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高速：26ppm/52ipm 满足用户的高效率需求

• 高质：高质量的扫描可使图像 / 文本更加清晰

• 稳定：全新的分纸滚轮能够确保精准进纸

• 网络：选配网络接口面板可实现网络自由扫描

• 标配无线网络扫描可享受无线连接扫描（仅 DS-560）

• 服务好：原厂三年送修，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

三年服务 LED光源600dpi 扫描速度 CIS 稳定的进纸结构 标配WIFI功能

支持DocumentScan APP Document Capture Pro软件日扫描量支持选配网络接口面板 推送扫描 A3拼接软件驱动软件

项目 规格

产品类型 馈纸扫描方式，一次通过双面扫描

光电元件 CMOS CIS
像素深度 24 位

最大有效像素 5100 x 21600 像素

光学分辨率 600dpi
最大输出分辨率 1200dpi
光源 RGB LED

扫描速度
200dpi/300dpi, 彩色 \ 灰度 \ 黑白：26ppm/52ipm
400dpi/600dpi, 灰度 \ 黑白：18ppm/36ipm
              彩色：5ppm/10ipm

文档尺寸
最大：215.9mm × 914.4 mm
最小：52mm × 50.8mm

最大纸张尺寸 A3（对折直接扫描）

最长纸张尺寸 914.4mm

纸张厚度

50~130 g/m2

120~185 g/m2 ( 明信片 )
120~210 g/m2 ( 名片 )
0.76mm ( 塑料卡片 )

进纸器容量
50 页 (80g/m2)
* 最大重叠厚度 8mm

日扫描量 ≥ 3000 页 / 天
扫描仪尺寸 297×152×154mm
扫描仪重量 2.64kg
清除卡纸 打开扫描仪上盖清除卡纸

省电模式
默认 10 分钟
可以设置范围 1 ～ 120 分钟 ( 以 1 分钟为步进 )

关机定时
默认 0
可以设置范围 0 ～ 480 分钟 ( 以 1 分钟为步进 )

捆绑软件

EPSON Scan
Document Capture Pro
ABBYY FineReader Sprint 9
Presto BizCard5

软件功能

自动尺寸，拼合图像，自动方向旋转，双重图像输出，USM
锐化，去网纹，文本增强，自动区域分割，褪色，色彩增强，
跳过空白页，边缘填充，亮度 / 对比度 / 阈值，去除装订孔，
边缘裁切位置调整，边缘填充量，重张检测，图像格式选择，
PDF 设置，选择 OCR 引擎

接口 USB 2.0, Wi-Fi
驱动 TWAIN, ISIS

选件
网络接口面板 B12B808464
文档保护页 B12B813451
搓纸轮组件 B12B813571

F/W 和软件

命令集 ESC/I-2,IS，ENPC
Firmware 2 set

操作系统

Twain Driver
Microsoft Windows XP (x32, x64)
Windows Vista (x32, x64)
Windows 7(x32、x64)
Windows 8 (x32、x64)
Windows server 2003/2008/2012
Mac OS X v10.5.x - v10.8.x

无线
（仅 DS-560）

Microsoft Windows XP (x32, x64)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x32, x64)
Microsoft Windows 7 (x32、x64)
Microsoft Windows 8 (x32、x64)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2008/2012
Mac OS X v10.5.3 - v10.8.x
Ios 5.x or later
Android 4.x

电特性

主机

耗电量

USB               Wi-Fi（仅 DS-560）
关机状态 最大 0.4W                 最大 0.4W
运行状态 最大 18W                  最大 19W
待机模式 最大 7W                    最大 8W
睡眠模式 最大 1. 6W                最大 3W

电源适配器

安全规格，EMC
主机

CCC 中国
GB4943
GB9254 Class B, GB17625.1

电源适配器

CCC 中国
GB4943
GB9254 Class B, GB17625.1

环境条件

温度
5°C to 35 °C ( 使用中 )
-25°C to 60°C ( 存储中 )

湿度
10% to 80% 无凝露 ( 使用中 )
10% to 85% 无凝露 ( 存储中 )

