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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扫描仪的安装与设定 

设备清点： 

安装该型号扫描仪前，请确定所有的附件都齐全： 

  

1 平台式扫描仪 

2 接口电缆 

3 电源适配器 

4 紫光三包卡 

5 快速安装指南 

6 扫描仪驱动程序，用户手册光盘 

7 合格证 

 

 

 

 



 

安装与设定扫描仪  

步骤一： 扫描仪保护锁 

您所购买的扫描仪设计有一保护锁，用于搬运过程中保护光学组件。此保护锁开关位于扫

描仪机体的正下方（如图）。 

 

注意：1. 请确认在开始扫描工作或设定前，扫描仪是平稳的放在平面上，开始扫描前，请

确定保护锁位于开锁状态（见图 1）。 

         

        图 1                                     图 2 

2. 在搬动扫描仪前，请务必先关机，再将保护锁推到锁定位置（见图 2），以避免搬运过



程中对扫描仪内部光学组件造成伤害。 

3．该型号扫描仪是 USB 接口扫描仪，用户请注意：请先安装驱动软件再安装硬件。 

 

步骤二： 安装软件 

在 PC(MS Windows 系统)操作系统下的安装： 将扫描仪驱动程序放入光驱，安装光盘将自

动运行，并弹出安装界面。请按以下步骤安装： 

1. 用鼠标单击“安装扫描仪驱动程序”按键，系统开始进行安装程序的准备；接下来出

现“欢迎安装 Uniscan A688”界面，请点击“下一步”按键后继续。 

 

 

 

2. 确定要安装设置后，请点击“安装”，系统自动开始安装驱动程序；显示安装完毕后点

击“完成”，就完成了驱动程序的安装。请注意：安装好驱动程序后，再连接上扫描仪。 



 

 

如果您的计算机光盘无法自动运行，请依下列步骤进行安装： 

1．从任务栏的“开始”菜单，选取运行命令。 

2. 在“运行”对话框的“打开”栏输入“DRIVE:\Setup.EXE”。 DRIVE 是您的光驱的盘符，

如“E”，然后按确定，即可出现安装界面，您可参照屏幕提示进行驱动程序及应用软件的安装。 



 

步骤三： 连接您的扫描仪和计算机 

1. 将电源适配器的一端连接到扫描仪主机后面板上的电源插口。 

2. 将电源适配器的另一端插入合适的电源插座。 

3. 将 USB 连接电缆的一端连接到扫描仪主机后面板上的 USB 接口。 

4. 将 USB 连接电缆的另一端连接至您的计算机的空闲 USB 接口。 

   (注：电源插座应装在设备附近，而且应便于触及到) 

 

 

测试扫描仪 

下述的测试程序是用来测试计算机和扫描程序是否能与扫描仪配合，测试前，请先确定所

有接线都已接好。 

 

请按下面步骤对扫描仪进行测试扫描： 

1. 掀开扫描仪的盖板，将扫描稿面朝下平放在玻璃上。（将文件或图片面朝下放置在扫描

仪的玻璃上） 

2. 轻轻盖回盖板。 



3. 开启扫描仪的图像编辑程序，于 windows 下按开始/程序/Adobe Photoshop（或其它图

像编辑程序）。  

4. 当 Adobe Photoshop 程序开启后，请按/文件/导入/ Uniscan A688。 

5. 此时 Uniscan TWAIN 窗口即开启。 

6. 假如屏幕上出现图像(如下图)，表示您的扫描仪安装正常。 

 

 
 
 
 
 
 
 
 
 

 
 
 
 
 
 
 



 
 

二.扫描仪的使用与维护 
您的扫描仪可扫描 A4 幅面的印刷品。但有些应用软件可能会限制扫描范围。另外计算机内

存大小，及硬盘剩余空间也会限制实际的扫描区域。 

操作扫描仪有两种方法： 

1. 经由图像编辑软件，从扫描仪获取图像。 

2. 经由 HotKey_A688，此软件是安装扫描仪驱动安装光盘软件时一并安装到您的计算机上

的。 

    HotKey_A688 这个程序让您轻松地直接扫描图像与文稿，而无须直接开启图像编辑软件来

执行，也包括复印的功能。 

使用扫描仪上的功能按键 

注意：在使用扫描仪功能按键之前，需要提前安装驱动程序所带的应用程序 HotKey_A688,

否则部分按键无法使用。 

您所购买的扫描仪上设计有四个功能按键，按下任一按键即会开启相对应的功能，让扫描

工作更简单、快速及得心应手。 

按键的原始设定是依据常用的扫描工作来制定。您亦可以在 HotKey_A688 窗口内变更设定，

以更符合您的每一次扫描需求。 

 

