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喷墨打印机  大容量墨包搭载机型

建立办公室资源利用新循环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纸张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之一，其价值在于使

用的便利性。纸张便于阅读、携带和书写。作为信息媒介，它有助于将信

息深入记忆。纸张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时也是有限的资源。

　　作为打印行业领先企业，爱普生的产品一直都与纸张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正因如此，爱普生积极致力于改变纸张再生利用的技术研发，

通过兼备高画质和高环保性能的打印机及“PaperLab”，促进办公室资源

的循环利用，创造纸张的全新价值。

88※3

%削减约約

耗电量

LP-M5300FZ 爱普生搭载大容量
墨包的打印机

（A3 机型）

5.2
kWh／周

0.6
kWh／周

耗电量

耗电量

本公司的彩色激光多功能
一体机（原有产品）

创建前所未有的

资源循环型办公室文化

智能再生循环

作为打印行业领先企业,爱普生所追求的目标

降低环境负荷的大容量墨包系统

　　在不更换耗材的条件下，可打

印75,000※1张A3纸。这 样 既 能 节

省资源、电力，削减二氧化碳排放

量，又可减轻耗材管理的负担。

※1 打印量是爱普生根据国际标准ISO/IEC24711（测试方

法） 和ISO/IEC24712（彩色打印标准测试页）计算得出

的数字。可随打印图像、打印原稿、打印频率与使用环

境的不同而不同。

※2 搭载大容量墨包的爱普生打印机（A3机型），1袋打印

量75,000张与LP-M5300FZ（原有机型、日本国内销售）

打印同样张数时的耗材和耗电量相比较，采用生命周

期评估法，基于爱普生独自的评估条件，将耗材的原材

料、原材料加工及电力消耗所产生的地球温暖化负荷

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形式算出。爱普生大容量墨包打

印机（A3机型）的耗电量按照国际能源之星规定的测量

方法得出的典型能耗（TEC方式），在每天打印288张的

条件下算出后，折算成打印75,000张时的数字。耗电量

与二氧化碳排放量随顾客的使用情况而变。

※3 按照国际能源之星规定的测量方法得出的典型能耗

（TEC方式），由爱普生独自算出。比较对象是具有同等

功能的本公司彩色多功能一体机“LP-M5300FZ”（日本

国内销售），比较条件为每天平均打印288张。是A3一

体机标准机型、A3打印机标准机型或A3全套型的耗电

量。A3多功能一体全套型的耗电量是0.7kWh。耗电量

随顾客的使用情况而变。

喷墨打印机支持办公室节能

　　喷墨打印机在打印过程中不消

耗热量，与激光打印机相比耗电量

极少。

喷墨打印机
大容量墨包搭载机型 办公室造纸机“PaperLab”

98%削减约約

CO2 排放量

52只碳粉盒、6只感光鼓
及耗电量

（打印 75,000 张时）

1195.5
kg-CO2

19.6
kg-CO2

CO2排放量

CO2排放量

LP-M5300FZ
本公司的彩色激光多功能
一体机（原有产品）

爱普生搭载大容量墨包的
打印机（A3 机型）

4只大容量墨包、
2只维护箱的耗电量

※2

设计者的初衷及所遇到的难题

打印机企划设计部

科长 岸上 稔

VOICE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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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优先、致力环保

办公室造纸机“PaperLab”

Dry Fiber Technology 干式纤维技术

“PaperLab”是环保活动的
重要里程碑

株式会社 八十二银行

总务部长長安川 徹

削减CO2 排放量

　　在办公室内纸张再生减少了

废纸再生的环节，更加简便。这既

能够减少新纸的购买量，也可削减

运输过程中所需排放的二氧化碳。

机密文件内容完全消除

　　此前，企业的机密文件处理方

法是委托外部专业公司或内部自

己粉碎。使用“PaperLab”无需将文

件搬运到公司外部，可在顾客身边

放心处理。“PaperLab”将文件分解

成纸纤维，信息内容完全消除。

不需用水的技术術

　　“PaperLab”的纸张再生不需

用水。通常制造一张A4纸需要一

杯水。爱普生认为水是世界上最

宝贵的资源之一，由此而开发了

不需用水的技术。

　　采用干式纤维技术的世界首

款※4不需用水的※5 办公室造纸机。

将文件信息完全消除，在办公室

内实现纸张再生。

※4 指干式造纸机领域中截至2015年11月为止的世界首

创（本公司调查结果）。

※5 为保持设备内部的湿度需使用少量的水。

废纸 纤维化
纸张粉碎成纤维

结合
利用结合材料提高

纸张强度和白度

成型
加压成型

生成新纸张

VOICE

　　我们银行以前就开展降低环境

负荷的活动，例如把废纸再生成纸

巾等。但是，机密文件的再生需要

严密谨慎的管理。这些机密文件的

特殊运输需要银行职员随行押送且

运输过程本身也会产生环境负荷，

这一直令我们十分头疼。

　　因此，我们认为“PaperLab”

