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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WAIN 和 
WIA 扫描

扫描之前，请花时间阅读扫描仪用户指南，查看扫描仪使用方法的重要说明。

扫描仪用户指南中包含您的扫描仪可添加的和无法扫描的文档类型信息，同时包含完整的设置和安装

说明、维护和问题排查步骤、扫描仪规格以及扫描仪保修信息。该指南位于安装盘中的 “ 扫描仪用户指

南 ”部分。

本指南中包含的硬件和软件功能可能不适用于您购买的扫描仪型号。请忽略不适用于您扫描仪的

信息。

指南中的有些插图可能与您计算机屏幕显示的并不相同。差异不大，因此并不影响功能的使用步骤。

注意 : 如本文档所述，在界面中启用图片处理选项要求必须在扫描仪中安装 Visioneer Acuity。安装

Visioneer Acuity 后，只启用适用于您的扫描仪的功能。从安装盘中安装扫描仪驱动程序时会自动安装

Visioneer Acuity。如果您从我们的网站下载了扫描仪驱动程序，请确保您同时下载并安装了

Visioneer Acuity。

访问扫描仪界面

Visioneer OneTouch ：打开 Visioneer OneTouch 属性窗口，并在配置列表下选择扫描前配置。点击

确定保存更改并关闭 Visioneer OneTouch。下次您使用此按钮进行扫描时，将打开 TWAIN 界面，您

可以设置扫描选项并开始扫描。
用户指南 1



TWAIN 扫描指南 通过 TWAIN 和 WIA 扫描
每个扫描应用程序都将使用不同的方法访问扫描仪。有关使用应用程序和访问扫描仪的说明，请参阅

应用程序的用户指南。通常，扫描应用程序中至少有两个扫描仪选项可用。标记为 TWAIN 或 WIA（例

如，TWAIN: [scanner model] 或 WIA: [scanner model]）

选择 TWAIN 或 WIA

关于扫描仪和 TWAIN 标准的说明 ：

TWAIN 是计算机用以从扫描仪和数码相机接收图片的一种广泛认可的标准。您可以通过计算机中所

安装的任何 TWAIN 扫描应用程序访问 TWAIN 扫描界面。本文所述驱动程序界面是指为您的扫描仪

研发的 TWAIN 驱动程序。不过，有些应用程序有其自身的 TWAIN 界面。如果您使用软件应用程序进

行扫描，并看到在此部分显示的界面，您可以使用这些说明来通过 TWAIN 界面进行扫描。如果您未看

到此 TWAIN 界面，请参阅扫描应用程序的用户指南获取相关说明。

关于扫描仪和 Microsoft WIA（Windows 图像采集）的说明 ：
我们开发了 WIA 平台，以启用使用 Windows 应用程序（例如 “画图 ”或 “Windows 传真和扫描 ”）从设

备中传输图片，无需安装其他扫描软件。Microsoft 已开发了其自身的界面，以通过 Windows 应用程

序和其他任何您可能已经安装的与 WIA 兼容的应用程序使用扫描仪。不过，使用与 WIA 2.0 兼容的应

用程序时，默认行为将显示本文所述的 TWAIN 界面。您可以更改驱动程序行为以显示 Windows 界
面，而非此处所述的自定义界面。有关详情，请参阅第 49 页的 “ 硬件属性和界面行为 ” 的 “ 驱动程序

设置 ”。 

如果系统未显示如下所述界面或您对 Windows 扫描应用程序有任何疑问，请参阅 WIA 扫描说明的

Windows 文档。 

扫描

此处所述某些功能可能不适用于当前扫描仪。请忽略与扫描仪界面中未显示的功能相关的任何信息。

1. 在扫描仪中加载文档。

2. 为您所扫描的项目调整界面中的设置。
2 用户指南 



通过 TWAIN 和 WIA 扫描 TWAIN 扫描指南
3. 点击扫描按钮。

4. 完成扫描后，点击完成关闭界面。

5. 扫描图片现已在扫描应用程序中。

锁定的扫描界面

如果系统显示扫描仪界面的这一锁定版本，您可以从预设列表中选择预定义的扫描配置文件，然后点

击扫描按钮来开始扫描。

您还可以点击预览按钮，打开预览对话框，扫描预览图片并设置自定义扫描区域。

注意: 您可以通过扫描仪的驱动程序配置选项来锁定或解锁扫描仪的界面。有关更改此设置的说明，请

参阅本指南的 “ 驱动程序设置 ” 部分。如果您无法更改此设置，则表明您的系统管理员可能已设置了此

选项。有关详情，请与您的系统管理员联系。
用户指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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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预览窗口

点击 “预览 ”按钮将显示扫描仪界面的预览窗口。如果您要进行扫描并在主界面中显示反映当前设置的

样本图片，请使用预览选项。您还可以在预览窗口中定义自定义扫描范围。有关创建和扫描自定义范

围的说明，请参阅 “扫描范围 ”。

要使用预览窗口，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为预览图片和扫描选择您要使用的初始扫描设置。

如果您要修改特定预设的设置，请确保您在继续前选择了此预设。 

2. 点击预设按钮打开预览窗口。

如果扫描仪中已有页面，扫描仪将进行扫描并在预览窗口中显示样本图片。如果扫描仪中没有页

面，当您点击“预览”时，预览窗口将打开并显示空白扫描区域。您需要在扫描仪中放入页面，点击

“获得预览 ”进行扫描并显示样本图片。

3. 预览窗口显示扫描区域和当前扫描范围。当您将鼠标光标靠近扫描范围时，该范围将突出显示，以

便于您移动或调整其大小。有关创建范围、调整范围大小和删除范围的说明，请参阅 “扫描范围 ”。

– 点击放大或缩小按钮按 15% 每步的幅度放大或缩小预览图片。点击缩放级别框中的向上或

向下箭头按 5% 每步的幅度放大或缩小预览图片。点击缩放至合适大小按钮来调整整个预览

区域在预览窗口中的大小。

4. 点击显示主用户界面将主扫描仪界面显示在预览窗口的前面，以便于您调整扫描设置。 

您调整设置后，主界面中的某些设置（例如亮度和对比度）会立即更新预览图片。其他设置（例如

从彩色扫描更改为黑白扫描）不会自动更新样本图片。

如果您选择了任何文档图片调整选项（例如自动剪裁、拉直或旋转图片的选项），样本图片预览中

均不会显示。预览窗口显示扫描仪中项目大小和位置未经改变的视图。扫描和保存图片时会用到
用户指南 5



TWAIN 扫描指南 使用预览窗口
任何文档图片调整选项。

5. 您调整扫描设置后，请点击刷新预览以获取反映主界面 新设置的全新样本图片。

6. 当您对样本图片满意时，您可以在预览窗口或主界面点击扫描，在当前扫描设置下进行扫描并保

存此图片。

当您扫描时，您所调整的任何设置都会自动保存为 后使用的设置预设。您在主界面中点击保存将这

些设置保存为当前预设，或使用另存为对话框将其保存为新预设之前，这些设置都不会保留在预设

中。如果扫描前您从预设列表中选择了其他预设，那么您所做的修改不会生效。

扫描范围

您可以使用预览窗口为扫描仪创建用来进行扫描的自定义扫描范围。例如，如果您只要扫描图片的特

定区域，您可以移动扫描范围并调整其大小来只针对您要扫描的区域。 终图片将仅显示为您所设置

范围的大小。
6 用户指南 



使用预览窗口 TWAIN 扫描指南
重要提示 ：创建自定义范围后，请勿为扫描图片更改页面大小。当您在预览窗口设置了自定义范围后，

页面大小字段将显示 “ 用户定义 ”，表示您已指定了一个或以上自定义范围用以扫描。在创建自定义范

围后更改页面大小会放弃自定义范围，并将单个扫描范围设为您在页面大小列表中所选的尺寸。

创建自定义扫描范围 ：
1. 选择您要用于扫描的预设。

2. 在主界面中点击预览打开预览窗口。

3. 在扫描仪中放入项目，然后点击获得预览。

4. 扫描仪便会进行扫描并显示样本图片。

5. 当您所需的样本图片区域位于扫描范围内时，移动范围 1 或调整其大小。 

点击范围轮廓的一边并拖动鼠标，即可调整范围的大小。点击范围然后拖动鼠标，即可移动范围。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 “移动范围、调整范围大小或删除范围 ”。

