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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印刷品的产品数据仅供参考，实际数据请以产品说明书为准。除特别标注外，本印刷品上的数据为夏普自测数据，所有比较数据均为与夏普旧款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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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品

MX-850CR
光鼓

MX-900CV
载体

MX-900CT
墨粉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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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普纯正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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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产力、细腻清晰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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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普超高速数码复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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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容量取决于使用时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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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安装Windows Vista的电脑上查看XPS文件，需安装XPS阅读软件。
*5：需选购MX-EB11。
*6：仅为黑白扫描模式，且精度在400dpi以下。
*7：以夏普标准图测定（A4，6%覆盖率，黑白）。
*8：需选购MX-PUX1。
*9：有些功能需选购。
*10：部分功能因采用不同的打印驱动可能无法实现。

MX-M9008/M10508/M12008   夏普超高速数码复合机

外形尺寸图

基本规格

类型

复印打印速度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80克）

预热时间*1

内存

电源

最大功率

尺寸（长x宽x高）

重量

功能

固定式

最大90/105/120页/分钟（A4纸）

最大A3W，最小A5R
标准：3,100张（1200+800+2×500+100张手送纸盒），最大：13,500张
210秒
复印2GB，SD卡 4GB，1TB硬盘*2

220V±10%，50Hz
MX-M9008：2.3kW+0.46kW，MX-M10508/M12008：2.99kW
1084×780×1237mm
约295kg（含光鼓，不含墨粉以及载体）

任务建立，文件归档，用户认证（最多1,000个帐号），节粉模式，预热/自动

关机模式

扫描方式

分辨率

文件格式

扫描工具

扫描终端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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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600dpi(自定义插值)
黑白：TIFF，PDF，PDF/A，加密PDF，XPS*4

彩色/灰度：TIFF，JPEG，PDF，压缩PDF*5，PDF/A，加密PDF，XPS*4

Sharpdesk
扫描到E-mail，桌面，FTP服务器，网络文件夹，USB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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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mm）*6，自动色彩选择、原稿计数，边缘消除，书籍分割，一

次扫描多种格式，消除底色，自扫描，慢扫描，空白页跳过等

网络打印

分辨率

接口

操作系统

网络协议

打印协议

PDL仿真

可用字体

功能*9*10

1,200×1,200dpi，600×600dpi
USB2.0，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
Windows®  XP/Server2003/2008/Vista/7，Mac OS
TCP/IP（IPv4，IPv6），IPX/SPX，EtherTalk
LPR，Raw TCP，POP3（E-mail打印），HTTP，用于下载打印文件的

FTP，EtherTalk打印，IPP
标准：PCL 6，PS3，可选*8：XPS
PCL的80种，PS3仿真的13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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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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A3
MX-M9008：4.0秒以下，MX-M10508/M12008：3.2秒以下

最多9,999份
扫描：600×600dpi，600×400dpi，600×300dpi，
打印：1,200×1,200dpi，600×600dpi
相当于256级
25%~400%，以1%为单位缩放（用DSP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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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串联复印，书籍复印，边位移动，双页复印，多画面合一，

封面/幻灯片/标签页插入,手册复印,双面复印方向切换，XY缩放，黑白反

转，镜像，双面复印，任务保留，任务程序，图像重复，印戳（水印，日期，

页码，文本，印戳），图像编辑，多页扩大，标签复印，置中，校验复印，自

动色彩选择，自动校准，锐度，身份证复印，原稿计数，边缘消除，空白页

跳过，图像定位，书籍分割，隐藏方案打印，分隔插入，消除底色等

文件归档

文件归档容量

存储任务

存储文件夹

保密存储

主文件夹和自定义文件夹：35,000页*7或5,000个文件

临时保存文件夹：10,000页*7或1,000个文件

复印，打印，扫描

临时保存文件夹，主文件夹，自定义文件夹（最多1,000个）

密码保护

•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编号05506P1026003R2L。（编号今后将有所变化）。
• 中国环境标志低碳产品认证编号05510P1026007C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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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宣传资料中提到的所有其它品牌名和产品名是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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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pdesk彩色扫描网络打印复印

*6103毫米时，含装订器托盘

**878毫米时，控制面板朝上

***1551毫米时：包括状态指示灯；1276毫米时：包括插入器；1237毫米时：基本配置。

790 mm**
5,982 mm*

包含选购件

1,551 mm***

1,276 mm***

引用标识详见产品说明书，该标识符合GB4943.1-2011标准。

彩色网络扫描

符合美国
能源之星标准

中国低碳
标志产品认证

中国环境
标志产品认证

符合美国
能源之星标准

中国低碳
标志产品认证

中国环境
标志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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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靠性

