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速专业型/网络型A3黑白激光打印机

一年免费上门保修服务

每分钟25页（A4）高速打印

强大的网络功能

双面打印扩展功能

75000页/月高负荷打印量

A3 25ppm 1200dpi 16MB内存



Epson EPL-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已被广泛应用于报表、

图表打印、CAD制图、桌面出版、广告设计及日常办公文档

打印，适用于企业、制造业、金融业、政府、电信、科研教育

等机构。

Epson EPL-N2500系列A3幅面黑白激光打印机，以满足企

业级用户对高速度、高品质、高可靠性、高扩充性的应用需求

为标准，专为大中型办公用户及各行业用户度身设计，提供

完美高效的A3幅面打印解决方案，助力用户在不同商业环

境中提升办公效能，尽揽商务先机。

效能解决方案
       企业睿智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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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科技动力  高速优质打印

优化的1200dpi级高品质打印

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采用爱普生独有的MicroGray 1200灰度调整

技术及RiTech分辨率增强技术，可以1200dpi RIT高分辨率输出，使得

文字和图像的打印效果更加生动细腻，即使小字号字符也能确保黑白

分明，清晰可见。

业界领先的每分钟25页锋速打印

凭借高速的打印引擎及16MB标配内存，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实现了每分钟25页(A4幅面)和每分钟15页

（A3幅面）的打印速度，大幅提升了企业用户的办公效率。

节省等候时间的快速熔断技术

普通黑白激光打印机平均约需要20秒的热启动时间，而采用快速熔断技术（Quick fuser技术）的N2500系

列激光打印机，则可令加热辊表面温度迅速升高，在8.2秒内完成首页输出，从而有效节省用户等待时间。

广泛的纸张适用性

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的纸张适用性强，可以打印A3、A4、A5
等多种尺寸纸张，更可打印216g/m2

的厚纸，全面满足各种打印

需求。

超强纸张处理能力

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具有超强的纸张处理能力，全面提升办公效

率。您可以选择多种进纸盒增容方案，最高可扩充两个550页大容

量纸盒，轻松达到1500页的最大进纸能力。配合250页出纸能力，

全面满足您的海量打印需求，拥有更高的工作效率。

选配双面打印单元

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可选配自动双面打印单元，实现真正的双面

打印功能，节约50%的打印纸张，避免不必要的纸张浪费。

超强纸张处理  更多个性选择

超强纸张处理

选配双面打印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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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多种接口打印

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配置USB、IEEE-
1284并口、Type-B多种接口，满足用户对

不同电脑配置的需求，让N2500系列激光

打印机轻松融入各种办公环境。

支持网络环境

可选配网卡的EPL-N2500及标配网卡的

EPL-N2500N，完全适用网络环境，在以

网络打印平台提升办公效率的同时，更便

于管理。

支持多种打印语言

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支持PCL5e、HP 
GL/2 、ESC/Page、ESC/P2等多种打印语

言，复杂图像和文字处理效果更加优秀，

满足用户个性化打印需求。

便捷连接设计  适用各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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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口

Type-B接口

USB 1.1接口

最高可扩展至144MB内存

选配双面打印单元

选配两个550页纸盒

150页多用途进纸器

250页标准纸盒

网卡、USB接口、并口



全面节省成本  节能更有保障

节省50%碳粉消耗

通过选择打印选项中的省碳粉模式，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

将实现更好的经济运行，碳粉消耗量减少50%，有效节省耗

材成本的投入。

节省纸张成本与打印时间

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的“4页合一”打印功能允许用户将

原来的4页文本缩小打印在一页上，单此一项就可为用户节

省75%的打印成本和打印时间！

荣获节能认证

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获得中标认证中心的节能认证，在节

能状态下，最低能耗在8W以下，真正实现低能耗打印、低

成本办公。

耗材大（用量）客户优惠政策

凡购买爱普生指定型号激光打印机原装耗材累计金额可达到4万元/年的用户，即可申请成为爱普生

耗材大客户。耗材大客户在享受高品质耗材的同时，还可定期获得免费耗材或优墨积分赠送，最

高额度可达采购金额的15%；爱普生还提供免费上门送货，上门回收废旧耗材等服务。

您可在爱普生激光打印机设备提供商处进行申请，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拨打爱普生免费服务热

