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pson 商用投影機 產品規格表

雙燈靓彩 精彩無間斷

三倍廣色域 WUXGA 高階展演旗艦

Epson EB-Z10005U

10000lm WUXGA 高階展演旗艦

‧ 白色亮度 10000 lm / 彩色亮度 10000 lm

‧ 鏡頭垂直 ±60%、水平 ±18%位移功能

 ‧標準解析度  WUXGA 1920x1200 (FullHD)

Epson EB-Z9875U

8700lm WUXGA 高階展演旗艦

‧ 白色亮度 8700 lm / 彩色亮度 8700 lm

‧ 鏡頭垂直 ±60%、水平 ±18%位移功能

‧ 標準解析度 WUXGA 1920x1200 (FullHD)

 亮：

-對比度 15000：1

 廣：

-內建垂直、水平 ±30 度梯形修正功能

-多種情境應用

 曲面投影/牆角投影

 多台拼接融合功能

 360 度方向安裝/縱向投影數位廣告看板應用(Portrait mode)

 高安裝性：多媒體訊息整合

 美：

-Epson 3LCD 投影技術，彩色亮度=白色亮度

 安心:
-Epson 投影機 3 年極致保固

-強化散熱與結構，智慧雙燈超耐用，24/7 不中斷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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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燈靓彩 精彩無間斷
三倍廣色域 高安裝性 高階展演首選 

Epson EB-Z9800W

8300lm WXGA 展演首選

‧ 白色亮度 8300 lm /        

   彩色亮度 8300 lm

‧ 鏡頭垂直 ±60%、

   水平 ±18%位移功能

‧ 標準解析度 

   WXGA 1280x800

Epson EB-Z11005*

11000lm 展演首選

‧ 白色亮度 11000 lm/

   彩色亮度 11000 lm

‧ 鏡頭垂直 ±56%、

   水平 ±19%位移功能

 ‧標準解析度 XGA 1024x768

* EB-Z11005 為黑色機身

Epson EB-Z9870

8700lm 展演首選

‧ 白色亮度 8700 lm / 

   彩色亮度 8700 lm

‧ 鏡頭垂直 ±56%、

   水平 ±19%位移功能

 ‧標準解析度 XGA 1024x768

 亮：

-高對比度 15000：1

 廣：

-內建垂直、水平 ±30 度梯形修正功能

-多種情境應用

 曲面投影/牆角投影

 多台拼接融合功能

 360 度方向安裝/縱向投影數位廣告看板應用(Portrait mode)

 高安裝性：多媒體訊息整合 

 美：

-Epson 3LCD 投影技術，彩色亮度=白色亮度

 安心:
-Epson 投影機 3 年極致保固

-強化散熱與結構，智慧雙燈超耐用，24/7 不中斷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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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無線投影旗艦

Epson EB-1985WU

建議售價：NT$59,900 元

 亮：

-白色亮度 4800 lm/ 彩色亮度 4800lm

-高對比度 10000：1

廣：

-內建垂直、水平 ±30 度梯形修正功能

-ScreenFit 自動偵測影像進行梯形校正

-1.6 倍縮放變焦功能

-支援多種無線投影模式

 WiDi / Miracast

 iProjection (需搭配 ELPAP07 無線模組)

 EasyMP Multi-PC Projection

 美：

-標準解析度 WUXGA 1920x1200，支援 1080P 高畫質投影

- Epson 3LCD 投影技術，彩色亮度=白色亮度

 安心: 
-Epson 投影機 3 年極致保固

-智慧自動偵測環境調節亮度，4,000 小時長效燈泡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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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應用 - 短距教學投影機

商務／教學專業最實用  10000 小時長效最給力

Epson EB-535W

3400lm WXGA 短距投影機

建議售價：NT$39,900 元

‧ 白色亮度 3400lm/

   彩色亮度 3400lm

‧ 標準解析度

   WXGA 1280x800

Epson EB-530

3200lm XGA 短距投影機

建議售價：NT$34,900 元

‧ 白色亮度 3200lm/

   彩色亮度 3200lm

 ‧標準解析度

   XGA 1024x768

Epson EB-520

2700lm XGA 短距投影機

建議售價：NT$29,900
元

‧ 白色亮度 2700lm/

   彩色亮度 2700lm

 ‧標準解析度

   XGA 1024x768

 亮：

-高對比度 16000：1

 廣：

-內建垂直、水平 ±15 度梯形修正功能

-支援無線網路投影功能、EasyMP Multi-PC Projection、iProjection（需選購 ELPAP07 無線

網路模組）

 美：

-Epson 3LCD 投影技術，彩色亮度=白色亮度

 安心:
-Epson 投影機 3 年極致保固

-自動調整亮度功能，燈泡壽命長達 10,0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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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應用 - 超短距互動觸控投影機

多點觸控互動 教學最有趣

Epson EB-595Wi

全球首創*

超短距互動觸控投影機 

建議售價：NT$74,900 元

‧ 白色亮度 3300 lm/

   彩色亮度 3300 lm

‧ 標準解析度 WXGA 

1280x800

‧ 內建互動式虛擬電子白板

（可同時支援 6 點觸控及 2 支互

動筆）

*EB-595Wi 為 3LCD 第一台觸

控互動投影機

Epson EB-585Wi

超短距互動投影機

建議售價：NT$49,900 元

‧ 白色亮度 3300 lm/

   彩色亮度 3300 lm

‧ 標準解析度 WXGA 

1280x800

‧ 內建互動式虛擬電子白板

（可同時支援 2 支互動筆使用）

Epson EB-580

超短距投影機

建議售價：NT$39,900
元

‧ 白色亮度 3200 lm/

   彩色亮度 3200 lm

‧ 標準解析度

   XGA 1024x768

 亮：

-高對比度 10000：1

 廣：

-內建垂直、水平 ±3 度梯形修正功能

-支援無線網路投影功能、EasyMP Multi-PC Projection、iProjection（需選購 ELPAP07 無線

網路模組）

 美：

-Epson 3LCD 投影技術，彩色亮度=白色亮度

 安心:
-Epson 投影機 3 年極致保固

-自動調整亮度功能，燈泡壽命長達 60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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