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合商務用途的 MX Master 3S
高效能無線滑鼠

我們最好的滑鼠，經過升級強化生產力和舒適性。
適合商務用途的 MX Master 3S 是我們主力產品，針對 ITDM
和使用者都有重大的升級。對於繁忙的 IT 部門，其提供了更
高的安全性和更好的相容性。Logi Bolt 透過完全加密的僅安
全連線模式，滿足不斷提高的安全需求，此模式符合 FIPS 規
範，即使在擁擠的無線環境中也能提供強固的連線。其已在
100 多個國家獲得認證，並為 IT 專業人員提供支援。對使用
者而言，其 8,000 DPI「Darkfield」追蹤，使高解析度顯示器
上的工作更快、更準確，即使在玻璃上也沒問題1。MagSpeed
Scrolling 可在一秒鐘內飛快瀏覽 1,000 行程式代碼或試算表
儲存格。或是精確逐行捲動。其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可減輕
前臂疲勞，合手的形狀可支撐手部，提供整天的舒適性。具有
安靜點按技術，使噪音也降低了 90%，減少發生分心情況，讓
每個人都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2。

• 利用 Logi Bolt USB 接收器增強無線安全性。3

• 可遠端部署與管理大量裝置韌體更新 (DFU)，以及羅技
的使用者工作流程和生產力軟體 Logi Options+。統一
定義軟體設定。推送到 Windows 和 macOS 系統。4
• 安靜點按功能使其成為幾乎靜音的滑鼠

• 藉由 8,000 DPI 追蹤能力，提升速度和精確度，最適合
搭配高解析度顯示器使用。

• MagSpeel 滾輪每秒可捲動達 1,000 行，或是使用精確
的逐行捲動模式。

• 6 個可自訂按鈕加上透過 Logi Options+ 提供之適用於
流行商務應用程式的預先設定設定檔。

適合商務用途的 MX MASTER 3S

資料表

相容性

規格
認證

全球 (備有完整清單可供索取)

無線範圍

10 公尺

Logi Bolt USB 接收器
需要：可用的 USB 連接埠

Logi Bolt、藍牙

無線連線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保固

1000 萬次點擊

服務時間

MTTF > 150K 小時

可靠度

電子元件平均故障時間

電池

USB-C 可充電鋰電池 (500 mAh)；一次完整充電
可使用 70 天 5

追蹤性

Darkfield 感應器

電池狀態指示燈

是

8000 DPI

追蹤 DPI

MagSpeed

捲動

慣用手

Easy-Switch
產品重量
產品尺寸

含包裝的總重量
包裝尺寸

右手

•
•
•
•

Windows® 10、11 或更新版本
macOS 11 或更新版本
Linux ®6
Chrome OS6

•
•
•
•
•
•
•

Windows 10、11 或更新版本
macOS 11 或更新版本
Linux6
Chrome OS6
iPadOS® 14 或更新版本6
iOS® 14 或更新版本6
Android™ 9.0 或更新版本6

藍牙 低耗電技術
需要：藍牙 低耗電技術

是/3 頻道
141 公克

高 124.9 公釐 x 寬 84.3 公釐 x 深 51 公釐
320 公克

高 17.35 公分 x 寬 5.8 公分 x 長 13.85 公分
包裝紙材：FSC® 認證
使用 27% 消費後回收材料製造

永續經營

4 PK

主托運外箱

-5 到 45°C

儲藏溫度
軟體

操作指示位置

IT 管理大量部署

Logi Options+，隨附羅技 Flow 功能，提供
Windows 和 macOS 版本 (選用)
滑鼠底側的 QSG 貼紙

裝置韌體更新 (DFU)；Logi Options+ 應用程式

零件編號

910-006581

條碼

097855176394

6

需要 Logi Options+ 軟體

電池壽命視使用者及運算條件而異

在 Windows 和 macOS 以外的作業系統，無須安裝軟體即
可支援裝置基本功能

區域

顏色

亞太地區 + 拉丁美洲地區

石墨灰

6920377916916

中國

097855182616

請與您的經銷商聯繫，或造訪 logitech.com/business

5

097855182609

910-006584
910-006586

Logi Bolt 無線產品不能與其他羅技 USB 接收器配對

4

與 MX Master 3 比較

石墨灰

5099206107885

910-006585

3

NAMR

910-006582

910-006583

玻璃至少需有 4 公釐厚度

2

0 到 40°C

作業溫度

1

4943765059165

歐洲、中東與非洲地區
台灣，南韓
日本

石墨灰

石墨灰

石墨灰

石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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