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46x
X46x

利盟X463de        利盟X464de        利盟X466de        利盟X466dte        利盟X466dwe

为小型工作组带来光明未来！

打印

复印

扫描

传真

高达每分钟38页

双面

网络

利盟X463de

操作直观的三合一多功能一体机，带有
触摸屏
·提供双面打印、复印和扫描功能
·高达每分钟38页的打印速度
·首页输出时间仅为6.5秒钟
·128MB标准内存
·高达50页容量的多功能进纸器
·出厂时提供7,000页*寿命的利盟

耗材
· 可 选 择 不 同 寿 命 的 替 换 耗 材 ：

3,500*、9,000*及15,000页*
·推荐月印量：2,000到10,000页
*标称的印量数值符合ISO 19752标准。

X46x

总有一款配置满足您的需求

利盟X464de

性能可靠的四合一多功能一体机，其中
包括高速传真接口
·同利盟X463de，但包括高速传真功能

利盟X466de

全配置多功能一体机，带有大量选项
·256MB标准内存
·包括80GB的硬盘，用以扩展功能
·利盟内置解决方案框架
·可选择带有额外纸张输入的机型（利

盟X466dte）
·可选择具有无线功能的机型（利盟

X466dwe）
 

利盟 X463de 利盟 X464de 利盟 X466de 利盟 X466dte 利盟 X466dwe

打印

产品类型

打印速度（A4，黑白）

首页输出时间

打印分辨率

处理器CPU 500MHz 500MHz 500MHz 500MHz 500MHz

标配内存 128MB 128MB 256MB 256MB 256MB

最大内存 640MB 640MB 640MB 640MB 640MB

噪音（运行）

噪音（待机）

最大月打印量

推荐月打印量

耗材

耗材容量（ISO/IEC 19752标准）

随机耗材

复印

复印速度（A4，黑白）

自动进稿器扫描类型

扫描分辨率

范围

传真

速度 无 33.6Kbps 33.6Kbps 33.6Kbps 33.6Kbps

纸张处理

标配纸张输入 25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25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25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25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最大纸张输入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可选纸张输入
550页纸盒，250页纸盒（只能选择

一种纸盒）
550页纸盒，250页纸盒（只能选择

一种纸盒）
550页纸盒，250页纸盒（只能选择

一种纸盒） 无
550页纸盒，250页纸盒（只能选择

一种纸盒）

标配纸张输出

最大纸张输出

自动进稿器容量

纸张类型

纸张大小

系统参数

网络协议

打印语言（标配）

连接（标配） 以太网，USB2.0（前/后） 以太网，USB2.0（前/后） 以太网，USB2.0（前/后） 以太网，USB2.0（前/后）
以太网，USB2.0（前/后），无线网

络（802.11b/g/n）

微软操作系统

苹果操作系统

其它操作系统

其它参数

功能 复印，网络扫描，打印 复印，传真，网络扫描，打印 复印，传真，网络扫描，打印 复印，传真，网络扫描，打印 复印，传真，网络扫描，打印

保修 1年 1年 1年 1年 1年

体积（高x宽x深） 531 x 488 x 438 mm 531 x 488 x 438 mm 531 x 488 x 438 mm 661.5 x 488 x 438 mm 531 x 488 x 438 mm

重量 22.7公斤 22.7公斤 22.7公斤 25公斤 22.7公斤

操作环境

2000, XP, Server 2003, XP x64, 2000 Server, Server 2003 x64, Vista, Vista x64, Server 2008, Server 2008 x64

Mac OS X , Mac OS 9.x

Citrix, Linux, Novell, Unix

自动双面

600x600dpi

25-400%

50页

黑白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38页/分钟

6.5秒

600x600dpi，1200x1200dpi，1200/2400图像质量

53dBA

150页

150页

温度16 to 32°C，相对湿度8-80%，海拔0-2500米

 

22dBA

80000页/月

2000-10000页

15000页超高容硒鼓，9000页高容硒鼓，3500页硒鼓

7000页

38页/分钟

卡片纸，信封，标签纸，透明胶片，普通纸 等

10/7¾/9/C5/DL信封，A4，A5，B5，A6，JIS B5，Letter，Legal，Executive，Folio，Statement，通用纸型

TCP/IP IPv4, TCP/IP IPv6, TCP, UDP, AppleTalk™, LexLink (DLC)

