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盟X860de 3,4
可部署解决方案的部门级多功能一体机，标配
支持双面打印和A3幅面

·打印速度高达35页/分钟，首页输出时间最
快仅为6秒钟

·双面打印、复印和扫描
·标准配置传真功能(X860de 4)
·可定制的9英寸彩色触摸屏
·千兆网络和800MHz处理器
·1,100页标准供纸量，500页的输出容量
·耗材寿命：35,000*页
·推荐月印量：10,000到39,000页
*根据ISO/IEC 19752标准测算的平均标准页面打印数值。

利盟X864de 3,4
本系列中速度最快的多功能一体机，包括利盟
X860de的所有功能

·打印速度高达55页/分钟，首页输出时间最
快仅为6.5秒钟

·利盟X864de 3：双面打印多功能一体机，可
选传真功能

·利盟X864de 4：双面打印多功能一体机，标
配传真功能

·推荐月印量：15,000到50,000页

X86x

利盟X860de 3, 4       利盟X864de 3, 4

A3

打印

复印

扫描

X86x
传真

多达55页/分钟

双面打印

网络

多功能、高性能，
满足您所有的A3打印需求！

总有一款配置满足您的需求
利盟X860de ３,4 利盟X864de ３,4

打印

打印技术

打印速度（A4幅面，黑白打印）：最快 35页/分钟 55页/分钟

首页输出时间（黑色） 6秒钟 6.5秒钟

打印分辨率，黑色

内存，标准

内存，最大

打印操作时噪音水平 53分贝 53分贝

空闲时噪音水平

最大月打印负荷：最大 150000页/月 300000页/月

推荐月打印量 10000–3900页 15000–50000页

耗材

耗材寿命（根据ISO/IEC 19752标准测算） 60,000页寿命感光鼓，35,000*页寿命大容量碳粉盒 70,000页寿命感光鼓，35,000*页寿命大容量碳粉盒

复印

复印速度（A4幅面，黑色）：最快 35页/分钟 55页/分钟

自动进稿器扫描

扫描分辨率

缩小/放大比例

纸张处理

标准纸张处理能力

可选纸张处理能力

纸张输入能力，标准：

纸张输入能力，最大：

纸张输出能力，标准：

纸张输出能力，最大：

自动进稿器纸张输入容量：

支持的介质类型

支持的介质幅面

兼容性

支持的网络协议

打印语言（标准）

标配端口

支持的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版本

支持的Apple Macintosh操作系统版本

支持的其他操作系统

一般信息

功能

产品保修

产品认证

尺寸（长*宽*高）（毫米）

重量

额定工作环境

www.lexmark.com

803 x 641 x 705毫米

76.7公斤

温度：16-32摄氏度（60-90华氏度），湿度：8-80%相对湿度，海拔高度：0-3048米（10,000英尺）

www.lexmark.com

复印，网络扫描，打印；传真（X860de 4，X864de 4）

1年有限现场维修，下一工作日上门

PCL 5e仿真，PCL 6仿真，PPDS，PostScript 3仿真，xHTML，PDF 1.6，Direct Image，Microsoft XPS (XML Paper Specification)

一个内部卡插槽，千兆以太网(10/100/1000)，USB接口（前/后端）

2000，XP，Server 2003，XP x64，Server 2003 running Terminal Services，2000 Server running Terminal Services，Server 2003 x64，Server 2003 x64 running
Terminal Services，Vista，Vista x64，Server 2008，Server 2008 x64，Server 2008 running Terminal Services，Server 2008 x64 running Terminal Services，

Windows 7

Mac OS X，Mac OS 9.2

硬卡纸、信封、纸制不干胶标签、普通纸、透明胶片，请参阅“硬卡纸及不干胶标签使用指南”

10号信封，7 3/4号信封，A3，A4，A5，C5号信封，DL号信封，Executive，Folio，JIS-B4，JIS-B5，Ledger，Legal，Letter，Statement，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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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0页75克厚度纸张

