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非凡键鼠套装现已组成搭档，实现更出色的性能表现。
升级版 MX Master 3S 鼠标的 Quiet Click 技术可减少 90% 的点
击噪音1，并且其 8000 DPI 光学传感器可在高分辨率显示器上
提供精准的追踪性能。全尺寸自动背光键盘集成了稳定的金属
板。MX 掌托是全天候舒适的理想伙伴。Perfect Stroke 按键为
球形凹面，贴合指尖，敲击自然。鼠标的轮廓理想贴合手部。此
键鼠套装通过 Logi Bolt 技术满足不断增长的 IT 安全需求，即
便在拥挤的无线环境中也能实现安全可靠的连接。并且已与两
台设备预先配对，便于部署和管理2。鼠标精巧的 MagSpeed™ 
滚轮可提供疾速精准的滚动体验，适合各种工作。

高性能键鼠套装：MX Keys 商用、 
MX Master 3S 商用和 MX 掌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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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出众的键鼠套装，默契好搭档。

• 两台设备均预先与一只 Logi Bolt USB 接收器配对3 - 便
于部署

• Logi Bolt 安全无线技术
• 智能键盘背光：手部接近传感器开启背光，环境光传感

器调节背光亮度
• 麦克风静音、语音转文本和其他可自定义 F 键
• Quiet Click 特性使其成为一款几乎完全静音的鼠标
• 8000 DPI 光学传感器追踪的速度和精度 - 甚至可在玻璃

表面使用4

• 借助 Easy-Switch™ 按钮/按键在多达 3 台配对电脑之间
切换

• 已获认证，可在 100 多个国家/地区使用
• 随附 MX 掌托



请联系您的经销商或者访问 logitech.com/business

兼容性
Logi Bolt USB 接收器
要求：可用的 USB 端口

• Windows® 10、11 或更高版本
• macOS 11 或更高版本
• Linux®6

• Chrome OS6

蓝牙™ 低功耗 无线技术
要求：蓝牙低功耗

• Windows 10、11 或更高版本
• macOS 11 或更高版本
• Linux6

• Chrome OS6

• iPadOS® 14 或更高版本6

• iOS® 14 或更高版本6

• Android™ 9.0 或更高版本6

版权所有 © 2022 罗技。罗技、罗技标志、Logitech 和其他罗技商标均归罗技所有，并或已注册。所有其
他商标均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罗技对于本出版物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本出版物中
包含的产品、定价和功能信息如有更改，恕不事先通知。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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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全球（可根据要求提供列表）

无线连接 Logi Bolt，蓝牙

无线范围 10 米
使用寿命 1000 万次敲击/点击 

可靠性 MTTF > 15 万小时
电气元件的平均故障时间

质保 2 年硬件有限质保

键盘电池
USB-C 可充电锂离子 (1500 
mAh) 电池；完全充电可使
用 10 天5

电量指示灯 有/键盘和鼠标
键盘尺寸 全尺寸
按键数 108
数字键盘 有/10 键
输入 Perfect Stroke 剪刀脚按键 
倾斜支脚 无
倾斜角度 无
背光按键 有
带指示灯的  
Caps Lock 有

带指示灯的  
Num Lock 无

Easy-Switch 有/3 通道键盘和鼠标

鼠标电池
USB-C 可充电锂离子 (500 
mAh) 电池；完全充电可使
用 70 天5

部件号 条码 区域 布局

920-010923 097855178237 美国/加拿大 英语美国 (Qwerty)

920-010924 097855178244 墨西哥（拉丁T） 西班牙语 - 拉丁 (Qwerty)

920-010925 097855178251 巴西 英语美国 (Qwerty)

920-010926 5099206104419 德国，奥地利 德语 (Qwerty)

920-010927 5099206104426 法国 法语 (Azerty)

920-010928 5099206104433 瑞士 瑞士 (Qwerty)

920-010929 5099206104440 意大利 意大利 (Qwerty)

920-010930 5099206104457 西班牙，葡萄牙 西班牙语 - 欧洲 (Qwerty)

920-010931 5099206104464 泛北欧 泛北欧 (Qwerty)

920-010932 5099206104471 英国，爱尔兰 英语英国 (Qwerty)

920-010933 5099206104488 英语国际（美国）：比利时 国际英语（美国）

920-010934 509920610449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语 (Qwerty)

920-010935 5099206104501 土耳其 土耳其语 (Qwerty)

920-010936 5099206104518 俄罗斯 俄语 (Qwerty)

920-010937 097855178268 亚太地区 英语美国 (Qwerty)

920-010938 097855178275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中文 - 繁体

920-010939 097855178282 韩国 韩语

920-010940 6920377916046 中国地区 英语美国 (Qwerty)

920-010941 4943765058786 日语 日语

鼠标追踪 Darkfield 传感器
鼠标追踪 DPI 8000 DPI
鼠标滚轮 MagSpeed
鼠标适用手 右手

产品重量
键盘 810 克
鼠标 141 克
掌托 180 克

产品尺寸

键盘：131.63 毫米高 × 430.2 
毫米宽 × 20.5 毫米深

鼠标：124.9 毫米高 × 84.3 
毫米宽 × 51 毫米深

掌托：64 毫米高 × 420 毫米
宽 × 8 毫米深

总重量（含包装） 1560 克

包装尺寸 7.5 厘米高 × 14.6 厘米宽 × 
45.2 厘米长

可持续发展 纸质包装： 
FSC® 认证

主托运人单位 4 PK 
储存温度 -5 至 45°C

操作温度 0 至 40°C

软件 Logi Options+
操作说明 纸盒盖内印有 QSG 字样

IT 管理员大规模部署 设备固件更新 (DFU)； 
Logi Options+ 应用程序

1	 与 MX Master 3 相比

2	 需要 Logi Options+ 软件

3	 Logi Bolt 无线产品不可与其他
罗技 USB 接收器配对 

4	 玻璃厚度最低 4 毫米。

5	 电池寿命依用户及计算条件而异

6	 Windows 和 macOS 以外的其
他系统无需软件即可支持设备的
基本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