前端维护

打开前部盖板就可以方便地更换墨粉盒、清洁、去除卡纸等，以及进行主

要部件的维护。您只需打开盖板，即可在机器前部完成全部操作，最大程

度减少运转中断时间，增加生产效益。

部件更换及维护可在机器前部完成

大容量墨粉盒

更少停机时间，不必中断运转输出即可更

换墨粉盒，可持续进行资料和手册等的大

批量输出，尽可能减少对生产的干扰，实

现更高的产能和效率。

换粉不停机，保持不间断输出

可容纳5,000张出纸的大容量堆叠托盘（需选购）

每个大容量堆叠托盘可容纳5,000张出纸，可同时并联2个

大容量堆叠托盘，堆叠纸张容量最大可达10,000张。配备

纸张搬运推车一起使用，使沉重的输出稿件得以整体轻松

移动至下一道工序，快速方便高效，减少多任务大批量输

出的出错概率，上下道工序间协作也更科学紧密，环境更

加整洁。

轻松搬运大批量输出稿件

重叠进纸检测*

供纸单元和原稿送稿器均配备有先进的重叠送纸检测传感器，进行原稿

和纸张的重叠送纸检测，减少诸如白纸混入等错误复印。

防止多张纸混在一起进纸

*仅MX-M12008/M10508

大容量二层纸盒
（双联）

● 大容量堆叠托盘（双联）

● 折纸组件

● 卷纸修正组件

重叠送纸检测传感器示意图

用纸1
发送传感器

接收传感器

用纸2

检查空隙

纸张的运行方向

卷纸修正进纸路径示意图

进纸

上辊筒

下辊筒

纸张的运行方向

空气进纸系统(需选购）

大容量二层纸盒（需选购MX-LC13）装备有抑制纸张堵塞和多重送纸的

空气进纸系统，此系统分布在3个位置，分别进行吹气和吸气，有效防止

纸张在进纸过程中发生粘连，确保纸张运行的高效和稳定。

保证纸张顺畅运行

分离纸张避免重叠送纸的气流

使传送带吸附纸张的吸气装置

使纸张浮起的辅助气流

空气进纸系统示意图

卷纸修正组件(需选购）

全新设计的卷纸修正组件通过上下两个硬度不同的辊筒对卷曲的纸张施

加压力，减少了卡纸和纸张卷曲，使得纸张保持平整状态，有效防止卡纸，

智能设计确保纸张快速稳定运行。

确保纸张运行通畅，减少卡纸

超大容量供纸（需选购）

标准纸张容量3,100
张，最大供纸可增加

到13,500张，超大容

量供纸配合自动纸盒

切换功能，确保大批

量输出时，纸张补充

供应顺利及时，让您

安枕无忧高效工作。

大幅减少纸张补给频率

● 

最大13,500张供纸，120页/分钟高速输出，速度的超越再一次令人惊喜，
革新设计使输出更持久、稳定，坚如磐石，成就超级文档处理中心。

确保高速稳定地长时间运转，高效率处理各类手册和账单票据，适合大批量资料输出，满足

高标准、高生产率的大型企业和数码文印中心文件输出需求。可靠耐久，集合多项科技革新，将

超强功能与灵巧操控融聚一身，表现卓越，让您在不经意间，快人一步。

应对大批量、高画质、高性能输出，

划时代的超高速黑白数码多功能一体机。

上下两个硬度不
同的辊筒对卷曲
的纸张施加压力

高可靠性

多项创新设计将维护时间减少

到最短，保证不间断运行，

从容应对高负荷量任务。

专业丰富的
后道处理

搭载多种印后装订

组件，裁剪、折纸、插入、

多样化册页制作得心应手，

为你做的更好更多。

高画质

采用新型超微细墨粉

和高精度芯片处理技术，

无论是细小文字线条还是图片

都可逼真还原。

功能多样

集复印、打印、扫描于一身，

可高效处理各种商务文件，

不断壮大你的生产力。

操作便利
节能环保

大尺寸触屏，手感视界更佳，

人性化设计帮你工作化繁为简，

各个环节体现环保需求。

五大特点 ● 状态指示灯

● 插入器

● 多重手送纸盒

● 鞍式装订分页器（100页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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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的起始页