500页75克厚度纸张

3800页75克厚度纸张

75页75克厚度纸张

500页容量输出纸盘，双面打印单元，两个500页容量纸盘，100页容量多用途进纸器

2,000页容量大容量进纸器，2,000页容量双输入纸盘，两个500页容量纸盘，3,500页容量装订器，书籍装订器

1100页75克厚度纸张

600 x 600 dpi，600 X 300 dpi（彩色）

25–400 %

30分贝

RADF（反向双面自动进稿器）

激光黑白打印

1200 x 1200 dpi，2400 图像质量，600 x 600 dpi

256 MB

1280 MB

利盟提供50公里有限上门服务。



为满足您最苛刻的文件需求而制造，这些高性能多功能设备可以支持最大A3的介质幅面，A4介质幅面的打印及
复印速度高达每分钟55页。灵活的纸张处理能力、高级装订选项、尖端技术的安全功能和简单直观的利盟e-Task
彩色触摸屏将让您获益匪浅。更好的是，利盟X864de 4可以搭载为您定制的应用解决方案，让您的工作效率实现
飞跃式提升。

超级直观的触摸屏

利盟公司屡获大奖的9英寸彩色e-Task触摸屏让您可以轻松存取文件捕捉和工
作流功能。您可以按照自己的业务需要，定制最常用的图标和快捷键，甚至
还可以将屏显背景改成自己喜欢的任何图案，比如您的企业徽标。

高效网络流量

当您从利盟X86x多功能一体机上发出一个大型电子邮件时，不会导致网络流
量堵塞。这是因为，流量管理技术(traffic-shaping technology)可以分段管理
流量，将较低的带宽分配给发出的数据流。在网络环境繁忙和网络服务器外
部托管时，这种功能极为有用。

可选装订功能

在公司内部实现按需打印，可以节省预印文件的成本及所需办公室存储空间。利盟X8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为您提供了这么做所需的所有装订功能，其中包括
书钉、打孔（2/3或者2/4孔）、错位堆叠，以及带有叠印调整功能的书籍折页机。

多样化复印功能

多种高级复印功能可以提升您的工作效率，例如优先复印(Priority Copy)功能可以临时中断较长的打印作业；身份证复印(ID Card Copy)功能可以在同一页
上复印卡片的正反两面；样本复印(Sample Copy)功能可以检查第一套副本、然后再印制其余的副本；远程复印(Remote Copy)功能让你可以在单色的利盟
X8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上进行彩色扫描，然后再将扫描文件在另外一台利盟彩色激光打印机上输出出来。

屏显扫描预览

在扫描并发送一个重要的图像文件之前，您可以预览其页面效果。黑白还是彩色？页面方向是否正确？是否扫描了正确的一面？您可以还需要在保存或者
发送之前，查看一下文件的大小。利盟X86x系列让您可以预览扫描效果和文件大小，节省时间、避免差错。

个性化用户设置

利盟全新的“My MFP”功能能够显著提升您的工作效率。多个用户可以保存并读取闪存上的个人设置，其中包括其本地地址簿、个人传真号码本、个性化复
印设置、甚至他们个人的触摸屏设置。只需走到多功能一体机前，插入您的闪存，多功能一体机就将即刻变成一台您的专属设备，让您每次使用时都倍感
亲切！

利盟内置解决方案框架

体验您想象不到的更高生产力！利盟全新多功能一体机随时可搭载各种解决方案，令您可以轻松选择各种业界领先的工作流增强应用，例如按需打印表单
(Forms on Demand)、打印作业释放、卡片复印(Card Copy)、绿色复印(Eco-Copy)、文档计费管理(Document Accounting)等。这些解决方案为了帮助您
节省成本、精简流程、提高效率、在整个公司中更加高效地传递信息而专门设计的。如需了解利盟解决方案如何能够帮助您提升工作效率，请今天就与您
的利盟业务代表联络。

高效率功能清单

   卓越功能，出自利盟！

利盟解决方案，帮助您节省时间和金钱

直观的触摸屏幕
一键操作，存取多种作业和
工作流功能。

双面打印，实现节约
将单面原稿复印成双面副
本，节省一半的纸张。

USB端口直接打印
前置USB端口，令您无需
连接电脑，就可以直接打
印或者扫描图形文件。

可选的安全功能
可选集成式读卡器*，快
速鉴定用户身份，提高文
件安全性。

书籍装订器
这个简单的选件可以帮助
您无需外包，就可以制作
出专业水准的商业演示、
手册、书籍、图册和新闻
简报。

大容量耗材
原厂利盟耗材确保了较低
的单页打印成本、减少更
换次数和更少浪费。

将所有的关键功能整合为一台安全、高性能的设备，可以有效地节省成本、提高效率。利盟多功能一体机技术将高生产力带入
了一个新的水平，为您提供多种智能应用，显著改进您的工作方式。

