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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购买彩色图像扫描仪 ScanSnap S1500/S1500M （以后简称“ScanSnap”）。本指南描述了使用
ScanSnap 时需要做的准备工作。请根据本指南中的步骤进行操作。
有关 ScanSnap 的功能和特征、基本操作、日常维护以及耗材更换等信息，请参阅 Setup DVD-ROM内的操作
指南。请将本指南放到一安全的地方以便在使用 ScanSnap 期间可随时参阅。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Vista、Microsoft Excel 及 PowerPoint 为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 / 或
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Apple、Apple 徽标、Mac、Mac OS、iPhoto 及 Rosetta 为 Apple Inc. 的商标。
ABBYY™ FineReader™ Engine ©2011 ABBYY. OCR by ABBYY
ABBYY and FineReader are trademarks of ABB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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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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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捆包内容
请确认捆包内含有以下示图中的所有项目。

如果还有其它部件，也请务必将其保管好。请小心管理这些部品。
因为保管以及运输扫描仪时会用到包装盒和捆包材料，所以请不要把它们扔掉。 
如果有物品遗失或损坏，请联系您的富士通扫描仪经销商或经授权的富士通扫描仪服务供应商。

ScanSnap (× 1)
交流电缆 (×1)(*) 交流适配器（×1） USB 电缆 (×1)

Adobe® Acrobat®

DVD-ROM (×1)
（对 S1500）

Setup DVD-ROM
(×1)

Adobe® Acrobat® 
DVD-ROM 套 (×1)
（对 S1500M）

文档装订页 (×1)
Rack2-Filer (×1)

（为附有 Rack2-Filer 的 S1500 专用）(×1)

入门指南
（本指南）(×1)

安全注意事项
 (×1)

（*）根据国家和所购买 ScanSnap 机型的不同，捆包的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



请阅读本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 ScanSnap 之前，请确保仔细阅读并理解“安
全注意事项”。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本指南中所使用的符号
本指南使用以下符号。

参阅操作指南时
要参阅“操作指南”，请将 Setup DVD-ROM 插入
DVD 光盘驱动器，之后按以下步骤操作。

单击 [ScanSnap Setup] 对话框中的 [ 指南 ] 按钮，
之后再按 [操作指南 ] 按钮。

双击 [ScanSnap] 窗口的 [ 操作指南 ] 图标。

取下保护包装
使用 ScanSnap 前请根据下述步骤取下保护包装。

1. 由 ScanSnap 后面取下捆绑封条。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6+)

多溴
联苯
(PBB)

多溴二
苯醚
(PBDE)

金属部件
( 铝、钢、
铜合金 )

冷阴极灯管
(CCFL)

电子零部件
(Parts on 
PCB)

光学玻璃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
的含量均在 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
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
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
的限量要求。

中国产品环保使用期限标识
表示按照本产品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使用的情况下 ,
从生产日期算起 , 在标志的年限内使用 , 本产品中
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不致发生外泄从而对
环境造成污染或对人身、财产造成严重影响。环
保使用期限不等于安全使用期限，不包含因电性
能安全、电磁安全等方面因素所限定的使用期限。

本产品内无法标示环保使用期限标识的配件 , 其环
保使用期限皆超过 10 年。

符号 说明

小 心
该标志警告使用者必须严格遵守
此操作，否则可能会危害人身安
全或导致设备损坏。

该符号提醒操作人员此为特别重
要的信息。 请务必阅读该信息。

该符号向操作人员提示关于操作
的有益建议。

该符号说明在使用Windows®时
的操作。

该符号说明在Mac OS 上使用时的
操作。

捆绑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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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 ADF 进纸斜槽（盖板）(1)、然后从叠
纸器上拉开封条以取下泡沫保护材料 (2)。 
打开叠纸器 (3)、从 ADF 顶部 (4) 上拉开封
条以取下保护盖。

3. 拉开ADF开关以打开ADF顶部，然后拉开封
条以取下卡板。

安装软件
在Windows®安装  ( 第 3 页 )
在 Mac OS 安装  ( 第 4 页 )

■ 软件
用户能安装以下软件。
ScanSnap Manager （扫描仪驱动程序）

ScanSnap Organizer （文件管理应用程序）

CardMinder （名片管理应用程序）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OCR 应用程
序）

要使用Windows 版的 Evernote、Windows 版的
SugarSync Manager、Scan to Microsoft SharePoint 或
Adobe® Acrobat® X 标准版，需要安装相应软件。
有关每个软件的详细信息及其安装步骤，请参阅安
装指南上的“安装软件”。

