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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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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注意事項，並按照指示使用本裝置。

關於 ScanSnap 的資訊，請瀏覽我們的網站：http://scansnap.fujitsu.com/
請勿將本裝置放置於潮濕、有蒸汽、多塵埃或油煙之處，
以免引發觸電、火災或使本產品受損。

安全注意事項

ABBYY 和 FineReader 是 ABBYY Software, Ltd. 之商標，可能已在某些轄區註冊。ABBYY™ FineReader™ Engine ©2011 ABBYY.OCR by ABBYY。
Evernote 是 Evernote Corporation 的註冊商標或商標。Google 和 Google Docs 是 Google Inc. 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Intel、Pentium、和 Intel Core 是 
Intel Corporation 在美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ISIS™ 是 EMC Corporation 在美國的註冊商標。Mac、Mac OS、Mac 標誌和 iPhoto 為 
Apple Inc. 的商標。Microsoft、Windows、Windows Vista、Excel、PowerPoint 和 SharePoint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國與/或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註冊商
標或商標。Word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國的產品。PowerPC 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在美國與/或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註冊商
標或商標。Salesforce 與 Salesforce CRM 是 salesforce.com, inc. 在美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註冊商標或商標。ScanSnap、ScanSnap 標誌、ScanSnap 
Manager、ScanSnap Organizer 與 CardMinder 是 PFU LIMITED 在日本的註冊商標或商標。其他公司名稱和商品名稱分別是其所屬公司之商標或註冊商標。

根據適用的著作權法和其他法律規定，本掃描器僅針對可合法複製材料製作數位文件。本掃描器的用途由 ScanSnap 
使用者自行負責。使用本掃描器時，ScanSnap 使用者必須遵守當地所有適用的法規（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法）。

ABBYY™ FineReader™ Engine ©2011 ABBYY. OCR by ABBYY
ABBYY and FineReader are trademarks of ABBYY.

PFU LIMITED（富士通公司）確定本產品符合 ENERGY STAR® 的節能準
則。ENERGY STAR® 是美國的註冊商標。

型號

掃描器類型

光源 3 色 LED（紅/綠/藍）

最大尺寸：216 x 863 mm（300 dpi 或以下）

A4、A5、A6、B5、B6、名片、明信片、Letter、Legal
與自訂紙張大小（最大尺寸：216 x 360 mm，
最小尺寸：25.4 x 25.4 mm / 自動識別紙張大小

使用文件護套可以掃描 A3、B4、double letter 和
相片，以及上面所列的文件尺寸。

光學解析度 600 dpi

紙張設定 正面朝上

介面 USB 2.0（相容 USB 1.1）
電源 鋰電池 (3.7 V / 720 mAh)

紙張重量（厚度）

52.3 到 209.3 g/m2（直接進紙通道）
52.3 到 80 g/m2（U 型進紙通道）
名片
直向或橫向（直接進紙通道）
非凸字：0.76 mm 或以下
凸字：0.76 + 0.48 mm（符合 ISO7810）