PCL 5e，PCL 6，PPDS，PostScript 3，xHTML， PDF 1.6， Direct Image， XPS

利盟提供50公里有限上门服务。



随时就绪开始工作

您的利盟X4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开箱即用，以超快速度减轻您的工
作负荷—无论是扫描文件、复印报表还是打印重要的演示文件。
·实现高质量打印和复印，速度高达每分钟38页
·首页输出到您手中的时间仅有6.5秒钟
·双面打印、扫描和复印功能进一步提升您的工作效率
·额外的纸张输入选件、内存、80GB硬盘、传真调制解调器和无

线网络连接（在某些机型上为标准配置），扩展了作业可能性

智能高效

体积虽然小巧，智能绝对高超。本系列产品提供了内置功能的终极
组合，让您可以比以往更加轻松、快捷、高效、智能地完成办公室
工作。
·定制触摸屏设置，满足工作组的特定需要
·通过内置的解决方案框架，增加定制工作流解决方案（需要硬

盘和最少256 MB内存）
·将文件扫描到多个目标，其中包括电子邮件、闪存驱动器、网

络文件夹*等
·使用高级安全功能，例如功能存取控制等，可以保护您的数据、

文件和设备
* 需要最少256 MB内存才能进行“扫描到网络文件夹”的操作

操作轻松写意

利盟多功能一体机的设置、安装和操作非常简便。它们可以让您
和您的办公室能够轻松使用商业工具，完成作业。再也无需频繁
穿梭于多个设备之间。高效工作只需轻轻一触！
·直观的彩色触摸屏，让您只需轻轻触摸，就可以设置及使用全部

功能
·MyMFP让工作组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将其各自的触摸屏设置保

存在闪存驱动器中，并随时读取使用
·将最多50页文件装入自动进稿器中，就可以轻松地复印或者扫

描双面和多页文件
·LED指示灯帮助您将原稿排列整齐，您就可以精确、轻松地进

行扫描

节能、环保打印

将所有的文件功能整合到一台高效网络设备上，可以节省在硬件、
能源和耗材上的花费。不过，利盟将环保责任更进一步，帮助您在
办公的每个阶段都可以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印制文件。
·自动双面打印，节省了纸张和宝贵的存档空间
·可使用超大容量耗材（寿命高达15,000页*）有助于减少耗

材的总用量
·节电模式和静音模式帮助您节省能源、降低噪音
·即时预热定影器降低了能源消耗
* 标称的印量数值符合ISO 19752标准。

体积小巧、性能可靠，利盟X4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为小型和中型工作组带来出色性能。它具有功能强大的高
效工具、节约成本的工作流解决方案以及操作极为简单直观的大型彩色触摸屏界面，令您可以轻松选择多样
功能，其中包括双面扫描、高级复印以及简单的用户身份鉴定、增强信息安全。

