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感器

扫描文件向右靠齐

项目 名称 功能 / 描述

1 时间 显示设定时间( 时 : 秒)

2 扫描数量 显示扫描张数

3 加密选择 加密 不加密

4 Micro SD卡模式 表示SD卡状态:1.此处空白，表示没有插入SD卡
2.此处显示 表示已插入SD卡
3.此处显示 表示SD卡容量已满

5 解析力 解析力大小（300DPI / 600DPI / 900DPI）

6 档案格式 扫描档案格式（JPG / PDF）

7 颜色模式 扫描出的图片是彩色或黑白

8 电池电量显示 显示电池电量:
表示满电 表示一半电量 表示还有少量电 表示电量已接近用完

9 状态显示 显示扫描或连接状态

产品尺寸(LxWxH) 扫描器: 257 mm x 36 mm x 24 mm 底座 : 287 mm x 88 mm x 52 mm
扫描器 + 底座 : 287 mm x 88 mm x 76 mm

重量 扫描器: 150g 底座: 350g 扫描器 + 底座: 500g

感测器 CIS (接触式影像感测器 )

解析度 300DPI (默认) , 600DPI , 1200DPI

扫描速度（不含底座） A4 长度: 1200DPI 彩色: ≤ 8s 1200DPI 黑白: ≤ 5s
600DPI 彩色: ≤ 5s 600DPI 黑白: ≤ 5s
300DPI 彩色: ≤ 5s 300DPI 黑白: ≤ 5s

扫描宽度 216mm

扫描长度 1200mm

储存卡 最大可支援32GB的Micro SD (TF)储存卡

档案格式 JPEG/PDF

显示幕 1.45” 彩色液晶显示幕

聚焦范围 ±0.3mm

USB 介面 USB 2.0 高速传输介面

电源 扫描器: 3节AA电池或USB 底座:节AA电池或USB

USB模式连接PC读取SD卡 Windows XP / Win7 / Vista / Mac 10.4及以上

DIRECTSCAN软体系统要求 作业系统: Windows XP / Win7 / Vista / Mac 10.4及以上
CPU:奔腾III或以上
记忆体: 至少256MB
CD ROM: 4倍CD ROM或以上

