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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购买富士通彩色图像扫描仪 ScanSnap iX1500 （此后简称为“ScanSnap”）。
本文档包含了使用本产品（其中包括 ScanSnap、以及所有相关软件和文档）前必读
的一般安全须知。请详细阅读此文档，正确使用本产品。确保将本文档保管于一个安
全的地方以便在使用本产品时可随时参考。

2018 年 3 月

Wi-Fi 、Wi-Fi Protected Setup 及 Wi-Fi Protected Setup 徽标为Wi-Fi Alliance 的商标。
ScanSnap 和 ScanSnap 徽为 PFU Limited 在日本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其他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均为各自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PFU Limited 2018

彩色图像扫描仪 ScanSnap

安全注意事项

在高安全性要求下的使用
本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均以该产品将应用于办公、个人、家用、常规工业使用和普
通应用为前提。本产品在设计和制造中未考虑直接与人身安全及健康有关的具有高
安全性要求应用 （以下简称“高安全性应用”）的情况。例如，未考虑用于核
电厂之核反应控制、飞机的自动飞行控制、空中交通控制、大规模运输系统的运
营控制、维持生命的医疗设备、武器系统中的导弹发射控制等一旦出现问题没有安
全保障的情况。当应用于这些高安全性应用时，用户应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安全。
株式会社 PFU 对由于在这些高安全性应用下的使用所导致的任何损失均不承担责
任，也不赔偿或补偿用户及第三方的任何请求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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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所使用的警示标志

本文档中的标志用以避免任何会造成您和 / 或本产品可能发生的事故或伤害。

为了安全使用

下面叙述为了安全使用本产品的重要警告。
为了安全使用本产品，请务必遵循以下说明。以下警告中，“电源电缆”指交流电
缆与交流适配器连接后的集合体。

警告

警示标志 说明

该标志警告使用者必须严格遵守此操作，否则可能会导致严重受
伤或死亡。

该标志警告使用者必须严格遵守此操作，否则可能会对人或产品
造成安全危害。

三角形表示需要特别小心，应引起足够重视。三角形里面的绘图
显示具体小心内容。

内部加有斜线的圆圈表示用户不可以采取的行为。其中也可能含
有一个显示被禁止的具体操作的绘图。

附在黑色背景上的感叹号表示用户所应该遵循的指令。它还可能
包含有表示具体说明的绘图。

将电源电缆插入可及范围内的交流插座。在以下任一情况下， 请立即关闭
ScanSnap，并由交流插座上切断电源电缆。否则可能引起火灾、烧伤、受
伤或触电。
ScanSnap 因故受损时。
检测到有烟雾或热气从 ScanSnap 冒出时。
检测到有异常噪音或气味时。
有异物 （水、液体、小金属物等）进入 ScanSnap 内部时。

检测到 ScanSnap 无法正常工作的其他问题时。

为安全起见，请不要拆卸或改装 ScanSnap， 因为 ScanSnap 内有高压组件。 
否则可能引起触电。

将电源电缆牢牢地插入交流插座。否则，可能引起火灾或 ScanSnap 运行故
障。

本 ScanSnap 只能使用符合电源电压规定的电压电源和交流电。请勿把电源插
头插到多种电源混合的插座上。如果电源电压和电流不符合要求、则可能会
导致失火或触电。

警告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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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仅使用随 ScanSnap 提供的电源电缆 （包含交流电缆和交流适配器）。请
勿使用任何延长电线。不遵循这些说明有可能引起异常发热或火灾。请不要
将 ScanSnap 配备的电源电缆用于其它设备，否则可能引起诸如设备故障或者
触电等问题。

请不要将 ScanSnap 放在以下容易遭到高温、高湿度、通风不良影响，或者
灰尘多的地方。如果放到容易受到高温影响的地方，盖板可能会变得很热、
甚至变形、而导至漏电或火灾。请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使用 ScanSnap。
靠近如火炉或电子加热器等热辐射设备、或有挥发性易燃材料、窗帘等易
燃物品的地方。
类似厨房等容易产生油烟的地方。
诸如浴室、游泳池等潮湿的地方。
太阳直射、烈日下的汽车里或靠近发热设备等炎热的地方。
如用毛毯或布盖住 ScanSnap 等会产生热量的地方。
如加油站等会产生易燃气体的地方。