画面细腻出众，绝佳再现黑白图像纤细色调，细节之美栩栩呈现。

画质细腻
真正1200x1200dpi的高分辨率输出，提高了黑白复印打印画面中色彩的
丰富表现力，无论是纤细的点划线条还是细小文字都能清晰再现。

高分辨率1200dpi输出，纤细线条毕现

原稿自动检测
文字和照片混在一起的原稿，可对其分别检测，控制合成原稿的浓度，选择

恰当的浓淡程度调整输出，减少每张原稿调整时间，实现清晰高效复印。

采用先进的4束激光电子束读取技术，减少颗粒感以提高文字表现力，以

高速和高分辨率读取原稿，特别适合企业内部资料的高品质打印。

清晰输出文字加照片的混合原稿 四束激光读取 高速读取精细图像

超微细墨粉
全新研发的超微细墨粉，颗粒更加细小均匀，成像还原更逼真，实现照

片插图文字等高质量超清晰输出，让您的商务文件胜人一筹。

精细流畅确保高品质输出

中国是世界上开发利用海

洋鱼类最早的国家之一。

1975年在山东胶州湾畔

发掘的古墓，证实了中国

远在新石器时代，即能捕

捞鳓鱼、梭鱼、黑鲷、蓝

点马鲛等多种海洋鱼类。

《竹书纪年》(古本)记

载：夏朝时已“东狩于海,

获大鱼”。

中国是世界上开发利用海

洋鱼类最早的国家之一。

1975年在山东胶州湾畔

发掘的古墓，证实了中国

远在新石器时代，即能捕

捞鳓鱼、梭鱼、黑鲷、蓝

点马鲛等多种海洋鱼类。

《竹书纪年》(古本)记

载：夏朝时已“东狩于海,

获大鱼”。

自动识别开启

(复印/扫描时)对应

细小文字
清晰再现

印刷写真

文字文字

中国是世界上开发利用海

洋鱼类最早的国家之一。

1975年在山东胶州湾畔

发掘的古墓，证实了中国

远在新石器时代，即能捕

捞鳓鱼、梭鱼、黑鲷、蓝

点马鲛等多种海洋鱼类。

《竹书纪年》(古本)记

载：夏朝时已“东狩于海,

获大鱼”。

画质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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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束激光电子束读取示意图

丰富专业的后道加工

装订分页器（需选购）

共有3种装订方法可供选择，功能齐全，设计周到，适合各类建议书、资料

等文件的装订。

提供多种多样的装订功能

鞍式装订（需选购MX-FN22/25）

采用骑马订方式，完成销售手册和建议提案书等宣传物的装订。其强

大的装订输出能力可轻松制作外观精美的手册，实现非凡生产效率。

轻松制作高品质手册

双格插入器（需选购MX-CF11）

插入器分上下2格，每格最多放置

200张纸，可以为手册自动加入最大

300克厚纸封面、也可在手册中间插

入彩纸或提前印好的彩色插页，快

速制作专业精美的宣传手册和销售

建议书等。

厚纸和彩纸插入方便

丰富多彩的制作物品 高效完成各类文件资料的输出整理，为企业创造更高价值，带来更多效益

打孔组件（需选购）

选用打孔组件，可以快速地为输出文件打孔（2
孔或4孔），定位精准，外观整齐，相比人工打孔

误差大为减少，有利于将其整齐地放入文件夹

中归档，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灵活打孔，方便输出文件归档整理

插纸分隔文件
多份数文件或多段文件输出时，中

间可插入隔离纸张，避免混淆，实

现工作的高效率。

将分段文件有效隔开，避免混淆

•装订位置（需选购MX-FN21/FN22)

•骑马钉

• 销售手册

• 建议提案书

• 传单

• 活页

•装订位置（需选购MX-FN24/FN25)

左下角斜钉 左上角斜钉 中央2处直钉

左上角直钉左下角直钉 左上角斜钉 中央2处直钉

多种折纸方式（需选购MX-FD10）

如果安装折纸组件，就能自动完成Z型折纸和

内外三折等折叠，既快速高效、又规整美观，

方便直邮广告、礼品单等宣传品的制作。

复杂折纸也能应付自如

*折纸尺寸：Z型折（A3,B4,A4R），内三/外三/四折/对折（A4R），A3B4对折需装备有MX-FN22

•折叠方式*

内三折Z型折 外三折 四折 对折

间隔纸张

第2份

第1份

第3份

裁剪组件（需选购MX-TM10）

MX-FN22可选购小批量裁剪组件对装订

手册自动切边，操作自如，设计巧妙，使得

边缘裁切齐整，输出文件更加精致美观。

让文稿装订更加美观精致

高速彩色扫描
以单面120页/分钟、双面200页/分钟*高速扫描彩色

纸质文件，快速完成电子化处理，高效率实现文件数

据的处理与发送。

快速电子化任务处理

原稿
输稿器装载

USB扫描
机身配备USB接口，插入USB存储器，即

可直接保存已扫描好的数据文件，移动和

使用都非常灵活方便。

将保存在移动终端的文件数据通过无线网络传输并直接打印，也可将

纸质文件扫描后发送到移动终端。

方便数据文件的携带和使用

书本复印

将书本原稿逐次

翻开复印，就可

以自动按照页面

顺序生成单页，

轻松快速地完成

书本的复印。

快速复制书籍原稿内容

无线打印和扫描（需解决方案对应）

章节打印
对于多页多章节的报告书等文件，可在双面打印时将每章节起始页都设

定成正面以保持页面编排统一，文件制作整齐美观。

控制起始页位置，保持外观高度统一

读入全部页面之后开始复印

中央装订布局

书本复印

翻开书本按页面顺序读取

智能手机等

想要作为每章节的起始页

无线网络

Wi-Fi

8

7

6

5

4

3

2

1 双面原稿

7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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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54321 单面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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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插入白纸

