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3-OPX 
新一代套印解决方案 

新一代的套印系统，T3-OPX  提供了扩展

的印刷面积，延长了电器元件的电阻寿命

以及打印头的使用寿命。T3-OPX 采用颜

料型墨水，提供卓越的耐用性，并经过优

化的耐光、防水以及防刮等各项测试，可

直接在表面接受墨水的材料（如：纸板、

明信片、盒子、纸袋、木板或较厚物体，

如：起泡封袋和折叠式货运箱）上进行高

质量的全彩印刷。 

T3-OPX 专为全天候打印而设计，可安装在主

机系统上，支持 18 ips 高速打印；自动调整印

刷速度、印刷时间和印刷间隔。凭借出色的自

动化高度校准和稳定性、高品质的印刷效

果，T3-OPX 通过轻松扩展产品和服务来吸引

众多新客户和现有客户从事季节性或促销活动

的私人印制业务，从而为企业带来投资回报。 

功能齐全、操作简便，是印刷厂、印刷店、制

造商、包装承包商解决方案和第二方物流合作

伙伴纸箱的完美之选。 

• 高度速打印：打印速度高达每秒
18 英寸（每分钟 90 英尺）

• 卓越的打印分辨率：高达 1200 dpi

• 打印幅宽：11.7”

• 自动校准打印高度（达 100 mm）

• 全彩印刷（CMYK 四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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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操作 耗材 

维护 可更换的维护托盘 

平均墨滴量 10 pl K, 8.5 pl CMY 

维护 

介质类型 未涂层纸张、卡纸、纸板 

宽度 取决于运输 / 安装 

23.6" (600 mm) （标准桌面） 

39.3" (1000 mm) （宽桌面） 

长度 35.5” (902 mm) 

厚度 0 – 4" (0 – 100 mm) 自动高度校准 

MailTable 2 标准

环境与物理参数 

打印机 

运行 

运行时：15° - 30° C (59° - 86° F) 

运输时：–40° - 60° C (–40° - 140° F) 

相对湿度：20 - 80% 

海拔：0 - 3048 m 

电源 100-240V AC – 50/60

要求 （9A  电源） 

打印单元 宽度：20.4" (518 mm) 

外形尺寸 长度： 20.3" (516 mm) 

高度： 11" (290 mm) 

（不包括高度可调支架） 

重量 44 lbs. (20 kg) 

介质清洁 宽度： 18" (457.5 mm) 

单元尺寸 长度： 6" (154 mm) 

介质清洁 8 lbs (3.5 kg) 

单元尺寸 

触摸屏 15.6” 

可选 输送台、各种介质导轨、 

配件 进纸台、集纸盘、RIP 工作流程、 

色彩管理软件、原图 

设计软件（管理可变数据） 

耗材 

墨盒 C: 238 ml 

M: 233 ml 

Y: 225 ml 

K: 498 ml 

ISO 页面： 

K: 20.000 页 

CMY: 16.000 页 

墨水类型 颜料型水性墨水 

墨水类型 颜料型墨水，CMYK 4 色独立墨盒 

打印分辨率 1200 x 1200 dpi 

打印速度 达 18 ips (27 m/min) 

打印区域 宽度： 11.7” (297 mm) 

介质传感器 光学 TOF 传感器，可调位
置高度控制的传感器 

连接 802.3 LAN (10/100/1000) 

以太网端口 

驱动程序 32/64-bit 

Windows 10, 8, 7, 32-bit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软件 TrojanControl 软件

速度 达 18 ips (27 m/min) 

电源 100-240V AC – 50/60 Hz

要求 （2. 5A 电源）

外形尺寸 宽度： 24.6" (626 mm) 

（包括紧急步骤） 

长度： 59.3" (1507 mm) 

高度： 35" – 23.4" (892 mm – 595 mm) 

支持材料 23.6" (600 mm) 

宽度 

吸纸 可调速度的 5 个风扇 

MailTable 1 宽度 

速度 达 18 ips (27 m/min) 

电源 100-240V AC – 50/60 Hz

要求 （2. 5A 电源）

外形尺寸 宽度： 40.3" (1026 mm) 

（包括紧急步骤） 

长度： 79" (2007 mm) 

高度： 35" – 23.2" (890 mm – 590 mm) 

支持材料 39.4" (1000 mm) 

宽度 

吸纸 可调速的 5 个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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