影像感應器

自動模式（預設）
普通模式 (150 dpi）
精細模式 (200 dpi）

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
（使用文件護套）
長頁掃描

超精細模式 (300 dpi）
最佳模式 (600 dpi）

CIS （接觸式影像感應器）x1

操作環境
溫度：5 到 35 °C
相對濕度：20 到 80%（非冷凝）

掃描模式 彩色、灰階、黑白、自動（彩色/灰階/黑白檢測）

Intel® Core™ i5 2.5 GHz 或以上
4 GB 或以上

CDF（連續進紙），單面進紙雙向紙張通道
（直接進紙通道、U 型通道）

2,690 MB 或以上的可用硬碟空間

耗電功率
操作期間：4.7 W 或以下
休眠模式期間：2.2 W 或以下
自動待機（關閉）模式期間：低於 0.5 W

驅動程式
ScanSnap 專用驅動程式
Windows®：不支援 TWAIN / ISIS™
Mac OS：不支援 TWAIN

掃描速度
（A4 直向）

文件大小

5.2 秒/頁

20.4 秒/頁

ScanSnap iX100

入門指南     Set-up DVD-ROM     USB 纜線

 一般規格

相容的作業系統

驅動程式/
應用程式

硬體需求

ScanSnap Manager V6.3
ScanSnap Organizer V5.2
CardMinder™ V5.2

顯示器解析度

DVD-ROM 光碟機
USB 連接埠

硬碟空間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5.0

CPU
記憶體

Scan to Microsoft SharePoint 

Windows® 8 / 8.1
（32 位元版/64 位元版）

Windows® 7
（32 位元版/64 位元版）

Windows Vista™
（32 位元版/64 位元版）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800 x 600 像素或以上1,024 x 768
像素或以上

用於安裝
USB 2.0 / USB 1.1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4 GB 或以上

支援

 ScanSnap iX100 的系統需求

驅動程式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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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Snap Manager V6.3 
（不支援 TWAIN / ISIS™）

ScanSnap Manager V6.3 
（不支援 TWAIN）

 軟體

 隨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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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掃描
260 頁
（A4、彩色、單面、300 dpi、以電池供電運作）5

1

8

7

電源需求 5 V / 0.5 A（x 1 連接埠）

尺寸（長 x 寬 x 高） 273 x 47.5 x 36 mm
裝置重量 400 g 
環保標準 符合 ENERGY STAR® / RoHS
多頁進紙檢測 無

1 根據所使用的系統環境，掃描速度可能有所不同。掃描速度是指在預先進紙並按下 [掃描] 按鈕之後，從「開始進紙」到
「完成輸出文件」的時間。如果是從「按下掃描按鈕」開始計算，則必須加上暖機時間。暖機時間：從備妥狀態：低於 2 秒 / 
從進紙槽蓋子關閉狀態：低於 3 秒 2 測量長度為 148 mm 左右或以下的文件將以「超精細模式」進行掃描，而其他文件則
會以「精細模式」掃描。3 每次掃描 A3、B4 或 Double letter 尺寸的摺疊文件時，會自動結合兩個跨頁。只有在文字或圖
片跨越兩個頁面時，才會自動結合影像。4 iX100 能夠掃描長度超過 A4 尺寸的文件。除了「最佳模式」外，其他模式均可使
用此功能。5 當裝置充滿電力並透過 Wi-Fi 連接至電腦時所掃描的文件頁數。掃描的文件頁數會因使用的系統環境，使用
方法以及多次充電而改變。6 只有使用產品隨附的 USB 纜線，才能保證配備 USB 3.0 的電腦能以 USB 2.0 運作。7 使
用電池運作時。8 當進紙槽關閉時。

1 需要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2 需要 Service Pack 2 或更新版本。3 如需最新支援資訊，請參閱 ScanSnap 首
頁。4 若連接的電腦不符合此需求，ScanSnap 裝置可能無法正常運作。5 若不符合建議 CPU、記憶體容量和 USB 1.1 
的需求，掃描速度可能會下降。6 如果系統中並未安裝 Microsoft .NET Frmework 3.5 SP1，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SP1 將會和 ScanSnap Manager 或 ScanSnap Organizer 一起安裝（需要 500 MB 的硬碟空間）。7 當 ScanSnap 連接
至 USB 3.0 連接埠時，此連接埠將以 USB 2.0 連接埠運作。根據上述軟體製造商的支援期間和政策而定，系統需求可能
會有所不同。

 Mac OS

Intel® Core™ i5 2.5 GHz 或以上

1,930 MB 或以上的可用硬碟空間

相容的作業系統

驅動程式/
應用程式

硬體需求

ScanSnap Manager V6.3
ScanSnap Organizer V1.1
CardMinder™ V5.2

顯示器解析度

DVD-ROM 光碟機
USB 連接埠

硬碟空間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5.0
CPU
記憶體

OS X v10.9 OS X v10.8 Mac OS X v10.7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1,024 x 768 像素或以上

