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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激光打印机

利盟 MS312/MS415 系列打印机为小型企业及小型工作组客

户提供了出色的性能、安全、可用性和价值。

高性能和安全性，适用于任何规模的企业

利盟 MS312/MS415 系列提供了通常只有更高价格的打印机才

能提供的出色价值和性能。即便是价格较低的 MS312 机型也

提供了双面打印功能、即时预热定影器、显示面板、以太网、

USB及并行端口，外加可选配置的无线打印和更大的输入容量。

MS415 机型则提供了彩色液晶显示屏、保密打印功能、支持

超大容量碳粉盒和高达 7,200 页的推荐月印量。此外，这两款

机型的体型都非常小巧，能够摆放在任何地点使用。

高速度、大容量、可靠性

快速打印复杂文件：高达 256 MB 内存容量、强大的 800 MHz
双核处理器和高速连接，可以轻松打印包含大量图形和图像的

复杂文件。

快速完成工作：打印速度高达 38 页 / 分钟，外加即时预热定影

功能，首页输出数据最快仅为 6.5 秒，有效缩短您的等待时间。

无中断运行打印作业：采用容量高达 850 页的输入纸盘以及可

选配置的超大容量碳粉盒，您再也无须频繁操作，添加纸张或

者更换墨粉。

可靠性能：由于采用了利盟尖端纸张处理技术，每个月可以轻

松打印数千页文件，并降低了维护需要。

监控您的输出文件

打印机配置和状态监控：MS312dn 采用了双行液晶显示屏，

而 MS415dn 则配备了 2.4 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屏。它们不仅可

以用于设备配置，还可以通知您打印机及打印作业的状态信息。

保密打印：MS415dn 上带有一个数字键盘，可以确保只有发

出打印作业的人员才能取走输出文件。

远程管理：从任何浏览器上可以控制打印机的设置（需连接网

络），其中包括安全设置、设备默认参数、耗材警告等。

网络安全：功能全面的企业级网络安全特性和协议可以阻止未

经授权的访问，保护您的设备、信息和网络安全。

连接您的世界

连接方式：千兆以太网（MS312dn 机型为 10/100 以太网）可

以即时连接到标准网络上，而 USB 2.0 和并行端口则可以用于

连接个人设备输出。可选配置的无线连接功能 (802.11n) 支持

在无线网络中灵活地将打印机摆放在任何位置。

网络协议：该系列产品支持几乎所有打印协议，确保能够从具

有打印功能的任何设备或者应用中实现无缝输出。

移动打印：您可以通过利盟 Mobile Print，在任何 iOS 或者

Android 设备上，向 MS415dn 打印文件。本系列的两款机型

都兼容 AirPrint，以便从苹果 OS X 和 iOS 设备上轻松进行无

线打印。

优质输出

高分辨率输出：真正 1200x1200 dpi 的输出分辨率，各种图形

图像均可以打印得细致清晰。

先进的碳粉系统：利盟Unison™碳粉系统将优化打印机的性能，

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持续稳定地实现浓重的黑色和平滑的灰

色输出而毫无褪色。

节省资源和金钱

双面打印：默认模式集成式双面打印特性，可以节省纸张。

节能模式：静音、休眠和环保模式，可以自动降低噪音，并同

时节省纸张和能源。

快速定影器：即时预热定影器，免除了老式打印技术带来的长

时间预热。

经济型打印：碳粉盒成像单元分离，确保了稳定一致的打印质

量并能够节省纸张，而可选配置的超大容量碳粉盒 (MS415dn)
则能够降低更换碳粉的次数，减少人工干预操作和浪费。此外，

低摩擦的 Unison™ 碳粉流动性更好，可以减少浪费并降低内

部零件的磨损。

超级简单的操作

有了轻松设置以及与各种操作系统和网络的全面兼容性，

MS312/MS415 系列将可以在几分钟内设置完成，开始工作。

它们带有使用简单的控制面板、先进的显示器和远程网络接口，

让您时刻掌握设备状态和耗材余量。无需摇动的碳粉供应系统

以及可选配置的超大容量碳粉盒，还将减少更换耗材的操作次数。

省心的维修服务

利盟为 MS312/MS415 系列提供了标准一年保修服务——其

中包括多种联络选项（电话、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和远程协助

等）——确保最大的正常运行时间并减少用户的维修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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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均标准打印寿命数值是根据 ISO/IEC 19752 标准测算得出。 2 “最大月打印负荷”是使用多班运营的客户，在一个月中可以打印的最大页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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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推荐月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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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只有使用针对特定地区使用而设计的替换碳粉盒，设备才