可靠性

可靠性（产品寿命） 300,000 次或 5 年（先到的优先）

选件寿命 撮纸轮组件 100,000 次

*   本彩页中的数据，为来源于爱普生实验室数据，与实际使用数据存在差异

*   本彩页中所提出的网络功能均需要选购网络接口面板选件才能实现网络扫描功能

*   EPSON 为 SEIKO EPSON 公司的注册商标

*   EPSON ME 为 SEIKO EPSON 公司的商标

*   其他所有产品名称和其他公司名称在此仅作标识之用，是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者注册商标。

*   EPSON 对这些商标不拥有任何权利

*   EPSON 公司是国际能源之星的合作伙伴，本产品符合能源利用率标准

A4 馈纸式高速彩色文档网络扫描仪

A4 馈纸式高速彩色文档网络扫描仪

产品规格

ESS 140365AZ

A4 馈纸式高速彩色文档网络扫描仪



体积小巧，高速高效 性能提升，表现出色

网络支持，快捷存储 *稳定可靠、服务更好

品质优异，完美输出

体积小巧 A3 扫描无需文档保护页

支持无线连接模式（仅 DS-560）

支持 EPSON DocumentScan 进行无线网络
扫描（仅 DS-560）

一次扫描不同尺寸的文档

支持选配网络接口面板

支持任务设定和推送扫描

体积小巧：体积小、重量轻、可根据用户需求随意摆放

高速：扫描速度快，满足对于有较高速度要求的用户需求

高效：ReadyScan LED 光源，开机即扫，提升扫描效率

全新的搓纸轮组件保证了扫描仪的精准进纸，结合超声波重张检测功能，对于

有多介质扫描需求的用户可以带来更加稳定、可靠的客户体验。

原厂提供三年服务，以及遍布全国 205 个城市的 562 家授权维修中心 *，能够

保证让客户安心使用，保障了业务的顺利进行。

数据截止：2014 年 2 月 14 日来自爱普生信息系统统计。

AP 模式，可以将扫描仪和电脑进行一对一的设备连接。

WI-FI 模式

通过 DS-560 面板打开纸张分离开

关后，A3 文档对折放入扫描仪，

仅仅通过 A4 扫描仪就能进行 A3
文档的扫描，对于有较少但是必须

扫描 A3 文件的客户来讲，方便简

单，而且减少了客户的采购成本。

通过全新稳定的分纸滚轮结构，保证了扫描仪在一次扫描任务是面对大小不

同的纸张会更加游刃有余。
通过网络接口面板（USB连接）

可以在多个使用者之前共享一

台扫描仪。对于客户来讲，成

本低、收益高，用户可以畅想

网络扫描的便利性。

Epson DocumentScan 扫描下载

适用 IOS 系统 适用 Android 系统

客户可以通过 Document Capture Pro 提前设定最多 30 个扫描任务，通过

网络接口面板的 LCD 显示屏可以进行网络内的接收电脑选择和预先任务设

定选择，无需电脑，即可完成扫描，大大节省了在扫描仪和电脑之前来来回

回的时间。

通过 WI-FI 网络连接，DS-560 可以通过无线连接直接向电脑端或便携设备传

输数据。

为便携设备提供了方便的应用程序。EPSON DocumentScan 可以进行数据接

收、编辑、保存或发送到云服务器。通过 EPSON DocumentScan 也可以进行

个性化扫描设定，如自动识别文件类型、自动识别文件大小、自动跳过空白页等。

DS-560 默认具有“背景去除”功能。该功能可以让包含背景的文字或图像可

以很清晰锐利，相比以往机型大大的改进了可读性。

当执行双面扫描时，扫描图像的正反面被拼合成一张图。

Epson Scan 软件能帮您进行色彩增强 /
褪色，并且增加了更多的颜色，能满足您

个性化的扫描需求，从而呈现最符合您心

意的扫描结果。

DS-560 作为一个网络扫描仪接入网络，在同一网段的 PC 或 MAC 可以共享这台扫
描仪。EPSON Scan 的使用方法与当前的网络扫描仪或一体机的使用方法相同。除
了 PC 和 MAC，便携设备也可以通过新的 DocumentScan 应用软件使用这台扫描仪
进行扫描。

在 AP 模式下，DS-560 变成一个虚拟的访问接入点，并拥有一个 SSID。PC/MAC/
便携设备可以找到这个 SSID，进而与 DS-560 进行连接。

最多可以有四个设备可以与 DS-560 进行连接，但是这四个设备不能互相连接，而且
一次，只能有一个主机可以与 DS-560 进行连接和通讯。

通过 Document Capture Pro 文档管理软件可以处理多种扫描任务，用户也可以轻松
地通过文档管理软件进行文档管理、编辑、分类、储存等。他多样的功能提供了用
户对于数据的多种使用方式，同时简化了文档的工作流程。

