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号 SureColor F10080

主要部件

打印头 PrecisionCoreTM Micro TFP 微压电打印头（智能墨滴变换技术）

最小墨滴尺寸 3.8pl
喷嘴设置 青，品，黄，高浓度黑：每种颜色 3,200 个喷嘴

打印方向 双向打印 / 单向打印

本机最高分辨率 1,200 X 1,200 dpi

墨水系统

墨水 爱普生“活的色彩 DS”热转印墨水

颜色 青色，洋红色，黄色，高浓度黑色

墨水容量 10L / 支

打印模式*1

300 X 600 dpi 1.1pass 255 平方米 / 小时

300 X 600 dpi 1.5pass 200 平方米 / 小时

600 X 600 dpi 2.1pass 150 平方米 / 小时

600 X 600 dpi 3.1pass 103 平方米 / 小时

600 X 600 dpi 4.3pass 74 平方米 / 小时

600 X 1,200 dpi 5.0pass 65 平方米 / 小时

1,200 X 1,200 dpi 9.0pass 29 平方米 / 小时

介质

介质宽幅 300-1,950mm(76.8in)
卷质尺寸 卷质最大外径 250mm
本机可承载最大卷质重量 60kg
本机可容纳最大纸张厚度 1mm

接口 USB 3.0, 1000Base-T
语言 ESC/P raster
内存 155GB
控制面板 9 英寸触摸屏

环境条件
温度 运行：10°C - 35°C（推荐 20°C-30°C)

湿度 运行：20°C - 80°C（推荐 40°C-60°C)

尺寸 长：1,303mm, 宽：4,607mm，高: 1,886mm
重量 736kg

电器规格

电源 AC200-240V X 2

功耗

运行：3.9KW
待机：221W
关机：9.6W

墨水

高浓度黑色 C13T43K180（10L / 支）

青色 C13T43K280（10L / 支）

洋红色 C13T43K380（10L / 支）

黄色 C13T43K480（10L / 支）

耗材

维护工具包 C13S210104
清洁布（卷） C13S210066
废墨瓶 C13S210072

选件

介质收卷支架 C12C933891
介质供给支架 C12C933911
介质清洁刷 C12C936031
压力垫片 C12C936041

包装箱清单
打印机，信号指示灯，废墨瓶，介质清洁刷，压力垫片，清洁布（卷），填充墨盒，烘干器，介质杆，墨水供应单元，自动收纸器，
首先阅读 , 光盘，

爱 普 生 官 方 微 博爱 普 生 官 方 微 信爱 普 生 官 方 网 站

备注：本宣传页中的数据，来源于爱普生实验室数据，与实际使用数据存在差异。彩页中技术规范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本产品属热转印数码印花机产品，本机打印速度可达 255 平方米 / 小时，本机最大分辨率为 1200 X 1200dpi。

