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仓式照片打印机   
品质、速度与成本的完美结合

原装品质：靓丽持久的原装墨水，让您尽享原装品质

超低成本：超大墨仓的灌墨设计，为您实现成本超低

稳定可靠：全新的原装墨仓系统，助您使用可靠方便

安心无忧：前所未有的专业服务，给您提供安心售后

打印方式

喷嘴数量

最小墨滴

黑白打印速度（经济模式）

彩色打印速度（经济模式）

照片（4x6in）打印速度（经济模式）

最大打印分辨率

双面打印

进纸方式

进纸器容量

出纸器容量

打印接口

可打印单页纸

信封

可打印的光盘

支持最大可打印纸尺寸

墨盒型号与容量

外观尺寸

支持的操作系统

随机软件

重量

电气规格

功耗

噪音

按需喷墨（微压电打印技术）

黑色：90个 ；彩色：90个x5（青色、洋红、黄色、浅青、浅洋红）

1.5微微升

37ppm*1

38ppm*2

11秒（有边距）；12秒（无边距）

优化5760x1440dpi（带有智能墨滴变换技术）

支持手动双面打印

摩擦进纸

120页纸盒（75克A4普通纸)、20页（EPSON 高质量光泽照片纸）

50页纸盒（75克A4普通纸)

USB2.0

A4 210×297 毫米、10×15 厘米 (4×6 英寸)、13×18 厘米 (5×7 英寸)、A6 105×148 

毫米、A5 148×210 毫米、B5 182×257 毫米、9×13 厘米(3.5×5 英寸)、13×20 厘米 

(5×8 英寸)、20×25 厘米 (8×10 英寸)、16:9宽尺寸(102×181 毫米)、Letter 8 

1/2×11 英寸、Legal 8 1/2×14 英寸、Letter 8 1/2×5 1/2 英寸、100 X 148毫米

信封#10 4 1/8×9 1/2 英寸、信封DL 110×220 毫米、信封C6 114×162 毫米

φ8cm；φ12cm

21.59cm×111.76cm

墨盒型号：黑色：T6741、青色：T6742、洋红色：T6743、

                  黄色：T6744、浅青：T6745、浅洋红：T6746

黑色（T6741):大约3000页*3

彩色（T6472\T6473\T16474\T6475\T6476):大约平均5400页*3

自动进（出）纸器关闭时：537 x 289 x 188mm

自动进（出）纸器打开时：537 x 571 x 289mm

Windows® 7 (32-bit, 64-bit) / Windows Vista® (32-bit, 64-bit) / Windows XP SP1或更

高版本 (32-bit)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x64 Edition / Mac OS X 10.5.8或更高版本 

Printer Driver, MyEpson Portal, Epson Easy Photo Print, Epson Print CD

6.2kg （不包括墨盒/电源线）

电压：AC220-240V、50~60 Hz

连续打印模式：13瓦

待机模式：3.3瓦

睡眠模式：1.2瓦

关机模式：0.3瓦

34.7dB（A)*4

*1

*2

使用eMemo2_BK_A4 _20060127样张测试

*3

使用ISO/IEC FCD 24712样张测试

*4 根据ISO9296计算得出

产品规格

537mm289mm

188mm

使用eMemo2_Color_A4 _20060127样张测试

本产品的搓纸轮、辅助搓纸轮、前导纸轨垫、废墨垫属于消耗性部件，需要定期更换。根据产品使用环境、打印介质、打
印量等的不同，部件的更换时间会不同。在产品保修期内，这些部件的更换免费，在保修期外须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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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作为照片级喷墨打印机的领跑者，设计生产了采用全新技术的墨仓式喷墨照片
打印机 L801，一直困扰相馆用户的品质和成本的矛盾迎刃而解，生活照由打印输出成为
趋势。

L801 采用爱普生原装墨仓系统，该系统由恒压墨仓、双分子材质输墨管及运输锁组成。原装墨仓式

设计极大降低了导致打印故障的压力、杂质、挥发等问题，确保打印持续稳定。

爱普生墨仓式照片打印机L801，
专为照相馆&彩扩店用户量身定制

稳定可靠 

微压电打印技术，
超稳定耐用

原装墨仓系统原装墨仓系统

整个原装墨仓系统采用准密封隔光设计，避免了
尘埃的进入，极大降低堵头率；双分子材质输墨
管，防止墨水挥发，确保墨水长久保存，呈现高质
量的打印品质。

墨水保鲜，高品质输出

L801 购机用户享受一年爱普生保修服务。

销售服务一体化模式，确保使用安心无忧：

- 经销商定期保养，大幅度降低故障率，确保正常使用；

- 更快、更好、更便捷的维修服务。

安心无忧

Easy photo print软件，
一键编辑完美图片

Easy 
photo 
print

Easy 
photo 
print

快捷打印方式设置，
简单又省心

快捷
方式
快捷
方式

5760dpi超高分辨率，
满足高质量照片输出

墨仓式照片打印机

原装品质

功能出色

L801 所采用的爱普生原装 6  色墨水，在高洁净度无尘车间

生产，墨水纯净，少杂质，可有效避免打印头堵塞现象，且

墨水色彩艳丽，长久保存，保存性媲美冲印。

超低成本 

准密封隔光设计 双分子材质输墨管

L801 采用一体化设计，方便搬运，并附加
贴心运输锁，用户在搬运过程中只需简单
旋动运输锁即可防止墨水回流与泄漏，方
便用户移动打印机，保持工作环境的干净
整洁。

方便搬运，绝无漏墨

一体化设计方便搬运 贴心运输锁防止移动中漏墨

恒压墨仓可以精准控制供墨压力，确保持续稳定
的墨水供应，打印输出畅通无阻，用户不必再为
供墨压力问题手动调节墨水瓶的位置。

供墨稳定，流畅打印

恒压墨仓设计

超高速打印，
每分钟38页* 2

L801 墨仓式照片打印机，随机配置超大容量墨水，畅快打印，无

需频繁更换墨盒。每色墨水容量高达 70ml，黑色可实现 3000 页*3

打印，彩色可实现 5400 页*3 打印，是高打印量用户的理想选择。

促销期随机
3套墨水可打印

9,000
黑色

9,000
黑色

原装6色照片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