OCR 文字识别按键 

注意：在调用 OCR 功能之前需要先安装好 OCR 识别软件。 

用 OCR 软件编辑扫描的图像，利用 OCR 按键来扫描印刷文字稿件，然后再转成您的文档软

件可读出的文字，这样一来可节省您重新打字的时间。OCR 识别软件将扫描的图像文件转成文

字文件，可供文字处理软件进一步浏览、编辑和储存。 

1．将文件或图片面朝下放置在扫描仪的玻璃上。 

2．按下扫描仪上的 OCR 按键。 

3．HotKey_A688 中的【文字识别】 界面将会自动出现。请参见“三、扫描仪按键设定”。 



4. 此时您可视需要做其他调整。确定后按该界面的  按键，进行扫描。 

5. 您即可用 OCR 软件编辑扫描的图像或文字。 

 

E-Mail 电子邮件按键 

1．将文件或图片面朝下放置在扫描仪的玻璃上。 

2．按下扫描仪上的 Mail 按键。 

3．HotKey_A688 中的 【邮件】 界面将会自动出现。请参见“三、扫描仪按键设定”。 

4．此时您可视需要再做其他调整。确定后按该界面的  按键，进行扫描。 

5．您的电子邮件软件会自动开启，并产生一封新邮件，内含此扫描图像的插入附件。 

 

Copy 复印按键 

注意：打印机硬件和驱动程序必须事先安装好，扫描仪的 Copy 按键才能起作用。 

1．将文件或图片面朝下放置在扫描仪的玻璃上。 

2．按下扫描仪上的 Copy 按键。 

3. HotKey_A688 中的 【复印】 界面将会自动出现。请参见“三、扫描仪按键设定”。 

4. 此时您可视需要做其他调整。确定后按该界面的  按键。 

5. 扫描文件或图片即自动传送至指定的打印机打印出来。 

 

Scan 扫描按键 

1．将文件或图片面朝下放置在扫描仪的玻璃上 

2．按下扫描仪上的 Scan 按键。 

3．HotKey_A688 中的 【扫描】 界面将会自动出现。请参见“三、扫描仪按键设定”。 

4. 此时您可视需要做其他调整。确定后按该界面的  按键。 

5．扫描仪即可按您的设定进行扫描。 

 

 



 

维护 

为了让您的扫描仪能顺利操作，请花些时间详读以下的保养小秘方。 

 避免在灰尘多的环境下操作扫描仪，如果不用扫描时，记得将盖板盖上。灰尘或异物

可能会对机件造成损坏。 

 不要试图拆卸扫描仪。一来会有触电危险，二来会让您的产品保修失效。 

 不要让扫描仪受到过于剧烈的震动，如此可能会损坏内部零件。 

 避免撞击或敲打扫描仪的玻璃面板，因为玻璃脆弱易碎。 

 如欲清洁玻璃面板，找一块柔软无棉絮的布，喷上一些温和的玻璃清洁剂，然后轻轻

地擦拭玻璃面板。请勿将清洁剂直接喷在扫描仪的玻璃面板上，勿使液体流入扫描仪

内部。过量的溶剂残留会弄花玻璃面板或使之起雾，甚至会损坏扫描仪组件。 

 您的扫描仪的允许操作温度是在摄氏 5°C 至 35°C， 佳操作温度是摄氏 25°C。 

 

 

 
 
 
 
 
 
 
 
 
 
 



 
三.设定扫描仪按键 

在开始设定前，请确认 HotKey_A688 图标是否有出现在您电脑桌面上，当您安装了驱动程

序后，它会自动出现在桌面上，若无，请依下列步骤先开启 HotKey_A688 程序： 

用鼠标单击 Windows 开始/程序/A688/HotKey_A688。 

设定【文件】按键 

1．以鼠标双击 HotKey_A688 图标，即开启 HotKey_A688 窗口 

 

2．以鼠标单击【文件】, 即出现如下图的窗口 

 

