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M-C7520*成功案例 
五金制造             USA 

用户 某塑料管道制造企业 

应用 产品外箱标签 

背景 
•减少预印标签库存  

•零售商要求彩色标签 

PV 单台打印机，2,500 张/日 

标签SKU数量 40,000 

介质 哑光 

用户获益 

•无卡纸，之前使用的激光打印机经常卡纸  

•打印质量优于激光打印机  

•耗材和维护成本低于激光打印机   

*此打印机在美国的产品型号为TM‐C7500 



 

TM-C7520*成功案例 
家电制造           Japan 

用户 某空调制造商 

应用 配件包装标签 

背景 由于系统变化，需要按需打印标签 

PV 
多数打印机，每台210,000 labels /日 

(爱普生每月售出500k日元墨水)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哑光 

用户获益 

•可制作自由版式的设计 •打印速度两倍于原有标签打印机 •

条形码打印质量提升，TM-C7520*打印条码等级A~B，原有打

印机等级C~D •TM-C7500装配有Seagull driver，与用户使用

Bartender的系统相匹配 

原有方案：预印+热转印 

左图为符合预印格式的标签示例 

右图为不符合预印格式的标签示例 

 

TM-C7520*方案 

无需预印标签 

可制作自由版式设计 

*此打印机在日本的产品型号为TM‐C7500 



TM-C3520*成功案例 
食品       South Korea 

用户 某传统点心经销商 

应用 客制化点心标签 

背景 
•打印用于庆祝活动的点心标签，小批量客制化  

•之前使用预印+热转印标签 

PV 每月约3-5千张标签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NA 

用户获益 
•高质量彩色打印提高品牌形象 

•应用多种设计，满足客户不同活动的要求 

*此打印机在韩国的产品型号为TM‐C3500 



TM-C3400*成功案例 
食品                  Japan 

用户 某芝麻产品制造商 

应用 产品信息标签 

背景 内部打印可以促进库存管理，减少工时和成本 

PV 每月10,000个 

标签SKU数量 Unknown 

介质 哑光80x115mm  

用户获益 

•与双色热转印打印机相比，成本低 •减少外包的预印标签库

存 •避免人工误差，例如标记过期日期，生产日期，批号

等 •节省时间和劳动力成本  

*此打印机为TM‐C3520的前续机型 



TM-C3520*成功案例 
医疗                  Japan 

用户 某医院 

应用 注射液/血袋标签 

背景 使用彩色标签，提高辨识度 

PV NA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NA 

用户获益 

•通过不同颜色，快速辨别重要指示，有效避免信息识别的失

误  

•卡纸/故障少，内置纸仓和前置墨盒便于操作，适合现场打

印  

*此打印机在日本的产品型号为TM‐C3500 



TM-C3520*成功案例 
餐饮                  Japan 

用户 某连锁咖啡店 

应用 产品外包装标签 

背景 原创设计标签 

PV 50~100张/SKU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普通纸72mm 

用户获益 

•原创设计标签，增加产品附加值  

•小批量按需打印，降低成本，之前使用的打印外包方式，必

须订购1000张以上标签，成本较高  

•打印为节日或特别纪念日设计的标签  

•随时更改标签内容 

*此打印机在日本的产品型号为TM‐C3500 



TM-C3520*成功案例 
文化产业           Japan 

用户 某动漫周边产品制造商 

应用 带有卡通人物的产品标签 

背景 

•原创设计标签  

•周边产品需要严格遵守交货时间，以保证用户在需要的时间

拿到商品，而与印刷公司沟通细微颜色差别及监督生产都花

费大量时间 

PV 2000张/SKU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普通纸模切标签 80x100mm 

