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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打印 传真
选购

彩色网络扫描
(仅N系列)

中国复印机
节能认证

符合美国
能源之星标准

中国复印机2级
能源效率标准

注：产品图片中已包含选购件。

数 码 复 合 机

高效易用 功能全面
引领商务新动向

复印中国环境
标志产品认证



集杰出生产力和易用性于一体的全能型解决方案，
实现了满足文档需求和操作简便的完美平衡。
夏普MX-M3558N/M3158N/M3158U/M2658N/M2658U黑
白复合机在高性能和易用性上实现了完美的平衡。多位
一体和人性化的功能使复合机具备高实用性和高效
性，在中小型办公室的应用中，它可作为高效的集成
文档处理解决方案；而在大型工作场所，它可快速处
理其中小型工作组的各种文档需求。

出色的图像质量

高精度输出
可以实现1,200×600dpi（U系列需选购MX-PB16）的打印
分辨率，生成超清晰的打印图像。细小线条和细微文字更清
晰，更易于阅读。

丰富高效的打印选择
U 系列 标 配 Sharp Advanced Printer Language-c 打 印，选
购 MX-PB16 可实现 PCL 打印。N 系列标配 PCL 打印。选购
MX-PK11 均可实现 PostScript® 3TM 打印。

高质量的扫描模式
扫描分为三个步骤，自动色彩模式提供高品质全自动彩色扫
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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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同原稿内容，例如图片和文本，并自动选择
合适的扫描模式。背景抑制自动消除不必要的背景色以便更
清晰输出。

文字 照片

原稿 扫描图像

文字清晰锐利，背
景杂色被自动消除

自动识别

自动色彩模式

高生产力

高效复印打印
复印打印速度可达35/31/26页/
分（A4尺寸，长边送纸）。首页复
印时间仅为4.0（MX-M3558N）
/4.3秒，有效节省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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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M3158N
MX-M315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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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M

MX-M2658N
MX-M2658U

：复印 ：打印 ：扫描 ：传真

方便的 USB 端口
机身配有两个 USB 端口，一 个
端口在机身前部，位于操作面板
的侧面。方便 从 USB 存储器直
接打印文件和把文件直接扫描
至 USB 存储器。
注：USB 直 接 打 印 需 选 购 MX-HD15。直 接
打印 PDF 还需要选购 MX-PK11。

其他主要功能
• 混合尺寸原稿复印自动识别通过RSPF（U系列需选购）送

入的混合尺寸*1文档。
• 多合一复印和多合一打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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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务创建能轻松处理超过RSPF（U系列需选购）的100张*2

原稿容量的大批量复印/扫描作业。
*1：使用不同格式系列的纸张尺寸时会受某些限制。*2：A4 尺寸，80 克。

标配 RSPF*1 和内置双面模块
配 备10 0张RSPF*1双面自动
送稿器和内置双面模块，可实
现高效双面复印和打印输出，
作为全彩色网络扫描仪*2使用
时，工作更加方便。
*1：N系列为标配，U系列需选购MX-RP19。
*2：仅N系列。

大容量纸盒
为应对大批量的输出作业和更
广泛地选择可用纸张尺寸，机器
额外提供两种纸盒选购件，最
大供纸容量可达2,100张。

内置装订分页器和出纸隔离板
选购件

节省空间的装订分页器选购件，可处理完成文件整理和自动装
订工作。方便的出纸隔离板选
购件能防止复印 / 打印 / 传真作
业混在一起，使传真件、复印件、
打印件分开输出，不会拿错。



易用性设计

其他突出性能 有关这些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咨询夏普当地经销商。

简单易用的控制面板
配备 7.0 英寸 WVGA 彩色液晶触摸屏，可轻松导航复合机
功能和设置。缩略图 * 显示使文件归档 * 数据在屏幕上一览
无余，使得文件检索方便快捷。它还可以让用户在复印扫描，
或保存文件到复合机硬盘前，对扫描设置进行确认。可通过
控制面板上红色和绿色两个 LED 灯来查看复合机 / 任务状
态，方便用户使用。
* 需选购 MX-HD15。

数据 LED 错误 LED

易握纸盒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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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刷卡认证 *
此款针对夏普复合机的本机解决方案通过复合机本机实现刷卡
认证、印量限制、安全打印、Scan To Me（一键扫描到个人 E-mail）
等功能。操作简单、管理便捷；无需软件、服务器，投入成本低。
* 需选购夏普 USB 专用读卡器选购件，安全打印功能需选购 MX-HD15。

认证管理使用优势
复合机本机刷卡认证

一键扫描到个人邮箱

刷卡后进行打印出纸

彩色/黑白印量限制外置读卡器

• 扫描文件的发送（仅N系列）
您可以选择多种方式来发送已扫描好的文件：例如，作为
附件发送电子邮件，直接扫描到FTP服务器进行保存。另
外支持扫描到外部存储器（同时适用于U系列）。

