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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110 A4 彩色无线便携式打印机
基本规格

打印机类型

打印功能

喷嘴数量

打印方向

打印方式

最高打印分辨率

最小墨滴尺寸

打印机语言

黑色180个,  彩色（青色, 洋红色, 黄色）每色各59个

双向逻辑查找

按需喷墨

5760×1440 dpi
1.5 微微升

黑白约7ipm，彩色约4ipm（A4，普通模式）*5

黑白约14ppm，彩色约11ppm（A4，草稿模式）*6

ESC/P-R

打印机接口

USB
无线接口

Wi-Fi Direct
网络协议

高速USB
IEEE 802.11b/g/n，IEEE802.11a/n/ac
支持

TCP/IPv4，TCP/IPv6

产品尺寸

便携移动办公 畅享现场打印
WF-110 A4 彩色无线便携式打印机控制面板

液晶显示屏

打印机软件

驱动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10（32 位或 64 位）

Windows 8.1（32 位或 64 位）

Windows 8（32 位或 64 位）

Windows 7（32 位或 64 位）

Windows Vista（32 位或 64 位）

Windows XP SP3 或更高版本（32位）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x64 Edition SP2 或更高版本

Windows Server 2019 / WindowsServer 2016
Windows Server 2012 R2 / Windows Server 2012
Windows Server 2008 R2 / WindowsServer 2008
Windows Server 2003 R2 / Windows Server 2003 SP2 或更高版本

Mac OS X 10.6.8，10.7.x，10.8.x，10.9.x，10.10.x

1.4英寸 LCD彩色液晶屏

4色颜料墨水 外置电池
（选购件）

轻巧机身易于携带，仅重1.7kg*
支持无线网络及无线直连

标配内置电池，支持USB供电

1.44英寸彩色液晶屏，操作更便捷

四色颜料墨水，高品质输出，防水耐保存

选购外置电池，强劲续航更持久

无线网络
无线直连

打印速度

纸张进纸方式

进纸器

进纸器容量

出纸方向

支持最大纸张尺寸

摩擦进纸

1个（后部）

20页，A4普通纸（75g/m2）

面朝上

A4
普通纸 64-90g/m2

高级光面照片纸 102-300g/m2
支持纸张重量

打印纸处理

支持

支持

Email Print
Epson iPrint Mobile App

移动与远程打印

工作

存储

工作

存储

10~35℃

-30~60℃

20~80%RH（无冷凝）

5~85%RH（无冷凝）

温度

湿度

环境标准

AC 220-240V
50-60 Hz
打印模式消耗功率（使用ISO/IEC24712样张打印）:

未给电池充电，约12瓦；给内置电池充电，约16瓦

准备就绪模式消耗功率：

未给电池充电，约3.3瓦；给内置电池充电，约14.7瓦

睡眠模式消耗功率：

未给电池充电，约0.9瓦；给内置电池充电，约12.4瓦

关机模式消耗功率：

未给电池充电，约0.2瓦；给内置电池充电，约11.7瓦

交流电源适配器：大约 2.5 小时

USB 接口（5 伏 / 1.5 安）：大约 2.5 小时

1.7kg ( 不包括墨盒和交流电源适配器）

额定电压

额定频率

整机重量

电器规格*3

内置电池充电时间*8

功率消耗

T289（黑色）约250页*7

T290（青色 / 洋红 / 黄色，三色合一）约200页*7

T295（废墨仓）

C12C934851（选购件）

墨盒

耗材和选购件

维护箱

外置电池

309mm

159mm

61mm

USB
供电 彩色液晶屏

1.44英寸1.44"