超大的e-Task彩色触摸屏不仅可以让您存取基本功能，它更是一个启动自动化工作流工具、精简重复性办公任务的直观平
台——而您只需轻轻点击一个图标。

利盟提供多种应用解决方案供您挑选，也可以为您定制一款方案。利盟解决方案能够为您实现的高效和节省，将令您惊叹不已！

强大功能，令您如虎添翼

功能强大的信息枢纽

利盟X86x系列为速度而生，为耐久性而制，其设计目标就是要
将您的工作效率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几款高性能系统将真正的多
功能和强大威力带给您的工作团队，同时还简化了信息管理和分
享，降低了成本。
·快速打印和复印，输出速度55页/分钟，包括传真功能
·所有机型都包含利盟内置解决方案框架，这个软件平台让您可

以在多功能一体机上安装定制打印的打印和成像解决方案，并
从触摸屏用户界面上进行操作。

·标配大容量硬盘，提供扩展功能
·标配千兆网络，确保最快的数据传输

轻松操作

利盟X864的4多功能一体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轻松。通过9英寸的
触摸屏幕，您可以轻松地设置所有关键功能，其中包括打印、复
印、传真、扫描，以及您选择添加的任何一款定制解决方案。
“Show Me”图形显示直观明了，通过设备前方操作面板上的USB
端口可以直接打印文件。
·触摸屏图标令您轻松地一键式存取各项基本功能和工作流应用
·“Show Me”图形显示可以引导用户完成常见的打印和维护操作
·将您的闪存插入USB端口，可以无需连接电脑、直接打印文

件，或者将文件扫描到您的移动闪存上，无需将其打印出来。
·“My MFP”功能让您的工作组所有成员都可以将其个性化触摸

屏设置保存在闪存上。

文件管理，多才多艺

无需预算压力，您的打印和成像作业就可以得到优化。利盟X86x
系列多功能一体机能够在多种类型和幅面的介质（其中包括不干
胶标签和硬卡纸）上实现高质量输出。多种纸张处理和装订选项
让您可以为利盟X86x选配多种工具，在公司内部即可制作出专业
水准的商业文件，节省宝贵的时间和金钱。
·75页容量的自动进稿器，可以高效扫描和复印最大A3幅面的多

页双面原稿文件
·2,000页容量的进纸选项，适用于大量打印或者复印
·通过添加多个可选纸盘，将供纸量扩展到最多5,100页
·可选装订、打孔和错位堆叠功能，自动处理多达50页的输出

文件
·可选书籍装订器增加了折页和骑马钉功能和自动堆叠，帮助您

获得专业装订水准

尖端科技确保信息安全

为了更加安心的使用，利盟X86x多功能一体机中提供了尖端技术
的安全管理、网络通讯和信息存储功能。另外，用户还可以自定
义存取权限，轻松设置某些功能的开启和关闭。
·IPSec，SNMPv3和802.1x网络安全
·安全数据加密和磁盘擦除
·尖端技术的存取限制，包括LDAP
·预防性跟踪和识别安全风险

利盟保修，令您高枕无忧

利盟X86x系列带有一年有限现场保修服务，令您能够安心使用。如需进行维修升级，请联络您的利盟业务代表，或者访问网站
www.lexmark.com。请使用利盟原厂耗材、服务和零部件，优化您的打印机性能和投资价值（请参阅利盟有限保修条款，了解详
情）。

利盟X86x系列打印更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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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满足您最苛刻的文件需求而制造，这些高性能多功能设备可以支持最大A3的介质幅面，A4介质幅面的打印及
复印速度高达每分钟55页。灵活的纸张处理能力、高级装订选项、尖端技术的安全功能和简单直观的利盟e-Task
彩色触摸屏将让您获益匪浅。更好的是，利盟X864de 4可以搭载为您定制的应用解决方案，让您的工作效率实现
飞跃式提升。

