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R-C125规格
类  型 桌面送纸型扫描仪

文件送入 自动文件送入

文件尺寸

普通纸

宽度：50.8-216 毫米
长度：53.9-356 毫米
使用长文稿模式可以扫描长达3，000毫米的文件
使用直送纸路可以扫描约70毫米的文件

名 片 50×53.9毫米或更大
仅垂直送入

塑料卡
53.9×85.5毫米（ISO标准）
仅直送纸路和水平送入
浮雕卡也可以扫描

文件厚度

普通纸 U型纸路：52-128g/m2 (0.06-0.15毫米)
直送纸路：40-209 g/m2（0.05-0.25毫米）

名 片 300g/m2 0.35毫米或更小

塑料卡 0.76毫米或更小

送入容量 3毫米堆叠高度（包括卷曲）或30页80g/m2

扫描元件 CMOS

光源 LED（红，绿，蓝）

扫描面 单面/双面，跳过空白页，对开

扫描模式 黑白，错误扩散，高级文本增强，高级文本增强II（仅限于Windows）, 256级灰
度，24位彩色

扫描分辨率 150×150dpi, 200×200dpi, 300×300dpi,400×400dpi, 600×600dpi
扫描速度1

（A4/LTR，纵向，200dpi） 25ppm（单面）/50ipm（双面）

有用功能

双张送入检测，高级文本增强，跳过空白页，预扫描，自动纸张尺寸检测，歪斜校
正，批次分离，除色，颜色增强，文本方向识别，继续扫描，边缘增强，预设置
gamma曲线，双流输出时扫描区域设置，对开扫描，移除背景，减少莫尔纹，背景
平滑，完全自动模式，减速比调整

接口 高速USB2.0

软件

For Windows:
ISIS/TWAIN driver,CaptureOnTouch, Presto! BizCard, PaperPort, eCopy PDF 
Pro Office, Evernote2

For Mac OS X3:
TWAIN driver, Capture OnTouch, Presto! BizCard, Presto! PageManager. 
Evernote2

电源需求 AC100 to 240 V (50/60Hz)

能源消耗 200-240V 扫描时：最大12.8W；休眠模式：最大1.9W；电源关闭：最大0.5W

操作环境 10℃ to 32.5℃ (50°F to 90.5°F)，湿度：20%-80%

尺寸（W×D×H） 300毫米×220毫米×156毫米  送稿托盘关闭

重量 约2.6千克

选配件/耗材 滚轮更换组件（送入滚轮/减速轮）

1. 实际扫描速度会根据您系统配置和电脑的变化而变化

2. 通过互联网连接安装

3. 需要Mac OSX 10.4.11或更高

上述规格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中国总部 ·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15层
电话：（010）85139999 邮政编码：100005

华北总部 · （北京）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15层
电话：（010）85139999 邮政编码：100005

华东总部 · （上海）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金陵东路500号亚龙国际广场6F
电话：（021）23082600 邮政编码：200021

华南总部 · （广州）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67号丰兴广场A座11～12层
电话：（020）38133388 邮政编码：510620

欢迎访问佳能（中国）主页 http://www.canon.com.cn

2525
ppmppm

25
ppm
25
ppm

黑白或灰度黑白或灰度

混 用混 用

节约桌面空间，小巧、灵活
的紧凑型扫描仪。
结构紧凑但不会降低扫描速度和质量。DR-C125通过取消
伸出的托盘以达到小巧的尺寸设计。佳能DR-C125
提供可靠的扫描，并节约工作空间。

彩 色彩 色

捆绑软件

CaptureOnTouch使得任何人简易扫描文件成为可
能。直观的用户界面，可以让你在自动和作业扫描模
式之间选择。

Presto! BizCard允许你扫描名片，转换和组织重要的
联系信息到可检索数据库。

Evernote是一个以云技术为基础的数据管理应用程
序。CaptureOnTouch软件装备了一个选项来发送和
保 存 数 据 （ 扫 描 的 图 像 ， 图 片 ， 备 忘 录 等 ） 到
Evernote服务器。

PaperPort是一个文件管理应用程序，因它的直观性
和用户界面的友好性而闻名。拥有它，可以使得保
存，组织和检索您的数字文件变得非常容易。

eCopy PDF Pro Office可以快速创建普遍可看的PDF
文件，并且转化静态的PDF文件为可编辑的文件和有
用信息。eCopy PDF Pro Office允许你获得通用文件
格式的灵活性，以达到更高的生产性，并且可以实现
无缝的信息转换。

