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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鼠标的使用方法

扫描原稿

无需改变鼠标的方向，

慢慢移动。

编辑图像

颜色、角度、大小等，

根据用途进行调整。

运用扫描的数据

作为图像和文本，

粘贴到其他应用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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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扫描仪鼠标”MSC10E。

使用“扫描仪鼠标”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说明书，以便正确使用。请将本说明书妥善保管

在便于取阅的场所。

衷心希望您能够一直妥善运用“扫描仪鼠标”与本说明书。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名称及含量标识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Pb）

水银 

（Hg）

镉 

（Cd）

6 价铬 

（Cr6+）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扫描装置 ○ ○ ○ ○ ○ ○

基板组件 ○ ○ ○ ○ ○ ○

外壳 ○ ○ ○ ○ ○ ○

鼠标硅胶轮 ○ ○ ○ ○ ○ ○

左按键 × ○ ○ ○ ○ ○

右按键 × ○ ○ ○ ○ ○

扫描按键 / 侧按键 × ○ ○ ○ ○ ○

前 / 后脚垫 ○ ○ ○ ○ ○ ○

玻璃 × ○ ○ ○ ○ ○

LED ○ ○ ○ ○ ○ ○

数据线 × ○ ○ ○ ○ ○

标签贴纸 ○ ○ ○ ○ ○ ○

○  表示该部件的任何材料中所含有的相关有毒･有害物质的含有量全部低于 SJ/T11363-2006 标准所

规定的标准值。

×  表示该部件中至少有一种材料其含有的相关有毒･有害物质的含有量超过了 SJ/T11363-2006 标准

所规定的标准值。

● 在电视机、收音机等无线电波接收机附近使用本产品，可能会导致干扰，敬请谅解。

● 禁止擅自转载本说明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 本说明书的内容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敬请谅解。

● 编制本说明书时力求准确无误，如果您发现任何错误，请与本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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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 对于因本机故障等原因导致数据丢失及利益损失，因使用本产品造成计算机故障、维修、检查，

进而导致数据丢失及利益损失等，本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 请勿进行本说明书中未记载的操作，否则可能导致事故或故障。

锦宫、KING JIM 是锦宫株式会社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Microsoft、Windows、Excel、Visual C++ 是美国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商标

或注册商标。

Adobe Reader 是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的商标。

Evernote 是美国 Evernote Corporation 的商标。

Intel、Intel Core 是 Intel Corporation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商标。

NVIDIA、GeForce 是 NVIDIA Corporation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AMD Athlon、ATI Radeon 是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的商标。

本说明书中提及的公司名称及产品名称是各自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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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请务必遵守！

使用以下标记表示必须遵守的事项，以免给用户及他人造成危害或财产损失。

使用本产品时，请务必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以便正确使用。请将使用说明书妥善保管在便于

取阅的场所，方便随时查看。

● 不遵守所述指示而错误使用所导致危害及损失的程度如下说明。

 警告 表示如果不遵守该标识而错误使用，“可能会导致死亡或重伤”。

 注意 表示如果不遵守该标识而错误使用，“可能会导致受伤或财物损失”。

● 使用以下图标分类说明用户应遵守的内容。

 标识表示应予以注意的“注意”内容。

 标识表示不得进行的“禁止”内容。

 标识表示务必执行的“强制”内容。

 警告

请勿在酒精及香蕉水等易燃性溶剂附近使用，并避免在本产品附近使用可燃性喷雾器。
否则会因爆炸、起火导致重伤或火灾。

请勿用湿手操作本产品或插拔 USB 电缆。请勿在附近放置有水的杯子等。如果本产品
内部进水，请立即拔下 USB 电缆，停止使用。继续使用可能导致火灾或触电。

请勿自行修理、分解或改造。否则可能引起故障，进而导致触电。本产品含有细小的
精密部件，可能会被婴幼儿误食。切勿将其放在婴幼儿附近。检修、调整、维修时，
请参阅“售后服务”（Ú 33 页）。

启动扫描时切勿直视鼠标反面的发光部位。
否则可能导致眼部疼痛等视力损伤。

请勿在 USB 电缆上放置重物，或强行扭曲、拉拔、损伤、加热或加工 USB 电缆。拔下 
USB 电缆时，请抓住插头部分。如果电缆破损，可能导致火灾及触电。

如果本产品出现发热、冒烟、发出异味等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关闭计算机，为防
止烫伤，应首先确认本产品未发热，然后将其从计算机上拔下。继续使用可能导致火
灾或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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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请勿在以下高温高湿、通风不良、多尘、会产生磁场的场所使用、保管本产品。否则
可能导致故障、火灾及受伤。
・靠近暖炉或加热器等发热设备、挥发性可燃物及窗帘等易燃物的场所
・厨房等易产生油烟的场所
・浴室、淋浴间、水池等有水的场所
・阳光直射、炎热天气下的车内等高温场所
・表面不平、会产生振动的场所
・磁铁周围等会产生磁场的场所

请勿将本产品投入火中焚烧。否则可能会因破裂导致火灾或受伤。

请勿安装或保管在婴幼儿伸手可及之处。否则可能导致受伤。

 注意

将 USB 接头插入计算机的 USB 连接端子时，请直插到底。当 USB 接头或电缆破损或
插入后松动时，请勿使用。否则可能导致火灾、触电。

请勿让本产品受到过大冲击。否则可能导致产品误动作或损坏。

本产品并无防水结构，所以请在不会接触水等液体的场所使用或保存。
雨水、溅水、果汁、咖啡、蒸汽、汗水等也可能导致故障。

进行清理或长时间不使用时，请拔下 USB 电缆。

关于激光鼠标的注意事项

本产品符合基于 JIS C6802 及国际标准化组织 IEC60825-1 的 CLASS1，可确保安全性，但应避免直视激
光发光部分。请勿污损传感器部分。肉眼直视鼠标反面很危险，请勿这样做。在玻璃或镜面上使用本产品
时，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保养方法

当本产品脏污时，请用柔软干布擦拭干净。
请勿使用稀释剂、汽油、酒精等药品及洗涤剂等。
否则可能导致变质及变色、故障。

废弃本产品时，请依据所在地区的条例及法规处理。

关于著作权的注意事项

对于作为著作权对象的著作物，根据著作权法，仅允许出于使用本产品的目的，由个人使用或

在家庭内使用其副本及编辑物。无论使用者自身是否对复制对象拥有著作权、或是否就复制等

事宜获得著作权人的允诺，当超出以上范围进行复制、编辑或使用副本、编辑物时，均视为侵

权行为，著作权人可要求其进行损害赔偿等，因此务必避免此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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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的准备

确认包装内物品

・ 主机 ・ 光盘 ・ 布袋

・使用说明书（附保修卡）

 注意

为防止扫描窗口损坏或受到冲击，携带扫描仪鼠标时请将其装入布袋。

 MEMO

・ 外观可能与本图有所不同。

・ 机身、布质保护袋的规格及外观设计、光盘的内容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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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名称

①

③ ④②
⑤

⑥

① SCAN（扫描）按钮

 按此按钮开始 / 停止扫描。正在扫描，蓝灯闪烁。正在连接到计算机，蓝灯点亮。

② 左键

③ 滚轮

④ 右键

⑤ 扫描窗口

 在扫描窗口范围内扫描。使用之前，撕下购买时粘在扫描窗口上的贴膜。

⑥ 激光传感器

 获取扫描仪鼠标的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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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驱动程序与软件

1 启动计算机

 注意

・ 请确认所用的计算机满足系统配置要求（Ú 31 页）。

・ 请以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登录。

・ 请关闭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还要关闭杀毒软件等应用程序。

� 将扫描仪鼠标连接到计算机的 USB 接口

开始自动安装驱动程序。

 注意

・ 安装驱动程序时，请勿拔下扫描仪鼠标。

・ 通过 USB HUB 连接时，无法确保正确运行。

・ 无法识别鼠标扫描仪时，请插入到另一个 USB 端口中。

� 将附带的光盘插入计算机的光盘驱动器

显示［Scanner Mouse］画面。

安装：

开始安装软件。

手册链接：

显示 PDF 格式的使用说明书。

 MEMO

必须安装 Adobe Reader 才能浏览 PDF 文件。关于如何获得 Adobe Reader，请咨询软件制造商。

 注意

画面显示的主机示意图与本产品的外观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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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安装］

� 确认 Scanner Mouse 软件的授权协议，选中［我同意 Dacuda 的一般条款和条件以及 Dacuda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复选框

 注意

・ 显示［setup. msi Setup］画面时，点击［Install］。

・ 如果所用的计算机不满足系统配置要求，会显示系统配置检查画面。点击［安装］继续。

即使不满足配置要求也可以安装，但不保证能正常运行。

 ：满足配置要求。

 ：不满足配置要求。

 ： 虽然满足配置要求，但可能无法充分发挥性能。

� 点击［安装］

开始安装。

 注意

安装时画面可能不动，这是正常现象。请勿取消安装。

� 点击［完成］，Scanner Mouse 的软件启动后，从光盘驱动器中取出光盘。

 注意

・ 在不支持的操作系统中安装时无法确保正常运行（Ú 31 页）。

・ 请使用已预装 Windows 7 的计算机。

・ 在 Windows 已升级的计算机上，可能无法正确运行。

・ 如果所用的计算机环境不同，可能无法正确运行。

・ 对于非 PC/AT 兼容机，不保证能正常运行。

・ 对于利用本产品读入数据时发生的损失等，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 在非专用软件中使用时，无法确保正确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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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软件

要删除已安装的 Scanner Mouse 软件时，请按照如下步骤操作。

 注意

请退出软件后再进行卸载。要退出软件，请浏览“退出软件”（Ú 13 页）。

1 依次点击［开始］－［控制面板］－［程序］－［程序和功能］

� 选择［ Scanner Mouse］，并点击［卸载］。

请按照画面指示进行卸载。



启
动
软
件

1�

启动软件

依次点击［开始］－［所有程序］－［Scanner Mouse］－［ Scanner Mouse］

启动软件。

退出软件

1 右键点击任务托盘中的

� 点击［退出］

退出软件。

 注意

不使用本产品时请退出软件（即使点击了主菜单画面的 ，也不会退出软件）。

启动软件后，根据计算机的环境及状态，计算机运行速度可能会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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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原稿

扫描前，请阅读“扫描注意事项”（Ú 17 页）。

 MEMO

・ 扫描功能：为使扫描尺寸完整，将分辨率设为［低］（Ú 25 页）。（满足系统配置要求的计算

机才可使用本功能）。

・ 使用 OCR（光学文字识别）时，请预先在设置画面（Ú 25 页“更改设置”）中进行如下设置。

 － ［扫描分辨率］：高或完整

 －  ［文本识别选择］：选择要识别的语言（最多 3 种）

1 将扫描仪鼠标放置在原稿上，按侧面的 SCAN 按钮

开始扫描，显示扫描画面。

内存剩余量 操作指南

扫描框

� 移动扫描仪鼠标，扫描任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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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完美扫描的提示