项目 名称 功能 / 描述

1 USB 介面 使用USB线连接扫描器到电脑，也可用于为扫描器供电

2 上选择键/解析力 在功能表状态时，此键为向上选择功能;在主介面状态时，此键可选解析力

3 下选择键/档案
格式键

在功能表状态时，此键为向下选择功能;在主介面状态时，此键可选档案格式

4 电源/扫描键 开机/关机/ 扫描 关机状态下，长按2s开机； 开
机状态下，长按2s关机； 开机状态下，短按此键
进行扫描和停止扫描功能

5 显示幕 显示状态及运作情况

6 重播键 预览扫描图像

7 SD卡槽 SD卡插槽

8 菜单键 进入功能表状态，在功能表状态下按此键为确认功能

项目 名称 功能 / 描述

1 连接插座 连接扫描器与底壳的插座

2 传动轮及传动胶圈 将扫描器的滚动信号传入到扫描器内部进行处理

3 滚轴 带动扫描器平稳的滑动

4 CIS玻璃 感测器件

5 电池盖 向右推动电池盖，可将其拆下，装入3个AA电池如果你使用的是充电
电池，需要拆下自行充电，扫描器不带充电功能

2GB SD卡 JPG PDF
300Dpi 600Dpi 1200Dpi 300Dpi 600Dpi 1200Dpi

彩色 1600 600 120 1600 600 120

黑白 2000 800 120 2000 800 120

项目 名称 功能 / 描述

1 连接器插头 连接扫描器

2 卡板 用于定位被扫描的档

3 滚轴 通过这个滚轴，带动原稿自动进行完成扫描

4 侦测条 通过它来侦测原稿是否已经进入扫描器的
有效扫描范围

5 感应器 感应扫描档

6 卡扣 用于固定扫描器在底座上

项目 名称 功能 / 描述

1 USB插座/电源插座 使用USB线连接扫描器到电脑，也可用于为
扫描器供电

2 电池盖 向外推动电池盖，可将其拆下，装入6个 AA
电池如果你使用的是充电电池，需要拆下自
行充电，扫描器不带充电功能

1 附件清单

USB线，扫描器，底座，光碟，说明书 ，袋包。

2 产品简介

2合1 便携式 扫描仪
用户手册

7.1显示幕介面介绍
TFT萤幕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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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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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款扫描器是一款2合1的便捷式扫描器，单独使用时，它是一款掌上型扫描器，可通过Wifi将扫描的档传到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装入底座
时，它是一款自动进纸扫描器。装入电池和SD卡后，它可以脱离电脑扫描；如果连上PC时，它则不需要电池及SD卡也可以正常扫描。产品附
赠的CD软体，包含有Picture Direct 、OCR Direct 、BCR Direct 和 Scan and OCR 功能，可以方便的将图片直接发接到你想要的地方，
也可方便进行OCR。扫描完成后可以直接在扫描器上查看图片，还你可以带着它去任何地方，扫描任何平面的目标。可以连接iPad及Android
作业系统的平板电脑，读取扫描的图片。

3 产品规格

4 按键说明

4.1 外观介绍

4.2 扫描器底面

4.3 底座正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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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菜单设置
装入SD卡及电池，按“ ”电源键2秒开机。
按“ ”键进入功能表设置介面,你可以设置颜色、解析度、档案格式、加密/不加密,格式、时间和重置。
按“ ”或“ ”选择功能表，按“ ”键则为确认，进入子功能表选项。
按“ ”键可退出功能表或停留5S会自动返回到主介面。

7.2.1 颜色设置
开机后按“ ”进入功能表模式，
选择“ ”功能表，按“ ”键，进入颜色选项：“ ”表示彩色模式，扫描出的图片为彩色的，“ ”表示黑
白模式，扫描出的图片为黑白的，按“ ”或“ ”进行选择；
按“ ”确定颜色模式并退出子功能表。

7.2.2 解析力设置
选择 “ ”功能表, 按“ ”键，进入解析力选项: 可选300dpi,600dpi and 1200dpi,按“ ”或“ ”
进行选择；
按“ ”确定解析力并退出子功能表。
在待机状态下, 你可以直接按“ ”选择解析力。

7.2.3 档案格式设置
选择“ ”功能表, 按“ ”键，进入档案格式选项: 可选 或 格式,按“ ”或“ ”进
行选择。
按“ ”确定档案格式并退出子功能表。 在待机状态下,
你可以直接按“”选择档案格式。

7.2.4 档加密设置
选择“ ”功能表, 按“ ”键，进入档加密选项: “ ”表示扫描档加密, “ ” 表示扫描档不加密,按“
”或“ ”进行选择。
按“ ”确定档案格式并退出子功能表。
注意：选择加密或解锁后必须对SD卡进行格式化，加密或解锁才能生效。

7.2.5 格式化设置
注意: 进行格式化后，SD卡内的资料将全部丢失，请慎重使用此功能。
选择“ ”功能表, 按“ ”键，进入格式化选项: “ ”表示不进行格式化操作, “ ”表表示同意对SD卡进行
格式化， 按“ ”或“ ”进行选择。
按“ ”确认，开始进行格式化，完成格式化后自动退出格式化设置。

7.2.6 日期及时间设置
选择“ ”功能表,按“ ”键，进入时间设置介面。
显示幕右上角显示为YEAP时，可对年份进行设置，按“ ” 或 “ ”调整年份，按“ ”确认，并进入月份
设置；
以此类推，月份、日、小时和分钟的设置，显示幕右上角显示为MONTE、DAY、HOUR和MINUTE时，按“ ”或“ ”选择是
否删除图片；按“ ”键确认。

7.2.7 RESET设置
Wi-Fi模式下,按“ ”键进入“ ”选择:“ ”代表不格式化,“ ”代表格式化Micro SD卡。

7.2.8 查看和删除图片
在待机状态下, 按“ ”键，进入预览图片模式，按“ ” 或 “ ”查看上一张或下一张图片。
如果你要删除任何档, 你可以点击“ ”进入，将出现“ ” & “ ”选项,: “ ”表示不删除, “ ”表示删
除.点击“ ”表示确认。

8 连接平板电脑的使用介绍

8.1连接ipad读取SD卡里扫描的档
1.启动扫描器；
2.把USB线插入到连接*iPad的USB转换器；
3.保存在SD卡里的扫描档即可自动显示在iPad里。

8.2连接Android平板电脑读取SD卡里扫描的档
1.启动扫描器；
2.通过USB线连接到Android平板电脑；
3.平板电脑上显示DCIM资料夹，打开DCIM资料夹可以看到扫描的档。
注意：扫描器不连底座单独使用时，连接iPad & Android Tablets才有效。

