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打印
创享卓越

轻松安全管理  
简化打印工作
更高效率，更多功能，安全保障

轻松打印管理

便捷的移动打印优化办公环境

轻松文档创建

通过轻松设备管理器，企业可远程控制打印机设置， 
如一键式环保按键功能与打印、扫描和传真设置。 
使用轻松设备管理器，可同时监控并管理多台打印设备。
企业还可监控打印机的状态，例如纸张用尽，墨粉用尽 
和卡纸提醒等信息。

用户可从谷歌及苹果应用商店下载适用于安卓、IOS 系统
的移动打印程序。该应用程序下载完成后，移动设备会
自动搜索附近可以兼容的三星打印机，处理所有类型的
文件，如文本、文档、图片及网页等。用户也可以登录
谷歌账户，使用谷歌云打印服务 (Google Cloud PrintTM4） 
进行打印操作。
 （仅适用于网络型号，需连接无线路由器。以实现此功能。）

利用文档创建，用户可轻松创建多种形式的电子文档，
并通过邮件或社交网络进行分享。智能手机文档转换器、
电子书阅读器和社交媒体服务 (SNS) 下载器，能让用户
畅享更加轻松便捷的打印体验。
(仅多功能一体机支持此功能)

© 惠普研发有限合伙公司 2018 年版权所有。惠普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公布收购三星 Electronics Co. Ltd. 打印机业务的最终 
协议，收购已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完成。惠普致力于创造新技术，以改善全球人类生活品质。通过提供一系列打印机、 
计算机、移动设备、解决方案和服务，我们不断设计出色的使用体验。请访问 http://www.hp.com 了解更多关于惠普  
(NYSE: HPQ) 的信息。

M3375HD 
您的商务所需

黑白激光一体机

专业级打印品质和优化成本
丰富的功能应用

全面提升企业形象

企业文件安全性
企业需要制作和打印大量含有机密信息的官方文件， 
因此要求打印工作有较高的安全性。ProXpress M3375HD
可通过三星 Fleet Admin Pro 管理系统设置企业安全 
级别，加强对打印机的用户、文件及网络的控制。

三星 Fleet Admin Pro 管理系统保障企此管理
和操作打印工作的安全性

网络访问权限控制
• SSL
• 802.1

• IP/MAC 筛查
• 所有网络端口控制，安全协议

用户访问权限控制

• LDAP/本地授权
• 授权（任务）经历

• 工作及访问记录

文件访问权限控制

• 数据加密，功能锁



总结
三星 ProXpress M3375HD 拥有超高性能，打印速度可高达 33 ppm。它凭借可靠的纸张处理技术，为您提供专业的高品质打印 
输出，可支持重达 220 gsm 的多种介质类型。除了能更好地实现打印管理，由于墨粉盒容量更大，还有双面打印、环保功能、 
更好的打印和复印等特征，企业可获得更高的成本效益。ProXpress M3375HD 拥有内置双面打印、移动打印及企业级安全打印等 
功能。ProXpress M3375HD 拥有轻松打印机管理、轻松文档创建等功能，轻松改善打印和管理流程。

型号 M3375HD

常规 

功能 打印、扫描、复印、传真
操作面板 4 行 LCD
处理器 600 MHz
内存（标准/最大值） 256 MB/512 MB
接口 高速 USB 2.0，以太网 10/100 Base TX
噪音水平 少于 55 dBA（打印）/少于 56 dBA（复印）/少于 26 dBA（待机）
尺寸 (W x D x H） 414.6 x 420.6 x 449.1 mm
重量 15.22 kg
月最高打印负荷 最高 50,000 页

打印

速度（黑白） 最高 33 PPM A4（35 PPM 信纸）
首次打印输出时间（黑白） 少于 6.5 秒（自待机模式）
分辨率 最高 1,200 x 1,200 dpi 高效输出
仿真语言 SPL, PostScript3, PCL 6/5e, IBM ProPrinter, EPSON
双面打印 内置自动双面打印
操作系统 Windows 8/7/Vista/XP/2008R2/2008/2003，Mac OS X 10.5 - 10.8，Various Linux/Unix

复印

速度（黑白） 最高 38 PPM A4（40 PPM 信纸）
首次打印输出时间（黑白） 少于 10 秒
分辨率 600 x 600 dpi
减少/扩大范围 25～400%（平板），25%～400% (ADF)
多面复印 1 - 99 页
复印特征 ID 复印/2 合一复印/4 合一复印/校对复印/自动调教复印

扫描

兼容性 TWAIN 标准/WIA 标准
方式 Color CIS
分辨率（光学） 最高 1,200 x 1,200 dpi
分辨率（增强） 最高 4,800 x 4,800 dpi
扫描至 Client (PC)，Email，FTP，SMB

