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odak i1190/i1190E 掃描器 

具備智慧功能、連線能力， 
而且非常耐用



跟上日新月異技術的腳步

Kodak i1190E 掃描器可幫助您免除造成 

IT 支援成本提高並影響存取能力和擷

取解決方案擴充性的傳統掃描器影像

需求。

•  i1190E 機型內建的嵌入式成像處理功

能可降低對個人電腦處理/速度需求

•  最適用於以瀏覽器為主的擷取應用程

式（包括 Kodak Info Input Solution）

•  提供精簡型電腦/瀏覽器架構的好處

以及網路技術帶來的成本效益

便於商務使用 

快速、安靜並保持連線的 Kodak i1100 

Series 掃描器可無縫整合至各式各樣的

環境。

•  適用 Windows、MAC 和 Linux 作業

系統

•  相容於商業應用程式的 TWAIN、ISIS 

以及 Linux 驅動程式

讓作業變得更聰明且更簡化的智慧功能

體驗智慧成像引擎帶來的好處。Kodak 

i1190/i1190E 掃描器可在與使用者互動

最少的情況下進行擷取和發布，為忙碌

的您省下許多時間。

•  Smart Touch 技術讓您一鍵執行多達

九種不同工作—包括建立 PDF 檔、為

電子郵件加上附件、整理於資料夾或

寄到雲端服務

•   透過圖形顯示面板即時檢視已掃描的

文件數或紙張就緒狀態，為使用者提

供有助於避免或解決錯誤的重要資訊

•  在顯示面板上套用自訂活動名稱並加

入彩色圖示，使掃描任務的選取更快

速也更簡單

•  快速將資料傳送給對的地方和人員，

為您省下許多時間

•  以內建條碼讀取功能自動將資料傳送

至應用程式

配合企業運作的速度工作

提升效能

專為防止工作流程中斷而設計的功能可大

幅提升產能和效率。

•  Kodak Alaris 的 Perfect Page 技術包含超

過 30 種增強功能，可自動改善掃描文件

的影像品質

•  文件甚至硬卡片的掃描作業快速又不卡

紙，使您的工作不間斷

•  以智慧保護功能保護文件，可在損害發

生前就先發現可能的卡紙或進紙錯誤並

停止掃描

•  方便的卡片凸緣架可讓文件有條不紊

•  掃描器配套軟體  Kodak  Capture Pro 

Software Limited Edition 和 Capture Pro 

Trial Edition 可提高生產器力

確保高工作效率

只有 Kodak Alaris 才能提供各項必要的服

務，以確保在安裝及使用您的掃描解決方

案時維持最佳運作。藉由 Kodak Alaris 專

業知識的協助，讓您的 Kodak i1190/i1190E 

掃描器能夠滿足您未來數年的業務流程需

求，讓您高枕無憂。

Kodak i1190 和 i1190E 掃描器為商業專用的桌上型交易處理工具。兩者皆

輕巧、快速、安靜又配備直覺式介面與豐富智慧功能。i1190E 搭載功能強

大的內建影像處理功能。這些功能可以加快工作流程，讓您可將時間專

注在更重要的任務上。它可輕鬆地與軟體和企業應用程式整合以進行掃

描、擷取資訊，並與您日常使用的商用應用程式共用擷取的資料。Kodak 

i1190/i1190E 可提供更高產能、更快的處理速度並節省桌面空間，是應用

極為廣泛的最佳辦公夥伴，遍及銀行、金融、保險、醫療照護和政府等 

行業。

快速有效率地擷取資訊和資料

快速的商業腳步需要更高的生產力。現在每個人的需求越來越多，要求

的速度越來越快。Kodak i1190 和 i1190E 掃描器適用各式各樣的辦公場合：

大幅節省時間：Kodak Alaris 的 Perfect Page 技術縮短文件準備時間、將

重新掃描的機率降至最低，而且進行處理時幾乎不會中斷。i1190 掃描

器利用在個人電腦上執行的 Perfect Page 功能。i1190E 掃描器中搭載嵌

入式的 Perfect Page 功能。

容易使用與上手：透過操作面板自訂設定值使掃描器的使用更直覺。快

速擷取並將資訊傳至適當的地點與對象。Smart Touch 功能提供輕鬆的

單鍵按鈕操作。

內建處理能力：Perfect Page 內嵌於 i1190E 機型的掃描器中。影像處理

由掃描器進行 – 非常適合使用「精簡型」電腦或低規格個人電腦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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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更進一步瞭解嗎？
www.kodakalaris.com/tw/b2b/products/document-scanners 
document-scanners

Kodak Alaris Inc.
2400 Mt. Read Blvd., Rochester, NY 14615, USA  
1-800-944-6171

Kodak Alaris Operations Canada Inc.
Mississauga, Ontario, Canada L5W 0A5  
1-800-944-6171

