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品 规 格

扫描方式 A4 幅面馈纸式彩色文档扫描仪 

扫描元件 3 线 CCD (R,G,B )

光源 ReadyScan LED 技术

光源优点 零预热，节能，无汞

光学分辨率 600dpi 

像素深度 灰度 : 256 色　　彩色 : 24 位 

A4 200dpi 黑白模式
灰度模式　彩色模式  

超高速文档扫描仪超高速文档扫描仪

高效商务 速度狂飙
40ppm/80ipm 的超高扫描速度

超大容量 ADF

支持名片、浮雕卡等多种介质扫描

强大的文档优化扫描功能

超声波传感器

扫描仪种类

扫描速度

40ppm/ 80ipm

303mm163mm

202mm

超高速文档扫描仪超高速文档扫描仪

超高速文档扫描仪

21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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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进纸器

LCD 中文显示屏，可以最多显示 10 个任务设定

向上、向下　　开始、取消

控制面板功能

容量 75 页 (75g/m２ )

种类                        单页进纸，1 次进纸双面扫描

进纸方式                 扫描面冲下

纸张尺寸                 A4,B5,B6,A5,A6,Legal, Letter 　   A3 双面扫描支持拼合图

　　　　　　　　　 最小尺寸:宽:53.5 mm;长:73.7 mm最大尺寸:  宽:216mm;长:914.４mm

支持的纸张　　　　 从薄纸 (45g/m２ ) 到厚纸 (200g/m２ ) 身份证，名片，浮雕卡

支持的最小文档　　 宽 :53.5 mm;   长 :73.7mm

支持的最大文档　　 宽 :216 mm; 长 :914.4 mm

平均日负荷　　　　 1,200 页

一键式操作：可以直接扫描到文件、邮件、打印机、FTP

文件夹，以及支持文件捕捉功能的应用程序，如：Microsoft 

SharePoint、桌面、服务器应用软件等。

功能

驱动和软件

随机附件

支持的操作系统

USB 电缆，文档保护页，A/C 电源适配器和电源线

接口

高速 USB 2.0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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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电压                         AC220~240V

功率                        50Hz

耗电量                     使用中：45W 　待机模式：１3W　睡眠模式：5.5W

尺寸和重量

宽x厚x高        (W x D x H )               303 X 202 X 213mm

重量                        约 5kg 

耗材（需另购）

文档保护页 X5          500 页 x5    B12B813431 

进纸轮组件　　　　100，000 页或一年    B12B813421

保修

标准保修              　1 年送修

EPSON Scan

温度                           10C~35C ( 使用中 )    -25C~60C ( 存储中 )

RGB 彩色输出，自动识别图文混合文档格式，自动区域分离，多页
PDF 批量扫描，跳过空白页，去除装订孔，自动黑白彩色识别，
PDF 文档加密，校正文稿歪斜，A3 幅面拼合，高级编辑功能，

驱动　　　　　　　EPSON Scan 3.6 （TWAIN 驱动），ISIS 驱动

        　　　　　　   EpsonEvent Manager 2.1，Copy Utility, Presto! Page Manager 8，
　　　　　　　　　Presto! BizCard 5 SE，MaxReader 4.5 LT
软件　

双重图像输出，边缘填充。

文件格式：JPG,TIFF, Multi-TIFF, PDF, 可搜索的 PDF

Microsoft Windows XP （Home Edition/Prof/Pro×64）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32 位 /64 位）

