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900掃描器

功能強大 ‧ 設計精實 ‧ 橫掃一切

效率大提升
柯達i2900掃描器是一款強大的旋轉式A4桌面掃描器，以設計精巧的零邊距平板掃描器為主要特色。 i2900具備了250頁的進紙器/
升降器，可確保掃描中高速的掃描量；同時，以300 dpi掃描雙面與彩色文件時也游刃有餘。此外，除了原有的柯達完美頁面技術
與智慧觸控功能之外，更新增了智慧文件保護功能，使之成為小身材、大能力的掃描器典範。

佔地面積小，設計更精實

長文件出紙路徑

不斷精進

獨具匠心的設計，讓掃描器佔用更少空
間，同時輕鬆地應對各類嚴峻的掃描挑
戰。

較長、較厚的文件對於傳統旋轉式掃描
器是不小的挑戰。我們提供後部出紙路
徑供用戶選擇，這種出紙模式對於較長
、較厚的文件是理想的選擇。

柯達完美頁面技術可針對所需資料提取
、優化圖像質量，並且智慧地執行圖像
處理工作，為許多應用程序提供擴展功
能。

文件免於損壞

保護您的投資

憑藉智慧文件保護功能，每份文件將獲
得妥善保護，避免進紙過程中損壞，讓
用戶高枕無憂。

借由柯達Essential Productivity服務與
柯達Advanced Proficiency服務，確保
您的設備與軟體以最佳狀態運作。我們
各類服務項目將協助您提高效率，為您
的業務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

顯著提供效率
借助250頁的進紙器/升降器，用戶將能
高效地掃描各種批量的混合文件。

平板掃描盡在掌握
我們整合的零邊距平板掃描器專門用於
處理各種非常規的文件，讓柯達i2900掃
描器輕鬆地掃描書頁、護照、文件夾，
以及易碎的文件等。

輕輕一觸，全面掌控
柯達智慧觸控功能可減少重複性工作，
簡化資訊共享程序，讓掃描更加簡單。

i2900 掃描器
產品規格
掃描速度
(直式，信纸/A4尺寸，
黑白/灰階/彩色)

在 200 dpi 或 300 dpi 下時，最高達 60 ppm/120 ipm
（因用戶的驅動程序、應用軟體、操作系統與電腦不同，掃描速度可能會有所不同。）

支援的平板

整合 A4 尺寸的平板掃描器 ( 零邊距 ); 可提供柯達 A3 尺寸平板附件 ( 零邊距 )

掃描技術 (ADF)

雙 CCD；灰階輸出位元深度為 256 級（8 位元）；彩色擷取位元深度為 48 位元（16×3）；彩色輸出位深度為 24 位元（8×3）

照明

雙 LED

操作控制面板

圖形液晶顯示屏，配置四個操作控制按鈕

光學解析度

600 dpi

輸出解析度

100 / 150 / 200 / 240 / 300 / 400 / 600 / 1200 dpi

最大/最小文件寬度

自動進紙：215 mm / 63.5 mm / 手動進紙：215 mm / 50 mm

最大/最小文件長度

自動進紙：863.6 mm / 63.5 mm/ 手動進紙：863.6 mm/ 50 mm( 僅後部出紙 )
長文件模式：最大長度 4.1m ( 掃描器支援連續掃描模式，以分割圖像模式儲存 )

紙張厚度與重量

34-413 g /m²（9-110 磅）的紙張

進紙器/升降器

最多 250 張 75 g /m²（20 磅）的紙張

紙張路徑選項

文件可以退出到前出紙托盤，如果手動選擇直通式出紙路徑將從掃描器後部退出

文件感應

超音波重張進紙檢測；智慧文件保護

連接

USB 2.0（與 USB 3.0 相容的電腦）；提供 USB 3.0 連接線

軟體支援

全面支援柯達擷取專業軟體 (Kodak Capture Pro Software) 與柯達資產管理軟體 (Kodak Asset Management Software)；捆綁
TWAIN，ISIS 和 WIA 驅動程序；柯達擷取桌面軟體 (Kodak Capture Desktop Software)；智慧觸控（Linux SANE 與 TWAIN 可從
以下網址下載：www.kodak.com/go/scanonlinux）

影像功能

完美頁面掃描；智慧閾值處理；自適應閾值處理；糾偏；自動裁剪；相對裁剪；強制裁剪；電子濾色；雙流掃描；互動色彩、亮度與
對比度調整；自動調整方向；自動顏色檢測；智慧平滑背景顏色；智慧圖像邊緣填充；圖像合併；基於內容的空白頁檢測；條紋過濾；
影像孔填充；銳化過濾；自動亮度調整；連續掃描模式 ( 影像以分割模式儲存 )

文件輸出格式

單頁與多頁 TIFF、JPEG、RTF、BMP、PDF，可搜尋的 PDF

附件（選配）

柯達 A3 尺寸平板附件；文件套印附件（側後方，掃描後可套印 40 個字符，提供 9 個套印位置）

電源要求

100-240 V（國際）
；50-60 Hz

功耗
環境因素
噪音
（操作員位置的聲音壓力水平）

關機模式：<0.5 瓦；運行模式：<75 瓦；睡眠模式：<4.5 瓦
「能源之星」認證之掃描器
運行温度 : 15-35° C (59-95° F) / 運行濕度 : 15% - 76% RH
關閉或待機模式：<30 dB(A) 工作模式：<60 dB(A)

建議 PC 配置

Intel Core 2 Duo，每核 2.66 GHz（或同等性能）；3 GB RAM

支援的操作系统

Windows XP SP3 (32 位和 64 位 ), Windows Vista SP2 (32 位元和 64 位元 ), Windows 7 SP1 (32 位元和 64 位元 ),
Windows 8 (32 位元和 64 位元 ), Ubuntu 10.04

產品認證

AS/NZS CISPR 22:2009 + A1:2010 Class B (C-Tick Mark), CAN/CSA-C22.2 No. 60950-1-07 (C-UL Mark), Canada ICES-003
Issue 5 (Class B), GB4943.1:2011, GB9254:2008 (Class B), GB 17625.1:2003 Harmonics (CCC“S&E”Mark), EN 55022:2010 ITE
Emissions (Class B), EN 61000-3-3 Flicker, EN 55024:2010 ITE Immunity (CE Mark), EN 60950-1:2006 + A11, A12, A1 (TUV GS
Mark), IEC 60950-1, CISPR 22:2008 (Class B), VCCI V3/2012.04 (Class B), CNS 13438:2006 (Class B), CNS 14336-1 (BSMI Mark),
UL 60950-1:07 (UL Mark), CFR 47 Part 15 Subpart B (FCC Class B), Argentina S-Mark

耗材

滾筒清潔墊，防靜電擦布，耗材套件（包括進紙模組、分紙模組、分紙片、前端傳送滾輪）

硬體規格

重量：15.8 Kg；深度：371 mm ( 輸入托盤關閉 )
寬度：431.8 mm；高度：237.5 mm

柯達幫助用戶輕鬆地從電子與紙質文件中擷取與使用有價值的資訊。我們的文件影像解決方
案包括屢獲大獎的掃描器與擷取軟體，以及業界領先的服務和支援。從小型辦公室到跨國企
業，柯達皆有一款解決方案能滿足您對資訊擷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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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Imaging)
北京 +8610-6561-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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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代理
華經資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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