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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IBM PC/AT 为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的注册 

商标、MS-Windows, Windows, 及MS-DOS 为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Photoshop为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公司的注册

商标 

版权 

Copyright 2003                                          本手册

任何部分不得以任 

何形式或任何方式复制或转移，无论以电子、机械方式(包括复印或 

笔记) ，也不论目的为何。 



 

重要的注意事项 

♦ 请详阅所有的使用手册。 

♦ 请保管好您的使用手册，以备日后参阅之用。 

♦ 请遵照产品上的标示及注意事项。 

♦ 如须更换零件时，请维修人员务必更换符合防火、防电击、及预防各
种危险等符合安全标准的零件。. 

♦ 使用本产品时，请远离水源及潮湿的环境。 

♦ 请勿任意拆开本机器外壳或是内部封闭的组件，如此可能带来触电及
其它的危险。 

♦ 本机器适合输入 12 伏特的直流电源。 

♦ 请勿将扫描仪放置于不平或倾斜的表面，如此可能对产品造成损害。 

♦ 根据 IEC 7041:1982，操作本机时，环境噪音程度应小于或等于 45分

贝。 

♦ 本产品只能使用标示于铭板上电源类型，才能正常的操作。 

 



 

扫描仪外观图 

前部外观图 

 

 

 

文件盖 

光学玻璃上的塑料盖，可举起或放下以压住文件。请时常保持清洁以达 

较佳的扫描效果。 

光学玻璃 

为一光滑的玻璃平面，用来放置文件以供扫描。 

.扫描，复制，电子邮件及存盘按键 

 



 

后部外观图 

 

 

  
 

 

电源线接头 

在此插入电源转换器。 

4-Pin USB 接口 

扫描仪背光板插座 

此插孔用于插上扫描仪光罩背后的连线 

 

 

 

 

 

 

 



 

 

前方面板按键的功能 

本扫描仪的特色之一为前方面板的四个按键。这四个按键从左至右分 

别是扫描、复制、电子邮件及存盘键。. 

按下相关的面板按键即可将扫描的图像传到电子邮件、文字识别软件 

(OCR)或将图像打印出来，使您的打印机也能发挥像复印机一样的功 

能。 

 

 

扫描–按此按钮可开始将扫描仪内的图像扫描至图像编 

辑应用程序、将扫描仪内的文件扫描至文字编辑应用程 

序、或将图像扫描至 Microsoft Excel。 

 

复制–按下此键，直接将待扫描的文件打印出来。 

 

电子邮件–按此按钮可将图像扫描至电子邮件应用程 

序。 

 

存盘–按此按钮可将图像存在【My Pictures】文件夹 

里。 

 

 

 

 

 

 



 

 

入门手册 

本手册由安装开始逐步引导您，使用Windows 98 SE、WindowsMe Windows 

2000 或Windows XP 来扫描您的第一份文件 

安装 

只需要花您几分钟时间，就能安装好扫描仪。 

您马上就能开始扫描照片及复印文件。 

有关安装，您将需要： 

      >一台具有 CD-ROM 光驱和 USB 接口的个人计算机。 

      >您要扫的照片或文件。 

步骤 1： 检查扫描仪零件 

Uniscan C500扫描仪 

USB 连线 

扫描仪软件CD 

电源变压器和电源线 

 

 

 



 

步骤 2： 安装扫描仪驱动程序 

将扫描仪驱动程序光盘放入CD-ROM，通常情况下，您的屏幕会自通弹出如下的界

面。如果没有弹出界面，则您可以通过打开光盘内容并双击Autorun.exe文件启

动安装界面。 

 

请单击“扫描仪驱动程序”按钮（如下图） 

 

 

 

 



 

注意：安装扫描仪驱动时，请不要将扫描仪连接到计算机上。如果已经连

接，请您断开。而后，点击“是（Y）”如下图提示。 

 

接下来会弹出“选择语言的窗口”。如果您使用的是简体中文，则直接点

击“确认”即可。否则请点击“ ” 选择所需语言。 

 

之后依提示安装即可（如下两图）。如果您对电脑不熟悉，则建议您按默

认路径安装，否则您可以点击“浏览”制定安装路径。 



 

 

 

点击“完成”后，我们强烈的建议您先重新启动电脑再连接硬件。 



 

步骤 3： 安装扫描仪硬件 

3.1   连接变压器 
 

请将随机附带的变压器，输出端连接到扫描仪的电源线接头。如果电源指示

灯没有亮起： 

1   检查变压器连接情况。 

2 确定插座确实有电源供应。 

3.2   连接USB数据线 

        请将USB数据线的两端分别连入PC机和扫描仪的USB接口。连接时

请注意数据线两端接头的形状。这些接口都符合标准，只要操作正

确，一定可以轻松连接。 

 

