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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激光多功能产品

大印量输出、长寿零部件、坚实的安全性能和高级装订功能，

令利盟 MX910 系列成为具备 A3+ 幅面（12*18 英寸）输出

能力的终极多功能数码复合机。

高级特性和输出幅面选择

作为利盟A3+幅面（12*18英寸）输出的黑白多功能产品之一，

MX910 系列将高速度、多样的连接方式、安全性、环保设计、

操作简单的用户界面和高级装订功能带到您的企业之中——

并带有全面利盟用户体验、服务选项及多种解决方案的支持。

卓越性能，稳定可靠

高速度打印：MX910 系列只需几秒钟就可以完成首页输出，

之后的打印速度高达 45-65 页 / 分钟（取决于不同机型）。支

持快速打印能力的，是功能强大的 800 MHz 双核处理器以及

高达 3 GB 的内存，以确保高速输出和用户满意。

顶级配置的纸张输入：本系列产品标准配置两个 500 页容量

纸盘，合计供纸容量高达 1000 页。此外，多用途进纸器还具

有额外 150 页的供纸能力。如果选配更多纸盘和进纸器，该

系列机型的最大纸张输入容量就将高达 6,650 页。其纸盘上

甚至还提供了 LED 指示灯，让用户一眼就可以看清是否纸张

剩余量较低或者已经完全用尽。

大印量输出：MX910 系列具有 300,000 页的最大月打印负荷，

足以满足标准及 A3+ 幅面（12*18 英寸）打印作业的大量输

出需求。

扫描：双面自动进稿器的处理速度高达每分钟 140 页面，加

快硬拷贝原稿的扫描过程，让您的员工有更多时间用于完成

更加重要的工作。

长寿命部件：感光鼓单元的寿命高达 125,000 页，而定影器

的寿命则高达 720,000 页。在产品的使用寿命期间更换更少

的零部件，不仅可以节省资源，还意味着更少维护操作、更

高工作效率。

轻松连接，高效打印

连接方式：千兆以太网可以将 MX910 系列即时连接到标准网

络，而多个 USB 2.0 和可选并行端口则可以用于连接单个设

备输出。可选配置的无线 (802.11n) 连接方式支持在无线网络

中，灵活地将打印机摆放在任何位置。

打印协议：本系列支持几乎所有打印协议，确保从任何具有

打印功能的设备或者应用中都可以完成无缝输出。

移动打印：这台体型较大的设备需要固定在特定地点使用，

而您的用户则无需如此。使用利盟移动打印，他们可以通过

移动设备（以及传统的桌面电脑），在任何地点打印文件 *。

全面安全性

打印释放功能：可选配置的读卡器令MX910系列可以在“释放”

特定打印作业之前，确认用户的身份——或者为他们提供“按

需打印”的选择。

远程管理功能：（在联网状态下）从任何浏览器上都可以控

制设备的设置，其中包括安全设置、设备默认数值、耗材警

告等。

网络安全：内置全面的企业级网络安全特性和协议，以保护您

的设备、信息和网络安全——其中包括 SNMPv3 和 IPSEC。

安全存储：标准配置的加密硬盘具有自动磁盘擦除和手动“停

机”磁盘擦除等高级功能，以确保保密信息不会被轻易泄露

出去。

* 如需获取有关利盟移动解决方案的更多详情，敬请访问网站 lexmark.com/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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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sign

Energy-saving sleep modes: When not in use, the MX910 Series 

goes into a sleep mode that takes less than four watts of 

power—as little as a traditional night light.

Duplexing: Integrated two-sided printing, a user-selectable 

option, saves paper and doesn’t slow you down, printing 

individual sheet sides (images) at up to each device’s rated speed. 

Certifications: EPEAT Silver and 2014+ Energy Star certifications 

confirm the series’ energy efficiency.

Portal to productivity

The MX910 Series’ tilting, 10-inch-class color touch screen keeps 

users informed of device status and error messages, while 

visually guiding them through tasks like clearing paper jams.

The large, vivid display is also ideal for print and scan preview, 

and has magnification and reverse image options to assist users 

with varying abilities.

And Lexmark’s innovative e-Task user interface makes it easy to 

take advantage of pre-installed solutions like:

Forms and Favorites: Instantly access required online forms 

from any Lexmark printer or multifunction product (MFP) to help 

simplify and streamline work processes. 

Multi Send: Scan a paper document once and route the digital 

image file to multiple destinations simultaneously.

My Shortcuts: Save time and improve efficiency by creating 

shortcuts for your most frequent copy, fax and email tasks. 

Card Copy: Scan both sides of a wallet-sized card and print them 

on one page, email them as a file or save them to a shared 

network folder. 

Scan to Network (Basic): Capture the image of a document and 

route it to one of 30 predefined personal or public network folders. 

 

 

 

 

 

 

 

 

 

 

 

 

 

Additional available solutions include:

Lexmark Print Management: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your output 

environment by helping to reduce unnecessary printing and gain 

valuable insight into how your output infrastructure is utilized. 

