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需擔心資料損毀

或被覆蓋，可安心

保管並清楚辨識。

各式光碟印刷以保存資料：

自動化操作　大量降低人力成本

注意 : 有關使用書籍、音樂、繪畫、版畫、地圖、電影、相片、電腦程式等著作物，請遵循著作權法，或取得版權所有人之授權，若使用者有相關侵權行為，由該使用者自行

        負起相關法律責任。

自動化光碟印刷機

為了實現高品質的光碟燒錄，Epson推出PP-100AP
自動化光碟印刷機。兼顧高品質與低成本的優點，

並可自動化印刷不同需求的光碟片，大大提升工作

效率。

可逐片印刷

印刷50片
標  準  模  式

外部輸出模式

批  次  模  式
一次印刷100片

光碟存放匣1光碟存放匣2光碟存放匣3光碟存放匣4

手  臂  機  構

抓取部

抓取部CD/DVD剖面

按下貼付踏桿的光碟邊緣便可卸除。踏桿(kick lever)

各抓取部擴散至外側，以確實抓住。

插圖為示意圖。與實物不同。

病歷或健檢資料保存光碟印刷：

選擇光碟種類後，指定原始資料 
■關於光碟種類，請參閱規格表。

選擇樣板(template) 
■可以依顧客所製作的影像為背景、或貼付影像。

。

執行載入、列印設定，按下發行鈕後便可開始製作

■也可僅指定載入、列印標籤面。

自動化光碟印刷機

■ 高產能 : 最高95片/小時，可連續完成100片印刷
■ 低成本 : 一組墨水約可印1960片光碟* 
■ 高品質 : 微針點壓電式噴頭 + 獨步業界的6色染料墨水
■ 易操作 : 軟體功能強大、模板種類豐富

■ 超穩定 : AcuGrip 機械手臂技術，不重覆進片、卡片

 

■ 多工燒錄，適合不同需求 ■ 耐用度最高達30萬張!

適合不同需求可依用途別及輸出片數分別選擇作業模式

後，有效的印刷CD/DVD，並在無人管理時，可連續印刷

100張光碟，大大降低人工需求。

為了適應於長期大量生產的使用環境，PP-100AP配備了維

護箱作為選件讓您可以自行更換。每個維護箱的更換頻率

約為每3萬張一次*，透過更換主要損耗部件可以使產

品的使用壽命最高達到30萬張。

■ Total Disc Maker : 

軟體功能齊全，模版種類豐富 ■ 人性化軟體

PP-100AP隨機配備的全功能軟體Epson Total Disc Maker

可以控制從光碟面設計到印刷的整個過程，Epson Total 

Disc Maker包含了大量豐富實用的範本，您只要透過簡單

的操作就能得到客製化的光碟印刷產品。PP-100AP也允許

使用其他的Windows程式進行控制印刷操作。

為您隨時掌握列印工作以及墨水使用狀況，不需專人專

職管理，有效降低工作成本、更可以妥善運用人力

資源，創造更大效益!

■ 絕佳品質

PP-100AP光碟印刷機完美地融合了Epson的噴墨列印技

術，獨有的微針點壓電式噴頭以靈敏的電子脈衝信號來控

制噴墨過程，精確地控制墨滴形狀和定位墨滴位置。

印字頭的各色噴嘴數量有 1 8 0 個 ， 最高解析度達

1440×1440dpi，配合最新的色彩控制技術，實現高品質的

光碟印刷。

■ 專利機械手臂，省時省力高穩定生產!

採用Epson獨有的機電一體化技術，所開發的機械手臂

AcuGrip，可確實在光碟存放匣(Stacker)，光碟機(Drive)

印表機之間運送光碟,並且為了確實固定光碟，還搭載了獨

立懸架抓取機構(pick)，另有專利的AcuGirp，可防止抓取

多張光碟同時放入燒錄機，避免對燒錄機的損害。

PP-100AP使用六色分離高容量墨水匣，有效減少更換墨水

匣的頻率、支撐列印不中斷! 