3.3   识别硬件并安装完毕 

连接好扫描以后，系统会提示发现新硬件随后便会弹出“安装硬件向

导”的窗口，如果您使用的系统是WindowsXP，则在安装时会出现如下

警告。请您不要担心，我们的产品已经通过了全面的兼容性测试。直

接点击“仍然继续”即可。 

 

电源线接头 
4-Pin USB接口 



 

 

当见到如下窗口时，说明您的扫描仪已经成功安装！  

 

恭喜！您已完成扫描仪驱动程序！ 



 

卸载扫描仪驱动程序 

           在程序菜单中，您可以方便的卸载C500扫描仪之驱动程序。

如下图，点击“Uninstall UniScan”: 

 
 

选择要卸载之驱动程序的语言。如果您是默认安装的驱动，则直接点击

“确定”即可。 

 

 
 

在维护窗口中选择“删除”并点击“确定”，程序会自动删除。 



 

 
程序删除完毕会弹出如下窗口。点击下图“完成”，扫描仪驱动卸载完毕！ 

 
 

 



 

扫描 

安装好扫描仪及扫描仪软件之后，就可以开始扫描第一份文件。 

Uniscan C500 基本扫描作业 

将文件放在扫描仪上 

1. 掀开 Uniscan C500的上盖。 

2. 将照片或文件面朝下放在玻璃上。 

3. 对其玻璃的右边及上端边缘，靠角落放好。 

4. 盖上盖子。 

Uniscan C500 文件的放置方式     

扫描反射稿 

1. 掀开扫描仪之文件盖。 

2. 将原稿文件(图形或文字)反面朝上放置在扫描仪的光学玻璃上。记 

得文件必须以三角形为中心点来放置其上。 

3. 放下扫描仪之文件盖。 

4. 开启扫描驱动软件 Uniscan（开启方法请参见本手册 P20“经由 Uniscan扫描”）。 

5. 按一下“预览”进行预扫描。此时扫描仪已预备好，随时皆可执行软件的扫描指令。 

6. 适宜移动虚线，裁切出扫描范围，按一下“扫描”进行扫描。 

注意：请确定原稿放在正确的扫描区域内。 

   

7. 使用指定的图像编辑器编辑并保存图片。 

 



 

使用扫描仪按钮 

扫描仪有四个按钮，每个按钮都定义成最常用的扫描功能。 

扫描至图像编辑器 

扫描至打印机( 制作复本) 

扫描已发送电子邮件 

扫描至文件夹 

     扫描到图像编辑器 

按下[ 图像编辑器] 按钮出现下图，直接将图像扫描到图像编辑器中，使

用编辑器来调整图像、加上文字、裁剪成不同的大小等等，完成之后，可

将新图像存成文档。 

 

双击任务栏中的“Uniscan UnisAccess”可出现“Push Button”设定界

面，点击左起第一个按钮，弹出如下页面。您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目标程序

及简单的设定扫描参数。 

 



 

扫描至打印机( 复印) 

按下[ 打印机] 按钮出现下图，将放在扫描仪玻璃上的任何对象制作一份

复本。文件会先进行扫描，再从预设打印机上打印出来。如此可将扫描仪

当作个人复印机使用。 

       

 

 

 

 

 

双击任务栏中的“Uniscan UnisAccess” 可出现“Push Button”设定

界面，点击左起第二个按钮，弹出如下页面。您可以在页面中简单的设定

扫描参数和打印设备。 

 

 



 

扫描已发送电子邮件 

按下[ 电子邮件] 按钮出现下图，将扫描图像，并附加在新电子邮件中。键

入附注说明，从通讯簿上选取收件人，即可发送。这是发送照片给朋友、家

人或同事，最迅速且最简便的方法。 

 

 

 

 

 

双击任务栏中的“Uniscan UnisAccess” 可出现“Push Button”设定界

面，点击左起第三个按钮，弹出如下页面。您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目标程

序及简单的设定扫描参数。 

 

请注意：您的电子邮件程序必须支持MAPI 这项功能才能正常运作。 

一般电子邮件程序，如Outlook 和Eudora，都支持MAPI。 

 



 

扫描至文件夹 

按下（文件夹）按钮来扫描图像，并将图像存入（My Pictures）文件夹中。

图像会依日期及您当天所扫描的图像数目而命名。例如，在5月1 日扫描的第

二个图像会命名为May-01-002.jpg。 

 

双击任务栏中的“Uniscan UnisAccess” 可出现“Push Button”设定界

面，点击左起第四个按钮，弹出如下页面。您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目标程序
及简单的设定扫描参数。 

 
 

 

 
 



 

经由 Uniscan 扫描 

                                

注意     您必须了解不同的应用程序开启图像的方式可能会有
所不同。因此我们只提供您一般常见的方式。有关细节
的部份请您参考该应用程序的使用手册。 

  

 

