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速打印, 越用越省
Epson ME OFFICE 70 桌面型商务打印机

助您轻松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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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速经济模式下的A4黑白文档

*2   快速经济模式下的A4彩色文档

*4  使用 ISO/IEC 24712样张测试,所标称
页数为近似值。

*3 若使用USB接口，您的电脑必须符合

PC98标准并预装Windows98/2000/Me

操 作 系 统 ， 若 您 的 电 脑 是 经 由

Windows95升级至Windows98，则无法连

接USB接口打印。若您使用不合标准的

USB电缆或两个以上网络基线器，将可

能出现打印错误。关于使用USB接口的

详细要求，请查询您的电脑所附资料。

Epson ME OFFICE 70 产品规格
打印方式 按需喷墨(微压电打印技术)

喷嘴数量配置 黑色360个，59个×3色(青色、洋红色、黄色)

打印方向 双向逻辑查找

最大分辨率 优化5760x1440 dpi (带有智能墨滴变换技术)

最小墨滴 3微微升

打印速度 黑色文本(A4) 约38 ppm (经济模式) *1 彩色文本 (A4) 约20 ppm (经济模式) *2

 黑色文本(A4) 约27 ppm (文本模式) *1

 照片(10x15厘米/4x6英寸)* 约35秒 (经济模式/有边距)

  约49秒 (经济模式/无边距)

  约91秒 (照片模式/无边距)

 * 在EPSON高质量光泽照片纸上打印

进纸器容量 120页，A4普通纸

打印边距 支持最大A4无边距打印

输入数据缓冲区 64KB

接口*3  高速USB2.0接口

噪音水平 5.3 B, 39 dB(A) (ISO7779样张在高质量光泽照片纸/最佳照片模式下打印)

电气规格 额定电压 AC 220-240V      

 额定频率 50~60 Hz

 耗电量 大约15W(独立打印，ISO10561 Letter Pattern, 普通纸/文本模式)

  大约2.0W  (睡眠模式)，符合能源之星级别

驱动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XP/XP x64 /Vista/Vista x64 ,Mac OS X 10.2.8 or later 

捆绑软件 EPSON Creativity Suite, EPSON File Manager, EPSON Easy Photo Print, 

 EPSON Attach To Email, EPSON Web-To-Page(仅对于Windows)，

 Camera RAW Plug-In，在线注册

尺寸 435(W) x 250(D) x 161(H)mm  (单页进纸器、出纸器关闭)

 435(W) x 512(D) x 302(H)mm  (单页进纸器、出纸器打开)

重量 3.8kg (不包括墨盒/电源线) 

墨水容量 T1191 (大容量黑色，2支) 大约740页 *4

 T1091 (黑色，2支) 大约485页 *4

 T1092 (青色) 大约615页 *4

 T1093 (洋红) 大约410页 *4

 T1094 (黄色) 大约650页 *4

 彩色墨盒平均打印量 大约535页 *4

耗材超省    相对前代产品，办公打印成本直降45％*

速度飙升    高清晰文本模式下，黑色文本打印27页/分钟，
 经济模式更高达38页/分钟

品质震撼 采用DURABrite Ultra颜料墨水, 全色防水, 更可实现 
 印刷级打印品质

喷 墨 打 印 机

喷 墨 打 印 机

* 测试条件根据ISO/IEC 24711 & 24712 标准样张得出CMYK综合成本与前一代产品比较结果。
EIS080906DZ

www.eps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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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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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编码: 100005
详 情 登 陆: www.epson.com.cn
服务导购热线: 400-810-9977
北京爱普生印像馆: 010-82696006     广州爱普生印像馆: 020-87511200
查询爱普生4S中心: www.epson.com.cn/4s

