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大的紙張尺寸 17inch

 
列印解析度-最大列印解析度 2880 x 1440 dpi

 列印解析度-最小墨滴尺寸 3.5pl
墨水系統-墨水類型 Epson UltraChrome HD Ink 
列印速度 A4 全彩影像 每頁約2分鐘     (1440x720dpi列印於頂級光面相紙)

A3 全彩影像 每頁約5分20秒 (1440x720dpi列印於頂級光面相紙)
A2 全彩影像 每頁約6分49秒 (1440x720dpi列印於頂級光面相紙)

紙張處理-列印紙張尺寸 A2, USC, A3+, A3, 12"x12", USB, B4, Legal, Letter, A4, B5, A5, 
Half letter, A6, 11"x14", 8"x10", 11"x17", 5"x7", 4"x6", 
16:9 wide size(4"x7.11"), 3.5 "x5"

紙張處理-紙張厚度 自動進紙槽 0.08mm~0.3mm 
前方藝術紙路徑 0.3mm~0.5mm 
前方厚紙路徑 1.3mm 

控制面板 顏色&尺寸 2.7 吋彩色觸控面板
介面 有線：USB2.0 High Speed 、10BASE-T/100BASE-TX 

無線：Wi-Fi (IEEE 802.11b/g/n) ; Wi-Fi Direct
噪音 操作時49.6db
機型尺寸-重量 約19.5公斤
機型尺寸-體積 (寬x深x高) 684 x 376 x 250mm
作業系統 WindowsXP/Vista/7 /8 /8.1 /MacOSX10.6.8 
電力需求-電壓/頻率 110V/ 50~60Hz (0.6A)

保固期 自購買日起12個月 (集墨棉屬消耗性零件)
若使用非Epson原廠墨水、墨水卡匣所導致機器受損或問題，
本公司將不提供免費保固服務。

UltraChrome HD墨水 C13T853100  極致黑
C13T853200  藍
C13T853300  靓紅
C13T853400  黃
C13T853500  淡藍
C13T853600  淡靓紅
C13T853700  淡黑
C13T853800  消光黑
C13T853900  超淡黑

支援紙張種類 7104490    　    專業半光面相紙A4
C13S041069      相片品質噴墨專用紙A3/B   　     　
C13S041725      優質相片紙 17”
C13S041143      優質相片紙A3+
C13S041285      優質照片紙A4
C13S041289      頂級光面相紙A3+ 
C13S041742      頂級光面相紙 16”  　     　
C13S041328      頂級半光面相紙A3+  
C13S041743　  頂級半光面相紙 16”
C13S042079      頂級光澤相紙 16”
C13S041332      頂級柔光相紙A4
C13S041352      亮白水彩紙A3+ 　     　
C13S041637      絲絨面藝術紙
C13S041786      噴墨專用紙A4
C13S041896      優質平滑藝術紙A3+ 
C13S042074      優質平滑藝術紙 17”
C13S042071      超值光澤相紙 A4

電力需求-耗電量 列印中：約21瓦
休眠模式：約1.8瓦

 

 

 

 

 

 

 

Epson SC-P807 規格表

        R33126

多功能印刷兼顧品質

本產品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驗證登錄 (RPC) 型式認證

列印型式-噴嘴數 黑色： 180x4色黑
彩色： 180x5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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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專線 (02) 8024-2008

捷修網股份有限公司 - 提供 EPSON 產品專業售後服務

     
      網站報修及維修進度查詢

      全省 14 個服務據點

捷修網網址：www.tekcare.com.tw

SureColor SC-P807承襲著

前一代Pro3885的優良基因，

導入全新捲筒紙套件，讓印刷

功能更強大。再加上新一代的 

「極致黑」墨水，其所帶來的

頂級灰階表現，讓設計稿件的

創意概念完整呈現，絕對是設

計師不可或缺的利器。

市場同級產品A2唯一支援捲筒紙列印，可彈性依列印長幅設計稿件、全景相片。

可依使用需求搭配多種紙材印刷，設計、攝影創意無限發揮。

全新UltraChrome HD 墨水，擁有頂級灰階，藝廊等級的細緻印刷品質與輸出表現。

支援Wi-Fi無線點對點連接，各種智慧行動裝置直接無線列印。

Epson Print Layout影像編輯軟體，讓專業影像列印輕易上手。



 Apple® Air Print™
Epson iPrint

Google 雲端列印

Outside

Intranet

Home

Internet乙太網路 /
高速USB裝置 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
Wi-Fi