功能  

產量速度*

（直向、letter/A4 尺寸、黑白/灰階/彩色）

在 200 dpi 和 300 dpi 掃描速度 40 ppm

建議的每日掃描量 每日建議掃描張數 5,000 頁

軟體選項 Kodak Info Input 解決方案

建議的電腦配備 Intel Core 2 Duo E8200、2.66 GHz、4 GB RAM

影像處理 i1190：可在使用者個人電腦上執行

i1190E：在掃描器中執行 

最大文件尺寸 215 公釐 x 355.6 公釐（8.5 英吋 x 14 英吋）；長文件模式：最高 3 公尺（118 英吋）

最小文件尺寸 63.5 公釐 x 65.0 公釐（2.5 英吋 x 2.56 英吋）；最小寬度：50.8 公釐（2.0 英吋），當使用視覺引導置中時

紙張厚度和重量 34–413 g/m2（9 至 110 磅）紙張

進紙器 最多 75 張（20 磅 / 80 g/m2）紙張；處理小型文件，例如身份證、浮雕硬卡片、名片和保戶卡

文件感應 超音波多頁進紙偵測；智慧文件保護

連接能力 USB 2.0 高速，USB 3.0 相容

配套軟體 完整支援 Kodak Capture Pro Software 和 Kodak Asset Management Software。

Windows 配套軟體：TWAIN、ISIS、WIA 驅動程式；Smart Touch；Kodak Capture Pro Software Limited Edition；Kodak Capture 

Pro Software Trial Edition；（Linux SANE 和 TWAIN 驅動程式可從 www.kodakalaris.com/go/scanonlinux 取得）‡。

Mac 配套軟體：NewSoft Presto! PageManager；NewSoft Presto! BizCard Xpress；TWAIN 驅動程式（僅可透過網路下載）‡。

支援的作業系統 Windows 10（32 位元和 64 位元）；Windows 8.1（32 位元和 64 位元）；Windows 8（32 位元和 64 位元）；Windows 7 SP1（32 位

元和 64 位元）；Windows Vista SP1（32 位元和 64 位元）；Windows Server 2008 64 位元和 Server 2012 64 位元；Linux：Ubuntu 

14.04‡；Mac OS 10.8、10.9、10.10‡

條碼讀取 每頁：Interleaved 2 of 5、Code 3 of 9、Code 128、Codabar、UPC-A、UPC-E、EAN-13、EAN-8、PDF417

輸出檔案格式 單頁與多頁 TIFF、JPEG、RTF、BMP、PDF、可搜尋的 PDF、PNG

光學解析度 600 dpi  

輸出解析度 100 / 150 / 200 / 240 / 250 / 300 / 400 / 500 / 600 / 1200 dpi

照明 兩個 LED

影像感應器 以 CMOS 為主的 CIS 感應器

影像功能 完美頁面掃描功能；固定裁剪；相對裁剪；多語言；自動調整方向；直角旋轉；加入邊框；移除邊框；智慧填滿影像邊緣；背景色

彩平滑處理；自動亮度/對比；自動色彩平衡；填滿圓形/矩形洞孔；銳化；條紋過濾；增強色彩調整；增強色彩管理；自動色彩

偵測；內容或基於影像檔案大小的空白頁刪除；固定閾值；智慧閾值處理；去除單獨像素；多數原則雜訊移除；半色調去除；電

子式色彩濾除（R、G 或 B）；主色 (1) 濾除色彩；多色（最多 5 個）濾除色彩；Dual Stream；壓縮（群組 4，JPEG）；影像合併

操作員控制面板 彩色、四行圖形 LCD 顯示器，具有 4 個操作員控制按鈕

耗電量 關機/待機/睡眠模式：<0.5 瓦特；執行時：<21 瓦特；閒置時：<14 瓦特

環境因素 符合能源之星標準的掃描器；操作溫度：15-35° C (59-95° F)；操作濕度：15% 到 80% RH

聲音噪訊 

（操作員位置的聲音壓力水平）

關機或就緒模式：<20 dB (A)

掃描中：<50 dB (A)

電力需求 100-240 V（國際）；50-60 Hz

配件（選用） Kodak A3 尺寸平台配件，Kodak Legal 尺寸平台配件

保固 一年送修保固

尺寸與重量 高度：246 公釐（9.7 英吋）：寬度：330 公釐（13 英吋）：厚度：162 公釐（6.3 英吋）；重量：3.2 公斤（7 磅）

* 處理速度可能會根據您選擇的驅動程式、應用程式軟體、作業系統、電腦以及要處理的影像而有所不同。

‡ 這些作業系統不支援 Smart Touch 功能。

 如需完整規格，請造訪 www.kodakalaris.com/go/i1190

Kodak i1190/i1190E 掃描器

文件影像解決方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