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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功 能 传 真 一 体 机
打印    复印    扫描    传真

Epson ME OFFICE 700FW 产品规格
打印方式  按需喷墨(微压电打印技术）
喷嘴数量配置 384个（黑色），128个×3（青色、洋红色、黄色）
打印方向 双向逻辑查找
最大分辨率  优化5760x1440 dpi （带有智能墨滴变换技术）
最小墨滴  2微微升
打印速度 黑色文本(A4) 约38 ppm (经济模式) *1 彩色文本 (A4) 约38 ppm (经济模式) *2

 黑色文本(A4) 约27 ppm (文本模式) *1 彩色文本 (A4) 约19 ppm (文本模式) *2

 照片（10x15厘米/4x6英寸*） 约14秒 (经济模式/有边距)   
   约20秒 (经济模式/无边距)

约72秒 (照片模式/无边距)
 * 在EPSON高质量光泽照片纸上打印
显示屏 2.5" LCD彩色α-TFT中文液晶显示屏，分辨率大约161dpi
复印速度 黑色文本(A4)约38 cpm (经济模式) *1           彩色文本 (A4)约38 cpm (经济模式) *2

缩小/放大复印 25%-400%自动适合页面功能
复印模式 普通纸：草稿/标准/最佳
 照片纸：标准（无边距）
扫描类型 A4，CIS平板式
扫描分辨率 2400x2400 dpi   彩色：输入48位/ 输出24位   黑白灰度：输入16位/ 输出8位
扫描速度 黑白:1.1毫秒/线(A4  300dpi )、2.0毫秒/线(A4  600dpi )、3.8毫秒/线(A4   1200dpi) 
 彩色:3.2毫秒/线(A4  300dpi )、5.8毫秒/线(A4 600dpi )、11.2毫秒/线(A4  1200dpi)
存储卡打印功能  支持文件格式为JPEG (Exif ver 2.21) ，兼容DCF(相机文件系统的设计规则)1.0或2.0版本，DPOF兼容
传真类型 黑白和彩色传真
传真速度 最大33.6 kbps
传真速拨号码 最多60个
传真页存储器 最多180页(ITU-T No.1 chart)
传真发送速度 约3秒/页(仅数据传输速度)
自动文稿送纸器 最大文档尺寸 A4   
 支持纸张类型 仅支持普通纸
 支持纸张重量 60-95g/m2

 最大纸张容量 30页普通纸（64g/m2）
进纸器容量 120页，A4普通纸
打印边距 最大无边距打印尺寸A4
输入数据缓冲区 64KB
接口*3  高速USB接口-兼容USB 2.0规格              Wireless 无线网络接口 WiFi802.11b/g
 Ethernet 网络接口 10 Base-T，100 Base-TX
噪音水平  5.2B 39 dB(A) （ISO7779样张在高质量光泽照片纸/最佳照片模式下打印）
电气规格 额定电压 AC 220-240V
 额定频率 50~60 Hz
 耗电量 大约20W（独立复印模式，ISO10561 letter样张）   
  大约5.5W（240V，睡眠模式），符合能源之星级别
驱动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 2000/XP/XP x64/Vista，Mac OS X 10.3.9 or later
捆绑软件 EventManager，Easy Photo Print，EPSON Web-to-Page(仅对于Windows)
 Easy Print Module，Max Reader，在线注册
尺寸 461 mm (W) x 346 mm (D) x 236mm (H) （自动进纸器关闭时）
 461 mm (W) x 563 mm (D) x 306mm (H) （自动进纸器打开时）
重量 8.3kg (不包括墨盒/电源线)
墨水容量
 T1231（超大容量黑色） 大约995页*4 T1191（大容量黑色） 大约375 页*4

 T1232（大容量青色） 大约915 页*4 T1091（黑色） 大约230 页*4

 T1233（大容量洋红） 大约635 页*4  T1092（青色） 大约525 页*4

 T1234（大容量黄色） 大约990 页*4  T1093（洋红） 大约375 页*4              
 彩色墨盒平均打印量 大约815 页*4 T1094（黄色） 大约565 页*4

   彩色墨盒平均打印量 大约470 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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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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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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爱普生印像馆: 010-82696006     广州爱普生印像馆: 020-87511200
查询爱普生4S中心: www.epson.com.cn/4s

Epson ME OFFICE多功能商务喷墨一体机系列

*1快速经济模式下的A4黑白文档

*2快速经济模式下的A4彩色文档

*3若使用USB接口，您的电脑必须符合

PC98标准并预装Windows98/2000/Me操

作系统，若您的电脑是经由Windows95升

级至Windows98，则无法连接USB接口打

印。若您使用不合标准的USB电缆或两个

以上网络基线器，将可能出现打印错误。

关于使用USB接口的详细要求，请查询您

的电脑所附资料。

*4使用ISO/IEC24712样张测试,所标称页

数为近似值。

● 耗材超省 支持超大容量墨盒，打印成本一降再降

● 强大网络功能 标配无线/有线网络功能，效率更高

●
 
速度飙升

● 办公面面俱到 传真超省，满幅复印，专业扫描，满足办公各种需求

多 功 能 传 真 一 体 机
打印    复印    扫描    传真

标配无线/有线网络功能

网 络 办 公  全 能 之 选  
Epson ME OFFICE 700FW 网络高速商务传真一体机

近1000页/支

平均815页＊

＊

高清晰文本模式下，黑色27页/分钟，彩色19页/分钟;