・  在鼠标前端始终朝向另一侧的状态下，慢慢移动，不要

偏斜。

・  移动过程中不要改变鼠标的朝向，而应始终沿一定方向

移动。

 注意

・ 随着鼠标的移动量增加，剩余内存减少。当剩余内存用尽时，扫描自动结束。请在剩余

内存用尽前结束扫描。

・ 从扫描开始到扫描结束，请确保鼠标朝一个恒定的方向移动。

・ 如果鼠标移动过快，扫描框会变为黄色或红色。请慢慢移动鼠标。

・ 尽可能避免重复扫描已经扫描过的区域。反复扫描同一位置时，会额外消耗扫描内存。

・ 扫描时即使鼠标不移动也会使用扫描内存，所以在扫描过程中，请勿将鼠标放置在原稿上。

・ 如果图像发生偏差，请在发生偏差的位置慢慢移动鼠标，再次进行读入。

・ 扫描大小因计算机环境而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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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SCAN 按钮，结束扫描

显示已扫描的图像。

� 根据需要编辑图像，并点击［确定］

图像显示在主菜单画面中。

要编辑图像时，请浏览“编辑图像”（Ú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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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时的注意事项

扫描时请注意如下事项。

・ 当连接到 USB3.0 接口上，感觉运行不正常时，请连接到 USB2.0 接口。

・ 当无法顺利完成扫描时，请在［设置］-［高级］中选中［启动高级设置］前的复选框，去掉 

［启用 OpenGL 渲染］前的复选框，然后再次尝试。

・ 如果用锐利物体接触扫描窗口，或在表面凹凸不平的场所操作扫描仪，可能会损坏扫描窗口。

如果扫描窗口受损，可能会导致扫描图像品质降低。

・ 扫描时，请退出占用资源较多的其他应用程序。否则扫描功能可能无法正常运转。

・ 在玻璃表面上，鼠标指针无法正常工作。

・ 请将原稿固定，避免出现偏斜。如果原稿偏斜，图像修正功能可能无法正常运转。

・ 请注意不要让激光传感器从原稿偏出太多。如果从原稿偏出过多，可能会导致图像偏斜。将

鼠标放回原稿上慢慢移动，可修正发生偏斜的图像。

・ 扫描时请勿抬起鼠标。如果抬起了鼠标，请将其放回已经读取的部分，然后继续扫描。

・ 扫描时请勿访问硬盘或 U 盘等存储介质，或使用打印机及其他扫描仪等周边设备。

・ 扫描时请勿操作其他输入装置或用键盘输入文字。

・ 如果文字太小，OCR 可能无法识别（可识别的标准大小：10 点以上）。

・ OCR 无法识别手写文字和纵向排列的文字。

・ 不能保证 OCR 功能可以识别所有文字。

・ 扫描以下原稿时，可能会损伤原稿或发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褶皱较多、卷曲、撕裂

 － 有回形针、钉书钉、粘性记录纸或便笺纸、附有浆糊及修正液等潮湿材料

 － 复写纸、涂层纸、透明且极薄的纸、粘在一起无法分开的纸、OHP 胶片、已覆膜的照片

 －书角或边缘

 －同样的图案反复出现

 －色块部分

 －对折原稿折叠部分

 　 （扫描对折原稿时，不要跨越折叠部分进行扫描，而应分别扫描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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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图像

扫描结束后，显示编辑画面。

1 编辑图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① 更改区域

通过拖动锚点更改图像区域。在图像的任意区域拖动时也可更改区域。

② 旋转

用拖动使图像旋转。

③ 颜色调整

调整色调、饱和度、亮度、对比度。

④ 背景

更改图像的背景色。

⑤ 旋转 90 度

每次可将图像旋转 90 度。

⑥ 拭除

点击 后，用滑块调整拭除大小，在要删除的区域拖动，即可删除任意区域。

 MEMO

・ 滚动滚轮放大 / 缩小图像。

・ 用右键拖动可移动整张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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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确定］

确定编辑内容，显示主菜单画面。开始读取文字（OCR）。

 注意

・ 在编辑画面中按 SCAN 按钮时，不保存正在编辑的图像，而是继续扫描。

・ 当图像偏斜时，可能无法正常读取文字（OCR）。继续操作之前，请务必让其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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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主菜单

可在其他应用程序中使用已扫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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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图像

将扫描的图像粘贴到其他应用程序中。

1 启动要粘贴到的应用程序。

� 点击［粘贴］—［粘贴为图像］

粘贴图像。

使用拖放及粘贴

将主菜单画面的扫描图像拖放及粘贴到所需应用程序中。

 注意

因 Microsoft Excel 等应用程序而异，可能无法使用拖放及粘贴图像。对于无法使用拖放及粘贴

图像的应用程序，请按照步骤 1、2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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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已读取的文字（OCR）

通过 OCR（光学文字识别）识别图像中的文字，并粘贴到其他应用程序中。

1 启动要粘贴文本的应用程序。

� 点击［粘贴］—［粘贴为文本］

粘贴文本。

使用拖放及粘贴

将主菜单画面右上角的图标拖放及粘贴到所需应用程序中。

 注意

因所使用的应用程序而异，可能无法使用拖放及粘贴。

 MEMO

・ 扫描后，在设置画面的［文本识别选择］中更改要识别的语言，使用更改后的语言再次读取文字。

无需重新扫描。

・ 如果在设置画面的［文本识别选择］中设置多种要识别的语言，则读取时间会延长。

・ 插图及照片多于文字的原稿可能会作为图像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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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至电子邮件

可将扫描好的图像作为 JPEG 文件添加到电子邮件中。

 注意

无法使用 Web 邮件。

1 启动邮件软件

� 点击［共享］—［邮件］

图像被添加到邮件中。

保存到互联网上

可将扫描的图像保存到 Evernote（云服务）中。

1 点击［应用程序］—［Evernote］

显示登录画面。

� 输入账户信息登录

要使用本功能，请先下载 Evernote。

关于下载 Evernote 的方法及保存图像的方法，请浏览 Evernote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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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计算机

点击［保存］，可将扫描的数据保存到计算机中。

可在 PDF、JPEG、TIFF、BMP、PNG、XLS、DOC 格式中选择文件格式。

 MEMO

保存为 PDF 格式时，四周可能会出现余白。

使用拖放及粘贴保存

保存为图像文件时

将主菜单画面的扫描图像拖放及粘贴到保存文件夹中（保存为 JPEG 格式）。

保存为文本文件时

将主菜单画面右上方的图标拖放及粘贴到保存文件夹中（保存为 DOC 格式）。

 MEMO

插图及照片多于文字的原稿可能会作为图像粘贴。

打印

点击［打印］可打印扫描的图像。

重新编辑图像

点击［编辑］显示编辑画面，可重新编辑已扫描的图像（Ú 18 页）。也可通过双击菜单画面中

的扫描图像来显示编辑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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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设置

设置

点击主菜单画面的［设置］，显示设置画面。

普通

・ ［用户界面语言］：更改显示语言。

・ ［扫描分辨率］：从完整（约 400dpi）/ 高（约 320dpi）/ 中（约 200dpi）/ 低（约 100dpi）

中选择扫描时的分辨率。

 MEMO

・ 使用 OCR 功能时，请设置为“高”以上的分辨率。

・ 根据所用计算机的环境，可能无法达到设置的分辨率。

・ ［总在最上面］：选择是否始终将窗口显示在最上方。

・ ［窗口位置］：选择窗口的显示位置。

保存

・ ［默认文件名前缀］：保存扫描图像时，此处输入的文字会自动添加到文件名的开头。

・ ［图片质量］：选择 JPEG 文件的画质。图片质量的标准值为高：中：低 =100：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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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选择确认方法，决定是否能够使用新的软件。

・ ［手动］：仅当点击［检查更新］时确认软件更新。

・ ［自动］：自动确认软件更新。在［检查更新］中选择确认间隔。

・ ［检查更新］：确认软件更新。

 注意

・ 要执行新软件的检查更新及更新时，必须连接到互联网。

・ 当有新的软件可用时，请在连接了扫描仪鼠标的状态下进行更新。

・ 本功能并非保证软件定期更新的功能。

文本识别

选择使用 OCR（光学文字识别）时要识别的语言（最多 3 种语言）。

・ ［过滤］：选择显示在列表中的语言。

・ ［查找］：输入字母，搜索显示在列表中的语言。

代理服务器

通过代理服务器访问互联网时，设置本选项。

・ ［没有代理服务器］：不通过代理服务器，直接连接到互联网。

・ ［使用系统设置］：使用计算机中已设置的代理服务器连接到互联网。

・ ［使用手册设置］：设置［协议］、［服务器地址］、［接口］，连接到互联网。

・ ［代理服务器要求密码］：访问代理服务器时，要求输入用户名与密码。

・ ［应用］：确定更改后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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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

由于可能影响计算机性能，通常不建议更改高级项目。

要更改高级项目时，请选中［启动高级设置］前的复选框。

・ ［最大扫描内存］：选择扫描时使用的内存量。内存量增加，则扫描区域加大。在［动态］（初

始设置）下，系统根据当时的状态自动调整内存量。

 MEMO

扫描内存的最大值，取决于计算机的最大可用内存。

・ ［拖放及粘贴图像大小］：初始设置为［完整］。更改该值时可调整图像尺寸，但因这一操作

会影响画质，所以不推荐。

・ ［在系统开始菜单中运行 Scanner Mouse。］：选择当打开计算机电源时本软件是否自动启动。

・ ［启用 OpenGL 渲染。］：设置扫描时在图片处理中是否使用 OpenGL。如果选中该选项后运行

不稳定，请去掉选中标志，然后确认运行状况。

・ ［使实验性的进行更新软件］：可以更新至尚未证实发布的最新软件升级包，但因为是试用版，

所以可能无法稳定运行。该功能仅针对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的高级用户，对于因使用本功能

而导致的故障或不利影响，本公司不做任何保证。

・ ［重置］：重置所有设置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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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菜单

点击主菜单画面的 ，显示系统菜单。

・ ［管理应用程序］：显示本软件中所用的应用程序一览。

・ ［检查更新］：确认是否有新的软件可用。

・ ［客户反馈］：可将您的期望等发送给软件制造商。

 所发送的内容可用作我们今后提高软件品质时的参考。

 发送时，请填写所使用的计算机名与注释。另外请勿填写姓名及地址等个人信息。

 （我们不通过发送客户反馈进行个别解答。）

・ ［帮助］：显示 PDF 文件格式的使用说明书。

 MEMO

必须安装 Adobe Reader 才能浏览 PDF 文件。关于如何获得 Adobe Reader，请咨询软件制造商。

・ ［关于］：显示软件版本等信息。

 MEMO

也可通过右键点击任务托盘的 显示系统菜单（［关于］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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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当认为发生故障时

■ 无法正常进行扫描处理或显示扫描画面
计算机环境是否满足系统配置要求？

Ú 31“系统配置要求”