A. 使用 Windows自带的图像编辑软件开启 Uniscan 

 

1. 自 Microsoft Windows 上打开一个与 TWAIN 兼容的应用程序以便

启动 Uniscan。例如，启动 Windows98/2000自带的“图像处理”

工具（Windows98种称之为“映像”） 

 

 

I按一下桌面上的「开始」按钮。 

II.  选择「程序」。 

III. 选择「附件」程序组。  

IV. 选择「图像处理」。（在 Windows98中则称为“映像”，下文

统称“图像处理”） 

 



 

2. “图像处理”窗口将出现，如图 1 所示。请单击顶端菜单的「文件」

按钮。 

 

图 1 

3. 「文件」菜单出现后，如图 2 所示。请在菜单中点击「选择设备」按

钮。 

 

图 2 



 

4. 请选择 TWAIN来源，如图 3 所示。 

 

图 3 

5. 按一下「文件」菜单中的「获取图像」按钮来启动 Uniscan，Uniscan 

窗口将会打开。如图 4： 

 

图 4 

 

 

 



 

1） 按下预览钮。一个快速且为低分辨率并含有全部扫描范围的图像将
出现在预扫描窗口中。从此预扫描窗口中的图像，决定您所想要的

扫描区域。 

2） 扫描至下拉菜单中选择您想要选项，按下按钮将图像扫描至您想要
的扫描目的地。 

3） 您可选择设定键，然后输入您需要的扫描设定。 

4） 选您想要扫描的区域，只要在您想选定扫描的区域的一角，按下鼠
标左键不要放，然后将鼠标往对角线的方向拉出，即可框选出您想

扫描图像的区域范围。被框选住的区域将会被虚线围住。 

5） 按一下扫描的按钮，扫描随即开始。 

6） 按此按钮则可离开。  

7） 选择 Scan Mode 以便扫描仪按照您的作业目的进行扫描。 

有九种模式供选择：1>全彩 RGB:：扫描仪在扫描图像的每个象素

点捕捉 24位元(或 30/36/42 位

元)颜色信息。因此产生之颜色

超过一千六百万个。 

                  2>全彩 CMYK：选定本选项，您的三色频图像

将经由特殊颜色转换程序转变为

CMYK四色频(靛、洋红、黄与黑

色) 图像。CMYK 色彩是大部分

彩色打印机之颜色表现方式。

（有些软件环境下，本模式将被

隐藏） 

                  3>256色：选择本项目可将图像转换成 256彩

色图像模式。 

                  4>Web色：选择本项目可将图像转换成 216彩

色图像模式。 

                  5>B/W照片：以 8位元灰度扫描，将显示出 

256 灰度层。如果输出图像不要

求一定是彩色模式，然而却需要

较高图像分辨率时，灰度图像是

您的最佳选择。保存灰度图像所

需求的磁盘空间大约仅为彩色图

像的 1/3。 

                  6>B/W稿件：以单位元扫描图像，只能表现黑

与白两色，适用于文本文件案或

素描图画。 



 

                  7>FAX(传真文件)：以 200dpi，单位元扫描图   

像，适用于传真作业。 

                  8>OCR(文字识别文件)：以 300dpi，单位元扫

描图像，适用于 OCR

文字识别，黑白稿件

存档等作业。 

                  9>全彩 48bit：扫描全彩照片或文件时，用

48-bits大小的数据来定义每

个像数。这样的扫描方式会产

生比较大的文件。 

                  10>B/W照片 16bit：扫描黑白照片的情况，用

15-bits大小的数据来定

义方式每个像数。这样的

扫描方式会产生更多的灰

度。 

 

6. 将原稿文件(图形或文字)反面朝上放置在扫描仪的光学玻璃上。 

7. 按一下「预览」可在预览窗口内预览扫描进来的图像，接着请在「扫
描至」下拉菜单中选择您希望的扫描目的地。如图 5.1，图 5.2可设置

扫描时的分辨率。按下扫描按钮，扫描的动作接着就开始进行了。 

 

 

图 5.1 



 

 

点击“自订”则可自行输入所需分辨率，但数值不得超过 9600。 

如图 5.2： 

 

图 5.2 

8.  如果您希望对图片的扫描效果进行优化则可以通过调整图像，旋

转，反相，去网点，滤镜等方法实现。 

8.1 调整图像：在如下位置 

 

 

 

 

 

选择相应选项，如明暗与对比 

 



 

以上两图的效果截然不同，您可以通过调节亮度。对比，明暗

调，中间调的值来得到期望的扫描效果。 

8.2 旋转/镜射：点击旋转/镜像按钮，在图像菜单上就会出现一个“旋

转/镜射”的对话框，下图表示旋转和镜射的效果。 

 

         

8.3  图像反相：用于呈现底片效果。 

  

正常                        反相 

 



 