是实现保密和降低环境负荷双重作

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设备。

　　开发人员肩负两大使命－在搭载大容量墨包的同时确保可靠性，让顾

客在办公室中可放心使用。尽管开发人员满腔热情，希望这款喷墨打印机的

环保性能可为顾客创造价值，但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最具

挑战的地方是从墨包到打印头的墨水流路的设计，流路很长

但必须确保打印的可靠性。为此，我们与相关部门几经商议、

反复试制，终于实现了不逊于原有机型的高可靠性及使用的

便利性。我们诚挚推荐使用这款打印机。

办公室

传统再生循环

废纸再生

运输 运输

运输 运输

回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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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打印实现工作效率化

　　爱普生采用独创的微压电方式，通过机械施压喷

射墨水，几乎不使用热量。这种方式不同于激光打印

机，无需待机时间，从静止到恢复的时间极短，因此

第一张的打印速度特别快。特别适用于打印数量少但

打印频次高的办公室打印需求。

实现高生产效率和高画质的打印头

　　 “PrecisionCore”打印头技术对

打印头的宽度和每排的喷嘴数量进

行了优化，可实现高速、高画质打

印。该打印头与大容量墨包及大容

量墨仓机型相组合，提供性能更佳

的打印机。

搭载大容量墨包、墨仓的打印机，
提升工作效率及性价比

　　墨包大容量化，大幅度减少了耗材更换的频次。

耗材更换的时间及库存管理的工作量也相应减少，为

提升工作效率做出了贡献。

大容量墨包省时省力，
提升工作效率

　　搭载大容量墨仓系统的打印机能够减少更换墨水

的频次。标配的墨水瓶，如果每月打印300张，可两

年都不必更换墨水，用户可放心打印。

搭载大容量墨仓，
减少墨水更换频次

　　墨水填充时只需用墨水瓶注入墨仓

即可，操作简便，还减少了资源的浪费。

注入式墨水瓶，
注墨简单

顾客优先、致力环保

4墨包 52※1

碳粉盒

　　我们以前主要使用黑白激光打印机，换成爱普生的

彩色多功能打印机后能够进行彩色打印，便于理解，所

以得到了好评。事前，有些教职员工对多功能喷墨打印

机能否满足学校的业务需求，以及能否打印正式文件表

示疑问。在了解到能够打印指导纪要等正式文件，实际

使用后又感到在打印速度和质量方面完全没有问题，大

家彻底消除了疑问。

学校法人 帝塚山学园

帝塚山中学高中部

信息处理室长 永友 裕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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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本公司A3彩色多功能一体机“LP-M5300FZ（日本国内型号）”的碳粉消耗量。需要的碳粉盒数量随机型而不同。

※2 打印量是爱普生根据国际标准ISO/IEC24711（测试方法） 和ISO/IEC24712（彩色打印标准测试页）计算得出的数字。可随顾客的打印图像、打印原稿、打印频率与使用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3 测试数据及测试条件均为日本国内测试。

质量、速度完全满足学校业务需求
彩色打印受到好评

VOICE

打印75,000※2 张所需墨水与碳粉盒的比较
新开发的搭载大容量墨包的爱普生打印机（A3机型）在不更换耗
材的前提下可打印75,000张。

用标配的墨水瓶可实现※3

彩色打印 约11,300张
约11,000张黑白打印

搭载了大容量墨包的商用喷墨打印机

　　最新的商用喷墨打印机使用了每排喷嘴数大幅

度增加的“PrecisionCore”打印头，提供高速与高画

质。采用了大容量墨包，减少墨水更换次数，提升工

作效率和性价比。

搭载了大容量墨仓的SOHO※4用喷墨打印机

　　SOHO用喷墨打印机实现高速打印和高画质。这

种打印机实现了新兴国家市场所要求的低运行成本，

也开始进入注重环保的发达国家市场。

　　对需要大量打印的顾客而言减少了墨盒更换频

次，更方便使用。同时，它又大幅度降低了环境负荷。

※4 指租用一间小的办公室或在家办公的工作方式，是“Small Office/Home Office”的缩写。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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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画质及轻量化的新时代智能眼镜“MOVERIO BT-300”（预计2016年内上市）