*1 此数据是在打印 A4尺寸 ISO/IEC24712 模式下，使用充满电的新电池，在 25℃的环境温度下测量得出的。

*2 数据来源于国家办公设备及耗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

*3 数据来源于爱普生实验室测试结果，因使用环境和设置的不同，与实际使用数据存在差异。  

*4 依据爱普生官网标注额定功率。 

使用ISO/IEC FCD24734测试样张。

数据来源于爱普生实验室测试结果，

因使用环境和设置的不同，与实际使用

数据存在差异。

*5 使用爱普生eMemo4黑白文档测试样张，eMemo4

彩色文档测试样张。数据来源于爱普生实验室测试结果

（A4，经济模式），因使用环境和设置的不同，

与实际使用数据存在差异。

*6 使用ISO/IEC FCD24712测试样张。

数据来源于爱普生实验室测试结果，

因使用环境和设置的不同，与实际

使用数据存在差异。

*7 
机身
重量轻

1.7kg*

*8 此数据是在环境温度为 25℃下，关闭打印机电源给电池充电时测量得出的。在给电池充电时，如果操作打印机，充电时间会变长。



小而精巧，随身携带

WF-110 A4 彩色无线便携式打印机

对于有移动打印需求的客户而言，一款小巧易用的便携式打印机对于保障现场工作

顺利进行，提升工作效率至关重要。爱普生全新推出的WF-110 A4彩色无线便携式

打印机，凭借多项特有功能及人性化设计，满足了用户在移动多变空间的使用需求，

带来更加可靠便捷的移动办公打印体验。

爱普生WF-110便携式打印机，全新的外观，精美的设计，内部组件结构优化，实现令人叹服的机身尺寸。机身轻盈，即便单手掌握，亦不会

有负重感。业务人员外出工作仅需把打印机放置于工作包中，即可携带其外出办公，大幅提升空间利用率，也可以存放在抽屉中，便于收纳。

无线连接，自在打印

爱普生WF-110便携式打印机，支持无线及无线直连，即使面对无网环境也可轻松完成任务。

爱普生WF-110便携式打印机标配内置电池，可选购外置电池，无需连接电源即可实现打印。

支持USB供电，续航更持久

颜料墨防水，品质卓越

爱普生WF-110便携式打印机，采用四色颜料墨水，防水耐光，

速干、耐刮蹭、抗氧化，打印出的文件不易晕染，长久保存。

彩屏设计，直观易用

健康办公，绿色环保

爱普生WF-110便携式打印机，可通过1.44英寸彩色液晶屏进行网

络及打印设置操作，亦可通过其监控墨水及电池使用状况，提前预

警更换，更为人性化的设计为用户带来更加便捷的使用体验。

爱普生 WF-110 便携式打印机，“0”*2 臭氧，“0”*2 粉尘，低排放，作

业功率仅约 12W*3。爱普生特有的微压电技术，打印时将电能直接转

化为机械能，无需加热，能耗较爱普生普通激光机节省约 90%*4。

* 该重量不包括墨盒和交流电源适配器

在无线环境内，无论是iOS用户还是Android用户均可使用Epson 

iPrint APP轻松实现文档的输出。

支持无线直连功能，用户无需通过路由器即可实现与具备Wi-Fi 

Direct功能的智能终端设备连接，其连接效果和传输速率与网线连接

几乎毫无二致。

智能设备轻松连接1 摆脱网络束缚，无网环境亦可打印2

爱普生WF-110便携式打印机，特有USB供电设计，用户可通过充电

宝、笔记本电脑、车载电源等设备随时为打印机供电。用户无需再为外出

打印时出现的打印机没电状况所困扰，实现更为长久的移动打印。

爱普生WF-110便携式打印机，扩充外置电池后，不连接电源线最多可

续航打印约410页*1。

标配内置电池，支持USB供电1 选购外置电池，强劲续航更持久2

410页410页410页
* 续航打印总量约410页*1

你以为打印机只有连接电源，才能打印吗？

你以为打印机还是依靠网络，才能实现无线打印吗？

你以为便携式打印机的操作体验就会缩水吗？

你以为便携式打印机就不能兼顾环保健康吗？

你以为便携式打印机的输出品质就会打折扣吗？

1.7kg*

你以为打印机还是那么笨重，只能固定在办公桌面上使用吗？

耐刮蹭

防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