8.4   去网点：可以去除或改善报纸，杂志等印刷品上固有的网点。使
扫描出来的图像更加细腻。如下对比图。 

 

  

正常效果 去网效果 

注意：使用此功能时请您根据稿件印刷的类型选择正确的去网指数。

有 4个可选选项。1）无作用 2）精致印刷 3）杂志 4）报纸。 

8.5    滤镜： 

 

在扫描前，选取不同的滤镜，可使扫描效果更加符合您的要求。 

 

9.  扫描结束之后，Uniscan 会自动关闭，并将扫描图像加载至「图像处

理」的操作界面中，以供您编辑，保存。 



 

B.使用 Adobo Photoshop图像处理软件开启 Uniscan。 

在 Photoshop界面中点击「文件」并选择「导入」。如图 6，选择标准

的 TWAIN设备，Uniscan将自动开启。软件操作方法请参考“A”节 6-8

项。 

 

图 6 

C. 直接从 Uniscan 软件打开 

从桌面上 Uniscan 程序组打开 Uniscan 

1.  点击「开始」菜单中的「程序」。找到如图 7 

所示之「UniScan C500」。 

 

图 7 



 

 

2. 选择「UniScan C500」中的“UniScan C500”即可调出 UniScan

界面（TWAIN）如图 8。软件操作方法请参考“A”节 6-8项。 

 

                                                           图 8  

从 UnisAccess 公用程序 

1. 在任务栏上的 UnisAccess  

  小图标，按下鼠标右键即会出 

现如右图的选择菜单。 

2. 选择“Uniscan”按下鼠标左 

键，“Uniscan”窗口即会打 

开。（参见图 8） 

软件操作方法请参考“A”节 6-8项。 

 

 



 

                             

 

 

 

 

 

 

 

 

 

使用手册 

 

 

 

 
 

 



������
����������	
�����������������

������ !"�	�#$%&�'(��*✳,❉❙✦◗234�

'56789:;<=>�?9@AB�@A34�#�'C8DEFG

���HIJ��K�LMN(✷✹✶✻✷L2SKTUVLLW(XYU2Z

[\]�	�^�_`abcdefgh�i�ZH]jklmkn�^

o#pfqZ��Zrs�tu!"vw�x�y�z�{|}y�	

�^��	�#�'�~8��������7h���Z����'

s����Ch����J������3��*✳,❉❙✦◗Ch�r

�������W!"���'���� ¡�¢£!"¤��¥¦§Z

�¨�^Z�¥©rZ��ªrZ«H¬®¯°3

56



�����	

�����������	
���✳�❉❙✦◗�������

�������� !"#$�����%&��'

✷✴✦��������
±²I�³&´µ�f��¶·#pfqS¸¹º»¼U½p3

������������

✦✦✦✦✦✦✦✦✦✦✦✦✦✦✦

57

¾H¿À


�ªrÁÂ

{|
�Ã ¶·
�Ã



58

����������

✦✦✦✦✦✦✦✦✦✦✦✦������


�Ã�Ä��&ÅÆ�¾HÇÈÉiÊ

Ë� �� ÌÍÎÏ

ÐÑËÒ

Ó<�� Ô� #pfq

ÕÖ¶·

×�

ØÙ

ÚÛÏ�

ÜÛÏ�

Ý}

¶Þ¶·

��LW

j% ßà áâãä åæL çè

éê ëì íî ïâãä ð¡Mñ



✸✴✦�	!"
��,❉❙�³&ò�f�óZôõ¶·Z#pfqZ�L��Z

¸¹º»®ö÷�É¶øùÊ

59

úû��,❉❙

�✦'✦�✦ó

�ó�'üý

0

ËÒ¶·�þ

ÐÑ¶·
¡ÐÑ��½p

�óÐÑf�a

�óÐÑ��

¶·#p©r

#pÌÍÎÏ

#pfq©r

�ó�°��

�✦L✦�✦�
¶·�Lf	

�L��

1

2

¸¹º»��
�

❥�❡���{|¸¹

������,❉❙

3

�ó��üý

�ó��üý

,❉❙��¸¹



#$

�¡�'á �� ¡������A�'üý3�� ! ¿À"