■ 系统要求

*1: 需要 Service Pack 2 或更新版本
*2: 需要 Service Pack 4 或更新版本
*3: 对 Windows Vista™，如果尚未安装 .NET 
Framework 3.5 SP1，则还需要有最多 500MB 的
可用硬盘空间。
对Windows® XP，如果尚未安装 .NET 
Framework 3.5 SP1，则还需要有最多 530MB 的
可用硬盘空间。
对Windows® 2000，如果尚未安装 .NET 
Framework 2.0，则还需要有最多 310MB 的可用
硬盘空间。

*4: 使用 USB 3.0 端口时，会与使用 USB 2.0 时的
效果一样。

小 心

如果有磁卡或者 IC 卡接触到 ADF 顶部的磁石，
卡的磁性部分可能会受到损伤。

请注意在安装软件之前不要将 ScanSnap 连
接到电脑上。

若将 ScanSnap 扫描而成的数据导出到移动
设备，请先由应用程序存储区（比如 App 
Store）下载用于移动设备的 ScanSnap 
Connec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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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纸器

ADF 进纸斜槽（盖板）

ADF 顶部

ADF 顶部

ADF 开关

卡板和封条

磁石

在Windows®安装

操作系统 Windows® 7 (32 位 /64 位 )
Windows Vista™ (32 位 /64 位 )
Windows® XP (32 位 )(*1)
Windows® 2000 (*2)

CPU 推荐 Intel® Core™ 2 Duo 2.2 GHz 或更
高
( 最低限：Intel® Pentium® 4  1.8 GHz)

内存 Windows® 7 (32 位 /64 位 )
32 位：1 GB 以上
64 位：2 GB 以上

Windows Vista™ (32 位 /64 位 )
Windows® XP (32 位 )
Windows® 2000
512 MB 以上
( 推荐 1 GB 以上 )

屏幕显示 
分辨率

800×600 像素以上

硬盘空间
(*3)

推荐有 3350MB 以上的可用硬盘空间
( 使用 Rack2-Filer 时需要有 3800MB 以
上的可用硬盘空间 )

USB 端口
(*4)

USB 2.0/USB 1.1
3



■ 安装

1. 打开电脑、并以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身
份登录。

2. 将 Setup DVD-ROM插入 DVD 光盘驱动器。
即显示 [ScanSnap Setup] 对话框。

3. 单击 [安装产品 ] 按钮。

即显示 [Install Products] 对话框。

4. 单击 [ScanSnap] 按扭。
请按照屏幕上的指示进行安装。

如果安装没有成功，请单击 [ScanSnap Setup] 对话
框的 [ 指南 ] 按钮，之后单击 [ 疑难解答（安装）]
按钮，以参阅疑难解答（安装）。

■ 软件
用户能安装以下软件。 
ScanSnap Manager （扫描仪驱动程序）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OCR 应用程
序）
Cardiris™ for ScanSnap （名片文本识别应用程
序）

要使用Mac 版的 Evernote、Mac 版的 SugarSync 
Manager 或 Adobe® Acrobat® 9 Pro，则也需要安装
相应软件。
有关每个软件的详细信息及其安装步骤，请参阅安
装指南上的“安装软件”。

■ 系统要求

*1: 建议对Mac OS 适用最新更新。
*2: 使用 USB 3.0 端口时，会与使用 USB 2.0 时的
效果一样。

如果 CPU 或内存没有满足要求的条件，或
使用 USB1.1 的 USB 端口或 USB 集线器，
扫描速度将变慢。
若字体大小过大，则某些屏幕可能不会正
常显示。 如果出现这种状况，请使用小一
些的字体。
根据所用的Windows®系统桌面管理的不
同，需要用于安装的磁盘空间和安装后实
际增加的已用磁盘空间的数值可能会有所
不同。

如果没有显示 [ScanSnap Setup] 对话
框，请通过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 双
击 DVD 光盘内的“ScanSnap.exe”。

在 Mac OS 安装

操作系统
(*1)

Mac OS X v10.7
Mac OS X v10.6
Mac OS X v10.5
Mac OS X v10.4

CPU 推荐 Intel® Core™ 2 Duo 2.4 GHz
或更高
( 最低限： Intel® Core™ Duo 1.83 
GHz, PowerPC® G5 1.6 GHz)

内存 Mac OS X v10.7
2 GB 以上
Mac OS X v10.6
1 GB 以上

Mac OS X v10.5
Mac OS X v10.4
512 MB 以上 ( 推荐 1 GB 以上 )

屏幕显示 
分辨率

1024×768 像素以上

硬盘空间 推荐有 3095MB 以上的可用硬盘空
间

USB 端口
(*2)

