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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持 

适⽤于macOS 10.11及以上

⼆.软件安装 

运⾏客户端软件安装程序，按照界⾯的提⽰拖拽软件到应⽤程序中：

�
安装后第⼀次运⾏软件，提⽰输⼊序列号，在序列号校正页⾯输⼊正确的序列
号，点击确定操作成功，否则，序列号校验失败，点击确定，⽆法正常运⾏
CZUR Shine软件。 

!  

三.功能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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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软件启动 
启动窗⼜：

�

直接进⼊软件的主界⾯，以下是主界⾯： 

�

3.2 主界⾯ 
在扫描仪主体功能画⾯，可以对扫描后的图⽚或导⼊的图⽚进⾏后续处理，

包括批量⽂档输出（Word（OCR）、Excel（OCR）、双层PDF,单层PDF）,批

量操作(⾊彩模式、批量旋转、专业裁剪、⾊相/对⽐度、统⼀规格、重命名、

批量打印处理。

3.2.1 ⽂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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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件 
主界⾯的右上⾓“+”即为导⼊⽂件，⽂件类型是JPG图⽚以及MP4视频。 

!  
点击“+”会弹出弹窗，弹窗显⽰~/CZURImages⽬录下，可单选和多选图⽚

导⼊。也可以从访达导⼊图⽚，⽀持JPG图⽚的导⼊。 
导⼊视频⽂件⽀持MP4的视频⽂件，其导⼊操作与导⼊图⽚类似。 
导⼊后主界⾯显⽰： 

!  

2、查看⽂件所在位置 
在主界⾯的右上⾓“+”（导⼊⽂件）右边的⽂件夹图标即“查看⽂件所在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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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后，会打开图⽚⽂件的所在位置~/CZURImages，如果图像⽂件或视频
⽂件本⾝是其他路径，那么显⽰的也是其他路径。 

!  

3、全选 
在右侧⽂件列表上⽅点击“全选”，可对整个⽂件列表的⽂件进⾏全勾选

上，上⽅的数字会跟着联动，再次点击“全选”，则可取消。“全选”上⾯功能按
钮依次是“视频全选”，“图⽚全选”，“全选”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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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件全选： 

!  
视频⽂件全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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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表模式

点击“列表模式”图标，以⽂件名形式显⽰⽂件，如图所⽰： 

!  
5、缩略图模式

点击“缩略图模式”图标，以缩略图形式显⽰⽂件，如图所⽰：

!  
⽆论是在列表模式还是在缩略图模式，⽂件列表中当前图⽚⽂件有三种功

能操作：删除、重扫和详情； 

删除，是对图⽚⽂件进⾏删除，只针对于当前图⽚⽂件，不能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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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扫是对当前图⽚进⾏重新扫描，对视频⽂件⽆效，点击重扫，会再⼀次

进⼊扫描预览画⾯，然后进⾏重新扫描，扫描后，会将重扫的结果替换原来被

重扫的图⽚⽂件，在扫描预览界⾯左侧会显⽰重扫后的图⽚，点击返回，原来

图⽚被替换掉，⽂件列表显⽰的是当前重扫后的图⽚。 

!  

点击详情，能了解到当前图⽚⽂件⼤⼩,图⽚尺⼨,创建时间,修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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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在⽂件列表的操作只有两个，删除和详情，在⽂件列表中，预览视频

⽂件在主界⾯会显⽰视频⽂件。主界⾯底下会显⽰播放按钮，播放按钮点击后

⾃动切换成暂停按钮，以及停⽌按钮，可查看视频的进度情况。 

!  

3.2.2 批量处理 
左侧列表是各种“批量处理”操作，包括⾊彩模式、批量旋转、专业裁剪、

⾊相/对⽐度、统⼀规格、重命名、批量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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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勾选右侧⽂件列表的⽂件，直接点击“批量处理”下的各种功能操

作，程序是不允许的，会弹窗提⽰：“请先在右侧列表中选取⽬标⽂件,再重

试！”  