#��ó  !�±ËÒ���ó $%&��$�'ZÐÑZ��Zu

¸»���(Ý}Z#pfq®2üýú��A3'(üýh)Å*+�

ó,�3

%&'()*+��,�

ôõø-���¶·�þ�¼U�yÊ56ÐÑ�ÐÑ.�¶·/Ë

Ò0�¶·�þ3

É�-ÐÑ.�¶·�1 ���þ ¿À"#�ÐÑ  !/À2


�Ã3�ÐÑ¶{✦

60

✦�$ø-���4þú�ÐÑ3ÐÑ56u�

�ÐÑ½p3��u��þ]²78��±��½p��92:��¶·

�þ;<��✱ ñ�����u��þ>�924�þ>�,�ËÒ4

�þú�¸¹º»�?�þÚÛJ�@A3<��u�BÁÂ�@A

i<C<¶·ÁÂD?�þÜÛJ���u�BÁÂS��áC<¶

·ÁÂ;@ÛE�Éi¶

$�FG3��HIJ�¶·�þ���78���þ ¿À�"#

�ËÒ  !/À2
�Ã3�ËÒ¶{✦ ✦�±�ËÒ $%&�K

ALMZ�þNOZ�þ>�À2�ËÒ ÅÆ�,�]"A�¶·�þ



Pù±
�ªrÁÂ3I❥�❡����³&hz�É-hGËÒT��þ�

Q�¡�❉✉ST /�❚✐❥❣✉ ÅX"#å �þËÒ,�3¶·�þËÒ

u�Pù±¶·ÁÂ��YÐÑZd�¶·åæ3 ËÒT��þú�

��J�ø��Zd��B&
�]Å"��þEÝ���þ[\ÛE

±
�ªrÁÂ3

61

���

����()�*+�,���-
��./0�12'

���

✷]✦*✳,❉❙✦◗����^_Z`�Sabcd�¶·�ÐÑJ�Ð

Ñey�f��ó3

✸]✦$h5iB���jk�Lñ±✻ñ�3���l¥��m?"#�

ÐÑf�a✹✶✶❡n❥�ÐÑ��!"/*+dD

✹]✦$0��¶·�þ�-o��¶·Ip}yCqMr��,❉❙�'

�-�(stØ✦❏vv}yZ◗❜❞❧❈❥✉/❍✺tØ�❏vv}yZ❈}◗

}y/◗❉}y23



-.����/0

$ÐÑøZ¶·�þ���-ú�©r(ÕÖZ~ÖZé�ZÌÍÎ

Ï®2S#pfq®�["#����D�ZLW����J|�3

62

���

345678�9:�;<��=>?@AB✦ ✦�CD?@6E

F��/GHI?@AB�J�78K�LMNOPQRST�UVWX

Y�?ZO[�HI\]QR�ST�^_�C`ab!\✦ ✦cdb

!\✦ ✦cef✦ ✦cgh✦ ✦i'CDjO[�klmn3opg

qHIQR' 3opgqHIQRr�QRSTsjtuvwgh'

�� ! ¿À"#���  !/À2
�Ã���ÅÆ✦ ✦�

56#p���356u�92:��¶·�þgu��92��u��

þ>�ú§¸¹º»´µ3

±¸¹º»´µ�$�Ïð����L¡a_Pù�$���L¡�

'�ó�KA��_Pù(*+�_2����ùº»3

�'��❥�❡���{|�¸¹³&S��,❉❙�'���¸¹¾

H3❥�❡���{|�¸¹³&��éêZj%ZëìS��®���,❉❙

�'���¸¹¾H�-��áâãäZïâãäZåæLZð¡MñZ

S�ï\3

5692��ªrÁÂ��¶Þ�þS:��u�þ���±¶·´

µS¸¹´µ�ê�3

)*1234

��
�oº»¸¹u�����-��3



�✦✦✦IGÊ���þ ¿À"#��I�  !�±��I $%

&�KA�þ>u]�B����þ>HI3

�✦✦✦Ô�Ê���þ ¿À"#�Ô�  !�±�Ô� $%&�

KA�þ>u�]��u�4þ���#p}y���B}y

(❙v2�þZ��#p}y��p}y(✐✉�T}y��¡ ❏❋✦✻®

 ¡�\ËÒ2����B�HI3

�✦✦✦Ë�Ê��56�S❡/ ❏❋®¸¹�þú�¸¹uË�/Å✦

63

�

ú�Ë�3

54

±��6���'B�6���þ3� ¡G¢�����'J�

�'B]
&�¦��✰✴❞✐SZ✰✴�❥�Z✰✴✉S❞Z✰✴S❤� ®���þ!"¦

�3

✹�78+)*9:4
$Ý}¶·���ü§Éi÷¨Ê

����

✷]✦]Ý©/ª«�Ý}��B<fÀª&��[A��Ï� ���

&¬_3

✸]✦]5®�Ý}¶·&��A�6�Ý} ���&¬¯�_3

✹]✦��4NOA��L��°WTWZ±WTW/��3

)*

$ø"�°ú������56uQú§¸¹½p��ú��L�¸

¹º»3

:4

²���Ý}�³´��
�hA-Ô�❙v/*}µ}y�q

1Ý}¬C¶Ò�3

���

ab!\�Nxmyz{db!\�Nxm|z{ef�Nxm}



z{gh�Nxm~z�ghNx����nj�QR�'

✺�<=>?
ÐÑJ��4hA-·×¸Ï�¹º�ÌÍ��¡ÌÍÎÏ¾H!"