经济模式下，黑彩同速最高可实现38页/分钟



网络高速商务传真一体机

*1测试条件是在爱普生重磅粗面纸上测试得出，具体测试条件详见爱普生网站。　　
*2测试条件是在爱普生光泽照片纸上测试得出，具体测试条件详见爱普生网站。　　

爱普生DURABrite Ultra
颜料墨水

爱普生普通墨水 爱普生DURABrite Ultra
颜料墨水

爱普生普通墨水

防水耐光颜料墨，在普通纸上

呈现印刷级打印效果

防水、耐光、不洇染，打印品质更出色

ME OFFICE 系列喷墨机所用的四种颜色全部使用了 DURABrite 

Ultra颜料墨水，每个颜料颗粒都包裹在树脂中，再配合爱

普生微压电打印技术，可以轻松在普通纸上实现印刷级效

果，为您在客户面前争取最佳商务形象。

商务横格纸制作
印有个人联系方式的商务信纸，带有公司标志的记事本内页，以往

只能通过公司统一印制。而通过 ME OFFICE 700FW 特有的Ruled

－ Papers(横格纸)打印功能，您只需轻松几步就可以打印制作，而且完

全可以随心设计背景及内容，为您的商务办公增添个性化风格。

直接数据备份功能
存储卡中的数据备份到 U盘或者刻录到光盘中都必须通过电

脑吗？当然不用！ME OFFICE 700FW 特有的直接数据备份功

能，可将存储卡内数据备份到U盘或者刻录到光盘中，方便

快捷更灵活。

ME OFFICE 700FW 打印时的功耗只有20W，约是普通激光打

印机的十五分之一，更加节省电费开支。

ME OFFICE 系列商务喷墨打印机无粉尘和臭氧排放等环境污

染，既不会伤害人体健康，又可以保护环境。

多 功 能 传 真 一 体 机
打印    复印    扫描    传真

您对商务办公打印都有哪些需求？

超高的打印速度，低廉的打印成本，清晰的打印效果，网络

打印功能，支持插卡打印，个性化办公，环保节能，复印、

扫描、传真多种功能⋯⋯

Epson ME OFFICE 700FW全能商务一体机面面俱到，全面

满足您对商务办公打印的各种需求。

不必为每个工作人员准备一台打印机 ；

不必因为PC共享打印造成的种种不便而头痛 ；

也不必额外支付昂贵的打印服务器成本。

ME OFFICE 700FW 不仅随机标配有线网络功能，帮助您轻

松 实 现 小 型 工 作 组 及 多 人 网 络 共 享 打 印 ； 而 且 还 标 配

802.11b/g无线网卡,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无线打印和

扫描。 

标配无线/有线网络功能

低功率，无污染，省电更健康

个性化办公，随心用

丰富实用的软件，操作得心应手

ME OFFICE 700FW 提供了简洁的驱动程序和丰富实用的捆绑

软件。

ME OFFICE 700FW 的驱动在色彩控制上引入了专业照片打

印的调整技术，您可以随意调整您想打印的色调，并即时

预览效果，并通过丰富的版式功能，方便地实现折叠小册

子打印、海报打印和水印打印。

强大的驱动功能

　实用的Epson Web-to-Page
看到喜欢的网络文章，搜索到有用的资料怎么打印出来？

Epson Web-to-Page 帮您轻松打印网页，既能保障完整打

印出内容，又能提供美观整洁的版式。

ME OFFICE 700FW 在经济模式下,可以实现黑白,彩色同样38

页每分钟的打印速度,大大提高办公效率。

即使在高清晰的文本模式下,也可以实现每分钟黑色文本27页、

彩色文本19页的打印速度。

黑彩同速,办公提速

随机标配大容量四色分体
墨盒,打印成本一降再降

超强办公适应性
ME OFFICE系列特有的全色DURABrite Ultra颜料墨水，具有耐光

120年 、抗臭氧100年 的特性，使您的文件可以长久保存，随时

翻阅。此外，DURABrite Ultra颜料墨水更具超强防水和不洇染的

特性，无论是在潮湿的环境下打印，还是在普通纸上的双面打印，

都可以呈现出色的打印效果。

*1 *2

传真、复印、扫描，商务全能

超省传真＋高速传真
先扫描、后拨号的传真模式，扫描时不占用电话线，再加上

33.6Kbps超快传真速度和180页的超大传真内存，既省钱又

提高工作效率。

超强复印功能
ME OFFICE 700FW拥有A4满幅复印，无边距复印和扩展复

印等强大的复印功能，可全面满足办公需求。

专业扫描功能
ME OFFICE 700FW 具备将扫描的文字和表格转化为可编辑文

档、去除印刷品网纹和一次扫描保存多张文件（如身份证）

等专业扫描功能。         

30页自动进纸
ME OFFICE 700FW 的30页自动文稿送纸器，大幅提升工作

效率，与驱动配合，还可以将多页文件自动合并成一个电子

文件，方便操作。

个性化功能

环保节能，
工作功耗仅20W

全色DURABrite Ultra颜料墨水 
普通纸呈现印刷级打印效果

标配无线/有线网络功能

超省传真

大容量
四色分体墨盒

黑彩同速 办公提速

38页/分钟

ME OFFICE 700FW 随机标配大容量四色分体墨盒。黑墨为

超大容量，每支可打印近千页*，既可消除办公打印中频

繁更换墨盒的烦恼，又大大节省了使用成本。经济的四色

分体墨盒设计，用完一色换一色，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

打印成本更是一降再降！

近1000页/支 平均815页＊＊

Epson ME OFFICE 700F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