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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复印 Sharpdesk网络扫描网络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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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直观操作界面，

引领您畅享夏普彩色复合机

先进性能！

传真
选购

本图片中产品已包含选购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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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3118NC
MX-2618NC

20秒

83%降低

66%降低

20秒

MX-3618NC31.3% 3.00 kWh*2 9.60 kWhMX-3618NC

32.0% 1.95 kWh*2 6.10 kWhMX-2618NC

29.8% 2.34 kWh*2 7.85 kWhMX-3118NC

单页预览

主屏幕

3D预览

屏幕背景样式选择

编辑模式

缩略图预览

夏普彩色复合机MX-2618NC/3118NC/3618NC，拥有全新多点触控界面。点击、滑

动、拖拽，自如随心，让您尽享无与伦比的指间触控体验和复合机的优越性能。10.1

英寸大画面彩色LCD触摸屏，为快速高质量的彩色复印、轻松的网络扫描、便利的图

像预览和页面编辑功能扬帆导航。除了高可靠性数据安全和印象深刻的环保性能，还

支持高附加值夏普OSA（开发系统架构）、传真、文件整理、互联网浏览……。所有

这些高生产力功能，仅需轻轻一按、一点、一滑，即可实现！

MX-2618NC/3118NC/3618NC拥有10.1英寸彩色LCD。其先进的预览

功能和直观操作，让美妙的触控感觉在您指尖流淌，即使新用户也可

以轻松驾驭。另外，装订、页面设置等文件整理任务，打印输出前就

可以在屏幕上即时确认，减少错印和纸张浪费。文件预览模式有多种

选择，包括3D、编辑和缩略图模式，可以根据当前任务随时调整。

互联网浏览选购件无需电脑，可

让您在LCD屏幕上浏览网页和PDF
文件，并在需要时打印出来。

MX-2618NC/3118NC/3618NC提供6种LCD屏幕颜色选择和一个通用屏幕设计。默认颜色是绿色，

用户可以轻松选择中意的背景样式。

“触控”创新，夏普复合机性能“革命”

新一代用户界面

互联网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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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3118NC
MX-2618NC

20秒

83%降低

66%降低

20秒

MX-3618NC31.3% 3.00 kWh*2 9.60 kWhMX-3618NC

32.0% 1.95 kWh*2 6.10 kWhMX-2618NC

29.8% 2.34 kWh*2 7.85 kWhMX-3118NC

第二代超微细墨粉 自动色彩模式

原稿

自动识别

文字清晰锐利，背
景杂色被自动消除

复印

*1 按照ENERGY STAR约定规范一周中所测得的典型能耗量，指一周5天使用时的所有能耗。循环周期为从运转到睡眠模

式或关机，另外2天为睡眠模式或关机。

*2 测量时电压为230V，以上数值仅供参考，实际数值以夏普工厂实测为准 
*3 与夏普其他机型相比较

夏普第二代HG超微细墨粉和增强型成像系统，复印打印色彩还原度高，线条细致入微。

同时，操作又是如此简便，一次不经意的触控，立刻就能输出令人赞叹的高品质图像。

MX-2618NC/3118NC/3618NC在材料、生产、包装、运输等各个环节，采用先

进环保技术、注重生态保护。其预热时间很短，能耗也大大降低，TEC*1值比

ENERGY STAR所允许的最大值显著降低。

令人惊叹的图像品质

先进的环保性能

互联网浏览

低TEC值 更短预热时间*3 
可允许的

最大TEC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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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产力

