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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 8786-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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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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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X Ink 
紙張處理-列印紙張寬度 單張 203mm (8") - 432mm (17")

捲筒 203mm (8") - 432mm (17")

控制面板 顏色&尺寸 2.7 吋彩色觸控面板

介面 Hi-Speed USB, 10BASE-T/100BASE-TX /1000BASE-T
噪音 操作時 小於47db
機型尺寸-重量 約52公斤
機型尺寸-體積 (寬x深x高) 待機狀態 863 x 766 x 405 mm

列印狀態 863 x 1134 x 405 mm
作業系統 WindowsXP/Vista/7/8/8.1/10 (32/64bit) or later /MacOSX10.6.8 or later

Windows Server2003 Standard/Standard *64bit,
                    2008 Standard/Standard *64bit /R2,
                    2012 or later

電力需求-電壓/頻率 110V/ 50~60Hz (0.4~0.7A)

墨水 C13T913100 相片黑
C13T913200 藍色
C13T913300 靚紅色
C13T913400 黃色
C13T913500 淡藍色
C13T913600 淡靚紅
C13T913700 淡黑色
C13T913800 消光黑
C13T913900 超淡黑
C13T913A00 橘色
C13T913B00 綠色
C13T913D00 紫色

電力需求-耗電量 列 印 中 約52瓦 
休眠模式 約5瓦 *(有線網路模式1000BASE)

紙張處理-紙張厚度 單張 0.08-1.50mm
捲筒 0.08-0.50mm

保固期

選配品 料號 品名
C12C815351 自動切紙器備用刀片
C12C890121 捲筒紙固定座
C13T619000 廢墨盒
C13T619100 廢墨盒2
C13S400045 清潔紙

規格表

列印型式-噴嘴數 每色 360 個噴嘴 共十一色

自購買日起12個月 (廢墨盒皆屬消耗性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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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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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UltraChrome HDX墨水，擁有更廣色域，更深層灰階表現，更長的保存時間

選配紫色墨水，色彩覆蓋率高達99%，彩色影像細膩逼真

選配超淡黑墨水，黑白色階更顯極致，完美展現作品層次感

全新進化PrecisionCore精點微噴科技，生產穩定度與品質大幅提升

Epson Print Layout影像編輯軟體，讓專業影像列印輕易上手

灰階層次更細膩        實現99%超廣色域

A2王者降臨



紫色墨水配置

適用於數位打樣與海報輸出

超淡黑墨水配置

適合於攝影與複製畫輸出

相片黑

消光黑

淡黑色 紫色

紫色

藍色 淡藍色 靚紅色 淡靚紅 黃色 綠色 橘色

相片黑

消光黑

淡黑色 超淡黑

超淡黑

藍色 淡藍色 靚紅色 淡靚紅 黃色 綠色 橘色

全新UltraChrome  HDX 墨水，Pantone色彩覆蓋率達99%

超越前代墨水

超精細的噴嘴孔設計

SC-P5000為Epson 17吋水性大圖機最高階王者機種，共有11色墨水。全新導入UltraChrome HDX ink

系統，使用者可以選擇紫色新墨水（紫色與超淡黑互為替代選擇*），採用紫色墨水，Pantone色彩

覆蓋率將達到史無前例的99%，實現最高品質輸出，可模擬更多印刷特別色表現。不僅如此，在

黑色顏料墨水的密度提升1.5倍，擁有完美的色階表現，讓成色更為傑出，在人像攝影作品的輸出

表現更為精湛細膩，輸出效果超越前代機種，創造出絕佳的空間深度感。超高D-Max值，能表現超

水準高濃度、立體感的黑色，為您創造非凡價值的作品。(*註：紫色墨水與超淡黑墨水，使用者無法直接置換墨水
匣，必須在裝機時選擇其中一種墨水。)

全新進化PrecisionCore精點微噴科技

SC-P5000採用最新PrecisionCore精點微噴TFP噴頭，功能超越市面上一般壓電式噴頭，每一色系皆擁

有360個噴嘴，使用者可得到最高的列印品質。加上Epson色彩演繹技術，最高解析度可達2880x 

1440 dpi，為您創造出非凡的優質印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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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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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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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色彩層次平順化、色彩濃度最佳化和顆粒狀感最小

化的完美境界。

所有資訊一目瞭然的2.7吋液晶觸控面板

2.7吋的LCD彩色液晶螢幕，在任何光

源環境下都可以顯示清晰的影像，操

作片版上可顯示包含操作資訊、墨水

剩餘量等資訊。機台狀況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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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SC-P5000印出，利用照片

進行居家空間佈置或桌邊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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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光年限 約  60年 約  60年

P5000 紫色

約  45年

Pro 4900P5000 超淡黑

* [測試環境]

依照 JEITA CP-3901A 相關規定進行測試

Glossy paper A4 size

溫度 23°C

濕度 50%

照片顏色重製與預覽

暖色調 褐色調

高彩度色調高對比色調

冷色調

全新UltraChrome  HDX 墨水系統，抗光年限超越前代墨水，效果可達60年之久

版型設計

創建板型

挑選照片

選擇外框與照片設定

編輯完成

電源 暫停/取消工作

紙張裝載開關

裁紙

相片黑/消光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