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士通图像扫描仪 fi-7030
简单、快速、轻巧，您的不二之选

fi-7030扫描仪的速度可达27 ppm/54 ipm（A4，

200/300 dpi），进纸槽容量高达50张。机身小巧

扫描速度快，是您理想的办公伙伴。

操作简单、外形小巧

该扫描仪设计紧凑、轻便小巧，是放置在桌面、

柜台和办公室的理想之选。扫描速度快，半秒即

可开始扫描，从休眠模式恢复到运行模式仅需一

秒。轻按扫描键，即可完成高达9项的图像处理

功能：自动检测纸张大小、自动检测颜色、跳过

空白页等，为您节省扫描前后的工作量和工作时

间。

先进的软件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全新的扫描仪驱动PaperStream IP（遵循 

TWAIN和ISIS标准），可以轻松将各种纸张自

动转化成适合OCR处理的图像数据。全新的

图像扫描软件PaperStream Capture提供了友

好的操作界面，与PaperStream IP无缝连接，

通过各种批量扫描功能，有效地将扫描信息

导入到您的业务流程中。自动提取条码或

patch codes信息，轻松实现扫描文档的自动

拆分归档。

安全可靠的扫描助手

fi-7030可以扫描不同厚度的文件，包括塑料卡片和

浮雕卡，文件的长度可达5米，亦可通过文档护套来

扫描A3文档。

该型号还配备歪斜矫正功能，用于侦测所扫描文档

是否对齐，并调整偏斜纸张，尽可能减少扫描图像

边缘缺失的情况。此外，fi-7030安装了超声波多页

进纸检测传感器，当检测到同时扫入多张纸时，可

以通过制动轮停止扫描，减轻用户工作负担。

轻松实现分散管理

”Scanner Central Admin”软件方便用户同时管理多台

扫描仪。例如，更新扫描设备和驱动、监测扫描仪

操作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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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产品更新或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欲索取进一步资料，请致电富士通扫描仪咨询热线。

富士通扫描仪咨询热线：400  830  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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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扫描速度受到数据传输和软件处理速度的影响。

所示速度是指使用JPEG压缩时的速度。
所示速度是指使用TIFF G4压缩时的速度。
可选的最大分辨率可能因扫描的文件长度而变化。

当在高分辨率（600 dpi或更高）下，由于扫描模式、纸张大小和可用内存原因，可能导致扫描受限。 
使用文档护套将纸张折叠扫描最大可支持297 x 432 mm（11.7 x 17英寸）的文档。
支持扫描长度大于A4纸（210 x 297 mm / 8.3 x 11.7英寸）的文件。使用PaperStream IP（TWAIN/ISIS）在200 dpi进行扫描时，最大扫描长度为5588mm（220英寸）。
厚度达到127至209 g/m2（34至56 磅）时可以扫描A8（52 x 74 mm / 2.1 x 2.9英寸）大小的文件。
不能连续扫描多张卡片（注：可扫描浮雕卡）。

最大的纸张容量取决于纸张重量。

扫描时可继续添加文件。

每天运行8小时。
不包括ADF进纸槽和叠纸器。
PaperStream IP 2.2.0 或以下版本。

支持的性能因区域而异。使用Linux系统的图像扫描仪驱动时，有些功能不可用。
使用WIA驱动时，PaperStream IP的某些功能可能不可用。
可在安装光盘中指定的网站下载软件。

PA43404-A433  此选件用于识别PDF417, QR code, 
Data Matrix, Aztec Code

2D Barcode for PaperStream

PA03360-0013  每套5张文档护套

选件

ADF进纸槽、电源线、电源适配器、USB线、
安装光盘

随机附件

多图像输出、自动检测颜色、跳过空白页、iDTC、
高级DTC、SDTC、误差扩散、抖动处理、De-Screen、
图像强调、滤色（无/红色/绿色/蓝色/白色/饱和
度/自定义）、sRGB输出、上下分割、纠偏、边缘修
复、减少竖线、裁剪、静态阈值、摩尔纹去除

图像处理功能

PaperStream IP Driver (TWAIN/TWAIN x64/ISIS), WIA Driver*16,
PaperStream Capture, ScanSnap Manager for fi Series*17, 
Software Operation Panel, Error Recovery Guide,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17, Scanner Central Admin

捆绑的软件/驱动

Windows® 10 (32-bit/64-bit), Windows® 8.1 (32-bit/64-bit),
Windows® 7 (32-bit/64-bit), Windows Server® 2016 (64-bi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64-bit), Windows Server® 2012 
(64-bit), Windows Server®2008 R2 (64-bit), Windows Server® 
2008 (32-bit/64-bit)  Linux Ubuntu*15*14,

支持的操作系统

2.9 kg (6.4 lb)重量

290 x 146 x 130 mm （11.4 x 5.7 x 5.1 英寸）
体积*¹³
(W x D x H)

ENERGY STAR®, RoHS遵循的环保标准

20% ~ 80% (无凝结)相对湿度

5 ~ 35 °C (41 ~ 95 °F)温度

操作环境

0.15 W 或更小待机（关闭）模式

1.1 W 或更小休眠模式

17 W 或更小操作模式

电源功耗

100 至 240 V ±10 % 交流电输入电源

USB 2.0 / USB 1.1接口

重张检测（超声波传感器）, 
长度检测

重张检测

2,500 页日扫描量*¹²

50 张 (A4: 80 g/m² 或 20 lb)进纸槽容量*¹⁰*¹¹

40 - 209 g/m ² (11 - 56 lb)*⁸ 

塑料卡片 0.76 mm (0.0299 英寸) 或更小*⁹ 

纸张

纸张重量 (厚度)

5,588 mm (220 英寸)长页扫描 *⁷ (最大)

50.8 x 50.8 mm (2 x 2 英寸)最小

216 x 355.6 mm (8.5 x 14 英寸)最大*⁶

纸张大小

白色背景颜色

彩色: 24位, 灰度: 8位, 黑白: 1位输出格式

50 - 600 dpi (以1dpi为单位进行调整),
1,200 dpi (驱动) *⁵

输出分辨率 *⁴
(彩色/灰度/黑白)

600 dpi光学分辨率

RGB彩色 LEDx2 (正面x1，背面x1)光源

彩色CIS x 2 (前 x 1, 后 x 1)图像传感器类型

单面：27 ppm（200/300 dpi）
双面：54 ipm（200/300 dpi）

扫描速度 *¹ (A4纵向)
(彩色*²/灰度 *²/黑白*³ )

ADF（自动送纸器），双面扫描仪类型

技术规格

ABBYY和FineReader是ABBYY Software Ltd. 的注册商标。

ISIS是Open Text公司的注册商标。

Microsoft 、Windows及Windows Server是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注册的商标。

Linux是Linus Torvalds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注册的商标。

本文出现的其他公司及产品名称是各自公司的注册商标。

■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