超级直观的触摸屏

利盟公司屡获大奖的9英寸彩色e-Task触摸屏让您可以轻松存取文件捕捉和工
作流功能。您可以按照自己的业务需要，定制最常用的图标和快捷键，甚至
还可以将屏显背景改成自己喜欢的任何图案，比如您的企业徽标。

高效网络流量

当您从利盟X86x多功能一体机上发出一个大型电子邮件时，不会导致网络流
量堵塞。这是因为，流量管理技术(traffic-shaping technology)可以分段管理
流量，将较低的带宽分配给发出的数据流。在网络环境繁忙和网络服务器外
部托管时，这种功能极为有用。

可选装订功能

在公司内部实现按需打印，可以节省预印文件的成本及所需办公室存储空间。利盟X8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为您提供了这么做所需的所有装订功能，其中包括
书钉、打孔（2/3或者2/4孔）、错位堆叠，以及带有叠印调整功能的书籍折页机。

多样化复印功能

多种高级复印功能可以提升您的工作效率，例如优先复印(Priority Copy)功能可以临时中断较长的打印作业；身份证复印(ID Card Copy)功能可以在同一页
上复印卡片的正反两面；样本复印(Sample Copy)功能可以检查第一套副本、然后再印制其余的副本；远程复印(Remote Copy)功能让你可以在单色的利盟
X8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上进行彩色扫描，然后再将扫描文件在另外一台利盟彩色激光打印机上输出出来。

屏显扫描预览

在扫描并发送一个重要的图像文件之前，您可以预览其页面效果。黑白还是彩色？页面方向是否正确？是否扫描了正确的一面？您可以还需要在保存或者
发送之前，查看一下文件的大小。利盟X86x系列让您可以预览扫描效果和文件大小，节省时间、避免差错。

个性化用户设置

利盟全新的“My MFP”功能能够显著提升您的工作效率。多个用户可以保存并读取闪存上的个人设置，其中包括其本地地址簿、个人传真号码本、个性化复
印设置、甚至他们个人的触摸屏设置。只需走到多功能一体机前，插入您的闪存，多功能一体机就将即刻变成一台您的专属设备，让您每次使用时都倍感
亲切！

利盟内置解决方案框架

体验您想象不到的更高生产力！利盟全新多功能一体机随时可搭载各种解决方案，令您可以轻松选择各种业界领先的工作流增强应用，例如按需打印表单
(Forms on Demand)、打印作业释放、卡片复印(Card Copy)、绿色复印(Eco-Copy)、文档计费管理(Document Accounting)等。这些解决方案为了帮助您
节省成本、精简流程、提高效率、在整个公司中更加高效地传递信息而专门设计的。如需了解利盟解决方案如何能够帮助您提升工作效率，请今天就与您
的利盟业务代表联络。

高效率功能清单

   卓越功能，出自利盟！

利盟解决方案，帮助您节省时间和金钱

直观的触摸屏幕
一键操作，存取多种作业和
工作流功能。

双面打印，实现节约
将单面原稿复印成双面副
本，节省一半的纸张。

USB端口直接打印
前置USB端口，令您无需
连接电脑，就可以直接打
印或者扫描图形文件。

可选的安全功能
可选集成式读卡器*，快
速鉴定用户身份，提高文
件安全性。

书籍装订器
这个简单的选件可以帮助
您无需外包，就可以制作
出专业水准的商业演示、
手册、书籍、图册和新闻
简报。

大容量耗材
原厂利盟耗材确保了较低
的单页打印成本、减少更
换次数和更少浪费。

将所有的关键功能整合为一台安全、高性能的设备，可以有效地节省成本、提高效率。利盟多功能一体机技术将高生产力带入
了一个新的水平，为您提供多种智能应用，显著改进您的工作方式。

