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打印。亮丽彩色。
利盟C950de彩色打印机

为繁忙工作组而设计的利盟C950de提供了专业质量的A3彩色打印、灵活的功
能、出色的介质处理、直观的触摸屏幕以及简单易用的工作流解决方案。

利盟C950de 彩色打印机

 彩色打印         触摸屏幕          解决方案                                 双面打印             网络打印速度高
达50 ppm

利盟C950de 产品亮点

打印更少，节省更多。

打印更少？一家专门从事打印业务的企

业的如此说法可能会令人非常意外。但

请考虑一个事实：平均来说，企业用于

文件打印方面的成本占其总收入的6%，

而主动的打印管理可以将办公室成本降

低高达30%¹。这样，上面的说法就会变

得合情合理了。利盟公司努力确保，我

们为您提供的每一款产品、解决方案和

服务的设计，都可以帮助您节省时间、

金钱，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我们承

诺，帮助您打印更少，节省更多。

精准色彩，始终如一

如果可以确保贵公司徽标中的特定颜色可以被精准、一致地打印出来，你就

可以放心地在公司内部制作专业质量的文件了。本设备标准配备了利盟命名

色彩替换(Named Color Replacement)功能，用户可以输入特定的彩色色值——其

中包括PANTONE®及DIC色彩指南中的色值——轻松实现色彩匹配。

保护信息安全

从网络中传输的数据到打印的页面，多个层面的安全功能和内置特性可以帮助你保

护设备、文件、数据和网络。

• 支持多种用户身份鉴定和授权控制功能。

• 可选配置读卡器，让用户可以用感应卡或者磁卡鉴定身份。

• 高级硬盘加密，保护打印机可选硬盘上的敏感数据。

• 自动、定时或者手动磁盘擦除功能，可以彻底清除磁盘上的潜藏数据（可选配置

硬盘）。

• 支持IPSec、SNMPv3和802.1x网络。

• 安全审查记录，可以跟踪和识别安全风险。

举手之间，环保打印

C950de让环保打印变得非常简单。双面打印功能可以节省纸张，环保模式(Eco-Mode)
可以减少纸张和墨粉消耗，而休眠模式的睡眠按键则能够节约能耗。C950de的即时预

热定影器和特殊设计的墨粉（定影温度要求更低）还可以帮助节约能源。

理想色值

PANTONE 346 C
未使用命名彩色

替换
使用命名彩色

替换

打印

打印速度（A4，黑色）： 最快50 ppm
打印速度（A4，彩色）： 最快45 ppm
首页输出时间（黑色） 最快仅需5.2秒钟

首页输出时间（彩色） 最快仅需7.7秒钟

打印分辨率，黑色 1,200 x 1,200 dpi，2,400 Image Quality
打印分辨率，彩色 1,200 x 1,200 dpi，2,400 Image Quality
内存，标准 1,024 MB
内存，最大 2,048 MB
噪音水平（运行模式） 53分贝

最大月打印负荷：多达 225,000页/月
推荐月印量 4,000 - 33,000页
耗材

耗材寿命 彩色（青品黄三色）墨粉组件为22,000²页，黑色墨粉组件为32,000²页
纸张处理

纸张处理，标配 500页输出纸盘，集成式双面打印，100页多用途进纸器，520页输入纸盘

纸张处理，选配
2,000页大容量进纸器，3,500页装订器，3 x 520页纸匣底座，书籍装订器，2,520页
串联纸盘模块，520页纸匣底座

纸张输入容量，标配：多达 620页75克胶版纸

纸张输入容量，最大：多达 5,140页75克胶版纸

支持的介质类型
硬卡纸、信封、光面纸、不干胶标签纸、普通纸、透明胶片，请参阅硬卡纸及标签纸
使用指南

通用

功能 彩色打印

产品保修期 1年现场维修服务，下一工作日

产品认证 www.lexmark.com
尺寸（毫米-长*宽*高） 565 x 640 x 685毫米

利盟C950de

利盟C950de 产品规格

打印更少。节省更多。

推荐月印量
“推荐月打印量”可以帮助客户根据每个月需要打印的平均页数来评估利盟产品。利盟公

司建议，客户的月印量应处于设备的推荐范围之内，以获得最佳性能。此外还应考虑的其

他因素包括：耗材更换间隔、纸张装入间隔、打印速度及客户的典型应用。

最大月打印负荷
“最大月打印负荷”是某台设备在一个月时间内长时间运行可以输出的最大纸张页数。这

项指标可以用于与其他利盟打印机或者多功能一体机的耐用性进行比较。

脚 注
1资料来源：InfoTrends/CapVentures于2008年8月发表的《网络文件解决方案预测2007-
2012，网络文件解决方案顾问服务》

2黑色或者青品黄三色墨粉组件的平均连续打印寿命，其测算符合ISO/IEC 19798标准。
3改变语言是安装过程中的可选设置。
4插图中的触摸屏幕被放大处理。

商标
利盟及利盟钻石图形均为利盟国际有限公司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所有其他商标

