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達 i2000 系列掃描器 

更小的掃描器，更高的掃描效能



一間認證機構節省成本同時增加生產力

一個國家級安全認證組織，一直以來默默扮演保護企業和屋主的

角色。他們的工作內容是，確保 1,800 家警報器承包商遵守指導

原則，並使用警消和保險組織核准的設備。每個月他們必須處理

約 4,000 份安規認證，因此相當重視生產力和準確性。不允許有故

障或出錯的空間。柯達 i2620 掃描器快速掃描輸入的認證文件，其

光學字元辨識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 技術能辨識顧客

和警報器安裝資料，以更新認證管理資料庫。

顧客最青睞柯達的哪些掃描優勢？

• 生產力：i2620 掃描器每分鐘可處理多達 60 頁 300 dpi 文件，而

且學習時間很短。

• 影像品質：i2620 掃描器的超銳利影像品質（高達 600 dpi）使之能

輕鬆精準地擷取資訊。

• 省錢：i2620 掃描器一年省下 $4,500 的系統維護費用。老舊系統

的維護費用足以買下 Kodak Alaris 整套全新解決方案。

使手術中心獲得了更簡單的解決方案

大型手術中心人員須專注於病患的照護業務。但他們的工作內 
容往往也牽涉大量的文書作業。服務超過 13,000 位病患，每日會收到 
多達 150 份表格和書信。要處理如此大量的文件，他們就依賴整 
合了工作流程和文件管理軟體的柯達 i2420 掃描器。i2420 掃描器能 
擷取資料，讓 20 個臨床團隊成員輕鬆取用。

手術中心的 IT 經理和每日使用掃描器的人員最懂 i2420 掃描器的 
優點：

• 速度：忙碌的工作人員需要可以立即啟動、不需暖機的掃描器。

啟動後，i2420 掃描器處理速度可達每分鐘 40 頁，每日可處理多

達 5,000 頁的文件。有了 i2420 掃描器，省下掃描前須先影印彩

色文件以改善品質所花的時間。

• 簡單：超直覺的智慧鍵控科技術，讓中心的每一個人都能快速上

手。i2420 掃描器能自動解決會影響處理速度的工作：如轉正頁

面使之方便閱讀，辨識夾雜在黑白文件中的彩色文件。

• 可靠：由於收到的文件攸關病患的健康，i2420 的穩定運作和 3 年 
保固對手術中心來說至關重要。

令人驚嘆的生產力

• 智慧鍵控技術，一鍵執行多步驟掃描，

節省時間

• 內建讀取條碼閱讀功能，可傳遞資料至

應用程式

• 不須等待暖機：待命中的 LED 指示燈永遠

亮著，讓您立即掃描

• 輸入紙匣更大，可一次裝進 100 張紙

• 簡化多步驟的工作：掃描器自動辨識彩

色頁面、跳過空白頁、調正每份文件到

正確方向 

不可思議的多功能

• 處理任何文件：大尺寸文件、小尺寸文

件、厚紙、薄紙、證照紙，甚至硬卡紙

• 一次處理混合在一起的大小厚薄文件  

• 選配  14" 長紙  (8.5"x14") 和小幅報紙

(14"x17") 尺寸的平台配件，掃描超出邊

界、超大型和脆弱文件，大幅增加處理

文件的可能性 

• 透過柯達資產管理軟體遠端管理及更新

掃描器，節省掃描器配置時間

影像品質更上層樓

• 影像擷取品質的一致性、清晰度和色彩

更優異

• 內建完美頁面技術，掃描檔比原件還要

清晰

• 更精準的 OCR，正確無誤地讀取和擷取

文字

• 穩定優異的影像品質，幫您省下重掃或

後製影像的時間

節省空間的外形設計

• 創新精實的外形設計可輕鬆快速收納，

不使用時可直立放置 

立即上手

• 智慧鍵控技術讓您一鍵執行多達九種不

同工作—包括創建 PDF 檔、為電子郵件加

上附件、整理於資料夾或寄到雲端服務  

• 便利易讀的操作面板，讓掃描更簡單 

• 三年零風險保固，保證安心。亦有其他

支援選項可供選擇

當今的公司運作有賴於資訊的掌握。而紙本的資訊，會減緩您公司的發展。要讓事

務處理更快速，您需要操作簡單、節省時間，而且體型超小、功能強大的掃描解決

方案。瞭解最新柯達 i2000 系列掃描器如何成為您的事業夥伴。

超小體型，超大效能

柯達 i2000 系列掃描器的實際應用

$4,500
 
 是柯達 i2000 每年為您省下的維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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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更深入瞭解？
www.kodakalaris.com/go/i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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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影像解決方案的 

柯達 i2420 掃描器 柯達 i2620 掃描器 柯達 i2820 掃描器

功能比較

建議的每日掃描量 每日建議掃描張數 5,000 頁 每日建議掃描張數 7,000 頁 每日建議掃描張數 8,000 頁

產量速度*

(直向，書信大小)

黑白/灰階/彩色：

在 200 及 300 dpi 下高達每分鐘 40 頁/ 

80 個影幅 

黑白/灰階：在 200 dpi 及 300 dpi 下高達每

分鐘 60 頁/120 個影幅；彩色：200 dpi 下

高達每分鐘 60 頁/120 個影幅；300 dpi 下

高達每分鐘 40 頁/80 個影幅

黑白/灰階：在 200 dpi 及 300 dpi 下高達每分鐘 

70 頁/140 個影幅；彩色：200 dpi 下高達每分鐘  

60 頁/120 個影幅；300 dpi 下高達每分鐘 40 頁/ 

80 個影幅

操作面板 7 段顯示 圖形 LCD 顯示 圖形 LCD 顯示

進紙器 最多 75 張 80 g/m2（20 磅）紙張 最多 100 張 80 g/m2（20 磅）紙張 最多 100 張 80 g/m2（20 磅）紙張。處理小型文

