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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一
复印 / 打印 / 扫描

突破性的高速

WF-M20590a
企业级墨仓式黑白数码复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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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是怎样的?
其实,远超乎你的想象!

高效的明智之选

您是否希望，当您的商业打印机速度达到 100 ISO ppm 时，仍能保持专业的输出品质？
爱普生垂直整合商业模式

您是否希望，您的打印机拥有一套文件管理整体解决方案，在满足大型工作组全部需求的同时，更有效的解决麻烦？

以多年来不断开发的原创核心技术为基础，爱普生已经发展出并批量生产了包括喷墨打

现在，您所期待的已成现实。

印头和投影机光学引擎在内的、许多独有的核心设备。我们对于这些核心设备的深刻理
解，使得我们有能力规划、设计，并将我们的制造专业知识用于批量生产，及时向顾客
交付超出期望的产品和服务。这一商业模式使得爱普生能够最大限度利用自身的技术优
势和资源，高效率地扩展自己的客户基础与业务范围。

爱普生说要快,
于是就有了WorkForce Enterprise PrecisionCore
阵列打印技术
PrecisionCore 是全新喷墨打印技术，可提供 600X1200dpi 的快速高品质打印。这种
专有技术的核心在于 PrecisionCore MicroTFP 打印芯片，它是一种数字芯片，可以在

企业级墨仓式黑白数码复合机

微米级别（相当于人类头发的 1/100）上打印墨滴。正是这种对精度和细节的专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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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Core 能够为各种打印任务提供卓越的图像品质。

WorkForce Enterprise WF-M20590a 介绍

PrecisionCore 阵列式打印头技术，仅移动纸张，保持打印头不动，确保高速打印的同时 ,

1、生产效率，再度突破
● 突破性打印速度——100 ISO ppm

不同批次的打印材料都能保持稳定的画面质量。
WF-M20590a 以突破性的速度，高效完成各项任务。无需长时间预热，即可开始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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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双面打印，也没有速度上的损失。

● 流程更顺畅——最大纸容量为5,350页，实现长时间连续打印无人值守
● 工作更智能——双扫描头、单通道扫描仪，可同时扫描双面文档，速度可达110 i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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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专业文件处理——提供堆叠、装订整体解决方案

2、专业品质，决不妥协
● 高品质输出——先进的PrecisionCore 阵列式打印头技术，默认实现600X1200dpi
打印精度,出色打印图表、演示文稿等。
3、简单易用，自主运行

DURABrite Pro Ink 专为经济实惠、
大批量打印设计

● 直观界面，更多功能——拥有人性化的9英寸触摸屏,并可以扫描发送到电子邮件或云端

速干颜料墨水 , 适用于高速打印 , 文字更锐利 , 颜色更鲜亮 , 品质更专业 , 字迹

● 打印随业务移动——以Epson Connect解决方案为核心，提供全套移动打印功能

耐久 , 方便长期保存。
爱普生将工业级印刷机的高性能技术 , 带入了商业打印机市场 , 真正为大型工

4、经济实惠，至关重要

作组及其业务发展方式带来了模式转变大容量墨盒 , 专为高速打印而设计。

● 节省环保——最大工作能耗仅为320w
● 管理您的打印机组并控制成本——多种软件解决方案，以便管理使用权限、用户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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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繁忙公务
提供高速高效的解决方案
WF-M20590a 最大纸张容量为 5350 页 , 长时间连续工作无需添加纸张 , 打印机标配四个纸盒，并可以选配大容量进纸器（需单独购买）。

畅享打印
连续工作不停机，运行成本更低
对于任何商业复合机而言，当考虑总体运营成本时，应考虑电力及耗材之外的成本因素，例如，更换部件或获取服务及支持的成本。

专为高效设计

WF-M20590a 的特点是设计简单。周期性更换部件更少，大大减少了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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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喷墨打印的优势
WF-M20590a 采用创新的 PrecisionCore 阵列式打印技术。在产品使用寿命内，不同打印批次 , 打印品质都
均匀稳定。自动喷嘴检测技术有助于在生命周期内确保打印质量。喷墨打印在作业过程中不产生高热量并且不
直接接触纸张，因此不会造成图像质量降低。
喷墨技术
喷墨 - 印出 ( 简单、不产生高热量、非接触式技术 )

