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优胜]

"优扫"全功能 100-2,400 DPI 缩微品彩色 / 灰度 / 黑白扫描仪

功能全面 : 可扫描、储存和打印任何彩
色、黑白和灰度 16/35 毫米
缩微胶卷、胶片、正/负底
片、幻灯片和不透明缩微
品(micro-cards) 。
云端技术 : 可输出至任何介质如 USB，
打印机，传送至云端储存、
电邮或打印，文字检索(OCR)
中国缩微系统有限公司
国际数码影像系统公司(附属)

全自动化 : 全自动卷片走片、画幅自动
检定和扫描存档，触控式监
视屏操作，指拨式随意无级
放大和缩小、浏览、翻阅、
影像旋转、反相、对焦和曝
光等。
扫描光学 :1,200/1,800 万像素 CMOS 感光
件配 7～105 倍电动变焦 35 x 47
毫米全画幅光学扫描头；
www.chinasystem.hk

www. 中国缩微. 公司.hk

总公司 ： 香港 干诺道西 188 号，香港商业中心 2913-15 室
电话 ：(852)-2548 6112
传真：(852)-2559 9469
电邮：info@chinasystem.com.hk
分公司 ： 北京市
北四坏中路 8 号，汇欣大厦 B 座 715 室
电话
：(010)-8497
8441
传真：(010)-8497
8630
电邮：beijing@chinasystem.com.hk
上海≆公室:
上海市浦东新⋢康花路499号3号㤤3㤤308-309室
电宅:
86-21-58305536
Ỉ真: 86-21-50686293
电邮:
jacky@generule.com

英国 [优胜] "Uscan+" [优扫] 加系列高清全功能缩微扫描仪
主要技术规格
缩微品种

[ 优扫 ] UScan+LTE
所有 正/负 16、35 毫米胶
卷，开窗卡片，105 毫米平
片、封套片，幻灯片，彩
色胶片等。

灰度和黑白数字化影像

每秒钟达 3 个画幅，每画幅只需 1/3 秒。
7-60 倍电动无级式光学变焦

100 ～ 600 DPI 光学解像 / 700～2,400 DPI 拓值。

光学解像

对

7 ～ 105 倍电动无级式光学变焦。

35 mm x 47 mm (超 35 毫米画幅)全片幅扫描。

最大扫描幅面

储存介质选择

硬盘、网絡、USB 闪存、CD、DVD 光盘、打印、电邮、 云端储存
和打印(cloud storage) 、谷歌文件(Google Docs.)等

硬盘、网絡、USB 闪存、
打印、电邮、 云端储存和
打印、谷歌文件等。

焦

全自动，附手动跨控。

感光件优化功能

全套可调式光学旋转。

变

全彩色高清 1,800 万像素实时全
片幅扫描头连高精度缩微专用光
学镜头

全彩色、灰度和黑白数字化影像。

画幅撷取速度
放大倍率

[ 优扫+HD ] UScan+HD

所有 正/负 16、35 毫米胶卷，开窗卡片，105 毫米平片、封套片，
黑白和灰度胶片、彩色幻灯片，彩色胶片和不透明缩微品(micro-card)
和 电动卷片架专用的 "M-型" 密封式 16 毫米卷片联接器等。

全彩色 1,200 万像素实时全片幅扫描头连
高精度缩微专用光学镜头。

感光元件

扫描输出模式

[ 优扫 + ] (UScan +)

全电动光学 + 数码变焦。

焦

TIFF RAW 原始数据，TIFF G/4/5 压缩数据，多页式 TIFF (Multi-TIFF) ，
BMP，JPEG，JPEG 2000， PDF Single / Multi-PDF(单页及多页式 PDF)。

输出格式

2 个自动识别 USB 闪存，支援反输功能。

内置闪存插阜
扫描控制

触摸式屏幕全功能控制，指拨式随意放大、缩小、移动、翻页、纠斜、存档、打印、电邮、
云端储存和打印、谷歌文件(Google Docs.)等。

曝光光源

彩色扫描兼容白光 LED 阵列式冷光源

接口介面

USB 3.0
Windows 7 Pro. & 8 ( 64 bits only) (视窗 7 专业版 和 8 - 只限 64 位)

操作系统软件
额外配置

电动 16、35 毫米电动卷片
架(16、35 卷片、平片、封
套片和开窗卡片通用)；
Rapid Scan :快速自动卷片
扫描软件；OCR 文字识别
功能软件；不透明缩微品
(micro-card)用 LED; M 型
密封式 16 毫米卷片联接器

'Rapid Scan' 快速自动卷片扫描软件(标准配套)。
额外選配件:电动 16、35 毫米电动卷片架(16、35 卷片、平片、封套片和开窗卡片
通用)(额外選配))；
OCR 文字识别功能软件(额外選配)

500 X 290 X 200

体积(毫米)/重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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