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工业生产为设计标准，主机打印寿命60万张*1

彩色/黑白标签、单据、报表等均可高效按需输出

环保易用，有效降低TCO（综合使用成本)

更高强度、更高耐用、更低成本

生产型 彩色/黑白 全能打印解决方案

连续纸彩色/单黑喷墨打印机

产品规格

*3 当剩余的连续纸纸张长度小于或等于139.7mm (5.5")时，将无法正常进行打印普通纸    

*4 普通纸

*5  当纸张介质宽度大于或等于229.2 mm, 最大可打印区域的宽度为203.2 mm (max.)，而且根据

   此时纸张的宽度，右边距最多可增加到25.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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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纸彩色/单黑喷墨打印机

连续纸彩色/单黑喷墨打印机

Microsoft Word ® Test Files Microsoft Excel
®
 Test Files Adobe ® Reader Test Files

ISO/IEC24734 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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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爱普生 4S 中心 : www.epson.com.cn/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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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GP-M820            GP-C820    

颜色                                     单黑                     彩色

打印原理                                     按需喷墨 
                                                 （微压电技术 MicroPiezo®  ）

墨水      类型                        颜料墨 

      颜色                        黑色                     青/红/黄/黑/
                                                   使用2支                4色独立墨盒     

纸路设计                                     带拖纸器/后进前出 

打印分辨率                      720 dpi × 720 dpi

打印控制代码                                 ESC/P Raster 

打印接口                                     高速 USB / 并口 IEEE1284 

打印速度*2     Super Draft mode     18.5 ipm              18.3 ipm   

      Draft mode      16.1 ipm              15.7 ipm 

      Normal mode         16.1 ipm              10.1 ipm 

纸张介质    宽度                         76.2 mm - 241.3 mm 
(连续纸)                                    （3.0" - 9.5") 

      长度(每页)*3            12.7 mm - 558.8 mm 
                                                    (0.5" - 22.0") 

      厚度*4                      0.065 mm - 0.14 mm 
                                                    (0.0025" - 0.0055") 

      重量                       45 kg - 110 kg (每1,000页) 

可打印区域   最宽                    203.2 mm (8.0") 

      左边距      13.0 mm (0.51") 

      右边距       13.0 mm (0.51")*5 

      顶部边距         2.0 mm (0.08") 

      底部边距         2.0 mm (0.08") 

型号                  GP-M820                           GP-C820

打印驱动   条码字体    Code 39, Code 128, ITF交插二五码；二维码        
                   （内置）   QR Code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P4)
                 应用程序  Microsoft® Windows® XP 32-bit (SP3)/64-bit(SP2)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32-bit/64-bit(SP2)
                  Microsoft® Windows® 7 32-bit/64-bit 

电气规格   额定电压  AC 110 - 240V (AC adaptor)  

   额定频率  50 - 60 Hz 

   耗电量   工作状态 18 W；待机休眠状态 2.7 W 

噪音值      启动     48 dBA 
(分贝)   静音进纸

    未启动   50 dBA 
                 静音进纸

操作面板                   中文，按键式 

正常运行              10 - 35 ℃ / 20 - 80% RH 
温度/湿度

正常运输                  -20 - 40 ℃ / 5 - 85% RH
温度/湿度  

外观尺寸                  464 (W) × 465 (D) × 224 (H) mm 

重量                  约12.2 kg (不含墨盒)

*1  以普通纸张介质，9.5“x11.0”(241.3mmx279.4mm)进行测试

打印宽度

2    8英寸

*2 测试环境：A4幅面样张(ISO/IEC24734);+92%缩放(适合纸型调整,从A4到241.3mmx279.4mm

   (9.5”x11”) );测量平均打印速度从首页开始输入到末页输出结束



工业生产设计标准：Epson GP-C820/GP-M820主机寿命

60万张*1（含打印头、废墨仓），轻松胜任峰值印量输出，

保证了高强度打印的全天候应用。

创新的打印头防护系统：机械结构整体优化，打印引擎

构架更简洁紧凑，全面防止纸屑灰尘等堵塞打印头上

的精细喷嘴，实现打印速度与精度的完美结合，避免了

主要零配件的更换，保障在各种工作环境中稳定使用。

720 dpi × 720 dpi分辨率，胜任工业、商业用途彩

色/黑白标签、单据、报表等打印输出。打印驱动内置

条码字体，高清晰输出一维/二维条码，便捷实现多种

条码的准确识别。

爱普生全色颜料墨水可实现完美的打印品质，防水、

耐光、不洇染，耐刮蹭，可长久保存，轻松地在普通纸

上始终如一的实现印刷级的打印品质。

引领打印新概念，低噪音低耗低碳，有效降低TCO

（综合使用成本）；无臭氧和粉尘排放，乐享健康工作。 

梦想让视野无极限！在专业打印领域，爱普生集特有的微压电和针式打印核心技术于一体，全新推出连续

纸彩色 / 单黑喷墨打印机 Epson GP-C820/GP-M820，以高负荷运转，多纸型按需输出，有效降低

TCO（综合使用成本）为特色，为企业提供生产型彩色 / 黑白标签、单据、报表等全能打印解决方案。

梦想开拓视野，科技领创全球。

超耐用，实现高负荷运转

卓越打印品质，有效降低综合使用成本

优化工作流程，实现多种纸型高效按需输出

智能纸路传输技术：微压电打印机特配拖纸器，便于纸

张添加和纸型调整；纸边轨道引导装置防止卷纸、

卡纸；水平进纸通道传输更平稳顺畅，满足了高负荷运

转的要求。

配有打印头防护系统 无打印头防护系统
使用Epson GP-C820/M820

使用传统针式打印机

兼容多种纸张介质，支持纸型幅面范围3"×0.5"到

9.5"×22.0"（76.2 mm ×12.7 mm到241.3 mm × 

558.8 mm）。

•  

•  

无需安排外包印刷单位进行标签设计和预印刷，所有设计均可以在企业内部解决，轻松应对设计调整和变更，按需打印杜绝浪费。•  

在super draft mode下*2，打印速度最高可达

18.5ipm（Epson GP-M820）/18.3ipm（Epson 

GP-C820），轻松实现批量高效输出

打印速度最高可达

每分钟18.5ipm

•  

性能稳定，操作简单，移动部署方便，有效简化工作

流程，使用维护皆省心。

•  

•  •  

•  

•  •  

•  

预印刷

（外包单位）

直接打印

(Epson GP-C820/M820)

设计会议

内部

设计会议
电脑设计标签 节省的时间和流程

预印刷阶段

打印未预印部分

Epson GP-C820/M820
直接打印整个标签

下订单 设计 印刷 发送印刷测试校正

60

（Epson GP-M820）

制造 医疗

物流

零售

幅面范围

9.5”x22”

3”x0.5”

高达     万张

（此图片中包含选购配件，大容量卷纸器）

爱普生颜料墨水打印 爱普生普通墨水打印

大容量墨盒胜任高负荷工作，使用灵活，减少更换频率。

Epson GP-M820标配2支黑色墨盒；Epson GP-C820

使用四色独立分体式墨盒。

条码打印效果对比(当墨水/色带将要耗尽时）

防水性测试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