印品品质稳定一致
喷墨打印机一定程度的避免了偏色等品质问题，因为在打印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高压。
先进的纸张路径设计
凭借简单的纸张路径和创新设计，WF- M20590a 为高速打印作业提供了高可靠性。
自动喷嘴检测技术
打印头的先进内置感应技术可以监控喷嘴的运行情况，并自动检测和调整打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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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支6万页，两支共12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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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
源自强大安全支持

多网络环境支持
缔造安心之选

由于 WF-M20590a 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加密功能，且不使用永久存储设备，是企业安全的理想选择。

避免信息泄露

LDAP

安全设备通信

按部门或任务划分，每台打印机可设定用户的使用权限

支持现有的公司通讯录服务

支持通用的安全协议，包括用于电子邮件或云访问的
IEEE 802.1x、IPsec 以及 SSIYTLS

限制访问未经授权的电脑

IPv6 支持

保护机密文件

通过过滤 IP 地址 / 端口来限制用户访问

有前瞻性的网络兼容性和安全性

工作发布需 PIN 认证

为大型工作组提供互联

无论在办公室还是途中，皆可自由打印

有线网络

无论您在哪里办公，WF-M20590a 都可以轻松打

轻松将打印机连接到无线网络——支持 802.11n6。

内置以太网使您能够轻松便捷地使用网络连接

印，随时随地尽享灵活。

通过 Epson Connect 解决方案，打印机与平板电

的打印机。

脑、智 能 手 机 和 其 他 移 动 设 备 皆 能 无 缝 配 合。
WF-M20590a 是您的理想选择，因此从会议室到
停机坪，它让您的业务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

WF-M20590a 兼容第三方软件，用于管理试用权限、用户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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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生产型文印设备
专为高黑白印量客户打造

教育

完整配套软件解决方案
精细化过程管理

物流

图文

政府

企业

为打印机组
精简配置与管理

为整体文印输出
提供智慧解决方案

远程运维解决方案
Remote Monitoring

利用 Epson Device Admin，可远程配置多台爱普生网络打印

EPA 文印管理大师

服务商可通过智能物联网平台，来管控已经销售的打印设备，从而保证服务质

机和多功能打印机。这是一套强大而直观的打印管理解决方案，

帮助企业在打印流程上通过全面优化输出环境、输出设备和文档管理 , 在保障数据安全

量、提高服务效率、确保客户的满意度。

可减化网络打印机组的安装、配置和管理。

性的同时充分实现按需打印 , 帮助企业获得最大化的成本节约和工作效率提升。

● 设备信息及状态页读数自动获取
● 耗材使用状况实时监测

轻松安装，方便维护
凭借轻松而快速的安装和维护，减轻 IT 管理员的负担。

● 智能故障识别分类与预警
● 物联网 + 全时自动

●强大的实用软件——远程设置和调整多台打印机的设置
●先进的设备配置和监控——嵌入式 Web 服务器（EWS）
●多样的驱动和实用程序——Windows Mac Universal 驱动程序；
PCL7、PostScript 、扫描仪实用程序、远程打印驱动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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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M20590 规格说明

Epson WorkForce Enterprise WF-M20590a
企业级墨仓式 黑白数码复合机

标准配件
1、双面输稿器
2、复印、打印、扫描
3、有线及无线功能
4、PCL6 和 PostScript 打印语言
5、2,350 页纸张容量；4 个纸盒加 1 个多功能托盘

可选配件

*1 使用 ISO/IEC24734 测试样张，基于默认单面模式的 Office Category Test 的 ESAT 平均值测定，数据
来源于爱普生实验室测试结果，因使用环境和设置的不同，与实际使用数据存在差异。
*2 本产品正式中文名称见产品销售包装或机身名牌。
*3 使用 ISO/IEC24734 测试样张，数据来源于爱普生实验室测试结果，因使用环境和设置的不同，与实际使用
数据存在差异。

带有连接单元的装订器用于堆叠

盒式锁确保纸盘安全

大容量的进纸盘

装订、整理的整体解决方案

让用户更安心

可再容纳 3,000 页

*4 使用 ISO/IEC19752 测试样张，基于默认单面模式的 Office Category Test 的 ESAT 平均值测定，数据来
源于爱普生实验室测试结果，因使用环境温度、湿度和设置的不同，与实际使用数据存在差异。长时间不打印或
者主要打印单位文件都可能造成墨水量无法达到标称印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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