用户获益 

•缩短交货周期 

•TM-C3500能准确还原颜色，图像印刷清晰  

•由于使用防水颜料墨水，标签可用于外包装盒及户外活动  

•打印速度快，且墨水速干 

*此打印机在日本的产品型号为TM‐C3500 



TM-C3520*成功案例 
交通运输           Japan 

用户 某铁路公司 

应用 自行车停车许可标签 

背景 

•减少预印标签库存  

•人工标注停车号码耗时多，乘客等待时间长，且容易出现错

误  

•不同车站使用不同标记方法，难以合作 

PV NA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NA 

用户获益 

•工时缩短，效率提高  

•墨水耐用  

•适用于用户的软件系统  

•打印效果好，二维码及文字都很清晰 

*此打印机在日本的产品型号为TM‐C3500 



TM-C7520*成功案例 
食品                  Japan 

用户 某清酒厂 

应用 酒标 

背景 
•清酒产量提高，需要提高标签生产效率 

•大/小批量标签混合输出 

PV 20000张/月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模切合成纸 

用户获益 

•TM-C7500配合自动收纸器，生产效率提高 

•收纸器支持直径8英寸的纸卷，配合大容量墨盒，减少换纸

和更换墨盒的次数，维护工作减少 

•打印图像清晰，适用于高端产品 

•可以与贴标机配合使用，进一步提高效率 

*此打印机在日本的产品型号为TM‐C7500 



TM-C3520成功案例 
化工                  China 

用户 某日化工厂 

应用 GHS标签 

背景 
•GHS/GB要求 

•按需打印，节约成本 

PV NA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Avery OZ2180(合成纸) 

用户获益 
•高精度，高品质 

•综合打印成本低 



TM-C3520成功案例 
鞋服                  China 

用户 某制鞋厂 

应用 外箱标签 

背景 彩色外包装箱，突出品质 

PV NA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光泽纸 

用户获益 
•标签质量高、防水、耐剐蹭 

•彩色图案，提高企业形象 



TM-C3520成功案例 
通信                  China 

用户 某移动企业 

应用 固定资产标识 

背景 提高品牌价值的彩色固定资产标签 

PV NA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亚银纸 

用户获益 
•标签质量高、防水、耐剐蹭 

•彩色图案，提高企业形象 



TM-C3520成功案例 
饲料                  China 

用户 某饲料添加剂企业 

应用 外箱标签 

背景 国家要求饲料添加剂产品使用彩色外箱标签 

PV NA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亚银纸 

用户获益 

•标签质量高、防水、耐剐蹭 

•彩色按需打印，节省成本 

•实时打印，提高工作效率 



TM-C3520成功案例 
会展                  China 

用户 某展会公司 

应用 展会参展证 

背景 彩色照片打印，减少虚假证件 

PV NA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卡纸 

用户获益 
•附带照片，严格防止假证件 

•实时高效 



TM-C3520成功案例 
疾病控制           China 

用户 某疾病控制中心 

应用 健康证 

背景 
•彩色一次性输出 

•高效低成本输出 

PV NA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Avery OW3000(哑光卡纸) 

用户获益 

•附带照片，严格防止假证件 

•自动裁切提高工作效率 

•综合打印成本低 



TM-C3520成功案例 
旅游                   China 

用户 山西某景区 

应用 景区门票 

背景 
•带有照片的个性化门票，防止假票 

•高效低成本输出 

PV NA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Avery OW3020(高光卡纸) 

用户获益 
•附带照片，严格防止假证件 

•综合打印成本低 



TM-C7520G成功案例 
制造业                  China 

用户 某制造企业 

应用 可变数据打印 

背景 带有照片的二维码打印 

PV NA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普通纸 

用户获益 实现可变数高效打印输出 



TM-C3520成功案例 
汽车制造            China 

用户 某汽车制造企业 

应用 GHS标签 

背景 
•GHS标签要求彩色打印 

•将整桶润滑油分装，派发至4s店 

PV NA 

标签SKU数量 NA 

介质 普通纸 

用户获益 
•彩色GHS标签一步输出，提高效率 

•按需打印，节约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