ÎÏ�¹ÌÍ»�¼�J�1�ú�½"�ÌÍÎÏ3½"ÌÍÎÏ��

¾CÊÅ¿❚✐❥❣✉X�IJÅÀ{�@X±¶·�ÁhÃÂ��ÌÍ�L

��7¬�Ãu×ÒÀ{�@X�1ÎÏ563ÄÉ�ÌÍ»�Å�(K

6✷✻Æ2�1B²�ÌÍÎÏÇ�¼��ÈÉS`Ê��ËÌÍ��
�3

���.ÐÑ¶·3

✻�AB,CDE
±#pfq��AT��B���°J���
�]Å�°�¸ñ[

\ÛE3É�-Î®���°�[\�Q±?á��°D<�ÅÀ{@X�

"#��°[\ �±Ï�"#�°�;3»Pù4�°�\ñ�924

\ñ,�Î��Î�dÐ�-�[\u�Q±�°E�fÑh©Ò2h

i�1Î�[\:w+3

���

������ST���&�����ST���������'

✼�:4GHIJH,C,�
$ÐÑ/ËÒ�¶·�þ��u��B�þ�É"#��þ ¿À�

��Ô�  !/78Î¡
�Ã3�✦�

64

 ¶{�B��h�Ô��

ó$%&�±4$%&���Ô�?á� S�ø��Ô�h��þ 

¼�"��É"1�Ô�?á� ��1ÓÔ�?áËÒ���þ�É"

