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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180N/T5180N/T5180/T3480N/T5485/T5480M 产品规格

工作效率，再创新高：输出 A1 幅面文件，最快仅需 22 秒 *
支持大容量墨盒及卷质介质，节省耗材频繁更换的时间

安装简易，造型小巧：可轻松放置于各种空间紧凑的应用场景

功能创新，拓展应用：支持“一键转蓝”、“蓝图红章”功能，高效蓝图输出

品质领先，经久保存：使用爱普生“活的色彩 XD2”颜料墨水，耐水耐光性优秀

Epson SureColor T系列大幅面彩色喷墨打印机

更精巧  更专业  更高效

 产品型号 SC-T3180N SC-T5180N/T5180 SC-T3480N SC-T5485 SC-T5480M

产品规格

产品图

最大打印幅宽 24 英寸 /610mm（A1+） 36 英寸 /914mm（A0+） 24 英寸 /610mm(A1+) 36 英寸 /914mm(A0+) 36 英寸 /914mm（A0+）
支架 不含 T5180N 不含；T5180 标配 不含 标配 标配

打印方式 爱普生 PrecisionCoreTM Micro TFP 微压电喷头（智能墨滴变换技术）
喷嘴数量 800 个喷嘴 / 色 （x4 色）
操作方式 4.3 英寸彩色触摸屏

最大打印分辨率 2400 x 1200 dpi
最小墨滴尺寸 4.0pl
打印速度 *1 34s/A1 线条图 31s/A1 线条图 25s/A1 线条图 22s/A1 线条图 22s/A1 线条图

墨水 爱普生“活的色彩 XD2”颜料墨水（青，洋红，黄，粗面黑）
墨盒容量 彩色：26ml/50ml；黑色：50ml/80ml 110ml/350ml
走纸方式 摩擦走纸
卷纸 宽 329mm~620mm 宽 329mm~914mm 宽 254mm~620mm 宽 254mm~914mm 宽 254mm~914mm

纸轴内径 2 英寸 2 英寸 2 英寸 /3 英寸 2 英寸 /3 英寸 2 英寸 /3 英寸
纸轴最大外径 110mm 110mm 170mm 170mm 170mm

单页纸 宽 210mm~610mm 宽 210mm~914mm 宽 210mm~610mm 宽 210mm~914mm 宽 210mm~914mm
单页进纸器 有（A3） 有（A3） — — —
纸厚度 卷纸：0.05mm~0.21mm；单页纸：0.12mm~0.27mm 0.3mm 以下 0.3mm 以下 0.3mm 以下
接口 Super-Speed USB3.0 接口，100Base-TX/1000Base-T 以太网接口，Air Print 无线打印

控制代码 ESC/P raster, HP-GL/2, HP RTL
内存 1GB

环境条件 温度：运行 10℃~35℃；储存 -20℃~40℃         湿度：运行 20%~80%；储存 5%~85%
  尺寸（mm）   
长 x 宽 x 高 970 x 982 x 230 T5180N:1268 x 811 x 230                         

T5180:1268 x 811x 913 1080 x 668 x 585 1385 x 750 x 1070 1385 x 750 x 1060

重量 27kg T5180N:33kg   T5180:46kg 49kg 76kg 88kg
电气规格 AC 100~240V  50/60Hz
功率 运行 / 待机 / 关机：约 28w/8w/0.2w 运行 / 待机 / 关机：约 38w/13w/0.25w
噪音 约 50dB（A）

打印机驱动 系统支持 Windows 10/8.1/8/7/Vista/XP; Mac OS X 10.6.8 或更高
扫描仪参数 34s/A1 线条图 31s/A1 线条图 31s/A1 线条图 25s/A1 线条图 22s/A1 线条图
最大扫描长度 — — — — 30.5 米

扫描速度 *2 — — — —
灰度：7.5 英寸 / 秒            
彩色：4.5 英寸 / 秒

复印速度 *3 — — — —
黑白：38 秒 /A1                 
彩色：44 秒 /A1

选件 34s/A1 线条图 31s/A1 线条图 31s/A1 线条图 25s/A1 线条图 22s/A1 线条图
支架（24 英寸） C12C933161 — — — —
支架（36 英寸） — C12C933101 — — —
卷纸轴（24英寸） C12C933221 — C12C933291 — —
卷纸轴（36英寸） — C12C933141 — C12C933311 C12C933311

墨水 34s/A1 线条图 31s/A1 线条图 31s/A1 线条图 25s/A1 线条图 22s/A1 线条图
粗面黑色 50ml:C13T40G180    80ml:C13T40H180 110ml:C13T41U580    350ml:C13T41K580
青色 26ml:C13T40G280    50ml:C13T40H280 110ml:C13T41U280    350ml:C13T41K280
洋红色 26ml:C13T40G380    50ml:C13T40H380 110ml:C13T41U380    350ml:C13T41K380
黄色 26ml:C13T40G480    50ml:C13T40H480 110ml:C13T41U480    350ml:C13T41K480
耗材 34s/A1 线条图 31s/A1 线条图 31s/A1 线条图 25s/A1 线条图 22s/A1 线条图
维护箱 C13S210057 C13S210057 C13T699700 C13T699700 C13T699700
切纸刀 C13S210056 C13S210056 C13S902006 C13S902006 C13S902007