能正常工作。如需获取更多信息，敬请参阅：www.lexmark.com/regions 5 打印及复印速度系分别根据 ISO/IEC 24734 及 ISO/IEC 24735 标准测算得出。如需获得更多信息，敬请

参阅：www.lexmark.com/ISOspeeds

利盟 MS312/MS415 系列

250 页容量纸盘 / 
550 页容量纸盘

2.4 英寸（60 毫米）彩色液晶显示屏双行液晶显示屏

50 页多用途进纸器

250 页纸张输入 

50 页多用途进纸器

250 页纸张输入 

250 页容量纸盘 / 550 页容量纸盘 

可调式打印机底座旋转底柜

MS312/MS415 系列打印机产品特性

高达

38ppm
网络连
接

双面打印 环保 
模式

标准配置

可选配置

产品规格 利盟 MS312dn 利盟 MS415dn 
显示 双行所有点可寻址 (APA) 黑白液晶显示屏 2.4 英寸（60 毫米）彩色液晶显示屏

打印

打印速度：高达 5 黑白：35ppm(Letter) /33 ppm(A4) 黑白：40ppm(Letter)/38ppm(A4) 
首页输出时间：最快仅为 黑白：6.5 秒

打印分辨率 黑白：1200 Image Quality，1200 x 1200 dpi，2400 Image Quality，600 x 600 dpi 
内存 / 处理器 标配：128 MB / 最大：128 MB / 双核处理器，800 MHz 标配：256 MB / 最大：256 MB / 双核处理器，800 MHz 
推荐月印量 3 500 - 2500 页 750 - 7200 页

最大月打印负荷：高达 2 50000 页 / 月 80000 页 / 月
耗材 4 

激光碳粉盒寿命 5,000¹ 页黑色大容量碳粉盒 5,000¹ 页黑色大容量碳粉盒，10,000¹ 页超大容量碳粉盒

成像单元预估寿命：高达 60000 页，基于每个打印作业平均包含 3 页 Letter/A4 幅面文件、5% 覆盖率

出厂碳粉盒 1,500¹ 页碳粉盒 3,000¹ 页碳粉盒

纸张处理

标准配置纸张处理 250 页纸张输入，50 页多用途进纸器，150 页输出纸盘，集成双面打印功能

可选配置纸张处理 250 页容量纸盘，550 页容量纸盘，550 页容量带锁纸盘 
纸张输入容量：高达 标配：300 页 20 磅或者 75 克普通纸 / 最大：850 页 20 磅或者 75 克普通纸 
纸张输出容量：高达 标配：150 页 20 磅或者 75 克普通纸 / 最大：150 页 20 磅或者 75 克普通纸 
支持的介质类型 硬卡纸，信封，纸张标签，普通纸，透明胶片——请参阅“硬卡纸和标签使用指南”

支持的介质幅面
A4，A5，A6，Executive，Folio，JIS-B5，Legal，Letter，Statement，Universal，Oficio，10 Envelope，7 3/4 Envelope，9 
Envelope，DL Envelope

通用信息

标准端口

Centronics IEEE 1284 双向并行端口，USB 2.0 Specification 高速

认证端口 (Type B)，以太网 10/100BaseTX (RJ-45)，另外还可使用

1000Base-T 

Centronics IEEE 1284 双向并行端口，USB 2.0 Specification
高速认证端口 (Type B)，千兆以太网 (10/100/1000) 

可选网络端口
外接 MarkNet™ N7020e 千兆以太网，MarkNet N8352 802.11b/g/n
无线端口

MarkNet N8352 802.11b/g/n 无线端口

打印噪音水平 运行时：53 分贝 运行时：54 分贝

特定操作环境 温度：16-32 摄氏度（60-90 华氏度），湿度：8-80% 相对湿度，海拔高度：0-5000 米

产品保修 一年客户送修服务

尺寸（高 * 宽 * 深）/ 重量 262.7×399×382 毫米 14 公斤 262.7×399×382 毫米 14.2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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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rint 及 AirPrint 徽标为苹果有限公司的商标。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800-810-0595，未开通 800 地区或手机用户：400-811-0055
欢迎访问利盟网站 www.lexmark.com.cn，在线选购正品耗材

北京   电话：(010) 8519-038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凤凰置地广场 A 座 10 层 (100028) 
上海   电话：(021) 2313-3388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黄陂北路 227 号中区广场 604 室 (200003) 
广州   电话：(020) 8513-0288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 座 1702 室 (510620) 
成都   电话：(028) 8620-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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