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術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使用本產品之前，請務必仔細閱讀所有安全
須知並按照指示使用本裝置。

如需更多 ScanSnap 相關資訊，請拜訪我們的網站：http://scansnap.fujitsu.com/
請勿將本裝置放在潮濕、瀰漫蒸汽、灰塵或油煙之處。
在此情況下使用本產品，可能導致觸電、火災或使本產品受損。安全須知

本掃描器是專為將可依據適用版權法規及其他法律合法重製的素材數位化所設計。
ScanSnap 使用者應對其使用本掃描器的方式負責。使用本掃描器時，ScanSnap 使用者必
須遵守當地所有適用法規（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法）。

* ABBYY™ FineReader™ Engine © ABBYY。ABBYY 的 OCR。ABBYY 和 FineReader 是 ABBYY Software, Ltd. 之商標，可
能已在某些轄區註冊。*  Intel、 Pentium 和  Intel Core 是  Intel Corporation 或其子公司在美國及／或其他國家之商標或註冊商標。
*  ISIS™ 是 Open Text 之商標。 * Mac、Mac OS、 Mac 標誌 是  Apple Inc. 之商標。 * ScanSnap 和  ScanSnap 標誌是
 PFU Limited 在日本之註冊商標或商標。* 其他公司名稱和產品名稱分別是其所屬公司之商標或註冊商標。

*1 只有在連接電腦時可用。*2 掃描速度可能因所使用的系統環境而異。*3 若寬度小於 105 mm，將在「最佳模式」下掃描，否則
會在「精細模式」下掃描。*4 除了「超精細模式」之外，在所有模式下皆可用。*5 最大容量因紙張重量而異。*6 將 ScanSnap 
連接到 USB 3.1 Gen1/3.0 連接埠時，某些電腦無法識別。在這種情況下，請使用 USB 2.0 連接埠。*7  

* 8 
5 GHz Wi-Fi 的可用性

異。 *9 存取點連接模式需要 Wi-Fi 存取點或路由器。 *10 5 GHz Wi-Fi 不適用於直接連接模式。 不包含疊紙器及

*1  macOS v10.12.4 或以上版本。 *2 若連接的電腦不符合這些要求，則  ScanSnap 裝置可能無法運作。 *3 若不符合建議使用的
 CPU、記憶體容量和 USB 1.1 要求，則掃描速度可能下降。 *4 若系統尚未安裝 .NET Framework 4.7，將同時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7 和 ScanSnap Home。
*如需驅動程式和應用程式的最新支援資訊，請參見 ScanSnap 網站。相容性可能因軟體版本而異。*系統要求可能因軟體供應商的支
援期間和支援政策而變更。

*1  在桌面模式下操作 Windows。*2 若連接的電腦不符合這些要求，則 ScanSnap 裝置可能無法運作。*3 若不符合建議使用的 
CPU、記憶體容量和 USB 1.1 要求，則掃描速度可能下降。*4 若系統尚未安裝 .NET Framework 4.7，將同時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7 和 ScanSnap Home。
*如需驅動程式和應用程式的最新支援資訊，請參見 ScanSnap 網站。相容性可能因軟體版本而異。*系統要求可能因軟體供應商的支
援期間和支援政策而變更。

ScanSnap iX1500產品名稱
掃描器類型

掃描顏色模式

掃描速度*2

（A4 縱向）

文件尺寸

自動送紙器（ADF）／手動進紙，雙面
彩色、灰階、黑白、
自動（彩色／灰階／黑白*1檢測）
彩色 CIS x 2（前 x 1、後 x 1）
3 色 LED（紅／綠／藍）

影像感應器 

光源
600 dpi 光學解析度
單面／雙面：30 ppm

單面／雙面：30 ppm
（彩色／灰階：150 dpi，黑白：300 dpi）
單面／雙面：30 ppm
（彩色／灰階：200 dpi，黑白：400 dpi）
單面／雙面：30 ppm
（彩色／灰階：300 dpi，黑白：600 dpi）
單面／雙面：8 ppm
（彩色／灰階：600 dpi，黑白：1,200 dpi）

自動模式（預設）*3

普通模式

精細模式

最佳模式

作業系統 Windows 10（32 位元／64 位元）*1

Windows 8.1（32 位元／64 位元）*1 Windows 7（32 位元／64 位元）

硬體要求*2

Intel® Celeron 1.8 GHz（雙核心或以上）
 （建議使用：Intel® Core™ i5 2.5 GHz 或以上）

2 GB 或以上（建議使用：4 GB 或以上）
1,024 x 768 像素或更高

3.8 GB 或更多可用硬碟空間

CPU *3 

記憶體容量*3 

顯示器解析度
磁碟容量*4

超精細模式*1

最小：50.8 x 50.8 mm（2 x 2 in.）
最大：216 x 360 mm（8.5 x 14.17 in.） 
A3、B4、279 x 432 mm（11 x 17 in.） 
3,000 mm（32 位元為 863 mm） 
掃描到行動裝置：863 mm（雙面），1,726 mm（單面）