9. DIRECTSCAN APP 软体介绍

9.1下载 APP
从iOS或Android应用程式上，下载“ ”DIRECTSCAN APP并点击安装。

9.2如何连接Wi-Fi
1.按“ ”电源键两秒开机.然后按“ / ”选择 Wi-Fi模式, 红色Wi-Fi图示“ ” 显示慢闪，30秒后显

示蓝色“ ”Wi-Fi图示，此时Wi-Fi模式已开启;
2.打开您的移动设备的无线局域网，在设置介面搜索扫描器Wi-Fi帐户,(如：DIRECTSCAN-XXXXXXX),然后输入密码，点击连接(预设密
码:12345678);

9.3 Wi-Fi Direct
点击移动设备上的“ ”DIRECTSCAN app, 进入主介面，绿色Wi-Fi “ ”图片，表示 Wi-Fi已连接, 点击“ ”按钮，可以

看到 SD卡中的档, 点击“ ”图示可以进入即时扫描介面, 点击“ ”扫描，扫描器上出现“扫描中”时滑动扫描器，然后可以
在移动设备上看到即时扫描的画面。

Connection Status
DIRECTSCAN-xxxxxxxx

Synchronize

Back Save Edit

More...

1 2 3 4 5 6 NETWORK

DIRECTSCAN-xxxxxxxx

4.4 底座底面
ONE-123
Connecting...

TWO-234

THREE-345

DIRECTSCAN Apps

9.4 Wi-Fi Repeat
1 2 点击“ ”设置按钮进入设置介面，点击“ ”进入无线网路设置介面，选择一个A/P Wi-Fi路由器,输入密码并点选连结。然后进

入移动设备的无线网路设置介面,选择同一个wi-fi帐号，点击连接。连接完成后，进入APP主介面，点击“ ” 按钮扫描器Wi-Fi ID将 显
示在连接的介面。此时，我们就可以将下载的图片和即时扫描保存的图片进行分享，上传，移动设备也可以共用上网。

5 组合及拆分介绍

5.1如何将扫描器安装在底座上
1.将底座放于台面，正面面向自己，
2.一只手拿扫描器，正面面向自己，

Back

New Password

DIRECTSCAN-xxxxxxxx

Required

Back

ONE-123

SELECTING WI-FI...

More...

NETWORK

Connection Status
DIRECTSCAN-xxxxxxxx

X

3.将扫描器的左端先插入到底座左端的扣位上;
4.将扫描器的右端对好底座左端，轻轻上下移动扫描器，感觉到扫描器的连接插座已经与底座的连接插头对好位置后，轻轻压下扫描
仪，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表示底座扣拉已经扣紧扫描器。这样就已经组合好扫描器和底座了。

Confirm Password Required

OK

PEPEATER INTERFACE

ONE-123

TWO-234

THREE-345

HJKDJAK-001

DAEFVZC-GEST

DIRECTSCAN-xxxxxxxx

ONE-123
Connecting...

TWO-234

THREE-345

DIRECTSCAN-xxxxxxxx

5.2如何将扫描器从底座上拆下
用手指用力压下底座右端的固定扣位后，用另一只手抓住扫描器的右端，轻轻向上拿出扫描器。

注意:
1. 使用单机+底座选择电池供电时，必需要在机器底座中放入电池 3. 正确的进纸方向
2. 采用USB供电时，要使用双向插头同时插入USB插槽中进行供电

扫描档向右靠齐

感测器

APP 介面 APP 介面 移动设备介面 APP 介面
9.5 下载和保存文件
1. 运行 DIRECTSCAN app.
2. 打开 DIRECTSCAN app 并点击 进行连接.
3. 选择你需要的图片点击 进行下载.

DIRECTSCAN

6.SD卡容量介绍

PC USB介面 底座对接面

连接线

4. 下载的图片将会出现在 列表中,直接点击图像将进行编辑.
点击 ,点击 后， .将显示 表示你将要进行
操作的文档， 可以对选定的图片进行相关编辑，例如：删除
图像，保存到你的目标位置。

5. 点击 创建新的资料夹和名称。

6. 点击 ，将保存选择资料夹的相关操作.
当你插入一张2GB SD卡时，扫描一张A4纸长度的原稿，可以扫描的张数为:

9.6 编辑图片
1. 选择图片进行编辑。

说明: 因被扫描目标的内容，颜色等不同，即使是相同的纸张大小，扫描出来的图片容量也不相同，所有上面的表格只供参考

7.介面介绍

1.当你使用电池供电时，你可以选择SD卡模式 / Wi-Fi模式
2.当你使用USB线供电时，你可以选择PC模式 / SD卡模式 / Wi-Fi模式
● 主介面SD卡模式 ● SD卡模式,扫描 & 保存到SD卡 ● PC模式, 使用DIRECTSCAN软体 ● Wi-Fi模式, 使用DIRECTSCAN APP

2. 图片完成编辑后，点击 保存.