6. 在样本图片中点击任意位置，按住鼠标按钮，然后拖动鼠标创建扫描范围，即可根据需要创建其

他扫描范围。您所需区域位于此矩形内时，即可释放鼠标按钮。

如果您要创建与另一范围重叠的范围，请在您点击并拖动鼠标创建范围时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

当您开始创建重叠范围后，即可释放 Ctrl 键。如果重叠范围的起点在另一范围上，您只需按住
用户指南 7



TWAIN 扫描指南 使用预览窗口
Ctrl 键即可。如果不按住 Ctrl 键，当您在已设为范围的区域上点击时，您会移动现有区域。

7. 创建完扫描范围后，请点击关闭。

8. 在主扫描仪界面，点击保存将这些范围保存为当前预设，或使用另存为对话框将其保存为新预

设。

在预览窗口中定义了自定义范围后，将显示主界面中的总结区域。在总结区域点击查看或修改自

定义范围，显示预览窗口。

9. 在主界面点击扫描，通过自定义范围进行扫描。

10. 完成扫描后，系统会为预览窗口中设置的每个范围创建一张图片。

您可以创建的扫描范围数量受扫描仪型号和所安装模块的限制。例如，大多数扫描仪只有一个范围。

当您在页面大小列表中选择了纸张尺寸，或在自定义页面大小字段输入尺寸后，您便设置了一个扫描

范围。
8 用户指南 



使用预览窗口 TWAIN 扫描指南
当安装了 Visioneer Acuity 后，您可以为每张扫描图片创建多个扫描范围。安装 Visioneer Acuity 后，

您可以创建的扫描范围的数量上限随扫描仪型号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创建扫描范围时，如果您达到了

允许扫描范围的数量上限，您便无法继续创建扫描范围，直到您删除一个已创建的范围。

移动范围、调整范围大小或删除范围

移动范围 — 要移动范围，请将您的鼠标光标放于您要移动的范围上。此范围将突出显示，表示此为鼠

标光标下的有效范围。点击此范围并拖动鼠标移动此范围。

调整范围大小 — 要调整范围大小，请将您的鼠标光标放于范围轮廓的边上。光标将变为双向箭头。

点击此线条并拖动鼠标调整此范围的大小。如果您点击顶部或底部边缘，您只能向上或向下调整范围

的大小。如果您点击左侧或右侧边缘，您只能向左或向右调整范围的大小。点击角边缘然后拖动鼠标

即可全面调整范围的大小。

请注意，您只能在扫描仪支持的纸张尺寸上限和下限内调整扫描范围的大小。请参阅用户指南维护部

分的扫描仪规格表，了解扫描仪所支持的纸张尺寸。
用户指南 9



TWAIN 扫描指南 使用预览窗口
删除范围 — 要删除范围，请将您的鼠标光标放于您要删除的范围上。此范围将突出显示，表示此为鼠

标光标下的有效范围。在此范围上右键点击，从菜单中选择删除选项。

移动已屏蔽的范围、调整已屏蔽范围大小或删除已屏蔽的范围

如果由于另一范围的阻碍而导致您无法移动范围或调整范围大小，您可以暂时将此范围移动到其他范

围的后面。右键点击阻碍范围，选择暂时将此范围发送到后面，将此范围移动到您要移动或调整大小

的范围的后面。这是对范围顺序的暂时更改，无法撤销。当您点击以移动范围或调整范围大小后，此范

围将自动返回其位置。

重新排列范围

如果您已经创建多个扫描范围，您可以右键点击范围菜单来重新排列范围优先顺序。优先顺序决定扫

描时第一个处理的范围是哪一个。例如，范围 1 将第一个进行处理，并在扫描应用程序中显示为第一

张图片。在此范围上右键点击，从菜单中选择选项。

设为第一个范围 — 选择此选项将范围编号设为 1。如果您右键点击的范围已在位置 1，则无法使用此

选项。选择此选项后，所有其他范围都会相应地自动更新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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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此范围的编号 — 选择此选项将范围编号在处理顺序中提升一位。如果您右键点击的范围已在位

置 1，则无法使用此选项。选择此选项后，所有其他范围都会相应地自动更新其编号。

提高此范围的编号 — 选择此选项将范围编号在处理顺序中下降一位。如果您右键点击的范围在处理

顺序中已是 后一个，则无法使用此选项。选择此选项后，所有其他范围都会相应地自动更新其编号。

设为 后一个范围 — 选择此选项将范围编号设为处理顺序中 后一位。如果您右键点击的范围在处理

顺序中已是 后一个，则无法使用此选项。选择此选项后，所有其他范围都会相应地自动更新其编号。

清除所有范围

右键点击预览窗口中没有范围的任意位置，然后点击 “ 清除所有范围 ” 以删除预览区域中的所有范围。

此操作将只保留标为号码 1 的范围。必须始终存在至少一个范围用于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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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来源配置

此界面中的某些选项可能显示为灰色，无法选择。显示为灰色的选项可能不适用当前扫描仪，未安装

启用该功能所需的软件，或者此功能取决于扫描仪界面中的其他设置。将鼠标光标悬停在显示为灰色

的功能上，查看有关功能停用原因的相关信息。

从列表中选择基本或高级，显示基本或高级文档来源配置选项，如下所示。

基本选项

• 双面 — 选择此选项，在扫描仪中扫描项目的两面。

点击下拉菜单，选择您要使用的颜色模式。

• 彩色 ：扫描彩色照片或其他彩色内容。彩色扫描生成的文件 大。

• 灰度 ：扫描像包含素描或黑白照片的文档等扫描件。

• 黑白 ：以黑白模式扫描。例如，信件和备忘录通常以黑白模式扫描。

高级选项

• —多流式 — 选择此选项，扫描仪会为以在来源列表中选择的每种颜色模式进行扫描的每个项目创

建图片。

• 双面 — 选择此选项，在扫描仪中扫描项目的两面。注意，如果您在来源配置列表中取消选中 “反面

”选项，那么系统会自动取消选中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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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拉菜单，选择您要使用的扫描选项。

以下为可用的颜色模式 ：

• 自动 — 扫描文档时判断文档的颜色。

• 彩色 — 扫描彩色文档，创建原始文档或照片的全彩副本。彩色扫描有 大文件大小。

• 灰色 — 使用不同程度的灰色扫描文档，复制文档。灰度扫描模式通常用于扫描无需保留原始颜色

但是图形需要清晰的文档或图形。灰度扫描可使文件大小小于全彩扫描的同时保留图形质量。

• 黑白 — 扫描页面中的任何部分都是黑色或白色的双调文档。扫描打印或手写文档时，经常使用此

设置。如果没有许多图形或无需包含图形时，因为文件大小小于其他扫描模式，此设置非常适合

将文档归档到服务器或磁盘，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发表到网页。

两面相同

如果扫描仪支持两面（双面）打印，您可以在扫描仪界面为页面的每一面分别设置颜色模式和其他选

项。始终选择此选项，如果扫描仪硬件不支持此功能，此选项将显示为灰色。

启用或停用两面相同在来源配置列表中，彩色模式不是唯一可为每一面分别配置的选项。扫描仪界

面中的其他选项（例如分辨率、亮度、对比度等）也可为每种来源分别配置。取消选中两面相同后，

您在扫描仪界面中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只能应用于在列表顶部显示的选项（例如，“ 输入送纸器（正

面）彩色 ”）。

要为每一面分别设置扫描仪选项，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点击下拉菜单并取消选择两面相同。

2. 为第一面选择您需要的颜色模式。

3. 点击菜单顶部折叠列表。在扫描仪界面中选择您要为第一面使用的选项。

4. 为第一面所做的更改完成后，请点击来源配置列表，并为第二面选择颜色模式。

（示例 ：两面相同） （示例 ：两面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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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样，该页面选择将显示在来源配置列表的顶部（例如，“输入送纸器（背面）灰色 ”）。

6. 点击菜单顶部折叠列表。在扫描仪界面中选择您要为第二面使用的选项。

提示 ：为每一面选择选项完成后，将更改保存为预设。有关详情，请参阅 “预设 ”。

总结

总结区域显示界面中所选的一些基本扫描选项。点击其中一个链接将打开设置所在的界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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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