超大的e-Task彩色触摸屏不仅可以让您存取基本功能，它更是一个启动自动化工作流工具、精简重复性办公任务的直观平
台——而您只需轻轻点击一个图标。

利盟提供多种应用解决方案供您挑选，也可以为您定制一款方案。利盟解决方案能够为您实现的高效和节省，将令您惊叹不已！

强大功能，令您如虎添翼

功能强大的信息枢纽

利盟X86x系列为速度而生，为耐久性而制，其设计目标就是要
将您的工作效率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几款高性能系统将真正的多
功能和强大威力带给您的工作团队，同时还简化了信息管理和分
享，降低了成本。
·快速打印和复印，输出速度55页/分钟，包括传真功能
·所有机型都包含利盟内置解决方案框架，这个软件平台让您可

以在多功能一体机上安装定制打印的打印和成像解决方案，并
从触摸屏用户界面上进行操作。

·标配大容量硬盘，提供扩展功能
·标配千兆网络，确保最快的数据传输

轻松操作

利盟X864的4多功能一体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轻松。通过9英寸的
触摸屏幕，您可以轻松地设置所有关键功能，其中包括打印、复
印、传真、扫描，以及您选择添加的任何一款定制解决方案。
“Show Me”图形显示直观明了，通过设备前方操作面板上的USB
端口可以直接打印文件。
·触摸屏图标令您轻松地一键式存取各项基本功能和工作流应用
·“Show Me”图形显示可以引导用户完成常见的打印和维护操作
·将您的闪存插入USB端口，可以无需连接电脑、直接打印文

件，或者将文件扫描到您的移动闪存上，无需将其打印出来。
·“My MFP”功能让您的工作组所有成员都可以将其个性化触摸

屏设置保存在闪存上。

文件管理，多才多艺

无需预算压力，您的打印和成像作业就可以得到优化。利盟X86x
系列多功能一体机能够在多种类型和幅面的介质（其中包括不干
胶标签和硬卡纸）上实现高质量输出。多种纸张处理和装订选项
让您可以为利盟X86x选配多种工具，在公司内部即可制作出专业
水准的商业文件，节省宝贵的时间和金钱。
·75页容量的自动进稿器，可以高效扫描和复印最大A3幅面的多

页双面原稿文件
·2,000页容量的进纸选项，适用于大量打印或者复印
·通过添加多个可选纸盘，将供纸量扩展到最多5,100页
·可选装订、打孔和错位堆叠功能，自动处理多达50页的输出

文件
·可选书籍装订器增加了折页和骑马钉功能和自动堆叠，帮助您

获得专业装订水准

尖端科技确保信息安全

为了更加安心的使用，利盟X86x多功能一体机中提供了尖端技术
的安全管理、网络通讯和信息存储功能。另外，用户还可以自定
义存取权限，轻松设置某些功能的开启和关闭。
·IPSec，SNMPv3和802.1x网络安全
·安全数据加密和磁盘擦除
·尖端技术的存取限制，包括LDAP
·预防性跟踪和识别安全风险

利盟保修，令您高枕无忧

利盟X86x系列带有一年有限现场保修服务，令您能够安心使用。如需进行维修升级，请联络您的利盟业务代表，或者访问网站
www.lexmark.com。请使用利盟原厂耗材、服务和零部件，优化您的打印机性能和投资价值（请参阅利盟有限保修条款，了解详
情）。

利盟X86x系列打印更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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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满足您最苛刻的文件需求而制造，这些高性能多功能设备可以支持最大A3的介质幅面，A4介质幅面的打印及
复印速度高达每分钟55页。灵活的纸张处理能力、高级装订选项、尖端技术的安全功能和简单直观的利盟e-Task
彩色触摸屏将让您获益匪浅。更好的是，利盟X864de 4可以搭载为您定制的应用解决方案，让您的工作效率实现
飞跃式提升。

超级直观的触摸屏

利盟公司屡获大奖的9英寸彩色e-Task触摸屏让您可以轻松存取文件捕捉和工
作流功能。您可以按照自己的业务需要，定制最常用的图标和快捷键，甚至
还可以将屏显背景改成自己喜欢的任何图案，比如您的企业徽标。

高效网络流量

当您从利盟X86x多功能一体机上发出一个大型电子邮件时，不会导致网络流
量堵塞。这是因为，流量管理技术(traffic-shaping technology)可以分段管理
流量，将较低的带宽分配给发出的数据流。在网络环境繁忙和网络服务器外
部托管时，这种功能极为有用。