9.7 修改删除资料夹
1. 点击 将显示 选择图片或资料夹，选择修改或删除。



进纸方向 形状 扫描后可能出现的情况 解决方法

虚线两边的内容可能被自动剪切
掉

将三角形转180度，将最长边进纸，可解决此问题

虚线两边的内容可能被自动剪切
掉

将梯形转180度，将最长边进纸，可解决此问题

虚线两边的内容可能被自动剪切
掉

可将圆形的原稿贴在一张方形的白纸上，再进行扫描，可解
决此问题

其它各种
特殊形状

只要进纸端非原稿的最大宽度，扫描后，
就有可能部分内容被剪切掉

永远保持将原稿的最大宽度端先进纸，如果最大宽度不在原
稿的两端，
而在中间，请使用与圆形一样的解决方法。

按键名称 按键名称

按键名称 按键名称

打开图片 打开电脑内的图片

保存图片 保存扫描的图片至电脑

优化图片 优化软体内的图片至黑白

开始识别 将扫描的文字识别出来并输出为Word/Excel/文本文档

系统设置 设置系统语言，扫描颜色和方向，OCR语言和汇出格式

退出 退出软体

恢复 当您剪切完图片后，点此按钮可恢复图片

左旋转 将图片向左旋转

右旋转 将图片向右旋转

X轴镜像 将图片左右翻转

Y轴镜像 将图片垂直翻转

剪切 按住滑鼠左键框选需要剪切的内容，点此按钮即可剪切图片，点击恢复可恢复图片。框选好剪切内容后，点击
右键可取消

9.8 无线安全设置
1. 设置扫描器连接模式。
2. 按 按钮，它会显示介面的无线安全设置，
如右图片：

10 电脑修改帐号 & 密码

10.1 打开扫描器，将无线局域网模式按钮推到左边
1. 打开扫描器，将无线局域网模式按钮推到左边;
将你的电脑打开无线网路连接，然后按刷新网路清单。

3. 打开流览器，输入位址 10.10.1.1进入到无线局域网设置页面，点击右边的settings 按钮，进入帐号和密码的设置页面，输入自己想要
修改的帐号和密码，保存完成设置。
新的帐号和密码会在你重启扫描器后生效。

11.3.6 Scan and OCR(扫描图片并转换文字)
1 点击“Scan and OCR”图示，将出现OCR Direct介面（如下图）：

注意: 密码需为8位数字。

11 连接PC的使用介绍

11.1 扫描档输出到SD卡
用USB线连接电脑后插入SD卡（无需电池）。
按扫描键“ ” 2秒开始扫描，此时LCD显示幕上会显示 画面, 然后快速按下 或 转换成 SD卡模式。

11.2 用USB线读取Micro SD卡
只需插入SD卡到扫描器无需安装任何驱动，就可以适用于Windows和Mac系统，如下图：
1.可支援 Windows 系统 (WinXP, 7,8,Vista) 2.可支援Mac系统（Mac 10.4或以上）
插入 USB 后, PC 介面显示如下： 接入USB后的PC介面显示如下：

按两下打开SD卡，在DCIM资料夹中即可找到扫描档 按两下打开SD卡，在DCIM资料夹中即可找到扫描档。

11.3 使用 DIRECTSCAN 软体扫描。
当连接电脑使用Magic Scan软体扫描时，解析率为300DPI；格式为JPG。

11.3.1 软体安装
将光盘插入CD驱动程序，点击光盘里的setuop图示开始安装,选择安装语言，然后按照提示点击下一步，直到安装完成。

2 系统设置 点击“设置”按钮可设置系统语言，扫描颜色和方向，OCR识别语言和
汇出格式， 设置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设置，然后开始扫描。

