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使用指南 

本快速使用指南旨在幫助您安裝和開始使用 ReadirisTM 15。 

有關 ReadirisTM 所有功能詳細資訊，請參閱軟體隨附的說明檔案或者最新的使用者指南： 

www.irislink.com/support。 

本指南中的說明基於 OS X Mavericks 作業系統。所有資訊可能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1.系統要求 

使用 ReadirisTM 所需的最低系統需求： 

 64 位 Intel 處理器的 Mac 電腦。 

 作業系統為 Mac OS X 10.8 或更高版本。不支援以前版本的 Mac OS 作業系統。 

 300 MB 空閒硬碟空間。 

2.安裝和激活 

安裝 

 將 ReadirisTM CD-ROM 插入您的電腦的 CD-ROM 磁碟機。然後，按一下桌面上的 CD-

ROM 圖示。 

 或者，從這裡下載 ReadirisTM 軟件包：www.irislink.com/softwaredownload。 

 執行 ReadirisTM 安裝套件，按照螢幕上的說明安裝。 

 

 同意授權合約條款。 

 然後按一下安裝開始實際的安裝過程。 

可能要求您輸入管理員使用者名稱和密碼來安裝 ReadirisTM。 

激活 

 系統會提示您激活 ReadirisTM。 

 激活碼包括 34 個字元。根據您購買 ReadirisTM 的方式，可在這些地方找到激活碼： 

o 在 DVD 盒內 

o 在光碟套背面的標籤上 

o 在產品盒內的"License sheet for SN for IRIScanTM..."授權表單上 

o 對於 IRIScanTM Book Executive 3，在單獨的說明表單上 

o 在電子訂單的確認電子郵件中 

http://www.irislink.com/support
http://www.irislink.com/softwaredownload


 輸入激活金鑰，然後按一下激活。 

注意，激活需要網際網路連線。 

如果您此時不想激活 

ReadirisTM，還可選擇繼續試用。填寫表單，然後按一下開始試用。 下次啟動 

ReadirisTM 時，將再次提示您激活軟體。 

 

 安裝完成時，按一下關閉。 

安裝程式已將 ReadirisTM 資料夾新增到 Applications 資料夾。 

3.啟動 ReadirisTM 

 要啟動 ReadirisTM，請轉至 Finder > Applications > ReadirisTM。 

 然後按兩下 ReadirisTM 圖示。 

 



4.軟體註冊 

獲得技術支援需要註冊軟體。它還可以提供其他益處，如免費升級、免費試用版下載、視訊教

程、新產品折扣等。 

要註冊 ReadirisTM： 

 在說明功能表上，按一下註冊 ReadirisTM轉到註冊頁面。 

 

 填寫您的資料，然後按一下提交。 

注意，需透過 Internet 連線完成註冊。 

5.掃描器設定 

要在 ReadirisTM 中掃描文件，您必須正確設定掃描器。 

ReadirisTM 支援所有相容 Twain 1.9 的掃描器，所有相容 Image Capture 的掃描器，以及 

IRIScanTM 2 及更高版本的掃描器。 

大多數影像捕捉掃描器都是隨插即用的。但在使用 Twain 掃描器之前，必須先已在 Mac 

上安裝了其驅動程式。 

Twain 掃描器 

 將掃描器連線到 Mac，並開啟電源。 

 安裝掃描器的 Twain 驅動程式。 

通常可在隨掃描器提供的 CD-ROM 

上或掃描器廠商的網站上找到驅動程式。它們不是 I.R.I.S. 

提供的。注意，某些掃描器驅動程式在最新版本 Mac OS 

中可能無法使用。請參閱掃描器隨附的文件尋找所支援的平台。如果需要，聯絡

您的掃描器廠商。 

IRIScan 掃描器 

 將 *IRIScanTM 掃描器連線到 Mac，並開啟電源。 

 安裝掃描器的 Twain 驅動程式。 

注意，在使用 IRISCardTM Anywhere、IRIScan AnywhereTM 或 IRIScanTM Book 

掃描器時，無需安裝任何驅動程式。這些掃描器不是 Twain 

驅動式掃描器，並非從任何應用程式內啟動來掃描文件。它們可單獨使用，不連

線任何電腦。掃描的文件儲存在掃描器的記憶體裡（或選配的 SD 卡 / USB 



快閃記憶體磁碟機中）。掃描的文件儲存在掃描器的記憶體裡（或選配的 SD 卡 

/ USB 快閃記憶體磁碟機中）。 

要檢查掃描器是否已成功安裝： 

 在 ReadirisTM 功能表上，按一下偏好設定。 

 按一下 掃描器標籤。 

 您應該能看到您的掃描器在清單中。 

 