是否将扫描仪鼠标连接到 USB3.0 接口？

如果连接到 USB3.0 接口时无法正常工作，请重新连接至 USB2.0 接口。

是否使用了 OpenGL 渲染？

根据所使用的计算机环境，有时关闭 OpenGL 渲染后就可以正常运行。请选中［设置］－［高

级］的［启动高级设置］，去除［启用 OpenGL 渲染］前的选中标记。但是，使用本设置时

扫描大小可能会缩小。

是否正在运行游戏程序？

如果在扫描过程中启动游戏程序，可能会无法正常工作。使用扫描仪鼠标时，请退出游戏。

所使用的驱动程序是否是最新版本？

请使用最新版本的显卡驱动程序及 USB 接口驱动软件等。

■ 扫描中或扫描后出现错误信息
是否启动了其他应用程序？

由于本产品的内存用量很大，如果在扫描过程中使用其他应用程序，可能会导致错误。发

生错误时，请暂时退出然后重新启动扫描仪鼠标的软件，并在退出其他应用程序后继续操

作。

■ 扫描结果不清晰
是否已经揭掉扫描窗口上的薄膜？

当鼠标底面的扫描窗口上贴有薄膜时，请将其揭掉。

扫描窗口上是否附着污物或污垢？

请用干的软布擦拭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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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过程中，在未按下 SCAN 按钮的情况下扫描中断
是否还有剩余内存？

扫描画面左上方的绿色长条表示扫描内存的剩余量。如果该长条缩短消失，则扫描处理自

动停止。

扫描内存的消耗速度因所用的计算机而异。

另外，反复扫描同一位置会额外消耗扫描内存。尽可能不要重复扫描已经扫描过的位置。

■ 将鼠标从原稿上拿开后，即使继续进行扫描也无法顺利开始扫描。
是否从已读取过的位置开始扫描？

将鼠标从原稿上拿开，并再次开始扫描时，请先将鼠标放置在已经读取过的位置，然后再

开始扫描。如果放在尚未读取过的位置，则鼠标无法识别原稿。

■ OCR 文本转换功能无法正常运行
扫描时纸张是否移动？

扫描时请勿让纸张移动。

已读取的图像是否发生倾斜？

当所读取的图像倾斜时，无法正确读取文字。

请务必修正至垂直。

扫描分辨率是否为［中］或［低］？

使用 OCR 时，请将扫描分辨率设置为［高］或［完整］。请在［设置］－［普通］的［扫

描分辨率］中进行设置。

是否设置了读取语言？

请在［设置］-［文本识别］中勾选希望读取的语种前的复选框。最多可同时设置 3 种语言。

当日语文章中混有英语时，请同时选择［Japanese］与［English］。

■ 在扫描过程中，如果将扫描仪鼠标从右向左移动，则会显示白线。
根据扫描对象上光层的状况，可能会在扫描光线与对象物品之间产生反射。因此，将扫描

仪鼠标从右向左移动时可能会出现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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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鼠标
传感器 ：激光传感器 1200dpi

按钮 ：2 按钮 /1 滚轮 /1 扫描按钮

扫描仪
分辨率 ：最大 400dpi

扫描幅面 ：A4 幅面

※ 扫描幅面因计算机环境而有很大不同。

功能
主菜单 ：粘贴、共享、应用程序、保存、打印、编辑、设置

编辑 ：色调、饱和度、亮度、对比度调整 / 背景选择 / 放大缩小 /

修剪 / 旋转 / 拭除

保存格式 ：PDF、JPEG、TIFF、BMP、PNG、XLS、DOC

共享 ：电子邮件

应用程序 ：Evernote

OCR ：支持

系统配置要求
接口 ：USB 2.0

操作

系统

：中文 Windows 7（32 位、64 位）

※请安装最新的升级补丁包。
※ 从旧版本 OS 升级的 OS 不在保证范围之内。

CPU ：Intel Core 2 Duo 1.2GHz 以上

内存 ：2GB 以上

显存及

显卡

：128MB NVIDIA GeForce 8400GS、

128MB ATI Radeon X1300、

384MB Intel GMA X3000 以上

硬盘 ：安装时需要 1GB 以上的剩余空间

显示器 ：分辨率 1024×768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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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 质量
尺寸 ：主机

　约 W60×D115×H37mm

电缆

　约 1.5m

重量 ：约 110g

※ 根据所使用的计算机环境，有时即使已经满足上述系统配置要求，仍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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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

■ 保修单
应先填写好保修单的销售商、购买日期等信息，再由销售商交给用户。请仔细阅读保修单与

反面的保修规定，并妥善保管。

■ 发生故障时
在保修期限内，按照保修规定予以维修或更换。请将本机及保修单送至购买产品时的销

售商处。

超过保修期限时，如果维修后可继续使用，可根据要求有偿维修。

本公司可能会视情况提供替代品换回产品进行维修，敬请谅解。

■ 问询
关于售后服务，如有不明之处，请向购买时的销售商、KING JIM 专卖店或本公司客服咨询。

关于最新信息，请通过本公司网站确认。

网站地址 http://www.kingjim.cn/

锦宫（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西藏中路 728 号美欣大厦 17F

TEL 021-5308-2770

http://www.kingji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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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保修期间，按照使用说明书进行正常使用的状态下产生的故障，请将其送

往购买时的销售店，由本公司予以免费修理。

本公司可能会根据情况使用替代品更换本体进行修理。

2.在保修期间因故障需要免费修理时，请出示产品与本保证书，委托购买时的

销售店进行修理。

3.因搬家或对于赠品，无法委托本保证书上填写的销售店进行修理时，请与本

公司联系。

4.在保修期间，如发生以下情况，将作为收费修理。

（1）因错误使用、客户自行修理或改装而造成的故障及损坏

（2）购买后因浸水、盐害、液体淋湿、跌落、冲击、进沙（泥）、压力等造

成的故障及损坏

（3）因火灾、地震、水灾、雷击、其他自然灾害、公害及电压异常等造成的

故障及损坏

（4）除一般家用以外（如长时间业务用）造成的故障及损坏

（5）未出示本保证书

（6）本保证书未填写购买日期、客户姓名、销售店名或经过涂改

5.包装箱内的附件不在保修范围内。请咨询销售店。

6.无论是否处于保修期内，对于因使用产品时造成相关数据损失、机会损失、

利益损失、恢复费用、第三方索赔、其他连带、间接或次生损害在内的各种

损害，本公司概不负责。

7.本保证书只在中国国内有效。

（This warranty is valid only in China．）

8.本保证书遗失不补，请务必妥善保管。

※本保证书是约定按照本保证书注明的期限、条件提供免费修理，不会因本保

证书而对客户的法定权利造成限制。

※送修时，请出示产品与本保证书，委托购买时的销售店进行修理。

保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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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卡

产品名称 扫描仪鼠标 MSC10E

保修期限

客户 姓名

地址

电话号码

销售店名

购买日期

购买之日起1年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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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式滑鼠 MSC10E

使用說明書

使用前準備

安裝驅動程式與軟體

掃描原稿

使用前準備

編輯圖像

使用主選單

變更設定

附錄

啟動軟體

使用本產品時，請仔細閱讀本書，以便正確使用。此外，請將本書保管在

便於取閱之處，並注意切勿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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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式滑鼠的用法

掃描原稿

無需改變滑鼠方向，緩慢

移動。

編輯圖像

可對顏色、角度、尺寸等，

根據用途進行調整。

運用掃描的資料

作為圖像或文本，貼在其他應

用程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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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謝您選購「掃描式滑鼠」MSC10E。

使用「掃描式滑鼠」時，請仔細閱讀本書，以便正確使用。此外，請將本書保管在便於取閱之處，

並注意切勿遺失。

衷心希望您妥善使用「掃描式滑鼠」與本使用說明書。

有毒有害物質或元素名稱及含量表示

部件名稱

有毒、有害物質或元素

鉛	

（Pb）

汞	

（Hg）

鎘	

（Cd）

六價鉻	

（Cr6+）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掃描裝置 ○ ○ ○ ○ ○ ○

基板組件 ○ ○ ○ ○ ○ ○

外殼 ○ ○ ○ ○ ○ ○

滑鼠矽膠輪 ○ ○ ○ ○ ○ ○

左按鍵 × ○ ○ ○ ○ ○

右按鍵 × ○ ○ ○ ○ ○

掃描按鍵 / 側按鍵 × ○ ○ ○ ○ ○

前 / 後腳墊 ○ ○ ○ ○ ○ ○

玻璃 × ○ ○ ○ ○ ○

LED ○ ○ ○ ○ ○ ○

傳輸線 × ○ ○ ○ ○ ○

標籤貼紙 ○ ○ ○ ○ ○ ○

○  表示該有毒、有害物質在該部件所有均質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SJ/T11363-2006 標準規定的限量要

求以下。

×  表示該有毒、有害物質至少在該部件的某一均質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11363-2006 標準規定的

限量要求。

● 請注意，在靠近電視、收音機等電波接收機附近使用本產品時，會發出雜音。

● 禁止任意轉載本書之全部或部分內容。

● 請注意，本書內容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 編寫本書時力求準確無誤，如果您發現任何錯誤，請聯絡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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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 對於因本機故障等原因造成資料損失及利益損失、或因使用本產品導致電腦故障、維修或因

檢查造成之資料損失及利益損失等，本公司概不負責。

• 請勿執行本書未記載之操作。以防發生事故或故障。

錦宮、KING JIM 是 King Jim Co., Ltd.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Microsoft、Windows、Excel、Visual C++ 是美國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商標

或註冊商標。

Adobe Reader 是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的商標。

Evernote 是美國 Evernote Corporation 的商標。

Intel、Intel Core 是 Intel Corporation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商標。

NVIDIA、GeForce 是 NVIDIA Corporation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AMD Athlon、ATI Radeon 是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的商標。

其他記載的公司名稱及產品名稱皆是各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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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須知•••請務必遵守！

請務必遵守以下事項，以免對使用者或他人造成危害、財產損失。

使用本產品前，請務必仔細閱讀使用說明書，以便正確使用。此外，請將使用說明書放在便於

取閱之處，以備隨時查閱。

● 以下說明未能遵守所述指示內容而錯誤使用造成的危害及損害程度。

	警告 表示未能遵守本警告事項而錯誤使用，「可能會造成死亡或重傷」。

	注意 表示未能遵守本注意事項而錯誤使用，「可能會造成傷害或財物損失」。

● 使用以下標記分別說明應遵守的事項。

 表示應注意的「注意」內容。

 表示不得執行的「禁止」內容。

 表示務必執行的「強制」內容。

	警告

請勿在酒精或稀釋劑等易燃性溶劑的附近使用，並避免在本產品附近使用可燃性噴霧
劑，否則可能會因爆炸、起火導致重傷或火災。

請勿用濕手操作本產品或插拔 USB 電纜。不要在附近放置有水的杯子。如果內部進水，
請拔下 USB 電纜，並停止使用，繼續使用可能會導致火災或觸電。

請勿自行維修、分解、改造本產，否則可能會造成故障或導致觸電。本產品內置小型
精密零件，可能會被嬰幼兒誤食，切勿將其放在嬰幼兒附近。關於檢修、調整、維修，
請參閱「售後服務」（Ú 第 33 頁）。