信息共享

多功能传真（需选购 MX-FX11）
• Super G3传真可发送和接收打印双面原稿。
• 互联网传真*在本机与其他互联网传真机之间收发传真。
• 无纸传真*让您在打印前通过E-mail检查收到的传真，或

将其转发给另一个FTP服务器，传真机等。
* 还需选购 MX-HD15。

• Sharpdesk综合文件管理软件（仅N系列），可以让你轻松
地组织，搜索，编辑和发送扫描好的文档。文件归档*让已
处理的任务数据保存在复合机硬盘中，需要时随时调出。
* 需选购 MX-HD15。

Super G3传真

网络传真

客户端PC

文件扫描

E-mail

FTP服务器

外部
存储器

桌 面
网络文件夹

环保领先技术
• 电源开启/关闭计划按照管理员设置的时间按计划自动开

机或关机。

关闭电源关闭

上班 午休 下班

关闭电源开启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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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优先使用方式，复合机自动确定进入电源自动关闭
模式的较合适的时间长度，有助于降低整体能耗。
注：需选购 MX-HD15。

• 对于一些无需打印的工作，夏普ECO扫描功能会关闭定
影系统电源，以降低能耗。

网络安全和访问控制
多层次安全性

• IP/MAC地址过滤功能确保只有注册了IP或MAC地址的电
脑才有权使用网络中的复合机。

• SSL（安全SOCKET层）和IPsec数据加密技术确保安全
的网络通信。

• 用户认证最多可以登记1,000个用户帐号，使用前需要输
入密码，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使用。

未知的IP/MAC地址将会被拒绝访问

IP/MAC地址过滤

OK

NO!

Simple EA Application*（U 系列不支持）

四大核心功能
复合机使用更安全

打印作业在任意复合机上输出
IC卡

直接使用现有员工卡进行身份认证

全面、精准的统计所有复合机的作业日志
外置读卡器

这是一款针对夏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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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需选购外部帐户组件 MX-AMX3、MX-HD15、夏普简单记账程序、夏普 USB 专用

读卡器选购件。



打印
分辨率
接口
操作系统 *13

网络协议 *13

打印协议 *14

PDL 

可用字体

1,200 x 600dpi*12，600 x 600dpi
USB 2.0，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
Windows Server® 2003/2003 R2/2008/2008 R2/2012/2012 
R2，Windows Vista®，Windows® 7/8/8.1（以上含 64 位），
Mac OS X 10.4，10.5，10.6，10.7，10.8，10.9，10.10
TCP/IP（IPv4，IPv6），IPX/SPX(NetWare)，EtherTalk(AppleTalk)
LPR，Raw TCP，POP3（E-mail 打印），HTTP，用于下载打印文
件的 FTP，EtherTalk 打印，IPP
[MX-M3558N/M3158N/M2658N] 标准：PCL 6 仿真
                                                                  可选：PostScript® 3TM 仿真 *15

[MX-M3158U/M2658U] 标准：Sharp Advanced Printing Language-c
                                               可选 *16：PCL 6 仿真，PostScript® 3TM 仿真
PCL 的 80 种，136 种 PostScript 3 仿真

黑白传真（需选购MX-FX11）
压缩方法
通信协议
发送时间
传输速度
传输分辨率
记录宽度
内存
灰度级

MH/MR/MMR/JBIG
Super G3/G3
少于 3 秒 *17

33,600bps~2,400bps，具有自动调速功能
标准：203.2 x 97.8dpi；超精细：406.4 x 391dpi
A3~A5
512MB，最大 1GB（需选购 MX-HD15）
相当于 256 级

复印
原稿尺寸
首页复印时间 *5

连续复印
分辨率

灰度级
缩放范围
预置倍率

最大 A3
[MX-M3558N]4.0 秒
[MX-M3158N/M3158U/M2658N/M2658U]4.3 秒
最多 999 份
读取：600 x 600dpi，600 x 400dpi，600 x 300dpi*6

输出：600 x 600dpi 
读取：256 级，输出：256 级（相当于）
25%~400%（使用 RSPF 时 25%~200%）以 1% 为单位缩放
10 个（5 个缩小 +5 个放大）

网络彩色扫描（仅N系列）
扫描方式
扫描速度 *8

分辨率

文件格式
扫描工具
扫描终端

推扫描（通过操作面板），拉扫描（通过支持 TWAIN 应用程序）*7

彩色 / 黑白：最大 56（MX-M3558N）/31 面 / 分钟
推扫描：100，200，300，400，600dpi
拉扫描：75，100，150，200，300，400，600dpi

50~9,600dpi（通过用户设置）
TIFF，PDF，PDF/A，加密 PDF，JPEG*9，XPS
Sharpdesk
扫描到 E-mail/ 桌面 /FTP 服务器 / 网络文件夹（SMB），
扫描到 USB 存储器（同时适用于 U 系列）