可选装订功能

在公司内部实现按需打印，可以节省预印文件的成本及所需办公室存储空间。利盟X8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为您提供了这么做所需的所有装订功能，其中包括
书钉、打孔（2/3或者2/4孔）、错位堆叠，以及带有叠印调整功能的书籍折页机。

多样化复印功能

多种高级复印功能可以提升您的工作效率，例如优先复印(Priority Copy)功能可以临时中断较长的打印作业；身份证复印(ID Card Copy)功能可以在同一页
上复印卡片的正反两面；样本复印(Sample Copy)功能可以检查第一套副本、然后再印制其余的副本；远程复印(Remote Copy)功能让你可以在单色的利盟
X86x系列多功能一体机上进行彩色扫描，然后再将扫描文件在另外一台利盟彩色激光打印机上输出出来。

屏显扫描预览

在扫描并发送一个重要的图像文件之前，您可以预览其页面效果。黑白还是彩色？页面方向是否正确？是否扫描了正确的一面？您可以还需要在保存或者
发送之前，查看一下文件的大小。利盟X86x系列让您可以预览扫描效果和文件大小，节省时间、避免差错。

个性化用户设置

利盟全新的“My MFP”功能能够显著提升您的工作效率。多个用户可以保存并读取闪存上的个人设置，其中包括其本地地址簿、个人传真号码本、个性化复
印设置、甚至他们个人的触摸屏设置。只需走到多功能一体机前，插入您的闪存，多功能一体机就将即刻变成一台您的专属设备，让您每次使用时都倍感
亲切！

利盟内置解决方案框架

体验您想象不到的更高生产力！利盟全新多功能一体机随时可搭载各种解决方案，令您可以轻松选择各种业界领先的工作流增强应用，例如按需打印表单
(Forms on Demand)、打印作业释放、卡片复印(Card Copy)、绿色复印(Eco-Copy)、文档计费管理(Document Accounting)等。这些解决方案为了帮助您
节省成本、精简流程、提高效率、在整个公司中更加高效地传递信息而专门设计的。如需了解利盟解决方案如何能够帮助您提升工作效率，请今天就与您
的利盟业务代表联络。

高效率功能清单

   卓越功能，出自利盟！

利盟解决方案，帮助您节省时间和金钱

直观的触摸屏幕
一键操作，存取多种作业和
工作流功能。

双面打印，实现节约
将单面原稿复印成双面副
本，节省一半的纸张。

USB端口直接打印
前置USB端口，令您无需
连接电脑，就可以直接打
印或者扫描图形文件。

可选的安全功能
可选集成式读卡器*，快
速鉴定用户身份，提高文
件安全性。

书籍装订器
这个简单的选件可以帮助
您无需外包，就可以制作
出专业水准的商业演示、
手册、书籍、图册和新闻
简报。

大容量耗材
原厂利盟耗材确保了较低
的单页打印成本、减少更
换次数和更少浪费。

将所有的关键功能整合为一台安全、高性能的设备，可以有效地节省成本、提高效率。利盟多功能一体机技术将高生产力带入
了一个新的水平，为您提供多种智能应用，显著改进您的工作方式。

超大的e-Task彩色触摸屏不仅可以让您存取基本功能，它更是一个启动自动化工作流工具、精简重复性办公任务的直观平
台——而您只需轻轻点击一个图标。

利盟提供多种应用解决方案供您挑选，也可以为您定制一款方案。利盟解决方案能够为您实现的高效和节省，将令您惊叹不已！

强大功能，令您如虎添翼

功能强大的信息枢纽

利盟X86x系列为速度而生，为耐久性而制，其设计目标就是要
将您的工作效率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几款高性能系统将真正的多
功能和强大威力带给您的工作团队，同时还简化了信息管理和分
享，降低了成本。
·快速打印和复印，输出速度55页/分钟，包括传真功能
·所有机型都包含利盟内置解决方案框架，这个软件平台让您可