件，如身分證、硬卡紙、名片和保險卡

共有的特性

掃描技術 雙 CCD；灰階輸出位元深度為 256 階（8 位元）；彩色擷取位元深度為 48 位元 (16 x 3)；彩色輸出位元深度為 24 位元 (8 x 3)

光學解析度 600 dpi

照明 間接雙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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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最小文件尺寸 216 公釐 x 863 公釐（8.5 x 34 吋）/ 50 公釐 x 50 公釐（2 吋 x 2 吋）長形文件模式：216 公釐 x 4,064 公釐（8.5 吋 x 160 吋）

紙張厚度和重量 34–413 g/m2（9–110 磅）紙張；證照卡厚度：厚達 1.25 公釐（0.05 吋）

多頁進紙偵測 具備超音波技術

連接能力 USB 2.0 高速傳輸（含傳輸線），支援 USB 3.0

軟體支援 完整支援柯達快掃 (Capture Pro) 軟體和柯達資產管理 (Asset Management) 軟體（僅支援 Windows 作業系統）

Windows 配套軟體：TWAIN、ISIS、WIA 驅動程式；柯達快掃軟體限量版；智慧鍵控程式；Nuance PaperPort 和 OmniPage（Linux SANE 和 
TWAIN 驅動程式可至 www.kodak.com/go/scanonlinux 下載）。** Kofax 認證。

Mac 配套軟體：NewSoft Presto! PageManager；NewSoft Presto! BizCard Xpress；TWAIN 驅動程式 **（僅供網頁下載）

影像功能 條碼讀取；完美頁面掃描；抗色偏；自動裁切；固定裁切；自訂裁切；多語言自動依文字方向轉正；直角旋轉；增加邊界；移除邊界；智慧

影像邊緣填滿；圓孔/長方形孔填滿；根據內容或檔案大小移除空白頁；銳利化；條紋過濾；自動亮度/對比；背景色平滑處理；自動色彩平

衡；自動白平衡；增強色彩校正；增強色彩管理；自動顏色偵測；自適配閾值處理；固定閾值；智慧閾值；單獨像素雜訊去除；多數規則雜

訊去除；半色調去除；電子色彩濾除 (R、G、B)；主色 (1) 濾除；多色（至多五色）濾除；全彩濾除；雙流掃瞄；壓縮 (G4，JPEG)；影像合併； 

長文件掃描（最長 4,064 公釐/160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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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保固 三年（高級元件替換）隔工作日替換

配件（選用） 白色背景成像配件（正面）；柯達 8.5"x14" 長紙尺寸平台；柯達 A3 平台

電力需求 100-240 V（國際）；50-60 Hz

耗電量 掃描器：關閉模式：<0.35 瓦特；睡眠模式：<4 瓦特；執行模式：<32 瓦特

環境因素 EPEAT 註冊；符合能源之星標準，操作溫度：10-35°C (50-95°F)，操作濕度：15% 到 80% RH

建議的電腦配備 Intel Core2 雙核 6600 @ 2.4 GHz 雙處理器或同級處理器，4 GB 記憶體（Windows 和 Linux）
Intel Corei7 @ 2.0 GHz 四核處理器，4 GB 記憶體，USB 2.0 (Mac)

支援的作業系統 Windows XP SP2 和 SP3（32 位元）、Windows XP x64 位元版 SP2、Windows Vista SP1（32 位元和 64 位元）、Windows 7 SP1（32 位元和 64 

位元）、Windows 8（32 位元和 64 位元）、Windows 8.1（32 位元和 64 位元）、Windows Server 2008 x64 位元版、Windows Server 2012 

x64 位元版、Linux Ubuntu 14.04（LTS）*（32 位元和 64 位元）。Mac OS 版本 10.8、10.9 或 10.10* 以上

認證與産品證書 AS/NZS CISPR 22:2009 +A1:2010；（Class B RCM 標記）、CAN / CSA – C22.2 No 60950-1-07 +A1:2011（TUV C 標記）、加拿大 CSA-CISPR 22-10 /  

ICES-003 第 5 版（B 級）、中國 GB4943.1:2011；GB9254:2008 B 級（CCC S&E 標記）、EN55022:2010 ITE 輻射（B 級）、EN55024:2010 ITE  

抗干擾（CE 標記）、EN60950-1:2006 +A1、+A11、+A12（TUV GS 標記）、IEC60950-1:2005 +A1、台灣 CNS 13438:2006（B 級）；CNS 14336-1

（BSMI 標記）、UL 60950-1:2007 R12.11（TUV US 標記）、CFR 47 第 15 部分（FCC B 級）、阿根廷 S 標記

可使用的耗材 進紙模組、分紙模組、進紙器橡膠滾輪、滾輪清潔墊、防靜電抹布

尺寸 重量：5.5 公斤（12 磅）深度：162 公釐（6.3 吋），寬度：330 公釐（13 吋）高度：246 公釐（9.7 吋），不含送紙匣和出紙匣

* 進紙速度可能因驅動程式、應用軟體、作業系統和電腦而有所不同。

** 此作業系統不支援智慧鍵控軟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