如果您的掃描器不在清單中，則表示其驅動程式未成功安裝。 

注意，只有當 IRIScanTM Express 2 掃描器連線後，位於底部的 IRIScanTM 

設定才可用。 

 完成掃描器設定之後，您可以使用掃描器預設設定開始掃描。 



6.基本處理步驟 

本章介紹了 ReadirisTM 中的基本處理步驟。 

請遵循這些步驟來掃描文件、開啟 PDF 

檔和影像檔、辨識這些檔案並將其傳送至應用程式（如 Microsoft Word、Adobe 

Reader）或者傳送至雲端。 

有關輸出格式和應用程式的完整概述，請參閱使用者指南。 

步驟概述 

1. 掃描文件或開啟現有影像或 PDF 檔。 

2. 修改掃描/開啟的影像及其辨識區域 

3. 選擇文件語言 

4. 選擇輸出格式和目的地 

5. 儲存辨識的文件 

基本設定 

1.掃描文件或開啟現有影像或 PDF 檔 

 

掃描文件 

 按一下 掃描 使用掃描器掃描紙質文件。 

將開啟預覽視窗並顯示您的掃描器設定。 

 

 選擇彩色和 300 DPI 作為偏好設定以獲得最佳效果。 

 選擇頁面分析選項： 

保持預設選項頁面分析激活。此選項將您的文件自動劃分為辨識區域。 

ReadirisTM 使用這些區域來辨識您的文件。 

ReadirisTM 

可以對文件進行傾斜校正（拉直）或使用頁面方向偵測來旋轉頁面。 

 

 



開啟影像或 PDF 檔 

 按一下檔案並選擇您要開啟的檔案。 

 可在這裡選擇相同的頁面分析選項。 

 

2.修改掃描/開啟的影像及其辨識區域 

在 ReadirisTM 中掃描/開啟文件時，將在頁面面板中顯示頁面縮略圖。 

當前影像及其辨識區域會顯示在介面中間。 

 

可輕鬆對它們修改： 

 要變更頁面的順序，將縮略圖拖至頁面面板中的另一個位置。 

 要移除頁面，請選擇頁面然後按一下移除圖示。 

 要移除一個區域，請選定該區域然後按後退（Backspace）按鈕。



3. 選擇文件語言 

按一下頂端工具列上的語言清單，選擇文件語言。 

首次使用 ReadirisTM 時，將顯示一個包含 10 種語言的清單。 

此清單與 Mac 作業系統的偏好語言清單相對應。 

 

要選擇其他語言： 

 按一下其他語言。 

 從語言清單中選擇文件語言。 

要選擇同一文件中的多種語言（僅 ReadirisTM Corporate 版） 

 按一下其他語言。 

 選擇主要語言。 

 Cmd-按一下次要語言清單中的最多 4 種次要語言。 



4. 選擇輸出格式和目的地 

輸出格式 

 在頂端工具列中，按一下要生成的輸出。例如，DOCX 用於文字編輯，PDF 

用於儲存目的。 

 要選擇不同的格式，請按一下格式組中的向下箭頭。後拖動其他格式之一到我的最愛

清單。 現在，這種格式即在頂部工具列顯示。 

 在此視窗中，您還可確定版面設定選項。  

版面設定選項決定了在多大程度上被重建原始文件的版面設定。 

提示：如果您選擇格式為 DOCX，請選擇重新建立來源文件 > 

以分欄模式來取代框架模式以獲得最佳效果。 

提示：如果選擇 PDF，選擇影像-文字以獲得最佳效果。 

 

目的地 

 目的地預設為本地儲存。  

支援所選輸出格式的預設應用程式將會開啟您辨識的文件。 

 要變更預設值，請按一下目的地組中的向下箭頭。 

 

 選擇檔案將文件儲存在本機或移動存放裝置上。 

 如要在儲存文件之後立即用應用程式開啟，請選中在應用程式中開啟。 

如要選擇不同的應用程式，請按下拉清單，然後按一下選擇應用程式。然後瀏

覽要使用的應用程式。 

 要將文件傳送到線上儲存系統： 

（需有網際網路接入） 

 按一下視窗底部的加號。 

 

 從帳戶類型清單中選擇帳戶。 



 

 選擇允許 ReadirisTM 存取您的帳戶的選項。 

 選擇要文件匯出所至的資料夾，然後按一下結束。 

重要注意：要傳送文件至 Evernote 或 Dropbox，必需在 Mac 上已安裝 Evernote 和 

Dropbox 應用程式，並已連線到您的 Evernote / Dropbox 帳戶。 

5. 儲存辨識的文件 

按一下儲存來儲存文件。 

 

7.FAQ 和技術支援 

註冊您的 ReadirisTM 之後，您有權免費獲得技術支援。在我們網站 

www.irislink.com/support 的技術支援部分，您可以看到 

F.A.Q（常見問題回答）、視訊教程和更多解決常見問題的資訊。 

如果依然找不到問題的答案，按一下技術支援聯絡 並填寫網路聯絡表。 

  

 

http://www.irislink.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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