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lustek eScan A150
Plustek eScan A150 

eScan Series

eScan A150搭載七吋觸控螢幕，配合簡約設計的介面，讓使用者能夠直接在畫面上操作、編輯、預覽

影像，並同時支援Wi-F與有線網路，輕鬆實現隨掃隨存到多個不同目的地的新境界。

v主要特色
• �搭配七吋大螢幕觸控面板

• �同時相容無線(Wi-Fi)與有線網路

• �輕鬆掃描三步驟即可完成

• �掃描後的影像無需透過個人電腦，可直接傳送到指定目地的

• �檔案可傳送到多個不同的目地的：個人電腦、隨身碟、網路磁碟機(FTP)、手機

 、電子信箱、與多個知名的雲端空間

• �可同時放置50張文件掃描存檔

 www.plustek.com

v搭配軟體

Abbyy OCR 辨識軟體
Abbyy OCR支援高達183國語言辨識，協助您將檔案

或圖片上的文字準確的轉換為可編輯的檔案，省去您

重新打字與編排文件的時間，有效提高整體的工作效

率。

Presto! 文件管理軟體
Presto!Pagemanager是一套簡單易懂的文件管理軟體

，它具備截取、預覽、轉換與傳送您的文件到指定目

的地的功能，同時可穿插或是刪除特定的頁面，並將

所需的文件透過內建的OCR軟體轉換為可搜尋PDF，

節省您保貴的時間。

※ 僅支援Windows作業系統.

1.掃

直覺式的操作介面立即掃描

2.看

即時預覽、編輯影像

3.存

六種裝置同時儲存

影像感應元件 CIS x 2
光 源 LED
光學解析度 600 dpi
自動饋紙器容量 50 張 (70 g/m², 18 lbs)
 注意：最大的ADF裝載能力取決於紙張重量。

掃描速度 15 ppm/ 30 ipm (灰階模式, 200 dpi, A4 Portrait)
 15 ppm/ 30 ipm (黑白模式, 200 dpi, A4 Portrait)
 4 ppm/ 8 ipm (彩色模式, 200 dpi, A4 Portrait)
 17 ppm/ 34 ipm (灰階模式, 200 dpi, Letter, Portrait)
 17 ppm/ 34 ipm (黑白模式, 200 dpi, Letter, Portrait)
 4 ppm/ 8 ipm (彩色模式, 200 dpi, Letter, Portrait)
掃描範圍 (寬 x 長) 最大:216 x 356 mm (8.5" x 14")
 最小:13.2 x 13.2 mm (0.52" x 0.52") 
可接受紙張尺寸 (寬 x 長) 最大:244 x 356 mm (9.6" x 14")
 最小:50.8 x 50.8 mm (2" x 2")
可接受紙張重量 ( 厚 度 ) 40 到 157 g/m² (12 到 40 Lbs)
每日建議使用量 ( 頁 ) 1,500
網路功能 掃描到行動裝置
 掃描到 FTP (支援 FTP/SFTP)
 掃描到 USB
 掃描到 PC
 掃描到 Email
 掃描到雲端
介 面 USB 2.0 x 1
 RJ45 (網路連結) x 1
淨 重 2.8 Kgs (6.17 Lbs)
實體尺寸 (寬 x 深 x 高) 318 x 170 x 189 mm (12.53" x 6.69" x 7.45")
操作面板 中央處理器: RK3188 Cortex A9 Quad-core GPU @ 1.6GHz 
 記憶體: DDR3 1GB
 顯示器: 7" 1280x800 像素IPS廣視角多點觸控螢幕

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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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雲端智慧掃描器



聰明工作的好幫手
過去傳統的資料傳輸往往都是依靠傳真的方式，然而如今人們轉而透過電子信箱來溝通與傳遞訊息，但還是需要

透過個人電腦、掃描機或是拍照的方式，將資料收集後用電腦送出，因此Plustek希望能夠提供全方位快速、省時

、方便使用的解決方案，只需要一台雲端數位掃描器，就可解決這些繁雜的操作過程，讓您輕鬆搞定。

精緻小巧的外型設計，兼具強大的功能性

Plustek為eScan A150建立直覺式、簡易的操作介面，讓資料傳送不再僅是傳送到單一的目地的，而是配合網際網路

徹底的實現行動e生活的體驗。

手機APP的直覺式介面設計，讓您快速上手 !

輕鬆掃描三步驟，有效降低您的學習成本 !

提供清新的使用者介面，無需透過TWAIN通訊協議即可使用

最有效率的文件傳輸專家
文件掃描可透過Plustek eScan手機軟體與個人電腦的支援軟體，實現隨掃隨存的新境界。

手機App軟體

eScan 客戶端工具
eScan A150內建Wi-Fi與有線網路的功能，支援遠端掃描並透過網路連結

，直接存檔到個人電腦(Windows & Mac)或是手機、平版(Android & iOS)

，讓您聰明工作、一次搞定。

搭配個人電腦的用戶端軟體，透過OCR的文字辨識功能，將eScan掃描

後傳送到電腦端的電子文件，輕鬆

轉換為可搜尋式的PDF，讓使用者不

再是只能看，而是一份能夠編輯的

PDF檔案。

即時傳送掃描檔案到您的手機或是行動裝置上

無需再透過層層轉送，一次將重要檔案傳送到位

不論線上或是離線狀態，都能夠輕鬆預覽掃描檔案

Plustek eScan用戶端軟體提供編輯檔名、刪除或是管理的功能

可透過手機客戶端的軟體，將接收到的電子文件再分享到其它的應用程式

可同時透過有線與無線網路傳送資

料到指定的位置。

大尺寸觸控面版，提供您清晰的操

作環境。

支援 Dropbox、Google Drive、

Evernot、Box、Sharepoint 雲端服務

平台。

支援雙面每分鐘15張與單面每分鐘

30張的掃描速度。

可自定義文字與圖片的浮水印功

能。

Flash drive Clouds

PC
Mobile Mail

FTP

掃描器無需配合個人電腦，一機

搞定。

安裝無需技術背景，輕鬆上手、

即插即用。

支援多元化的儲存目地的(個人電腦

、隨身碟、網路磁碟機、電子信箱

、與多個知名雲端服務平台)。

可同時放置50張文件掃描存檔。

支援多種尺寸的文件掃描，都能

簡單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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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圖預覽 轉置編輯 總覽管理

v產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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