均为属于其各自所有人的资产。Energy Star®为在美国注册的商标。本文件中的信息如果

变更，恕不另行通知。PANTONE®为Pantone公司的注册商标。本产品中使用了Adobe® 
Flash®技术。如需获取详情，敬请访问网站http://www.adobe.com/software/flash/about/



利盟C950de 主要特性

图中显示的利盟C950de彩色打印机带有
可选配置的2,520页容量串联纸盘模块、
小册子装订器及2,000页大容量进纸器。

集成双面打印功能

100页容量多用途
进纸器

2,000页大容量进纸器

2,520页容量串联纸盘模块

为您优化工作的产品特性

兼容C950de

利盟C950de

1) 直观的彩色触摸
屏幕

大型10 .9厘米（4 .3
英寸）彩色触摸屏
幕让你可以通过直
观的导航操作打印
机，还可以轻松存
取各种工作流解决
方案和快捷键。

2) Direct USB
前置的USB端口兼容
多种可打印图像格
式，实现了便捷的
随机上前打印。

3)  配置灵活的进纸
容量

用户可以选择最适
合 自 己 需 求 的 配
置，最大纸张输入
容量高达5,140页。

4)  非同寻常的介质
处理

超级可靠的进纸功
能让你可以装入多
达六种不同类型的
介质，其中包括最
大11.69 * 47.24英寸
幅面的横幅及厚达

300克的纸张。

5) 高级装订选项

配置灵活的装订选
项，其中包括多位
置装订、打孔、扩
展输出堆叠和书籍
制作功能，帮助你
在公司内部轻松制
作专业文件。

6) 利盟解决方案

运用预装在设备上
的解决方案应用，
你可以减少不必要
的打印并简化工作
流程。用户还可以
选择其他利盟解决
方案，以满足特定
的工作流需求。

激光墨粉/打印组件

C950 黑色超大容量墨粉组件(32K)
C950 青色超大容量墨粉组件(22K)
C950 品红色超大容量墨粉组件(22K)
C950 黄色超大容量墨粉组件(22K)
C950, X950/2/4 感光鼓单元，1只装

