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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喷墨标签 印 刷 机

爱普生高速 UV 行式打印头数码喷墨印刷解决方案
满足中、小批量印刷需求
搭载最新开发的 PrecisionCore® 行式打印喷头，配合 LED

UV 固化技术，提供高效生产。

高遮光度的鲜艳 UV 墨水，在耐候、耐磨、防化学品、防水等
性能上可媲美传统印刷。
在高质量印刷基础上，新开发的多功能数码上光技术，为印刷

ྖၷἷ˗ڎἸదᬍНՃ

Ӓ̛࣊యӝथڎ 81
ՂӨ˗ॷ 1Ղഎ 4 ࡏ

品提供更多创意空间。

߾வᎪባὉwww.epson.com.cn

连线电晕、增强 UV 固化，支持更多介质，无需涂层，直接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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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色彩 出色的呈现
创造无限的商机

创新的技术 丰富行业应用
爱普生 SurePress L-6034VW, 满足不同行业的应用需
求，为客户提供丰富的数码印刷解决方案。

SurePress L-6034VW 数码喷墨标签印刷机使得高质量短版印刷更
简单，更高效，简化了您的工作流并为您呈现更佳效果。
在爱普生，我们密切关注您的业务，并希望您能够在使用本公司技术

化工标签
抗磨蹭、耐化学品、防水性，满足多种环境需求。

后取得业务上的成功并实现业务的拓展。SurePress L-6034VW 是
中短版印刷的理想设备。该设备采用先进的 UV 墨水和上光技术，将
数码印刷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打印头、UV 墨水和硬件由爱普生自
主研发，旨在实现最佳的表现力和可靠性。
数码喷墨标签印刷机采用 CMYK+ 高遮光度白色墨水组合及创新型数
码光油。数码喷墨标签印刷机以其可靠性、灵活性等优越性能满足了
客户对品质的精确需求。我们的 PrecisionCore® 喷墨技术从质量、
生产力和耐用性方面为数码标签印刷行业树立了新的标准。

透明膜标签
高遮光度印刷效果，满足透明膜印刷要求。

稳定高效高品质输出 为数码印刷提升新高度
爱普生SurePress L-6034VW就是速度、品质、创新的全新组合。

数字光油技术
对需要突出的图像以及文字，可以叠印透
明光油，通过表面加上凹凸的变化，印刷
出构思巧妙的高附加值印刷品。

长幅贴纸
不间断连续印刷，满足长幅印刷品制作。

鲜艳厚实的色彩
爱普生全新LED 固化UV墨水，配合稳定
的介质传送系统，减少了颜色不均的现
象，使得输出图像更完美。配合高遮光度
白色墨水，提供透明材料印刷的优秀解决
方案。

精确控制技术
PrecisionCore ® 行式打印喷头与光针
LED固化技术，可印刷颜色分明的高分
辨率小文字、小尺寸的条码。

特种材料
非接触式UV喷墨印刷和低温UV固化，适应多种特种材料应用。

户外标签
更强的耐候性，为户外标签提供合适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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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丰富、颜色准确稳定一致的高品质精彩表现

行式打印喷头
SurePress L-6034VW 的 PrecisionCore® 行 式 打 印 喷 头 中 每 个 色 组 的
8800 个喷嘴，为印刷提速。
应用最新研发 PrecisionCore® 行式打印技术能高速连续印刷。
一般模式下印刷速度可达 15 米 / 分钟，包括白色打底印刷。

不但速度提升，印刷品质也在提高。
高密度的 PrecisionCore® 行式打印喷头提供高速连续全色彩印刷。
600dpi 分辨率，实现高品质画像。
直径 20 微米完美高密度喷嘴，能喷出最小 3.2pl 墨点。

易用高效

中央鼓式印刷平台系统

操作将更加灵活。印刷前的排版调整时间缩短，印刷材料和墨水更换更快、更高效。操作简单，维护步骤简化，生产力和利润率将明显增加。

人性化界面，触屏操作

自动纠偏功能

触屏面板非常简单易用，界
面易懂，使您可以控制印刷
的每一个步骤。作业配置可
以很快完成，操作状态可随
时查看。具体的作业类别设
置可以保存，使得重复作业
的设置更加迅速。

当边缘传感器检测到歪斜时，可自动校准。

爱普生中央鼓式印刷平台装置，使打印间隙最小化。
中央鼓式印刷平台装置实现了高精度的介质走纸，从而确保颜色间的准确套
色。同时减少了基材的热胀冷缩，适应更多种类介质。