Lexmark Smart Card Authentication: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apps enables secure smart card authentication on Lexmark 

printing and imaging devices. 

Advanced finishing options

Simple finishing: Optional staple finisher has the ability to single-

position-staple up to 50 sheets or offset the print job without 

increasing the footprint of the multifunction product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MX912).

Staple and hole punch finishing: Optional floor-standing finishers 

offset stack, multi-position-staple and hole-punch in popular 

configurations. The floor-standing finishers can staple or hole-

punch at up to the device’s maximum rated print speed for 

complete efficiency.

Booklet finishing: Automated folding functionality in optional 

finisher lets you create tri-fold documents or booklet-style ones  

with saddle-stitched binding, plus all the options of the staple hole 

punch finisher. 

The Lexmark user experience

Your users will appreciate the consistent user interface of Lexmark 

devices. And every Lexmark device is right at home as part of 

Lexmark managed print services (MPS), as well as the worldwide 

Lexmark service network that backs up the MX910 Series for 

maximum uptime and fewer service worries.

LEXMARK MX910 SERIES

环保设计

节约能源的睡眠模式：当未使用时，MX910 系列将进入睡眠

模式，功率降低到不到4瓦——耗电量等同于一只普通的夜灯。

双面打印：集成双面打印、用户可选功能，可以节约纸张，

并能够以每个机型的额定速度打印双面文件，确保双面打印

获得与单面打印相同的输出速度。

环保认证：EPEAT（电子产品环境影响评估工具）Silver 和

2014+ Energy Star 认证，确认了本系列产品出色的能源效率。

通向高效工作的门户

MX910 系列配备倾斜式 10 英寸级别彩色触控屏幕，让用户时

刻能够了解到各种设备状态和错误信息，同时还可以用图形

方式，引导他们完成清除卡纸等操作。

生动的显示适用于打印和扫描预览，并具有放大和图像反白

等功能，为不同操作技能的用户提供帮助。

利盟创新的 e-Task 用户界面将方便用户充分利用以下各种预

装解决方案：

表单与收藏夹：在任何利盟打印机或者多功能数码复合机

(MFP) 上，即时在线访问多种表单，有助于简化工作流程。

多点发送：扫描一次纸张文档，并将其数码图像文件同时发

送到多个目的地。

我的快捷键：为您最常用的复印、传真和电邮任务创建快捷键，

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卡片复印：扫描钱包尺寸卡片的两面，并将其打印在一页上、

将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出去或者将其保存在共享的网络文件

夹中。

扫描到网络（基础版）：扫描文件图形，并将其发送到预先

定义的 30 个个人或者公共网络文件夹。

其他备选解决方案还包括：

利盟打印管理：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打印，并深入了解您的

输出设施的使用情况，从而提高输出环境的效率。

利盟智能卡身份认证：全面的应用集合，在利盟打印和成像

设备上实现了安全的智能卡身份认证。

高级装订选项

简单装订：可选配置的装订器可以在多达 50 页文件上打单钉，

或者错位堆叠打印作业，而无需增加多功能数码复合机的占

地面积（不兼容 MX912 机型）。

装订打孔器：可选的装订器具有主流配置的错位堆叠、多个

位置打钉和打孔功能。落地式装订器的装订或者打孔速度足

以跟上设备的最大额定打印速度，从而实现了全面的高效作

业。

小册子装订：选配装订器上的自动折页功能可以帮助您制作

三折页文档，或者用骑马装订方式制作小册子——此外您还

可以选配装订打孔器。

利盟用户体验

您的用户将从利盟设备统一的用户界面中获益匪浅。每一台

利盟设备都可以作为利盟管理打印服务 (MPS) 的一部分交付

给用户，全球利盟服务网络也将支持 MX910 系列获得最大的

正常运行时间和更少的维修召唤。

利盟 MX91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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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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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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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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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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盟 MX910 系列

标准配置

可选配置

小册子
装订器

10 英寸触控屏幕

150 页容量多用途进纸器

500 页纸张输入

500 页纸张输入

键盘套件

工作台

2,500 页容量
联动纸盘

3,000 页容量纸盘

MX910 系列多功能数码复合机产品特性

高达 65 
ppm

解决 
方案

10 英寸彩色
触控屏幕

A3+ 打
印幅面

双面单次
扫描自动
进稿器

装订 
功能

产品规格 利盟 MX910de 利盟 MX911de 利盟 MX912de
打印

显示 利盟 e-Task 10 英寸（25 厘米）级别彩色触控屏幕

打印速度：高达 2 黑白：45 ppm 黑白：55 ppm 黑白：65 ppm
首页输出时间：最快 黑白：< 5.6 秒 黑白：< 5.5 秒 黑白：<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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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MB / 最大：3072 MB / 双核处理器，800 MHz
硬盘 标准配置