预设包含扫描仪界面中的所有功能，包括颜色模式、分辨率、纸张尺寸等。您可以创建、导入、导出和

删除预设。 

• 如果您选择了 后使用的设置预设，那么在扫描过程中，调整扫描仪界面中的设置时，这些更改

将立即保存为预设。

• 点击取消按钮，不保存任何更改，并关闭扫描仪界面。

保存

1. 点击向右箭头并从列表中选择另存为…。

2. 点击保存按钮后，系统将打开一个对话框，供您输入名称。输入您需要的名称，然后点击确定。 

编辑

1. 在预设列表中选择您要修改的预设。

2. 根据需要调整扫描仪界面中的选项。 

3. 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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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命名预设，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在预设列表中选择您要重命名的预设。

2. 点击向右箭头按钮，并选择重命名…。

3. 在名称字段为预设输入新名称，然后在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删除

1. 点击预设下的下拉菜单，并选择您要删除的预设。

2. 点击向右箭头按钮，并选择删除。

3. 系统提示您确认是否要删除当前选择的预设时，点击是。

导出

1. 点击向右箭头，并从列表中选择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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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目标文件夹字段旁边的浏览按钮 ，打开文件浏览窗口。 

3. 找到位置并选择您要保存预设文件的文件夹。点击选择。

确保您能够在此文件夹中轻松地找到文件。

4. 在对话框中选择您要导出的预设以导出此预设。如果您要导出多个预设，请点击每个预设的名

称。在点击每个预设名称的同时，您可能需要按住键盘上的 Ctrl（控制）键，来选择多个预设。

5. 点击导出。

如果您选择了要导出的多个预设，系统会为您选择的每个预设创建文件。

注意: 软件会查找重复的预设名称。如果系统显示指明已存在相同名字的预设的通知，请在屏幕上选择

其中一个选项继续。 

• 覆盖 — 选择此选项，使用您从列表中选择的预设替换当前预设。

• 保留两个版本 — 选择此选项，保留两个版本。您选择的预设的预设名称末尾将添加一个计数数字，

例如，“自定义预设名称 (2)”。原预设名称将保留不变。

• 跳过 — 选择此选项，跳过名称重复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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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为所有冲突执行此操作选项，为所有找到的冲突使用您在此对话选择的操作。

导入

如果您之前已导出预设，或其他用户已向您提供其预设文件，请选择导入选项，向当前列表添加这些

预设。 

注意，如果您所导入的预设是在使用没有当前扫描仪的相同硬件功能的扫描仪时创建的，导入预设的

设置将自动更新，以反映当前扫描仪支持的设置。例如，如果您使用的是平板扫描仪，并且您导入使用

ADF 扫描仪创建的预设，那么系统将修改所有特定于 ADF 扫描的预设。

1. 点击预设列表旁边的向右箭头，并选择导入…。 

2. 找到保存预设文件的位置。如果您要导入多个预设，请点击每个预设的名称。在点击每个预设名

称的同时，您可能需要按住键盘上的 Ctrl（控制）键，来选择多个预设。

3. 点击打开。 

4. 现在，此预设便会出现在扫描仪界面中可用预设的列表中。

注意: 软件会查找重复的预设名称。如果系统显示指明已存在相同名字的预设的通知，请在屏幕上选择

其中一个选项继续。 

• 覆盖 — 选择此选项，使用您从列表中选择的预设替换当前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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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两个版本 — 选择此选项，保留两个版本。您选择的预设的预设名称末尾将添加一个计数数字，

例如，“自定义预设名称 (2)”。原预设名称将保留不变。

• 跳过 — 选择此选项，跳过名称重复的预设。

选择为所有冲突执行此操作选项，为所有找到的冲突使用您在此对话选择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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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设置

• 主面板 — 此面板包括 常用的扫描设置。此面板中的某些选项可能在本部分的其他面板中具有调

整选项。选择基本来源配置模式后，这是唯一可用的面板。更改为高级来源配置模式，启用本部分

所述的其他面板。

• 高级面板 — 此面板中包含高级文档处理选项。如果您在此面板中选择了也会在 “ 主面板 ” 中显示

的选项，那么当您返回 “主面板 ”时，此选项也将选中。

• 扫描仪型号面板 — 此面板所包含的选项特定于您所使用的扫描仪型号。如果您在此面板中选择了

也会在 “主面板 ”中显示的选项，那么当您返回 “主面板 ”时，此选项也将选中。

选择基础文档来源配置模式后，系统显示的文档设置部分。

选择高级文档来源配置模式后，系统显示的文档设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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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停用的选项

此界面中的某些选项可能显示为灰色，无法选择。显示为灰色的选项可能不适用当前扫描仪，未安装

启用该功能所需的软件，或者此功能取决于扫描仪界面中的其他设置。将鼠标光标悬停在显示为灰色

的功能上，查看有关功能停用原因的相关信息。

主面板选项

此面板中的某些选项可能在本部分的其他面板中具有高级调整选项。选择高级配置模式后，如果功能

在其他选项卡中具有调整选项，那么在这些功能旁边会显示一个图标。点击其中一个图标，转到调整

选项所在的界面区域。

有关调整主选项卡中显示的选项的说明，请点击以下链接转到本部分中相应的页面。

请参阅第 28 页的 “高级面板选项 ”

• 自动剪裁选项

• 跳过空白原件

• 清理边缘

分辨率

分辨率将决定了可在扫描图片中看到的细节的数量。分辨率是图片的清晰度，以每英寸点数 (dpi) 为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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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或向右移动滑块，更改扫描图片的分辨率。滑块区域所显示的可用范围介于扫描仪所支持的 小

和 大范围之间。分辨率滑块始终为当前扫描仪显示正确的范围。

选择分辨率值

通常，当复制黑白文档时，100–150 dpi 即可创建与原件质量相当的图片。当复制彩色文档或照片时，

150-200 dpi 即可创建与原件质量相当的图片。

较高的分辨率设置通常用于创建放大而不会有损图片质量的图片，但是扫描和生成大文件耗时较长。

用于典型扫描项目的一些分辨率设置如下 ：

• 文本文档书信、表格或其他铅字的黑白文档 – 100 dpi 到 150 dpi

• 文本文档带手工印花文本的书信或表格 – 150 dpi

• 文本文档（适用于 OCR）表格、书信、备忘录或电子表格 – 300 dpi

• 名片或带小号字体印刷的其他项目 – 300 dpi

• 带图形或彩色照片的彩色页面 – 150 dpi

• 要进行图片增强的劣质彩色照片 – 300 dpi

• 要进行打印的彩色照片 – 200 dpi

• 用于电子邮件的彩色照片 – 100 至 150 dpi

• 带图形、线图或彩色照片的杂志页面 – 200 dpi

文档大小

标准文档大小

点击下拉菜单，从列表中选择预定义的文档大小。可用的文档大小介于扫描仪的 小和 大项目大小

范围之间。 

自定义文档大小

从单位列表中选择您要使用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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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档大小列表未包含适合您的扫描批次的页面大小，请点击文档大小列表下的其中一个字段。

在第一个字段中输入文档的宽度，然后在第二个字段中输入长度。您只能指定介于扫描仪支持的 小

和 大项目大小之间的值。请参阅扫描仪用户指南的维护部分，了解此消息。

长文档

选择长文档，启用对 高可达扫描仪 大值的纸张尺寸的支持选择此选项后，请确保您在位于文档大

小选择列表下的自定义输入字段输入了文档的页面长度。

注意，如果页面长度超过 14 或 17 英寸（取决于扫描仪型号），则扫描仪中的某些选项不可使用。如果

您选择此选项，系统将自动停用不兼容选项，或在扫描时直接丢弃此设置。 

手动送纸

选择此选项，当扫描完 后一页且扫描仪停止扫描作业时，启用延迟。您可使用此选项一次扫描一页，

而无需为放入扫描仪的每一页都点击 “扫描 ”。 

要使用手动送纸模式进行扫描，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

1. 在扫描仪的界面中选择手动送纸。

2. 在超时字段中，输入扫描完 后一页且扫描仪停止扫描作业时，您要扫描仪等待的时间长度。

3. 在扫描仪中放入文档。

4. 点击扫描。

5. 屏幕上的扫描进度对话框将显示倒计时，表明您必须在多长时间内将下一文档放入扫描仪中。

6. 文档中的所有页面完成扫描后，您可以点击完成停止计时器或者就等待时间过完。

检测重复送纸

检测重复送纸是扫描仪当一次向扫描仪传输两个或更多纸张时进行检测的功能。启用此选项后，超声

波针对要通过声波穿过页面的级别来检测多张页面的文档。此传感器的准确性取决于纸张厚度以及原

文档中是否有皱折。

注意 : 只有连接的扫描仪支持此功能时，才可以在界面中使用此选项。

技术说明 ：
如果您收到了错误的重复送纸错误，请尝试清洗扫描仪内部。感应器中灰尘过多会导致错误的重复送

纸错误。有关清洗扫描仪的说明，请参阅扫描仪用户指南的维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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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直图片

