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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SCAN NX – 无服务器版
用于安装管理员工具的计算机

主要设备： PC / AT 兼容

CPU: 推荐采用 Pentium 4 1.5GHz 或更快的 CPU

主内存： 1.0GB 或更多

硬盘： 程序用 600MB 或更多，数据用 1.0GB 或更多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2000 / XP / Server 2003 / Vista
 还可以在上面所列在 VMWare ESX Server 3.0 上面
 运行的操作系统上安装管理工具

网络服务器： 嵌入式网络服务器 (Windows 2000 Server /
 Server 2003)
 Microsoft IIS 5.0 / 6.0
网络协议： TCP / IP

输出文件格式： 黑白 – 
 TIFF（MMR，单页 / 多页），PDF（单页 / 多页）
 灰度 / 颜色 –
 JPEG，PDF（单页 / 多页）

GLOBALSCAN NX – 服务器版
用于安装GlobalScan NX 服务器版和管理员工具的计算机

主要设备： PC / AT 兼容

CPU: 推荐采用 Pentium 4 2.4GHz 或更快的 CPU

主内存： 1.5GB 或更多

硬盘： 程序用 600MB 或更多，数据用 1.0GB 或更多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 Server 2003 
 还可以在上面所列在 VMWare ESX Server 3.0 上面运行的
 操作系统上安装 GlobalScan NX Server 和管理工具

网络服务器： 嵌入式网络服务器 (Windows 2000 Server / 
 Server 2003)
 Microsoft IIS 5.0 / 6.0

网络协议： TCP / IP

输出文件格式： 黑白 – 
 TIFF（MMR / MR / MH / 未压缩，单页 / 多页），
 TIFF-F（MMR / MR / MH，单页 / 多页），BMP，
 PNG，GIF，PDF（单页 / 多页），高压缩 PDF
 （单页 / 多页），DCX（单页 / 多页）

 灰度 / 颜色 – 
 JPEG，BMP，PNG，GIF，PDF（单页 / 多页），
 高压缩 PDF（单页 / 多页），TIFF（未压缩，
 单页 / 多页）

认证： NT 认证 –
 活动目录
 Windows 2000 Server / Server 2003
 LDAP 认证 – 
 活动目录 (Windows 2000 Server / Server 2003)
 Novell 目录服务
 OpenLDAP 2.0
 Lotus Domino 6.5 / 7.0

发送给电子邮件： 邮件服务器 – 
 Microsoft 交换服务器 2003 / 2007
 Postfix
 Lotus Domino 6.5 / 7.0
 地址簿 LDAP 服务器 – 
 活动目录 (Windows 2000 Server / Server 2003)
 Microsoft 交换服务器 2003 / 2007
 Lotus Domino 6.5 / 7.0
 Novell 目录服务
 OpenLDAP 2.0

发送给文件夹： Windows 共享文件夹
 NetWare 6.x

发送给 FTP: FTP 服务器
 Microsoft IIS 5.0 / 6.0

发送给 WebDAV: 与 RFC2518 兼容
 OpenTextLiveLink 9.7
 文件内容管理系统 6.0
 Microsoft SharePoint 门户服务器 2003 / 2007
 IIS 5.0 / 6.0
 交换服务器 2003 / 2007

语言： 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荷兰语

GLOBALSCAN NX

通过“一拖一放”配置工具，管理员可以轻松自
定义图形用户界面 (GUI)，无需编程。这些预设
图标可用于控制文档在文档工作流中的扫描和 /
或分发方式。

作为“理光文档管理咨询”的重要组成部分，
GlobalScan NX 能助您做出更优业务决策。

理光设计的这些产品满足“欧盟能
源之星”能源效率指导方针的要求。

所有品牌和 / 或产品名称均为各自
所有者的商标。

本公司会适时更改规格和外观，并
且不事先通知。实际产品的颜色可
能与本手册所示颜色不同。本手册
中的图像不是实际照片，在细节上
可能存在细微差别。

Copyright © 2015 理 光（中 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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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复制本手册及其内容和 / 或排
版和 / 或将其并入其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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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易用的“一键操作”
数字化文档扫描和分发工具

把基本
业务文档
扫描到您的
工作流中

GlobalScan NX
无服务器版

GlobalScan NX
服务器版

电子邮件

网络
文件夹

传真

文档管理系统
(DMS)

归档

用新一代扫描工具提高文档扫描和分发速度
用数字化方式分发、共享和管理文档，提高生产力。通过使用
GlobalScan NX 的“一键操作”，您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
易、更高效地把纸质文档集成到数字化工作流中。

• 简单的用户友好界面
• 准确、直接地扫描到您的文档环境中
• 采用易用工具，方便地完成工作流设计和配置操作
• 灵活通用 - GlobalScan NX 适用于从小公司到大企业的所

有业务环境

易用型界面
通过一个具有可自定义操作图
标的简单图形用户界面 (GUI) 来
实现灵活扫描和分发。图标自
定义了预设文档格式和目的地
信息，从而实现了一键式的“一
键操作”扫描。此外，设备中
可以直接包含文档变量信息。
由于文档信息可以嵌入到被扫
描的文件中，因此索引归档和
文件搜索操作就变得非常容易。

GlobalScan NX – 无服务器版
GlobalScan NX – 无服务器版能够极大地简化
小型办公室的文档工作流。文档会通过数字
化方式被快速扫描并分发到多个目的地，包
括您的网络文件夹、电子邮件和传真等。

GlobalScan NX – 服务器版
对于处理 OCR、扩展 PDF 等高级图像而言，
GlobalScan NX 服务器版是一个理想选择。针
对中型企业，我们的 GlobalScan NX - Business 
Server 版能够高效管理多达 32 台复合机。对
于 大 型 企 业，GlobalScan NX - Enterprise Serve
版则能够集中管理多达 750 台设备。

服务器选项
对 于 需 要 保 护 敏 感 文 档 安 全 的 企 业，
GlobalScan NX 提供高级安全选项 Kerberos，
可以结合理光刷卡认证解决方案无缝地集
成使用。此外，我们还提供了允许多个服务
器共享大型项目的“负载平衡”选项，以及
可把数据自动传到备用服务器以确保业务
连续性的转移功能。

安全省力地与您的工作流整合
GlobalScan NX 无缝地整合到您现有的 IT 平台和文档管理系
统 (DMS) 里面，从而大幅减少了 IT 设置的时间和成本。
GlobalScan NX与各种行业领先的其他业务应用系统相兼容，
并通过创新的“Scan-to”技术来简化数字文档工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