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anSnap iX100技术规格 
■ 一般规格 

产品名称 ScanSnap iX100

扫描仪类型 CDF（连续送纸），单面扫描，双送纸通道（直通道和U
型通道）

扫描模式 彩色 / 灰度 / 黑白/ 自动（自动检测彩色 / 灰度 / 黑白）
图像传感器 CIS x 1
光源 3色LED (红 / 绿 / 蓝)
光学分辨率 600dpi

扫描速
度(A4 
纵向)
*1

连接
USB接
口供电 

自动模式 (默认) *2

5.2 秒 / 张
普通模式 (150 dpi)
精细模式 (200 dpi)
超精细模式 (300 
dpi)
最佳模式 (600 dpi) 20.4秒 / 张

纸张大小 *3

普通模式
A4, A5, A6, B5, B6, 名片，名信片，Letter,Legal 和自定
义（最大：216 x 360mm(8.5 x 14.17 in.), 最小: 25.4 x 
25.4mm(1 x 1 in.)) /自动检测纸张大小

普通模式
（使用文件护套）

使用文件护套可扫描A3, B4, double letter 和相片，以
及上面列出的尺寸的纸张

长纸扫描模式 *4 最长：216 x 863 mm (8.5 x 34 in.) (≤300 dpi )

纸张重量 (厚度)

● 52.3 至 209.3 g/m2,或 14 至 56 lb (直送纸通道)
● 52.3 至 80 g/m2, 或 14 至 20 lb (U型通道)
● 卡片
 纵向或横向扫描 (直送纸通道)
无浮字卡：≤0.76 mm 
浮字卡：0.76 + 0.48 mm (符合ISO7810 )

纸张放置 正面向上
接口 *5 USB 2.0 (兼容USB 1.1 )
电源 锂电池 (3.7 V / 720 mAh)
电源要求 5V / 0.5A ( x 1 port)

电源功耗*6
操作状态：≤ 4.7 W 
休眠状态： ≤2.2 W 
待机状态： ≤ 0.5 W

操作环境 温度：5 至 35 °C (41 至 95 °F)
相对湿度：20 至 80% (无凝结)

体积 (W x D x H) *7 273 x 47.5 x 36 mm (10.74 x 1.87 x 1.42 in.)
重量 400g (0.88 lb)
遵循的环保标准 ENERGY STAR® / RoHS
多页进纸检测 无

驱动
ScanSnap 特殊驱动
●  Windows®: 不支持 TWAIN / ISIS™
●  Mac OS: 不支持 TWAIN

*1 由于使用的系统环境不同，扫描速度可能会不同。
     扫描速度是指从开始进纸到纸张完全输出的时间，不包括预先抓纸和按下扫描按钮。因为在按下扫描按
     钮后，扫描仪需要预热。
●预热时间：从准备状态：小于2秒；从进纸槽关闭状态：小于3秒
*2 长度小于等于148mm的纸张，可以使用“超精细模式”扫描，其它文件以“精细模式”扫描。
*3 当扫描对折的A3，B4 或 Double letter 尺寸的文档时，会自动将两面图像拼合。只有在文本或者图表覆     
     盖整面纸时，才会自动拼合图像。
*4  iX100可扫描长度超过A4的纸张。此功能除在【最佳模式】外，在其它模式中都可使用。 
*5  只有使用本产品配备的USB线，才能使配有USB3.0 的电脑以USB2.0工作。
*6  电池供电。
*7  出纸板合起。

根据版权法和其它法律规定，本扫描仪仅用于将纸张扫描为数字文件。本扫描仪的用途由ScanSnap 使用者自
负。使用本扫描仪时， ScanSnap用户必须遵守当地的法规（包括但不限于版权法）。
* ABBYY 和 FineReader 是 ABBYY Software, Ltd的商标，可能已在某些地区注册。 ABBYY™ FineReader™ Engine 

©2011 ABBYY. OCR by ABBYY.
* Evernote是 Evernote Corporation的商标和注册商标。.
* Google 和 Google Docs 是Google Inc 的商标和注册商标。
* Intel, Pentium, 和 Intel Core 是Intel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商标和注册商标。
* ISIS™是EMC Corporation 在美国的注册商标。
* Mac, Mac OS, Mac logo 和 iPhoto 是 Apple Inc的商标。
* Microsoft, Windows, Windows Vista, Excel, PowerPoint 和 SharePoint 既是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或其它国
家的商标，也是注册商标。

* Word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国的产品。
* PowerPC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商标和注册商标。
* Salesforce 和 Salesforce CRM 是 salesforce.com, inc. 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商标和注册商标。
* ScanSnap, ScanSnap logo, ScanSnap Manager, ScanSnap Organizer 和 CardMinder 是PFU LIMITED 在日本的商标和
注册商标。

