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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on SureColor F2180 大幅面平台式专业数码印花机

出彩品质 创意缤纷

ELS180107AZ

基本规格

型号 EPSON SureColor F2180

打印幅面 最大16''x20'' (406x508mm)

打印技术

打印头 PrecisionCoreTM TFP微压电喷头（智能墨滴变换技术）

最小墨滴尺寸 12.0pl

喷嘴配置 彩色每色 720个喷嘴 （彩色模式）
彩色每色360个喷嘴
白色1440个喷嘴 （白色模式）

打印方向 双向打印/单向打印

最高分辨率 1440 x 720dpi（彩色模式） 1440 x 1440dpi（白色模式）

墨水系统

墨水类型 爱普生“活的色彩DG”涂料墨水 

墨水颜色 青色/洋红色/黄色/黑色/清洁液 青色/洋红色/黄色/黑色/白色/清洁液

安全性认证 ECO PASSPORT 安全性认证

墨水容量 白色及彩色墨水：250ml/600ml；清洁液：700ml 

打印速度 (10''x8'' 面积 ) 标准模式 浅色T恤：15s 深色T恤：111s

介质

打印面积
16''x20''/406x508mm (选配）
14''x16''/356x406mm (标配）
10''x12''/254x305mm (选配）

介质厚度 最大 25mm

接口 USB x 2 (PCx1,U盘接口x1) 100BASE-TX/10BASE-T

语言 ESC/P raster

支持外置存储器 最大：128GB  存储格式：FAT32

内存

主机 512MB

网络 128MB

控制面板 2.7英寸彩色液晶屏

环境条件

温度 待机：-20℃-40℃ 运行：10℃-35℃

湿度 待机：5%-85% 运行：20%-80%

尺寸 / 重量

尺寸 宽：985mm   进深：1425mm   高：490mm

重量 85kg （不含墨盒）

电气规格

电源 AC 100-240V 50/60Hz  0.7-0.4A

功耗 运行：55w  待机：22w  睡眠：10w  关机：0.5w  

噪音 43.9dB

产品尺寸图

可选配件  

大号平压板16''x20'' C12C933981

中号平压板14''x16'' C12C933991

小号平压板10''x12'' C12C934001

袖子平压板 C12C934031

预处理套装 C12C891201

预处理套装更换组件 C12C891211

硬棍 C12C891221

平整圆拓 C12C934161

三种墨水配置

整机一年保修

OEKO-TEX® ECO-Passport 环保认证

影像级别的输出品质

PrecisionCoreTM TFP 微压电喷头

“ 活的色彩 DG” 涂料墨水

Epson SureColor F2180 大幅面平台式专业数码印花机 产品规格

耗材  

黑色墨水 C13T726180

青色墨水 C13T726280

洋红色墨水 C13T726380

黄色墨水 C13T726480

白色墨水 C13T726A80

清洗墨盒 C13T736000

预处理液 C13T736100

维护工具包 C13T724000

喷头清洁装置 C13S092001

空气过滤器 C13S092021

大号防滑衬布 C13S210078

中号防滑衬布 C13S210079

小号防滑衬布 C13S210080



Epson SureColor F2180 是爱普生公司继 Epson SureColor F2080 之后推

出的第二款平台式专业数码印花机。它针对目标用户高品质、高产能、高稳

定性的需求，对产品进行了针对性的提升。其影像级别的输出效果提高了用

户的产品定位；稳定而快速的生产帮助用户加快资金运转；合理的价格体系

令用户能够快速收回投资实现盈利；原厂的解决方案保证用户在每个环节操

作都有章可循；打印头原厂保修为使用原厂墨水的用户解决后顾之忧。这一

切都让用户能更加安心地选择 Epson 作为他们扩展业务的伙伴。

Epson SureColor F2180 大幅面平台式专业数码印花机

高产能

高打印品质

爱普生“活的色彩DG”涂料墨水

爱普生在每个领域都致力于向用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而墨水是

其中必不可少的元素。爱普生“活的色彩DG”墨水让最终用户在感

受高品质影像的同时，获得足够多的利润空间。成为帮助用户生意

腾飞的助推器。

爱普生PrecisionCoreTM  TFP微压电喷头

基于成熟的爱普生微压电打印头技术，Epson SC-F2180将高品质

输出和高速打印完美的整合。爱普生专有的智能墨滴变换技术可以

精确地控制打印喷嘴压电晶体的形变，大尺寸墨滴用于实底色区

域，实现高速输出；而中小尺寸墨滴则可用在渐变区域以及细节较

多的区域，提高细节精度，实现影像级别的输出品质。同时，不同

于其他类似的产品方案，爱普生PrecisionCoreTM TFP微压电喷头

每列排布了360个喷嘴，为实现高速输出提供了技术保障。

创新白彩同喷打印品质

在饱受用户关注的深色T恤打印方面，爱普生公司通过SC-F2180
全新推出了品质介于标准模式与质量模式之间的“白彩同喷模式”。
使用“白彩同喷”，其打印品质优于标准模式，而生产时间及生产成