■ 6色分離式墨水

Epson純正6色分離式墨水，可迅速垂直滲透於光碟標籤表面

的塗佈層，減少暈染情況，細小如4pt的文字也清晰可

見。且具卓越的色彩穩定性，即便長期保存也不退色。因多

加入淡色的6色墨水，更可平順呈現濃淡漸層之間的色彩。

■ 墨水不暈染 圖像文字更清晰

PP-100AP機身上搭載6色LED燈號，即時掌控墨水狀態、

並亮燈警示，確保印刷工作不中斷!

■ 即時墨水狀態監控

■ 適用範圍廣 大量印刷CD、DVD

透過優美光碟標籤，可讓

顧客隨瞭解裡面放置哪

些之內容(相片、檔案)

讓顧客獲得滿足，進而

提升服務。

索引標籤：

以3步驟
輕鬆操作

* 以Epson圖檔測試列印

工作狀態監控
(工作進度、列印時間⋯)

印刷機器狀態監控

耗材狀態監控

INK
C
LC
LM
M
Y
BL

*實際狀況因印刷覆蓋率及工作環境而定

病歷健檢資料數位化

封存，保全患者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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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型名稱

發行模式(數量)

列印規格

墨水匣

列印範圍

支援光碟片

隨機附贈軟體

系統需求

介面

使用環境

電力需求

環境規格

保固期

墨水匣型號 

規格表
Epson Discproducer™ PP-100AP

批次模式
標準模式
外部輸出模式

列印速度

噴嘴數

列印方向
列印解析度

墨水類型
顏色
列印量

外徑的標準設定值
外徑的設定值範圍
內徑的標準設定值
內徑的設定值範圍
保證列印範圍

尺寸

形狀

種類
表層

Total Disc Maker
Total Disc Monitor
Total Disc Setup
PP-100AP 印表機驅動程式

作業系統

處理器
記憶體
硬碟
解析度
介面

聲音環境

USB 2.0 High Speed  480Mps

溫度
濕度

額定電壓
頻率

體積
重量
耗電量

自購買日起12個月

藍色
淡藍色
淡紅色
紅色
黃色
黑色

51-100 (使用光碟存放匣1、2、3)
1-50 (使用光碟存放匣1、2)
1-50 (使用光碟存放匣1、2、4)

高品質：50 discs/hr
快速：95 discs/hr
黑色 180孔噴嘴
彩色 900孔噴嘴(180x5)
雙向或單向
High-Speed 1440dpix 720dpi (快速模式)

染料墨 (Dye ink)
藍色、紅色、黃色、淡藍色、淡紅色、黑色
1,000片光碟或以上(直徑45-116mm連續列印，模式設定：品質）

116mm
70-119.4mm
45mm
18-50mm
45-116mm

外徑120mm±0.3mm
內徑15mm+0.1/-0mm
厚度1.2mm +0.3/-0.1 mm
支援標準12cm(4.7inch)光碟片
不支援特殊形狀的光碟片
CD-R、DVD-R、DVD+R、DVD-R DL、DVD+R DL
可列印（高品質或光滑)僅支援Epson建議之可列印光碟片

使用者在電腦上安裝此軟體，可以發行光碟
顯示工作和裝置的狀態
使用者在電腦上安裝此軟體，可更改PP-100AP
PP-100AP 的印表機驅動程式

Windows® 7
Windows® XP Home/Professional SP2或以上
Windows®2000 Professional SP4 或以上
Pentium® 4, 1.4 GHz或以上
512Mbytes
10Gbytes 或以上，7,200rpm 或以上
XGA 或更高，65,536色 或以上
USB2.0傳輸速度：480Ｍbps (高速裝置)
USB 連接埠：不支援配備以下晶片組之電腦的USB連接埠：ATI的
南橋晶片(IXP(SB)460或更舊)
必須安裝聲音裝置和支援音樂媒體的驅動程式

10℃∼35℃
20%∼80%(無凝結)

AC 100V∼AC 240V
50Hz∼60Hz

377mm(寬)x 493mm(深) x348mm(高)(不包含變壓器和USB連接線)
約24公斤(包含光碟存放匣和墨水匣，不包含變壓器和光碟)
52W（操作中)，27W(待機)

C13S020447
C13S020448
C13S020449
C13S020450
C13S020451
C13S02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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