啟動掃描時，切勿直視滑鼠內的發光部，
否則可能會導致眼部疼痛等視力損傷。

請勿在 USB 電纜上放置重物，或強行彎折、拉扯、損傷、加熱或加工。插拔 USB 電纜時，
應抓住插頭部分。如果電纜受損，會導致火災或觸電。

如果本產品出現發熱、冒煙、發出異味等異常時，請立即停止使用，並關閉電腦，確
認不會造成燙傷後，再將其從電腦上拔下。繼續使用可能會導致火災或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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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請勿在以下高溫高濕、換氣不佳、多塵以及會產生磁場的場所使用和保管本產品。否
則可能會造成故障、火災或受傷。
• 靠近暖爐或加熱器等發熱設備、揮發性可燃物或窗簾等易燃物的場所
• 廚房等容易產生油煙的場所
• 浴室、淋浴間、游泳池等有水的場所
• 直射陽光、烈日下的車廂內等高溫場所
•不平坦、會產生振動的場所
•磁體周圍等產生磁場的場所

請勿將本產品拋入火中，否則可能會因破裂導致火災或受傷。

請勿安裝或放在嬰幼兒觸手可及之處，否則可能會導致受傷。

	注意

請確實將 USB 插頭插入電腦的 USB 連接端子。如果 USB 插頭或電纜損傷，或插入後
鬆動，請勿使用，否則可能會導致火災或觸電。

請勿讓本產品受到過大沖擊，否則可能會導致產品誤動作或損壞。

本產品並非防水結構，請在不會接觸到水等液體的場所使用和保管。
雨水、濺水、果汁、咖啡、蒸氣、汗水等也可能會導致故障。

進行保養或長期不使用時，請拔下 USB 電纜。

關於雷射滑鼠的注意事項

本產品符合 JIS C6802 及國際標準化機構 IEC60825-1 的 CLASS1 標準，可確保安全性，但亦避免直視雷
射發光部位。請勿讓感測器部位變髒或受損。請勿將滑鼠反面朝向人的眼睛。在玻璃或鏡面上使用本產品
時，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保養方法

本產品髒污時，用柔軟的乾布輕輕擦拭。
請勿使用稀釋劑、揮發油、酒精等藥品或清潔劑，
否則可能會導致變質及變色、故障。

廢棄本產品時，請按照當地條文規定及法令進行處理。

著作權相關的注意事項

對於具有著作權之著作物，依照著作權法的規定，僅限以使用本產品為目的，由個人或在家庭

內使用其翻印品或編輯物。即便使用者自身擁有翻印品之著作權，或就翻印等事宜取得著作權

人允諾，但超過以上範圍進行的翻印、編輯或使用翻印品、編輯物等行為，均視為侵權行為，

將遭到著作權人要求賠償損失，因此請避免發生此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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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準備

確認包裝內物品

•本製品 •光碟 •布袋

•使用說明書（附保用証）

	 注意

為防止掃描視窗受損或遭受撞擊，攜帶本製品時，請將其放入布袋中。

	 MEMO

• 實際外觀可能與本圖有所不同。

• 本製品、收納布袋的規格和設計、光碟內容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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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的名稱

①

③ ④②
⑤

⑥

①	SCAN（掃描）按鈕

 按下此按鈕，開始 / 停止掃描。掃描中，閃爍藍燈。連接電腦中，亮起藍燈。

②	左鍵

③	滾輪鍵

④	右鍵

⑤	掃描視窗

 在掃描視窗範圍內進行掃描。使用之前，撕下購買時貼在掃描視窗上的膠膜。

⑥	雷射感測器

 獲取本製品的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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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驅動程式與軟體

1 啟動電腦

	 注意

• 請確認使用的電腦滿足系統需求（Ú 第 31 頁）。

• 請以具有管理員權限的身份登入。

• 請關閉正在啟動的應用程式，還需關閉防毒軟體等程式。

� 將本製品連接到電腦的 USB 連接埠

開始自動安裝驅動程式。

	 注意

• 在安裝驅動程式期間，請勿拔下本製品。

• 透過 USB 集線器連接時，無法保證正常運作。

• 無法識別到掃描式滑鼠時，請插入到其他 USB 連接埠。

� 將隨附的光碟插入電腦光碟機

顯示 [Scanner Mouse] 畫面。

安裝：

開始安裝軟體。

手冊連結：

顯示 PDF 格式的使用說明書。

	 MEMO

必須安裝 Adobe Reader，才能瀏覽 PDF 檔案。關於如何取得 Adobe Reader，請諮詢 Adobe 

公司。

	 注意

畫面顯示的本製品示意圖可能與本產品外觀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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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 安裝 ]

� 確認 Scanner Mouse 軟體授權合約後，勾選 [ 我同意 Dacuda 的一般條款和條件以及 Dacuda

最終用戶許可協議 ] 核取方塊

	 注意

• 顯示 [setup.msi Setup] 畫面時，按一下 [Install]。

• 使用的電腦不滿足系統需求時，顯示確認系統需求檢查畫面。若要繼續，按一下[ 安裝 ]。

即使不滿足系統需求，仍可進行安裝，但無法保證正常運作。

 ：滿足系統需求。

 ：不滿足系統需求。

 ： 雖然滿足系統需求，但仍可能無法充分發揮性能。

� 按一下 [ 安裝 ]

開始安裝。

	 注意

安裝時，畫面可能凍結，這屬於正常現象。請勿取消安裝。

� 按一下 [ 完成 ]，啟動 Scanner Mouse 軟體後，從光碟機中取出光碟

	 注意

• 無法保證在不受支援的 OS 中正常運作（Ú 第 31 頁）。

• 請使用已預先安裝 Windows 7 的電腦。

• 可能無法在已升級 Windows 的電腦中正常運作。

• 可能因使用的電腦環境不同而無法正常運作。

• 無法保證在 PC/AT 相容機以外的機型中正常運作。

• 對於使用本產品時導致載入的資料發生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 無法保證使用非專用軟體時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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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安裝軟體

若要解除安裝 Scanner Mouse 軟體，請按照下列步驟執行。

	 注意

請結束軟體後，再解除安裝。關於結束軟體，請參閱「結束軟體」（Ú 第 13 頁）。

1 依序按一下 [ 開始 ] － [ 控制台 ] － [ 程式 ] － [ 程式與功能 ]

� 選擇 [ Scanner Mouse]，按一下 [ 解除安裝 ]

請依畫面指示解除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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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軟體

依序按一下 [ 開始 ] － [ 所有程式 ] － [Scanner Mouse] － [ Scanner Mouse]

啟動軟體。

結束軟體

1 按一下右鍵工作列的

� 按一下 [ 結束 ]

結束軟體。

	 注意

不使用本產品時，請結束軟體（只按一下主選單畫面的 ，未能完全結束軟體）。

啟動軟體後，因電腦環境或狀態而異，電腦的運作可能會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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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原稿

掃描前，請仔細閱讀「掃描時的注意事項」（Ú 第 17 頁）。

	 MEMO

• 掃描功能：將掃描尺寸設定為最大時，則解析度為 [ 低 ]（Ú 第 25 頁）。（僅限滿足系統

需求的電腦可以使用此功能）。

• 使用 OCR（光學文字辨識系統）時，請事先在設定畫面（Ú 第 25 頁「變更設定」）進行以下設定。

 － [ 掃描解析度 ]：高或完整

 －  [ 文本識別選擇 ]：選擇識別語言（最多 3 種）

1 將本製品放在原稿上，再按下側面的 SCAN 按鈕

開始掃描，並顯示掃描畫面。

記憶體剩餘容量 操作指南

掃描框

� 移動本製品，掃描任意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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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掃描

• 在滑鼠前端始終朝向另一側的狀態下

 緩慢移動。不要斜向移動。

• 不要在掃描期間改變滑鼠方向，需以一定方向移動。

	 注意

• 記憶體剩餘容量隨著滑鼠移動量的增加而減少。當記憶體剩餘容量耗盡後，將自動結束

掃描。請在記憶體剩餘容量耗盡之前結束掃描。

• 從開始到結束掃描，需以一定方向移動滑鼠。

• 如果滑鼠移動速度過快，掃描框會呈黃色或紅色。應緩慢移動滑鼠。

• 盡可能避免重複掃描已掃描的區域。重複掃描同一區域，會額外佔用掃描記憶體。

• 掃描時即使不移動滑鼠，仍會佔用掃描記憶體，因此掃描時不要一直將滑鼠放在原稿上。

• 如果圖像偏移，在偏移的區域緩慢移動滑鼠，以重新讀取。

• 掃描尺寸會因電腦環境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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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 SCAN 按鈕，結束掃描

顯示已掃描的圖像。

� 檢視需要編輯圖像，然後按一下 [ 確定 ]

在主選單畫面上顯示圖像。

關於編輯圖像，請參閱「編輯圖像」（Ú 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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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時的注意事項

掃描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 如果 USB3.0 連接埠的運作不正常，請連接到 USB2.0 連接埠。

• 如果掃描不夠順暢，請勾選 [ 設定 ]－[ 進階 ] 的 [ 啟動進階設定 ] 核取方塊，並取消

勾選 [ 啟用 OpenGL 渲染 ] 核取方塊後，再試一次。

• 如果尖銳物接觸到掃描視窗，或在表面凹凸不平的位置使用掃描器，可能會損傷掃描視窗。

一旦掃描視窗受損，會降低掃描圖像品質。

• 掃描時，請結束佔用電源資源太多的其他應用程式，否則可能無法正常使用掃描功能。

• 在玻璃表面上，無法正常運作滑鼠游標。

• 請正確固定原稿，避免偏移。如果原稿偏移，可能無法正常使用圖像修正功能。

• 請勿讓雷射感測器超出原稿範圍之外。如果超出原稿太多，可能會造成圖像偏移。將滑鼠放

回原稿緩慢移動，即可修正偏移的圖像。

• 掃描時請勿拿起滑鼠。如果拿起滑鼠，請將其放回已讀取的區域，然後重新進行掃描。

• 掃描時請勿存取硬碟或 USB 記憶體等儲存裝置，或使用印表機或其他掃描器等週邊設備。

• 掃描時請勿操作其他輸入裝置或用鍵盤輸入文字。

• OCR 可能無法辨識太小的文字（可辨識標準：10pt 以上）。

• OCR 無法辨識手寫和縱向排列的文字。

• 無法保證 OCR 功能辨識所有文字。

• 掃描以下原稿時，可能會損傷原稿或發生意想不到的結果。

 －多皺痕、捲曲、撕破

 － 用長尾夾、訂書針、便利貼或附箋、上膠或修正液等有濕氣的紙張

 － 碳粉複寫紙、銅版紙、透明薄紙、已黏著的紙、OHP 膠片、護褙相片

 －書本邊角或邊緣部分

 －重複的相同圖案

 －色塊的部分

 －對開原稿的折痕部分

 　 （掃描對開原稿時，切勿跨越折痕部分，應以單面逐一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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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圖像