3． 如果您想对扫描的图像进行更多的设置，请在此界面进行下列设置： 

选择扫描仪：此选项供您选择所用的扫描仪。 

扫描模式：此选项告诉扫描仪您想扫描什么，有 Color, Gray, B/W 三种模式供您选择。 

图像质量：此选项供您选择扫描的图像的分辨率，下拉式菜单出现如下项目可选，各是



50,100,150,200,300,400,600,1200dpi。 

扫描区域：此选项表明扫描区域的大小是 A4。 

4.您还可以在此窗口设置保存扫描图像的文件名，保存类型等功能。 

5.如果您想将图形自动存档到当前日期的文件夹中，请在 

 框中勾选。 

 
 

 

 

 

 

设定【应用程序】按键 

1. 以鼠标双击 HotKey_A688 图标，即开启 HotKey_A688 窗口 

2. 以鼠标单击【应用程序】, 即出现如下图的窗口 

 

3. 您可以设置链接扫描的图像到某一个指定位置。 

4. 其他设置请参考 【文件】界面设置的第三、四、五部分。 



设定【传真】按键   

1. 以鼠标双击 HotKey_A688 图标，即开启 HotKey_A688 窗口 

2. 以鼠标单击【传真】, 即出现如下图的窗口 

 

3.此界面的设置选项跟其他界面有所不同，扫描来源，扫描模式，图像质量，扫描区域都只有

一种固定的模式。 

 

 

 

 

 

 

 

 



 

设定【邮件】按键 

1． 以鼠标双击 HotKey_A688 图标，即开启 HotKey_A688 窗口 

2． 以鼠标单击【邮件】, 即出现如下图的窗口 

 

3.其他设置请参考【文件】界面设置的第三、四、五部分 

 

 

 

 

 

 

 



设定【复印】按键 

1. 以鼠标双击 HotKey_A688 图标，即开启 HotKey_A688 窗口 

2. 以鼠标单击【复印】, 即出现如下图的窗口 

 

3.其他设置请参考【文件】界面设置的第三部分。 

4. 您还可以设置打印机的属性，调整页面大小，打印份数，选择打印机类型，打印质量和打印

模式。 

 

 

 

 

 

 

 

 



设定【文字识别】按键 

1. 以鼠标双击 HotKey_A688 图标，即开启 HotKey_A688 窗口 

2. 以鼠标单击【文字识别】, 即出现如下图的窗口 

 

3.其他设置请参考【文件】界面设置的第三、四、五部分 

 

 

 

 

 

 

 

 

 



 

设定【设置】按键 

此界面是用户自定义功能，通过该界面，您可以选择除了扫描仪机体上四个按键功能  (E-Mail, 

Scan, OCR, Copy)以外的其他功能，如 Fax, Application。 

1. 以鼠标双击 HotKey_A688 图标，即开启 HotKey_A688 窗口 

2. 以鼠标单击【设置】, 即出现如下图的窗口 

 
3. 在此界面上您可以进行按钮链接。 点击 E-mail 下拉菜单，会出现六个选项 ：Mail, File, 

Application, Copy, OCR, Fax，选择 Fax，当您按下扫描仪上的 Mail 按键时，就会出现 【传

真】的设置界面，您可以在此界面进行更多的设置，按 HotKey_A688 上的 Scan 按键，就可以用

传真功能传送扫描的图像。同样的，点击该界面 OCR 的下拉菜单，您可以任选一个，如果您选

择的是 Application，当您按下时扫描仪上的 OCR 按键时，就会出现【应用程序】的设置界面，

以此类推，通过该界面您可以在四个功能按键上使用 Mail, File, Application, Copy, OCR, Fax

六种功能。 

 

 



 

四、Twain 界面 
您可以使用此扫描仪附带的扫描软件或其它可接受扫描数据的程序通过TWAIN 这个标准驱

动程序来进行扫描。您可以从TWAIN窗口调整设定选项，界定扫描图像品质。下面章节描述TWAIN

窗口，当您从与 TWAIN 兼容的扫描程序或图像编辑软件中，按下开始扫描或扫描输入按钮时，

这个窗口即自动跳出。 

本型号扫描仪的“用户界面”提供两种工作模式------简单和高级  

（一）简单模式   

 