USB 2.0/USB 1.1

如果 CPU 或内存没有达到所需要求，或者
USB 端口或 USB 集线器的类型是 USB1.1，
则扫描速度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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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

1. 打开电脑后以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身份
登录。

2. 在DVD光盘驱动器中插入Setup DVD-ROM。
即显示 [ScanSnap] 窗口。

3. 双击 [ScanSnap] 图标。
请按照屏幕上的指示进行安装。

连接 ScanSnap

1. 请将交流电缆连接到交流适配器（合称为
“电源电缆”）。

2. 将电源电缆插进ScanSnap后面的电源接口，
另一端接到交流插座上。

3. 揭掉 ScanSnap 的 USB 接口上的封条。

4. 将USB电缆连接到ScanSnap上的USB接口以
及电脑的 USB 端口上。

在电脑上一次只能使用一台 ScanSnap。
请仅使用 ScanSnap 配备的电源电缆。

小 心

不要使用非 ScanSnap 配备的交流适配器。 否则
可能会导致 ScanSnap 损伤。
制造商： SANKEN ELECTRIC Co.,LTD
型号 ： SED80N2-24.0

交流适配器

交流电缆

如果连接的是 USB 集线器，请确认将
ScanSnap 连接到与您电脑的 USB 端
口连接好的集线器。 请使用配有交流
适配器的供电型 USB 集线器。
如果 USB 端口或 USB 集线器是
USB1.1，扫描速度将变慢。
连接 USB 电缆时使其标签的面朝上。

电源接口 
电源电缆

交流插座

USB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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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开 ScanSnap 的 ADF 进纸斜槽（盖板）。

ScanSnap 启动，[Scan] 按钮点亮为蓝色。

6. 检查 ScanSnap Manager 的图标。

ScanSnap Manager 图标显示在任务栏上。

ScanSnap Manager 图标显示在 Dock 上。

扫描测试
有关能够通过 ScanSnap 来扫描的文档的详情，以
及如何放置文档，请参阅操作指南中的“ScanSnap
概要”。

1. 将测试文档放入 ScanSnap。
1. 向里拉开 ADF 顶部的叠纸器。

2. 请按以下步骤做好放置文档的准备工作。

3. 将测试文档放到 ADF 进纸斜槽（盖板），并
将侧导板调节到与文档同宽。

ScanSnap 的底部可能会在使用期间变
热，但这不会影响 ScanSnap 的操作性
能，也不会直接危害您的身体。
托住 ScanSnap 的底部搬运时小心不要
掉落。

对Windows® 7，单击任务栏上的

时，会由出现的菜单上显示
ScanSnap Manager 图标。
要让 ScanSnap Manager 图标总是显示
在任务栏上，请将图标拖拉到任务栏
上。

[Scan] 按钮

ADF 进纸斜槽（盖板）

叠纸器

抬起叠纸器

拉出延伸板

分开侧导板

将文档面朝下、上部
先插入的方式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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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 ScanSnap 的 [Scan] 按钮。

扫描随即开始。 扫描结束时显示快速菜
单。

3. 在快速菜单上单击需要执行的应用程序的
图标。

所选的应用程序随即启动。

请确认从快速菜单中所选的应用程序已经与
ScanSnap Manager 连接。

信息查询

Adobe® Acrobat®

有关 Adobe Acrobat 的信息咨询，请参阅以下
网页：
http://www.adobe.com/support/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有关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的信息
咨询，请根据以下提供的步骤参阅联系清单：

由 [ 开始 ] 菜单选择 [ 所有程序 ]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TM) 4.1]  [ 用户指
南 ]  [ 技术支持 ]  [ABBYY 办事处 ]。

由 Finder 窗口选择 [ 应用程序 ]  [ABBYY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Preferences]  [Help]  [FineReader 
for ScanSnap Help]  [ABBYY Offices]。

Cardiris™ for ScanSnap
有关 Cardiris™ for ScanSnap 的信息咨询，请
参阅以下网页：
http://www.irislink.com/support

Evernote
有关 Evernote 的信息咨询，请参阅以下网页：
http://www.evernote.com/about/contact/support/

Google 文档™
有关Google 文档™的信息咨询，请参阅Docs 
帮助或通过单击Google 文档™的帮助链接而
显示的帮助论坛。

Salesforce
请与 Salesforce 系统管理员取得联系。

SugarSync
有关 SugarSync 的信息咨询，请参阅以下网
页：
https://sugarsync.custhelp.com/

关于其他咨询，请参阅位于安全注意事项指南中最
后一页上的富士通办事处的联系清单。

如果扫描没有开始，请参阅 ScanSnap 
Manager 帮助中的“疑难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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