紙軸心尺寸：

2吋：油畫布

3吋：其他紙材 (光面、霧面、藝術紙)

紙材長度：55cm 至 110cm 

紙材寬度：13吋 至 17 吋

”紙筒捲“ 能功新

藝術紙

前方進紙

厚紙板

”紙筒捲“ 能功新

亮面紙/霧面紙

藝術紙

厚紙板

”紙筒捲“ 能功新

亮面紙/霧面紙

前方進紙

藝術紙

所有資訊一目瞭然的2.7吋液晶觸控面板

寬廣、高清晰度的彩色液晶觸控面板，搭配可傾斜式設計，增加訊息、墨水存量和選單
設定的可讀性，方便使用者隨時查看印表機狀態。

Epson Print Layout免費影像編輯軟體

使用者可於網站上免費下載Epson 
Print Layout專業影像編輯軟體，
包含版型設計、多張照片拼貼、照
片顏色重製、常用紙材設定等強大
功能。使用者可以將照片編輯後，
調整成自己喜愛的色調，再利用
SC-P807印出，利用照片進行居家
布置或桌邊擺設，皆能讓您的攝影
作品更加出色。
Epson 獨家提供的 Print Layout
專業影像編輯軟體，可以讓印刷版
面利用最大化，不僅可以協助您處
理影像的變化，印製時，也幫您省
下了無須浪費的紙材面積。對於有
設計需求的使用者來說，絕對是一
大利器。

無線連結各種智慧行動裝置

SC-P807採用最新WiFi direct技術，支援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無線點對點連接，無
須透過Notebook或PC驅動，即可直接列印照片及文件檔案；同時也支援iOS AirPrint
以及Google雲端列印功能，讓您在戶外也能立即連線至室內的SC-P807進行列印，大
幅提升了印刷的便利性。

更精準純粹的黑白人像設計表現

Epson UltraChrome HD墨墨水結合了全新的塗層技術，有效隔絕光線反射效應，可
以大幅改善人像膚色古銅光折射率，讓輸出的人像設計作品更貼近真實膚色表現，大
幅提升作品價值。

MicroPiezo微針點壓電式噴墨技術

以幾乎無雜點或墨滴外擴的精準度，
到印出最完美的墨點形狀，同時針對
Epson UltraChrome HD 墨水進行
最佳化，可兼顧品質，同時大幅減少
列印時間，獨特墨水塗層更可提高耐
用度，提供絕佳的抗光防水等耐候性
。

Epson全新色彩演繹技術(LUT)

影像品質的關鍵，在於列印時的墨水演色
最佳化。SC-P807利用Epson獨家的全
新色彩演繹技術(LUT)，根據要列印的影
像，精準轉換成RGB或CMYK彩資訊，
產生正確的墨水疊色，並且充分利用印表
機的寬廣色域和極小墨滴的優勢，實現色
彩層次最平順化、色彩濃度最佳化和顆粒
狀感最小化的完美境界。

捲筒紙以及多樣化紙材的優勢

支援捲筒紙以及多種紙材輸出，讓SC-P807成為專業平面設計師以及攝影師不可或缺的
利器。適用光面相紙、霧面紙、藝術紙、捲筒紙等各式紙材，最大紙材厚度可達1.3mm
，可依使用者需求，選擇適合的紙材印製稿件，不會因為紙材長度侷限而只能屈就拼接
列印，讓您的創意完整呈現。

全新UltraChrome HD 墨水

全新墨水技術，導入全新極緻黑墨水，高密度成份，讓色階表現更為傑出，在人像攝
影作品的輸出表現更為精湛細膩。Epson獨家四種濃度的黑色墨水，造就真正專業品
質的黑白列印。精細調整由最深邃的暗部到最明亮的亮部，黑白之間極平滑的漸層色
調，創造出絕佳的空間深度感。超高D-Max數值，更能表現高濃度、立體感的黑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