选择此选项，扫描仪会自动判断纸张是否倾斜，然后拉直其图片。只有扫描仪支持此功能时，才可以使

用此选项。

如果您使用自动文档送纸器进行扫描，并且传送此纸张的角度过大，那么可能无法正确拉直图片。

在这种情况下，请确保将导纸板调整为输入送纸器中的纸张宽度，预扫描页面，以便在扫描仪中拉

直页面。

旋转图片

在此列表中选择一个选项，在扫描完成后，旋转 后的图片。

翻到背面

如果您扫描的是日历风格方向的双面页面，请选择此选项。选择此选项，可将正面图片旋转 180 度，

转到背面图片。如果不选择此选项在双面模式下进行扫描，日历方向页面的背面图片将在 终扫描中

倒置显示。此选项不能自动判断书页方向和日历页面方向。如果在扫描书页方向页面时选择此选项，

页面的背面图片将在 终扫描中倒置显示。如果您扫描的是一批包含两种类型方向的文档，我们推荐

您在 “旋转 ”图片列表中选择 “自动 ”。 

只有当前扫描仪支持双面扫描，并且在扫描界面中选择 “双面 ”选项时，才可以使用此选项。

合并两面

当在双面模式下进行扫描时，您可以启用此选项，以使扫描项目的两面在 终图片文件中显示在一张

图片中。您可以使用列表中的选项，选择在 终文件中您要正面图片与背面图片相交显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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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在双面模式下不启用 “ 合并双面 ” 进行扫描的支票，和启用 “ 合并双面 ” 进行扫描的支票。如果

未启用 “ 合并双面 ” 时，支票的第 1 面和第 2 面保存在两个独立的文件中（分别是 IMG_0001 和
IMG_0002）。启用 “ 合并双面 ” 时，支票的两面在单个文件中 (IMG_0003)。如果您扫描的是使用多页

文件格式（例如 PDF 文件）的一叠项目，然后 终文件中的每一页都将有扫描项目的正面和背面图片。

高度阈值

输入要合并图片的高度上限。如果正面或背面图片的高度超过这一数值，将无法合并两面。例如，如果

您扫描的是一批混合文档（例如支票和对账单），您可能只想将支票的两面合并为一张图片，而不合并

对账单的两面。高度阈值需要低于您不想合并为单个文件的文档高度。

从 “合并两面 ”列表中选择一个选项，启用此字段。注意，如果您要高度阈值的上限大于 14 或 17 英寸

（具体取决于扫描仪型号），您还需要启用长文档。

高级面板选项

此面板中的选项也会在主面板中显示，但是还有其他设置供您调整已选择的功能。选择高级来源配置

模式，显示此面板。

跳过空白原件

选择此选项，扫描仪便会检测是否有空白页面传送到扫描仪，并从 终文件中删除空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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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阈值 — 您可以使用 “ 阈值 ” 滑块调整空白图片检测的敏感度。调整结果取决于扫描设置和所

扫描图片的类型。如果您扫描的是使用标准 20lb 打印纸打印的优质文档，通常情况下，您可以使

用阈值等级的默认设置。如果文档包含浅色文本或绘图，请尝试降低敏感度等级，这样扫描仪便

不会将这些页面检测为空白页面。如果您扫描的是双面浅色纸张，另一面的图片可能会显示在空

白面的图片上，请提高敏感度等级。 

清理边缘

选择此选项，从 终扫描的边缘周围删除任何细线。此选项将会使用检测到的边缘颜色填充图片边

距。选择此选项后，系统将自动为您启用宽度输入字段，您可输入要使用背景图片填充的区域大小。您

可以指定大约介于 0.04 到 0.39 英寸（1 m 到 10 mm）的尺寸。

自动图片剪裁

根据扫描仪型号和所安装的软件，界面中可能存在多个自动剪裁选项。

• 剪裁到原件大小 — 选择此选项，可使扫描仪自动确定扫描项目的大小。只有扫描仪支持此功能

时，才可以使用此选项。由于并非所有扫描应用程序都支持这一功能，此选项有时可能会显示为

灰色。

始终正确地将导纸板调整为输入送纸器中的纸张宽度，以便于尽可能直地将纸张送入扫描仪。可

能无法正确地剪裁倾斜页面。 

• 剪裁到长度 — 此选项告知扫描仪将 终图片剪裁到扫描页面的底部。只有扫描仪支持此功能时，

才可以使用此选项。由于并非所有扫描应用程序都支持这一功能，此选项有时可能会显示为灰色。

压缩选项

扫描过程中所使用的图片压缩功能有两种类型。选择输入压缩选项后，系统会在图片从扫描仪传输到

计算机上的 TWAIN 驱动程序时，压缩此图片。选择输出压缩选项后，在图片发送到扫描应用程序前，

TWAIN 驱动程序便会压缩图片。在扫描界面，输入压缩选项是压缩传输，输出选项是压缩。

这里所说的压缩传输选项可压缩图片，以缩短从扫描仪向计算机传输图片的时间。驱动程序可解压图

片，并将已解压的图片传输到扫描应用程序。由于大多数的应用程序不支持从扫描仪驱动程序中接收

压缩图片文件，因此系统通常会停用压缩选项。

压缩传输

选择此选项，扫描仪便可压缩 “灰色 ”和 “彩色 ”扫描中的图片。此操作将减少文件大小，并缩短从扫描

仪向计算机传输图片的时间。将压缩图片传输到计算机后，扫描仪的驱动程序便会解压此图片，并执

行扫描界面中所选择的任何图片处理功能。然后将已解压图片传输到扫描应用程序。选择 “ 压缩传输 ”
后，扫描应用程序（例如 Nuance PDF 转换器）将接收已解压图片，并按图片所使用的任何文件格式保

存图片。您可以使用 “质量 ”滑块调整您要使用的压缩等级。

质量

您可以通过在高压缩和高质量之间调整质量滑块来调整压缩等级。当质量等级设为高压缩时，扫描仪

扫描和传输图片的速度比高质量快，但是输出扫描的图片质量较低。
用户指南 29



TWAIN 扫描指南 文档设置
二次抽样

您可以通过二次抽样选项选择颜色信息和发光度之间的编码比率。二次抽样通过降低图片中发现的

RGB 颜色分辨率，而不影响图片的发光度起作用。此操作压缩图片以创建较小的文件大小，但有时会

导致图片质量降低。根据扫描图片的类型，二次抽样编码可能不会对 终图片文件产生明显影响。您

应使用不同的二次抽样等级尝试测试扫描，确保您对图片质量满意。

• 4:4:4 — 无二次抽样，颜色和发光度之间的比率保持不变。

• 4:2:2 — 颜色和发光度之间的中等比率。

• 4:1:1 — 颜色和发光度之间的 高比率差别，将导致按 小的文件大小保存图片。

压缩

此选项是指定的文件压缩，内存传输到应用程序。只有您所使用的应用程序接受压缩的图片文件时，

才可以使用此选项。例如，如果您将扫描应用程序设为接收 JPEG 压缩图片，那么压缩字段中将显示

JPEG。否则，“ 压缩 ” 的状态将始终是停用，并且由于您所使用的扫描应用程序要求已解压的图片，所

以 “压缩 ”状态会显示已解压。

当此选项可用时，则表明高级用户和应用程序选项，如果您对此技术不了解，请不要进行调整。不过，

如果您确定所使用的应用程序能够接收压缩图片，并且您要更改图片压缩类型，您需要在扫描界面中

启用用户可调压缩。有关说明，请参阅 “驱动程序设置 ”部分。

请注意，如果您调整了此设置，而事实上应用程序无法接受您所更改的选项，那么扫描界面和应用程

序可能崩溃。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默认选项，并由应用程序设置任何图片压缩。

在 Windows 控制面板中

1. 点击驱动程序设置选项卡。

2. 选择启用用户压缩和记住压缩。

3. 注意，如果这两个选项显示为灰色，您无法选择，则说明这两个选项不适用于您的扫描仪。

4. 点击确定。

5. 打开扫描仪界面。

6. 更改为高级来源配置模式。

7. 在 “文档设置 ”部分点击高级选项卡。

8. 如果您的扫描仪和应用程序支持压缩文件传输，那么现在 “压缩 ”选项便可使用。

扫描仪型号面板选项

此面板中的选项特定于您所使用的扫描仪。此处所述某些功能可能不适用于当前扫描仪。请忽略与扫

描仪界面中未显示的功能相关的任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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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此面板中选择了也会在主面板中显示的选项，那么当您返回主面板时，此选项也将选中。