以在多功能一体机上安装定制打印的打印和成像解决方案，并
从触摸屏用户界面上进行操作。

·标配大容量硬盘，提供扩展功能
·标配千兆网络，确保最快的数据传输

轻松操作

利盟X864的4多功能一体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轻松。通过9英寸的
触摸屏幕，您可以轻松地设置所有关键功能，其中包括打印、复
印、传真、扫描，以及您选择添加的任何一款定制解决方案。
“Show Me”图形显示直观明了，通过设备前方操作面板上的USB
端口可以直接打印文件。
·触摸屏图标令您轻松地一键式存取各项基本功能和工作流应用
·“Show Me”图形显示可以引导用户完成常见的打印和维护操作
·将您的闪存插入USB端口，可以无需连接电脑、直接打印文

件，或者将文件扫描到您的移动闪存上，无需将其打印出来。
·“My MFP”功能让您的工作组所有成员都可以将其个性化触摸

屏设置保存在闪存上。

文件管理，多才多艺

无需预算压力，您的打印和成像作业就可以得到优化。利盟X86x
系列多功能一体机能够在多种类型和幅面的介质（其中包括不干
胶标签和硬卡纸）上实现高质量输出。多种纸张处理和装订选项
让您可以为利盟X86x选配多种工具，在公司内部即可制作出专业
水准的商业文件，节省宝贵的时间和金钱。
·75页容量的自动进稿器，可以高效扫描和复印最大A3幅面的多

页双面原稿文件
·2,000页容量的进纸选项，适用于大量打印或者复印
·通过添加多个可选纸盘，将供纸量扩展到最多5,100页
·可选装订、打孔和错位堆叠功能，自动处理多达50页的输出

文件
·可选书籍装订器增加了折页和骑马钉功能和自动堆叠，帮助您

获得专业装订水准

尖端科技确保信息安全

为了更加安心的使用，利盟X86x多功能一体机中提供了尖端技术
的安全管理、网络通讯和信息存储功能。另外，用户还可以自定
义存取权限，轻松设置某些功能的开启和关闭。
·IPSec，SNMPv3和802.1x网络安全
·安全数据加密和磁盘擦除
·尖端技术的存取限制，包括LDAP
·预防性跟踪和识别安全风险

利盟保修，令您高枕无忧

利盟X86x系列带有一年有限现场保修服务，令您能够安心使用。如需进行维修升级，请联络您的利盟业务代表，或者访问网站
www.lexmark.com。请使用利盟原厂耗材、服务和零部件，优化您的打印机性能和投资价值（请参阅利盟有限保修条款，了解详
情）。

利盟X86x系列打印更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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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盟X860de 3,4
可部署解决方案的部门级多功能一体机，标配
支持双面打印和A3幅面

·打印速度高达35页/分钟，首页输出时间最
快仅为6秒钟

·双面打印、复印和扫描
·标准配置传真功能(X860de 4)
·可定制的9英寸彩色触摸屏
·千兆网络和800MHz处理器
·1,100页标准供纸量，500页的输出容量
·耗材寿命：35,000*页
·推荐月印量：10,000到39,000页
*根据ISO/IEC 19752标准测算的平均标准页面打印数值。

利盟X864de 3,4
本系列中速度最快的多功能一体机，包括利盟
X860de的所有功能

·打印速度高达55页/分钟，首页输出时间最
快仅为6.5秒钟

·利盟X864de 3：双面打印多功能一体机，可
选传真功能

·利盟X864de 4：双面打印多功能一体机，标
配传真功能

·推荐月印量：15,000到50,000页

X86x

利盟X860de 3, 4       利盟X864de 3, 4

A3

打印

复印

扫描

X86x
传真

多达55页/分钟

双面打印

网络

多功能、高性能，
满足您所有的A3打印需求！

总有一款配置满足您的需求
利盟X860de ３,4 利盟X864de ３,4

打印

打印技术

打印速度（A4幅面，黑白打印）：最快 35页/分钟 55页/分钟

首页输出时间（黑色） 6秒钟 6.5秒钟

打印分辨率，黑色

内存，标准

内存，最大

打印操作时噪音水平 53分贝 53分贝

空闲时噪音水平

最大月打印负荷：最大 150000页/月 300000页/月

推荐月打印量 10000–3900页 15000–50000页

耗材

耗材寿命（根据ISO/IEC 19752标准测算） 60,000页寿命感光鼓，35,000*页寿命大容量碳粉盒 70,000页寿命感光鼓，35,000*页寿命大容量碳粉盒