* 其它公司名称和商品是其各自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Windows® Mac OS

驱动 *1 ScanSnap Manager V6.3 (不支持TWAIN / ISIS™ ) ScanSnap Manager V6.3 (不支持TWAIN )

应用
软件

ScanSnap Organizer V5.2 ScanSnap Organizer V1.1
CardMinder™ V5.2 CardMinder™ V5.2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5.0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5.0

Scan to Microsoft® SharePoint® 

■ 软件 

 ●  入门使用手册  ●DVD光盘  ●USB 线 (2.0m)

■ 随附物品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8 / 8.1
(32-位 / 64-位)

Windows® 7
(32-位/ 64-位) *1

Windows Vista™
(32-位/ 64-位) *2

驱动 / 应用
软件*3

ScanSnap Manager V6.3 支持 支持 支持

ScanSnap Organizer V5.2 支持 支持 支持

CardMinder™ V5.2 支持 支持 支持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5.0 支持 支持 支持

Scan to Microsoft
SharePoint 支持 支持 支持

硬件要求*4

CPU *5 Intel® Core™ i5 2.5 GHz 或以上

内存 *5 4 GB 或以上

显示器分辨率 1,024 x 768 像素
或以上 800 x 600 像素或以上

硬盘容量 *6 2,690 MB 或以上可用空间

DVD-ROM 光驱 用于安装驱动和软件

USB 接口 *5 *7 USB 2.0 / USB 1.1

■ ScanSnap iX100系统要求

● Windows®

*1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
*2 Service Pack 2 或更新版本。
*3 最新信息，请访问 ScanSnap 主页。
*4 若连接的计算机不满足此需求，ScanSnap 将不能正常运行。
*5 如果CPU，内存容量和 USB 1.1不满足推荐的 需求，扫描会降速。
*6 如果操作系统中未安装.NET Framework 3.5 SP1，那么Microsoft .NET Frmework 3.5 SP1 (需要 500 MB 
硬盘空间) 将会和 ScanSnap Manager 或 ScanSnap Organizer 同时安装。
*7 当ScanSnap 连接到 USB 3.0 插口，实际是以 USB 2.0运行。
*  由于上述软件供应商的服务周期和政策会有变化，系统要求也会发生变化。

● Mac OS®

支持的操作系统 OS X v10.9 *1 OS X v10.8 *2 Mac OS X v10.7 *3

驱动 / 
应用软件
*4

ScanSnap Manager V6.3 支持 支持 支持

ScanSnap Organizer V1.1 支持 支持 支持

CardMinder™ V5.2 支持 支持 支持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5.0 支持 支持 支持

硬件要求
*5

CPU *6 Intel® Core™ i5 2.5 GHz或以上

内存 *6 4 GB或以上

显示器分辨率 1,024 x 768 像素或以上

硬盘容量 1,930 MB或以上可用空间

DVD-ROM 光驱 用于安装驱动和软件

USB 接口 *6 *7 USB 2.0 / USB 1.1

*1 OS X v10.9.1或更新版本。*2 推荐OS X v10.8.5。*3 推荐Mac OS X v10.7.5.*4最新信息，请访问 ScanSnap 
主页。*5若连接的计算机不满足此要求，ScanSnap 将不能正常运行。*6如果CPU，内存容量和 USB 1.1不满足
推荐的需求，扫描会降速。*7当ScanSnap 连接到 USB 3.0 插口，实际是以 USB 2.0运行。
*由于上述软件供应商的服务周期和政策会有变化，系统要求也会发生变化。

*1 无法直接使用TWAIN 或 ISIS™ 标准的应用软件

授权经销商
富士通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港岛东太古坊英皇道979号林肯大厦10楼

电话：(852)-2827 5780          传真：(852)-2827 4724
香港网址：http://www.fujitsu.com/hk/
中国网址：http://www.fujitsu.com/cn/
2015-06-26[CN][ZH]

富士通产品咨询热线：800 830 6790

为改进设备、规格或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欲索取进一步资料，请即与授权经销商或富士通香港有限公司联系

全球最轻最快的扫描仪*

配备Wi-Fi功能和内置电池

*基于 PFU有限公司对具有内置电池和 Wi-Fi 连接功能的扫描仪的调查（截至 2014 年 4 月 1 日）



docs

ScanSnapComputer

轻松将文件连接至云计算服务

您可以轻松将图像扫描到Evernote, Google Docs, Salesforce, SugarSync 和
Dropbox，以便随时随地使用电脑、平板或智能设备浏览图像数据。

● ScanSnap Folder

 [ Windows® ]

