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仓式打印机/一体机

墨仓式打印机

我选
买打印机

海量打印
2

原厂保修
3

含打印头保修服务。

1

32 1分5是指单页打印成本，是由耗材建议零售价以及使用ISO/IEC FCD 24712样张测试得出的标称页数计算所得，使用环境不同打印成本存在差异。

随机四色墨水（70ml/瓶），使用ISO/IEC FCD 24712样张测试，所标称页数为近似值。

墨仓式一体机

*1 *1

我选



4 使用eMemo2_BK_A4 _20060127，

eMemo2_Color_A4 _20060127样张测试。

5 依据ISO/IEC 24734显示的，

基于默认单面模式的Office Category Test的

ESAT平均值测定。

6 使用ISO/IEC FCD 24712样张测试，

所标称页数为近似值。

复印功能
黑色文本（A4）
彩色文本（A4）
最多复印份数
扫描功能
扫描仪类型
扫描仪感光部件
光学分辨率
最大物理分辨率
最大扫描区域
色彩深度

扫描速度

随机捆绑软件

耗电量

噪音水平

尺寸

重量

 
约5秒/页（快速复印模式）
约10秒/页（快速复印模式） 
20页
 
平板彩色图像扫描仪
CIS
600 dpi
600x1200 dpi
216 x 297 mm（8.5x11.7英寸）
彩色  输入48位/ 输出24位
灰度  输入16位/ 输出8位
黑白  输入16位/ 输出1位
黑白  A4  300dpi  2.4毫秒/线
彩色  A4  300dpi  9.5毫秒/线
黑白  A4  600dpi  7.2毫秒/线
彩色  A4  600dpi  14.3毫秒/线
 
Epson Event Manager,Easy Photo Print
用户指南,打印机驱动程序,扫描仪驱动程序
 
独立复印模式    大约13W （ISO/IEC 24712）
待机模式           大约3.5W
睡眠模式           大约1.5W
关机模式           大约0.3W
 
 连接计算机打印，普通纸默认设置（依照ISO7779）
 LwAd :     B(A)               5.8B(A)
 LpAm :  dB(A)               44dB(A)
 
 472 X 300 X 145毫米（自动进纸器关闭时）
 472 X 528 X 279毫米（自动进纸器打开时）
 
 4.4kg（不包括墨水/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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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Photo Print
 用户指南,打印机驱动程序

 打印模式           大约10W （ISO/IEC 24712）
 待机模式           大约2.2W
 睡眠模式           大约1.2W
 关机模式           大约0.3W

 连接计算机打印，普通纸默认设置（依照ISO7779）
 LwAd :     B(A)               5.9B(A)
 LpAm :  dB(A)               46dB(A)

 472 X 222 X 130毫米（自动进纸器关闭时）
 472 X 499 X 284毫米（自动进纸器打开时）

2.7kg（不包括墨水/电源线）

EIP120905BD

打印机类型
打印方式 按需喷墨（微压电打印技术）
喷嘴数量配置 黑色180个，其它颜色各59个（青色、洋红色、黄色）
打印方向 双向逻辑查找
打印功能
最大分辨率 5760 x 1440 dpi （带有智能墨滴变换技术）
最小墨滴 3微微升
文本打印速度 黑色文本(A4)    约32 ppm*4 （经济模式）                 彩色文本(A4)    约15 ppm*4 （经济模式）
ISO打印速度                             黑色                  约8.8 ipm*5 （普通模式）                 彩色                  约4.3 ipm*5 （普通模式）
照片打印速度 6寸彩色照片（4 x 6英寸）    约27秒/页（有边距，经济模式）
 6寸彩色照片（4 x 6英寸）    约69秒/页（有边距，普通模式）
双面打印 手动双面打印
逐份打印 支持
打印纸处理
纸张进纸方式 摩擦进纸
进纸盒容量                                100页，A4普通纸（75g/m2）
出纸器容量 30页， A4普通纸（75g/m2）
支持最大纸张尺寸 8.5 x 44英寸
打印边距 3mm 页顶、页底、左边、右边
墨水容量
大容量墨水补充装 每瓶容量70ml
 T6721（黑色）                                          可打印约4000页*6        
 T6722/T6723/T6724（青色、洋红色、黄色）    平均可打印约6500页*6   
电气规格*7 
额定电压 AC 220-240V
额定频率 50~60 Hz
打印机接口
 USB接口（兼容USB2.0）
驱动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XP/XP Professional x64 Edition/Vista/7 或更高版本
 Mac OS X 10.5.8, 10.6.x, 10.7.x或更高版本
在线支持
 支持

本宣传页中的数据，来源于爱普生实验室数据，因使用环境和设置的不同，与实际使用数据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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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

*

*

7* 目前在市场上销售的爱普生产品的额定电压有

AC 100-240V 和 AC 220-240V 两种规格，其

中 AC 220-240V 规格的产品是爱普生新

采用的电气规格标准，两种电气规格标准

的产品均通过国家 3C 安全认证，请消费

者放心使用。识别方法：请参见产品销售

包装箱侧面和产品机身后部标贴中的电气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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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