Sharpdesk Mobile

功能多样

根据客户不同要求，轻松制作装订多种宣传册页，实现更高生产效益。

250张

集高速复印、打印、彩色扫描等功能于一身，高效办公环境的理想之选。

2孔 4孔

*A4尺寸在200dpi分辨率下



每章的起始页

画面细腻出众，绝佳再现黑白图像纤细色调，细节之美栩栩呈现。

画质细腻
真正1200x1200dpi的高分辨率输出，提高了黑白复印打印画面中色彩的
丰富表现力，无论是纤细的点划线条还是细小文字都能清晰再现。

高分辨率1200dpi输出，纤细线条毕现

原稿自动检测
文字和照片混在一起的原稿，可对其分别检测，控制合成原稿的浓度，选择

恰当的浓淡程度调整输出，减少每张原稿调整时间，实现清晰高效复印。

采用先进的4束激光电子束读取技术，减少颗粒感以提高文字表现力，以

高速和高分辨率读取原稿，特别适合企业内部资料的高品质打印。

清晰输出文字加照片的混合原稿 四束激光读取 高速读取精细图像

超微细墨粉
全新研发的超微细墨粉，颗粒更加细小均匀，成像还原更逼真，实现照

片插图文字等高质量超清晰输出，让您的商务文件胜人一筹。

精细流畅确保高品质输出

中国是世界上开发利用海

洋鱼类最早的国家之一。

1975年在山东胶州湾畔

发掘的古墓，证实了中国

远在新石器时代，即能捕

捞鳓鱼、梭鱼、黑鲷、蓝

点马鲛等多种海洋鱼类。

《竹书纪年》(古本)记

载：夏朝时已“东狩于海,

获大鱼”。

中国是世界上开发利用海

洋鱼类最早的国家之一。

1975年在山东胶州湾畔

发掘的古墓，证实了中国

远在新石器时代，即能捕

捞鳓鱼、梭鱼、黑鲷、蓝

点马鲛等多种海洋鱼类。

《竹书纪年》(古本)记

载：夏朝时已“东狩于海,

获大鱼”。

自动识别开启

(复印/扫描时)对应

细小文字
清晰再现

印刷写真

文字文字

中国是世界上开发利用海

洋鱼类最早的国家之一。

1975年在山东胶州湾畔

发掘的古墓，证实了中国

远在新石器时代，即能捕

捞鳓鱼、梭鱼、黑鲷、蓝

点马鲛等多种海洋鱼类。

《竹书纪年》(古本)记

载：夏朝时已“东狩于海,

获大鱼”。

画质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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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专业的后道加工

装订分页器（需选购）

共有3种装订方法可供选择，功能齐全，设计周到，适合各类建议书、资料

等文件的装订。

提供多种多样的装订功能

鞍式装订（需选购MX-FN22/25）

采用骑马订方式，完成销售手册和建议提案书等宣传物的装订。其强

大的装订输出能力可轻松制作外观精美的手册，实现非凡生产效率。

轻松制作高品质手册

双格插入器（需选购MX-CF11）

插入器分上下2格，每格最多放置

200张纸，可以为手册自动加入最大

300克厚纸封面、也可在手册中间插

入彩纸或提前印好的彩色插页，快

速制作专业精美的宣传手册和销售

建议书等。

厚纸和彩纸插入方便

丰富多彩的制作物品 高效完成各类文件资料的输出整理，为企业创造更高价值，带来更多效益

打孔组件（需选购）

选用打孔组件，可以快速地为输出文件打孔（2
孔或4孔），定位精准，外观整齐，相比人工打孔

误差大为减少，有利于将其整齐地放入文件夹

中归档，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灵活打孔，方便输出文件归档整理

插纸分隔文件
多份数文件或多段文件输出时，中

间可插入隔离纸张，避免混淆，实

现工作的高效率。

将分段文件有效隔开，避免混淆

•装订位置（需选购MX-FN21/FN22)

•骑马钉

• 销售手册

• 建议提案书

• 传单

• 活页

•装订位置（需选购MX-FN24/FN25)