結束掃描後，顯示編輯畫面。

1 編輯圖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①	變更區域

透過拖曳錨點，可變更圖像區域。如果拖曳圖像的任意領域，也可變更區域。

②	旋轉

使用拖曳以旋轉圖像。

③	調整顏色

調整色調、飽和度、亮度、對比度。

④	背景

變更圖像背景色。

⑤	旋轉	90	度

將圖像旋轉 90 度。

⑥	拭除

按一下 ，用滑桿調整拭除大小，拖曳要抹除的區域，即可抹除任意區域。

	 MEMO

• 滾動滾輪，可放大 / 縮小圖像。

• 用滑鼠右鍵拖曳，可移動整張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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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 確定 ]

確定編輯內容，顯示主選單畫面。開始讀取文字（OCR）。

	 注意

• 在編輯畫面中按 SCAN 按鈕，不代表儲存正在編輯的圖像，而是重新進行掃描。

• 如果圖像歪斜，可能無法正常讀取（OCR）文字。繼續操作前，請務必將其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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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主選單

可在其他應用程式中使用已掃描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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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上圖像

可將已掃描的圖像，貼上到其他應用程式中。

1 啟動要貼上圖像的應用程式

� 按一下 [ 貼上 ] － [ 貼上圖像 ]

即可貼上圖像。

使用拖曳及貼上

將主選單畫面的掃描圖像，拖曳及貼上到應用程式中。

	 注意

因 Microsoft Excel 等應用程式而異，可能無法使用拖曳及貼上功能貼上圖像。對於無法用拖曳

及貼上功能貼上圖像的應用程式，請依步驟 1、2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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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上已讀取的文字（OCR）

透過 OCR（光學文字辨識系統）辨識圖像中的文字，貼上到其他應用程式中。

1 啟動要貼上文本的應用程式

� 按一下 [ 貼上 ] － [ 貼上文本 ]

即可貼上文本。

使用拖曳及貼上

將主選單畫面右上角的圖示按鈕，拖曳及貼上到應用程式中。

	 注意

因使用的應用程式而異，可能無法使用拖曳及貼上功能貼上文本。

	 MEMO

• 掃描後，在設定畫面的 [ 文本識別選擇 ] 中變更要辨識的語言，將以變更後的語言再次讀取文

字。無需重新掃描。

• 如果在設定畫面的 [ 文本識別選擇 ] 中設定多種要辨識的語言，則會延長讀取時間。

• 插圖或相片多於文字的原稿，可能會做為圖像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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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至電子郵件

將已掃描的圖像，儲存為 JPEG 檔案附加至電子郵件。

	 注意

無法使用 Web 郵件。

1 啟動郵件軟體

� 按一下 [ 共享 ] － [ 郵件 ]

將圖像附加至郵件。

儲存至網路

將已掃描的圖像儲存至 Evernote（雲端服務）。

1 按一下 [ 應用程式 ] － [Evernote]

顯示登入畫面。

� 輸入帳戶資料登入

若要使用此功能，請先下載 Evernote。

關於 Evernote 下載方式與圖像儲存方式，請造訪 Evernote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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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至電腦

按一下 [ 儲存 ]，可將已掃描的資料儲存到電腦。

可選擇 PDF、JPEG、TIFF、BMP、PNG、XLS、DOC 等檔案格式。

	 MEMO

儲存為 PDF 格式時，周圍可能出現空白。

使用拖曳及貼上儲存

儲存為圖像檔案

將主選單畫面的掃描圖像，拖曳及貼上到儲存資料夾（儲存為 JPEG 格式）。

儲存為文本檔案

將主選單畫面右上角的圖示按鈕，拖曳及貼上到儲存資料夾（儲存為 DOC 格式）。

	 MEMO

插圖或相片多於文字的原稿，可能會做為圖像貼上。

列印

按一下 [ 列印 ]，可列印已掃描的圖像。

重新編輯圖像

按一下 [ 編輯 ]，顯示編輯畫面，可重新編輯已掃描的圖像（Ú 第 18 頁）。也可透過按兩下

選單畫面中的掃描圖像來顯示編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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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設定

設定

按一下主選單畫面的 [ 設定 ]，顯示設定畫面。

一般

• [使用者界面語言]：變更顯示語言。

• [掃描解析度]：從完整（約 400dpi）/ 高（約 320dpi）/ 中（約 200dpi）/ 低（約 100dpi）中，

選擇掃描時的解析度。

	 MEMO

• 使用 OCR 功能時，請設定為「高」以上的解析度。

• 因使用的電腦環境而異，可能無法達到設定的解析度。

• [總在最上層]：選擇是否始終將視窗顯示在最上方。

• [視窗位置]：選擇視窗的顯示位置。

儲存

• [預設文件名前綴]：儲存掃描圖像時，在此處輸入的文字會自動列入檔案名稱的開頭。

• [圖片畫質]：選擇 JPEG 檔案的畫質。圖像畫質標準為高：中：低＝ 100：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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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選擇是否可以使用新軟體以及檢查方法。

• [手動]：只有按一下 [ 檢查更新 ...]，才能檢查軟體更新。

• [自動]：自動檢查軟體更新。用 [ 檢查更新 ] 選擇檢查間隔時間。

• [檢查更新 ...]：檢查軟體更新。

	 注意

• 要執行新軟體的更新及檢查並更新時，需連接網路。

• 可使用新軟體時，請在連接本製品的狀態下進行更新。

• 本功能不保證定期更新軟體。

文本識別

選擇使用 OCR（光學文字辨識系統）時要辨識的語言（最多 3 種）。

• [過濾]：選擇顯示在清單中的語言。

• [搜尋]：輸入英文字母，搜尋顯示在清單中的語言。

代理伺服器

經由代理伺服器連接網路時，需設定此選項。

• [沒有代理伺服器]：不經由代理伺服器，直接連接網路。

• [使用系統設置]：透過所用電腦中已設定的代理伺服器連接網路。

• [使用手動設定]：設定 [ 協定 ]、[ 伺服器地址 ]、[ 連接阜 ]，然後連接網路。

• [代理伺服器要求密碼]：存取代理伺服器時，要求輸入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 [應用]：確定已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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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

可能會影響電腦的性能，通常不建議變更進階項目。

若要變更進階項目，請勾選 [ 啟動進階設定 ] 核取方塊。

• [最大掃描記憶體]：選擇掃描時所用的記憶體量。增加記憶體量後，可擴大掃描區域。在 

[ 動態 ]（初始設定）下，系統根據當時的狀態自動調整記憶體量。

	 MEMO

掃描記憶體的最大值視電腦可用的記憶體最大容量而定。

• [拖曳及貼上圖像大小]：初始設定為[ 完整 ]。變更此值可調整圖像大小，但會影響畫質，

因此不建議。

• [在系統開始時運行 Scanner	Mouse]：選擇開啟電腦電源時是否自動啟動本軟體。

• [啟用OpenGL 渲染]：設定掃描時在圖像處理中是否使用 OpenGL。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後，

運作不順暢，請取消勾選，再確認運作情況。

• [啟用測試的更新軟體]：可更新為尚未正式發佈的最新升級軟體，但因為是試用版，運作

狀態可能不穩定。此功能僅適用於掌握電腦操作的進階使用者，對於因使用此功能導致的不

良狀況或不利影響，本公司不做任何保證。

• [重置]：將所有設定恢復為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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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選單

按一下主選單畫面的 ，顯示系統選單。

• [管理應用程式]：顯示本軟體中所用應用程式的清單。

• [檢查更新]：檢查是否有可用的新軟體。

• [客戶回饋]：可將您的期望傳送給軟體製造商。

 傳送的內容將做為我們日後提升軟體品質的參考。

 傳送時請填寫使用的電腦名稱與註解。請勿填寫姓名及地址等個人資料。

 （不會透過客戶回饋進行個別答覆。）

• [幫助]：顯示 PDF 格式的使用說明書。

	 MEMO

必須安裝 Adobe Reader，才能瀏覽 PDF 檔案。關於如何取得 Adobe Reader，請諮詢 Adobe 公司。

• [關於]：顯示軟體版本等資訊。

	 MEMO

按一下右鍵工作列的 ，亦可顯示系統選單（[ 關於 ]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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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發生故障時

■ 無法正常進行掃描處理或顯示掃描畫面
電腦環境是否滿足系統需求？

Ú 31「系統需求」

是否將本製品連接到	USB3.0	連接埠？

如果連接到 USB3.0 連接埠無法正常運作，請連接到 USB2.0 連接埠。

是否啟用	OpenGL	渲染？

因使用的電腦環境而異，有時不啟用 OpenGL 渲染便可正常運作。請勾選 [ 設定 ] － [ 進

階 ] 的 [ 啟動進階設定 ] 核取方塊，並取消勾選 [ 啟用 OpenGL 渲染 ] 核取方塊。但

此設定會略微縮小掃描尺寸。

是否正在執行遊戲程式？

如果掃描時執行遊戲程式，可能會無法正常運作。使用本製品時，請結束遊戲。

使用的驅動軟體是否為最新版本？

請使用最新版本的顯示卡用驅動軟體或 USB 界面用驅動軟體。

■ 掃描中或掃描後出現錯誤訊息
是否啟動其他應用程式？

由於本產品的記憶體用量較大，如果掃描時使用其他應用程式，可能會發生錯誤。發生錯

誤時，請先結束本製品軟體，然後重新啟動，並在結束其他應用程式後重新進行操作。

■ 掃描結果模糊不清
是否撕下掃描視窗的膠膜？

如果滑鼠反面的掃描視窗貼有膠膜，請將其撕下。

掃描視窗上是否附著異物或污垢？

請用柔軟的乾布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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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描期間，未按下 SCAN 按鈕，卻中斷掃描
記憶體剩餘容量是否足夠？

掃描畫面左上方的綠色滑桿表示掃描記憶體剩餘容量。如果此滑桿變短消失，則自動停止

掃描處理。

掃描記憶體的消耗速度因使用的電腦而異。

重複掃描同一區域，也會額外佔用掃描記憶體。盡可能不要重複掃描已掃描的區域。

■ 從原稿上移開滑鼠後，即使重新進行掃描，也無法順利開始掃描
是否從已讀取區域開始掃描？

一旦從原稿上移開滑鼠，並重新開始掃描時，請先將滑鼠放在已讀取區域，然後再開始掃描。

若放在尚未讀取的區域，則滑鼠無法辨識原稿。

■ 無法正常運作 OCR 文本轉換功能
掃描時紙張是否移動？

掃描時不要移動紙張。

已讀取的圖像是否歪斜？

如果已讀取的圖像歪斜，則無法正確讀取文字。

請務必垂直修正。

掃描解析度是否為[中]或[低]？

使用 OCR 時，將掃描解析度設定為 [ 高 ] 或 [ 完整 ]。請在 [ 設定 ] － [ 一般 ]