选择高级来源配置模式，显示此面板。

纸镇

“ 纸镇 ” 选项将压力应用到输入送纸器中的文档堆栈。此操作将改善文档送纸和纸张分隔，尤其在当扫

描文件堆栈包含混合尺寸和纸张厚度时。

选择此选项后，当点击 “扫描 ”时，扫描仪会降低文件堆栈上的压杆。压杆就位后，扫描仪将开始送纸。

完成扫描后，系统将自动释放压杆。

注意 : 请勿在扫描塑料卡片时使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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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增强

点击 “图片增强 ”图标，选择适用于您要为扫描项目应用的图片处理类型的选项。

• 主面板 — 此面板包括 常用的扫描设置。此面板中的某些选项可能在本部分的其他面板中具有调

整选项。选择基本来源配置模式后，这是唯一可用的面板。更改为高级来源配置模式，启用本部分

所述的其他面板。

• 颜色处理面板 — 此面板包含处理 终扫描中颜色的高级选项。

• 高级面板 — 此面板包含用以提高扫描图片清晰度的高级图片增强选项。 

本部分停用的选项

此界面中的某些选项可能显示为灰色，无法选择。显示为灰色的选项可能不适用当前扫描仪，未安装

启用该功能所需的软件，或者此功能取决于扫描仪界面中的其他设置。将鼠标光标悬停在显示为灰色

的功能上，查看有关功能停用原因的相关信息。

选择基本文档来源配置模式后，系统显示的图片增强部分。

选择高级文档来源配置模式后，系统显示的图片增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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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面板选项

此面板中的某些选项可能在本部分的其他面板中具有高级调整选项。选择高级配置模式后，如果功能

在其他选项卡中具有调整选项，那么在这些功能旁边会显示一个图标。点击其中一个图标，转到调整

选项所在的界面区域。

请参阅第 43 页的 “高级面板选项 ”

• 去除斑点

通道

您可以使用此选项为颜色扫描流中的每个颜色通道分别调整亮度、对比度和灰度（此处为 BCG）值。

从文档来源配置列表中选择彩色，启用此选项。

• RGB — 选择此选项，为所有颜色通道调整 BCG 值。

• 红 /绿 /蓝 — 选择其中一个选项，只为此颜色通道调整 BCG 值。

在选择 RGB 后点击 （重置按钮）会为所有颜色通道将 BCG 恢复为默认值，包括黑白和灰色扫描。

在选择红、绿或蓝后点击重置按钮只会为该颜色通道将 BCG 恢复为默认值。

亮度

亮度是指图片的总体亮度。向左或向右移动滑块，降低或提高图片亮度。调整亮度等级会调整像素的

色调，而无需更改像素的颜色；例如调整色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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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亮度值

根据您要的图片显示方式调整亮度等级，不存在需要遵守的标准。以下是根据原始文档质量进行亮度

图片校正的一些推荐的选项。

• 高质量的原始文档 - 50%

• 铅笔写的书信、表格或绘图 - 25% 到 40%

• 带褪色文本的褪色图片或旧文档 - 35% 到 45%

• 带浅色文本的浅色（例如黄色、浅粉色或浅绿色）碳复写纸 - 45% 到 55%

• 报纸或杂志页面 - 55% 到 70%

• 书页 - 55% 到 80%

• 在室内或阴影中拍摄的照片 - 60% 到 85%

亮度与对比度结合使用进行图片增强。调整亮度等级以改善扫描图片质量时，请尝试同时调整对比度

等级。对比度等级是图片 亮和 暗部分之间的范围。例如，如果您所扫描的文档带铅笔写的注释，那

么您可能必须降低亮度等级，以在扫描图片中显示手写注释。不过，当降低亮度时，图片中的白色会开

始显示为灰色。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对比度等级可使图片 亮和 暗部分之间的差别变得更明显。

彩色图片亮度示例

以下示例分别展示了亮度等级的默认设置为 25%、50% 和 75% 的原始图片。调整亮度等级不会使

图片变为全黑或全白。

技术说明 ：
大多数显示器都具有用户可调的亮度设置。在浏览屏幕上的扫描图片，并打印图片时，显示器的亮度

设置可能影响扫描图片比原始图片看起来有多亮或多暗。如果扫描图片与原始图片差别很大，或者调

整扫描亮度等级不能按照您想要的效果修改图片，请尝试调整显示器的亮度等级。请参阅显示器的用

户指南，调整亮度等级，并查看制造商是否有任何推荐的设置。

黑色背景扫描仪 ：
一些扫描仪具有黑色背景板。黑色背景会使剪裁结果和倾斜检测更精确。不过，当扫描纸张重量低于

18lb 的薄纸（例如分为多部分的彩色表格或方格纸）时，背景会渗透到 终图片，使得图片变得比本

应显示的图片更暗。在这种情况下，请尝试在 60% 和 80% 之间调整亮度等级。

亮度 ：25% 亮度 ：50% 亮度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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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度

对比度是指图片亮部和暗部的差别。向左或向右移动滑块，降低或提高对比度等级。提高对比度等级

会增加图片更亮和更暗部分的差别，降低对比度会降低这一差别。

选择对比度值

亮度将相同数量的灰色和白色添加到图片中的所有像素，对比度根据像素颜色等级调整像素。例如，

提高对比度等级将白色数量添加到浅色像素，将灰色数量添加到暗色像素，以使图片中颜色等级之间

的差别更清晰。降低对比度等级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使用灰色修改浅色像素，使用白色修改暗色像

素，以使图片中的颜色过渡更平滑。

根据您要的图片显示方式调整对比度等级，不存在需要遵守的标准。对比度与亮度结合使用进行图片

增强，提高亮度等级后，总体图片会变暗，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要提高对比度等级，以使图片较亮部

分与较暗部分之间的差别更明显。

以下是根据原始文档质量进行对比度图片校正的一些推荐的选项。

• 高质量的原始文档 - 50%

• 铅笔写的书信、表格或绘图 - 55% 到 65%

• 带褪色文本的褪色图片或旧文档 - 60% 到 70%

• 带浅色文本的浅色（例如黄色、浅粉色或浅绿色）碳复写纸 - 45% 到 55%

• 报纸或杂志页面 - 55% 到 70%

• 书页 - 60% 到 75%

• 在室内或阴影中拍摄的照片 - 40% 到 60%

彩色图片对比度示例

以下示例分别展示了对比度等级的默认设置为 25%、50% 和 75% 的原始图片。

技术说明 ：
大多数显示器都具有用户可调的对比度设置。在浏览屏幕上的扫描图片，并打印图片时，显示器的对

比度设置可能影响扫描图片比原始图片看起来有多清晰。如果扫描图片与原始图片差别很大，或者调

整扫描对比度等级不能按照您想要的效果修改图片，请尝试调整显示器的对比度等级。请参阅显示器

的用户指南，调整对比度等级，并查看制造商是否有任何推荐的设置。

对比度 : 25% 对比度 : 50% 对比度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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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背景扫描仪 ：
一些扫描仪具有黑色背景板。黑色背景会使剪裁结果和倾斜检测更精确。不过，当扫描纸张重量低于