用於安裝
USB 2.0 / USB 1.1

支援 支援 支援4

5

6

6

6 7

21 3

1 建議 OS X v10.9.1 或以上。2 建議 OS X v10.8.5。3 建議 Mac OS X v10.7.5。4 如需最新支援資訊，請參閱 
ScanSnap 首頁。5 若連接的電腦不符合此需求，ScanSnap 裝置可能無法正常運作。6 若不符合建議 CPU、記憶體容
量和 USB 1.1 的需求，掃描速度可能會下降。7 當 ScanSnap 連接至 USB 3.0 連接埠時，此連接埠將以 USB 2.0 連接埠
運作。根據上述軟體製造商的支援期間和政策而定，系統需求可能會有所不同。

1 TWAIN 或 ISIS™ 應用程式無法直接使用。

Windows® Mac OS

ScanSnap iX100 攜行袋
用於 ScanSnap iX100

 選購品
描述 部件號碼 備註

ScanSnap 文件護套 PA03360-0013

PA03688-0001

PA03010-6571
美國、加拿大及台灣
PA03010-6581
歐洲、中東、非洲、英國
PA03010-6591
中國
PA03010-6601
韓國
PA03010-6611
澳洲
PA03010-6621
印度
PA03010-6631
巴西

5 個文件護套
用於 ScanSnap iX500、iX100、S1500、
S1500M、S1100i、S1100

1 此產品專為存放和攜帶 ScanSnap iX100 而設計。請注意：本產品不保證可承受強烈的衝擊和外部壓力而不受損。
2 儘管 ScanSnap 文件護套的預計壽命為 500 次掃描，但可能會因使用方式而有所不同。ScanSnap 文件護套用於掃描
重量在 127 g/m2 或以下的書面文件，並可掃描最大 216 x 297 mm 的對摺文件。

2

1

ScanSnap iX100 軟攜行袋 1 PA03688-0011

電源供應器 依據您購買 ScanSnap 的地點所在
國家及 ScanSnap 的規格，電源供
應器可能不同。

 耗材

F1 清潔液 100 毫升瓶裝
用於清潔滾輪

描述 部件號碼 備註

清潔紙巾 PA03950-0419

PA03950-0352

1 包（24 張）
用於清潔滾輪

1 2

新功能
世界最輕量的小尺寸機身

同級產品中最快速的行動掃描器

無需手動切換 Wi-Fi 模式
以電池運作無需連接電源線

雙掃描 — 同時掃描 2 份小尺寸文件
自動結合 2 個跨頁

隨附軟體
CardMinder (Win / Mac)

簡單、快速、輕巧。
按一下，即可製作 PDF 文件！



Google™ docs

ScanSnap電腦

ScanSnap iX100 軟攜行袋

Mac OS 僅可使用 Microsoft® Word 和 Excel® 。
所產生的影像和文字可能會與原稿不同。

ISO 7810 卡片類型（包含凸字卡）

釋放生產力釋放生產力

無需手動切換 Wi-Fi 模式，隨時隨
地皆可輕鬆掃描
ScanSnap iX100 配備內建 Wi-Fi，可自動偵測及切換至家中、辦公
室或外出時的網路環境。您只需在一開始時做好設定，iX100 即可
直接無線掃描至任何平台，即使是在沒有 Wi-Fi 網路的環境。

自動化功能提供輕鬆的掃描
iX100 具備一組強大的影像處理功能，包括自動歪斜校正、自動方向
辨識及自動顏色檢測。這些功能可免除掃描前的作業，例如多餘的
頁面排序及變更掃描設定，因此能以最輕鬆的方式掃描文件。

攜行袋（選購品）
兩款便利的攜行袋可供 iX100 使用。
（請參閱下一頁「選購品」下方的免
責聲明。）

順利地將紙張文件轉換為 Word、 Excel® 和 PowerPoint® 文件。

名片管理軟體

將您收集的名片掃描成為容易瀏覽的數位名片夾。
將掃描後的名片資料匯入 Excel、Outlook、Address Book (Mac OS) 
及其他資料庫程式以快速參照及應用。

有效地整理掃描後的名片資料

CardMinder™ V5.2 [ Windows® ]

CardMinder™ V5.2 [ Mac OS ]

頂級 OCR 引擎

產生 Microsoft® Word、Excel®、
PowerPoint® 檔案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5.0 [ Windows® ]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5.0 [ Mac OS ]