#�ø��Ô�h��þ 1]ø�ËÒ���þÓ<Ô�ur[K

A�h�
��þ�$�Ô���þ���KA�þ>Z�þ}y��þ

�IpÔó3

✽��LM#N9OPQRST7
ÐÑ¶·Jf�a��AQ���43�L��Ù�ü§iÝ��Õ

dÊ



�L�Ù✦✦✦✦✦✦✦✦✦✦✦|wf�a(❊◗❏2✦�Õ�¡�f�a(❊◗❏2

Tñ(✸✼Ø2✦✦✦✦✦✦✦✦✦✦✦✦✦✦✷✻✶

✸ñ(✸✸Ø2✦✦✦✦✦✦✦✦✦✦✦✦✦✦✷✾✶✦✦✦✦✦✦✦✦✦✦✦✦✦✦✦✦✦✦✦✸✶✶

✹ñ✦✮✷✼Ø2✦✦✦✦✦✦✦✦✦✦✦✦✦✦✸✶✶

✺ñ✦✮✷✺Ø2✦✦✦✦✦✦✦✦✦✦✦✦✦✦✸✺✶

Ù✺ñ(✷✸Ø2✦✦✦✦✦✦✦✦✦✦✦✸✾✶✦✦✦✦✦✦✦✦✦✦✦✦✦✦✦✦✦✦✦✦✹✶✶

✻ñ(✷✶✴✻Ø2✦✦✦✦✦✦✦✦✦✦✦✦✹✶✶

Ù✻ñ(✿Ø2✦✦✦✦✦✦✦✦✦✦✦✦✹✻✶

✼ñ(✽✴✻Ø2✦✦✦✦✦✦✦✦✦✦✦✦✦✺✶✶

✽ñ(✻✴✻Ø2✦✦✦✦✦✦✦✦✦✦✦✦✦✻✶✶

✾ñ(✻Ø2✦✦✦✦✦✦✦✦✦✦✦✦✦✦✼✶✶

65

✺✶✶

✼✶✶

✾�VWXY

Z[\]^_`a❇❏❖✴❊hhijkl

QÏwÝÞ��ÐÑ��ß"�\�à8JÐÑ��[]��ÐÑ�

ËÒ3

)*mn�opqrstuvwxyzl

É��4��¶Þ�,❉❙B+´�þ²Mr-�Ë²&��3´

J áú�#pfq�]ø-����L�°Å[\&����°u�ú

���3

)*4+,O4{|}l

T]Cq�L��â²$�QÏwÎ®�L�â3

✸]CqA���L��(°WTWZ±WTWZ���Z½âW®2Y

✦✦✦�4²M�Q�Aå ��L��3

✹]Cq�4���Lã�äè¬�LWÍW/å�L®�´N�4²

✦✦✦H:Ïw��3

✺]ÐÑJ�ó�f�aCq²rm�Q±ÐÑJü§f�a�AYLñ



✦✦✦�Ù$§Ý���Õd"#mr�f�a3

✻]ÐÑ�4J�A7æ·©r¾H�ÐÑ
�¶·Y�4;@å~3

✼]�4²�ç(ÉèÉþZé�êëZlm®2�¹Clm���m?ì

✦✦✦Î�¶·�$í�/���Zd¼J�ÐÑ�������a3�î

✦✦✦Òï<f��a¼��Äup<f��ac3

✽]�4±ÐÑJ·×²Ï�¹ÌÍ»�²��ú�ÌÍÎÏ�q1��

✦✦✦.ÐÑ3

78)*\tu)*47~��78l

ð�ÀªA��Ý}��3QÅÝ}���YÔ�<f�ÇÈú�#

pfq3

)*��O����O����Ol

Q�❥�❡���³&�'��Òï ¿ÀKâ��\ �����,❉❙ 

�\=�"��"#�'D� "��±�❚❢T❢❞✉✦❚ò�✉❢�✦❏��❢Só❞�❡❢ 

$%&�"A�❍❈ôó❞�❡❢(❇TT✦❉✐❥�❜2 

���,�:4��❥❞����❣✉✦��❡�

Ô�J�"#�HINO  S✉❣, ✰✴S✉❣�,�±��S❡�ËÒ3

���,�:4��❥❞����❣✉✦❋❉❋h�

Ô�J�"#�HINO  ✐✉�T, ✰✴✐✉��,�±❋❉❋µ�Ë

Ò3

���)*�+,�nq�H

Ô�J�"#�HINO ✐✉�T,✰✴✐✉�,��IJHö�4�

#p3

✿�&���
��çè ¿À"#��¦S÷ø  !�Pùçè�ù���"#

çè�ù/÷øçèDúD"#��ûKü  !�Pù,❉❙����

B³&ò�3

66



 
 
 
 
 

 
 
 
 
 

                            使用说明 



������
❇❈❈✦�❥�❢❙❢❜❡❢������������������� 

!�����"#�$% &'()*+,-./01���2345�

67896�:"#;<=�>?��@ABCDEF��G���"H

/IJK LMNO��JPQ�����)RS�"#-T

�����	

✷���������
✦✦✦✦��UVWX$YZ[\]^)_`a01bcdefgCT

68

\]^X$YZ _h`a01



�������������

@A&'��

&'

9ijkl���

mVfn2��

3��o���kp

3��o���"H/r❙❊��tu`a

3��o���"H/❋❉❋y��tu`a

✸������
z{|}~�&'(�ALM�23&'(�;<=|}��T

|}~�&'(o��A❇❈❈✦ � ❥�❢❙❢❜❡ ❢ ✦ ❚� ❥� ✉��

�❚❞❜�✬❙❢❜❡�YZ���❚❢�❢❞✉✦❚❞❜��❢�✴✴✴����l�❚❞❜��❢�����

����YZN���� �&'(��ALM����oZ��r�� 

¡}¢T

69



✹��	 !
£¤¥¦§A¨u©ª)@A¨u©ª«J¬T

"#$%�	&'

(✷)✦+,-�

®��W&'(¯°01���❚❞❜�✬❙❢❜❡�YZ���❚❞❜�✦❏²❜❤❢�

��8Z�\]^N�&'0´✦

70

✦�£¤µ@A¶ ���&'

(��ALM�9i&'UV�·D��:tu&'Tz¸¹&'( º

§»N�¼½¾¿tu&'©ªT&'ÀÁÂH&'UVo��&'��

:01ÃÄl�:01bcT

���

��������	
���✻��������������

������✹✶✶"

®��9ij¼���z���❥�❢�YZN���r�❢����8Z�

\]^N�9i0´✦ ✦�3���:01��9io��:01

ÃÄl�:01bcT

(✸)✦.%/01�23

�&'�.01��tu`aT��❏²❜❤❢�YZ��ÅK����

ÆÇÈ��ÉÊ[✦ËÊ[ÌÍd��01tu`aT2��y❜�❤✈❜❤❢�Y

Z��È���ÏÐ�Ñ¢Ò❋�❤�❥�✐��Ò��ÔÕÖ��×fØÙT



(✹)✦1�456-76/89:;

��������tumVfn�ÚCmVfnotu��T�

�❚❞❜�✬❙❢❜❡�YZ����❙❢❞Û❤�❥Ü❢����8Z�mVfn2��0

´✦

71

✦tu@AmVfn��T

(✺)✦=>?@ABCDEF!G

��oÝDÞ���❥�❢�YZ���❚❜✇❢���8Z�\]^à�k

p0´✦ ✦tukpTáDÞÆÇÈ����❥�❢�YZ����❚❢�❡

Û���8Z�\]^à�ãä0´✦ [ ✦�,åæ3�

�Àçãä/Û�❡[❋è❞❢� dK LMT

H#$%�	&'

®��W&'(¯°01�z��❚❞❜�✬❙❢❜❡�YZ���❚❞❜�✬❙❢❜❡�

��8Z�\]^N�@A&'��0´·DÚCée&'��\ªT

®��9ij¼���z��❚❞❜�✬❙❢❜❡�YZ���r�❢�✬❙❢❜❡�

��·DT

IJ��:;