通过前后移轴对进纸进行校准。直接移动介质辊，可以快速校准
歪斜，体现出色的可控性。

中央鼓式印刷平台将打印头和介质间的空隙控制在最小范围，从而使墨水可
以更精确地喷射到介质上，减少了颜色的不均匀现象。

打印间隙

爱普生原厂 LED 固化 UV 墨水
快干的 UV 墨水不但促进产能，而且提升耐候、耐磨、防化学品和
防水的性能。

高效的墨水更换将有效缩短停工期

多样的介质支持

墨盒抽屉很容易打开，墨水更换简单、快速，无需关闭印刷机 只需更换墨盒，随后继续打印操作即可。

支持多种介质类型，例如纸张、透明膜、金属膜，以及美术纸。
支持多种透明介质，例如有或无涂层纸，以及 PP、PE 和 PET 膜。

除了 CMYK 墨水外，增加了白墨和数码光油，通过控制不同组合，
达到不同级别的光泽度和上光效果。

与传统印刷机使用的同类性纸，无需涂层，直接印刷，提高效率。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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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

青色

洋红色

黄色

数码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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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喷嘴清洗系统

墨水固化
光针技术：当墨点准确打印附着在介质表面后，通过低强度 UV 光照轻微固化墨点，使墨
点如针钉固定住，避免不同色彩墨水相互渗透。

当喷嘴监控系统发现喷射故障后，自动启动喷头清洗，尽量缩短停机维护时间。

固化技术：经过低能耗 LED UV 光照，暂时光针固化的墨水被进一步固化，而且满足对
热敏感材料的印刷。
电晕处理器：可对胶膜、金属箔膜和纸张表面进行电晕处理，增加墨水渗透及附着力。
附加紫外灯固化部件：可对纸张，特别是无涂料介质上的墨水，进行增强固化提升附着力。

产品参数
从而支持更多类型介质，比如涂料纸、无涂料纸和 PP、PE，还有 PET 膜。
规格简介（参考）
PrecisionCore® 行式打印喷头喷墨技术

喷头技术

数码光油

白色墨水

拥有创新的数字光油技术，印刷机可以局部或整体处理高光或亚光
效果。
局部上光

高遮光度白色墨水，能够一次性印刷出良好的底色，为在透明材
质或镀金属基材上打印生动画面奠定了基础。即便在透明产品上
的透明标签基材，明亮的白色墨水依然能实现精细文字和线条，
同时也可在不同颜色上灵活运用白色墨水呈现反白印刷。

重量

1900kg （不包含附加紫外线灯固化部件和电晕处理器）

主机

分辨率

600X600dpi

附加紫外灯固化部件

油墨类型

LED固化UV油墨

电晕处理器

170kg
190kg

有效印刷区域

330mmX1000mm

最大送纸承载尺寸

直径600mm，重量100kg，长度1000m（在厚度0.15mm以下时）

纸张处理

卷对卷

接口

连接网络（Ethernet 1000BASE·T）*2

可印材质、材料、纸类

铜版纸、粗面纸、高品质纸

电源

主机

薄膜类

PP、PE、PET、合成纸

规格

附加紫外灯固化部件

材质厚度
材质宽度

0.08—0.32mm*1
80mm—340mm

电晕处理器

外形尺寸
所需地面面积
所需高度

地面承重

三相AC200V 30A
单相AC220V 40A
单相AC220V 15A

功率消耗
5,500mmX4,500mm

10KW

主机

3KW

2,600mm

电晕处理器

上门打开时直至顶部的高度:2,424mm

附加紫外灯固化部件

打开后门时直至顶部的高度:2,558mm

待机功耗

440kg/m2以上

8KW

3.5KW

主机

2KW

电晕处理器
附加紫外灯固化部件

使用
爱普生高遮光度白墨水

未使用
爱普生高遮光度白墨水

3KW

印刷速度
一般模式

15米/分钟

变量印刷、背面反白印刷*3

7.5米/分钟

* 1：其值包括离型纸、黏胶的厚度值。
* 2：利用SurePress远程监控系统时，必须连接外部网络。
* 3：背面反白印刷是在彩印之后印刷白色油墨。白色印刷后印刷彩色时速度仍是15米/分钟。

油墨
油墨名称

亚光

安装墨盒数

3,000ml

白色
2个/色
多重光泽光油（数码光油 DV） 2个/色

2,600ml
3,000ml

2个/色

2,600ml

白色专用保存液（St）

光针技术

喷嘴监控技术

墨盒容量

2个/色

青色（C）、洋红色（M）
黄色（Y）、黑色（Bk）

高光

功能

用于需要高光 / 亚光效果等
情况以及提高耐擦性的目
的时。
如果两周以上不开机印刷，
使用该储存液替换白墨。

将没有坚硬外壳的墨袋与附属于主
机的外壳配套使用，减少了废弃物，
节省了费用。

Rear

5500mm

成熟的定位技术可控制墨滴的走向，实现良好的半色调、流畅的图
案和精密的细节和文字。

4250mm

500mm

喷嘴监控系统是通过对微压电应力反馈进行监控瞬间感应喷嘴故
障情况。

1365mm
635mm

喷嘴监控技术在印刷期间运作，提升生产率和可靠性。
无光针

750mm

有光针
2,250mm

2040mm
804mm

4770mm

710mm

300mm

710mm

1365mm

570mm

2,330mm

600mm

4,800mm

4,249mm

5,500mm

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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