左下角斜钉 左上角斜钉 中央2处直钉

左上角直钉左下角直钉 左上角斜钉 中央2处直钉

多种折纸方式（需选购MX-FD10）

如果安装折纸组件，就能自动完成Z型折纸和

内外三折等折叠，既快速高效、又规整美观，

方便直邮广告、礼品单等宣传品的制作。

复杂折纸也能应付自如

*折纸尺寸：Z型折（A3,B4,A4R），内三/外三/四折/对折（A4R），A3B4对折需装备有MX-FN22

•折叠方式*

内三折Z型折 外三折 四折 对折

间隔纸张

第2份

第1份

第3份

裁剪组件（需选购MX-TM10）

MX-FN22可选购小批量裁剪组件对装订

手册自动切边，操作自如，设计巧妙，使得

边缘裁切齐整，输出文件更加精致美观。

让文稿装订更加美观精致

高速彩色扫描
以单面120页/分钟、双面200页/分钟*高速扫描彩色

纸质文件，快速完成电子化处理，高效率实现文件数

据的处理与发送。

快速电子化任务处理

原稿
输稿器装载

USB扫描
机身配备USB接口，插入USB存储器，即

可直接保存已扫描好的数据文件，移动和

使用都非常灵活方便。

将保存在移动终端的文件数据通过无线网络传输并直接打印，也可将

纸质文件扫描后发送到移动终端。

方便数据文件的携带和使用

书本复印

将书本原稿逐次

翻开复印，就可

以自动按照页面

顺序生成单页，

轻松快速地完成

书本的复印。

快速复制书籍原稿内容

无线打印和扫描（需解决方案对应）

章节打印
对于多页多章节的报告书等文件，可在双面打印时将每章节起始页都设

定成正面以保持页面编排统一，文件制作整齐美观。

控制起始页位置，保持外观高度统一

读入全部页面之后开始复印

中央装订布局

书本复印

翻开书本按页面顺序读取

智能手机等

想要作为每章节的起始页

无线网络

Wi-Fi

8

7

6

5

4

3

2

1 双面原稿

7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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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54321 单面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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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插入白纸

Sharpdesk Mobile

功能多样

根据客户不同要求，轻松制作装订多种宣传册页，实现更高生产效益。

250张

集高速复印、打印、彩色扫描等功能于一身，高效办公环境的理想之选。

2孔 4孔

*A4尺寸在200dpi分辨率下



大型彩色液晶触摸屏

标配10.1英寸彩色液晶触摸屏，视

界更宽广，流畅观览，性能先进、

直观易用。可以任意查看、触摸、

滑动，功能多样、操作十分方便并

运用自如。

操作便利，手感视野俱佳

高级预览编辑功能

删除页面、更改方向、调换顺序、插入新页面等编辑动作，完全可以用手指

操控代替完成，操纵随意便捷，带来酣畅淋漓的完美体验。而且响应快速，

任务操作所花时间大大减少，显著加快工作流程，生产力的提高显而易见！

查看画面的同时进行编辑

图像预览

在打印输出前，用户可通过预览功能查

看画面，先确认打印内容是否正确，确

认后再进行输出，以防止纸张浪费，降

低成本，也提高了文件输出正确率。

文件输出前预览以减少出错

贯彻执行环保设计理念，按下节电按钮就可直

接进入待机状态，可大幅度降低待机期间的电

力消耗，有助于节约能源，最大程度地节省电

力，降低成本。

可旋转操作面板

操作面板可以前后左右倾斜移

动来改变视角，设计更贴心温

馨，方便不同用户从舒服合适

的角度观看屏幕。

灵活调节操作面板倾斜角度

易于推拉的纸盒把手

纸盒把手设计体贴入微，无论正握反握均可轻松推拉到位。锁定机构的改

进更提高了安全性。

开关方便，便于补充纸张

本体一体型键盘*

如果配置伸缩式键盘，就像是

用电脑键盘一样，顺畅地进行

邮件地址的登记和邮件文本的

输入。

方便文字输入，化繁为简

*需选购MX-KB13

从上方（正手） 从下方（反手）

节电按钮 大大降低待机期间的电力消耗

实现工作时间开启电源，午休时间关闭电源等自动控制，防止遗

忘，支持节电。

智能型电源开关日程管理

原稿读取采用低功率LED光源，减少电力消耗。

扫描仪光源采用低功率LED

直观醒目的指示灯*

工作运行的中间状况，比如纸张、墨粉

用完等，通过指示灯显示出来（绿色正

常、红色故障），方便从远处查看，一

目了然。

机器状态一目了然

*需选购MX-SL10

实际为中文显示

65

易于操作，节能环保

大尺寸清晰液晶触屏，直观易用，手感更佳，支持互联网浏览*，多项人性化设计帮您工作化繁为简，各个环节都体现环保需求。

MX-KB13
本体一体型键盘

MX-SL10
状态指示灯

MX-LC13
5,000张大容量二层纸盒

(带空气进纸系统)