*1：长边进纸。*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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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硬盘容
量取决于使用时的实际情况。*4：U 系列包括原稿盖板。*5：当从第一个纸盒以长边送入 A4 纸，使用原稿台扫描。根据夏普公司内部检
测，具体取决于检测方法和检测环境。*6：使用 RSPF 时不可用。*7：需选购 MX-HD15，并且适用于 U 系列。*8：基于夏普 A4 标准图表，
使用文档进纸器，长边进纸，单面扫描。使用出厂默认设置自动色彩选项关闭。扫描速度会因文档类型和扫描设置而变化。*9：仅指彩色。
*10：存储容量根据文档类型和扫描设置将有所不同。*11：有些功能需选购。*12：U 系列需选购 MX-PB16。*13：Mac OS 和 EtherTalk 需
选购 MX-PK11。*14：IPv6 仅 LPR 打印协议支持。*15：需选购 MX-PK11。*16：PCL 6 需选购 MX-PB16。PostScript 3 需选购 MX-PB16 和
MX-PK11。*17：基于夏普标准图（A4，长边进纸），约 700 个字符，标准分辨率，Super G3 模式，33,600bps，JBIG 压缩方式。

MX-M3558N/M3158N/M3158U/M2658N/M2658U  数码复合机

617mm

1,100mm

620mm
825mm* 

MX-RP19
双面自动送稿器

MX-TR18
出纸隔离板

MX-FN26
装订分页器

AR-DS19
专用台（大） AR-DS20

专用台（小）

MX-CS13*
单层纸盒（500 张）

MX-CS12
单层纸盒（500 张）

MX-VR12
原稿盖板

系统配置

包含选购件

* 当装订分页器托盘伸展开时为 1,085mm。

* 第 3 个纸盒必须为 MX-CS13。

文件归档（需选购MX-HD15）
文件归档容量 *10

存储任务 *11

存储文件夹
保密存储

主文件夹和自定义文件夹：20,000 页或 3,000 个文件
临时保存文件夹：10,000 页或 1,000 个文件
复印，打印，扫描，传真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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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主文件夹和自定义文件夹）

• 产品设计规格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符合中国 RoHS 标准。
•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编号 CEC 026 60824827-4（编号今后将有所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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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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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耗品
光鼓

MX-237CR
光鼓组件

MX-237CU

载体
MX-237CV

墨粉盒
MX-315CT

★ 夏普纯正耗材均贴有防伪标贴，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进行查询。(电话号码：021-61048888-2316)
★ 为了维护您的利益，建议使用夏普纯正耗材。
     若因使用非夏普纯正耗材而造成损失，用户需要自行承担责任。

基本规格
类型
复印打印速度
纸张尺寸
纸张容量（80 克）

纸张重量
预热时间 *2

内存
电源
最大功率
尺寸（长 x 宽 x 高）*4

重量 *4

固定式
A4*1：最大 35/31/26 页 / 分钟，A3：最大 20/17/15 页 / 分钟
最大 A3，最小 A6R
[MX-M3558N/M3158N/M3158U]
标准：1,100 张（500 张纸盒 x 2+100 张手送纸盒）
最大：2,100 张（1,100 张 + 选购件 500 张纸盒 x 2）
[MX-M2658N/M2658U]
标准：600 张（500 张纸盒 +100 张手送纸盒）
最大：2,100 张（600 张 + 选购件 500 张纸盒 x 3）
纸盒：55~105 克；手送纸盒：55~200 克
20 秒
标准：2GB（复印 / 打印共享），4GB SD 卡 ；可选：250GB 硬盘 *3 
220V±10%，50Hz
1.45kW
[MX-M3558N/M3158N]620 x 617 x 830mm   [MX-M2658N]620 x 617 x 730mm
[MX-M3158U]620 x 617 x 680mm   [MX-M2658U]620 x 617 x 580mm
[MX-M3558N/M3158N] 约 51kg，[MX-M2658N] 约 45kg
[MX-M3158U] 约 44kg，[MX-M2658U] 约 38kg

MX-AMX1
应用程序扩充组件

MX-AMX3
外部帐户组件

MX-AMX2
应用程序通信组件

MX-PK11
PS 扩充组件

MX-PB16
打印扩充组件（适用 U 系列）

MX-FX11
传真扩充组件

MX-HD15
硬盘扩充组件

MX-PC50H
加湿型空气净化器

MX-PC50
空气净化器

MX-FWX1
网络传真扩充组件
USB-ICR1
USB 专用 IC 卡读卡器
USB-IDR1
USB 专用 ID 卡读卡器

基本配置

MX-M3558N MX-M3158N
MX-M3158U MX-M2658N

MX-M2658U

某些选购件在某些地区不提供。

SE-AC1/AC5
夏普简单记账程序（1/5 台复
合机许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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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550号海洋大厦27-29楼（邮编：200001）
电话：021-6104-8888   传真：021-6106-6000   网址：www.sharp.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
凤凰置地广场F座3-5层（邮编：100028）

电话：010-8521-5288       传真：010-6588-2237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西路10号
高德置地广场Ⅱ期22层（邮编：510623）

电话：020-3808-2288       传真：020-3808-2218

北京 广州

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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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一扫   快速注册

会员俱乐部

夏普复合机微信

MX-CS12
单层纸盒（500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