复印和网络打印

MX-2618NC/3118NC/3618NC能用内置无堆叠双面模块进行双面

复印和打印输出，有效节省纸张费用的同时节约归档空间。用100页

RSPF对单面或双面原稿双面复印时效率会更高。彩色和黑白原稿扫

描速度为36/50页/分钟，轻松高效处理大批量复印打印任务。

内置无堆叠双面模块和RSPF

• MX-2618NC/3118NC/3618NC适用于大部分主流网络操作系统

和网络协议——包括IPv6，甚至是混合型的网络OS环境。另外，

您可以通过1000Base-T以太网标准进行快速强大的网络打印。

• MX-2618NC/3118NC/3618NC支持PCL6打印，选购MX-PK11 

PS扩充组件后可支持PS3打印。

广泛适应各种办公环境

MX-2618NC/3118NC/3618NC可以实现每分钟26/31/36页*的彩色

黑白快速复印打印输出。首页复印

时间，彩色为8.1/7.9/6.8秒，黑白仅

5.9/5.8/5.2秒，节省时间。

* A4尺寸，长边送纸

高效彩色和黑白输出

36
CPM
PPM

MX-3618NC

31
CPM
PPM

MX-3118NC

26
CPM
PPM

MX-2618NC

MX-2618NC/3118NC/3618NC能够

自动处理非常耗时的装订任务，轻松

制作具有专业外观的手册。选购件鞍

式装订分页器最多装订50页文件，并

将最多15张纸折叠装订成一本完整手

册。选购件装订分页器处理简单的分

套和装订任务。选购件打孔组件让您

对文档打孔，方便文件归档。

自动化装订

对于大印量复印打印，MX-2618NC

/3118NC/3618NC可以选购3,500张

大容量纸盒，使供纸容量最多达到

5,600张。对于超大量的工作，自动

纸盒切换功能可以自动切换到放

置有同种规格纸张的纸盒，确保

供纸不间断。

大容量供纸能力

多合一复印打印/手册制作

多合一复印打印，可以将多页文件的2页或4页复印到1页上，或者将最

多16页打印到1页上，减少纸张消耗。选购鞍式装订分页器，可进一步

自动将多页文件装订成一本手册。

宽泛的复印打印应用

在每一页上4合1放置

鞍式装订

定制图像

客户准备好定制图像，例如公司

LOGO或“绝密”水印等，印在复

印件上。

彩色印戳 灰度水印

TO
P 

SE
C

R
ET

书籍分割

当复印扫描手册书本时，书籍分割功能将一张2页原稿左右或上下

分割，并按照原稿页面顺序输出。

手册

分割

通过RSPF扫描

扫描方向

按照原稿页序输出

图像定位

该功能使得用户在复印文件时，将图片或示意图扫描并放置在用

户预先确定好的位置。输出效果可以通过LCD图像预览功能事前

确认。

纸张输入

扫描

图像

原稿文件 用户定位 图像放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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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图像

多样化操作

MX-2618NC/3118NC/3618NC采用了增强型成像系统。具有高度表

现力的处理器、新型载体、第二代HG超细微墨粉组合在一起，生成令

人惊叹的高质量图像。其色彩还原能力更强大，能更加自然地再现瓦

蓝的天空、绿宝石般的海洋等。其墨粉颗粒更小，能清晰表现更加细

小的线条和半色调颜色。

MX-2618NC/3118NC/3618NC无需打印驱动或应用软件，即可打印

PDF*2、TIFF、JPEG或XPS*3文件。同时，机器正面的操作面板下面具

备USB接口，插入USB存储器即可直接打印——这对忙碌的用户、以

及想尽快打印却没有PC的用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有些格式可能不支持；*2 直接PDF打印需选购MX-PK11；*3 直接XPS打印需选

购MX-PUX1和MX-SM10

在不降低输出速度的情况下，MX-2618NC/3118NC/3618NC复印

分辨率为600dpi，打印分辨率达到1,200dpi。数字平滑处理技术可

以将打印复印分辨率增强到9,600×600dpi，细小线条和细微文字

都能清晰呈现。

增强型成像系统

直接打印*1

其他主要性能

高分辨率输出

自动色彩选择能自动区分出文档中的某一页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并

自动为每一页选择合适的模式。自动色彩模式分析每页原稿内容并

自动识别图片或文字。因此，MX-2618NC/3118NC/3618NC能清晰

打印地图上的文字，自动删除报纸杂志复印件上的背景杂色以便更清

楚地输出。

MX-2618NC/3118NC/3618NC能同时轻松地处理多项工作。您可

以同时复印文件和发送E-mail，也可以同时打印和传真。

轻松的高质量复印

多任务同时处理

重复布局

混合尺寸原稿自动缩放

布局打印

从传统的图像重复功能升级，将整个页面作为图像重复复印在一

张纸上。

用户确定好复印件所需装订尺寸后，MX-2618NC/3118NC/3618NC

自动计算合适缩放比率，将混合尺寸原稿放大和缩小。

该功能将整个页面作为图像重复打印，用户可以指定是否重复打印文

件的第一页（封面页）。

：复印 ：打印 ：扫描

文本 照片

自动色彩模式
字符细致清楚，自动

消除背景杂色

原稿

复印

自动识别

网络文件夹USB存储器 FTP服务器

原稿

复印+发送

打印+发送

传真

E-mail

复印/打印

打印文件（主任务）

同一文件传真发送

同一文件E-mail发送

• 标签复印/标签打印在文件分隔标签上直接复印或打印并在手册

中相关位置插入。

• 卡片制作可以把一张卡片（信用卡、身份证等）的两面一次性复印

到同一页纸上。

• 副本复印模式能自动实现同一数据的多种打印输出并输出到不同

纸盒的普通纸或彩色纸上，方便了多印数发票和购物清单的打印。

• 套印打印能保存比如信纸抬头、彩色表格内容等办公文件格式，

不必预先备好带有格式的打印纸。

• 彩色印戳可以用最多7种颜色在复印件上标注页码、日期、文字，

比如“Urgent”。

• 书籍复印可以方便地制作书籍副本，或把散页原稿装订成手册样

式。

• 多页扩大把图片分割放大为单独几页，使您能够制作最大A0×2

大小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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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发送