线800-810-9977转6，或登陆http://www.epson.com.cn/pup查询。

优墨积分  精彩大礼

优墨积分活动是爱普生公司为回报使用正品耗材的用户而举办的活动。现在，购买N2500系列激光

打印机的正品耗材，即可参加爱普生优墨积分活动，按照规则获得相应的积分，并兑换各种精美

礼品。具体规则请登陆http://www.epson.com.cn/jf查询。

耗材回收  环保有礼

您在享受激光打印机带来的种种便利时，也产生了大量废旧空碳粉盒，如不及时回收处理，将

会对环境造成极大危害。现在，您只需拨打爱普生免费服务热线800-810-9977转6，便有专人免

费上门回收。同时，每个爱普生激光打印机的废旧耗材，还可以为您换取一张300分的优墨积分

卡，上网注册后获取额外的优墨积分。目前，爱普生激光打印机耗材回收换积分活动已在全国

31个城市展开，详情请致电800-810-9977转6。

4

节能认证证书

Epson EPL-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具备合理的整体拥有成本，可为用户

大大节省各种资源。



科技以人为本  更多便捷设计

方便操作的液晶控制面板

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的控制面板上配有液晶显示屏，打印

机状态一目了然，而且用户可以直接在打印机上进行参数设

置和操作控制，直观又便捷。

Status monitor状态监视器

通过Status monitor状态监视器，让您随时都可以了解到

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的耗材信息、打印状态，轻松实现打

印任务管理功能。

智能化网络管理软件

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可以实现强大的网络功能，为大中型

工作组的快捷高效输出提供了便利。同时，应用EpsonNet 

WebManager和EpsonNet WebAssist等网络管理软件，使

网络管理员能更加方便的管理网络打印，如寻找、安装、监

视、排除错误等，实现更有效的网络资源管理。

伸缩自如的纸盒设计

当只有A4幅面纸张打印需求时，可将A3纸盒推合至A4纸盒，

既节省办公空间，还方便搬运。

标配USB接口

USB接口支持热插拨，即插即用，操作更加科学简单。

耗材更换轻松简单

鼓粉合一的耗材，置顶式的合理设计，使得耗材更换和维护

都非常简单。

爱普生喷墨打印机

爱普生针式
打印机

Ethernet I/F
网卡

Ethernet
10/100 Base TX,
网卡

Ethernet I/F
网卡

EPL-N2500N

Windows® NT™

DLC, TCP/IP

爱普生
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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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控制面板

TCP/IP, NetBEUI

爱普生
扫描仪

LAN Server

耗材更换简单

A3、A4纸张都有
打印需求时

只有A3纸张打印需求时

只有A4纸张打印需求时

网络应用示意图

使用Status monitor
状态监视器界面对话框，监视打印机状态

并获取有关耗材的信息



高负荷有保证  运行安全可靠

高效专业的服务
      一年免费上门保修

75000页/月  高负荷打印

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及科学的结构设计，令N2500系列轻松实现高达75,000页/月的

高负荷打印，通常情况下可在良好状态下工作5年，确保600,000页高品质打印，充

分满足大中型网络工作组的海量打印需求。

高运行可靠性

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在可靠性方面久负盛誉，在确保高负荷高品质打印的同时，

更有效降低了机器故障率，从而相应减少了运行维修成本，令企业拥有真正高品质

的效能打印平台。

爱普生以“Service No.1”（服务第一）为目标，旨在提供全面满足用户需求的服

务，追求更高的用户满意度。在刚刚结束的中国IT服务用户满意度调查中，爱普生

荣获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所颁发的打印机服务用户满意金奖。

凡购买Epson EPL-N2500系列激光打印机的用户均可享受一年免费上门保修服务。

用户亦可以购买“心加心服务”将保修期限延长或定制更多的保养服务项目，咨询

购买热线：800-810-9977，接通后按“3”再按“8”。

爱普生激光打印机免费报修电话：800-810-9977，接通后按“3”再按“4”。

加入爱普生网上用户俱乐部，享受更多精彩服务 http://myepson.epson.com.cn。

详情敬请登陆爱普生网站 http://www.epson.com.cn 进行查询，或拨打热线电话

800-810-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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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EPSON 为 SEIKO EPSON 公司注册商标。

其他所有产品名称和其他公司名称在此仅作标示之用，是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爱普生对这些商标不拥有任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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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内容最终解释权归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所有。

注: *1. 打印速度是按照国际惯用的测试标准测算到的。             

 *2. 随机成像单元寿命为6000页，耗材寿命是在使用A4幅面、5%覆盖率，连续打 

    印的情况下测算的。

 *3. Epson EPL-N2500N增加了网卡作为标准配置，其他参数与Epson EPL-N2500 

    相同。

噪音
通电等待 低于33 dB(A)

