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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O�ce PS186
極致簡單設計 一鍵完成所有工作需求

使用SmartOff ice PS186（每分鐘可掃描25頁），您可以掃描文件，在工作狀態中更有效率地管

理文件。另外，隨機附贈的軟體DocAct ion I I  則擁有最親切的使用者介面，讓您輕鬆上手。您可

以根據您的需求，設定保存多達23組掃描設定組合。SmartOff ice PS186 適用於SOHO族和家

庭用戶，無論是整理收據還是簡單的明信片保存，輕巧的設計及完整的功能，可以協助你保存記

憶和輕鬆處理辦公文件。

產品特色
• 灰階模式的掃描速度可達25ppm/50ipm

• 儲存多達255組掃描設定組合

• 支援長達248.92公分的長紙張掃描

• 自動進紙器可容納50頁文件

• 輕巧不佔空間，方便攜帶

• 三步驟掃描，簡化掃描過程：將所有掃描設定存於一個按鍵中，一按完成掃描存檔與命

名。輕鬆完成文件歸檔和分享，減少文件搜索的時間與人力。
 www.plustek.com

搭配軟體

Plustek MacAction 
Plustek MacAction 是按鍵應用程式，輕鬆按一下按

鍵即可迅速完成掃描。容易使用的功能為使用者提供一

個編輯掃描設定及修改儲存目的地的平台。MacAction 

還可讓您直接將掃描文件儲存為JPEG、TIFF、

MULTI-TIFF、BMP和PDF等常見的儲存格式。

Plustek DocAction II
DocAct ion I I為一掃描工作管理工具，由DocAct ion 

簡化加強而來，加強並美化UI，操作簡單方便，讓您

更輕鬆地設定您的個人化掃描需求。掃描後的檔案能

直接儲存到電腦資料夾或FTP伺服器。DocAct ion I I

同時也擁有自動旋轉、自動密集、字元增強、刪除空

白頁及填補裝訂孔等功能。

硬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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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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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GB的硬碟空間用於安裝

顯示器尺寸為1024x768或更大

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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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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感應元件 CIS x 2 
光源 LED 
光學解析度 600 dpi 
硬體解析度 600 x 600 dpi 
自動饋紙器容量 1. 50 張 (A4/ Letter大小，重量70 g/㎡ 或18 Lbs), 

    紙張厚度：最大 5mm (或0.2”)
 2. 20 張 (名片)
 3. 塑膠卡片, 最大厚度 1.2 mm 
 注意：最大的ADF裝載能力多少有差異，取決於紙張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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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ppm/ 8 ipm (彩色模式, 200 dpi, A4)
 注意：掃描速度也取決於您使用的掃描軟體、電腦處理器和系統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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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接受紙張尺寸 (寬 × 長) 最大: 220 x 2500 mm (8.66” x 98.42”)
 最小: 50.8 x 50.8 mm (2” x 2”) 
可接受紙張重量 ( 厚度 ) 50 ~ 105 g/㎡ (或14 ~ 28 Lbs) 
每日建議使用量 ( 頁 ) 1,500 
操作按鈕 3個掃描器按鍵: 上, 下選擇鍵, 掃描鍵.
 預設九種格式選項. 功能按鈕皆可自定義. 
電源供應器 24 Vdc/ 0.75 A 
介面 USB 2.0 
淨重 1.66 Kgs (3.66 Lbs) 
實體尺寸 (寬 x 深 x 高) 263 x 127.5 x 148 mm (10.36" x 5.02" x 5.83") 
支援作業系統 Windows 7 / 8 / 10 / 11
 MacOS v.10.10-12.x 或以上版本

[2]

 Linu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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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簡便的DocAction II
使用者只需輕鬆按下按鍵，即可使用SmartOffice PS186掃描文件到PC或Mac電腦。DocAction II和MacAction II

兩套程式都能讓使用者設定9組不同的掃描任務，包括掃描設定及儲存目的地。簡單易懂的使用者界面非常容易理

解，並具有完整功能設定。

儲存到FTP
PS186支援直接將掃描檔案上傳到FTP伺服器。FTP是最常

見的檔案儲存方式之一，將掃描文件直接儲存到FTP，讓

使用者更方便快速地分享檔案。

條碼掃描
PS186提供最方便的方式掃描條碼文件，使用者能將條

碼號碼設定為檔案名稱，讓您更方便、更有效率地管

理檔案，不需要逐一開啟檔案就可以找到您所需要的

重要文件或運送資料。

1 新增掃描設定組合
2 需求設定調整

3 滑鼠雙擊立即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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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軟體特性

自動偵測並刪除空白頁 刪除空白頁

依照實際紙張文件，自動將歪
斜的圖像框正。 

自動偵測文件，進而旋轉紙
張正確方向。

自動增加掃描文件的顏色，讓
字體更銳利、圖像更清析。

高反差 自動旋轉 自動傾斜校正

在灰階模式下，以每
分鐘25頁的速度進行
快速雙面掃描。

可以掃描凸字刻紋塑
膠卡，如身份證、保
險卡、駕駛執照和厚
達1.2mm的信用卡。
適用於醫療保健、藥
房、會計、觀光服務
等領域。

將紙本名片數位化為
可以輕鬆管理、排序
的聯絡人資料，將您
的名片變成資訊。

將紙本文件儲存為可
搜索PDF格式，方便
您快速找到所需的資
料。

FTP是最常見的檔案儲

存方式之一，掃描器能

將掃描影像及檔案直接

儲存並上傳到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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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這個功能可以增加文字部分的對比度，讓

文字更清楚。

字元增強

裝訂後的文件通常會留有打孔痕跡。掃描這類

型的文件時，掃描器將自動檢測文件上的穿孔

位置所留下的黑色孔洞。

去除裝訂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