40 至 209 g/m2（11 至 56 lb）
A8 尺寸或更小：128 至 209 g/m2（34 至 56 lb）
卡片：0.76 mm 或更小（符合 ISO7810 ID-1 類型）
（包含橫向凸字卡片）

普通掃描

手動掃描
長頁掃描*4

紙張重量（厚度） 

50 張（A4，80 g/m2 或 20 lb）ADF 容量*5

介面

Wi-Fi 介面

USB 3.1 Gen1 / USB 3.0 / USB 2.0 / USB 1.1
（接頭類型：Type-B）*6

IEEE802.11a/b/g/n/ac
頻率範圍：2.4 GHz / 5 GHz 

*8

USB

Wi-Fi *7

Infrastructure模式（無線基地台連線模式）
*9Ad-hoc 模式（直接連線模式）

*10 

4.3 吋彩色 TFT 觸控螢幕
AC 100 至 240 V，50/60 Hz

17 W 或更低

1.5 W 或更低

1.6 W 或更低

操作模式
休眠模式 
（連接 USB）
休眠模式 
（連接 Wi-Fi）

液晶顯示器（LCD）
電源要求

電源功耗 

重疊檢測（超音波感應器）、長度檢測
ScanSnap Home（ScanSnap 專用驅動程式） 
•Windows：不支援 TWAIN/ISIS™ 
•Mac OS：不支援 TWAIN

多頁進紙檢測

驅動程式

溫度：5 至 35 °C（41 至 95 °F） 
相對濕度：20 至 80%（無凝結） 操作環境

292 x 161 x 152 mm（11.5 x 6.3 x 6.0 in.） 
3.4 kg（7.5 lb）

體積（寬 x 深 x 高）
裝置重量 

能源之星（ENERGY STAR®）/ RoHS符合環保標準

一般技術規格 ScanSnap iX1500 系統要求
•Windows

作業系統
macOS v.10.14
macOS v.10.13
macOS v.10.12 *1

硬體要求*2

Intel® Core i5 1.4 GHz
（建議使用：Core i5 2.5 GHz 或以上）
2 GB 或以上（建議使用：8 GB 或以上）

1,024 x 768 像素或更高
2.0 GB 或更多可用硬碟空間

CPU *3 

記憶體容量*3 

顯示器解析度
磁碟容量*4

•Mac

*1 安裝 ScanSnap Home 需要電腦和網路。軟體使用也需要啟用。如需下載資訊，請上公司網站：http://scansnap.fujitsu.com/g-support/en
*2 請參見隨附的授權憑證下載軟體。

Nuance Power PDF Standard *2 Nuance PDF Converter for Mac *2

ScanSnap Home *1 

Windows Mac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軟體

附件

*1 儘管 ScanSnap 文件護套的上市使用壽命為 500 次掃描，但使用壽命可能因使用情況而異。ScanSnap 文件護套可用於掃描重量
為 127 g/m2 或以下的書面文件，也支援掃描大尺寸 216 x 297 mm 的對摺文件。