本又均低于质量模式。用户可在相同的产能下大幅度提升图片白色

部分色彩浓度，为生产中重视投入产出比的用户提供了更具性价比

的生产选择。

打印模式预设 打印质量设置 分辨率
打印时间

（A4尺寸）

浅色T恤
高速打印模式

标准 720x720dpi 15s

质量 1440x720dpi 27s

浅色T恤
标准打印模式

标准 720x720dpi 27s

质量 1440x720dpi 104s

深色T恤
标准打印模式

标准
白色：1440x1440dpi
彩色：1440x720dpi 111s

白彩同喷
白色：1440x1440dpi
白彩：1440x720dpi 111s

质量
白色：1440x1440dpi（2次）

彩色：1440x720dpi 171s

打印质量设置 标准模式 白色同喷模式 质量模式

打印速度（A4尺寸） 111s(TBD) 111s(TBD) 171s(TBD)

白色浓度 100% 150% 200%

打印流程

初次打印:白色

彩色浓度：0%
白色浓度：100%

初次打印:白色

彩色浓度：0%
白色浓度：100%

初次打印:白色

彩色浓度：0%
白色浓度：100%

二次打印:彩色

彩色浓度：100%
白色浓度：100%

二次打印:彩色部分
彩色/白色部分白色

彩色浓度：100%
白色浓度：150%

二次打印:白色

彩色浓度：0%
白色浓度：200%

三次打印:彩色

彩色浓度：100%
白色浓度：200%

高稳定性

新增白色墨水过滤器

爱普生在前代产品的循环系统基础上，为SC-F2180安装了白色墨

水过滤器，使白色墨水可以在管道内保持流动状态，避免白色墨水

沉淀；而已生成的沉淀也可被过滤器拦截，避免其进入喷头。这套

白色墨水循环系统可以有效地提升打印机稳定性，减少用户宕机

时间，为持续生产保驾护航。

喷头清洁装置

Epson SC-F2180打印机配备了爱普生独创的打印头清洁装置，

可以便捷地进行打印头清洁工作，防止织物纤维粘连到打印头表面，

从而影响打印的精度与品质。

多尺寸墨滴打印技术

为了提升打印机在细节上的表现能力，爱普生在SC-F2180上将最小

墨滴尺寸由前代产品的21pl降低至12pl，配合PrecisionCoreTM TFP
微压电喷头的精确的墨滴尺寸控制系统，不仅墨滴体积准确，而且

定位精度高，真正实现影像画面中精细细节的再现。

Epson SureColor F2180 Epson SureColor F2080

使用平压板框对T恤进行固定

使用防滑衬布对T恤进行固定 （缩短T恤放置时间，操作更加便捷）

新配件防滑衬布及平整圆拓

为了减少介质放置过程对打印品质可能造成的影响，SC-F2180增

加了防滑衬布及平整圆拓这两种配件。通过使用这两种配件，用户

可以缩短介质放置时间，同时减少由于介质表面褶皱、不平整所造

成的喷头剐蹭、墨水喷射不均匀以及白墨彩墨脱节的现象。

爱普生Garment Creator软件

为了让用户能够顺利地使用Epson SC-F2180，爱普生更新了其专

用软件Garment Creator。使用户能够选择款式、预览打印效果、

调节打印精度并进行一站式操作。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在插入

图 片 的 基 础 上

添 加 文 字 ， 并

调 整 文 字 的 字

体 、 大 小 、 颜

色 、 角 度 ； 实

现 更 轻 松 的 内

容编辑。

行业应用

大型服装厂的增值产线 小型T恤定制工作室

主要应用场景

针对用户打印T恤底色的不同，以及用户对品质、速度要求的

不同，爱普生共为用户提供了三种打印模式供用户选择。其中每

种模式均包含了清洗墨盒，降低了打印头堵头的风险，减少用户

宕机时间。

深色T恤标准打印模式

三种打印模式可供选择

CMYK+白色墨水+清洗液墨盒配置。彩色墨水每色一列，白色

墨水4列，清洁液2列。实现高速地在深色服装上进行白色墨水

的铺底打印。

浅色T恤标准打印模式

CMYK+清洗液墨盒配置。彩色墨水每色一列，清洁液6列。满足

用户的在浅色T恤上标准打印的需求。

浅色T恤高速打印模式

双CMYK+清洗液墨盒配置。彩色墨水每色两列，清洁液2列。

满足用户的在浅色T恤上进行高速、高品质打印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