18lb 的薄纸（例如碳复写纸或方格纸）时，背景会渗透到 终图片，使得图片变得比本应显示的图片

更暗。在这种情况下，请尝试在 40% 和 80% 之间调整亮度等级，然后在 40% 和 80% 之间调整对

比度等级。 

灰度

灰度是图片增强的色调曲线和起点。向左或向右移动滑块，降低或提高图片亮度。提高会降低灰度值

会更改亮度和对比度影响图片的值。我们建议您使用默认灰度值，或先调整此设置，然后再调整其他

选项。 

选择灰度值

降低灰度值后，色调曲线开始拉直，图片阴影扩大，阴影变暗，而无需像降低亮度等级那样使用灰色使

图片整体变暗。这样，可以通过使用较暗等级的同种颜色使像素饱和来维持图片的亮部和阴影，而不

是向所有颜色添加灰色。

增加灰度值后，色调曲线变弯，图片亮部扩大，亮部变亮，而无需像提高亮度等级那样使用白色使图片

整体变亮。这样，可以通过使用较亮等级的同种颜色使像素饱和来维持图片的亮部和阴影，而不仅仅

是添加白色。

根据您要的图片显示方式调整灰度等级，不存在需要遵守的标准。

彩色图片灰度示例

以下示例分别展示了灰度等级的默认设置为 1.0、1.8 和 2.6 的原始图片。调整灰度等级不会使图片变

为全黑或全白。

技术说明 ：
大多数显示器都具有用户可调的灰度设置。在浏览屏幕上的扫描图片，并打印图片时，显示器的灰度

设置可能影响扫描图片比原始图片看起来有多亮或多暗。如果扫描图片与原始图片差别很大，或者如

果调整扫描灰度等级不能按照您想要的效果修改图片，请尝试调整显示器的灰度等级。请参阅显示器

的用户指南，调整灰度等级，并查看制造商是否有任何推荐的设置。

翻转图片

翻转图片选项会颠倒扫描图片中每个像素的颜色。 

灰度 : 1.0 灰度 : 1.8 灰度 : 2.6
用户指南 37



TWAIN 扫描指南 图片增强
在黑白模式下进行扫描时，每个像素都会从黑色变为白色，从白色变为黑色。在灰度模式下进行扫描

时，每个像素都会变为相反等级的灰色。在彩色模式下进行扫描时，每个像素都会变为色轮中相反的

颜色。

例如，如果您扫描的页面是用报纸缩微胶卷洗出来的，您可能选择此选项。报纸缩微胶卷颠倒黑色和

白色，因此当在显示器中查看时，文本是白色的，页面是黑色的。

以下示例为原始灰度图片和翻转图片。

以下示例为原始彩色图片和翻转图片。 

镜像

镜像选项从左向右翻转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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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深度减少

只有在黑白模式下进行扫描时，才能使用位深度减少选项。点击下拉菜单，从列表中选择一个选项。

阈值和动态阈值

您可以使用阈值设置页面中要查找的亮度或暗度等级。在黑白模式下进行扫描时，页面中的所有内容

都设为在 终图片为白色像素或黑色像素。如果页面中的文本为浅色，那么在 终图片中，此文本将

不显示，这是因为扫描仪会将这类浅色更改为白色像素。您可以使用阈值滑块设置图片中文本的暗度

或亮度等级。动态阈值尝试评估图片并自动调整阈值等级。这些选项 适合只包含文本的文档，例如

商务信函、电子表格、报告，等等。

• 阈值 — 向左或向右移动滑块，为扫描仪设置要使用的亮度或暗度等级。 

例如，如果您扫描的文档包含灰色文档（例如手写铅笔注释），请向右移动滑块。此操作告知扫描

仪要查找的等级是浅色，灰色像素会转换为黑色像素，而非白色。如果原始围挡的总体色调是暗

色（例如可能会影响检测黑色的彩色背景），请向左移动滑块。此操作告知扫描仪要查找的等级是

暗色，只有非常暗的区域（例如文本）才会转换为黑色像素。

如果您扫描的文档状态很好，白色背景上显示黑色的文本，那么默认阈值选项即可正确地扫描项

目。只有扫描图片与原件的图片清晰度不同时，才需要调整此等级。

• 敏感度 — 向左或向右移动滑块，为动态阈值调整敏感度等级。只有在列表中选择动态阈值时，才

能启用此滑块。

误差扩散、拜耳和半色调图案

误差扩散、拜耳和半色调图案是专门处理图片中噪点（递色）的应用程序，以在二值（黑白）模式进行

扫描时帮助减少条带。例如，如果您在黑白模式下扫描彩色照片，图片文件会有大块的黑色和白色，很

难识别图片。递色图片创建可识别的黑白图片。 

以下是一个彩色扫描、无递色黑白扫描和有递色黑白扫描的示例。图片缩小后可能会看起来像灰度扫

描。图片以正常大小或放大显示时，您可以清楚地看到递色图案，如特写图片所示。

彩色扫描 黑白扫描 拜耳递色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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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耳递色扫描 -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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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边距孔

如果您扫描的是边距带圆孔的页面，请选择此选项。此选项将在 终扫描中使用检测到的背景颜色填

充这些圆孔。扫描仪将在以下情况中检测并填充圆孔：

• 圆孔的大小大约介于 5 mm 和 7 mm 之间

• 从页面边缘开始，边距宽度上限为 25.4 mm

• 边距大小为 24.4 mm

• 圆孔位置不能与边距区域的边缘对齐，且不能覆盖边距区域的边缘。

颜色处理面板选项

此面板中的选项用于设置扫描仪应如何在特定颜色模式下处理颜色。

颜色失落

颜色失落告知扫描仪和软件从图片中移除特定颜色。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红、绿或蓝，或定义要从图

片中失落的自定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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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灰度或黑白模式下进行扫描时，才可以使用此选项。以下示例展示了带红色水印的原始文本和

删除红色的结果图片。

选择自定义，启用设置自定义颜色失落和启用多色失落的字段。您可以通过分别在 R、G 和 B 相应的

框中输入值或从样本扫描中选择颜色来设置自定义颜色。

多色失落

点击清除颜色旁边的复选框，为多色失落启用此颜色，然后点击颜色名称，选择此颜色进行编辑。

例如，点击 “颜色 2”旁边的复选框，然后点击名称 “颜色 2”，选择此颜色进行配置。

容差

使用滑块，调整颜色失落的精度。

• 更精确 — 此选项将删除与所选择的或在自定义字段中定义的纯色 接近的一系列颜色。例如，纯

红色的 R/G/B 值为 255/0/0。选择“红色”表示扫描仪应查找与纯红色接近的一系列 RGB 红色，并

从图片中将其删除。 

• 更相近 — 此选项将根据从列表中选择的或在自定义字段中定义的纯色删除更广范围的颜色。

颜色失落预览窗口

要使用样本扫描设置 RGB 值，请在扫描仪中放入文档，然后点击 （滴管按钮）以启动 “ 颜色失落预

览 ”窗口。

扫描仪将进行扫描并在预览窗口显示图片。点击图片中的一种颜色，将其设为失落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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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半径 — 这是点击样本图片中的颜色时，用来参考的像素半径。

执行颜色校正

选择此选项，使用扫描仪的默认灰度表格，此表格已校准，来为扫描仪生成质量 佳的彩色结果。如果

不选择此选项，结果扫描会变得很暗，并且亮度、对比度和灰度选项需要进行较大调整，以影响图片的

总体亮度。

高级面板选项

此面板中的选项也会在主面板中显示，但是还有其他设置供您调整已选择的功能。选择高级来源配置

模式，显示此面板。

点击即可在使用颜色校正和不使用颜色校正查看样本图片之间切换。有关详情，请参阅 “执行颜色校正 ”。

点击即可在使用颜色失落和不使用颜色失落查看样本图片之间切换。

点击即可在只删除当前颜色和删除所有自定义颜色查看样本图片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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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斑点

