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4 黑白 / 彩色文档打印每分钟高达 37*1/38*2 页

◆ 4x6 寸无边距照片打印最快仅需 12 秒

◆ 世纪真彩照片墨，高表现色彩长久留存

◆ 优化 5760x1440dpi 打印分辨率，最小墨滴 1.5 微微升 

◆ 六色独立分体墨盒，更为经济的打印成本

◆ 支持光盘盘面打印

爱普生原装正品耗材

爱普生专业介质搭配爱普生正品墨水，缔造更加优质的打印效果 请认准用于此产品的爱普生原装正品墨盒；使用非爱普生原装正品墨盒可能会造成打印机损坏和故障并影响你的保修。

                                                      产品规格
打印机类型

打印方式 按需喷墨（微压电打印技术）

喷嘴数量配置   共 540 个

黑色喷嘴数量   90 个

彩色喷嘴数量  90 个 x 5 色（青色、洋红色、黄色、淡青色、淡洋红色）

打印方向   双向逻辑查找

打印质量

最大分辨率   5760x1440 dpi（带有智能墨滴变换技术）

最小墨滴   1.5 微微升

打印速度

黑色文本（A4） 约 37 页 / 分钟（经济模式）*1

彩色文本（A4） 约 38 页 / 分钟（经济模式）*2

照片（4x6 英寸） 约 27 秒（无边距，照片模式）

纸张处理

进纸方式   摩擦进纸

进纸器容量   120 页，A4 普通纸（75g/m2）    20 页，高质量光泽照片纸

支持纸张尺寸  A4，A5，A6，B5，10x15 厘米（4x6 英寸），13x18 厘米（5x7 英寸），
9x13 厘米（3.5x5 英寸），13x20 厘米（5x8 英寸），20x25 厘米（8x10
英寸），16:9 宽尺寸，100x148 毫米，Letter（8 1/2x11 英寸），
Legal（8 1/2x14 英寸），Half Letter（5 1/2x8 1/2 英寸），信封（10
号，DL，C6）

支持最大纸张尺寸   8.5x44 英寸

输入缓冲

64KB

打印机接口

标配打印接口   高速 USB2.0

支持操作系统

Windows 8, 7, Vista 和 XP

Mac OS X 10.5.8 或以上版本

墨盒容量

T1221（黑色）   大约 540 页 *3

T1222/T1223/T1224/T1225/T1226
(  青色 / 洋红色 / 黄色 / 淡青色 / 淡洋红色 )   彩色墨盒平均打印量大约 860 页 *3

噪音水平

联机打印 （在 ISO9296 条件下）    34.7dB(A)

电气规格

额定电压  AC220-240V

额定频率   50-60Hz

耗电量 工作模式：大约 13W

   睡眠模式：大约 1.2W

关机模式：大约 0.3W

尺寸

长 X 宽 X 高
450x289x187mm（自动进纸器 / 出纸器关闭时）

390x571x288mm（自动进纸器 / 出纸器打开时）

重量

5.5kg（不包括墨盒 / 电源线）

保修服务

整机（含打印头） 保修一年

高品质商务照片打印机

高品质商务照片打印机

六色品质  经典印像

＊以上数据来自爱普生实验室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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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墨内涵 俊酷有型

分体耗材 经济打印

高阶需求 全面满足

高品质商务照片打印机

Epson Stylus Photo R330 全面提升了照片与文本的打

印速度，在享受便捷高效输出的同时，更拥有世纪真彩

照片墨水所带来的杰出品质。承载着爱普生照片打印

机优秀的技术基因以及卓越的设计理念，Epson Stylus 
Photo R330 重新定义了桌面照片打印机的新美学，让

人以安心的低成本轻松获得媲美冲印效果的高品质照

片，瞬间精彩得以长久留存。

Epson Stylus Photo R330采用爱普生特有的微压电打印头，以及智能墨滴变换技术，

单次出墨量、墨滴喷射频率与精准度进一步得到提升。黑白文本与彩色文本打印速

度每分钟高达 37*1/38*2 页，6 寸无边距照片最快仅需 12 秒。

六色分体墨盒，黑色、青色、淡青色、洋红色、淡洋红色、黄色，色色分离，打完

一色换一色，有效避免传统一体式墨盒因打印使用颜色不均而造成的浪费，真正

做到“墨尽其用”。大容量墨盒，黑色与彩色印量较前代机型分别提升 80%* 和

67%*，带来更经济的打印成本。

Epson Stylus Photo R330 内附软件，可直接读取多种图像

格式（包括 RAW）。特别嵌入“ICC Profile”功能，即使

在 sRGB Display 环境下，也可通过打印机驱动轻易地进行

Adobe RGB 色彩管理操作，色彩得以更值得信赖的再现，

满足中高级影像玩家的更高需求。

Epson Stylus Photo R330 采用酷黑风格设计，加之防指纹

机身，带来全新产品外观体验，全面提升时尚品味。

爱普生世纪真彩照片墨水，不仅色彩

表现更稳定，色域更宽广，画面层次

更丰富多彩，耐光性、抗氧化性和耐

腐蚀方面的保存性也得到大大提高。

照片相册可长久保存，高表现色彩恒

久不变。

在 支 持 分 辨 率 高 达 优 化 5760 x 
1440dpi 高精度打印的同时，最小墨

滴仅为1.5微微升，有效节省墨水使用，

同时提高了打印速度，在最短的时间

内即可创造出极其精致、细腻的打印

品质。

Epson Stylus Photo R330 具备“Epson Photo Enhance 图像自动优化技术”，

实现了照片场景的自动侦测，自动地对照片进行调整，确保用户得到更满意的照片。

对于肖像照通过调整面部的明暗度，以实现更

好的皮肤色调。对于风景照通过优化墨水色域

表现，以保证清晰逼真的色彩还原。对于拍摄

失败的照片，如表面的朦胧色调以及阴暗的背

景，进行自动调整。

Epson Stylus Photo R330 通过四周无

边距打印技术，打印出来的照片不留

白边，相纸有多大，打印的画面就有

多大，让更符合视觉习惯、更富有冲

击力的照片完美呈现。

Epson Stylus Photo R330 可直接打印

CD/DVD 光盘盘面（限喷墨打印机专

用的可打印光盘），也可使用内附的

EPSON PRINT CD 软件，在版面上

设计文字、标志及背景影像，创作专

属的个性化光盘。

* 使用 ISO/IEC 24712 样张测试，所比较的页数均为近似值。

1.5 微微升超精细墨滴直径与发丝直径对比图

爱普生四周无边距打印 普通有边距打印

● 全新酷黑防指纹机身设计

● Claria 世纪真彩照片墨

● Epson Photo Enhance 图像自动优化技术

● 无边距照片打印 ● 支持光盘盘面打印

● 优化 5760dpi 打印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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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飙升 立享其成

秒38 12页每分钟高达
彩色文本打印速度 6寸无边距照片

最快仅需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