传真

兼容性 ITU-T G3，ECM
调制解调器速度 33.6 Kbps
分辨率 标准：203 x 98 dpi 清晰/照片：203 x 196 dpi/超清：300 x 300 dpi/彩色：最高 200 x 200 dpi
内存（标准/最大值） 6 MB
自动拨号 快速拨号：200 个
传真特征 挂机拨号，自动重播，自动还原，多方并发，延迟发送，传真转发（邮件/传真），发送最高 209 个

纸张处理

输入容量

纸盒 盒式纸盒 250 页
多功能纸盒 1 页
其他选项 第二盒式纸盒：520 页盒式纸盒
最多 771 页

介质类型
纸盒 普通纸，薄纸，再生纸，厚纸，档案纸，标签纸，卡片纸
多功能纸盒 普通纸，薄纸，标签纸，穿孔纸，预印纸，再生纸，信封，透明纸，标签纸，卡片纸，信笺，厚纸，棉纸，彩纸，档案纸，超厚纸
其他选项 普通纸，薄纸，再生纸，厚纸，档案纸，标签纸，卡片纸

介质尺寸

纸盒 A4，A5，A6，ISO B5，JIS B5，Executive，信纸，Oficio，Folio，Legal，Statement 自定义尺寸

多功能纸盒 A4，A5，A6，ISO B5，JIS B5，StatementOficio，Folio，Legal，信封（No 10，Monarch，DL，C5，C6，No 9） 
明信片，索引卡片，Executive，自定义尺寸

其他选项 A4，A5，A6，ISO B5，JIS B5，Executive，信纸，Oficio，Folio，Legal，Statement 自定义尺寸

介质重量
纸盒 60~163g/㎡（16～43 lbs）
多功能纸盒 60～220g/㎡（16～58 lbs）
其他选项 60～163g/㎡（16～43 lbs）

ADF
类型 ADF
文档容量 50 页
文档尺寸 A4，信纸，Oficio，Folio，Legal

耗材
墨粉（黑色）

打印量

标准容量：平均 3,000 标准页
高容量：平均 5,000 标准页

墨盒容量标示符合 ISO/IEC 19752 标准
（初始墨粉盒容量 3,000 页）

型号 MLT-D204S, MLT-D204L

成像单位/ 
感光鼓（黑色）

打印量 平均可打印 30,000 页
型号 MLT-R204

选件 520 页盒式纸盒/512 MB 内存/IEEE 1284B 并行连接口

更高性能 
提升打印品质和速度
卓越速度出众品质

控制成本 
节省纸张及碳粉
经济性能及解决方案有效降低运营费用

三星 ProXprss M3375HD 帮助企业打印复杂 
文档和较重的介质类型，同时确保打印速度 
和品质。

高速打印
强大的 ProXpress M3375HD 搭载了 CortexTM-A5 核心 
处理器，以及高达 256 MB 的内存，打印速度最高可达 
每分钟 33 页。如此卓越的速度和性能，可有效提高 
企业效率，加快文档和图像处理。

专业环保解决方案  一键式环保按键
点亮一键式环保按键，企业就能够有效节约墨粉及纸张。只需 
一键，便可自动激活 2 页合一和双面打印操作。在省墨模式下， 
用户还可以选择跳过空白页功能。用户可在 “打印机管理” 处设置
以上环保功能的默认设置。

内置双面打印功能
ProXpress M3375HD 提供专业的文档、手册双面打印，
让您有效减少纸张用量，节约成本。 轻松环保驱动

该软件荣获 2012 年 BLI 杰出成就奖，省墨模式最多可为用户节约 
20% 的墨粉量，同时有效降低能耗。通过省墨模式，用户可以删除
不需要的文本或图片，亦可把位图转换为略图，以便节约墨粉。更优质的打印输出

ReCP 技术可显著提高打印质量，增强细节线条处理， 
锐化负片文本边缘。通常很难扫描的细小文字，也能 
实现边缘分辨率增强。ProXpress M3375HD 凭借高达 
1200 x1200 dpi 的分辨率，为您提供清晰、卓越的打印 
输出。

中央打印控制  节约更多资源
通过 SyncthruTM 管理系统中的工作统计功能，激活中央打印 
控制，管理器即可为用户分配指定的打印机，此外，还可分配每台
打印机的打印份额及打印量。

专业打印更多选择
打印机的多功能纸盒可支持重达 220 gsm（克每平方米） 
的介质，这为专业文件提供了更多的打印选择。标签、 
卡片和信封都可以轻松使用多功能纸盒进行打印，有效 
节省了往纸盒添加不同纸张的时间。同时，三星独特的 
防卡纸延迟滚筒，能有效支持多纸张类型的连续进纸打印， 
大幅降低机器的卡纸率。

更多墨粉选择  有效降低成本
ProXpress M3375HD 拥有多种墨粉供您选择，从 3,000 页的标准 
墨粉盒，到 5,000 页的高容量墨粉盒，满足不同需求，有效降低每
页成本。鼓粉分离式耗材中，墨粉盒可作为分离式配件销售， 
需要时单独购买替换，该系统是成本意识较强企业的首要之选， 
可满足其低打印成本的需求。

黑白激光一体机

M3375H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