Presto! PageManager可以迅速地将您的文件放在电
脑屏幕上，在这里可以实现文件的简易管理和保存。

除上述软件之外，DR-C125可以应用在市场上销售的以ISIS-和
TWAIN为基础的多种应用程序软件上。 ENERGY STAR和ENERGY STAR标识是注册的美国商标。出现在本彩页的其他公司

名称和产品名称都是注册商标或属于他们各自所有者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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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Windows, Windows Vista, PowerPoint和SharePoint是注册商标或微软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注册的商标。

Apple和Mac OS是Apple Inc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注册的商标。



直送纸路直送纸路

小巧但高速小巧但高速

U型纸路和直送纸路装置，消除了需要托盘的必要性，提供最大
限度的节约空间扫描。DR-C125机身非常小巧，彩色扫描，速度可以
达到25ppm。

直送纸路的选项使得DR-C125更适合扫描易碎的文件，在U型和
直送纸路之间的转换也很快速和简单。在一个小小的扫描仪上可以扫
描多种类型的文件。

虽然机身小巧，但DR-C125可以实现单次通过双面扫描，速度达到25ppm。扫描模式可以从黑白到彩
色，分辨率最高可达到600dpi。

单面（ppm） 双面（ipm）

黑白，灰度 彩 色 黑白，灰度 彩 色

150-200dpi 25 25 50 50

300dpi 25 15 50 30

紧凑的机身紧凑的机身
竖立的机身设计和U型纸路，文件输出时不需要额外的地方，可以最大
限度地节约空间。

扫描多种文件，有两种输出路径可以选择。
使用U型纸路扫描和输出标准纸张或名片，不需要机身前面额外的
空间。
你也可以通过轻弹杆杆转换为直送纸路，扫描厚文件，驾照，身份
证和其他不能通过U型纸路输出的文件。

超声波发射器

超声波传感器

文件送入方向

可靠的双张送入检测可靠的双张送入检测自然、直观地送入自然、直观地送入
使用DR-C125，要扫描的
文件可以面朝上并以自然的
方向送入，从而可以减少文
件放置的错误。

内置的超声波传感器，当同
时送入一张以上的文件时，
可以适时检测到，并且可以
防止重要信息被遗漏掉。

简易使用

简单的一键式扫描
轻松一按开始按钮就可以开启
直观的扫描应用程序
-CaptureOnTouch，通过按
照屏幕上的指示就能扫描。

多种图像处理功能可实现精确地扫描再现多种图像处理功能可实现精确地扫描再现

跳过空白页 文本方向识别

歪斜矫正

自动色彩检测 全自动模式

当同时扫描单面和双面文件时，你可以删除空白
页的图像，避免扫描出来的图像冗长。这个功能
对于彩色纸张的空白页也同样适用。

页面 1 页面 2 页面 3

打
开

关
闭

当扫描文件的文本朝向
不同的方向时，文本能
够被检测到并且在扫描
的图像上自动地转为正
确的方向，因此免除了
手动转动图像的麻烦。

扫描仪可以自动地根据文件内容来决定哪些文件
需要保存为彩色。这消除了扫描之前需要分离彩
色和黑白文件的必要性。

以一定角度扫描，歪斜
的图像在保存之前会被
拉直，因此免除了重新
扫描的麻烦，确保平
滑、连续扫描。

根据文件内容可自动决定色彩模式，页面尺寸，
分辨率和文本方向，全自动模式可用。此模式允
许你扫描多种类型文件，并为每一类型文件挑选
最适合的扫描条件。这个模式也包括跳过空白页
功能，仅为必要的页面提供高效扫描。

传统扫描仪

小尺寸

PDF TIFF BMP PPTXJPEG

新设计的专注软件
为DR系列扫描仪提供的专注软件，CaptureOnTouch,已经进
行了重新设计，全新的流线型设计界面可达到更平滑的扫描操
作。在任何系统上，都可提供Windows和Mac OS X版本，以
达到同样人性化的体验。

通 用通 用

多种文件格式选项以适合您的目的
支持PDF，JPEG，TIFF，BMP（仅Windows）,PPTX
(仅Windows)等文件格式。

支持高压缩PDF
你能够使用高压缩转化来保存多页的文件为单一压缩
的PDF文件。

PDF文件包含OCR结果
在进行扫描操作时你能够执行OCR，并且能够增加结果的文本信息
到创建的PDF文件上，因此允许在扫描的图像上进行全文本搜索。

支持PDF/A标准
扫描仪支持以PDF/A格式创建PDF文件，作为一个文件格式发展成
为国际标准，适用于长期保存电子文件。

兼容Evernote/SharePoint
Evernote/SharePoint新增加为扫描图像的可能输出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