 [选择]按钮，当此工具选取时，在预览窗口单击并拖曳鼠标左键，就可定义扫

描区域。 

 [移动]按钮，当此工具选取时，在预览窗口单击并拖曳鼠标左键，就可移动选

取区域。 



 [对称]按钮当此工具选取时，图像会以中心垂直线为准左右调换 

 

 [向左旋转]按钮当此工具选取时，图像会逆时针旋转 90°，这个功能对文档扫

描都起作用。 

 [向右旋转]按钮，当此工具选取时，图像会顺时针旋转 90°，这个功能对文档

扫描起作用。 

 [缩放]按钮，预览窗口中单击左键即可放大, 多可以放大四倍。 

 [多任务]按钮，用户可以选择多个扫描区域进行扫描，并对每个扫描区域单独

设置扫描参数，（如扫描的颜色模式，扫描解析度，是否去网纹等）， 多支持八个扫描任务。 

 [设置]按钮，打开[设置]对话框。从此对话框中，你可以从“初级”模式中事

先设定单击扫描配置的扫描图标。 

 
 
 
 

 [帮助]按钮，打开 TWAIN 的联机帮助。 

在“初级”模式中，你可以根据你需要的输出类型，单击默认五种图标之一的类型去扫描。  

这五种图标为：扫描照片，扫描杂志，为 OCR 扫描，为 Internet 扫描以及自定义。 

 扫描照片 

 扫描杂志 

 为 OCR 扫描 

 为 Internet 扫描 

 用户自定义 

 预览按钮，按下该按钮，您可以将来源稿件扫入 TWAIN 窗口中的预览区域内，

这让您可以更改扫描区域范围，并让您预知扫描出来的图像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二）高级模式 

在高级模式中，你可以为特殊的情况设定特定的设置 

 

 

 

亮丽色彩，扫描后的图像比原来的图像绚丽 

专业色彩，扫描后的图像显示其真实的色彩 

 

 

 



 

1．通用窗口  

 
 

通用窗口提供以下通用的配置选项： 

色彩模式  

色彩模式决定了从原稿中收集颜色信息的数量。您可以根据原稿的内容－彩色或黑白－以及扫

描结果的用途来选择合适的选项：彩色显示、黑白打印、OCR等等。您的选择也会影响文件的大

小。真彩色的文件 大，其次是灰阶文件， 小的是黑白文件。当更改此选项时，请注意信息

栏中显示出来的文件大小：真彩色图像比灰度图像大3倍，比黑白图像大24倍！  

彩色48 位  

您的扫描仪可按“彩色48位”对图像进行扫描。这样就加大了颜色和色调的可变化范围，

从而使您所扫描的图像具有更为流畅多彩的外观效果。  

“彩色48 位”在许多应用程序下是无效的，因为当前只有少数应用程序诸如Adobe PhotoShop能

接受48位的图像数据。您的扫描仪会根据不同的应用程序给你不同的选择。 

 



彩色24 位  

此色彩模式也会从原稿中收集大量的颜色信息，高达大约 1670 万颜色！当原稿是彩色的

并且您希望以彩色显示、打印或编辑原稿时，选择此选项。  

灰阶16位和灰度8 位  

如果您的相片是黑白的，或扫描的是彩色图片，可是想要使用黑白打印机来打印，请使用

这个模式。8位模式较16位模式扫描后的图像品质低，但扫描后得到的文件较小，请您依自己

需求选择。 

黑白二值  

如果您扫描的是文本，或是没有彩色或灰阶的黑线条型图片- 请选择这个模式。  

分辨率  

分辨率决定了从原稿中所收集的信息的精细程度。此扫描仪分别有 50，100，150，200，300，

400，600，1200，2400,4800dpi和自定义选项供您选择。若选择自定义选项，会出现一个窗口，您

可填入50至24000之间的任何一个分辨率整数，若选择的数字不在此范围内，会出现以下的提示：

请输入一个整数介于50和24000之间。若文件大小超过1.7G，会提示用户重新选择较低的解析度或

者选择一个小的选择框。分辨率越高，越精细。请根据扫描结果的用途来选择。在通常情况下，我

们建议采用较低分辨率，因为分辨率会影响扫描速度与文件大小。当采用真彩色或灰阶模式时，使

用（100~200dpi）这样的低分辨率也已超出大多数打印机和显示器所能显现的能力。调整分辨率时，

请注意信息栏中的文件大小。我们建议您针对不同的文件类型尝试下列设定模式： 

扫描稿件类型 分辨率(dpi) 

