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pson ME OFFICE 多功能商务喷墨一体机系列 小 巧 省 美
Epson ME OFFICE 570W 桌面型无线商务复印一体机

● 省材低耗 标配大容量黑墨，低成本更高效。微压电打印技术，省
电低碳更环保

● 恒久品质 标配全色 DURABrite Ultra 颜料墨水，防水耐光百年品质

● 无线网络 支持无线打印、无线扫描、多人无线网络共享使用

● 小材大用 外形紧凑节省空间，比前一代产品* 缩小39%。复印、扫
描、打印多功能一体化

● 便捷全能 1.44英寸彩色LCD中文液晶屏，45度可调节面板一键操
作实现多页、缩放复印

Epson ME OFFICE 570W产品规格

390mm

300mm

145mm

570W

570W

打印方式 按需喷墨(微压电打印技术）

喷嘴数量配置 128个（黑色），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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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页/分钟 (经济模式) *1  彩色文本 (A4)约15页/分钟 (经济模式) *2 

 照片 （10x15厘米/4x6英寸）*  约35秒 (经济模式/有边距)

     约54秒 (经济模式/无边距)

     约124秒 (默认模式/无边距) 

 * 在EPSON高质量光泽照片纸上打印

显示屏                 1.44”TFT彩色LCD中文液晶屏

复印速度               黑色文本(A4)约33页/分钟 (经济模式) *1      彩色文本 (A4)约15页/分钟 (经济模式) *2

缩放复印功能           25-400%，自动尺寸适应

复印模式               标准复印模式/边距复印模式

独立复印最大拷贝数     99页

扫描类型               平板图像扫描   

扫描感光部件            CIS平板式

扫描分辨率             1200x2400 dpi        

扫描速度              黑白：2.4毫秒/线（A4 300dpi）、7.2毫秒/线（A4 600dpi）

 彩色：9.5毫秒/线（A4 300dpi）、14.3毫秒/线（A4 600dpi）

存储卡插槽            Memory Stick， SD/MMC，  xD-Picture card 

文件格式              JPEG (Exif ver 2.3) - DCF 1.0/2.0版本， DPOF Compliant兼容

进纸器容量            120页，A4普通纸（64克/平米）；100页，A4普通纸（75克/平米）

接口                  高速USB2.0，Wireless无线网络接口IEEE 802.11b/g/n

噪音水平              43B(A)  （依照ISO7779，在默认模式下使用普通纸打印）

电气规格              额定频率   50~60 Hz

 耗电量      独立复印模式   大约 15 W  （ISO 24712 样张）

  待机模式          大约 6.5 W

  睡眠模式          大约 3.0 W

                                  关机模式          大约 0.3 W

驱动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XP/XP Professional x64 Edition/Vista/7 Mac OS X 10.4.11，10.5x，10.6x 　 

捆绑软件              EPSON EventManager，EPSON Easy Photo Print，ABBYY FineReader Sprint(仅用于Windows)，

 在线注册

尺寸                  390 x 300 x 145 mm（自动进纸器/出纸拖板关闭时）

 390 x 528 x 279 mm（自动进纸器/出纸拖板打开时）

重量                  4.1kg (不包括墨盒/电源线)

墨水容量 T1421（大容量黑色）      大约415页 *3            

 T1411（黑色）                大约255页 *3

 T1412（青色）                大约625页 *3

 T1413（洋红）                大约370页 *3

 T1414（黄色）                大约580页 *3

 彩色墨盒平均打印量 大约495页 *3

570W

620F
桌面型商务传真一体机 网络高速商务传真一体机桌面型无线商务复印一体机

570W
桌面型商务复印一体机

535
小型工作组级商务多功能一体机

900WD
小型工作组级商务传真一体机

960F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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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on ME OFFICE 570W 集桌面彩色复印机、专

业扫描仪、彩色喷墨打印机功能于一身，并以其节省

空间的小巧外型、无线网络的便捷高效、绿色环保的超

低能耗、全色颜料墨水的优质性能受到SOHO 和小型

办公用户的青睐，为现代商务提供了便捷智能的办公

打印解决方案。

Epson ME OFFICE 570W
桌面型无线商务复印一体机

570W

Epson ME OFFICE 570W采用四色分体墨

盒，打完一色换一色，有效避免传统一体式墨

盒，因打印使用颜色不均而造成的浪费；标

配T142大容量黑色墨盒，T141系列全色

DURABrite Ultra颜料墨水，省钱品质优。

打印功耗仅15W,为普通激光打印机 *的
1／25，睡眠模式仅3W。低耗能小碳排，

绿色办公更健康。

Epson ME OFFICE 570W四色均采

用DURABrite Ultra 颜 料 墨 水，耐 光120
年，抗臭氧100年，防水、不洇染，普通纸上

长久保持印刷级打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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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材大用

美 恒久品质

Epson ME OFFICE 570W采用全新主板和电源模组设计，控制面板前置，有效缩小机身体积，相比前一代产

品  体积缩小39%；同时集桌面彩色复印机、专业扫描仪、彩色喷墨打印机功能于一身，令有限空间无限高效。

三大功能于一身

彩色复印 彩色扫描

彩色打印

15W
打印功耗

省39％

四色分体墨盒

*

前一代产品指ME OFFICE 560W便携型商务复印一体机*

省材低耗省

巧 便捷全能

OCR高效识别系统提高文字录入效率

Epson ME OFFICE 570W采用

前置型1.44英寸彩色LCD中文液晶

屏，配合45度可调节角度操作面

板，操作便捷。 1-99页的多页复印

或25%-400%缩印扩印等一键即可

完成，自由随心。

支持SD等多种存储介质插卡打印，

还可实现自定义打印设置。配有多种

实用办公软件，专业OCR 软件高效

识别多国语言扫描文件，实现无纸化

高效电子办公。

1P-99P

25%-400%

支持

插卡打印

随机标配无线网络功能，网络共享打

印、无线打印、扫描轻松实现（无服务

器成本显著提升办公效率）。

支持 Epson iPrint 在 iPhone/iPad＊1、

Android＊2 系列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

通过 WIFI 进行文件照片等的移动打

印 / 扫描、云端存储无线自由＊3。
＊1：适用于 iOS4.0 以上版本

＊2：适用于 Ver2.1 以上版本

＊3：根据硬件及操作系统不同，支持功能会有不同

以上数据来自爱普生实验室测算。*

78大容量

415

专业OCR软件

OCR专业扫描

全中文液晶屏

中文

多页复印

全色DURABrite Ultra颜料墨水
防水耐光不洇染

缩放复印

四色分体墨盒
打完一色换一色

标配无线网络支持Epson iPrint

iPrint
iPhone iPad Andr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