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小巧，简单、快速，一键生成PDF文档。

● 扫描速度大幅提升（12页/分钟）。

● 可将扫描内容无线传送到ipad和iphone。

● 轻松通过Quick Menu连接Dropbox和其它服务。

● 使用ScanSnap Folder连接开放软件和云计算服务应用程序*。  

● 同时支持Windows和Mac操作系统。

    (*此应用程序须支持PDF和JPEG格式图片)

无纸化办公时代，家庭和办公之佳选
“一键式”数字化文档！

富士通产品咨询热线：800 830 6790



*1）指在使用交流电供电时，A4幅面纸张在标准模式（彩色150dip）下的扫描

    速度。

*2）需要2个开放的USB 3.0 / USB 2.0 / USB 1.1插口，一个用于供电，另外一个

    用于数据传输。

*3）插口类型：USB Mini-B。

*4）ScanSnap连接应用程序可以从设备制造商的官方网站免费下载。使用此功

    能时，必须打开安装ScanSnap的电脑的Wi-Fi。

*5）Dropbox是具有当今领先水平的在线文件同步/存储服务工具。

*6）生成的名片图像和文本与原件内容可能会有不同。

*7）对Mac用户而言，仅生成 Microsoft® Word 和 Excel®。

*8）Rack2-Filer 软件单独销售。

*9）扫描速度根据所使用系统不同而不同。

富士通Scansnap S1300i技术规格表

扫描仪类型 ADF(自动送纸器)，双面扫描

扫描模式 彩色/灰度/黑白/自动（彩色/灰度/黑白自动检测）

图像传感器 CIS×2

光源 3色LED（红/绿/蓝）

光学分辨率 600dpi

输出分辨率
黑白 300/400/600/1200dpi(通过驱动设置）

灰度/彩
色 150/200/300/600dpi

扫描速度  
(A4纵向) 
*9

AC供电

自动模式 单面，双面，6页/分

普通模式
彩色/灰度150dpi，黑白300dpi，单面，双面，12页/分，24面/
分

精细模式 彩色/灰度200dpi，黑白400dpi，单面，双面，9页/分，18面/分

超精细
模式

彩色/灰度300dpi，黑白600dpi，单面，双面，6页/分，12面/分

最佳模式 彩色/灰度600dpi，黑白1200dpi，单面，双面，1页/分，2面/分

USB供电

自动模式 单面，双面，2页/分

普通模式 彩色/灰度150dpi，黑白300dpi，单面，双面，4页/分，8面/分

精细模式 彩色/灰度200dpi，黑白400dpi，单面，双面，3页/分，6面/分

超精细
模式

彩色/灰度300dpi，黑白600dpi，单面，双面，2页/分，4面/分

最佳模式 彩色/灰度600dpi，黑白1200dpi，单面，双面，1页/分，2面/分

纸张尺寸

普通模式 A4,A5,A6,B5,B6,名片,名信片，letter,legal或自定义大小(最大
216×360mm,最小50.8×50.8mm)/自动识别纸张大小

长纸模式 863mm(34in.)

纸张重量（厚度） 64g/m²-104.7g/m²

纸张容量 10张(A4,80g/m²)

接口 USB2.0/USB1.1

多页进纸检测 长度检测

驱动程序 特殊驱动（Windows:不支持TWAIN/ISIS™；Mac OS:不支持TWAIN）

电源要求
AC电源 100-240V交流电，50/60Hz

USB供电 5V/1A

电源功耗
AC电源 操作状态：≤9W；待机状态：≤2.6W

USB供电 操作状态：≤5W；待机状态：≤2W

操作环境 温度:5℃-35℃；相对湿度:20%-80%

体积 284(W)×99(D)×77(H) mm

重量 1.4kg

遵循的环保标准 ENERGY STAR和RoHS

捆绑的
应用软件

Windows®
ScanSnap Manager V5.1(不支持TWAIN/ISIS™),ScanSnap Organizer 
V4.1,CardMinder ™ V4.1,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4.1,Scan 
to Microsoft® SharePoint® 3.4,Evernote for Win 4.5

Mac OS ScanSnap Manager V3.2(不支持TWAIN),Cardiris ™ 4.0 for ScanSnap,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4.1,Evernote for Mac 3.3

将纸张扫描生成完美的PDF文档。

S1300i通过自动删除空白页及自动纠偏和旋转功能，生成可查

找的PDF文档，方便查阅使用。

每分钟12张的扫描速度。*1

外形小巧，可通过USB接口供电，满足移动办公需求。*2*3

ScanSnap的Quick Menu在扫描完成后自动弹出，方便
用户（特别是新用户）快速地将扫描的图像与应用程
序相连。

扫描并连接到广泛的移动设备*4

像其它型号的ScanSnap扫描仪一样，S1300i通过将移动设备的

Scansnap应用程序与电脑上的连接应用程序相连，支持无线把

扫描到电脑的图像自动传输至ipad和iphone。此外，目前也同时

支持Android™ 系统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智能功能”方便用户更好得进行扫描工作
● 智能索引 [ Windows® / Mac OS ]
  通过智能索引功能，将文档中加注高亮的部分，经过OCR处理  

  后，将它们识别为可查找的关键字，在查找PDF文件时更简单

  快捷。

● 自动检测颜色 [ Windows® / Mac OS ]
  新增“高级灰度处理”，可以在扫描包含黑白照片和有阴影的

  图表的黑白文档时，得到更优质的图像。

● 智能裁剪 [ Windows® ]
  此功能可方便地使报纸或者杂志图像中用高亮笔标示出来的部

  分“裁切”出来，作为单独的图像副本。

轻松将扫描后的文档图像连接到云计算服务

ScanSnap系列扫描仪具有标准的功能组：可以将图像扫描到 

Evernote, Google Docs™, Salesforce 和 SugarSync。 S1300i提升

了ScanSnap系列入门机型的级别，使其可以随时随地方便地使

用电脑和智能手机浏览扫描的图像。

● Introducing ScanSnap Folder [ Windows®]<新>

  此项创新功能使ScanSnap像Windows文件夹一样方便应用。通过

  在应用程序或云计算服务的选择界面选择该文件夹，可以直接

  应用扫描后的图像文件，显著提高工作效率。

● ScanSnap welcomes Dropbox <新>

    S1300i的Quick Menu软件的最新功能，可将扫描后的图像文件保

 存到Dropbox。在多种云计算服务可供选择的情况下，ScanSnap
    用户可以找到最适合的应用程序。

高效管理名片数据*6

自带的名片管理应用软件，可存储数字化的名片并将名片的相

关信息导到Address Book (Mac), Excel® (Win), e-mail, databases
和其它应用。

通过顶级OCR识别引擎，生成Microsoft® Word, Excel®和 

PowerPoint® 文件。*7

ScanSnap S1300i + Rack2-Filer V5.0 选件*8 [Windows®]
Rack2-Filer软件选件，提供了数字化海量纸张文档并对扫描图

像进行管理的解决方案。可以像管理真实的书架一样，对扫描

的文档进行添加备忘录、标记段落等虚拟管理。

同时兼容Windows® 和Mac 两种操作系统 

以下功能只能在 Windows®操作系统中实现：

● 压缩类型 : PDF(高压缩)   ● 纸张设置 :正面向上   ● 文件密码保护(PDF文件)   

● ABBYY Scan to PowerPoint   ● 通过关键字自动分配文件。  ● 智能裁剪   

● 连接 Microsoft® Office SharePoint®   ● ScanSnap F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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