的 [ 掃描解析度 ] 中設定。

是否設定可讀取的語言？

請在 [ 設定 ]－[ 文本識別 ] 中勾選要讀取的語言的核取方塊。最多可同時設定 3 種

語言。日英混雜時，請同時勾選 [Japanese] 與 [English]。

■ 掃描期間將本製品從右向左移動時，顯示白線
根據要掃描文件的光澤塗層狀況，可能會在掃描光線與掃描文件之間產生反射。因此將本

製品從右向左移動時，會顯示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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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滑鼠
感測器 ：雷射感測器 1200dpi

按鍵 ：2 個按鍵 /1 個滾輪鍵 /1 個掃描鍵

掃描器
解析度 ：最大 400dpi

掃描尺寸 ：A4 尺寸

※ 掃描尺寸因電腦運作環境而異。

功能
主選單 ：貼上、共享、應用程式、儲存、列印、編輯、設定

編輯 ：色調•飽和度•亮度•對比度調整 / 背景選擇 / 放大•縮小 /

裁剪 / 旋轉 / 拭除

儲存格式 ：PDF、JPEG、TIFF、BMP、PNG、XLS、DOC

共享 ：電子郵件

應用程式 ：Evernote

OCR ：支援

系統需求
界面 ：USB 2.0

作業

系統

：中文 Windows 7（32 位元、64 位元）

※ 請使用最新 Service Pack。
※  從舊版 OS 升級的 OS 不在保用範圍之內。

CPU ：Intel Core 2 Duo 1.2GHz 以上

記憶體 ：2GB 以上

影像記憶體

及顯示卡

：128MB NVIDIA GeForce 8400GS、

128MB ATI Radeon X1300、

384MB Intel GMA X3000 以上

硬碟 ：安裝時需要 1GB 以上的可用空間

顯示器 ：解析度 1024×768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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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重量
尺寸 ：本製品

　約 W60×D115×H37mm

電纜

　約 1.5 ｍ

重量 ：約 110g

※ 因使用的電腦環境而異，即使滿足上述系統需求，也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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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後服務

■ 保用証
請確認經銷商提供的保用証中已填寫經銷商、購買日期等資料。請仔細閱讀保用証與反面

的保用規定，並妥善保管。

■ 發生故障時
在保用期內，按照保用規定提供維修或更換。請將主機及保用証送往購買產品時的經銷

商處。

超過保用期，如果維修後可繼續使用，可根據顧客要求提供有償維修。

請注意，本公司可能會視具體情況使用替代品更換本體進行維修。

■ 洽詢
關於售後服務，如有不明之處或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聯絡購買本產品時的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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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保用期內，依使用說明書進行正常使用的狀態下發生的故障，請將其送往

購買時的經銷商處。由本公司予以免費維修。

此外，本公司可能會視具體情況使用替代品更換本體進行維修。

2.在保用期內因故障需要免費維修時，請攜帶產品與本保用証，並向經銷商出

示保用証以委託維修。

3.在保用期內，如發生以下情況，將視為有償維修。

（1）因使用錯誤、顧客自行維修或改造而造成的故障及損壞

（2）購買後因浸（淹）水、鹽害、液體淋濕、摔落、沖擊、進沙（泥）、壓

力等造成的故障及損壞

（3）因火災、地震、水災、打雷等自然災害、公害或電壓異常等造成的故障

及損壞

（4）除一般家用以外（如長時間用於業務上）造成的故障及損壞

（5）未出示本保用証

（6）本保用証上未填寫購買日期、顧客姓名、經銷商店名或經過塗改

4.無論是否處於保用期內，對於因使用產品時造成相關資料損失、機會損失、

利益損失、恢復費用、第三者索賠等附帶性、間接性或二次損失在內的所有

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5.本保用証遺失不補，請務必妥善保管。

※本保用証是約定按照本書所記載之期限與條件提供免費維修。不會因本保用

証而對顧客的法律權利進行限制。

※送修時，請攜帶產品與本保用証，委託購買時的經銷商進行維修。

保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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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the Software

Before using this product, read this manual carefully to ensure the correct use of the 
product. Keep this manual handy for future reference and prevent its misplacement 
or loss.

MouseTypeScanner_MSC10E.indd   1MouseTypeScanner_MSC10E.indd   1 2012/12/26   11:11:292012/12/26   11:11:29



2

How to Use the Mouse-Type Scanner 

Scan a document 
Move the mouse slowly, 
but without changing its 
orientation.

Edit an image
Adjust the colors, angle, 
size, etc.,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 c 
purpose of use. 

Use scanned data
Paste the scanned data 
onto the other application 
data as an image or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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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ank you for purchasing the "Mouse-Type Scanner" MSC10E. 
Before using your Mouse-Type Scanner, read this manual carefully to ensure the correct use 
of the scanner. Keep this manual handy for future reference and prevent its misplacement or 
loss.
We hope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manual allows you to enjoy the use of your 
Mouse-Type Scanner for a long time. 
● Using this product near a TV, radio or other equipment that emits or is subject to radio 

waves may generate noise, etc. 
● Do not reproduce this manual, whether in part or in whole, without permission. 
●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manual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 This manual has been written with the utmost attention to accuracy. If you fi nd any errors 

however, please contact KING JIM.

 Notes
• KING JIM shall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f data or profi t resulting from a 

malfunction of this device, or any loss due to the malfunction, repair or inspection of a PC 
caused by the use of this product, or any loss of data or profi t resulting there from. 

• Never perform any operation that is not specifi ed in this manual. It may cause an accident or 
malfunction. 

KING JIM is a trademark or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KING JIM Co., Ltd. 
Microsoft, Windows, Excel and Visual C++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Adobe Reader is a trademark of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Evernote is a trademark of Evernote Corporation. 
Intel and Intel Core are trademarks of Intel Corporation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NVIDIA and GeForce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NVIDIA Corporation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AMD Athlon and ATI Radeon are trademarks of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Other company names and product names may b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and are hereby acknowled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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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Precautions --- Be Sure to Observe!
Items that must be observed to prevent injury to the user and others, including damage to 
property, are indicated as follows. 
Be sure to read this manual carefully to ensure the correct use of the device. Keep this manual 
handy, so that you can refer to it in order to clarify ambiguities at any time. 

● The degrees of injury and damage that may result from the improper use of the device (i.e., 
contrary to the instructions) are explained below.

 WARNING Using the device in a manner contrary to the instruction "may result 
in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CAUTION Using the device in a manner contrary to the instruction "may result 
in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 The following symbols are used to explain different types of warnings/cautions. 

 indicates that the subject item "requires attention." 

 indicates that the subject matter is "prohibited." 

 indicates that the subject matter "must be performed." 

 WARNING
Avoid using the product near alcohol, thinner and other fl ammable solvents or using 
a combustible spray near the product. An explosion or ignition may result, causing a 
serious injury or fi re. 

Do not operate this product or connect/disconnect the USB cable with wet hands. Do 
not place a cup or other vessel containing water nearby. If water enters the device, 
promptly disconnect the USB cable and stop using the product. Do not continue to 
use the product while it is wet, as a fi re or electric shock may result. 

Do not repair, disassemble or modify the product on your own. Doing so could cause 
the product to malfunction or cause an electric shock to occur.This product houses 
many small precision parts that may be mistakenly swallowed, particularly by young 
children. Therefore, do not attempt to repair, disassemble or modify the product on 
your own. For inspection, adjustment and repair, refer to "After-service" (. 33). 

Never look directly into the light-emitting part of the back of the mouse during a scan. 
It may cause pain in the eyes or affect your vision. 

Do not scratch, heat, or excessively, bend, pull or handle the USB cable. Do not 
place heavy objects on the cable. When disconnecting the USB cable, do so by 
holding the plug. If the cable is damaged, a fi re or electric shock may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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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Should you fi nd that the product is generating heat, smoke, foul odor or any other 
abnormality, immediately stop using the product and shut down the PC. Thoroughly 
confi rm that the product is no longer generating heat, so as to prevent a burn injury, 
and disconnect the product from the PC. If the product is used continuously, a fi re or 
electric shock may result. 

Do not use or store this product in a hot, humid place, poorly ventilated and dusty 
place, or place subject to a magnetic fi eld, as specifi ed below; otherwise, a malfunc-
tion, fi re or injury may result: 
•  Near a stove, heater or other equipment generating heat, or near a fl ammable 

curtain or other easily combustible material 
•  Kitchen or other places where greasy fumes generate easily 
•  Bathroom, shower, pool or other places where there is water 
•  Places subject to direct sunlight, in a car under a scorching sun, or other places subject 

to high temperatures 
•  On an uneven surface or where vibrations occur
•  Where a magnetic fi eld generates, such as near a magnet 

Do not throw this product into fi re. The product may burst and cause a fi re or injury. 

Do not install or store this product within the reach of young children. Injury may 
result. 

 CAUTION
Insert the USB plug all the way into the end of the USB connection terminal on your 
PC. Do not use the USB plug or cable if it is damaged or loose; otherwise, a fi re or 
electric shock may result.

Do not apply excessive force to the device when using this product. The product may 
malfunction or become damaged.

This product is not waterproof, so use or store it in a place where water and other 
liquids will not come into contact with it.
Exposure to rain, splashing water, beverages, coffee, vapor, sweat, etc., may also 
cause the product to malfunction.

Disconnect the USB cable when cleaning the product or when the product will not be 
used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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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on the Mouse's Laser

This product is a Class 1 device that conforms to the JIS C 6802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EC 
60825-1, and safety is ensured as such. However, avoid looking directly into the laser-emitting part. Do 
not soil or damage the sensor. Do not point the back of the mouse toward a person's eye, as it is very 
dangerous to do so. The product may not operate properly on glass or mirror-fi nished surface. 

How to Clean

If the product becomes dirty, wipe it with a dry, soft cloth. 
Do not use thinner, benzene, alcohol or other chemical or detergent. 
Material deterioration, discoloration or breakdown may occur. 

Dispose of this product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le local ordinance and law. 

Notes on Copyrights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e scanning of any copyrighted work using this product is permitted 
only when a copy or edited version of the copyrighted work is scanned privately or at home. 
The reproduction, editing or scanning of a copy or edited version of any copyrighted work 
beyond this scope when the user has no copyright to the work or the target of copying, or 
when the user has not received permission to copy it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etc., will 
be considered a violation of the relevant copyrights, etc., and shall be cause for damage 
compensation claim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refore, the user must refrain from any such 
application of this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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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s

Items Included in the Package 
• Mouse • CD-ROM • Cloth pouch

• User’s Manual (Warranty Card included)

 Notes
To protect the scan window from damage and impact, always carry your Mouse-Type Scanner 
in the Cloth pouch. 

 MEMO
• The above illustrations may vary from the actual appearance of the product, etc.
• The specifi cations and designs of the mouse and fabric bag, and the content of the CD-

ROM,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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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Each Part

1 SCAN button
 Press this button to start/end a scan. The button blinks in blue during a scan. A steady blue 

light indicates that the mouse is connected to the PC.  

2 Left button

3 Wheel button

4 Right button

5 Scan window
 The area inside the scan window is scanned. Remove the protective fi lm initially attached to 

the scan window.  