X46x

体验多种高效功能

简单的双面扫描
装入最多50页原稿文件，
让自动进稿器开始为您
工作

前置USB端口
将文件直接扫描到闪存
驱动器或者使用MyMFP
功能，用闪存驱动器保
存及读取您的个人MFP
设置

LED指示灯
导轨点亮后可以显示将
原稿文件放置在何处，
这就您的每次扫描都将
获得完美的效果

多功能进纸器
可以支持更多种类型的
介质，例如信封、标签
和硬卡纸，而无需将纸
张从主纸盘中取出

USB存储介质的直接打
印和扫描
只需走到设备前、插入
一个闪存驱动器、选择
一个PDF、XPS或者图像
文件，就立刻可以开始
打印

可选配额外输入
添加第二个纸盘，就可以
扩大您的纸张输入总量
（多达250或者550页）

无线功能
使用Wi-Fi标准认证的
802.11x可选件，摆脱网
线束缚

高效率功能清单
卓越功能，出自利盟！

尖端安全技术

从网络安全到用户和功能存取控制，利盟为您提供了多种功能，帮助保护您的宝贵数据、确保网络

安全。除了IPSec、SNMPv3和802.11x网络安全之外，利盟X46x系列还提供了一个数字键盘，令您可

以轻松地输入PIN密码进行身份鉴定。另外，加密和磁盘数据擦除功能也可以为您可选配置的硬盘提

供保护。

个性化用户设置

利盟MyMFP功能能够真正提高您的工作效率，多个用户可以将其个人设置保存在一个简单的闪存

驱动器上，并随时可以读取使用。个人设置中包括他们的本地地址簿、个人复印设置等，甚至还

有他们自己的触摸屏设置。他们只需走到设备前、插入闪存驱动器，多功能一体机就将完全变成

他们的个人设备。

设备管理举重若轻

本系列设备具有联网功能，其设置非常简单。如果您已经安装了多台利盟设备，就可以使用利盟通

用驱动程序实现更加简单的设备部署。一旦安装完成，屏幕上的定制讯息功能还可以为用户提供清

楚的信息，例如直观的“读我”(show-me)信息等，将操作变得更加轻松。另外，利盟免费的

MarkVision Professional软件提供了简化的远程管理和自动化工具，确保您的工作顺畅进行！

智能化作业等待

一个人的打印作业受阻不会成为整个工作组输出的瓶颈！比如，某人传送了一个打印标签的作业，

但是设备中并未装入标签纸张。为什么要因此浪费宝贵的时间呢？利盟作业等待功能将把这个作业

挂起，而其他人的作业则可以照常输出，无需中断（需要安装可选硬盘）。

高效率的流量控制

当您从利盟X4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上发出一个大型文件时，不用担心它会在您的网路中造成流

量堵塞。这是因为，流量控制技术(traffic-shaping)可以区隔您的网络流量，给发出的数据流分

配较低的带宽。在繁忙的网络和外部托管的网络服务器，尤其是广域网(WAN)中，这个功能非

常有用。

利盟内置解决方案框架

感受您从未想象过的高效生产力！利盟全新的多功能设备为实施解决方案做好的准备。这意味着，

这些设备可以被定制，以满足您独特的打印需要。请与利盟公司业务代表联络，了解利盟领先业界

的解决方案如何能够轻松定制您的多功能一体机。只需轻轻点击图标，您就可以将硬拷贝文件转变

成数字式工作流，帮助您打印更少、节省时间、降低成本，并减少打印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内置

解决方案框架在利盟X463de和利盟X464de机型上为选配功能（需要硬盘及256MB内存）。

超大屏幕，直观显示……

大得令人惊奇的全功能彩色触
摸屏令您可以轻松、快捷地设
置文件扫描和工作流功能。您
可以用最常用的图标和快捷键
对它进行定制，以满足您的业
务需要。您甚至还可以将背景
图案改变成任何喜欢的样式，
例如您的企业徽标。

打印更少？对于利盟这样一家专注于打印业务的企业来说，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不过，请想想这样一个事实：平均来说，企业用于打印方面的
花费在其营业收入中的占比高达6%，而有效的打印管理可以将办公室打印成本降低多达30%(1)。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印更少”的提法就变得合情合
理了。利盟公司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了创新的方法，帮助您节省时间、降低成本，并减少您的业务对于环境产生的影响。我们全心承诺，帮助
您打印更少，节省更多。

(1) 资料来源：InfoTrends / CapVentures发布的“网络文件解决方案预测2007-2012”，
网络文件解决方案咨询服务，2008年8月



随时就绪开始工作

您的利盟X4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开箱即用，以超快速度减轻您的工
作负荷—无论是扫描文件、复印报表还是打印重要的演示文件。
·实现高质量打印和复印，速度高达每分钟38页
·首页输出到您手中的时间仅有6.5秒钟
·双面打印、扫描和复印功能进一步提升您的工作效率
·额外的纸张输入选件、内存、80GB硬盘、传真调制解调器和无

线网络连接（在某些机型上为标准配置），扩展了作业可能性

智能高效

体积虽然小巧，智能绝对高超。本系列产品提供了内置功能的终极
组合，让您可以比以往更加轻松、快捷、高效、智能地完成办公室
工作。
·定制触摸屏设置，满足工作组的特定需要
·通过内置的解决方案框架，增加定制工作流解决方案（需要硬