®È�êë&'���z��❚❞❜�✬❙❢❜❡�YZ���❚❞❜�✦ì✈�✉❥��❢

◗❜❤❢����T

®È�êë9i��2���,-�l❥�❡Ûî�ïðñaòN�,

-�ó�z���❥�❢�YZ���r�❢����� ôõpà��❚✐❥❣✉�õ�

l÷�ø��àZ�ù´úõ�ûlüo�ø��àZ�ù´úõ�ýþ

DÞ9iIø��2tu��T

✺�,KLM
DÞ���❢���YZN���❉Û�✉❢�✉�✴✴✴���8 �❚✐❥❣✉✱�✷�g

�õ°.l���T



 

 

 

故障排除 

此节涵盖了您在安装及使用本扫描仪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供相关 

的解决方案。 

如灯管闪烁、变暗或是不亮了： 

灯管可能坏了，必须更换，请尽快联络经销商或技术服务部门寻求协 

助。 

当您执行“预扫描”或“扫描”指令或在任何情况下遭遇其它系
统上的问题时，您可能会收到“连接失败”的信息，此时请依照
下列的方式来解决： 

1. 确定连线是否已接上计算机主机的 USB 接口。 

2. 查看所有的安装步骤是否遵照使用说明书上的指示。 

如所有方法都无效时 

若上述办法都无法解决问题时，请尽快联络您的经销商，并提供下列 

数据：: 

1. 扫描仪的机型。 

2. 扫描仪的驱动程序的版本﹝注明在 CD 光盘中﹞。 

3. 计算机机型。 

4. 检查 Windows 版本。 

5. 应用软件。 

6. 出现的错误信息或号码为何。 

7. 详细叙述问题发生当时您正对计算机做什么处理。 

8. 其它可帮助技术人员发现问题及解决办法的任何现象及观察。 

 

 

 

 

 



 

 

 

维护保养 

防止静电 

静电对计算机会造成直接危险，人体内的静电有可能强到足以损坏扫 

描仪线路板上的电子零件，或是计算机的适配卡。因此，每当处理计 

算机的电子零件时，基本静电预防的措施是相当重要的，虽然在高湿 

度地区，较少静电的发生，但最好在维修时能养成随时注意并实施预 

防措施以避免静电造成的损害。 

一般而言下列方法已足以保护您的设备不至产生静电。 

3. 藉由接地或防静电平面的帮助，驱散您身体内部的静电，例如触摸
计机外壳背后插槽的银质部分或是较大的金属对象，在您自防静电

外壳移走任何零件时，务必遵行此一步骤。 

4. 当处理任何电子零件时，请小心避免碰触零件的任何金属部分。避
免触摸插入插槽的适配卡其金手指区域，最好是握住系统零件的边

缘地带或是握住适配卡的托架部分。 

除了定期的清洁外，扫描仪事实上是很少需要维修的。尽您所能遵照 

上述原则，特别或额外的小心预防则大可不必，只要记得合理的防范 

及注意即可。. 

清洁 

经常的清理扫描仪玻璃面可确保脏污、刮伤不会损及图像扫描的品 

质。在清洁前，请先确认扫描仪电源已关且拔除电源线。请用一软 

布，沾湿酒精或清洁剂，轻轻的清理玻璃面及扫描仪上盖。 

. 

警告：不要将清洁液直接喷洒在玻璃上，直接喷洒会造成

液体经由玻璃面周围的空隙渗入而损及机器内部

的光学镜片及镜面。请确实将清洁液喷洒于布面上

然后再擦拭玻 

 



 

 

 

 

术 语 

TWAIN 相容：任何遵行TWAIN 标准的软件或图像输入装置。 

TWAIN:为一图像输入的标准接口系统，由各不同的厂商所共同制定。 

适配卡：插在扩充槽上以连接外接设备与计算机主机的卡。 

文件盖： 扫描仪上的塑料盖，用来压住在光学玻璃上的扫描文件用。 

光学玻璃：扫描仪上用来放置扫描文件的玻璃平面。 

光学机组：扫描仪内包含所有的光学机组件的系统，通常又被称为台 

架或台架机组。 

灰阶： 图像表示的一种方式，8 位的图像文件。以256 层灰阶来显示 

图像的色调及色彩。 

外围装置/设备：与计算机主机连接以增加计算机系统功能的装置/设

备。 

黑/白： 图像表示的一种方式，1 位的图像文件。只显示黑白图像数

据 

而无灰阶层级于图像中。 

图示：代表计算机文件或计算机软件之部分文件的小图形。 

应用软件：用来执行特殊作用的软件，例如：图像处理，光学文字辨 

识，桌面排版等等。 

文件夹： 电子储存区，可储存、组织文件及其它文件夹。通常在计算 

机上以文件夹图标来代表。 

驱动程序：用来与扫描仪进行沟通并执行运作的软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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