Windows系统中会生成
ScanSnap Folder，当您
在文件附件对话框中选
择ScanSnap Folder时，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将会
直接生成文件夹。通过
此操作，您无需提前将
数据保存到电脑中，令
操作流畅高效。

快速数字化新功能 

● 双张扫描 – 同时扫描2份小尺寸文件
使用此新功能，您可以同时扫描2
份小尺寸的文件，例如名片和收
据。只需将文件连续放入进纸口即
可。极大地节约扫描时间，提升工
作效率。

● 自动拼接对折的页面 
即使是大于A4的文件，也可以扫描。只需将大尺寸文件对折，并进
行正反面扫描，iX100将在扫描后自动将两张图像拼接成一个完整
的图像。

 
 

世界上机身最轻最小的扫描仪*

在内置了电池和Wi-Fi连接器的情况下，iX100也仅为400g。
轻巧的机身，是您旅行路上的最佳伴侣。
*根据PFU LIMITED 针对同类内置电池，且与WIFI连接功能的A4幅面扫描仪所做的调查（截
止2014的4月1日）

同类产品中速度最快*

iX100是内置电池且支持Wi-Fi连接的A4幅面扫描仪中速度最快的。
在分辨率高达300dpi下，它能以5.2秒/张的速度扫描A4大小的彩色
文档。
*根据PFU LIMITED 针对同类内置电池，且与WIFI连接功能的A4幅面扫描仪所做的调查（截
止2014的4月1日）

电池供电，无需连接电源线

iX100无需电源线即可扫描，在无电源供应或者电源供应受限的情
况下也可以使用。您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扫描。

扫描塑料卡片和其它类型文件*

除扫描标准纸张外，iX100也可以扫描塑料卡片，
例如会员卡。

*符合ISO 7810标准的卡片类型 (包括浮字卡)

两种进纸通道可供选择

由于待扫描文件不同，iX100有两种进纸通道可供选择。

● 直送纸通道
适宜于扫描名信片，名片，照片，
塑料卡片*，ScanSnap文件护套 (选
件)，以及普通办公纸.
* 适用于ISO 7810 ID标准的卡片。

● U型通道
适用于扫描普通办公纸，出纸时不
会占用更多的空间。

使用快速菜单 
快速灵活地对扫描数据进行应用

只需在文件扫描后出现的快速菜单中进行选择，即可对扫描后的
图像数据进行相应的应用，iX100的快速菜单适用于所有人，即使
是初次使用者。

连续送纸(CDF功能)

iX100具有连续送纸功能，可以检测到到纸张进入和离开。该功能能让你一张接一张地往扫描仪送纸而无需按下任何按钮。

● 使用CDF功能来扫描双面文件

1.将纸张正面向上放入iX100 并
按下 Scan 按钮开始。

2.iX100 开始扫描纸张的正面。 3.使用U型通道时，扫描后的纸
张从扫描仪顶部出纸。

4.重新将同一纸张的另一面（出纸
时正面向下）放入扫描仪，无需按
下 Scan 按钮，即可顺畅地扫描。 

5.扫描完成后，再次按下  Scan 
按钮结束扫描并生成PDF文件。

无需手动切换Wi-Fi模式，随时随地轻松扫描

ScanSnap iX100内置Wi-Fi ，可自动检测到家中、办公室或外出时的
网络环境并进行切换。仅需在初始时做好设置， iX100即可直接无
线扫描到任何平板，即使是在没有WI-FI网络的环境。

● 家中：通过家中的路由器的接入点连接
● 办公室：通过IEEE802.1X（网络设备验证）来连接到安全的Wi-Fi 
                      网络
● 外出时：通过直接连接模式连接（不需要网络接入点）

提供多种自动功能，令扫描更轻松

iX100具有多种强大的自动图像处理功能，包括自动纠偏，自动旋
转，自动检测颜色。使用这些功能可免除扫描前的设置操作，令扫
描更轻松。

有效管理扫描后的名片数据

名片管理软件 

● 将您收集的名片扫描生成方便查找的数字名片夹。
● 将名片数据导入到Excel, Outlook, Address book (Mac OS) 或其它数据
库，以便快速参考或使用数据。

扫描并识别生成可编辑Microsoft® Word,
Excel®,PowerPoint®文件

顶级OCR引擎

快速将纸张文件转换为Word, Excel®和PowerPoint®文件。
* Mac系统仅生成Microsoft® Word和Excel® 文件。
* 扫描生成的图像和文本可能会与原始文件有所不同。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5.0 [ Windows  ]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5.0 [ Mac OS ]

进纸

进纸

出纸

家中 办公室 外出时

CardMinder™ V5.2 [ Windows® ]

CardMinder™ V5.2 [ Mac 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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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TM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的完美搭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