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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最佳且穩定的列印品質，本印表機僅得使用Epson原廠連續供墨系統和墨水，倘置入非原廠供墨系統，印表機將無法使用，因使用非原廠
連續供墨系統所造成之印表機損害或故障，不適用本公司所提供之免費保固條款，使用者需自行負擔維修費用。

規格表

本產品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驗證登錄 (RPC) 型式認證     R33126

織品直噴印刷機

機種名稱 SureColor SC-F2000
最大列印解析度 1440x1440 dpi (白墨)
 1440 x 720 dpi (彩墨)
墨水類型 名稱 UltraChrome® DG ink
 顏色 青色, 洋紅, 黃色, 黑色, 白色
墨水容量 600 ml 、250ml  
印材媒體處理 印製樣式 移動式印刷平壓版

 印刷範圍 大印刷平壓版 Large Platen(16"x20"/406x508mm)
  中印刷平壓版 Medium Platen(14"x16"/356x406mm)
  中POLO印刷平壓板 Medium POLO  Grooved Platen(14”x16”/356x406mm) 
  小印刷平壓版 Small Platen(10"x12"/254x305mm)
  迷你印刷平壓板 Extra Small Platen(7”x8”/178x203mm)
  袖管印刷平壓板 Sleeve platen(4"x4"/102x102mm)
 印材厚度 最高 25.0 mm
 耐重度 最高 1.5 Kg
 建議材質 棉50%(混紡)  ~  棉100%
控制面板 尺寸 2.5 吋 LCD控制面板
 面板解析度 320×240　像素
界面 Hi-Speed USB x2(For PC x1, For USB flash memory x1), 10BASE-T/100BASE-TX
記憶體 印表機 512MB
 網路 128MB
環境條件 溫度 10°C ~ 35°C
 濕度 20 ~ 80% 
機型尺寸/重量 尺寸(寬x深x高) 寬: 985 mm
  深: 1425 mm (max. 1521 mm for operation with Large size platen) 
  高: 490 mm (covers closed)
 重量 約82 Kg
電力需求 電壓 / 頻率 AC 100-240 V   50/60Hz  0.7-0.4 A
 耗電量 操作中: 約 52 W
  待機中: 約 20 W
  睡眠: 約 10 W
  關機: 少於 0.5 W
噪音 操作中，約 41 dB(A)
作業系統 Window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Windows 8, MacOSX 10.6.8 - 10.8
支援印刷格式 jpg, tiff, png, bmp
隨機搭配專屬軟體 Garment Creator 
選購品 C12C890911   大印刷平壓版
 C12C890912   中印刷平壓版
 C12C932151   中POLO印刷平壓板
 C12C890913   小印刷平壓版
 C12C932131   迷你印刷平壓板
 C12C891191   袖管印刷平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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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ON軟硬體及墨水完整配套，印刷品質穩定可靠

• 支援白墨印刷模式，布料顏色不受限，無論深淺色系的布料皆
可印製。

• 影像成色鮮豔生動，無須經過特別調校即可精準呈現，印於不
同色系的服飾皆能保持一致性的色彩水準。

• Epson綠色環保墨水UltraChrome® ®DG，符合OEKO-TEX  Stan-
dard 100標準，環保無毒對人體無害。

• 全彩液晶螢幕人性化操作介面，搭配簡單易學軟體Garment 
Creator，輕鬆上手更專業。

• 提供原廠全機保固，讓您的設備享有完整的售後服務，用得安心。

織品直噴印刷機

擁有超值原廠貨，何必改機頻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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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科技-精點微噴PrecisionCore TFP噴頭 

Epson獨家打造新一代的PrecisionCore TFP噴頭，具備較高
效能及較長耐用性能等特色，為Epson最高級的噴頭。每一
顏色都有360個極細噴嘴，能以幾乎無薄霧、無墨滴外擴的精
準度，列印出最完美的墨點形狀。

● 彩印最高解析度可達1440 x 720 dpi
● 白墨最高解析度可達1440 x 1440 dpi
● 獨家精密核心技術，印刷成像清晰銳利

墨水配置有三種方案

● CMYK+W 四色+白墨，可印製白T與色T
● CMYK 四色模式，適用於印製白T
● CCMMYK 四色雙供模式，適用於印製白T，支援更高產能。

簡單好操作的Garment Creator 印製軟體

1. 搭配容易使用的印製軟體Garment Creator，操作介面簡單
清楚，功能完整，簡單易學，無須專業的操作人員也可以

輕鬆上手。

2. 支援Photoshop、Illustrator等專業繪圖軟體搭配使用，如
果您是專業的繪圖高手，也不用擔心軟體相容問題。

3. 透過Garment creator內建的價格估算功能， 您可以清楚知
道印製的成本價格

SureColor SC-F2000 T-Shirt印製速度參考表
(印刷範圍 8 x 10 英吋, 約A4大小)

*實際速度會依印製圖檔複雜度、電腦規格、系統設定及軟體程式而
有所不同。列印速度是以開始列印，到完成噴墨的時間來測量。

 影像大小：8” x 10” 英吋
 電腦規格：Windows 7 professional 64 bit / CPU i7-2760QM 2.4GHz

墨水過濾與循環系統

SureColor SC-F2000 在墨水過濾系統下足了功夫，除了在每
個墨盒裡內建過濾器，更在墨水進入噴頭前，增加第二道防

線，有效的隔絕了氣泡與雜質，除了確保墨水品質，更大幅

提降低塞噴頭的機率，減少噴頭更換與維護成本。

通過SGS檢測

水洗牢度符合AATCC標準，色Ｔ與白Ｔ檢測皆達4級以上，
光照牢度達4.5級
(檢測報告詳細內容請見F2000產品官網：
http://www.epson.com.tw/Printers/C11CC62001/Overview)

噴頭自動清潔系統

SureColor SC-F2000 內建自動清潔系統，保護噴頭不易耗損，
同時提供了穩定的印刷品質，容易維護並節省人力與成本。

原廠環保墨水 Epson UltraChrome DG Ink

● SureColor SC-F2000符合OEKO-TEX® Standard 100 國際
安全機構的標準，使用原廠UltraChrome DG 墨水印製的織
品/T-Shirt，對人體(包括嬰兒)完全無害。Epson特別為棉製
織品研發的墨水與噴頭技術，穩定可靠度再升級。

● 目前市面上充斥著不明成分的他牌墨水，可能含有致癌物

質，透過衣物直接接觸皮膚，對於人體有非常嚴重的傷害。

墨水循環系統

白墨與金屬銀墨水易在墨管中沈積

內建墨水循環系統可避免墨水沈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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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後，四色雙供模式無法變更

為其他兩種色彩配置

在墨水進入噴頭前，還有第二道過濾器，

確保墨水品質，讓噴頭更穩定耐用。

墨盒裡內建過濾器，
隔絕氣泡雜質。

SureColor SC-F2000 在墨水循環系統也毫不馬虎，透過墨
水導管中內建的幫浦施壓，可以大幅減低白墨與雜質在墨

管中沉澱的現象。

工作選單列 印刷機狀態 內建標準模式

印刷條件設定區 印製按鈕

SureColor
SC-F2000
四色雙供模式

Sur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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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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