盘和最少256 MB内存）
·将文件扫描到多个目标，其中包括电子邮件、闪存驱动器、网

络文件夹*等
·使用高级安全功能，例如功能存取控制等，可以保护您的数据、

文件和设备
* 需要最少256 MB内存才能进行“扫描到网络文件夹”的操作

操作轻松写意

利盟多功能一体机的设置、安装和操作非常简便。它们可以让您
和您的办公室能够轻松使用商业工具，完成作业。再也无需频繁
穿梭于多个设备之间。高效工作只需轻轻一触！
·直观的彩色触摸屏，让您只需轻轻触摸，就可以设置及使用全部

功能
·MyMFP让工作组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将其各自的触摸屏设置保

存在闪存驱动器中，并随时读取使用
·将最多50页文件装入自动进稿器中，就可以轻松地复印或者扫

描双面和多页文件
·LED指示灯帮助您将原稿排列整齐，您就可以精确、轻松地进

行扫描

节能、环保打印

将所有的文件功能整合到一台高效网络设备上，可以节省在硬件、
能源和耗材上的花费。不过，利盟将环保责任更进一步，帮助您在
办公的每个阶段都可以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印制文件。
·自动双面打印，节省了纸张和宝贵的存档空间
·可使用超大容量耗材（寿命高达15,000页*）有助于减少耗

材的总用量
·节电模式和静音模式帮助您节省能源、降低噪音
·即时预热定影器降低了能源消耗
* 标称的印量数值符合ISO 19752标准。

体积小巧、性能可靠，利盟X4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为小型和中型工作组带来出色性能。它具有功能强大的高
效工具、节约成本的工作流解决方案以及操作极为简单直观的大型彩色触摸屏界面，令您可以轻松选择多样
功能，其中包括双面扫描、高级复印以及简单的用户身份鉴定、增强信息安全。

打印更少？对于利盟这样一家专注于单一打印业务的企业来说，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不过，请想想这样一个事实：平均来说，企业用于打印方
面的花费在其营业收入中的占比高达6%，而有效的打印管理可以将办公室打印成本降低多达30%(1)。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印更少”的提法就变得合
情合理了。利盟公司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了创新的方法，帮助您节省时间、降低成本，并减少您的业务对于环境产生的影响。我们全心承诺，
帮助您打印更少，节省更多。