文字﹝打印用﹞  300  

文字﹝传真用﹞  200  

文字﹝OCR用﹞  300  

黑白或灰阶图像 150  

彩色图像或照片 150  

 



100 dpi  

适于将演示文稿或网页上原稿以相同大小显示在屏幕上。如果您想要将较大的图像缩小，以便

放到报告或演示文稿中并使用一般的彩色或黑白打印机(打印分辨率为300~360dpi)来打印，也

可以使用这种分辨率。 

200 dpi  

适于将小图像以大尺寸显示在屏幕上，或想用彩色或黑白打印机(高达720dpi)打印任意尺寸的

图像。同时对于OCR清晰文本(超过10pt)，也可采用200dpi (在黑白扫描模式下)。对于小文本

则采用300dpi。  

300 dpi  

如果品质很重要，并且您发现较低的分辨率不敷使用时，不管是多大的图像也不论何种用途，

都请选择300dpi。若要得到 佳的OCR 结果，也请使用300dpi (在黑白扫描模式下)。  

超过300dpi  

除非您有特殊理由需要选择更高的分辨率，否则我们建议您不要选取此选项，因为所产生的文

件将会非常大，并占用很大的硬盘空间。 

 

去除网纹  

这里提供四种模式供您选择， 

1． 不设定，指不选择去除网纹功能 

2． 精致印刷，指为精致印刷品设定去除网纹的模式 

3． 杂志，指为杂志设定去除网纹的模式 

4． 报纸，指为报纸设定去除网纹的模式 

 

去除网纹是用来减少网纹图案的影响。虽然并不总是很明显，但网纹图案会影响扫描图像的品



质。根据其严重程度，这些网纹可能会在图像上形成双重波浪或图案，或仅使图像变模糊。网

纹是由于视频卡发送的像素和屏幕像素未能完全对齐而导致的一种干扰。它们出现在所有彩色

扫描显示中，通常会影响打印图像和文本的扫描，另外，与低分辨率扫描相比，对高分辨率扫

描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网纹图案在扫描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无法彻底去除，除非显示器技术取得巨大的发展。如果

扫描的图像上重叠有波形、波浪、斑点或其他奇怪的图案，请选择“去除网纹 ”并重新扫描，

以便消除此现象而得到清晰的图像。  

之所以产生网纹，是由于扫描仪使用半色调像素进行扫描，而屏幕不能很好地显示。执行去除

网纹时，将以全色调像素替换半色调像素。高级「去除网纹」适用于在 Matt（不透光）抛光纸

或普通纸上打印的对象，而低级「去除网纹」适用于光泽照片等原稿。使用“去除网纹”的一

个副作用是降低了扫描图像的品质，应尝试多种不同的设定，直到找到能够在品质和清洁度之

间达到 佳平衡的设定。  

请注意：3200dpi以上没有去网纹的功能，因为 3200dpi以上去网纹没有很好的效果。对于黑白、

灰阶16位和彩色48位没有去网纹功能。 

 

扫描尺寸  

有以下选项可供你选择 

 

根据您需要输出（打印）的纸张尺寸选择扫描尺寸。您也可以通过裁切来调整预览窗口中的扫

描尺寸，此时扫描尺寸会设定为 “自定义”。  

自动剪切  

自动剪切功能在默认状态下是无效的。选择此选项，表示您将允许扫描仪自动确定正在扫描的

图像或文稿的尺寸。当选择 “自动剪切”时，扫描仪会通过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侦测扫描文

稿的尺寸，接着执行扫描动作。如果您想在扫描时运用此功能，只需简单地在设置栏中勾选 “自
动剪切”即可。 

 



自动调整  

 

勾选这个方块会自动调整色阶分布，使图像更清晰。原理是加大色调间的差异来达成这种效果。  

 

2．图像调整  

 

图像调整适用于变更您特定输出的图像品质和色域。当您满意所作的调整，通过单击“ 保存”

选择文件名称和目录，您可以保存设定好的配置，以方便以后使用。图像调整包含四个选项屏

幕： 基本调整，曲线，直方图和HSB。 

 基本调整  

基本调整让你调整输出图像的亮度，对比度，GAMMA和清晰度。  

  