Microsoft Windows7 （32 位 /64 位）

Windows Server 2003 / 2003 R2

Windows Server 2008 / 2008 R2

（不支持从 Windows Millennium Edition, 98 或 95 升级的操作系统。）

Power PC 或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intosh 计算机，

在 Mac OS 10.4.11 / 10.5.X / 10.6.X 下运行。

Mac OS X 或更新不支持快速用户切换。



扫描速度  单面  双面

(彩色，灰度，黑白）  

       GT-S85 40ppm  80ipm 

文本增强可以用在对图文混合文档进行彩色扫描的时候，它确保

在加强文字清晰度的同时，图像扫描也生动清晰。同时如果是对

双面文档进行扫描，其背景中不需要的部分也被去除。 

GT-S85 是一款业界领先的超高速文档扫描仪，可达到

40ppm/80ipm 的扫描速度，其超高容量的 ADF 可一次放入多

达 75 页的文档。GT-S85 还支持名片、浮雕卡等多种介质扫

描，拥有强大的文档优化扫描功能，其超声波传感器更可实现

重张检测，全面大幅提高办公效率。

超高扫描速度

*A4幅面，200dpi

GT-S85 有一个超声波传感器，当扫描时如有多张纸同时进入扫

描仪，可以进行重张检测。对于扫描标准纸张和薄纸有两种不同

的选择。

重张检测

超高容量的ADF

支持多种规格、介质的扫描

GT-S85 拥有双 CCD 的设计。在扫描件通过传感器时，可以同时

进行双面扫描。在进行双面扫描时，不需要用户再进行翻面，方便的

同时可以达到更快的双面扫描速度。

双CCD技术

通过文档保护页，GT-S85 可以扫描 A3 尺寸的文档。将 A3 文档

对折成 A4 大小，然后放入文档保护页中进行扫描。同时，通过文档

保护页，用户也可以对形状不规则的文档进行扫描，例如被裁切

后的杂志或照片。

使用文档保护页进行扫描

文本增强

高 速 高 效 的 扫 描 方 案

强 大 的 文 档 优 化 扫 描 功 能

GT-S85 可达到 40ppm/80ipm 的超高扫描速度，大大提

高办公效率。

GT-S85 的 ADF 中可以一次放入多达 75 页的文档，扫描

时文档会按顺序进行扫描，扫描结束后文档仍然排列有序，

不需要对这些文档进行重新整理。

GT-S85 支持多种尺寸的文档扫描，例如：A4, Legal, letter, 

B5,B6,A5，A6。GT-S85 还同时支持身份证、名片等的扫描，

文档保护页更可以支持不规则形状的文档扫描。

从薄纸到信用卡、浮雕卡，GT-S85 提供了广泛的可供选择

的扫描介质。

　从 50g/m2 到 130g/m2 的纸张，可以进行连续扫描。 

　可以对 200g/m2 的介质进行手动扫描。

　一次可以放置 75 页普通纸或 10 张名片。

　一次可以放置 1 张浮雕卡或信用卡进行扫描 ( 最厚 1.5mm)。

　通过文档保护页，可以扫描 A3 幅面的文档。

   加长纸张扫描：914.4mm。

文本增强功能　关   　　　　　　　　　　 　　文本增强功能　开

A3文档   　　　　　　　　将A3文档折叠后放入文档保护页

超高速文档扫描仪超高速文档扫描仪

拥有此功能，用户不必再担心将文档放置歪斜。只需简单地在

EPSON Scan 中选择“校正文稿歪斜”，在扫描过程中，斜置的图

像将被自动修正。

除了提供通用的 TWAIN 驱动 (EPSON Scan) 外 ,GT-S85 还

提供了 ISIS 驱动。ISIS( 图像和扫描接口规格 ) 是一种工业标准，

用于控制扫描仪及其输出到计算机的数据。ISIS 给开发人员及

用户提供了一个连接扫描仪和其应用软件的灵活有力的工具。

EPSON Scan 和随机捆绑软件支持 Windows 7 操作系统。

双重图像输出

使用所选择的颜色填充扫描图像中

的阴影部分（扫描文件的边缘），

颜色可选：无 \ 白色 （缺省） \ 黑色。

用户可以自己定义填充边缘的范围，

调整范围是从文档边缘开始向内

0.1 mm (0.01 inch) 到 50 mm (2 inch)，

以 0.1mm （0.01 inch） 为步进单位。

当进行双面扫描时，背面文档的设置

会将正面文档的设置左右反转。

边缘填充

在扫描过程中，可以自动跳过空白页。这个功能在进行双面扫描

时尤为重要。

跳过空白页

校正文稿歪斜

多种驱动可供选择

支持Windows 7 操作系统

中文LCD显示屏

自动区域分离（AAS）功能对含有图像或图表的文档进行黑白扫

描时非常有用。

当选中 AAS 功能时，EPSON Scan 将会自动检测文字区域和图

像区域，然后自动对文字区域进行黑白扫描，对图像区域进行半

色调扫描，以便达到更好的扫描效果。

自动区域分离（AAS）

校正文稿歪斜　关 校正文稿歪斜　开

AAS功能　关   　　　　　　　　　                    AAS功能　开

边缘填充 无 边缘填充 白色

选中该功能后，文件上的装订孔可以在扫描中被自动消除。

去除装订孔

去除装订孔　关  　　　　　　　　　　　去除装订孔　开

爱普生第一款在文档扫描仪上使用的中文 LCD 显示屏。

显示屏可以显示用户需要的大量信息：
    显示通过 Epson Event Manager 设定的自定义任务。

    在扫描仪扫描过程中随时显示扫描仪状态。

    显示错误信息（例如：扫描仪和 PC 之间没有连接 USB 线） 。
   

用户还可以自己设定 LCD 的显示语言。在扫描仪首次开机的时候，

LCD 显示屏上显示语言选择；或者开机后，同时按住“上箭头”

+“下箭头”，持续 3 秒钟，可以进入语言选择模式。

在 EPSON Scan 界面中选择了“双重

图像输出”后，就可以对每个输出图

像进行详细设置，用户可以同时获得

具有不同扫描设置的两个扫描图像。

这两个图像可分别进行分辨率、图像

类型、图像选项、边缘填充、文件保存

的设置，两个图像也可以具有相同的

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