6 Laser sensor
 This sensor obtains movement information of the Mouse-Type Scanner. 

MouseTypeScanner_MSC10E.indd   09MouseTypeScanner_MSC10E.indd   09 2012/12/26   11:11:302012/12/26   11:11:30



Installing the D
river and S

oftw
are

10

Installing the Driver and Software

1 Start the PC.

 Notes
• Confi rm that your PC meets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 31). 
• Log in as the user with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 Close all applications currently running. Also close any virus protection utility or similar 

programs. 

2 Connect the Mouse-Type Scanner to the USB port on the PC.  

Installation of the driver starts automatically. 

 Notes
• Do not disconnect the Mouse-Type Scanner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driver. 
• Operation is not guaranteed if this product is connected via a USB hub.
• If the Mouse-Type Scanner is not properly recognized, try connecting it to a different 

USB port.

3 Insert the supplied CD-ROM into the CD-ROM drive of the PC. 

The [Scanner Mouse] screen appears. 

Install: 
Installation of the software starts. 

Manual Link: 
The PDF version of the User's Manual is displayed. 

 MEMO
You need Adobe Reader to view PDF fi les. Contact Adobe about acquiring Adobe Reader.

 Notes
Images of the Mouse-Type Scanner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e 
actual appearance of the product. 

4 Click [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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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ad the Scanner Mouse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and select the [I agree 
with the Dacuda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the Dacuda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check box. 

 Notes
• If the [setup.msi Setup] screen appears, click [Install]. 
• If your PC does not meet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the screen for checking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will appear. To continue, click [Install]. You can still install the software 
even if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are not met, but its proper function cannot be guaran-
teed. 

 : Requirements are met 
 : Requirements are not met
 :  Requirements are met, but suffi cient performance may not be achieved

6 Click [Install]. 

Installation starts.

 Notes
The screen may appear frozen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but this is normal. Do not cancel 
the installation. 

7 Click [Finish]. Once the Scanner Mouse software has started, remove the CD-ROM 
from the CD-ROM drive. 

 Notes
• Functionality is not guaranteed for operating systems other than the ones  that expressly 

support this product (. 31).
• Use a PC preinstalled with Windows 7. 
• The software may not run correctly on a PC running an upgraded version of Windows. 
• The software may not run correctly depending on the environment of your PC. 
• Operation is not guaranteed other than on a PC/AT-compatible machine. 
• KING JIM shall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f data scanned with this product. 
• Operation is not guaranteed if this product is used with anything other than the dedicated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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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nstalling the Software 
Follow the procedure below to delete the Scanner Mouse software you have installed. 

 Notes
Shut down the software before uninstalling it. For information on shutting down the software, 
refer to “Shutting Down the Software” (. 13). 

1 Click [Start] – [Control Panel] – [Programs] – [Programs and Features] in this order. 

2 Select [  Scanner Mouse] and click [Uninstall]. 

Uninstall the software by following the onscreen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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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the Software

 Click [Start] - [All Programs] - [Scanner Mouse] - [  Scanner Mouse] in this order. 

The software starts.

Shutting Down the Software

1 Right-click  in the task tray. 

2 Click [Quit]. 

The software shuts down. 

 Notes
You should shut down the software when this product is not being used. (Clicking  on the 
main menu screen will not shut down the software.)
If the software is still running, the PC may slow down depending on the system and condition 
of the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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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ning a Document

Before beginning a scan, read "Notes on Scan" (. 17). 

 MEMO
• Scan function: Set the resolution to [Low] to maximize the scan size  (. 25). (This function 

is available only on a PC that meets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 If OCR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is used, set as follows in the setting screen beforehand (. 

25, "Changing the Settings"): 
 • [Scan resolution]: "High" or "Full" 
 •  [Text Recognition options]: Select the language in which to recognize the text (up to three 

languages can be selected). 

1 Place the Mouse-Type Scanner over the document and press the SCAN button on 
the side. 

Scanning starts and the scan screen appears.  
Remaining memory Operation guide

Scan frame 

2 Move the Mouse-Type Scanner and scan a desir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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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on Smart Scan 

•  Move the mouse slowly with the front of the mouse always facing 
away from you. 

 Do not tilt the mouse while moving it. 
•  Move the mouse in a given (constant) orientation without twisting 

it while scanning. 

 Notes
• As the mouse moves, the remaining memory decreases. When all the memory 

is consumed, scanning ends automatically. End the scan before the memory is 
consumed.  

• Move the mouse in a given (constant) orient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scan. 

• If the mouse is moved too quickly, the scan frame will turn yellow or red. Move the 
mouse slowly.  

• When scanning, try to avoid the area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scanned, as much as 
possible. An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scan memory will occur when the same areas 
are scanned repeatedly. 

• The scan memory is constantly consumed in the scan mode, even when the mouse is 
not moved. Therefore, do not keep the mouse on the document during the scan. 

• If the image has been misaligned, move the mouse slowly over the applicable area in 
order to read the text again. 

• The scan size varies greatly, depending on the PC's operat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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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ess the SCAN button to end the scan. 

The scanned image is displayed. 

4 Edit the image as necessary, and click [OK]. 

The image appears on the main menu screen. 
For information on editing an image, refer to "Editing an Image"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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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on Scan 
Please be aware of the following points when scanning: 

• If the USB 3.0 port does not seem to work properly, connect it to the USB 2.0 port. 
• If scanning is not smooth, click [Settings] - [Advanced], select the [Enable expert settings] 

check box, unselect the [Enable OpenGL rendering] check box, and try again.  
• If the scan window is touched with a sharp object or the scanner is used over an area having 

an irregular surface, the scan window may be damaged. Damage to the scan window may 
lower the quality of scanned images. 

• Close other applications that may subject the PC to a large load when performing the scan. 
In such cases the scan function may not work correctly. 

• The mouse pointer does not work correctly on glass. 
• Fix the document in position. If the document becomes misaligned, the image correction 

function may not work correctly. 
• Be sure that the laser sensor does not deviate from the document signifi cantly. If the laser 

sensor deviates from the document signifi cantly, the image may be misaligned. To correct a 
misaligned image, return the mouse over the document and move it slowly. 

• Do not lift the mouse during the scan. If the mouse is lifted, place the mouse in the areas 
you have already scanned, and then resume the scan. 

• Do not access the hard disk, USB memory or other storage devices; do not attempt to 
operate the printer, a different scanner, or other peripheral devices while scanning with the 
product. 

• Do not operate another input device or input text using the keyboard during the scan. 
• Small text may not be recognized by OCR. (Generally, the text should be 10-point or larger.) 
• Hand-written text and vertically-oriented text cannot be recognized by OCR.
• The OCR function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all text will be recognized. 
• Scanning a document that meets any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may damage the document 

or produce an unexpected result: 
 • Paper or printed material that is wrinkled, rolled or torn 
 •  A clip, staple, adhesive memo pad or sticky note, glue, correction liquid or other moist 

material is attached to it 
 •  Carbon paper, coated paper, very thin clear paper, two sheets bonded together, OHP fi lm 

or a coated photograph 
 • A corner or edge of a book
 • A repeated pattern 
 • Area fi lled with solid color 
 •  A fold at the center of a two-page spread 

(When scanning a two-page spread, do not scan over the fold, but instead scan each page 
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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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ing an Image

When the scan is complete, the edit screen appears.  

1 Edit the image.

1 Change the area 
Drag the handle to change the image area. You can also drag a desired area of the 
image to change the area. 

2 Rotate 
Drag to rotate the image. 

3 Adjust the colors
You can adjust the Hue, Saturation, Brightness and Contrast. 

4 Background 
You can change the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image. 

5 90-degree Rotate 
You can rotate the image by 90 degrees at a time. 

6 Eraser 
Click  and use the slider to adjust the size of the eraser. Drag the mouse over the 
area you want to erase, to erase the area. 

 MEMO
• Turn the wheel to Zoom in/out of the image. 
• Dragging the image while holding down the right button moves the entir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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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lick [OK]. 

The edited image is confi rmed and the main menu screen appears. Text reading (OCR) 
starts. 

 Notes
• Pressing the SCAN button on the edit screen resumes the scan without saving the 

image you are editing. 
• If the image is tilted, text reading (OCR) may not operate correctly. Be sure to orient the 

image vertically before continuing with the 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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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Main Menu

Scanned data can be used in other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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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ing an Image
Scanned images can be pasted to other applications. 

1 Start the application you want to paste the image to. 

2 Click [Paste] – [Paste as image]. 

The image is pasted. 

Pasting by Drag & Drop 

Drag the scanned image from the main menu screen and drop it onto the target application to 
paste it.

 Notes
Pasting images by drag & drop may not work with certain applications, such as Microsoft 
Excel. If the application does not permit pasting of images by drag & drop, follow steps 1 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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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ing Read Text (OCR) 
Text in images can be recognized via OCR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pasted onto 
other applications.  

1 Start the application you want to paste the text to. 

2 Click [Paste] – [Paste as text]. 

Text is pasted. 

Pasting by Drag & Drop 

Drag the icon in the top right-hand corner of the main menu screen and drop it onto the 
application to paste to. 

 Notes
Pasting text by drag & drop may not work with certain applications. 

 MEMO
• If the recognition language is changed under [Text Recognition options] on the Settings 

screen after the scan, the text will be read again in the new language. You need not rescan 
the text. 

• Setting multiple recognition languages under [Text Recognition options] on the Settings 
screen increases the reading time. 

• If the document contains more illustrations and photographs than text, the applicable texts 
may be pasted as a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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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ing to an E-mail 
Scanned images can be attached to e-mails as JPEG fi les. 

 Notes
This function cannot be used on Web-based e-mail. 

1 Start the mail software. 

2 Click [Share] – [Mail]. 

The image is attached to the e-mail.

Saving on the Internet 
Scanned images can be saved in Evernote (cloud service). 

1 Click [Apps] – [Evernote]. 

The sign-in screen appears. 

2 Enter your account information and sign in. 

You must download Evernote before this function can be used. 
Refer to the Evernote website for instructions on downloading Evernote and saving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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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ng on a PC 
Click [Save] to save the scanned data to a PC. 
You can select a desired fi le type from PDF, JPEG, TIFF, BMP, PNG, XLS and DOC. 

 MEMO
When data is saved in the PDF format, white margins may appear around the data. 

Saving by Drag & Drop 

Saving as an image fi le 
Drag the scanned image from the main menu screen and drop it onto the folder in which to 
save the image. (The image will be saved in the JPEG fi le format.) 

Saving as a text fi le 
Drag the icon in the top right-hand corner of the main menu screen and drop it onto the folder 
in which to save the image. (The image will be saved in the DOC fi le format.) 

 MEMO
If the document contains more illustrations and photographs than text, the applicable texts 
may be pasted as an image. 

Printing 
Click [Print] to print the scanned image. 

Reediting the Image 
Clicking [Edit] displays the edit screen where you can reedit the scanned image (. 18). You 
can also double-click the scan image on the menu screen to display the edit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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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the Settings

Settings 
Clicking [Settings] on the main menu screen displays the Settings screen. 

General 

• [User interface language]: Change the display language.