MX-LC13
5,000张大容量二层纸盒

(带空气进纸系统)

MX-MF11
500张多重手送纸盒

MX-FD10
折纸组件

MX-RB13
走纸连接组件

MX-FN21
100页装订分页器

MX-FN22
100页鞍式装订分页器

MX-CF11
插入器

MX-FN24
50页装订分页器

MX-FN25
50页鞍式装订分页器

MX-MFX1**
100张多重手送纸盒(标配)

**最低配置所需

MX-ST10*
大容量堆叠托盘

MX-CA10
纸张搬运推车

MX-ST10*
大容量堆叠托盘

MX-CA10
纸张搬运推车

基本配置

MX-M9008专用

MX-LCX3N
3,000张大容量纸盒(A3)

MX-M9008专用

MX-LC12
3,500张大容量纸盒(A4)

*最多可将2个大容量堆叠托盘连接在一起使用，
每个MX-ST10标配一个MX-CA10。 

MX-RB18
卷纸修正组件

MX-PUX1
XPS扩充组件

MX-PN13C
打孔组件 (用于MX-FN21/22)

MX-TM10
裁剪组件(用于MX-FN22)

MX-PNX4C
打孔组件 (用于MX-FN24/25)

MX-AM10
网页浏览扩充组件

MX-USX5
Sharpdesk文档管理软件(5个许可号)

MX-UN01A/05A/10A/50A/1HA
Sharpdesk OSA网络扫描工具
(1/5/10/50/100个许可号)

MX-EB11
扫描功能扩充组件

MX-EB15
镜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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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选购网络浏览扩充组件MX-AM10

通过远程操作，能够让行动不便的用户利用个人电脑，在远端访问复合机

操作面板。

*需安装软件，不能同时接受来自2台以上的PC的访问

个人电脑

远距离显示和操作

远程操控*
直接用电脑操作复合机

极低的TEC值*1

LED节电技术缩短机器空转时间，降低了企业电力成本消耗，提高环境性能。

大幅度节约能源，降低电力消耗

约降低

27% *2

约降低

34% *3

约降低

22% *4

TEC值

MX-M12008
17.60kWh/周

TEC值

MX-M10508
15.50kWh/周

TEC值

MX-M9008
13.10kWh/周

*1 TEC值简称。「Typic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按照一周的标准电力消耗量，并符合「国际能源之