此选项从背景中删除斑点。斑点是图片上的小点，扫描仪可能会将其视为文档中有效内容。去除斑点

选项会识别这些点并将其删除。只有在黑白模式下进行扫描时，才可以使用此选项。 

半径 — 这是要评估杂点的区域的大小。 

数目  这是应被视为斑点的半径内的点数上限值。如果圆中有此数量的点，那么这些点不会被视为斑

点，并在图片中保留。如果圆中的点少于此数量，那么这些点会被视为斑点，并从图片中删除。

例如，如果半径为 3，数目为 5，那么系统在 3x3 像素的部分中评估文档，当 3x3 区域中的杂点超过

5 个时，这些点便不会被视为斑点。

滤镜

使用滤镜选项来增加或减少扫描图片中的锐度。点击下拉菜单，从列表中选择一个选项。 

• 模糊 — 通过评估像素并将其颜色更改为周围像素的平均值来柔化图片显示。使用 “ 半径 ” 字段为

每个要评估为邻近像素的像素设置区域大小。注意，半径字段中的数字越大，驱动程序评估图片

所需的时间越长

• 锐化 — 通过评估像素和更改其颜色增加与邻近像素的对比度来锐化图片显示。使用半径字段为每

个要评估为邻近像素的像素设置区域大小。注意，“ 半径 ” 字段中的数字越大，驱动程序评估图片

所需的时间越长

• USM 锐化 — 通过评估图片和在边缘的任一边设置较亮和较暗的线条，调整边缘细节的对比度。

使用敏感度滑块，调整 USM 锐化的容差。

减少波纹

波纹图案是出现在报纸和杂志扫描图片（有时是照片、素描和有波纹的纸的彩色扫描的扫描图片）中

的波纹或波浪线。选择减少波纹选项，驱动程序会尝试在图片中查找并删除波纹图案。请注意，启用减

小波纹后，由于要检查图片中的波纹图案，扫描仪的扫描速度将降低。只有在彩色或灰色模式下进行

扫描时，才可以使用此选项。

带波纹图案的图片 已删除波纹图案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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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纹半径 — 您可以在波纹半径字段设置要评估区域的大小。调整半径将为不同类型的可扫描项目生

成不同的结果。使用此功能，您可能必须进行几次测试扫描，根据需要调整波纹半径，直到您获得了扫

描作业中页面类型的 佳结果。注意，“ 波纹半径 ” 字段中的数字越大，驱动程序评估图片所需的时间

越长。

白色阶

使用此选项，您可以设置扫描仪应将 终图片中的哪些内容视为 “ 白色 ”，即使扫描页面具有深色的或

灰白色的背景。在扫描非常规用纸（例如厚纸或薄纸）时，可能会导致 终图片中的白色页面呈现为浅

灰色，您可能想调整此选项来自动修正图片。 

为获得 佳自动效果，只需从列表中选择您所扫描的页面类型即可。或者，您可以在 “ 自定义值 ” 字段

输入一个数字。您在此字段设置的值可介于 128 到 255 之间。如果您将自定义值设为 128，即告知扫

描仪在 终图片中将所有灰色等级为 128 或更高（更浅）的像素更改为白色。如果您将自定义值设为

255，即告知扫描仪只有纯白色是白色，任何低于 255 的内容都应在 终图片中保持不变。

黑色阶

使用此选项，您可以设置扫描仪应将 终图片中的哪些内容视为 “ 黑色 ”。如果您所扫描的项目具有使

用铅笔书写的注释，您可能要提高黑色阶等级，以使铅笔注释在图片中显示为黑色。您可以将黑色的

值设为 0 到 127 之间。如果您将此值设为 127，即告知扫描仪将所有灰色等级为 127 或更低（更暗）

的像素在 终图片中显示为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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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程序配置

使用驱动程序配置部分配置插件模块，选择界面选项，并查看扫描仪硬件属性。选择高级配置模式后，

您可以使用扫描仪面板选项更改任何适用于您的扫描仪的硬件设置。

本部分停用的选项

此界面中的某些选项可能显示为灰色，无法选择。显示为灰色的选项可能不适用当前扫描仪，未安装

启用该功能所需的软件，或者此功能取决于扫描仪界面中的其他设置。将鼠标光标悬停在显示为灰色

的功能上，查看有关功能停用原因的相关信息。

模块配置

安装图片处理模块后，这些模块将显示在配置选项卡上的列表中。使用此选项卡启用您要在扫描时使

用的模块。 

安装包含某些选项的模块后，扫描仪界面中的这些功能才会启用。安装模块后，这些功能便会在扫描

仪界面中启用，以供您使用。 

重新排列模块

在列表中选择模块，点击向上或向下箭头更改模块在列表中的顺序。模块顺序的更改会更改使用图片

处理选项的顺序。例如，如果安装了两个模块，并且两个模块都包含自动图片旋转选项，那么使用第一

个模块的旋转选项后，系统将忽略第二个模块中的旋转设置，如此图片便不会旋转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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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配置

扫描仪配置选项卡显示扫描仪的硬件信息。此处所述某些功能可能不适用于当前扫描仪。请忽略与扫

描仪界面中未显示的功能相关的任何信息。

扫描仪细节

• 固件版本 — 扫描仪硬件处理器版本编号。

• 序列号 — 扫描仪的唯一识别号码。

• LLD 版本 — 扫描仪的基础驱动程序版本。此版本不是 OneTouch 软件修订版本，也不是 TWAIN
或 WIA 驱动程序版本。

• 驱动程序版本 — 扫描仪的 TWAIN 驱动程序版本。

扫描仪设置

• 计数器 — 点击您要恢复为 0 的计数器旁边的重置按钮。

电源设置

• 睡眠模式 — 睡眠模式是扫描仪不在使用时的低电耗状态。您可以调整扫描仪在进入低电耗前需要

等待的时间。 

点击绿色的进入按钮，保存 “睡眠模式 ”字段中的任何更改。

点击红色的重置按钮，重置默认超时值。

• 关机 — 输入扫描仪自动关机前需要等待的分钟数。 

点击绿色的进入按钮，保存关机字段中的任何更改。

点击红色的重置按钮，重置默认超时值。

• 重置设备 — 点击此按钮将扫描仪硬件还原回默认设置。使用此选项重置扫描仪硬件后，界面中不

会显示更改，除非省电时间已经更改。点击此按钮后，还会将省电超时恢复为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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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扫描仪的属性页面来跟踪扫描仪维护、更改一些硬件选项、配置扫描仪界面行为，并调整

适用于您的扫描仪的应用程序选项。

要打开扫描仪的硬件属性页面，请执行以下操作 ：

• Windows 7 及更高版本 — 从 Windows 控制面板中打开硬件和声音，然后打开设备和打印机。 

右击扫描仪，然后从列表中选择扫描属性。如果 Windows 用户帐户控制提示您确认是否希望对

系统设置作出更改，请点击是。

• Windows Vista — 从 Windows 控制面板中打开硬件和声音，然后打开扫描仪和摄像头。

点击扫描仪图标，然后点击属性按钮。如果 Windows 用户帐户控制提示您确认是否希望对系统

设置作出更改，请点击是。

• Windows XP — 进入类别视图后，从 Windows 控制面板中打开打印机和其他硬件，然后打开扫描

仪和摄像头。右击扫描仪，然后从列表中选择属性。

设备设置

设备设置选项卡显示扫描仪的硬件信息。设备设置选项卡中的选项将根据扫描仪硬件是否支持此功能

判断是否可用。请忽略与扫描仪界面中未显示的功能相关的任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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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面板中的选项还可能显示在 TWAIN 界面上的扫描仪配置选项卡中。有关以下这些选项的使用说

明，请参阅本指南的 “扫描仪配置 ”部分 ：

• 睡眠模式

• 关机

• 重置设备

• 计数器

扫描仪细节

• 固件版本 — 扫描仪硬件处理器版本编号。

• 序列号 — 扫描仪的唯一识别号码。

• LLD 版本 — 扫描仪的基础驱动程序版本。此版本不是 OneTouch 软件修订版本，也不是 TWAIN
或 WIA 驱动程序版本。

• 驱动程序版本 — 扫描仪的 TWAIN 驱动程序版本。

固件更新

• 检查更新 — 对照扫描仪驱动程序所包括的版本查看扫描仪的固件版本。扫描仪连接到计算机并选

择此选项，或连接到相同型号的另一台扫描仪后，系统会显示表明固件版本过期的通知。如果您

不想更新固件，请取消选中此选项，停止接收提示不同版本的通知

• 更新 — 点击此按钮，使用驱动程序安装程序中提供的 新修订版本更新扫描仪的固件。按照屏幕

上显示的说明更新扫描仪的固件。固件更新过程中，请勿关闭扫描仪或关闭屏幕上的任何对话。

系统提示您之前关闭扫描仪或关闭屏幕上的任何对话将永久损坏扫描仪并导致扫描仪无法正常运

行。当可以重新启动扫描仪时，固件版本软件将对您进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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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调整