(1) 数据来源：InfoTrends / CapVentures发布的“网络文件解决方案预测2007-2012”，
网络文件解决方案咨询服务，2008年8月

X46x

体验多种高效功能

简单的双面扫描
装入最多50页原稿文件，
让自动进稿器开始为您
工作

前置USB端口
将文件直接扫描到闪存
驱动器或者使用MyMFP
功能，用闪存驱动器保
存及读取您的个人MFP
设置

LED指示灯
导轨点亮后可以显示将
原稿文件放置在何处，
这就您的每次扫描都将
获得完美的效果

多功能进纸器
可以支持更多种类型的
介质，例如信封、标签
和硬卡纸，而无需将纸
张从主纸盘中取出

USB存储介质的直接打
印和扫描
只需走到设备前、插入
一个闪存驱动器、选择
一个PDF、XPS或者图像
文件，就立刻可以开始
打印

可选配额外输入
添加第二个纸盘，就可以
扩大您的纸张输入总量
（多达250或者550页）

无线功能
使用Wi-Fi标准认证的
802.11x可选件，摆脱网
线束缚

高效率功能清单
卓越功能，出自利盟！

尖端安全技术

从网络安全到用户和功能存取控制，利盟为您提供了多种功能，帮助保护您的宝贵数据、确保网络

安全。除了IPSec、SNMPv3和802.11x网络安全之外，利盟X46x系列还提供了一个数字键盘，令您可

以轻松地输入PIN密码进行身份鉴定。另外，加密和磁盘数据擦除功能也可以为您可选配置的硬盘提

供保护。

个性化用户设置

利盟MyMFP功能能够真正提高您的工作效率，多个用户可以将其个人设置保存在一个简单的闪存

驱动器上，并随时可以读取使用。个人设置中包括他们的本地地址簿、个人复印设置等，甚至还

有他们自己的触摸屏设置。他们只需走到设备前、插入闪存驱动器，多功能一体机就将完全变成

他们的个人设备。

设备管理举重若轻

本系列设备具有联网功能，其设置非常简单。如果您已经安装了多台利盟设备，就可以使用利盟通

用驱动程序实现更加简单的设备部署。一旦安装完成，屏幕上的定制讯息功能还可以为用户提供清

楚的信息，例如直观的“读我”(show-me)信息等，将操作变得更加轻松。另外，利盟免费的

MarkVision Professional软件提供了简化的远程管理和自动化工具，确保您的工作顺畅进行！

智能化作业等待

一个人的打印作业受阻不会成为整个工作组输出的瓶颈！比如，某人传送了一个打印标签的作业，

但是设备中并未装入标签纸张。为什么要因此浪费宝贵的时间呢？利盟作业等待功能将把这个作业

挂起，而其他人的作业则可以照常输出，无需中断（需要安装可选硬盘）。

高效率的流量控制

当您从利盟X4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上发出一个大型文件时，不用担心它会在您的网路中造成流

量堵塞。这是因为，流量控制技术(traffic-shaping)可以区隔您的网络流量，给发出的数据流分

配较低的带宽。在繁忙的网络和外部托管的网络服务器，尤其是广域网(WAN)中，这个功能非

常有用。

利盟内置解决方案框架

感受您从未想象过的高效生产力！利盟全新的多功能设备为实施解决方案做好的准备。这意味着，

这些设备可以被定制，以满足您独特的打印需要。请与利盟公司业务代表联络，了解利盟领先业界

的解决方案如何能够轻松定制您的多功能一体机。只需轻轻点击图标，您就可以将硬拷贝文件转变

成数字式工作流，帮助您打印更少、节省时间、降低成本，并减少打印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内置

解决方案框架在利盟X463de和利盟X464de机型上为选配功能（需要硬盘及256MB内存）。

超大屏幕，直观显示……

大得令人惊奇的全功能彩色触
摸屏令您可以轻松、快捷地设
置文件扫描和工作流功能。您
可以用最常用的图标和快捷键
对它进行定制，以满足您的业
务需要。您甚至还可以将背景
图案改变成任何喜欢的样式，
例如您的企业徽标。



随时就绪开始工作

您的利盟X4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开箱即用，以超快速度减轻您的工
作负荷—无论是扫描文件、复印报表还是打印重要的演示文件。
·实现高质量打印和复印，速度高达每分钟38页
·首页输出到您手中的时间仅有6.5秒钟
·双面打印、扫描和复印功能进一步提升您的工作效率
·额外的纸张输入选件、内存、80GB硬盘、传真调制解调器和无

线网络连接（在某些机型上为标准配置），扩展了作业可能性

智能高效

体积虽然小巧，智能绝对高超。本系列产品提供了内置功能的终极
组合，让您可以比以往更加轻松、快捷、高效、智能地完成办公室
工作。
·定制触摸屏设置，满足工作组的特定需要
·通过内置的解决方案框架，增加定制工作流解决方案（需要硬

盘和最少256 MB内存）
·将文件扫描到多个目标，其中包括电子邮件、闪存驱动器、网

络文件夹*等
·使用高级安全功能，例如功能存取控制等，可以保护您的数据、

文件和设备
* 需要最少256 MB内存才能进行“扫描到网络文件夹”的操作

操作轻松写意

利盟多功能一体机的设置、安装和操作非常简便。它们可以让您
和您的办公室能够轻松使用商业工具，完成作业。再也无需频繁
穿梭于多个设备之间。高效工作只需轻轻一触！
·直观的彩色触摸屏，让您只需轻轻触摸，就可以设置及使用全部

功能
·MyMFP让工作组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将其各自的触摸屏设置保

存在闪存驱动器中，并随时读取使用
·将最多50页文件装入自动进稿器中，就可以轻松地复印或者扫

描双面和多页文件
·LED指示灯帮助您将原稿排列整齐，您就可以精确、轻松地进

行扫描

节能、环保打印

将所有的文件功能整合到一台高效网络设备上，可以节省在硬件、
能源和耗材上的花费。不过，利盟将环保责任更进一步，帮助您在
办公的每个阶段都可以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印制文件。
·自动双面打印，节省了纸张和宝贵的存档空间
·可使用超大容量耗材（寿命高达15,000页*）有助于减少耗