不要堵住通风口。堵塞通风口会导致 ScanSnap 内部热量积聚，从而可能导
致失火或设备失灵。

在移动 ScanSnap 前， 请确保已拔出连接它的所有电缆。注意同时清除地面
障碍物。不要在电源电缆和接口电缆还在连接状态时移动 ScanSnap，因为这
样可能损伤这些电缆，从而引发火灾或触电。电缆还可能会妨碍工作，导
至人员受伤。

不要用湿手接触电源电缆。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

从交流插座拔出电源电缆时， 请务必握住电源插头而不是电源电缆。
拖拉电源电缆有可能使其损坏、引起火灾或触电。

不要使用已经损坏的电源电缆。同样，不要将电源电缆或电源插头插在松动
的插座上。否则可能引起火灾或触电。
拿放电源电缆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请勿弄湿、更改、捆绑或弯曲电缆。
请勿在电缆上放置重物、或将电缆夹在门中、使其掉落或受损。
请勿用力拉拽、弯曲或扭转电缆。
请勿将金属物品放在电源电缆的插头附近。

注意不要让衣物等 （如领带、项链）或头发卷入任何 ScanSnap 设备中，以
免导致人身伤害。

驾驶时请勿使用 ScanSnap。否则可能会妨碍您谨慎驾驶、引发事故。

不要长时间触摸 ScanSnap 发热部位 （例如长时间触摸扫描仪底座或交流适
配器）。否则可能会引起低温烫伤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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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ScanSnap 长期不使用时， 请务必先从交流插座上拔掉电源电缆以保证安全。
否则可能引起火灾或触电。

清洁前， 必须先关闭 ScanSnap 并拔掉电源电缆以避免引起火灾或触电。

不要使用气雾剂或者含有酒精的喷雾剂清洁 ScanSnap。因为喷洒气雾剂时可
能会把脏物带入 ScanSnap 内。这有可能导致 ScanSnap 不能正常工作或出现
故障。因清扫设备表面的灰尘和脏
物时产生的静电而造成的火花有可能导致失火。

对以下项目每月进行一次检查：
电源电缆牢牢插在交流插座上。
电源电缆没有散发异常热气，或电缆没有生锈或弯曲。
电源电缆 ( 特别是插头 ) 上没有积攒灰尘。如果积有灰尘，请用干的软布擦
拭掉所有灰尘。
电源电缆上没有裂纹或划痕。

在限制使用无线电波的地方 （比如医院等），请根据所在地的指示关闭Wi-
Fi 连接使用 ScanSnap。因为电波有可能会影响电子设备、医疗设备以及植
入医疗器械 （比如心脏起搏器）。这是所有使用电波的设备的共性，而并
非 ScanSnap 的专有特性。 

当在桌面上安装 ScanSnap 时，请确保工作台水平且稳固。同时，不要使其
任何部件离开桌面而悬空、否则 ScanSnap 可能会从桌面滑落或被推落下来，
另外也可能导致人员受伤。

为避免幼儿受伤，不要将 ScanSnap 安装在小孩的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

请将 ScanSnap 安放在远离强磁场以及其它电子噪音源的地方。
为保证 ScanSnap 不受任何静电的影响，请选择一个不受静电干扰的地方安放
ScanSnap。因为静电会导致 ScanSnap 机能失常。

若是雷雨天，请关掉 ScanSnap 电源，由交流插座中拔掉电源电缆。之后再
拔下其他任何 ScanSnap 连接的电缆。
否则可能会损坏 ScanSnap，给用户造成财产损失。

请勿在 ScanSnap 上放置重物或进行其它工作。否则可能会导致受伤或使设备
无法正常工作。

拿放文档、文件护套（可选配件）或照片文件护套（可选配件）时注意不要
划破手指。

本产品的 LED 光源在正常使用下是不外露的。另外，即使有 LED 光线外漏，
其强度不也会对您的眼睛造成任何伤害。请勿拆卸、修理或改造 ScanSnap。
直视 LED 光源可能会引发视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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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责任说明

