A3+彩色商务全能复印一体机

A3+彩色商务打印机/复印一体机系列

WorkForce

◆ 网络共享   标配有线网络功能，支持工作组共享打印

◆ 黑彩同速   黑白、彩色打印同速约 34 页 / 分钟 （A4 幅面）

◆ 便捷高效   标配全内置自动双面打印单元 , 标配 2 个 250 页超大容量纸盒

◆ 成本无忧   T143 系列超大容量墨盒，单张成本更优

◆ 极致色彩   2 微微升精细墨滴智能控制 , 全色 DURABrite Ultra 防水耐光颜料墨水

WorkForce WorkForce WorkForce

A3+彩色商务网络型打印机WorkForce

一网打尽 高效办公 
A3+幅面/高速彩打/自动双面/标配网络/超大纸盒

以上数据部分来自爱普生实验室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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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mm

264mm



爱普生秉承高品质、省能耗的绿色办公理念，全新

推出满足商务办公工作组共享打印需求的

WorkForce WF-7018。支持最大A3+幅面多介质

多尺寸高速彩色打印，标配2个前置250页大容量

纸盒和自动双面打印功能。高效灵活，满足多元化

办公需求。

网聚高能效，畅打质无忧
◆ 自动双面

全内置自动双面打印单元，优化走纸通道搭配速干颜料墨水，双面

打印速度更快。双面打印能够节省 50% 的纸张使用，还能减少

50% 的文档厚度和重量，节省一半的文档存储空间。

◆ 大容量墨盒

标配 T143系列大容量墨盒，支持超大容量黑墨，每支可打印约

945 页，大容量彩墨，平均可打印约 755 页。同时还支持仅黑墨

临时打印模式，保证打印工作持续不间断，办公效率更高。

标配全色 DURABrite Ultra 防水速干颜料墨水，确保文件在普通纸上长久保持印刷级打印效果的

同时，耐光120年，抗臭氧100年。配合爱普生特有的微压电打印技术，精确控制墨滴大小至 2 微

微升，极致色彩，恒久品质。

荣获国家节能产品认证证书。低能耗小碳排，打印功耗约 20W，

睡眠模式下最低功耗仅约为 2.8W；有效降低粉尘及臭氧排放

等环境污染，绿色办公更健康。

◆ 四色分体

经济的四色分体墨盒设计，用完一色换一色，有效避免了传统

一体式墨盒因颜色使用不均而造成的浪费，有效降低打印成

本，更满足高强度工作需求。

爱普生DURABrite Ultra
颜料墨水

爱普生DURABrite Ultra
颜料墨水

爱普生普通墨水 爱普生普通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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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速度最高可达

34页每分钟约

支持A3+支持A3+

成本无忧成本无忧

便捷高效便捷高效

网聚高效网聚高效

极致色彩极致色彩

绿色节能绿色节能

支持最大 A3+幅面。满足商务用户在多种尺寸和介质上输出报

表、彩色图文及日常办公文件等的需求。

标配有线网络功能，可轻松灵活实现工作组及多人网络共享打

印，省却成本较高的PC 服务器，缔造便捷高效的办公。

黑彩同速黑彩同速

高速首页输出，实现黑白、彩色打印同速，A4 幅面打印速度达到

约 34页 / 分钟，高速高效满足您的更高要求。

◆超大纸盒

标配 2 个前置 250 页大容量纸盒。通过优化的内部空间设计，

以更小的机身尺寸提供更大的纸张装载容量。可负荷海量打印

工作，轻松实现批量高效输出。

四色分体墨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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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控制墨滴大小

WorkFor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