MX-2618NC/3118NC/3618NC作为一台全彩色网络扫描仪，支持

TIFF、PDF、加密PDF、压缩PDF*、JPEG、XPS文件格式。可以像复印

一样轻松地把最大A3的任意纸张文档转换为数字文件。增强型扫描

性能提高了精细文字的可读性，并使色彩更生动的再现。自动色彩选

择为包含有彩色和黑白页的扫描原稿选择合适的模式。5级锐度和对

比度调节对图像质量微调，使之更佳。

* 需选购MX-EB11

该功能从扫描图像中去除底色，减少数据大小以便压缩存储，并且使

黑色文字更加清晰易读，增加OCR识别率。

当扫描文字内容较多的文件时，该功能在提高黑色文字可读性的同

时，减小了文件容量。文字用高分辨率扫描，其他部分如照片和示意

图，以低分辨率扫描。

每个登记名字下面可显示最多7种类型的目的地，包括E-mail地址、传

真号、FTP地址。当您登记时，可以选择是否对所有复合机用户开放您

的信息，或仅对某些用户或用户群开放。这样，地址名单相应缩短，查

询更快。

通过电话线或网络将在PC上创建的文件直接发送到接收方的传真机

上，无需打印。既节省时间和费用，又提高传真效率，传真质量也更接

近原稿。

注：PC-传真需选购MX-FX11。PC-网络传真需选购MX-FWX1，并需要网络运营商的支持。

您可以通过网络从支持ITU-T T-37网络传真的机器上发送和接收传真。另

外，还支持直接SMTP协议，发出的网络传真不必通过邮件服务器，相比

传统传真方式更快更方便。

注：需选购MX-FWX1，并需要网络运营商的支持。

让您在打印前通过E-mail检查收到的传真，也可以将收到的传真数据转到

用户指定的其他传真机/网络传真机、FTP服务器、网络文件夹（SMB）、

或PC桌面。

从接收到的传真数据清单中，选择重要数据储存在机器硬盘中，并使用文

件归档功能进行管理。

暂时搁置收到传真的输出，直到用户指定时间：比如午饭时间，以及其他

复合机比较空闲的时候，才将其输出。

只需按几个键，您就可以选择多种方式来发送已扫描好的文件。

扫描到E-Mail让您把文档作为附件发到E-mail地址；扫描到FTP服

务器让您直接将一个文件扫描到FTP服务器中保存；扫描到桌面

能够将扫描好的文件直接发送到您的电脑桌面；扫描到网络文件

夹（SMB）将文件发送到网络中一台Windows PC的共享文件夹

里；扫描到外部存储器把图像直接扫描到USB存储器中；扫描到

传真实现传真或网络传真。

该功能使您为每一种广播模式分别指定图像分辨率和颜色。例

如，将相同图像数据发送到E-mail和传真时，传真发送黑白版本，

E-mail发送彩色版本。

内置的LDAP（轻便目录存取协议）不需要输入或登记一个完

整的E-mail地址，只需要输入接收者姓名的前几个字母，MX-

2618NC/3118NC/3618NC就会自动显示您公司LDAP服务器上相

匹配的地址列表，所选地址存放在地址簿中。

A3彩色网络扫描 消除颜色

突出黑色文字

增强型地址薄

PC-传真/PC-网络传真

网络传真

无纸传真（邮件转发）

硬盘传真数据存储

指定时间传真输出

扫描文件的发送

一次扫描/多种格式

支持LDAP协议

桌面Super G3传真

客户端PC

Internet

网络文件夹

E-mail

FTP服务器

文件

扫描
扫描到

外部存储器

网络传真

：扫描 ：传真

扫描

传真

E-mail

原稿

为每一模式指定
分辨率和颜色

黑白

彩色

2011.2.1Date

Name

Company

Address

CARTER, PATRICK

123 STREET, CITY, STATE

12345 USA 

SHARP CORPORATION

2011.2.1

CARTER, PATRICK

123 STREET, CITY, STATE

12345 USA

SHARP CORPORATION

原稿 扫描图像

去除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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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管理