应用独创技术，
提供舒适的视觉交流环境

　　智能眼镜“MOVERIO”具有双眼透视功能。它

深具潜力，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的视觉文化，

提供超越顾客期待的全新解决方案。

　　“MOVERIO”能提供各种新用途，例如，室内

体验性学习、歌剧欣赏时的字幕提示、旅游观光指

南、以及为儿童和听觉障碍者提供服务等。

应用独创技术，
提供令人感动的影像体验

蕴藏广阔发展前景的智能眼镜“MOVERIO”

在 日 本 长 野 县 的 一 所 小 学 实 施 的 体 验 性 学 习 中，学 生 们 用

“MOVERIO BT-200※1”观看自已收集的森林照片等影像。当大画面

的自然影像浮现在眼前时，学生们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

（观光应用事例）
场景中设置的识别码被识别后，虚拟导游形
象就会显现，并结合3D及全景影像进行解
说。（照片仅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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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优先、致力环保

兼具25,000流明亮度及高可靠性双重特性，使用激光光源

的3LCD投影机“EB-L25000U”（预计2016年内上市）

开发出安装灵活，
具备高可靠性的产品

VP企划设计部

佐佐木 史秀

※2 据英国未来资源咨询公司（Futuresource Consulting Limited）调查数据显示，爱普生自2001年至2015年一直保持全球

500流明以上投影机市场份额No.1地位。

※3 截至2016年3月的爱普生调查结果。

※4 指与产品开始使用时相比亮度降至50%的大致时间。设想的使用环境条件是，每立方米空气中的粒状物质在

0.04-0.20mg之间。时间随使用条件与环境而变。

※1 “该产品的使用对象年龄为中学生以上。这次是在公司技术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在充分确

保安全的基础上，设定一定的时间限制后使用。

透视型头戴式显示器
事业推进部

高木 将行

透视型头戴式显示器
事业推进部

镰仓 和也

视觉感受显著改善

　　为了使我们的产品能够随时随地、舒适

佩戴，我们不仅着手改善画质，还反复实验如

何避免周边环境对影像产生的干扰。譬如，漏

光会影响观赏体验。我们充分发挥有机发光

二极管的高对比度特性，通过面板光分布控

制与模拟分析减轻了漏光现象，使明暗处的

视觉感受都得到了显著改善。

追求佩戴的舒适度

　　佩戴舒适是顾客非常关心的产品特性，我们对

体现舒适性的运动型太阳眼镜进行了大量研究，多

方听取反馈意见，力求在轻量化与平衡感上有所借

鉴。最终我们智能眼镜的重量减轻到约70克，重量

分布均匀。当听到顾客表示“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时，我们真是激动万分。

　　高亮度投影机不仅追求亮度，还

需具备防热、防尘、坚固、轻量，可

保证画质长时间稳定等特点，难题众

多，很难两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采用了无机萤光轮以及激光光

源，从材料到设备层层精选，终于确

保了高可靠性。该投影机可安装于任

何角度，不受场所限制。

VOICE

VOICE

　　通过大画面与多人分享信息，投影机正是理

想之选。爱普生将独创的微显示及投影技术发挥

到极致，通过提升亮度及使用便利性，在商用及生

活的方方面面持续创造令人感动的影像体验。

请同时参见第22页的“梦幻水族馆”栏目。

家用全高清机型
“EH-TW6700”

采用激光光源的商用
3LCD投影机

“EB-L25000U”

智能眼镜
“MOVERIO BT-300”

啾！啾！啾～！

欢迎光临⋯⋯

　　爱普生已连续15年稳居投影

机数量份额世界第一※2。这次开

发的使用激光光源的新3LCD投

影机“EB-L25000U”，将独创的微

显示和投影技术发挥到极致，为

顾客提供全新的价值。

　　该投影机亮度高达25,000流

明，为激光光源3LCD投影机世界

最高※3 亮度。而且，该投影机还具

备20,000小时※4 免维护的高可靠

性、安装方便。顾客操作简单，用

途广泛。

　　