• [Scan resolution]: Select the scanning resolution from "Full (approx. 400 dpi)," "High (ap-
prox. 320 dpi)," "Medium (approx. 200 dpi)" and "Low (approx. 100 dpi)."

 MEMO
• When the OCR function is used, set the resolution to "High" or above. 
• The specifi ed resolution may not be achieved depending on your PC's operating environ-

ment. 

• [Always on top]: Select whether or not to always display the window on top. 

• [Window position]: Select the display position of the window. 

Save 

• [Default fi lename prefi x]: When the scan image is saved, the text entered here is 
automatically add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 le name. 

• [JPEG quality]: Select the quality of JPEG fi les. As a rough guide on image quality, "High," 
"Medium" and "Low" correspond to "100," "75" and "50,"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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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s 

Select how to check for new software. 

• [Manually]: Software updates are checked only when [Check for updates...] is clicked. 

• [Automatically]: Software updates are checked automatically. Select the check interval 
under [Check for updates...]. 

• [Check for updates...]: Check for software updates. 

 Notes
• You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to check for and download new software updates. 
• If new software is available, update the software while the Mouse-Type Scanner is 

connected. 
• This function does not guarantee periodic software updates. 

Text Recognition 

Select the language in which to recognize text when OCR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is 
used (up to three languages can be selected). 

• [Filter]: Select the language(s) to be displayed in the list. 

• [Search]: You can enter letters to narrow the list of candidate languages being displayed. 

Proxy Settings

Set these options if you access the Internet via a proxy server. 

• [No Proxy]: Connect to the Internet directly without going through a proxy server. 

• [Use system settings]: Connect to the Internet using the proxy server that has already 
been set for your PC. 

• [Manual settings]: Connect to the Internet by setting [Protocol], [Server-Address] and [Port]. 

• [Proxy-Server requires password]: The user name and password will be required when 
accessing the proxy server. 

• [Apply]: Confi rm the new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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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Changing the Advanced options is normally not recommended because it ma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your PC. 
To change any of the Advanced options, select the [Enable expert settings] check box. 

• [Maximum scan memory]: Select the memory size to be used for scan. Increasing the 
memory size widens the scan area. If [Dynamic] (default) is selected, the memory size is 
adjusted automatic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system at the time. 

 MEMO
The maximum scan memory is determined by the maximum available memory size of the 
PC. 

• [Drag & Drop and paste image size]: The default is [Full]. You can adjust the image size 
by changing this value, but this operation is not recommended as it may affect the image 
quality. 

• [Start Scanner Mouse on system startup.]: Select whether or not to automatically start 
the software when the PC (power) is turned on. 

• [Enable OpenGL rendering.]: Set whether or not to use OpenGL for graphics processing 
when scanning. If the operation is unstable when this check box is selected, unselect the 
check box and check the operation. 

• [Enable experimental updates of the software.]: You can obtain the latest software 
updates that are not yet offi cially released, but these are trial versions and their operation 
may not be stable. This function is for advanced users familiar with PC operations, and 
KING JIM shall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problem or undesired situation occurr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function. 

• [Reset]: Reset all settings to their default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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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Menu 
Clicking  on the main menu screen displays the system menu. 

• [Manage Apps]:  A list of applications used by this software is displayed. 
• [Check for updates]:  Check if any new software can be used. 
• [Send feedback]:  Requests, etc., are sent to the software manufacturer. 
 The information that has been sent will be used as a reference in improving the software's 

quality. 
 Enter the name of your PC and comment when sending a feedback. Do not enter any 

pers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your name or address. 
 (The sender of the feedback will not receive an individual reply.)
• [Help]: The PDF version of the User’s Manual is displayed. 

 MEMO
You need Adobe Reader to view PDF fi les. Contact Adobe about acquiring Adobe Reader.

• [About]:  Vers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of the software are displayed. 

 MEMO
The system menu can also be displayed by right-clicking  in the task tray (except for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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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Troubleshooting Guide 

 The scan process and scan screen do not work correctly 
Does your PC's operating system meet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System Requirements" on P. 31 

Is the Mouse-Type Scanner connected to the USB 3.0 port? 
If the product does not operate properly, reconnect it to the USB 2.0 port. 

Is OpenGL rendering enabled? 
Depending on your PC's operating system, the Mouse-Type Scanner may operate 
correctly when OpenGL rendering is disabled. Click [Settings] - [Advanced], select the 
[Enable expert settings.] check box, and unselect the [Enable OpenGL rendering.] check 
box.  It should be noted, however, that this setting slightly reduces the scan size. 

Are there any game programs running? 
If a game program is running during the scan, the scan may not work correctly. Close all 
game programs before using the Mouse-Type Scanner. 

Are you using the latest versions of driver software? 
Use the latest versions of your graphics card's driver software, USB interface driver 
software, etc. 

 An error message appears during or after the scan 
Are other applications running? 
This product uses a lot of memory, so an error may occur when other applications 
are used during the scanning process. If an error occurs, shut down the Mouse-Type 
Scanner's software, restart the software, close other open applications, and start the 
scan again. 

 Scanned result is blurry 
Did you remove the protective fi lm on the scan window? 
Remove the protective fi lm on the scan window at the bottom of the mouse, if you have 
not already done so. 

Is there dust or dirt covering the scan window? 
Wipe the window clean with a dry, soft cl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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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ning stops in the middle even when the SCAN button is 
not pressed 

Is there any more memory available? 
The green bar in the top left of the scan screen indicates the remaining scan memory. 
This bar gradually becomes shorter and when it completely disappears, scanning stops 
automatically. 
How quickly the scan memory is consumed varies depending on your PC. 
Also note that scanning the areas you have already scanned consumes extra scan 
memory. Therefore, try to avoid scanning overlapping areas. 

 Scanning does not resume properly after the mouse has 
been separated/lifted from the document 

Did you start scanning from an area that you have already scanned? 
To resume scanning after the mouse has been separated/lifted from the document, place 
the mouse in an area you have already scanned. If the mouse is placed in an area not 
yet scanned, the mouse will not recognize the document. 

 The OCR text conversion function does not work correctly 
Has the paper moved during the scan? 
Do not move the paper when scanning. 

Is the scanned image tilted? 
If the scanned image is tilted, text cannot be read correctly. 
Be sure to make correction so that the scanned image lies vertically. 

Is the scan resolution set to [Medium] or [Low]? 
When using OCR, set the scan resolution to [High] or [Full]. Set the scan resolution by 
clicking [Settings] - [General] - [Scan resolution]. 

Has the scan language been set? 
Click [Settings] – [Text recognition] and select the check box of the language in which 
to read text. Up to three languages can be selected at the same time. When scanning 
Japanese text containing English words, select the check boxes for both [Japanese] and 
[English]. 

 When the Mouse-Type Scanner is moved from right to left 
during the scan, a white line appears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glossy coating on the scan target, the scanning beam may be 
refl ected by the target. This refl ected beam may be seen as a white line that appears 
when the Mouse-Type Scanner is moved from right to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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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 cations 

Mouse 
Sensor : Laser sensor 1200 dpi
Button : 2 buttons / 1 wheel button / 1 scan button 

Scanner 
Resolution : 400 dpi max. 
Scan size : A4 size 

* The scan size varies greatly depending on the PC's operating system.

Functions 
Main menu : Paste, Share, Apps, Save, Print, Edit, Settings
Edit : Hue, Saturation, Brightness, Contrast Adjustment / Background 

selection / Zoom-in/out / Trimming / Rotate / Eraser 
File types : PDF, JPEG, TIFF, BMP, PNG, XLS, DOC
Sharing : E-mail 
Application : Evernote 
OCR : Supported 

System Requirements 
Interface : USB 2.0 
Operating 
system 

: Windows 7 (32-bit, 64-bit) 
Use the latest Service Pack. 
* Not guaranteed to run on upgraded OS. 

CPU : Intel Core 2 Duo 1.2 GHz, or better
Memory : 2 GB or more
Video memory 
and 
Graphics card

: 128 MB NVIDIA GeForce 8400GS, 
128 MB ATI Radeon X1300, 
384 MB Intel GMA X3000, or better

Hard disk : At least 1 GB of free space is required for installation. 
Display : Resolution 1024 x 768, or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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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Weight 
Dimensions : Mouse 

 Approx. W60 x D115 x H37 mm
Cable 
 Approx. 1.5 m

Weight : Approx. 110 g 

* Depending on your PC's operating system, this product may not operate properly even 
when the above system requirements are 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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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service 

 Warranty Card 
The store will provide you with a warranty card, so ensure that the name of the store, 
date of purchase, and other information on the card is correct. Carefully read the terms 
of warranty on the front and back and keep the warranty card in a safe place. 

 In Case of Trouble 
We will repair or replace the product according to the terms of warranty during the 
warranty period. Bring the product and the warranty card to the store you have 
purchased the product from. 
Even after the warranty period, we will repair the product for a fee, upon request, if the 
product will become usable after the repair. 
The product may not be repaired, but a replacement unit may be provided instead, at 
the sole discretion of KING JIM. 

 Contact U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our after-service, 
please contact the store that you purchased the product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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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 of Warranty
1. If your KING JIM product fails during the warranty period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of use 

according to the User's Manual, bring the product to the store where you purchased it. 
KING JIM will repair your product free of charge. 

 Note that KING JIM, at its sole discretion, may decide to replace the failed product instead 
of repairing it. 

2. If your product fails during the warranty period and you want to have it repaired free of 
charge, bring and present the product and this Warranty Card to the store where you 
purchased the product and request a repair. 

3. Repair charges will be incurred in the following cases, even during the warranty period: 
(1)  Failure or damage caused by improper use or due to repair or modifi cation conducted 

by the customer
(2)  Failure or damage caused, after the purchase, because the product has been 

submerged in liquid, splashed with liquid, dropped or subjected to impact, or exposed to 
salt, sand, mud, pressure, etc.

(3)  Failure or damage caused by fi re, earthquake, water damage, lightning or other act of 
God, pollution, abnormal voltage, etc. 

(4)  Failure or damage caused as a result of any application other than general household 
use, such as business use involving long hours of operation  

(5) When the Warranty Card is not presented 
(6)  The date of purchase, name of the customer and name of the store are not indicated on 

the Warranty Card, or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on the Card has been modifi ed/changed
4. KING JIM shall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incidental, indirect or 

secondary loss aris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of the product, such as the loss 
of data, opportunity or profi t, as well as recovery cost or third-party claim,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the warranty is still valid. 

5. This Warranty Card will not be reissued, so keep it in a safe place to prevent loss or 
misplacement. 

* This Warranty Card is proof of our promise that we will repair your product free of charge 
during the period, an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herein specifi ed. It does not limit any 
of the rights you may have under law in any way.  

* When requesting a repair, bring the product and this Warranty Card to the store where you 
purchased th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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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anty Card

Product name Mouse-Type Scanner MSC10E

Warranty period One (1) year from the date of purchase

Date of purchase:  mm/ dd/ yyyy 

Customer Name: 

Address: 

Phone No.: 

Name of the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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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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