材的总用量
·节电模式和静音模式帮助您节省能源、降低噪音
·即时预热定影器降低了能源消耗
* 标称的印量数值符合ISO 19752标准。

体积小巧、性能可靠，利盟X4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为小型和中型工作组带来出色性能。它具有功能强大的高
效工具、节约成本的工作流解决方案以及操作极为简单直观的大型彩色触摸屏界面，令您可以轻松选择多样
功能，其中包括双面扫描、高级复印以及简单的用户身份鉴定、增强信息安全。

打印更少？对于利盟这样一家专注于单一打印业务的企业来说，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不过，请想想这样一个事实：平均来说，企业用于打印方
面的花费在其营业收入中的占比高达6%，而有效的打印管理可以将办公室打印成本降低多达30%(1)。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印更少”的提法就变得合
情合理了。利盟公司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了创新的方法，帮助您节省时间、降低成本，并减少您的业务对于环境产生的影响。我们全心承诺，
帮助您打印更少，节省更多。

(1) 数据来源：InfoTrends / CapVentures发布的“网络文件解决方案预测2007-2012”，
网络文件解决方案咨询服务，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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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多种高效功能

简单的双面扫描
装入最多50页原稿文件，
让自动进稿器开始为您
工作

前置USB端口
将文件直接扫描到闪存
驱动器或者使用MyMFP
功能，用闪存驱动器保
存及读取您的个人MFP
设置

LED指示灯
导轨点亮后可以显示将
原稿文件放置在何处，
这就您的每次扫描都将
获得完美的效果

多功能进纸器
可以支持更多种类型的
介质，例如信封、标签
和硬卡纸，而无需将纸
张从主纸盘中取出

USB存储介质的直接打
印和扫描
只需走到设备前、插入
一个闪存驱动器、选择
一个PDF、XPS或者图像
文件，就立刻可以开始
打印

可选配额外输入
添加第二个纸盘，就可以
扩大您的纸张输入总量
（多达250或者550页）

无线功能
使用Wi-Fi标准认证的
802.11x可选件，摆脱网
线束缚

高效率功能清单
卓越功能，出自利盟！

尖端安全技术

从网络安全到用户和功能存取控制，利盟为您提供了多种功能，帮助保护您的宝贵数据、确保网络

安全。除了IPSec、SNMPv3和802.11x网络安全之外，利盟X46x系列还提供了一个数字键盘，令您可

以轻松地输入PIN密码进行身份鉴定。另外，加密和磁盘数据擦除功能也可以为您可选配置的硬盘提

供保护。

个性化用户设置

利盟MyMFP功能能够真正提高您的工作效率，多个用户可以将其个人设置保存在一个简单的闪存

驱动器上，并随时可以读取使用。个人设置中包括他们的本地地址簿、个人复印设置等，甚至还

有他们自己的触摸屏设置。他们只需走到设备前、插入闪存驱动器，多功能一体机就将完全变成

他们的个人设备。

设备管理举重若轻

本系列设备具有联网功能，其设置非常简单。如果您已经安装了多台利盟设备，就可以使用利盟通

用驱动程序实现更加简单的设备部署。一旦安装完成，屏幕上的定制讯息功能还可以为用户提供清

楚的信息，例如直观的“读我”(show-me)信息等，将操作变得更加轻松。另外，利盟免费的

MarkVision Professional软件提供了简化的远程管理和自动化工具，确保您的工作顺畅进行！

智能化作业等待

一个人的打印作业受阻不会成为整个工作组输出的瓶颈！比如，某人传送了一个打印标签的作业，

但是设备中并未装入标签纸张。为什么要因此浪费宝贵的时间呢？利盟作业等待功能将把这个作业

挂起，而其他人的作业则可以照常输出，无需中断（需要安装可选硬盘）。

高效率的流量控制

当您从利盟X4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上发出一个大型文件时，不用担心它会在您的网路中造成流

量堵塞。这是因为，流量控制技术(traffic-shaping)可以区隔您的网络流量，给发出的数据流分

配较低的带宽。在繁忙的网络和外部托管的网络服务器，尤其是广域网(WAN)中，这个功能非

常有用。

利盟内置解决方案框架

感受您从未想象过的高效生产力！利盟全新的多功能设备为实施解决方案做好的准备。这意味着，

这些设备可以被定制，以满足您独特的打印需要。请与利盟公司业务代表联络，了解利盟领先业界

的解决方案如何能够轻松定制您的多功能一体机。只需轻轻点击图标，您就可以将硬拷贝文件转变

成数字式工作流，帮助您打印更少、节省时间、降低成本，并减少打印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内置