星计划」的标准测量值。

*2 比较MX-M1100（TEC值24.2kWh/周）。

*3 比较MX-M950（TEC值23.31kWh/周）。

*4 比较MX-M850（TEC值16.91kWh/周）。

或
或

页面删除插入新页面

系统配置图

MX-RB16
通纸连接组件

MX-RB17
连接组件

或

直接浏览网页*

打开大型彩色触摸屏，即可直接浏览网页，从中获取重要信息合成在资

料中，使资料内容更加丰富。并可随时将网页和PDF文件打印出来。

在彩色触摸屏上轻松浏览网页

*需选购网页浏览扩充组件MX-AM10

在操作面板上显示网页和PDF文件

打印

Internet

缩略图预览



大型彩色液晶触摸屏

标配10.1英寸彩色液晶触摸屏，视

界更宽广，流畅观览，性能先进、

直观易用。可以任意查看、触摸、

滑动，功能多样、操作十分方便并

运用自如。

操作便利，手感视野俱佳

高级预览编辑功能

删除页面、更改方向、调换顺序、插入新页面等编辑动作，完全可以用手指

操控代替完成，操纵随意便捷，带来酣畅淋漓的完美体验。而且响应快速，

任务操作所花时间大大减少，显著加快工作流程，生产力的提高显而易见！

查看画面的同时进行编辑

图像预览

在打印输出前，用户可通过预览功能查

看画面，先确认打印内容是否正确，确

认后再进行输出，以防止纸张浪费，降

低成本，也提高了文件输出正确率。

文件输出前预览以减少出错

贯彻执行环保设计理念，按下节电按钮就可直

接进入待机状态，可大幅度降低待机期间的电

力消耗，有助于节约能源，最大程度地节省电

力，降低成本。

可旋转操作面板

操作面板可以前后左右倾斜移

动来改变视角，设计更贴心温

馨，方便不同用户从舒服合适

的角度观看屏幕。

灵活调节操作面板倾斜角度

易于推拉的纸盒把手

纸盒把手设计体贴入微，无论正握反握均可轻松推拉到位。锁定机构的改

进更提高了安全性。

开关方便，便于补充纸张

本体一体型键盘*

如果配置伸缩式键盘，就像是

用电脑键盘一样，顺畅地进行

邮件地址的登记和邮件文本的

输入。

方便文字输入，化繁为简

*需选购MX-KB13

从上方（正手） 从下方（反手）

节电按钮 大大降低待机期间的电力消耗

实现工作时间开启电源，午休时间关闭电源等自动控制，防止遗

忘，支持节电。

智能型电源开关日程管理

原稿读取采用低功率LED光源，减少电力消耗。

扫描仪光源采用低功率LED

直观醒目的指示灯*

工作运行的中间状况，比如纸张、墨粉

用完等，通过指示灯显示出来（绿色正

常、红色故障），方便从远处查看，一

目了然。

机器状态一目了然

*需选购MX-SL10

实际为中文显示

65

易于操作，节能环保

大尺寸清晰液晶触屏，直观易用，手感更佳，支持互联网浏览*，多项人性化设计帮您工作化繁为简，各个环节都体现环保需求。

MX-KB13
本体一体型键盘

MX-SL10
状态指示灯

MX-LC13
5,000张大容量二层纸盒

(带空气进纸系统)

MX-LC13
5,000张大容量二层纸盒

(带空气进纸系统)

MX-MF11
500张多重手送纸盒

MX-FD10
折纸组件

MX-RB13
走纸连接组件

MX-FN21
100页装订分页器

MX-FN22
100页鞍式装订分页器

MX-CF11
插入器

MX-FN24
50页装订分页器

MX-FN25
50页鞍式装订分页器

MX-MFX1**
100张多重手送纸盒(标配)

**最低配置所需

MX-ST10*
大容量堆叠托盘

MX-CA10
纸张搬运推车

MX-ST10*
大容量堆叠托盘

MX-CA10
纸张搬运推车

基本配置

MX-M9008专用

MX-LCX3N
3,000张大容量纸盒(A3)

MX-M9008专用

MX-LC12
3,500张大容量纸盒(A4)

*最多可将2个大容量堆叠托盘连接在一起使用，
每个MX-ST10标配一个MX-CA10。 

MX-RB18
卷纸修正组件

MX-PUX1
XPS扩充组件

MX-PN13C
打孔组件 (用于MX-FN21/22)

MX-TM10
裁剪组件(用于MX-FN22)

MX-PNX4C
打孔组件 (用于MX-FN24/25)

MX-AM10
网页浏览扩充组件

MX-USX5
Sharpdesk文档管理软件(5个许可号)

MX-UN01A/05A/10A/50A/1HA
Sharpdesk OSA网络扫描工具
(1/5/10/50/100个许可号)

MX-EB11
扫描功能扩充组件

MX-EB15
镜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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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选购网络浏览扩充组件MX-AM10

通过远程操作，能够让行动不便的用户利用个人电脑，在远端访问复合机

操作面板。

*需安装软件，不能同时接受来自2台以上的PC的访问

个人电脑

远距离显示和操作

远程操控*
直接用电脑操作复合机

极低的TEC值*1

LED节电技术缩短机器空转时间，降低了企业电力成本消耗，提高环境性能。

大幅度节约能源，降低电力消耗

约降低

27% *2

约降低

34% *3

约降低

22% *4

TEC值

MX-M12008
17.60kWh/周

TEC值

MX-M10508
15.50kWh/周

TEC值

MX-M9008
13.10kWh/周

*1 TEC值简称。「Typic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按照一周的标准电力消耗量，并符合「国际能源之

星计划」的标准测量值。

*2 比较MX-M1100（TEC值24.2kWh/周）。

*3 比较MX-M950（TEC值23.31kWh/周）。

*4 比较MX-M850（TEC值16.91kWh/周）。

或
或

页面删除插入新页面

系统配置图

MX-RB16
通纸连接组件

MX-RB17
连接组件

或

直接浏览网页*

打开大型彩色触摸屏，即可直接浏览网页，从中获取重要信息合成在资

料中，使资料内容更加丰富。并可随时将网页和PDF文件打印出来。

在彩色触摸屏上轻松浏览网页

*需选购网页浏览扩充组件MX-AM10

在操作面板上显示网页和PDF文件

打印

Internet

缩略图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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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印刷品的产品数据仅供参考，实际数据请以产品说明书为准。除特别标注外，本印刷品上的数据为夏普自测数据，所有比较数据均为与夏普旧款相比。

* 本印刷品资料若有印刷错漏，本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因产品规格有改变而造成的轻微差别，请以实物为准。

消耗品

MX-850CR
光鼓

MX-900CV
载体

MX-900CT
墨粉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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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普纯正耗材