工作时 低于53 dB(A)

可靠性
使用寿命 5年或600,000页

最大月打印量 75,000页/月

环境条件(工作时) 
温度 5 - 35℃

湿度 15 - 85%RH

电源要求
电压/频率 AC220V/240V±10%；50/60Hz±3Hz

 最大功率 少于950W(220V)

 操作状态 少于584Wh(220V)

 等待状态 少于110Wh(220V)

 节能状态 少于8Wh(220V)

尺寸及重量
长×宽×高 395(纸盒抽出后为605)×513×324mm

重量 21.7 kg(含初始随机耗材)打印机驱动程序/工具打印机
驱动程序/工具软件
打印机驱动程序 Microsoft

®  

   
Windows

®  

   
95/98/Me/2000/XP

 Microsoft
®  

   
Windows

®  

   
NT

®  

   
4.0

状态监视器 Epson Status Monitor 3

打印机控制语言 PCL5e仿真（LJ4模式），HP-GL/2仿真（GL2模式），   

                                     ESC/Page打印机语言 ， ESC/P2 24针打印机仿真 (ESC/P2模式) ， 

                                     ESC/P9针打印机仿真（FX模式），IBM Proprinter模式（I239X模式）

耗材

成像单元 寿命6,000页*2 S051090

选件

550页大容量纸盒  C802002

双面打印单元  C813982

Ethernet 10/100 Base Tx网卡 C824343

(EPL-N2500N 标配网卡*3 )

爱普生专用内存条16MB EP0116MB
爱普生专用内存条32MB EP0132MB
爱普生专用内存条64MB EP0164MB
爱普生专用内存条128MB  EP01128MB

心加心服务 超值维修一年(保内购买) HOLHE051
心加心服务 超值维修二年(保内购买) HOLHE052

服务

 1年免费上门保修

打印机类型
打印方式 激光扫描和电子显影方式

分辨率 1200dpi RIT(在使用分辨率增强技术RiTech和灰度调整  

 技术MicroGray 1200时，可得到1200dpi级的打印精度)

打印速度 25页/分钟*1  (A4)，15页/分钟 *1 

   
(A3)

字体
PCL

®
 模式 80种可缩放字体+7种点阵字体

ESC/P2模式 8种可缩放字体+2种点阵字体

FX模式 8种可缩放字体+2种点阵字体

IBM
®
 模式 8种可缩放字体+1种点阵字体

纸张规格 
标准纸盒 容量 250页

 纸张尺寸 A3、A4、A5、B4、B5、letter、legal

 纸张类型 标准纸、普通纸 

多用途进纸器 容量 150页

  纸张尺寸 universal、A3、 A4、A5、B4、B5、

  F4、letter、half-letter、legal、executive、

  G-letter、G-legal、Monarch、Com-10、

  DL、C5、C6

 纸张类型 标准纸、普通纸、标签、透明胶片、厚纸

550页大容量纸盒 容量 550页
(选件)

 纸张尺寸 A3、A4、A5、B4、B5、letter、legal

 纸张类型 标准纸、普通纸

打印纸重量 普通纸 60-90g/m
2

 厚纸 90-216g/m
2

手动进纸 宽：76.2mm - 304.8mm
纸张尺寸

 长：98.4mm - 508mm

出纸方式/出纸容量 页面向下/最大250页

接口
标准接口 IEEE 1284接口(轻咬方式和ECP方式)

 USB 1.1接口

可选接口 1个Type B网络接口(支持level 3)

内存
 16MB(可采用爱普生专用内存最高扩展至144MB)

首页输出时间
从多用途进纸器 少于8.2秒(A4)

从标准纸盒 少于8.6秒(A4)

EB-S-060303-A-Z

513mm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http://www.epson.com.cn

客户服务热线：800-810-9977(免费)，010-82012626，E-mail:Service@ecc.epson.com.hk 

爱普生用户俱乐部：http://myepson.epson.com.cn

敬请光临以下爱普生展厅，感受“打印专家”带给您的全新产品和应用方案：

北京爱普生印像馆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3号鼎好电子大厦首层N1866 电话：010-82696006  82696010 

上海爱普生印像馆　　　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1111号美罗城百脑汇128 号 电话：021-64273707

成都爱普生印像馆　　　地址：成都市磨子桥新南路118号百脑汇电脑城首层 电话：028-85484277  85484177  
沈阳爱普生印像馆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90甲5号百脑汇资讯广场一层C15号 电话：024-83992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