通过 Document Capture Pro 文档管理软件，可以将多份扫描件按照不同类型要求进
行分类储存，如按照条码、空白页、OCR-A/B、OCR 等，能够更方便用户将资料进
行分类归档整理，事半功倍的信息处理功能。

搓纸轮组件示意图：

“背景去除”开启前 “背景去除”开启后

机型 速度 标准

DS-510 26ppm/52ipm 200dpi/300dpi（黑 / 灰 / 彩）

DS-560 26ppm/52ipm 200dpi/300dpi（黑 / 灰 / 彩）

高效、高质、优服务的 DS 馈纸式
扫描仪家族全面上市！

爱普生馈纸式扫描仪系列的一大力作！全系产品全面出击，不断抢占高速扫描仪市场的新机遇！

DS 系列馈纸式扫描仪，在保持了原有馈纸式扫描仪高品质、高性能的基础上，我们更为您深度开发和

支持了网络扫描功能和强大的文档管理软件等相关应用。在金融行业、政府行业和企业的客户来说，

品质更高、效果更好、服务更优是全新爱普生 DS 系列馈纸式扫描仪带给您的最佳体验！

高速高效 

100%

亮度

ReadyScan LED光源

时间（秒）0.15秒 45秒

白色冷阴极荧光灯

LED光源对比白色冷阴极荧光灯预热时间

无限路由 便携设备／测试电脑

便携设备／测试电脑

条码种类
UPC/
EAN/JAN ITF CODE39 CODABAR CODE128 QR PDF417

图样

字体

Numeric 
only 
(0~9) *1

Numeric 
only (0~9)

Numeric (0~9)

Alphabet 
(Capital letter)

Symbol 
character (-, ., 
SPACE, $, /, +, 
%)

START/STOP 
character (*)

Numeric (0~9)

Symbol character (-, 
$, /, ., +)

START/STOP 
character (a, b, c, d)

128 Full 
ASCII 
characters

1) numeric data (digits 
0~9)

2) a lphanumer ic  data 
(digits 0~9; upper case 
letters A~Z; nine other 
characters: space, $ % * 
+ - . / : )

3) 8-bit byte data (JIS 8-bit 
character set (Latin and 
Kana))

4) Kanji characters (Shift 
JIS character set. Note 
that Kanji characters in 
QR Code can have values 
8140h - 9FFCh and 
E040h - EBBFh, which 
can be compacted into 13 
bits.)

5) Mixing mode: QR code 
may contain sequences 
of data in a combination 
of any of the character 
modes

1) 128 Full 
ASCII characters 
compaction mode

2) 8bit byte 
compaction mode

3) Numeric 
compaction mode

Using special 
codewords, the 
compaction mode 
can be switched 
from one from the 
another

字符长度

13/8*2

4~264 
[include 
START/
STOP 
character]

3~264 [include 
START/STOP 
character]

3~264 [include 
START/
STOPcharacter]

3~264 
[include 
START/
STOP 
character]

-Numeric data: 7089 
characters

-Alphanumeric data: 4296 
characters

-8-bit byte data: 2953 
characters

-Kanji data: 1817 
characters

1850 text characters

-2710 digits

-1108 bytes

(at error correction 
level 0)

应用程序
使用的最
大字体

13/8*2 30 30 30 30 30 30

上下拼合 A

BA B

前代产品

DS-560，还能满足您更多的意想不到…

三年服务

DS-560

• DS-560 提供原厂标

保三年送修服务，

让您安心使用  

• 睡眠模式的耗电量
为 1.6W，相较于前
代产品来讲大约节
省了 62%

优异的输出品质完全是由爱普生专业的 Epson Scan 驱动为您提供，让您轻松

扫描的同时享有专业影像级的扫描效果。而由 DS-510/560 扫描仪开始，它也

全面升级了。

• 全面支持 TWAIN2.0

• 全面支持存储为 PDF/A-1b（ISO）

高质量图像和文本

拼合图像

全面支持色彩增强和褪色功能

强大的 Document Capture Pro 文档管理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