已处理的任务数据保存在MX-2618NC/3118NC/3618NC内置硬盘的指定文件夹中，需要时随时取出，以供打印或发送，为您日常办公工

作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信息共享和信息发送方式。

保存在硬盘中的文件可以从当前控制面板显示屏上通过缩略

图、文件预览或网页，快速查询和访问。

MX-2618NC/3118NC/3618NC将Word和Excel格式文档保存

在硬盘中，并在网络中共享。

为了更有效地使用数据，可

以将保存在复合机硬盘中

的两个文件合并成一个。 为了加强复合机硬盘的数据处理能力，以提高文件归档功能和轻

松共享应用文件，可以选购镜像组件用于硬盘备份。

任务处理数据以PDF方式保存在PC中，用于浏览和下载。

夏普开发的综合文件管理软件Sharpdesk 能够提供超过200种

格式的综合桌面文件管理，包括扫描纸质文件和用Word等主流

软件创建的文件。只需一些简单的拖放操作，您就可以随意浏

览、组织、编辑、查询和发送这些文档。

* 图像高压缩工具用于把图像转成高压缩PDF文件

硬盘上的文件管理

轻松访问保存过的文件 轻松共享应用文件

文件合并

镜像组件

用于PC浏览的PDF

综合文件管理软件Sharpdesk

临时
保存文件夹

主
文件夹

B

C

自定义
文件夹

A

复合机硬盘

备份

镜像硬盘

再次使用

再次发送*1

到E-mail 、FTP、
FAX/iFAX*2

打印输出

扫描

复印

打印

传真

多达10,000页或1,000个文件*的复印、打印、扫描、
传真页面，储存在硬盘上一个临时保存文件夹中。无
需重新载入或重新扫描源文件，您就可以再次使用
保存数据。

多达20,000页或3,000个文件*的复印、打印、扫描、传真页面，储存在硬盘上最多

1,000个自定义文件夹中。用户如需加强数据的安全性，可以输入一个5至8位的密
码将文件夹加密，从而保护您的机密数据。存储选择包括共享工作组主文件夹和
具备安全性的自定义文件夹。

快速归档 高级归档功能

* 以夏普标准图表来衡量（6%覆盖率的A4纸张，黑白）。临时保存文件夹和任务创建功能共享硬盘，当同时使用这两个功能时最多有10GB数据存储空间可用。彩色

页面存储数量要更少一些。

*1：CMYK打印数据不能再发送

*2：这些功能需要相应的选购件

查询结果 网页访问画面

单个文件

合并成一个

创建文件

保存 提取

其他用户

文件以原始文件
格式存在复合机中

存在复合机硬盘中 用户提取文件

• 直接进行缩略图浏览

• 针对无纸化校对提供了注释工具

• 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件整合成单一文档

• 输出区域将文件发送到E-mail、打印机和其它多种应用方式

• 文件查询允许您使用文件名、关键字或缩略图来查找文档

Word

Excel®

PDF

PowerPoint®

Scanned 
image

etc.

查询画面

整合

保存

浏览

查询 编辑

输出区域打印 PC-Fax E-mail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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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多层次的网络和数据安全性，满足了大范围的安全需求，夏普以其行业领先的安全解决方案为今天的商业活动带来自信与安宁。MX-

2618NC/3118NC/3618NC运用强大的安全性能保护您的敏感信息，解除您对于未授权使用的担心，为您的机密信息提供更强大的安全保护。

MX-2618NC/3118NC/3618NC的IP地址过滤功能为内置网络接口

提供高安全性操作，限制对办公网络中机器的访问。只有那些注

册了IP地址或MAC地址的电脑才有权使用网络中的复合机，未知

的IP/MAC地址将会被拒绝，以此阻止未授权者使用。另外，还支

持IEEE802.1X标准，用于基于端口的网络访问控制，阻止未经授

权的所有访问。

为了确保更高层次的网络安全，MX-2618NC/3118NC/3618NC引

入SSL（安全SOCKET层）和IPsec数据加密技术，确保加密数据

通讯，防止数据以IPP打印、浏览安全WEB页（HTTPS）或通过

E-mail（SMTP和POP3）、FTP（FTPS）方式通信时在网络上泄

露出去。IPsec是IPv6互联网协议中的一部分，用于不同群体间加

密认证传输。

MX-2618NC/3118NC/3618NC初始化功能，通过复合机系统设

置，在管理者层面上消除机密数据。当复合机空闲时对其初始

化，可以防止数据泄露，以提供相当高的安全性。

文件上面可以嵌入水印，例如：“机密”、“不许复印”等。当

该文件复印时，水印就会出现，警告用户不要将其散发出去。

该功能打印复合机用户名、日期、复合机序列号、任务ID和其他

打印输出指定项目，以便跟踪文件走向，防止数据失窃。

MX-2618NC/3118NC/3618NC在扫描时给PDF文件设置密码，这

样用户就可以在网络上以加密格式传输PDF。传输完以后，对方

用户在成功输入前设密码后即可访问该PDF。

行业领先的多层次安全性

安全网络访问 SSL和IPsec数据加密

数据初始化

隐藏方案复印/打印

追踪信息打印带密码保护的加密PDF

d0bN%
=5!”//?
hj5&4
mk9#¥

MX-2618NC/3118NC/3618NC
加密扫描数据

查看文件需要
输入密码

*****

再复印

原稿文件

嵌入隐藏水印

  

YYY/MM/DD_User Name_ID:0000000

YYY/MM/DD_User Name_ID:0000000

IP/MAC地址过滤

未知的IP/MAC地址将会被拒绝访问

NO!