　　爱普生在原有的“BT-200”的

基础上，搭载了独创的硅基OLED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

有机发光二极管）面板，开发出新

时代智能眼镜“BT-300”，相比前

身“BT-200”，“BT-300”的 对 比 度

更高，可实现数字影像与现实世

界的无缝对接。我们还成功地将

“BT-300”头戴部分的重量减轻了

约20%，提高了佩戴时的舒适性。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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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活习惯可视化的可穿戴设备 更易实现工厂自动化的新型“N系列”6轴机器人

　　“N系列”是世界首款※1 折叠手臂6轴机器人。它结构紧凑，可安装

在狭小的空间内，执行多种高难度自动化作业。

※1 2015年10月底，爱普生对6轴机器人的调查结果。

爱普生跑步用WristableGPS“SF-850PW”运动手表

　　这款运动手表能将卡路里消耗、步数、距离、心

率区间、睡眠及心理平衡状态可视化，不仅能用于

跑步，还有助于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管理。

爱普生登山用WristableGPS“MZ-500B”运动手表
　　这款手表能够测量海拔、气压、气温、方位及当

前位置等登山时必不可少的高精度数据，还可测算

到目的地的距离、下载事前计划的路线、记录行走

轨迹，为登山更添乐趣。

应用独特的传感技术，
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应用机器人技术，
创新生产制造方式

顾客优先、致力环保

800mm

力觉传感器

600mm

人

身高: 165cm　

  宽  : 60cm（双肘）

Running

Life Log Trekking
Walking

为顾客提供简单、易用的产品

WP企划设计部

今村 峰久

安全、方便的生产环境

　　我们希望帮助工厂轻松实现自

动化。为此，我们彻底调查了工厂所

需解决的问题。“N系列”机器人采用

折叠手臂，使其更为小型化和效率

化。设计时，我们以安全性为根本，

同时还考虑了从静止到复原等设备

的动作以及如何便于操作。我深信

“N系列”能创建更为安全、方便的生

产环境。

RS企划设计部

赤羽 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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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设备提高生活品质 爱普生机器人，让自动化更轻松

与人相似的作业模式

　　机器人内置力觉传感器，可以

克为单位自由增减力度，能够做出

探测、模仿、贴合和按压的动作，

机器人一直很难实现的插入连接

器等工作也能胜任。

原有产品（C4） N系列

省空间

　　新型“N系列”6轴机器人结构

紧凑，还能够以折叠状态在指定范

围内工作，节省空间，安装方便。放

置面积比本公司原有C4机器人减少

了约40%，能在与人工作业一致的

空间内工作。

VOICE VOICE

　　高精度是爱普生集团的强项之一。我们除了追求

GPS的位置精度以外，还致力于提高跑步时的加速度和

心率的测定精度。独特的表带设计，既提高了佩戴的舒

适性，又提升了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同时也考虑到了日

常的使用需求。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在精度和操控性上

提升可穿戴设备的性能，设计出更为简单易用的产品。

GPS可穿戴设备的市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能够为顾

客创造全新的价值，我感到非常荣幸。

搭载的传感器

传感器

GPS
传感器

地磁
传感器

加速度
传感器

温度
传感器

气压

自律型双臂机器人（研发中） 新型“N系列”6轴机器人 “LS系列”水平多关节机器人

原先只能依靠手工的操作自
动化

价值 价值

WristableGPS“SF-850PW”运动手表 WristableGPS“MZ-500B”运动手表

　　爱普生的可穿戴设备是面向健康和运动领域而

推出的产品，采用了可测量运动、位置和生命体征

等信息的爱普生高精度传感器，可将迄今为止无法

看到的数据可视化，转变为有价值的信息，为提高

人们的生活品质提供有效建议。

　　新兴国家的收入水平上升、发达国家老龄化等

原因使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突显。与此同时，产品

的高度复杂化所要求的制造精度越来越高，人工越

来越无法胜任。

　　爱普生的使命就是要用机器人来解决这些问

题，改变生产制造的传统方式，通过我们的解决方

案，帮助顾客轻松实现自动化，将人从简单劳动中

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多时间投入创造性的工作。

这不仅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提高操作人员的技能

水平，改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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