推荐月印量 4 15000-50000 页

最大月打印负荷：高达 3 200000 页 / 月 300000 页 / 月
复印

复印速度：高达 2 黑白：45 cpm 黑白：55 cpm 黑白：65 cpm
首页输出时间：最快仅为 黑白：5.8 秒 黑白：5.6 秒

扫描

扫描仪类型 /ADF 扫描 带有自动进稿器 (ADF)/ 自动双面进稿器 (DADF) 的平板扫描仪（单次扫描双面文档）

双面扫描速度：高达 黑白：140 面 / 分钟 / 彩色：140 面 / 分钟

单面扫描速度：高达 黑白：80 面 / 分钟；彩色：80 面 / 分钟

传真

调制解调器速率 ITU T.30，V.34 半双工，33.6 Kbps
耗材

激光打印碳粉盒寿命 32,5001 页大容量碳粉盒

感光鼓预估寿命：高达 125000 页，基于每个打印作业包含平均 3 个 Letter/A4 幅面页面的假设

随机碳粉盒容量 21,0001 页随机碳粉盒

纸张处理

标配纸张处理 250 页容量输出纸盘，150 页容量多用途进纸器，2 x 500 页容量输入

选配纸张处理
装订打孔器，联机装订器，2500 页容量联动纸盘，3000 页容量纸盘，小册子装订器，

2 x 500 页容量纸盘

装订打孔器，3000 页容量纸盘，2500 页

容量联动纸盘，小册子装订器

纸张输入容量：高达 标配：1150 页 20 磅或者 75 克普通纸 / 最大：6650 页 20 磅或者 75 克普通纸

纸张输出容量：高达 标配：250 页 20 磅或者 75 克普通纸 / 最大：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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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A4，A5，Executive，Folio，JIS-B4，JIS-B5，Ledger，Legal，Letter，Statement，Universal，Super tabloid（12*18 英寸），

Oficio，A6, SRA3, 10, 7 3/4, 9, B5, C5, DL 信封

通用信息

标配端口
一个内部卡槽，USB 2.0 规范高速认证端口 (Type B)，千兆以太网 (10/100/1000)，前置 USB 2.0 规范高速认证端口 (Type A)，两个

后置 USB 2.0 规范高速认证端口 (Type A)
可选网络端口 / 可选本地端口 内置 MarkNet N8350 802.11b/g/n 无线端口 / 内置 RS-232C 串行端口，内置 1284-B 双向并行端口

噪音水平：运行时
打印：52 分贝 / 复印：53 分贝 / 扫描： 
57 分贝

打印：53 分贝 / 复印：54 分贝 / 扫描： 
56 分贝

打印：55 分贝 / 复印：55 分贝 / 扫描： 
56 分贝

特定操作环境 海拔高度：0-2000 米，湿度：15-85% 相对湿度，温度：10-30 摄氏度（50-86 华氏度）

有限保修——请参阅“有限保修声明” 一年有限上门服务

尺寸（高 * 宽 * 深）/ 重量 909×615×697 毫米 95 公斤

MS910.indd   3 2014/7/8   16:00:53



Lexmark, Lexmark with diamond design, AccessVia and Unison are trademarks of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or its subsidiaries,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ENERGY STAR® is a U.S. registered mark.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 2014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740 W. New Circle Rd. 
Lexington, KY 40550.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irPrint and the AirPrin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www.lexmark.com

Lexmark, Lexmark with diamond design, AccessVia and Unison are trademarks of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or its subsidiaries,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ENERGY STAR® is a U.S. registered mark.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 2014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740 W. New Circle Rd. 
Lexington, KY 40550.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irPrint and the AirPrin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www.lexmark.com

Lexmark, Lexmark with diamond design, AccessVia and Unison are trademarks of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or its subsidiaries,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ENERGY STAR® is a U.S. registered mark.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 2014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740 W. New Circle Rd. 
Lexington, KY 40550.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irPrint and the AirPrin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www.lexmark.com

Lexmark, Lexmark with diamond design, AccessVia and Unison are trademarks of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or its subsidiaries,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ENERGY STAR® is a U.S. registered mark.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 2014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740 W. New Circle Rd. 
Lexington, KY 40550.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irPrint and the AirPrin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www.lexmark.com

Lexmark, Lexmark with diamond design, AccessVia and Unison are trademarks of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or its subsidiaries,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ENERGY STAR® is a U.S. registered mark.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 2014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740 W. New Circle Rd. 
Lexington, KY 40550.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irPrint and the AirPrin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www.lexm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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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xmark, Lexmark with diamond design, AccessVia and Unison are trademarks of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or its subsidiaries,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ENERGY STAR® is a U.S. registered mark.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 2014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740 W. New Circle Rd. 
Lexington, KY 40550.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irPrint and the AirPrin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www.lexmark.com

LEXMARK/ 利盟、利盟钻石图案设计、AccessVia 和 Unison 均为利盟国际有限公司在美国及

其他国家中的注册商标。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资产。ENERGY STAR® 是美国的

注册商标。© 2014 年，利盟国际有限公司 (740 W. New Circle Rd. Lexington, KY 40550) 版权

所有。本文件中所含信息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AirPrint 及 AirPrint 徽标为苹果有限公司的商标。

MS910.indd   4 2014/7/8   16: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