文件護套*1

說明

相片文件護套

ScanSnap 攜行袋

件號 備註  

PA03360-0013 

PA03770-0015

PA03951-0651

內含支援相片和各種文件尺寸的 5 種護套
適用於 ScanSnap iX1500、iX500、iX100、S1100i

ScanSnap Home 
額外授權（1 個授權） PA43404-B043 用於 ScanSnap Home 的 1 個額外授權

內含支援相片的 5 種護套
（E 尺寸、L 尺寸、特大尺寸）、明信片和名片
存放 ScanSnap iX1500/iX500 和配件

選項

*1 這些建議的使用壽命適用於 80 g/m2（20 lb）A4 尺寸文件。因此，適當的更換壽命可能因其他文件類型而異。

滾輪組件

說明

清潔液 F1

清潔布

件號 備註  

PA03656-0001

PA03950-0352

PA03950-0419

使用壽命：一年或 200,000 張*1

（適用於 ScanSnap iX1500 或 iX500）
100 ml 瓶裝
用於制動輪和進紙輪
24 件裝
用於制動輪和進紙輪

清潔紙巾 CA99501-0012
10 張
將此不織布與清潔液 F1 一起使用

耗材

•ScanSnap  •歡迎指南  •安全須知  •AC 電源線  •AC 變壓器  •USB 線  •收據指南

*建議使用我們的正版產品耗材。使用非正版產品耗材所導致的本產品故障和損壞，即使在保固期限內仍然需要支付維修費用。

©2018 年 PFU Limited 在某些國家所印製 2018.8 U-207 SZX 50S

富士通（Fujitsu）旗下的 PFU Limited 公司已確定本產品符合 ENERGY 
STAR® 能效規範。ENERGY STAR® 是美國的註冊商標。 

智慧掃描
前進未來

可能因地區而
其他外部附件。



一機整合所有文件

加強使用性和功能性

ScanSnap Home

iX1500 配備 4.3 吋觸控螢幕，可提供易於使用的簡單圖示介面，以及直
覺式使用者體驗。

ScanSnap 首款4.3吋觸控螢幕介面

掃描簡單好上手

只需開啟上蓋，即可開始使用 ScanSnap。以每分鐘 30 張的速度輕
鬆掃描單面和雙面文件。
*影像品質：「最佳模式」（300 dpi 彩色／灰階；600 dpi 黑白）

快速建立檔案

完美滿足您的需求
隨時隨地皆可掃描

可掃描任何文件

每當灰塵檢測到可能導致條紋影像的灰塵時，皆會在觸控螢幕上以及 

ScanSnap Home 收到通知。事前的維護通知讓您能夠減少耗時重新掃描
的麻煩。

維護通知節省寶貴時間

iX1500 隨附用於多個帳戶的軟體*1授權*2，讓您能夠與家庭成員和公司同
事共享使用一台主機。
*1 ScanSnap iX1500 隨附多個授權：4 個用於 ScanSnap Home、4 個
用於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以及 1 個用於 Nuance（
Win/Mac）。
*2 可購買用於 ScanSnap Home 的額外授權。

與所有人共享使用您的 ScanSnap

文件
透過簡易存取標籤，可快速找出您上週所儲存的食譜或會議
議程。

收據
追蹤您每個月的消費習慣，方便隨時查看。

透過手動掃描模式，可掃描大於一般 A4 尺寸的文件（需要對摺成一
半）、信封等。原先難以在普通掃描模式下掃描的文件，現在可進行
掃描而沒有任何問題。

使用具有存取點連接模式的現有 Wi-Fi 環境，將 iX1500 連接到您的家用和辦公室電腦或
智慧型裝置*1（iOS 和 Android 作業系統皆可）。在無 Wi-Fi 的環境中，由於掃描器本身
可用作存取點，因此也可能使用直接連接模式連接。
*1 使用智慧型裝置時，需要 ScanSnap Connect Application。

無線基地台連接模式

ScanSnap Home 會使用您掃描文件上的文字（如商店和公司
名稱）建議檔案名稱。不僅資訊摘錄的準確性會隨著您所掃描的
內容增加，而且對檔案名稱所做的編輯也會學習以供日後命名建
議。

命名檔案更快速
ScanSnap Home 提供簡單而強大的功能，可使用資料夾、標
籤及關鍵字整理和搜尋您的所有文件類型。現在，您可以比以往
更輕鬆找出資訊。

輕鬆找出檔案

輕鬆掃描大量內容

透過一系列智慧自動影像處理功能，可掃
描從彩色相片到雙面橫向文件的大量各種
類型文件。
總而言之，這些功能讓您能夠自信掃描而
無須調整任何設定。

•自動顏色檢測 •自動尺寸檢測

•空白頁面刪除•自動旋轉•歪斜校正

收據和名片不再麻煩
透過全新收據導板，毫不費力即可掃描小
型文件。無須擔心需要固定以往會捲起或
歪斜的收據和名片，即使閤上蓋子，其設
計也可大幅減少按下掃描按鈕之前的文件
處理，便於操作。

多功能紙張處理
透過專業級進紙技術和超音波感
應器，ScanSnap 可輕鬆處理多
頁文件，還可檢測和提醒使用者
多頁進紙錯誤。

制動輪

彩色 灰階 黑白

直接連接模式

ScanSnap iX1500 全新 ScanSnap Home 可將您喜愛的所有功能整合到一個介面中。在一個應用程式中，即可輕鬆管理、編輯和利用掃描自文
件、收據、名片、相片等的資料。可自動辨識文件並依據文件類型（收據、相片、名片等）分組。

用於全文件管理的完善先進軟體

名片
ScanSnap Home 的智慧自動校正功能可使管理名片聯絡資訊過程
變得簡單完美，為您減少手動作業。請立即透過依據公司名稱等的
軟體所整理掃描的資料諮詢您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