Epson ME OFFICE高速商务喷墨打印机系列

*

*



喷 墨 打 印 机

艰苦创业,每一分钱都至关重要,节省办公成本是企业未来发展

的基石。

当您拥有1台 Epson ME OFFICE 70 就相当于拥有了1台黑白

激光机+1台彩色喷墨打印机。

在爱普生不断致力于降低打印成本的宗旨下，Epson ME OFFICE 70 

更是为您量身打造的超经济打印方案。

Epson ME OFFICE 70
为创业者公司量身打造的超经济打印方案 ME OFFICE 70 打印时的功率只有15W，大约是普通激光机

打印功率的二十分之一。

无污染，更环保
ME OFFICE系列商务喷墨机无粉尘和臭氧排放，没有污染，

这样既可以保护环境，又不会伤害人体健康。

低功率，无污染，省电更健康

ME OFFICE 70提供了简洁的驱动程序，和丰富实用的捆绑软件。

丰富实用的软件，操作得心应手

ME OFFICE 70 的驱动在色彩控制上引入了专业照片打印的

调整技术，您可以随意的调整您想打印的色调，并即时预

览效果。

其它丰富的版式功能，通过 ME OFFICE 70 的驱动程序，您

还可以很方便的实现折叠小册子打印，海报打印，水印打印。

强大的驱动功能

你还需要为打印红头文件添置昂贵的彩色激光打印机吗？

ME OFFICE 70 凭借专业的色彩控制技术以及全色DURABrite 

Ultra颜料墨水，可实现标准的红头文件打印。一机多能，

全力帮你节省办公成本。

全面支持红头文件打印

　实用的Epson Web-to-Page
看到喜欢的网络文章，搜索到有用的资料怎么打印出来？

Epson Web-to-Page帮您轻松打印网页，既能保障完整打

印出内容，又能提供美观整洁的版式。

大容量墨盒打印超省 激光机速度

环保节能
工作功耗仅15W

全色DURABrite Ultra颜料墨水 
防水耐光不洇染

爱普生此次推出墨盒超省的 ME OFFICE 系列,每支黑墨仅需

49元，每支彩墨仅需55元，相比前代产品打印成本直降45%,

ME OFFICE 70 更提供大容量墨盒供用户选择，降低更换频率。

墨盒量大价更廉，打印超省钱

100年不褪色

众所周知，光照和臭氧是造成褪色的主要原因。使用爱普生

DURABrite Ultra 颜料墨水打印，耐光120年*1，抗臭氧100

年*2。您的重要文件可以保存极久，随时翻阅。

*1测试条件是在爱普生重磅粗面纸上测试得出。　　

*2测试条件是在爱普生光泽照片纸上测试得出。

潮湿环境也不怕
基于爱普生 DURABrite Ultra 颜料墨水防水耐光的特性，可

最大程度满足用户使用环境的需求，即使在空气潮湿的沿海

城市，或者阴雨连绵的季节，也不用担心纸张因受潮而无法

打印，爱普生可帮您实现完美打印。

双面打印也精彩
以往的普通墨水,因为洇染而大大影响双面打印的效果,爱普

生 DURABrite Ultra 颜料墨水不洇染的特性保证不会影响到

背面的打印效果,使得普通纸正反面都可以精彩呈现。

防水耐光颜料墨，让普通纸上

呈现印刷级打印效果

印刷级打印品质

Epson ME OFFICE 系列商务喷墨机为用户提供了经济科学

的四色分体墨盒，当您用完了某一种颜色，只需要更换

相应颜色的墨盒。这种分体式墨盒的设计，既帮您节省了

不必要的浪费，也帮您更有效的使用您的打印机。

四色分体墨盒，用完哪色换哪色

让ME OFFICE 70 带给您这种惊喜的“超速”体验。它在高

清晰度的文本模式下，黑色文本打印速度高达每分钟27页，

全面超越同价位的黑白激光机, 助您大幅提升办公效率！

是否想象过喷墨打印机的速度会超过同等价位
的激光打印机？

超越千元级激光机的打印速度

爱普生专业介质搭配爱普生正品墨水，缔造更加优质的
打印效果。

可选大容量墨盒，
建议大印量用户使用

四色分体墨盒
打完一色换一色

防水、耐光、不洇染
ME OFFICE系列喷墨机所用的四种颜色全部使用了DURABrite

Ultra颜料墨水，每个颜料颗粒都包裹在树脂中，再配合爱普

生微压电打印技术，可以轻松在普通纸上实现印刷级效果，

为您在客户面前争取最佳商务形象。

请认准用于此产品的爱普生原装正品墨盒。
使用非爱普生原装正品墨盒可能会造成打印机损坏和故障并影响你的保修。

爱普生DURABrite Ultra
颜料墨水

爱普生普通墨水 爱普生DURABrite Ultra
颜料墨水

爱普生普通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