无边距打印托垫
替换工具包

— — C13S400064 C13S400064 C13S400064

包装清单
打印机及驱动光盘，初始化
墨盒，电源线，用户指南，

维护箱

打印机及驱动光盘，初始化
墨盒，电源线，用户指南，

维护箱

打印机及驱动光盘，初始化
墨盒，电源线，用户指南，

维护箱

打印机及驱动光盘，支架，初
始化墨盒，电源线，用户指南，

维护箱

打印机及驱动光盘，支架，
初始化墨盒，电源线，用户

指南，维护箱
保修 一年免费上门服务，含打印头（具体以产品保修卡为准）

SureColor T3180N

SureColor T5180N SureColor T3480N

SureColor T5485

SureColor T5480M

*1 此速度基于线条图打印得出，具体打印速度可能因用户打印环境区别而不同。                                                                                                                   

*2 此速度是以 200dpi 扫描的条件下测得 , 因文件保存类型及扫描分辨率设置等的差异，实际数据与该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3 数据来源于爱普生大幅面实验室，此复印速度可能因文件内容及用户不同设置而异。

备注：* 本彩页中的数据，来源于爱普生实验室数据，与实际使用数据存在差异。彩页中技术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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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度高精度的输出

广泛的应用场景

爱普生全新推出T系列大幅面彩色喷墨打印机，通过24英寸及36英寸两

个尺寸共6个型号，为用户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生产及办公体验。本

系列大幅面打印机全部配置爱普生PrecisionCoreTM Micro TFP喷头及4

色颜料墨水，无论用户输出的是设计图、渲染图、地理信息图或办公文

档，都可以打印出精细的线条、鲜明的色彩以及清晰的细节。

Epson SureColor T系列大幅面彩色喷墨打印机
“一键转蓝”、“蓝图红章”——高效蓝图输出

爱普生自主品牌扫描仪——保证高扫描质量 RGB滤镜，荧光标记扫描更清晰

随着科技的进步，设计软件功能的强大，工程师都使用电脑进行图

纸绘制。那么，选择一台高精度、多功能的图纸打印设备对于工程

师尤为重要。Epson SureColor T 系列继承了爱普生高质量、高精

度打印的一贯品质，同时为满足行业实际使用需求，推出了“一键转

蓝”、“蓝图红章”功能，可以实现简单、便捷，高效的蓝图输出。

在打印质量中选择：CAD/ 线条图- 黑白= 蓝图

在打印质量中选择：CAD/ 线条图- 彩色= 蓝图+ 红章

双LED光源，可去除折痕造成的阴影。通过在扫描仪内部安装两个

LED光源，并从不同角度照射，即使折叠的文档也可以在扫描和复

印时令阴影不那么明显。

兼容多种扫描应用

扫描支持30.5m的长幅面图像。

内置8GB内存，最大支持30.5m（条件：TIFF单色二进制）。它可以扫描长图和长GIS，例如道路和铁路桥梁平面图。

RGB每种颜色滤镜借助新型CIS图像传感器，与配备单色传感器设

备相比，可以在读取图像时更好的还原色彩。可以读取带有荧光标

记的原稿，而标记不会消失。

A1幅面最快仅需22秒*
Epson SureColor T3180/T5180/T3480/T5485/T5480M装配了爱普生PrecisionCoreTM Micro TFP微压电喷头，喷头宽度由前代产品的1英寸

上升到1.33英寸；同时配合更高速的字车驱动电机，最快仅需22秒*即可完成A1幅面的输出，满足工程绘图领域对输出效率的需求。

打印速度的提升，并没有以牺牲打印品质作为前提。爱普生

PrecisionCoreTM Micro TFP微压电喷头的精确喷射技术可以减少工程

图的线条边缘的毛刺现象，即使在斜线、曲线等对线条精度要求很高的

图形输出上，也能够呈现整齐而平滑的边缘，精度可达70μm。

*此速度基于线条图打印得出，具体打印速度可能因用户打印环境区别而不同。

CAD蓝图打印应用  

高质量扫描应用

设计线条图输出 施工现场出图

 

染料墨水 颜料墨水 办公文件输出

新一代颜料墨水保障打印品质

色彩表现突出、耐水耐光性优异

Epson SureColor T3180/T5180/T3480/T5485/T5480M所选用的“活的色彩XD2”颜料墨水是爱普生研发的新一代颜料墨水，包含CMYK四

色。其秉承了颜料墨水的一贯优势，相比染料墨水具有更好的防水和耐光性，减少墨水的晕染现象，适合施工现场等温湿度环境不够理想的使

用场景。

更大尺寸耗材，提升生产效率

适合生产型用户应用

Epson SureColor T3180/T5180可装配的彩色、黑色最大墨盒容量分别为50ml及80ml；T3480/T5485/T5480M可装配350ml大容量墨盒，支

持生产型连续打印。同时，在介质的选择上，T3480/T5485/T5480M可支持纸轴直径为3英寸、纸卷直径达17厘米的更大尺寸介质，为生产型

用户节省频繁更换耗材所需的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t系列.indd   2t系列.indd   2 2020/8/6   下午3:192020/8/6   下午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