驱动程序设置

此面板中的选项用于配置扫描仪界面在一些情景下如何操作。只有高级用户才可以修改本部分中的任

一选项。不适用于您的扫描仪的选项将显示为灰色，并处于停用状态。

常规

• 锁定设置 — 此选项可以阻止用户更改扫描仪界面中的选项。界面打开后，用户只可以使用扫描

“预设 ”来选择并用于扫描。 

• 默认预设 — 选择您要在每次打开扫描仪界面时，作为扫描仪界面中默认显示选项的预设。

TWAIN 驱动程序

• 自动传输 — 扫描仪检测到页面时进行扫描并开始传输。

• 传输时自动关闭 — 完成传输后，自动关闭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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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使用无用户界面模式 — 在扫描应用程序中开始扫描时，选择此选项，以阻止打开此扫描仪界

面。只有您的扫描应用程序支持无用户界面扫描时，此选项才会发挥作用。您可能还需要选择 “传
输完成时自动关闭 ”以使此选项发挥作用。

• 预设覆盖功能 — 一些扫描应用程序使用此选项来调整扫描设置，并且无需打开扫描仪界面进行扫

描。下次打开此界面时， 后一次使用的设置将匹配曾用于扫描的应用程序设置。选择此选项，将

设置重置为打开此界面时 后使用的设置。

• 启用用户压缩 — 只有扫描仪和软件允许手动调整图片压缩时，才能启用此选项。 

• 记住压缩 — 当压缩选项可用于用户调整时，无法将此选项保存为预设的一部分。选择此选项，保

存压缩设置。

WIA 驱动程序

• 使用默认的 WIA 用户界面 — 选择此选项，在 WIA 2.0 应用程序中显示 Microsoft WIA 界面，而

非 TWAIN 界面。

• 模拟 WIA 1.0  选择此选项，为与 WIA 1.0 兼容的应用程序显示 TWAIN 界面。选择此选项后，

WIA 2.0 应用程序将使用 Microsoft WIA 界面。
52 用户指南 



附录 A ：复制规章

美国

国会依法规禁止在某些情况下复制以下主题。进行此类复制犯罪将可能受到罚款或监禁处

罚。

1. 美国政府的债据或证券，例如 ：

某些政府机构（例如 FHA 等）的债券和债据等。

债券。（只能出于宣传目的在与美国储蓄债券的销售活动相关的情况下拍摄此类债券的

照片）。

内部印花税票。（如果必须复制上面有已注销印花税票的法律文档，则在复制该文档是

出于合法目的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复制）。

邮票（已注销或未注销）。出于集邮目的，可以拍摄邮票的照片，条件是复制品为黑白，

并且比原件的线性尺寸小 75% 或大 150%。

邮政汇票。

美国授权人员提取或开出的货币票证、支票或汇票。

已依据或可能依据任何国会法案发行的任何面额的印花和其他价值表示形式。

2. 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调整补偿证明。

3. 任何外国政府、银行或公司的债据或证券。

4. 有版权的材料（除非已获得版权所有者的许可，或者复制是出于 “正常使用 ”目的或符合

版权法的图书馆复制权条款）。这些条款的详细信息可从位于华盛顿特区 20559 的美

国国会图书馆版权办公室获得。请申请 Circular R21。

5. 公民权或入籍证明。（可以拍摄外国入籍证明的照片）。

6. 护照。（可以拍摄外国护照的照片）。

7. 移民文件。

8. 汇票登记卡。

国库券 国家银行货币 债券票证

联邦储备银行票据 银元券 金库券

美国债券 金库兑税券 联邦储备券

小额银行券 存款单 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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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印有以下任何登记者信息的义务兵役入伍文件 ：

例外 ：可以拍摄美国退伍军人证明的照片。

10. 军事人员或各种联邦部门（例如 FBI、财政部等）的成员所携带的徽章、身份证、通行证

或证章（除非此类部门或机构的负责人命令拍摄照片）。 

11. 在某些州还禁止复制以下各项 ：汽车牌照 — 驾驶证 — 汽车所有权证明。

上述列表并非包括一切，我们对其完整性或准确性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有疑问，请咨询您

的律师。

加拿大

议会依法规禁止在某些情况下复制以下主题。进行此类复制犯罪将可能受到罚款或监禁处

罚。

1. 当前银行票据或当前纸币。

2. 政府或银行的债据或证券。

3. 国库券文件或税收文件。

4. 加拿大或某个省的公章，或者加拿大国内某个公共团体或机构的印章，或法庭的印章。

5. 公告、命令、规章或者任命或其通知（其复制目的在于以虚假方式伪装为 Queens Printer
for Canada 或某个省的同等印刷商印制的相同文件）。

6. 由以下机构使用或代表以下机构使用的标记、品牌、包装或设计：加拿大政府或某个省

的政府、某个国家（非加拿大）的政府，或者由加拿大政府、某个省或某个国家（非加拿

大）的政府建立的部门、理事会、委员会或机构的政府。

7. 由加拿大政府或某个省的政府或者由某个国家（非加拿大）的政府用于税收目的的盖印

邮票或粘贴邮票。

8. 由承担制作和颁发认证副本职责的政府工作人员保留的文档、名单或记录，而复制目的

在于以虚假方式伪装为其认证副本。

9. 任何方式或种类有版权的材料或商标（在未经版权或商标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复

制）。

提供此列表的目的是为了给予您方便和协助，但此列表并非包括一切，我们对其完整性或

准确性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有疑问，请咨询您的律师。

工资或收入 领取抚养津贴资格 法庭记录

以前的兵役 身体或精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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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地区）

在您所在国家（地区）复制某些文档可能不合法。进行此类复制犯罪将可能受到罚款或监禁

处罚。 

• 流通券 

• 银行票据和支票 

• 银行和政府债券和证券 

• 护照和身份证 

• 版权材料或商标（在未经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复制） 

• 邮票及其他可转让票据 

注意 : 此列表并非包括一切，我们对其完整性或准确性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有疑问，请与您

的法律顾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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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cuity, 1, 9

B
拜耳 , 39
白色阶 , 45
斑点 , 44
半径 , 44
半色调 , 39
保留两个版本 , 19, 21
波纹半径 , 45

C
彩色 , 14, 35, 36, 37, 39
长文档 , 26, 28
超时 , 26

D
Dpi, 24

导出 , 18
导入 , 20
递色 , 39
电源调整 , 48, 51
动态阈值 , 39
对比度 , 35, 36, 37
多流式 , 13

E
二次抽样 , 30

F
翻到背面 , 27
范围 , 6, 9, 10
翻转图片 , 37
分辨率 , 24
覆盖 , 19, 20

G
高度阈值 , 28
高级面板 , 23, 33
固件更新 , 50
关机 , 48, 50

H
合并两面 , 27
黑白 , 14, 39
黑色阶 , 45
灰度 , 14, 37

J
JPEG, 30

计数器 , 50
记住压缩 , 30
剪裁到长度 , 29
剪裁到原件大小 , 29
检测重复送纸 , 26
减少波纹 , 44
镜像 , 38

K
空白阈值 , 29

L
拉直图片 , 27
亮度 , 34, 36, 37
两面相同 , 14
滤镜 , 44

M
敏感度 , 44
模糊 , 44
模块配置 , 47

O
OneTo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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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启用用户压缩 , 30
去除斑点 , 44
驱动程序配置 , 47
驱动程序设置 , 30, 51

R
容差 , 42
锐化 , 44

S
扫描前配置 , 1
扫描仪型号面板 , 23
设备设置 , 49
手动送纸 , 26
数目 , 44
刷新预览 , 6
双面 , 13
睡眠模式 , 48, 50
锁定的界面 , 3

T
填充边距孔 , 41
跳过空白原件 , 28
停用的选项 , 24
通道 , 34
图片增强 , 33

W
WIA, 2
Visioneer Acuity, 1, 9
Visioneer OneTouch, 1

USM 锐化 , 44
位深度减少 , 39
文档大小 , 25, 26
文档来源配置 , 13
文档设置 , 23, 47
误差扩散 , 39

X
显示主用户界面 , 5
旋转图片 , 27

Y
压缩 , 30
压缩选项 , 29
压缩传输 , 29
颜色处理面板 , 33, 41
颜色模式 , 14
颜色失落 , 41

更精确 , 42
更相近 , 42

页面大小 , 25
已解压 , 30
预览 , 3, 5
预设 , 3, 6, 15, 17
阈值 , 39

Z
质量 , 29
执行边缘清理 , 29
执行颜色校正 , 43
纸镇 , 31
重置设备 , 48, 50
主面板 , 33
自动剪裁选项 , 24
自动图片剪裁 , 29
自动颜色检测 , 14, 27
总结 , 8, 15
后使用的设置 , 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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