OK

一般用户想使用MX-2618NC/3118NC/3618NC，需要输入密码。

机器上最多可登记1,000个用户，分为3级访问权限：管理员、用

户、访客。还可以为不同用户制定相应功能。同时，外部活动目

录服务器可以将用户认证扩展到多台复合机和更多的用户。

用户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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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

环境友好

管理员可以通过标准WEB浏览

器，管理复合机任何一项重要的设

置—包括用户访问和安全性，连同

其他操作控制和配置。

通过WEB浏览器，可以对MX-2618NC/3118NC/3618NC进行远端监

控，让管理员掌控任务，避免出现问题。当需要维护时，E-mail状态

和告警功能会及时发出一条E-mail消息通知管理员。

远端操作功能，让复合机控制面板屏幕上的内容，在远端办公网

络的电脑上显示出来，使用电脑就可以操作复合机*。另外，管理

员可通过必要步骤给予用户指导帮助，也能够让行动不便的用户

利用PC，在远端访问复合机控制面板。

* 需安装VNC应用软件

夏普远端设备管理器（SDRM），使

管理员通过标准WEB浏览器，集中

实时地控制网络复合机设备，例如

设备克隆、固件升级等，管理更轻

松方便。

基于网页的系统设置 远端监控

远端操作

网络工具软件

基于网页的设备管理

基于网页的SRDM

为了降低能源消耗，夏普致力于将其先进技术应用于复合机的所有领域，包括硬件、软件、电子系统和耗材。MX-2618NC/3118NC/3618NC

为同类产品中能耗较低者之一。

突出的能源效率

• 夏普带式定影系统将MX-2618NC 

/3118NC/3618NC预热时间缩短为

20秒以内，有助于降低整体电能消

耗。

• 基于优先使用方式，MX-2618NC/3118NC/3618NC自动确定进

入电源关闭模式的较合适的时间长度，有助于降低整体能耗。

• 电源开启/关闭计划按照管理员设置的时间按计划自动对MX-

2618NC/3118NC/3618NC开机或关机。

• 对于一些无需打印的工作，例如图像发送和文件归档，夏普

ECO SCAN功能会关闭定影系统电源，以降低能耗。

• 第二代超微细墨粉相比传统墨粉，具备低融点特性，使定影过

程能耗更低。同时，具备比传统墨粉更低的消耗比率。

• 为了更多地降低能耗，复合机

扫描单元采用节能型LED灯，

取代了传统氙灯。另外，新型

ASIC（特定集成电路）提高了

工作性能和能源效率。
电源关闭 关闭 关闭电源开启 开启

上班

9:00 12:00 13:00 17:00

午休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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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EA Application是一款针对夏普数码复合机集中认证而开发的管