使用本扫描仪之前请仔细阅读与产品同捆的各种文档。如果使用不正确, 可能会对
用户或旁观人员造成意外伤害。
请将本文档保管在安全的地方, 以便在本产品的使用期间能随时参考。
尽管我们已经为保证本文档所有内容的准确性尽了最大努力, 株式会社 PFU 不对由
于本文档及其更新和补充内容中的任何错误、遗漏或陈述而导致的任何一方的任何
伤害承担责任。无论这些错误、遗漏或陈述是由于疏忽、意外还是由于任何其它原
因而导致的。 进而, PFU 不会承担在此处所述的任何产品或系统的使用或应用中所
引起的任何责任；也不会承担任何因本文档的使用而引起的意外或间接伤害的
责任。 PFU 拒绝对本文档包含的信息作出任何保证, 不管这样的信息是明确表达
的、暗示的、或是法律规定的。

■ ScanSnap 的使用注意事项

不要由连接了诸如复印机或者碎纸机等高耗电量设备的交流插座提供电源。电源
产生的电流噪声可能会造成设备故障或失灵。

把 ScanSnap 从一较冷房间移到较暖的房间后，请勿立即使用。因为可能会有水
气凝结的发生而导致扫描错误。应让 ScanSnap 风干 1 到 2 小时后再使用。

下雨或下雪天携带 ScanSnap 外出时，要特别小心不要淋湿 ScanSnap。否则可能引
发问题。如果 ScanSnap 淋湿， 请擦干或者等其风干。

请勿使用损坏的文件护套（可选配件）或照片文件护套（可选配件），否则可
能会导致 ScanSnap 受损或故障。

■ LCD 特性

请注意以下情况不代表故障。

尽管使用了先进技术生产 TFT 彩色 LCD，但由于含有大量像素，所以可能偶尔看
到（常亮）亮点或（常暗）暗点。

 LCD 的特性还包括 LCD 画面上的色调和亮度或有不同。

■ 在 Wi-Fi 连接环境下使用 ScanSnap 时的注意事项

请在有安全保障的Wi-Fi 连接环境以及用户的责任下使用 ScanSnap。如果在没有安
全保障的环境下使用 ScanSnap，可能会使比如个人信息等重要数据泄露给第三方。
若在没有安全保障的Wi-Fi 连接环境下使用 ScanSnap，或因特别方法使安全保障遭
到破坏等而产生任何损失或信息泄露，株式会社 PFU 均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建议在尽可能开放的空间里安装 ScanSnap 和无线访问点 / 路由器。如果有障
碍物 （比如墙壁、金属板等）阻挡了电波，则数据的传输可能会受阻，或
者传输速度可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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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Snap 的频率波段为 2. 4 GHz 波段或 5 GHz 波段。

若要确认 PART NO.，请查看 ScanSnap 底部的标签。

免责声明

■ 扫描图像数据的再现性

请确认使用本产品扫描的图像数据是否符合您的要求（比如在大小精确度、保真
度、内容及色彩方面的图像再现性）。
在销毁用作扫描的源文件前, 请确保扫描图像数据没有缺失部分。

注意若有用荧光笔标记过的部分, 根据颜色的种类和颜色浓度的不同, 这些带有标
记的部分的颜色可能不会被完全还原或者生成的颜色与原来的颜色有出入。

■ 在 Wi-Fi 连接环境下使用 ScanSnap 时的传输速度

传输速度指的是对标准规格定义的速度，而非指实际速度。实际的传输速度根据使
用 ScanSnap 的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在以下环境下，传输速度可能下降或无法传输
数据：

在会发生干扰的其他设备（比如微波炉）附近使用了 ScanSnap。

 ScanSnap 和无线访问点 / 路由器之间的距离较大、有障碍物或干扰。

■ 在频带为 5 GHz 的 Wi-Fi 连接环境中使用 ScanSnap 时的通信状态

当 ScanSnap 使用 5 GHz 中指定的W53（52 至 64ch）或 W56 （100 至 140ch）
时，若无线访问点的 DFS （Dynamic Frequency Selection）功能启动，则使用W53
或 W56 的通信会暂时断开连接。
如果无线访问点因 DFS 功能而重启，所有不使用W53和 W56 的其他通信也会暂时
断开连接。

PART NO.