解决方案框架在利盟X463de和利盟X464de机型上为选配功能（需要硬盘及256MB内存）。

超大屏幕，直观显示……

大得令人惊奇的全功能彩色触
摸屏令您可以轻松、快捷地设
置文件扫描和工作流功能。您
可以用最常用的图标和快捷键
对它进行定制，以满足您的业
务需要。您甚至还可以将背景
图案改变成任何喜欢的样式，
例如您的企业徽标。



X46x
X46x

利盟X463de        利盟X464de        利盟X466de        利盟X466dte        利盟X466dwe

为小型工作组带来光明未来！

打印

复印

扫描

传真

高达每分钟38页

双面

网络

利盟X463de

操作直观的三合一多功能一体机，带有
触摸屏
·提供双面打印、复印和扫描功能
·高达每分钟38页的打印速度
·首页输出时间仅为6.5秒钟
·128MB标准内存
·高达50页容量的多功能进纸器
·出厂时提供7,000页*寿命的利盟

耗材
· 可 选 择 不 同 寿 命 的 替 换 耗 材 ：

3,500*、9,000*及15,000页*
·推荐月印量：2,000到10,000页
*标称的印量数值符合ISO 19752标准。

X46x

总有一款配置满足您的需求

利盟X464de

性能可靠的四合一多功能一体机，其中
包括高速传真接口
·同利盟X463de，但包括高速传真功能

利盟X466de

全配置多功能一体机，带有大量选项
·256MB标准内存
·包括80GB的硬盘，用以扩展功能
·利盟内置解决方案框架
·可选择带有额外纸张输入的机型（利

盟X466dte）
·可选择具有无线功能的机型（利盟

X466dwe）
 

利盟 X463de 利盟 X464de 利盟 X466de 利盟 X466dte 利盟 X466dwe

打印

产品类型

打印速度（A4，黑白）

首页输出时间

打印分辨率

处理器CPU 500MHz 500MHz 500MHz 500MHz 500MHz

标配内存 128MB 128MB 256MB 256MB 256MB

最大内存 640MB 640MB 640MB 640MB 640MB

噪音（运行）

噪音（待机）

最大月打印量

推荐月打印量

耗材

耗材容量（ISO/IEC 19752标准）

随机耗材

复印

复印速度（A4，黑白）

自动进稿器扫描类型

扫描分辨率

范围

传真

速度 无 33.6Kbps 33.6Kbps 33.6Kbps 33.6Kbps

纸张处理

标配纸张输入 25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25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25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25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最大纸张输入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可选纸张输入
550页纸盒，250页纸盒（只能选择

一种纸盒）
550页纸盒，250页纸盒（只能选择

一种纸盒）
550页纸盒，250页纸盒（只能选择

一种纸盒） 无
550页纸盒，250页纸盒（只能选择

一种纸盒）

标配纸张输出

最大纸张输出

自动进稿器容量

纸张类型

纸张大小

系统参数

网络协议

打印语言（标配）

连接（标配） 以太网，USB2.0（前/后） 以太网，USB2.0（前/后） 以太网，USB2.0（前/后） 以太网，USB2.0（前/后）
以太网，USB2.0（前/后），无线网

络（802.11b/g/n）

微软操作系统

苹果操作系统

其它操作系统

其它参数

功能 复印，网络扫描，打印 复印，传真，网络扫描，打印 复印，传真，网络扫描，打印 复印，传真，网络扫描，打印 复印，传真，网络扫描，打印

保修 1年 1年 1年 1年 1年

体积（高x宽x深） 531 x 488 x 438 mm 531 x 488 x 438 mm 531 x 488 x 438 mm 661.5 x 488 x 438 mm 531 x 488 x 438 mm

重量 22.7公斤 22.7公斤 22.7公斤 25公斤 22.7公斤

操作环境

2000, XP, Server 2003, XP x64, 2000 Server, Server 2003 x64, Vista, Vista x64, Server 2008, Server 2008 x64