理软件。通过该软件提供的刷卡认证和跟随打印功能，既可以满足复合

机使用的安全需求，同时其便捷的使用操作也极大的提高了办公效率！

内置读卡器

四大核心功能

IC卡

全面、精准的统计所有复合机的作
业日志

复合机使用更安全

打印作业在任意复合机上输出

直接使用现有员工卡进行身份认证

外置读卡器

操作简便

扩展能力

MX-2618NC/3118NC/3618NC控制面板上采用宽大清晰的WVGA

分辨率LCD触摸屏，只需轻轻触摸或点击屏幕、然后用指尖拖拽

或滑动，那么每时每刻，文件、功能和设置都尽在掌控。操控乐

趣，尽在其中！

安装了网页浏览扩充组件*1，就能直接

在复合机的彩色触摸屏上进行网页的浏

览，并可以将该网页直接打印出来。您

也可以将网页上的PDF*2文件直接打印出

来，比如产品彩页、宣传册、用户使用手册、地图、优惠券等。

*1 网页浏览需要选购MX-AM10 
*2 PDF打印需要选购MX-PK11

夏普OSA*开发平台，让用户在复合机面板上就可以直接登录到用户的

文档系统中进行相关的文档应用，带来全新领域的拓展和增值效益。

利用OSA还可以对复合机进行使用量的统计，以达到成本管理的目

的。最新版本的夏普OSA可以安全的透过企业防火墙，使复合机在互

联网的环境中也可以进行应用。

* 需要选购MX-AMX2和/或MX-AMX3

该选购件*增强了网络扫描功能，是一款

简便易用、功能丰富的文档管理系统。

该工具提供了集中式的扫描和打印的综

合应用，办公室终端用户无需复杂设置

即可与任意一台网络中的复合机完成一键式扫描及拉打印任务，节省

了IT管理员的维护和设置时间。扫描件可以快速且方便的被扫描、打

印、归档、预览、共享以及分发，从而可改善用户的工作流程；该工具

提供了独特的大量扫描件自动分隔保存、同一票据自动分类、按扫描

件标题自动命名、创建可搜索的PDF文档等特色功能，从而可提高用

户的工作效率。

* 选购件型号为MX-UN01A，使用前复合机必须先选购MX-AMX2以开通OSA。

该功能为特定用户定制主屏幕，放置最常用的功能和设置，并且

创建快捷键用于快速轻松访问。

MX-2618NC/3118NC/3618NC用户界面带给人以舒适的视觉享受，字体

平滑醒目，显示内容大小合适。大字体显示模式更使可读性大大增强。

MX-2618NC/3118NC/3618NC用户手册储存在硬盘中，方便快速

参考，并可在大屏幕LCD上即时观看。

触摸屏右侧显示有功能面板，通过操作步骤对用户加以引导。下

一步如何操作复合机？只需跟随功能面板显示的快捷键和信息操

作即可。

• 操作面板有三个调节角度，可达到

舒适的观看效果。

• 纸盒拉手设计，无论正手反手都可

以轻松抓住把手，稍微用力即可将

纸盒拉出和关闭。

10.1英寸彩色LCD触摸屏

直接互联网访问 夏普OSA（开发系统架构）

夏普OSA网络扫描工具

屏幕定制

超强的可读性 屏显用户手册

功能面板

通用设计

该功能将扫描图像显示在LCD上，以便确认和编辑，为您节省时

间和精力。类似页面排序、装订等文件整理工作，也可在输出之

前得到检查。同时，还能

在LCD上将预览图像轻松

旋转、换位和删除，甚至

去掉图像中某一部分后插

入空白页。

高级图像预览

在LCD上编辑

Simple EA Application是一款针对夏普数码复合机集中认证而开发的管

理软件。通过该软件提供的刷卡认证和跟随打印功能，既可以满足复合

机使用的安全需求，同时其便捷的使用操作也极大的提高了办公效率！

Simple EA Application* 

* 需选购外部帐户组件MX-AMX3、Simple EA软件、夏普专用读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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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配置图

MX-TR13
右侧出纸托盘（用于MX-3618NC）

MX-TR12
右侧出纸托盘（用于MX-2618NC/3118NC）

MX-FN10 
鞍式装订分页器 

MX-PNX5A
打孔组件

MX-RB10
走纸连接组件

MX-DE12 
一层供纸盒(500张)

MX-DE13 
二层供纸盒(2×500张)

MX-DE14
三层供纸盒(3×500张)

