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形 120°～180°书托 A2 全自动翻页书稿高速扫描仪

★ 全自动吸服式自动翻页扫描，不受书稿扫描朝向限制；
★ 可同时全自动翻页扫描和手动干预扫描，不受原稿限制，一机多用；
★ 压稿玻璃可以随意御下，V 形稿台可以成 180°平放扫描单张式原稿；
★ 100〜600 dpi 扫描和输出彩色、灰度和黑白 TIFF, PDF, BMP, JPEG 等常见格式；
★ 内置 Linux PC 开放式平台，附 USB 3 接口和以态网 GBit 网路，4K 轻触式操控屏幕；
★ 标配 'Scan2net'、'Kisok' 多功能书稿批量式扫描处理和影像优化处理软件，包括自动
分页﹐去边﹐去指印﹐抗歪﹐展平﹐变焦﹐旋转﹐反相﹐删减﹐和加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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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形 120°～180°书托 A2 全自动翻页书稿高速扫描
仪

全自动机械翻页扫描

标配吸服式自动翻页扫描，不受书稿朝向限制；
可同时全自动翻页扫描外，有需要时可手动翻页扫描，不受原稿限制，一机多用；
V 型 120°可调书稿台标配自动压稿玻璃面板保证每次扫描都达至更佳质量和效果；
自动压稿玻璃面板可随意装卸，满足其它扫描需要。

180°平开可调式书稿台
V 型 120°书稿台可随意平开成 180°，无需任何工具，方便扫描单张原稿如：
字画、相片、图纸等；
标配 22 寸 4K 超高清轻触式彩显屏幕，方便即时阅览扫描效果和扫描功能操作；
内置 Linux PC 含标配 'Scan2Net' (网络式扫描) 和 'Kiosk' (成包扫描) 软件。

软件功能概括
格式/幅面大小选择 (Format/Size Selection)
国际彩色原色标准 (ICC Colour Profile)
元数据 (MetaData)
影像旋转 (Image Rotation)
镜像处理 (Mirror)
文夹输出方向 (File Output Direction)
扫描速度(快速/高质)Scan Speed (fast/high quality)
彩色扫描和输出(Colour Scan mode & output)
灰度扫描和输出(Grayscales Scan mode & output)
黑白扫描和输出 (B/W Scan mode & output)
自动识别原稿大小(Automatic Size Recognition)
输出格式选择 (Output file formats selection)
反相(黑转白和白转黑) (Invert)
边沿设定 (Margin Settings)
纠斜 (De‐skew)
去班点(De‐speckle)
多种语言菜单包括中文
剪贴/剪裁 Clipping / Cropping
扫描和重扫 (Scan & Rescan)
指尖图像生成 (Thumbnail Creation)
消除指头影像 (Thumb/Finger Removal)
(书本页面弯曲修正)Book Fold Correction
自动分页 (Automatic Page Splitting)
只扫描储存左页 (Scan/Save Left Page Only)
只扫描储存右页 (Scan/Save Right Page Only)
同步扫描储存左右两页
消除黑边 (Black Border Removal)
档案格式转换而无需重扫
遮覆/掩蔽(Masking)

ROBO SCAN V2 主要规格
扫描幅度:

最大至 620mm x 460mm

解 像 度:

100 - 600 dpi

扫描格式:

彩色、灰度和黑白

色

彩色-48 Bit 输入/24 Bit 输出
灰度-16 Bit 输入/8 Bit 输出

深:

扫描速度:

200 dpi = 2 秒
300 dpi = 3 秒
600 dpi = 6 秒

扫描感光:

线式 RGB CCD 高精度扫描头

光

源:

零紫外光、零红外光 LED 冷光源

书

托:

V 形 120°/180°可调书托

压稿玻璃:

可装、卸 V 形压稿玻璃面板

接口介面:

GBit(1000 兆) 高速网络接口
USB 3.0 高速接口

控 制 器:

内置 64 Bit Linux 开放平台
PC，8GB 内存, 320GB 硬盘

彩

显:

4K 超高清 22 寸轻触式操控屏幕

体

积:

宽 830mm 深 860mm 高 840mm

重

量:

68 公斤
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