      *1 此速度基于线条图打印得出，具体打印速度可能因用户打印环境区别而不同。

     *2 用户需签署爱普生自维修合同才能享受该服务。

ELS200907AD

Epson SureColor F10080 产品规格

Epson SureColor F10080 爱普生工业级* 热转印数码印花机

疾风迅影 斑斓绽放

内部防尘装置，减少宕机时间，实现稳定生产

先进的张力控制系统，实现高进纸精度，可打印轻薄纸张

大容量落地式供墨系统，支持边打印边加墨，操作便捷

全新的工业型机架及高效率烘干系统，完美配合工业生产

爱普生自主研发工业级打印头，生产速度可达255平方米/小时*1

新多层半色调技术及自动调节功能，实现高质量打印

基本规格



Epson SureColor F10080 是爱普生针对数码印花市场推出的一款高速度工业级热转

印输出设备。该设备搭载 4 个爱普生自主研发的 PrecisionCoreTM Micro TFP 微压电

打印头，使打印输出速度大大提升， 打印宽幅也升级至 1.95 米宽， 从小批量的定制

化到大批量的工业级生产应用， 可满足客户不同类型的生产需求。此外， 升级了爱普

生精准墨点技术， 结合爱普生“ 活的色彩 DS”热转印墨水，可实现稳定的高品质打印

生产，从而帮助用户建立产品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

Epson SureColor F10080 爱普生工业级* 热转印数码印花机

高产能

自动调节功能

内置的 RGB 摄像头可以实时检

测打印模式及软件设置参数等信

息，在更换新的打印介质或者更

换新的打印喷头时，可实现进纸

精度，打印头角度及波形等不同

功能的调整，以帮助用户实现稳

定的高输出品质。

根据用户需求，标配高浓度黑色墨

水。爱普生重新研发黑色墨水的染料

配方，使其拥有更高的黑密度值，可

以呈现更深沉的黑色，特别适合服装

中深色调专色展现。同时，即使是在

背光布艺灯箱等软广告应用中，也不

会损失暗色调区域的黑密度。

爱普生“ 活的色彩 DS”热转印墨水

爱普生 PrecisionCoreTM Micro TFP 微压电打印头

SC-F10080 装配了爱普生自主研发的 PrecisionCoreTM Micro TFP

微压电打印头， 每个喷头拥有长达 4.7 英寸的喷嘴排列， 每列喷嘴

数量高达 800 个，结合微压电喷嘴高频率喷射的特点，带给用户高速

输出的体验。

高打印品质

爱普生精准墨点技术

爱普生精准墨点技术是爱普生多年来在图像处理技术方面努力研发

的结果， 而 SC-F10080 采用的爱普生精准墨点技术实现再升级，通

过对升级版的 LUT 色彩对照表、新的多层半色调技术以及微羽化技

术的完美整合，不仅大大降低打印输出画面的颗粒感及打印条纹，而

且使过渡区域更加平滑，从而实现高品质的打印输出。

多种打印模式满足用户需求

针对市场用户的打印生产需求多种多样，SC-F10080 可设置多种不

同的打印模式来满足客户从定制化应用到大批量生产的不同打印精

度以及打印质量的要求。

输出速度 ( 平方米 / 小时 )

255
150
103
74

分辨率 (dpi)

300 X 600
600 X 600
600 X 600
600 X 600

新多层半色调技术

爱普生半色调技术将决定在喷

墨中使用大中小墨滴的比例，

以 及 墨 滴 的 离 散 排 布 算 法。

而新的多层半色调技术，可通过

增 加 更 多 层 次 的 墨 滴 排 列 分

布， 实现即使在墨点喷射出现

偏差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高品

质的打印输出效果。

LUT 色彩对照表

基于爱普生的色彩对照技术，将原始文件中的每像素色彩信息转换成

多组各个颜色的墨水用量比例， 再从中择优选择一组墨水组合使

用。爱普生色彩对照表技术可以完全展现墨水的打印色域， 并且

令过渡区域更加平滑且保证色彩的一致性。

爱普生微羽化技术降低打印横

纹现象， 应用在了所有的打印

模式上。是依靠一个算法故意

分散墨点的排布，来弥补进纸误

差，消除打印横纹现象。分散墨

点的程度在高质量打印模式中

更大，高质量模式下，打印横纹

现象效果最不明显。

微羽化技术

微羽化技术

可靠性及稳定性

工业型框架结构

为配合工业级打印头的高打印速度，SC-F10080 数码印花机采用了

稳固的工业型框架结构，保证了进纸器主轴，进纸主轴及收纸器主轴

的平行，同时，稳定的框架结构也避免了由于地面不平而造成的打印

机框架结构扭曲。

爱普生全新烘干系统

为配合更快的打印速度，SC-F10080采用全新设计的烘干系统，通过

正反双面的烘干设计可有效控制介质表面的温度，大大提升烘干效

率，减少打印介质表面的褶皱，且节省空间。

大容量落地式供墨系统

SC-F10080 采用了大容量落地式供墨单元，每色墨水标配两支墨盒，

每支墨盒容量为 10L，所以每色墨水容量可达 20L，且两支墨盒间可

自动切换，支持边打印边加墨，节省客户操作时间，实现持续性地打

印，满足客户进行大批量生产的使用需求。

内部防尘装置

为了降低粉尘等引起的堵头风险，SC-F10080 内部安装了清洁刷及

小风扇等清洁装置，以保证持续稳定的打印生产。

先进的张力自动控制

SC-F10080 采用的自动张力控制系统可通过进纸器和收纸器的协同

工作，可最大化地降低外界因素如不同介质的重量及纸轴芯形状等的

不利影响，从而实现稳定精准的张力控制。

Epson Cloud Solution PORT*2

SC-F10080 支持 Epson Cloud Solution PORT *2，用户可实时查看

打印机的工作状态和印量等信息，且通过用户自维修政策，用户可自

行更换打印头等备件， 且操作简便，无需等待专业技术人员到场服

务，从而有效减少宕机时间， 实现稳定地生产。

打印模式 (PASS)
1.1
2.1
3.1
4.3

爱普生精准墨点技术

微羽化技术

多层半色调技术

LUT 色彩对照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