C950, X950/2/4 感光鼓单元，3只装

C950, X950/2/4 废粉瓶
书钉组件（3只装）
骑马书钉组件（4只装）

内存选件

256MB DDR2内存

512MB DDR2内存

1024MB DDR2内存

256MB闪存卡

160+ GB硬盘

应用解决方案

C950 IPDS卡
C950 Prescribe仿真卡

C950 表格和条形码卡
利盟PrintCryption卡

连接性

MarkNet N8250 802.11b/g/n无线打印服务器

MarkNet N8120千兆以太网打印服务器

MarkNet N8130光纤以太网100BaseFX, 10BaseFL 打印服务器

MarkNet N7020e千兆以太网打印服务器

USB缆线（2米）

1284-B并行端口接口卡
并行端口缆线（10英尺）

RS-232C串行端口接口卡

用户可更换零部件

C950, X95x 定影维护套件，320K，220-240V
C950, X95x 160K维护套件

机型
利盟C950de

纸张处理

C950, X95x 2520页容量串联纸盘模块

C950, X95x 3x520页容量纸匣底座

C950, X95x 520页容量纸匣底座

C950, X95x 2000页大容量进纸器

C950, X95x 3500页容量装订器（四孔）

C950, X95x书籍装订器（四孔）

延长保修期

C950 2年全面现场服务，下一个工作日到达

C950 3年全面现场服务，下一个工作日到达

C950 4年全面现场服务，下一个工作日到达

C950 1年现场服务延保，下一个工作日到达

安装服务

C950安装服务

装箱清单

利盟C950de彩色打印机，打印寿命高达11,000*
页的彩色（青品黄三色）墨粉组件，打印寿命

高达16,000*页的黑色墨粉组件，黑色、青色、

品红色和黄色成像单元，软件及文档光盘，电源

线，安装指南（网络及本地连接），有限保修声

明，利盟组件回收项目相关信息

*根据ISO/IEC 19798标准测算的、黑色或者青品

黄三色墨粉组件的标准页面平均连续打印寿命。

利盟C950de 概述

出色的彩色输出

直观操作，高效工作

为商务应用而设计

帮助你无需外包就可以在多种介质上实现色彩亮丽、专业质量的输出，给客户留下

深刻印象。C950de采用先进技术，提供了高性能A3打印能力，确保稳定、可靠的彩

色输出。

• 1200 * 1200打印分辨率，制作出亮丽的彩色图像和清晰的黑色文本。

• PANTONE®校色功能，确保彩色色调稳定一致。

• 命名色彩替换功能，轻松实现色彩匹配。

• 利盟Color Care技术，管理彩色的使用并控制成本。

• 可以制作最大A3幅面的专业文件——从骑马钉书籍到折叠彩页。

利盟C950de结合了高性能打印、简单的操作和节约时间的工作流应用，帮助你提升

工作效率。

• 打印速度高达50 ppm（黑色）和45 ppm（彩色）：首页输出时间仅需5.2秒钟。

• 轻松导航的10.9厘米（4.3英寸）彩色触摸屏幕，提供听觉反馈，让作业设置变得

简单直观。

• 预装应用帮助你进一步提升工作流效率。

•  打印预览和后处理作业设置修改功能，让你可以选择双面打印、增加装订设置并

选择特定页面进行打印。

利盟C950de采用了性能强大的打印引擎，其高级功能和灵活性足以应对业务所需的

最大工作负荷。

• 强大的多层安全功能，确保你的设备、文件、信息和网络设施安全。

• 强大的连接能力，可以轻松接入几乎任何环境之中。

• 嵌入式万维网服务器、利盟通用打印驱动程序和利盟MarkVision Enterprise，简化了

设备监控和管理。

• 1.2 GHz处理器和标配1GB内存，轻松处理包含大量图像的打印作业。

• 多种输入选项，纸张输入总量可以扩充到最多5,140页。

• 可以轻松替换的后市场打印组件，其寿命高达32,000²页黑色，22,000²页彩色。

色彩亮丽，持久稳定。

利盟致力于设计和制造具有出色打印质量及可靠性的产品。请坚持使用利盟原

厂耗材、服务和零部件，以取得最大的投资回报、优化利盟打印设备的性能并

获得持久亮丽的彩色输出效果。C950de带有利盟1年有限保修服务，用户还可以

选购延长保修期。

利盟C950de 轻松高效完成工作

轻触之间，优势尽显

利盟e-Task彩色触摸屏幕是多功能一体机的重要存取方

式。可定制的10.9厘米（4.3英寸）触摸屏幕让你可以在

打印前预览文件的缩略图，并在设备前操作，修改打印

作业。您甚至还可以在触摸屏上查看、选择和打印一个

文件中的特定页面。使用简单、直观的导航提供了最常

用功能、快捷键和工作流的快速存取。全新交互式感应

技术提供了听觉反馈，帮助引导用户完成每一步操作、

确认触摸操作完成并指示某个行动正在进行中。

利盟解决方案为您节省时间和金钱

C950de采用了利盟内置解决方案框架——在设备上添加各种软件应用的利盟平台。而这些解决方案的设计宗旨都是为了帮助

用户精简（甚至消除）耗费大量纸张的业务流程，从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

以下是预装在利盟C950de上的解决方案。用户还可以选择其他多种利盟解决方案，以满足特定的工作流需求。

轻松的设备管理

利盟MarkVision Enterprise可以有效地管理你的输出环境。这个基于浏览器的免费软

件让你可以全面查看网络打印机和多功能一体机设备群——无论设备出自哪个厂

商。MarkVision Enterprise让系统管理员可以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从设备被接入

网络到被淘汰之日——配置、跟踪、查看、修理和前瞻性地管理设备。

解决方案

表格和收藏夹

免除预印表格所产生的浪费和低效——你

可以将经常使用的打印表格、营销资料或

者其他文件联机保存、按需打印。

改变语言³
轻松切换触摸屏幕上的显示语言——支持

18种语言。

展厅

在彩色触摸屏幕上显示定制的滚动图片

秀，可用于推广您的企业或产品，或者向

贵公司客户及员工传递重要信息。

环保设置3

选择多种打印和复印设置，以减少能源、

纸张和墨粉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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