亮度  

这是扫描时投射到稿件的光源量，范围是从–127 到127。增加亮度会使扫描图像变亮，图像会

有被“洗掉”的感觉；而降低亮度可让较淡或模糊的字迹稍微清晰些。移动滑块可以调整整个

图像或所选颜色的亮度。  

 

 



对比度  

对比越高，图像越清晰；对比越低，图像越模糊。对比调整改变图像的色调值范围，降低中间

色调，提升高低两头色调，即提高图像对比。一般利用对比来消除黑白或灰阶扫描时出现的图

像噪声或暗影，或是在彩色扫描时“洗净”图像。移动滑块可以调整整个图像 或所选颜色的对

比度。此功能不适用于艺术线条或其他纯黑白扫描图像。 

Gamma  

移动Gamma滑块将影响在显示器上看到的图像颜色。虽然默认的 Gamma 设定对于多数扫描来

说都是理想的设定，但计算机并不能总是从扫描硬件接收精确的颜色信息，因而可能会产生某

些失真。通过修改整个图像或所选颜色的 Gamma 设定，您可以取得希望的逼真色彩。  

清晰度  

  如果您选择黑白扫描模式，移动滑块可调整黑白图像更锐利和模糊。 
  如果您选择了灰阶或彩色模式，有三种锐利度选项供您选择来改变图像清晰度，分别是： 
  无锐化，锐化，强锐化。 
 
 
 
 
 

 曲线  

 

选择曲线图来显示红、绿和藍曲线。混合色则以黑色曲线来表示。 注意：更改颜色曲线会影响

整个扫描仪输出的结果。 



直方图   

 

直方图显示图像中红色、绿色、蓝色、灰度、色调、饱和度、和/或亮度值的分配柱状图。横轴

代表从黑到白的图像亮度值（0 到255）。纵轴代表每个值的像素数量。对于一个亮度等级，当

其中一个值包含许多像素时，相应的线条会很高；当像素很少时，线条接近横轴。在暗色图像

中，大多数像素会聚集在左侧。如果图像太亮，像素聚集在右侧。  

 HSB(色调,饱和度和亮度)  

 

 

饱和度是图像中显示的颜色强度或纯度。颜色强度是指颜色距离灰色阴影的程度；0代表灰色，

而255代表 强的颜色。 

色调是指颜色在标准色盘上的位置。当值为0时，颜色与原始图像一样。更改色调时，颜色位置

将沿着色盘旋转一定的角度。例如，选择色调值30时，颜色位置将逆时针旋转30度，而色调值



300表示顺时针旋转60度。很明显， 小色调值是0， 大色调值是360，它们会根据色盘将图像

的所有颜色分别变成正好相反的颜色。 

亮度是扫描时投射到稿件的光源量，范围是从0到255。增加亮度会使扫描图像变亮，图像会有

被“洗掉”的感觉；而降低亮度可让较淡或模糊的字迹稍微清晰些。移动滑块可以调整整个图

像或所选颜色的亮度。 

 

 

   

3．关于驱动 
此窗口告诉用户关于驱动的信息，如型号，版本，生产商。 

 
 

 

 

 

 

 

 

 



附录：规格 
Uniscan A688 Specification 

                                                                                           

参数项 参    数    值 

扫描仪类型 平台式扫描仪 

接  口 USB 2.0 

扫描幅面 反射稿 216 mm×297mm 

光学分辨率 4800dpi（V）×1200dpi（H） 

大分辨率 24000dpi（V）×24000dpi（H） 

色彩描述 
 彩色：24 位，48 位 ； 
灰阶：8 位，16 位 ； 
黑白/文本：1 位 

光源 冷阴极荧光灯管 

驱动 标准 TWAIN 

功  耗 15W 

工作电压 AC  220V ±10% ，50 Hz 

电源 稳压电源 DC12V  1.25A 

按鍵                   OCR  E-Mail  Copy  Scan  

操作温度 5℃ - 35℃ 

操作湿度 20%-80% RH 

扫描仪尺寸 461mm(L) ×298mm(W) × 60mm(H)  

净  重 2.2kg 

小系统要求  

计算机类型 PC（IBM PC 或奔腾兼容机） 
CPU 200MHz 
RAM 64 MB 

硬盘空间 200MB     
显卡 真彩显示卡 

接口类型 USB 2.0/1.1 接口 
操作系统 Windows 98/Me/ 2000 /XP Profess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