*请不要选择超过3种OCR识别语言*

3 扫描与OCR
a) 扫描图片
点击“开始扫描”图示，按一下扫描器的“扫描”键开始扫描，扫描结束后
再按一下“扫描”键，扫描的图片出现在软体中，点击“保存图片”可将扫
描的图片保存至电脑。

b) 打开电脑内的图片 点击“打开图片”图示可打开电脑的图片至软体
内，以进行OCR操作。

c) OCR 识别 在使用OCR前，你需要设置好OCR的识别语言及汇出格式。然后点击“优化
图片”图示将图片转为黑白图片，点击“开始识别”图示进行识别，然后选择保
存路径及输入档案名称，OCR结束后软体将在您刚才选择的电脑位置生成一个
Word/Excel 或TXT格式的文档。

12 不连接底座使用扫描器时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1.3.2 软体使用
1 软件安装后, DIRECTSCAN 软件图标会显示在你的电脑桌面。

DIRECTSCAN
2 将扫描器连接电脑，按两下“DIRECTSCAN”，启动 注备:
DIRECTSCAN 软体将显示在工具条上， 如下图示： 软体安装预设语言为英语，使用者可以在设置中选择系统语言。

11.3.3 Picture Direct（将图片扫描至您正使用的软体）

1 点击 “Picture Direct”图示, 将出现 Picture Direct
工具列（如下图）：
2 点击“设置”按钮，您可以设置软体的语言和扫描的颜色
及方向，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如需保存刚才的设置，
则直接点击退出设置。
3 开始扫描：
打开一个软体（支援大部分办公及聊天软体，如Word、Excel、
Outlook、Skype、QQ、Windows自带的画图等），在希望插入
扫描图片的位置按一下，按一下扫描器的 按键，
扫描 LED灯显示为绿色时即可开始扫描，扫描完成后，按

键停止扫描，扫描的图片将自动插入您刚才按一
下的位置。

11.3.4 OCR Direct(扫描文字将其以可编辑的
格式插入到正使用的其它软体)

1 点击“OCRDirect”图示,将出现OCR Direct工具列（如右图：）

2 点击 “设置” 按钮, 可设置系统语言,扫描颜色和方向,OCR识别语言，
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设置，然后开始扫描。

*请不要选择超过3种OCR识别语言*。

3 打开一个软体（支援大部分办公及聊天软体，如Word、Excel、
Outlook、Skype、QQ等） ，在您希望插入文字的位 置按一下，按
一下扫描器的 键，并移动扫描器，即可
开始扫描，扫描结束后再按一下 按钮，稍等片刻，被
扫描的文字将自动以可编辑的文字形式插入您刚才按一下的位置。

11.3.5 BCR Direct（名片管理）

点击“BCR Direct”图示, 将出现BCR Direct 介面 （如右图）：

新建各片
1 点击 “新建名片” 按钮可以进入“新建名片”页面（见右图）：
名片列表：可以查找所有保存的名片资料
名片信息：扫描，编辑名片资料
扫描图片：扫描一张新名片以进行名片管理
识别语言：选择您需要识别的语言
识别：开始识别名片图片上的资料，识别后会将名片上的资料自动

添加至名片资讯处
保存：保存当前操作

2.点击 “系统设置” 按钮, 您可以设置软体的语言，扫描的颜色和方向，
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

3 设置好“系统设置”后，在“正面图片”或“背面图片”下方，点击扫描
名片，进入“名片扫描”视窗（见右图），然后按扫描器的扫描按键扫描
名片，扫描完成后可对图片进行旋转，翻转或剪切。 完成后点击确认，返
回BCR Direct的主视窗，可以看到刚才扫描的名片已出现在“新建名
片”页面的右侧。

4.选择识别语言，点击识别。程式将自动将名片上的姓名，手机，电话， 5 编辑完成后保存，在“名片列表”栏可以看到新
传真，位址等资讯分类整理至“名片资讯”。您可以手工编辑“名片资讯” 增了一条记录 （见下图），按两下记录可以重新
下的连络人资料。（见下图） 编辑。

导入名片：
您也可以将已有的名片图片导入到magic scan软体中，用magic scan软体管理名片资讯。
点击“导入名片按钮”，进入“打开图片”视窗。点击打开图片，打开一张已有的名片图片，再按确认后将返回“新建名片”页面进行名片
管理。
汇出名片：
您也可以将已有的名片图片汇出到magic scan软体中，用magic scan软体管理名片资讯。
点击“汇出图像”按钮，选择汇出的格式，并点击OK；然后选择保存路径，并确认，即可在刚才选择的路径位置汇出名片资讯。
汇出Text格式：在保存路径汇出一个以该名片姓名为档案名的资料夹，资料夹内包含名片的图片和一个TXT文本文档。
汇出vCard格式：在保存路径汇出以该名片姓名为档案名的vCard格式的档。