复印

复印速度（A4幅面，黑色）：最快 35页/分钟 55页/分钟

自动进稿器扫描

扫描分辨率

缩小/放大比例

纸张处理

标准纸张处理能力

可选纸张处理能力

纸张输入能力，标准：

纸张输入能力，最大：

纸张输出能力，标准：

纸张输出能力，最大：

自动进稿器纸张输入容量：

支持的介质类型

支持的介质幅面

兼容性

支持的网络协议

打印语言（标准）

标配端口

支持的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版本

支持的Apple Macintosh操作系统版本

支持的其他操作系统

一般信息

功能

产品保修

产品认证

尺寸（长*宽*高）（毫米）

重量

额定工作环境

www.lexmark.com

803 x 641 x 705毫米

76.7公斤

温度：16-32摄氏度（60-90华氏度），湿度：8-80%相对湿度，海拔高度：0-3048米（10,000英尺）

www.lexmark.com

复印，网络扫描，打印；传真（X860de 4，X864de 4）

1年有限现场维修，下一工作日上门

PCL 5e仿真，PCL 6仿真，PPDS，PostScript 3仿真，xHTML，PDF 1.6，Direct Image，Microsoft XPS (XML Paper Specification)

一个内部卡插槽，千兆以太网(10/100/1000)，USB接口（前/后端）

2000，XP，Server 2003，XP x64，Server 2003 running Terminal Services，2000 Server running Terminal Services，Server 2003 x64，Server 2003 x64 running
Terminal Services，Vista，Vista x64，Server 2008，Server 2008 x64，Server 2008 running Terminal Services，Server 2008 x64 running Terminal Services，

Windows 7

Mac OS X，Mac OS 9.2

硬卡纸、信封、纸制不干胶标签、普通纸、透明胶片，请参阅“硬卡纸及不干胶标签使用指南”

10号信封，7 3/4号信封，A3，A4，A5，C5号信封，DL号信封，Executive，Folio，JIS-B4，JIS-B5，Ledger，Legal，Letter，Statement，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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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0页75克厚度纸张

500页75克厚度纸张

3800页75克厚度纸张

75页75克厚度纸张

500页容量输出纸盘，双面打印单元，两个500页容量纸盘，100页容量多用途进纸器

2,000页容量大容量进纸器，2,000页容量双输入纸盘，两个500页容量纸盘，3,500页容量装订器，书籍装订器

1100页75克厚度纸张

600 x 600 dpi，600 X 300 dpi（彩色）

25–400 %

30分贝

RADF（反向双面自动进稿器）

激光黑白打印

1200 x 1200 dpi，2400 图像质量，600 x 600 dpi

256 MB

1280 MB

利盟提供50公里有限上门服务。



X86x
利盟X860de ３,4 利盟X864de ３,4

打印

打印技术

打印速度（A4幅面，黑白打印）：最快 35页/分钟 55页/分钟

首页输出时间（黑色） 6秒钟 6.5秒钟

打印分辨率，黑色

内存，标准

内存，最大

打印操作时噪音水平 53分贝 53分贝

空闲时噪音水平

最大月打印负荷：最大 150000页/月 300000页/月

推荐月打印量 10000–3900页 15000–50000页

耗材

耗材寿命（根据ISO/IEC 19752标准测算） 60,000页寿命感光鼓，35,000*页寿命大容量碳粉盒

复印

复印速度（A4幅面，黑色）：最快 35页/分钟 55页/分钟

自动进稿器扫描

扫描分辨率

缩小/放大比例

纸张处理

标准纸张处理能力

可选纸张处理能力

纸张输入能力，标准：

纸张输入能力，最大：

纸张输出能力，标准：

纸张输出能力，最大：

自动进稿器纸张输入容量：

支持的介质类型

支持的介质幅面

兼容性

支持的网络协议

打印语言（标准）

标配端口

支持的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版本

支持的Apple Macintosh操作系统版本

支持的其他操作系统

一般信息

功能

产品保修

产品认证

尺寸（长*宽*高）（毫米）

重量

额定工作环境

www.lexmark.com

803 x 641 x 705毫米

76.7公斤

温度：16-32摄氏度（60-90华氏度），湿度：8-80%相对湿度，海拔高度：0-3048米（10,00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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