2. 4 GHz 5 GHz

1-11
ch

12, 13
ch

W52 W53 W56 W58

36-48
ch

52-64
ch

100-116 
ch

120-128 
ch

132-140 
ch

149-165 
ch

2412-2462 
MHz

2467, 
2472 MHz

5180-5240 
MHz

5280-5320 
MHz

5500-5580 
MHz

5600-5640 
MHz

5660-5700 
MHz

5745-5825 
MHz

PA03770-B007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 - -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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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信息

产品执行标准

产品名称

图像扫描仪

符合的产品标准

CCC 认证：GB4943. 1-2011、GB9254-2008、GB17625. 1-2012

FCC Declaration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FCC warning: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the party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NOTICE The use of a shielded interface cable is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the Class B limits 

of Part 15 of FCC rules. The length of the power cable must be 3 meters (10 
feet) or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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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ian DOC Regulations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Industry Canada’s applicable licence-exempt RSS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For indoor use only.
Data transmission is always initiated by software, which is the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MAC, through the digital and analog baseband, and finally to the RF chip. Several special 
packets are initiated by the MAC. These are the only ways the digital baseband portion will 
turn on the RF transmitter, which it then turns off at the end of the packet. Therefore, the 
transmitter will be on only while one of the aforementioned packets is being transmitted. In 
other words, this device automatically discontinue transmission in case of either absence of 
information to transmit or operational failure.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
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
1)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2) l’utilisateur de l’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subi, même si l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n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Pour usage intérieur seulement.
La transmission des données est toujours initiée par le logiciel, puis les données sont 
transmises par l'intermédiaire du MAC, par la bande de base numérique et analogique et, 
enfin, à la puce RF. Plusieurs paquets spéciaux sont initiés par le MAC. Ce sont les seuls 
moyens pour qu'une partie de la bande de base numérique active l'émetteur RF, puis 
désactive celui-ci à la fin du paquet. En conséquence, l'émetteur reste uniquement activé 
lors de la transmission d'un des paquets susmentionnés. En d'autres termes, ce dispositif 
interrompt automatiquement toute transmission en cas d'absence d'information à 
transmettre ou de défaillance.

Bescheinigung des Herstellers/Importeurs
Für den Scanner wird folgendes bescheinigt:
 IIn Übereinsstimmung mit den Bestimmungen der EN45014(CE) funkentstört
Maschinenlärminformationsverordnung 3. GPSGV:Der höchste Schalldruckpegel 

beträgt 70 dB (A) oder weniger, gemäß EN ISO 7779.
Das Gerät ist nicht für die Benutzung im unmittelbaren Gesichtsfeld am 
Bildschirmarbeitsplatz vorgesehen. Um störende Reflexionen am 
Bildschirmarbeitsplatz zu vermeiden, darf dieses Produkt nicht im unmittelbaren 
Gesichtsfeld platziert werden.

ENERGY STAR®

富士通子公司 PFU 有限公司确定本产品符合 ENERGY STAR®节能标准。

ENERGY STAR®为美国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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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ScanSnap 上的记号

故障与修复

如果要修复 ScanSnap、需要替换部件、检测到异常或检测到其他导致 ScanSnap 故障
的问题时，请先参考 ScanSnap 帮助里的“疑难解答”以确认 ScanSnap 已被正确连
接或配置。如果问题仍存在，请联系您购买本产品的分销商 / 经销商。或在信息查询
部分查看联系信息进行咨询。
用户切不可维修 ScanSnap。
PFU 不对因私自拆卸 ScanSnap 而造成的任何损失负责，因为该项不在保证范围内。

无线电法
ScanSnap 为遵循销售地区的法律和规定设计而成的无线设备。使用 ScanSnap 时，
请勿移除 ScanSnap 底部的认证标签、拆卸 ScanSnap 或更改其内部电路。否则用户
可能会受到销售地区的法律或规定的惩罚。株式会社 PFU 对因为 ScanSnap 的拆卸
或更改而造成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部件名称 有害物质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6+)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机械部件      

电缆      

印刷线路板      

电源      

本表格依据 SJ/T11364 的规定编制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26572 规定的限量要

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26572 规定的

限量要求。

这标记是按照 2016 年 1 月 21 日公布的 [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
理办法 ] 以及 SJ/T11364[ 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要求 ] 在中国
销售的电器电子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如遵守关于这产品的安全或使用上的
注意，在这期限内 （从生产日期起算）不会因产品中的有害物质漏到外
部、或发生突然变异，而引起环境污染和对人体或财产的重大影响

代表直流电源。

代表 USB 接口，用于连接 USB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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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查询

要查找负责您所在国家的富士通 /PFU 办公室，请到以下的网页。
http://imagescanner. fujitsu. com/warranty. html

或者，请参照本文档最后一页的联系清单。

注意

根据版权法、禁止复制本文档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以及扫描仪应用程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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