MX-FX11
传真扩充组件

MX-LC11 
大容量纸盒（A4）

选购件主要规格

MX-DE12 一层供纸盒
纸张尺寸 A3 ～A5R

纸张容量 500 张（80 克）

MX-DE13 二层供纸盒
纸张尺寸 A3 ～A5R

纸张容量 每个 500 张（80 克）

MX-DE14 三层供纸盒
纸张尺寸 A3 ～A5R

纸张容量 每个 500 张（80 克）

MX-LC11 大容量纸盒
纸张尺寸 A4、B5、LETTER

纸张容量 3,500 张（80 克）

或

或 或

MX-PK11
PS扩充组件

MX-EB11
扫描功能扩充组件

MX-AM10
网页浏览扩充组件

MX-PUX1
XPS扩充组件

MX-USX5 
Sharpdesk文档管理软件（5个许可号）

MX-FWX1
网络传真扩充组件

MX-EB12
镜像组件

MX-KB11
本体一体型键盘

MX-SM10
扩充内存

MX-AMX1
应用程序扩充组件

MX-AMX2
应用程序通信组件

MX-AMX3
外部帐户组件

MX-PC12
净离子群发生器

MX-XB16
净离子群发生器安装组件

MX-UN01A
夏普OSA网络扫描工具（1个许可号）

打孔组件
组件名称 MX-PN11A（用于 MX-FN17）

MX-PNX5A（用于 MX-FN10）

打孔数目 2

纸张重量 55 ～256 克（55 ～128 克可以确保打孔）

MX-FX11 传真扩充组件
压缩方式 MH/MR/MMR/JBIG

通信协议 Super G3/G3

传输速度 33,600bps ～2,400bps

某些选购件在某些地区不提供。

MX-FN17
装订分页器

MX-PN11A
打孔组件

选购件

基本配置

+

MX-FN17 装订分页器
纸张尺寸 非错位 A3W、B5R、A5R、16KR

错位/装订 A3 ～ B5

最大纸张容量 不装订 A3W/A3/B4/8K ：250 张

A4/A4R/B5/B5R/A5R/16K/16KR ：500 张

装订 A3/B4/8K ：30 套或 250 张

A4/A4R/B5/16K/16KR ：30 套或 500 张

最多装订页数 最多 50 张（A4、A4R、B5、16K、16KR）

最多 30 张（A3、B4、8K）

装订位置 3 处（底部 1个，顶部 1个，中间 2 个）

MX-FN10 鞍式装订分页器
纸张尺寸 非错位 A3W、B5R、A5R、16KR

错位/装订 A3 ～ B5R

最大纸张容量 不装订 A3W/A3/B4/8K ：250 张

A4/A4R/B5/B5R/A5R/16K/16KR ：500 张

装订 A3/B4/8K ：30 套或 250 张

A4/A4R/B5/16K/16KR ：30 套或 500 张

最多装订页数 最多50张（A4、A4R、B5、B5R、16K、16KR）

最多 25 张（A3、B4、8K）

装订位置 3 处（底部 1个，顶部 1个，中间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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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3618NC1304F3 广告设计：上海森扬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市龙漕路1弄1号907室 021-51697071 / 2013年4月制作 广告

数码彩色复合机MX-2618NC/3118NC/3618NC

规格

消耗品

MX-36CR-SA
光鼓

MX-36CU-SA
光鼓组件

MX-36CV-BA
MX-36CV-SA

载体

MX-23CV-SP
 载体（专用套件）

MX-36CT-BA
MX-36CT-CA
MX-36CT-MA
MX-36CT-YA

墨粉盒

MX-36CT-MP
 墨粉盒（专用洋红色）

★夏普纯正耗材均贴有夏普防伪标贴，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进行查询。

(电话号码：400-820-3315)
★为了保护您的切身利益，请务必购买夏普纯正配套耗材(中国国内版)。
如因使用非夏普纯正耗材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夏普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推扫描（通过控制面板）
拉扫描（通过TWAIN支持程序）
推扫描：100、150、200、300、400、600dpi
拉扫描：75、100、150、200、300、400、600dpi，50-
9600dpi（自定义插值）
TIFF、PDF、加密PDF、JPEG、XPS*5、压缩PDF（需选购
MX-EB11）
Sharpdesk
扫描到E-mail、桌面、FTP服务器、网络文件夹、外部存储
设备
iFAX*6（支持直接SMTP）、PC-iFAX发送*6，自动色彩模
式，混合尺寸原稿扫描，LDAP支持，直接输入（地址/标题
/信息），2,000个单键拨号，500个群组拨号，48个任务程
序，广播，长原件扫描（最多1000mm）*7，自动色彩选择、
原稿计数、消除颜色、一次扫描多种格式、突出黑色文字等

网络扫描

扫描方式

分辨率

文件格式

扫描工具
扫描终端

功能

1200×1200dpi，600×600dpi，9,600（相当于）×600dpi
USB2.0，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
Windows2000/XP/Server2003/2008/Vista/7，Mac OS
TCP/IP，IPX/SPX，NetBEUI，EtherTalk
LPR，Raw TCP，POP3（E-mail打印），HTTP，Novell打印
服务应用，用于下载打印文件的FTP，EtherTalk打印，IPP
标准：PCL 6，可选*10：PS3仿真，XPS
PCL的80种，PS3仿真的136种
网络串联打印，一次RIP/多次打印，校对打印/机密打印，
直接PDF/TIFF/JPEG/XPS打印，副本打印，双面打印，字
体下载、远端设备管理和打印状态监视器，IP/MAC地址
过滤和端口/协议管理，手册样式，边界绑定，多合一打印
（2/4/6/8/9/16），纸张/出纸托盘选择，封面插入，幻灯片插
页，适纸，水印，错位输出，套印打印，自动配置，标签打印，
海报打印，安全网络通信、跟踪信息打印、隐藏方案打印等

网络打印

分辨率
接口
操作系统*9

网络协议*9

打印协议

PDL仿真
可用字体
功能*4*11

包含选购件

*1：在室温23℃、稳定电压时，根据操作条件而定。根据夏普公司内部检测，具体取决于检测方法和检测环境

*2：硬盘容量取决于实际情况

*3：当从第一个纸盒以长边送入A4纸，在原稿台以自动曝光的模式扫描。根据夏普公司内部检测，具体取决于检测方法和检测环境

*4：有些功能需选购 
*5：在未装Windows Vista的PC上看XPS文件，需安装XPS阅读软件

*6：需选购MX-FWX1
*7：仅黑白文件，在400dpi分辨率下

*8：以夏普标准图测定（A4，6%覆盖率，黑白）

*9：Mac OS 和EtherTalk需选购MX-PK11
*10：PS需选购MX-PK11，XPS需选购MX-PUX1和MX-SM10 
*11：部分功能因采用不同的打印驱动可能无法实现