12.1 使用方法
11.1.1. 依扫描器的外壳上SD卡标注的方向，正确插入SD卡及装入电池，长按 键约2s开机；
11.1.2. 选择好你需要的颜色，解析力，JPG/PDF 是否加密等选项；
11.1.3. 将原稿放在平稳的台面上；
11.1.4. 将扫描器放在原稿上，以扫描器侧面上的两个细长方框为扫描的有限范围，对准你想要扫描的范围；
11.1.5. 点击 键，此时TFT屏显示SCAN，表示进入扫描状态；
11.1.6. 用手轻压扫描器，按你需要的方向，平稳的在原稿上移动扫描器，直到将需要的内容扫完；
11.1.7. 再点击 键，退出SCAN模式，此时显示的数位加1，表示扫描的档已经加入到SD卡中。
注意：
1. 如果在扫描过程中太快的移动扫描器，有可能会扫描出较差的图片，此时TFT屏上显示 ，你需要停止扫描，重新再扫描一次。
2. 扫描时，你需要最大化的保持扫描器平稳的移动，不要向一边倾斜，或是左右摆动扫描器，这样扫描出来的图片，是弯曲变形的。

正确 错误 错误
3.扫描时，必须保持扫描器平放在原稿上，不要将扫描器的一端翘起。书籍扫描如下图示：

12.2 注意事项
● 不使用Magic Scan软体进行扫描时，一定需要插入SD卡，否则无法扫描；
● 一定不要在扫描未结束时，将SD卡拔出；
● 你需要在开机时设置好扫描器的日期/时间，扫描出的图片的日期/时间只保持与设置的时间一致，而不是当前的时间；
● 请注意不要在CIS玻璃上留下你的手指印，或是其它任何脏污的东西，它们会直接影响你的图片品质。

13 扫描器+底座组合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3.1 扫描器+底座组合使用方法 电
池供电的使用方法：依第五点的方法，将扫
描器组合到底座上；
在底座中，装入6节AA电池（注意：电池只需装在底座内，扫描器上装不装电池都可以正常使用）
开机后设置好各功能表选项后；依原稿的宽度大小，调整好底座上的卡板位置，将原稿正面向上，从进纸端插入，不需要按 键，
只需轻轻推动原稿；扫描器感应到纸张进入后，马达开始转动，带动原稿进入扫描器；此时可将手松动原稿，等待原稿自动从纸端出来。
原稿出来后，马达自行停止转动并完成扫描，TFT屏上显示的数位加1，表示扫描的图片已经存入到SD卡中。

13.1.1 用USB连接电脑时使用方法
请参考第5点中的使用方法;
将USB线插入到底座的USB插座中，而不是扫描器上，只有将USB线插入到底座的USB插座才有效，如果你将USB线插入到扫描器的USB底端时，
不论是连PC或是作为供电使用，都无效；
请参考13.1.3的自动进纸扫描方法

13.1.2 自动扫描时原稿进纸的方向
使用DIRECTSCAN软体自动扫描时，原稿放入进纸端的方向需按以下设置，扫描出来的图片才能显示为常规方向。

原稿方向 软体里设置
的扫描方向

原稿正确的进纸方向 原稿错误的进纸方向

水准

垂直

不使用DIRECTSCAN软体自动扫描时，原稿放入进纸端的方向需按以下设置，扫描出来的图片才能显示为常规方向。

原稿方向 原稿正确的进纸方向 原稿错误的进纸方向

13.2 自动扫描+底座组合的注意事项
并不是所有的纸张都可以插入底座中，请参考下面的清单：

类型 可能引起的情况

可能引起的情况 厚度超过1.00mm的纸张 它可能会引起原稿卡住

非常柔软的纸张，布料 它可能会引起无法带动原稿

原稿宽度超过底座可进纸的最大尺寸（216mm宽） 它会无法插入到进纸端

如果你扫描的原稿是一些特殊形状，如三角形，圆形，梯形等，因为底座有自动剪切功能，扫描出的图片可能会有部分内容被剪切掉，
请看下面的表格：

产品保修卡：

商 品 名 便携式自动一体高级商务扫描仪

保修期限 自购买日:20 年 月 日一年内有效

生产商名 3R集团 北京爱迪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10-62041107 免费 400-680-6765
网 址 www.3r.com.cn www.3rsp.com

经销商盖章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