文件輕鬆連結至雲端服務
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輕鬆掃描到 Evernote、Google Docs、Salesforce、
SugarSync 和 Dropbox，以便隨時隨地從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
機瀏覽。

可快速製作數位文件的新功能

自動結合 2 個跨頁
即使文件尺寸大於 A4 亦可掃
描，無需額外的動作。只需將
大尺寸文件對折，iX100 將在
掃描後自動結合橫跨兩個頁
面的圖片或圖表。

掃描塑膠卡及其他各種文件類型

除了標準紙張類型之外，iX100 可
掃描塑膠卡，例如各種會員卡。

以電池運作無需連接電源線
iX100 無需電源線即可掃描，因此在無電源可用或電源有限時亦可
使用。這款掃描器讓您在有需要時，隨時皆可使用。

使用 CDF 功能掃描雙面文件

連續進紙（CDF 功能）
連續進紙功能可藉由偵測紙張進入 iX100 及離開 iX100，讓您逐一插入紙張，無需按任何額外的按鈕。

將文件頁面朝上放入 iX100，
然後按 [掃描] 按鈕開始掃描。

iX100 將開始掃描該頁面的
正面。

該頁面從掃描器頂部出紙，
進紙通道設定為 U 型進紙位置。

只需重新插入相同的頁面
（出紙時正面朝下），無需按 
[掃描] 按鈕即可開始順暢地
掃描另一面。

掃描完您的文件之後，再次
按下 [掃描] 按鈕結束掃描並將
資料轉換為 PDF 影像檔案。

1 2 3 4 5

雙掃描 — 同時掃描 2 份小尺寸文件  
利用此新功能，您可以同時掃
描 2 份小尺寸文件，例如名片
及收據。只需將文件連續插入
進紙口，即可大幅縮短您的掃
描時間並提升效率。

同級產品中最快速的行動掃描器

iX100 配有內建電池及 Wi-Fi 連線功能，是最快速 A4 進紙掃描器，
其最快能以 5.2 秒/頁的速度、300 dpi 的解析度快速掃描彩色 A4 
文件。
根據 PFU LIMITED 針對內建電池與 Wi-Fi 連線功能之 A4 進紙類型掃描器所做的調查。
（截至 2014 年 4 月 1 日）

世界最輕量的小尺寸機身

iX100 重量僅 400g，而且配有內建電池與 Wi-Fi 連線功能。小尺寸
與輕量的機身讓使用者旅行或外出時便於攜帶。
根據 PFU LIMITED 針對內建電池與 Wi-Fi 連線功能之 A4 進紙類型掃描器所做的調查。
（截至 2014 年 4 月 1 日）

ScanSnap Folder 簡介 [ Windows® ] 
ScanSnap folder 已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建立，
當您在檔案附件選擇對話
框中選擇 ScanSnap folder 
時，即可直接掃描至 
ScanSnap folder。如此一
來，無需事先將資料儲存
於電腦，作業將更流暢有
效率。

適用於標準 ISO 7810 ID-1 卡片類型。

利用「快捷功能表」快速且彈性地
應用掃描的資料
使用者只需在掃描文件後出現的「快捷功能表」中選擇想要執行
的功能。iX100 的「快捷功能表」適合所有人，即使是初次使用者！

兩種可選擇的進紙通道
依據要掃描的文件，iX100 有兩種進紙的
方式。

直接進紙通道
最適合掃描明信片、照片、名片、塑膠卡，
ScanSnap 文件護套（選購品）及一般辦公室
紙張。

U 型進紙通道
最適合掃描一般辦公室紙張，無需額外的空
間供文件輸出使用。

快捷功能表 (Windows®) 快捷功能表 (Mac OS)

進紙導板

輸出
導板 進紙導板

家中

網路基地台
連接模式

網路基地台
連接模式
（IEEE802.1X 
驗證）

直接連接模式

辦公室中 外出時

家中：透過家中路由器的網路基地台連線
辦公室中：透過 IEEE802.1X（網路裝置驗證）連線至安全的 Wi-Fi 
網路

外出時：透過直接連接模式連接（不需要網路基地台）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