*12：基于夏普标准图（A4，标准分辨率），Super G3模式，33,600bps，JBIG压缩方式

主文件夹和自定义文件夹：71GB，20,000页*8或3,000个文件
临时保存文件夹：10GB，10,000页*8或1,000个文件
复印，打印，扫描，传真
临时保存文件夹，主文件夹，自定义文件夹（最多1000个）
密码保护

文件归档

文件归档容量

存储任务*4

存储文件夹
保密存储

复印

原稿尺寸
首页复印时间*3

连续复印
分辨率

灰度级
缩放范围
预置倍率
功能*4

最大A3
MX-3618NC：彩色：6.8秒，黑白：5.2秒
MX-3118NC：彩色：7.9秒，黑白：5.8秒
MX-2618NC：彩色：8.1秒，黑白：5.9秒
最多9999份
读取：600×600dpi，
输出：600×600dpi，9,600（相当于）×600dpi
相当于256级
以1%为单位25%-400%（用RSPF时25%-200%）
10个（5个缩小+5个放大）
自动纸张选择，自动倍率选择，纸张类型选择，自动纸盒
切换，旋转复印，电子分页，串联复印，书籍制作，边位移
动，边缘消除，双页复印，多画面合一，封面/插入纸张，
投影胶片/分隔纸张，手册复印，双面复印（方向切换），
XY缩放，黑白反转，镜像，保留复印，重复布局，混合尺寸
原稿，印戳，多页扩大，标签复印，置中，校验复印，自动
色彩选择，自动色彩模式，身份证复印，原稿计数，空白
页跳过，图像定位，书籍分割，隐藏方案打印，追踪信息
打印等

固定式
26/31/36页/分钟（A4，长边送纸）
最大 A3W，最小 A5R
标准：600 张（500 张纸盒+100 张手送纸盒）
最大：5,600 张
纸盒：60~209 克，手送纸盒：55~256 克
20 秒内
（标准）复印打印内存 3GB，160GB*2 硬盘，SD 卡 4GB
（选购）打印内存 1GB
220V±10%，50Hz
1.84kW
608×680×834mm（MX-3618NC），
583×658×834mm（MX-2618NC/3118NC）
约 76Kg（MX-3618NC），约 74Kg（MX-2618NC/3118NC）
任务建立，文件归档，墨粉节省模式，预热/自动关机模
式，用户认证（1,000个账号），预览

基本规格

类型
复印打印速度（彩色黑白）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80克）

纸张重量
预热时间*1

内存

电源
最大功率
尺寸（长×宽×高）

重量
功能

夏普纯正耗材
防伪标贴

请到获夏普认证的经销商处购买，以得到售后服务的保证。

经销单位:

夏普网页地址：

http://www.sharp.cn

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550号海洋大厦27-29楼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104-8888 传真：021-6106-6000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凤凰置地广场F座3-5层
邮政编码：100028 
电话：010-8521-5288 传真：010-6588-2237

广州
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西路10号高德置地广场II期22层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3808-2288 传真：020-3808-2218/3808-2268

MH/MR/MMR/JBIG
G3/Super G3
少于3秒*12

33,600bps-2,400bps，具有自动调速功能
标准：203.2×97.8dpi， 特精细：406.4×391dpi
A3-A5
1GB闪存
相当于256级
双面发送/接收，快速在线发送，纠错模式，F-代码兼容
（机密、中继广播），LDAP支持，2,000个单键拨号，500
个群组拨号，48个任务程序，广播号码登记，主动收取
传真，内存发送/接收，自动缩小（发送/接收），旋转发
送/接收，打印实际尺寸，2合1发送，长原件发送（最多
1000mm），PC-FAX发送，定时发送，无纸传真，活动报
告，拒绝垃圾传真，双页扫描，混合尺寸原稿扫描等

压缩方式
通信协议
传输时间
传输速度
传输分辨率
记录宽度
内存
灰度级
功能

黑白传真（需选购MX-FX11）

658 mm
(680 mm)*1

1,206 mm

1,457mm

503 mm

371 mm

583 mm
(608mm*1)

*1 此为MX-3618NC尺寸

•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编号CEC 026 60824827-4（该编号今后将有所变化）。

• 中国环境标志低碳产品认证编号05510P1026007C01（该编号今后将有所变化）。

• 产品设计规格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Windows与Windows NT是美国微软公司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的注册商标或商标。其他品牌名和产品名是相应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Energy Star徽标是一个美国注册商标，是认证商标。只能用于符合Energy Star要求的、经过检验的特定产品。

引用标识详见产品说明书，该标识符合GB4943.1-2011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