防伪标贴

高生产力、细腻清晰画质

超强耐久可靠的文档处理中心

广告 2012.11

MX-M9008/M10508/M12008MX-M9008/M10508/M12008

夏普超高速数码复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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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容量取决于使用时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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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安装Windows Vista的电脑上查看XPS文件，需安装XPS阅读软件。
*5：需选购MX-EB11。
*6：仅为黑白扫描模式，且精度在400dpi以下。
*7：以夏普标准图测定（A4，6%覆盖率，黑白）。
*8：需选购MX-PUX1。
*9：有些功能需选购。
*10：部分功能因采用不同的打印驱动可能无法实现。

MX-M9008/M10508/M12008   夏普超高速数码复合机

外形尺寸图

基本规格

类型

复印打印速度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80克）

预热时间*1

内存

电源

最大功率

尺寸（长x宽x高）

重量

功能

固定式

最大90/105/120页/分钟（A4纸）

最大A3W，最小A5R
标准：3,100张（1200+800+2×500+100张手送纸盒），最大：13,500张
210秒
复印2GB，SD卡 4GB，1TB硬盘*2

220V±10%，50Hz
MX-M9008：2.3kW+0.46kW，MX-M10508/M12008：2.99kW
1084×780×1237mm
约295kg（含光鼓，不含墨粉以及载体）

任务建立，文件归档，用户认证（最多1,000个帐号），节粉模式，预热/自动

关机模式

扫描方式

分辨率

文件格式

扫描工具

扫描终端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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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600dpi(自定义插值)
黑白：TIFF，PDF，PDF/A，加密PDF，XPS*4

彩色/灰度：TIFF，JPEG，PDF，压缩PDF*5，PDF/A，加密PDF，XPS*4

Sharpdesk
扫描到E-mail，桌面，FTP服务器，网络文件夹，USB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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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mm）*6，自动色彩选择、原稿计数，边缘消除，书籍分割，一

次扫描多种格式，消除底色，自扫描，慢扫描，空白页跳过等

网络打印

分辨率

接口

操作系统

网络协议

打印协议

PDL仿真

可用字体

功能*9*10

1,200×1,200dpi，600×600dpi
USB2.0，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
Windows®  XP/Server2003/2008/Vista/7，Mac OS
TCP/IP（IPv4，IPv6），IPX/SPX，EtherTalk
LPR，Raw TCP，POP3（E-mail打印），HTTP，用于下载打印文件的

FTP，EtherTalk打印，IPP
标准：PCL 6，PS3，可选*8：XPS
PCL的80种，PS3仿真的136种
网络串联打印，一次RIP/多次打印，任务保留（校样打印，机密打印），直

接PDF/TIFF/JPEG/XPS打印，字体下载，错位输出，手册样式，多合一打

印（2/4/6/8/9/16），封面/幻灯片插入，适纸，套印打印，边位移动，安全

网络通信（SSL和IPsec[LPD]），隐藏方案打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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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A3
MX-M9008：4.0秒以下，MX-M10508/M12008：3.2秒以下

最多9,999份
扫描：600×600dpi，600×400dpi，600×300dpi，
打印：1,200×1,200dpi，600×600dpi
相当于256级
25%~400%，以1%为单位缩放（用DSP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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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串联复印，书籍复印，边位移动，双页复印，多画面合一，

封面/幻灯片/标签页插入,手册复印,双面复印方向切换，XY缩放，黑白反

转，镜像，双面复印，任务保留，任务程序，图像重复，印戳（水印，日期，

页码，文本，印戳），图像编辑，多页扩大，标签复印，置中，校验复印，自

动色彩选择，自动校准，锐度，身份证复印，原稿计数，边缘消除，空白页

跳过，图像定位，书籍分割，隐藏方案打印，分隔插入，消除底色等

文件归档

文件归档容量

存储任务

存储文件夹

保密存储

主文件夹和自定义文件夹：35,000页*7或5,000个文件

临时保存文件夹：10,000页*7或1,000个文件

复印，打印，扫描

临时保存文件夹，主文件夹，自定义文件夹（最多1,000个）

密码保护

•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编号05506P1026003R2L。（编号今后将有所变化）。
• 中国环境标志低碳产品认证编号05510P1026007C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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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宣传资料中提到的所有其它品牌名和产品名是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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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pdesk彩色扫描网络打印复印

*6103毫米时，含装订器托盘

**878毫米时，控制面板朝上

***1551毫米时：包括状态指示灯；1276毫米时：包括插入器；1237毫米时：基本配置。

790 mm**
5,982 mm*

包含选购件

1,551 mm***

1,276 mm***

引用标识详见产品说明书，该标识符合GB4943.1-2011标准。

彩色网络扫描

符合美国
能源之星标准

中国低碳
标志产品认证

中国环境
标志产品认证

符合美国
能源之星标准

中国低碳
标志产品认证

中国环境
标志产品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