Mac OS X , Mac OS 9.x

Citrix, Linux, Novell, Unix

自动双面

600x600dpi

25-400%

50页

黑白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38页/分钟

6.5秒

600x600dpi，1200x1200dpi，1200/2400图像质量

53dBA

150页

150页

温度16 to 32°C，相对湿度8-80%，海拔0-2500米

 

22dBA

80000页/月

2000-10000页

15000页超高容硒鼓，9000页高容硒鼓，3500页硒鼓

7000页

38页/分钟

卡片纸，信封，标签纸，透明胶片，普通纸 等

10/7¾/9/C5/DL信封，A4，A5，B5，A6，JIS B5，Letter，Legal，Executive，Folio，Statement，通用纸型

TCP/IP IPv4, TCP/IP IPv6, TCP, UDP, AppleTalk™, LexLink (DLC)

PCL 5e，PCL 6，PPDS，PostScript 3，xHTML， PDF 1.6， Direct Image， XPS

利盟提供50公里有限上门服务。



X46x
利盟 X463de 利盟 X464de 利盟 X466de 利盟 X466dte 利盟 X466dwe

打印

产品类型

打印速度（A4，黑白）

首页输出时间

打印分辨率

处理器CPU 500MHz 500MHz 500MHz 500MHz 500MHz

标配内存 128MB 128MB 256MB 256MB 256MB

最大内存 640MB 640MB 640MB 640MB 640MB

噪音（运行）

噪音（待机）

最大月打印量

推荐月打印量

耗材

耗材容量（ISO/IEC 19752标准）

随机耗材

复印

复印速度（A4，黑白）

自动进稿器扫描类型

扫描分辨率

范围

传真

速度 无

无

33.6Kbps 33.6Kbps 33.6Kbps 33.6Kbps

纸张处理

标配纸张输入 25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25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25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25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最大纸张输入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800页纸盒，50页多功能进纸器

可选纸张输入
550页纸盒，250页纸盒（只能选择

一种纸盒）
550页纸盒，250页纸盒（只能选择

一种纸盒）
550页纸盒，250页纸盒（只能选择

一种纸盒） 无
550页纸盒，250页纸盒（只能选择

一种纸盒）

标配纸张输出

最大纸张输出

自动进稿器容量

纸张类型

纸张大小

系统参数

网络协议

打印语言（标配）

连接（标配） 以太网，USB2.0（前/后） 以太网，USB2.0（前/后） 以太网，USB2.0（前/后） 以太网，USB2.0（前/后）
以太网，USB2.0（前/后），无线网

络（802.11b/g/n）

微软操作系统

苹果操作系统

其它操作系统

其它参数

功能 复印，网络扫描，打印 复印，传真，网络扫描，打印 复印，传真，网络扫描，打印 复印，传真，网络扫描，打印 复印，传真，网络扫描，打印

保修 1年 1年 1年 1年 1年

体积（高x宽x深） 531 x 488 x 438 mm 531 x 488 x 438 mm 531 x 488 x 438 mm 661.5 x 488 x 438 mm 531 x 488 x 438 mm

重量 22.7公斤 22.7公斤 22.7公斤 25公斤 22.7公斤

操作环境

2000, XP, Server 2003, XP x64, 2000 Server, Server 2003 x64, Vista, Vista x64, Server 2008, Server 2008 x64

Mac OS X , Mac OS 9.x

Citrix, Linux, Novell, Unix

自动双面

600x600dpi

25-400%

50页

黑白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38页/分钟

6.5秒

600x600dpi，1200x1200dpi，1200/2400图像质量

53dBA

150页

150页

温度16 to 32°C，相对湿度8-80%，海拔0-2500米

 

22dBA

80000页/月

2000-10000页

15000页超高容硒鼓，9000页高容硒鼓，3500页硒鼓

7000页

38页/分钟

卡片纸，信封，标签纸，透明胶片，普通纸 等

10/7¾/9/C5/DL信封，A4，A5，B5，A6，JIS B5，Letter，Legal，Executive，Folio，Statement，通用纸型

TCP/IP IPv4, TCP/IP IPv6, TCP, UDP, AppleTalk™, LexLink (DLC)

PCL 5e，PCL 6，PPDS，PostScript 3，xHTML， PDF 1.6， Direct Image， XPS

利盟提供50公里有限上门服务。

硬盘 80G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