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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巧雙面彩色掃描器

Plustek SmartOffice PS286 Plus

還在為了多積如山的繁雜文件資料而煩惱嗎？透過Plustek 

SmartOffice PS286 / PS286 Plus快速雙面彩色掃描器可輕鬆

的解決您的煩惱，將繁雜的文件轉化成有效率的電子檔案方便

歸檔管理。

快速、有效的影像管理

時間就是金錢。Plustek SmartOffice PS286 / PS286 Plus使

用600dpi高解析度的彩色雙CIS（接觸式掃描元件），讓您無

需浪費等待開機後燈管暖機的時間。大容量的自動進紙器一次

可容納50張文件，配合USB2.0的高速傳輸連接介面，掃描速度

可達25ppm及25ipm(PS286) / 25ppm及50ipm(PS286 Plus)就在

彈指之間即可輕易完成。清晰的LED功能顯示螢幕讓您自由切

換所需掃描模式，讓您輕易練成「一指神功」。

多元化的掃描功能

PS286 / PS286 Plus提供了多元化掃描功能，讓您無須使用多

台掃描器即可完成您手上的掃描工作。掃描範圍從最小如單據

（2” x 2”）到最大如商用文件（8.5” x 14”）均可掃描。

透過雙面掃描以及最新影像結合技術，可將大型文件對折後掃

描透過內建軟體結合成為一個影像檔案，節省置放大型掃描器

的空間和採購。另外名片、身份證、健保卡、駕照、會員卡、

信用卡等證件也可以同時進行多種單雙面掃描，讓您在建立檔

案更有效率。另外附贈的軟體提供自動去除影像黑邊以及傾斜

校正，省去掃描後調整編輯影像的時間，讓您在有限的時間內

達到最高的效率。

專業級影像輸出及管理

輕 巧 的 體 型 、 快 速 的 效 能 、 簡 易 的 操 作 集 於 一 體 的

PS286/PS286 Plus可輕易協助您將堆積如山的文件轉化成影像

格式如JPEG、TIFF、PNG、BMP、PDF和可搜式PDF。您亦可透過

TWAIN和快速按鍵的連結，讓您無需捨棄您慣用的影像編輯軟

體即可輕鬆擷取、編輯、儲存您所需的影像，儲存成其他檔案

格式。

對於需要體積小不佔空間、能快速處理無需等待、學習容易操

作簡易的您，PS286 / PS286 Plus將會是您得意的好助手。適

合使用在個人工作室、小型辦公室、文件管理中心、金融機構

及有會員管理制度公司行號。



產品規格

軟體

系統需求
Windows 和 Mac
2.0 GHz CPU處理器或更高 [1] [2] [3]。
[1] 使用Windows 系統建議規格：2.8 GHz  Intel® Core™ i5處理器 與 4核 CPU 
內核或更高備配。
[2] 支持Mac INTEL和 M1的處理器
[3] 不支援 PowerPC 
最低 4GB RAM（建議規格: 8GB 以上，A3尺寸@1600dpi掃描，最少預留20GB虛
擬內存）
6GB的硬碟空間用於安裝
顯示器尺寸為1024x768或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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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掃描 各式電子文件格式文件與紙張

產品特性

● USB 2.0介面，掃描速度每分鐘高達：

 -PS286：25ppm / 25ipm

 -PS286 Plus：25ppm / 50ipm

● 自動進紙器容量可同時置放 50 張文件

● 雙面掃描搭配影像結合技術可掃描 A3 尺寸文件

● 提供 TWAIN 介面讓您連結其他影像編輯軟體

● 掃描厚度可達 1.2 mm，可同時掃描多張名片、

 證件、會員卡、信用卡

● 600 dpi 高解析 CIS 無需暖機即可立即掃描

● LED顯示器及功能切換鍵，多達九組掃描模式供使

 用者依需求設定使用

● 隨機附贈專屬攜帶整理包，確保配件完整及清潔

● 支援輸出格式：JPG、BMP、TIFF、多頁TIFF、PDF

 、可搜式PDF、PNG等

● 掃描模式：一次掃描、彩色、灰階、黑白

影像感應元件 CIS x 2

光源 LED

硬體解析度 600 x 600 dpi

最大輸出解析度 600 dpi

自動饋紙器容量 50 張 (A4/ Letter大小)

掃描速度 ( ADF ) 25 ppm/ 50 ipm (灰階模式, 200 dpi, A4)

 25 ppm/ 50 ipm (黑白模式, 200 dpi, A4)

 6 ppm/ 6 ipm (彩色模式, 300 dpi, A4)

掃描範圍 (寬 × 長)  最大: 216 x 2500 mm (8.5” x 98.42”)

 最小: 13.2 x 13.2 mm (0.52”x 0.52”)

掃描方式  自動送紙

連結介面  USB 2.0 (附傳輸線)

體積 (D x W x H)  263 x 128 x 148 mm (10.36" x 5.02" x 5.83")

淨重  1.66 kg (不含紙匣)

軟體連結協定  TWAIN 相容

支援作業系統  Window 7 / 8 / 10 / 11

 Mac OS v.10.12-12.x 或以上版本[2]

 Linux*[3]

高效商用彩色掃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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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S YGRENE

As an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R Partner, 
Plustek has determined that this product 
meets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R 
Program for energy e�ciency.

Plustek OCR Plustek  DocAction Plustek  MacAction

[1] ABBYY®FineReader®  進行OCR 處理， ©2022 ABBYY。
ABBYY 和FineReader 是ABBYY Software，Ltd.的商標，可能已在某些司法管轄區註冊。本手冊內
容提及之公司名稱和註冊商標均各自屬於其公司和所有者。
[2] 精益科技軟體會因所屬作業系統安裝上而有所差異，更多詳細系統相容支援，請務必參閱精益科
技官方網站。
精益科技隨時進行軟體更新作業，將保有更改修正規格之權利，以上規格有任何變更，將不另行通
知。請上精益科技官方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詳情。
[3] Linux 僅適用於系統整合商, 詳情請洽 sales@plustek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