!  
1、⾊彩模式 
将所选的图⽚进⾏批量⾊彩模式选择，可以选择⾃动优化,彩⾊模式，⿊⽩

模式，灰度模式，⽩纸印章,证件底纹，⽆优化,点击批量⾊彩模式会产⽣新的窗
⼜，如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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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窗⼜显⽰的是预览图，右侧显⽰的是七种⾊彩模式：⾃动优化，彩⾊模
式，⿊⽩模式，灰度模式，⽩纸印章，证件底纹，⽆优化。勾选“⿊⽩模式”，
图像预览会⾃动转换为“⿊⽩模式”效果，如下图：（其他模式操作过程类
似）。

�
确定后，会弹窗显⽰批量转换⾊彩模式成功。

2、批量旋转 
点击“批量旋转”，会弹出新窗⼜，新窗⼜默认勾选是左旋90°，将所选图⽚

进⾏批量旋转，可左旋90°、右旋90°、垂直旋转、⽔平旋转、旋转180°，点击
左旋90°操作如下图所⽰：（其他模式操作过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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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确定之后，会弹窗显⽰批量旋转成功。 

3、专业裁剪 
点击“专业裁剪”，会弹出新窗⼜，新窗⼜默认选取清空（留⽩），左侧上

⽅显⽰的是该图⽚的原始尺⼨数据，中间是⽂件预览，下⽅是裁剪后尺⼨，默
认是原始尺⼨==裁剪后尺⼨，右侧列表默认显⽰的截取⽅位数值，即上：0，
下：0，左：0，右：0，如下图所⽰：

�

   清空（留⽩）是指除了保留裁剪那部分外，还保留原图⽚的幅⾯，⾮裁剪部
分被⽩⾊背景覆盖，原始尺⼨依然等于裁剪后尺⼨不变，右侧的上，下，左，
右数值会根据裁剪⼤⼩发⽣联动变化. 

   切除是指除了保留裁剪那部分外，不保留原图⽚幅⾯，⾮裁剪部分直接删掉，
原始尺⼨不变，裁剪后尺⼨根据裁剪⼤⼩变化，右侧的上，下，左，右数值会
根据裁剪⼤⼩发⽣联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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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会弹窗显⽰专业裁剪完成。 

4、批量删除 
点击⽂件列表的删除图标“批量删除”，会弹出新窗⼜，提⽰是否“彻底删除

此⽂件”，再点击确定，会将⽂件列表所勾选的⽂件（图⽚⽂件，视频⽂件）从
列表中剔除以及从对应的⽂件夹删除，点取消则返回主界⾯，如下图新窗⼜提
⽰： 

!  

5、统⼀规格 
点击“统⼀规格”，会弹出新窗⼜，右侧从上往下依次是幅⾯设置,幅⾯⽅

向,DPI选择，颜⾊选择，内容页与背景页对齐⽅式选择：⽔平⽅向以及垂直⽅
向，最下⽅是调整内容页与背景页适应关系：不变、最⼤化和铺满。如下图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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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幅⾯设置对背景页的幅⾯⼤⼩进⾏修改，幅⾯可选A3横向、A3纵
向、A4横向、A4纵向等,选择DPI数值，选择不同的背景页幅⾯及背景幅⾯颜
⾊，左侧的效果预览会及时更新，如下图所⽰： 

!  

在调整内容页与背景页适应⽐例中，有三项可选项：不变（保持内容页⽐
例）、最⼤化（保持内容页⽐例）、铺满（保持内容页⽐例）。选择不变（保
持内容页⽐例），在内容页与背景页对齐⽅式的⽔平⽅式可选项：左对齐、居
中、右对齐，选择左对齐，在垂直⽅向可选项：顶端对齐，居中，底端对齐，
选择顶端对齐，左对齐+顶端对齐+不变（保持内容页⽐例）组合显⽰的效果如
下图所⽰，其他组合效果操作过程类似。 

!  
处理后会显⽰弹窗提⽰批量规格化完成。 

6、⾊相/对⽐度 
点击“⾊相/对⽐度”，会弹出新窗⼜，新窗⼜左侧是图像效果预览，右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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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节的对⽐度、锐度、粗细度，如下图所⽰： 

!  

   对⽐度、锐度、粗细度可调节⼤⼩范围是±5，任意调节对⽐度、锐度、粗细
度，左侧的图像效果预览就会跟着发⽣变化，如对⽐度+3，锐度+3，粗细度
+3，效果如下图所⽰： 

!  
处理后会弹窗提⽰批量调整⾊相/对⽐度已完成。 

7、批量打印 
调⽤系统打印，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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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档输出 

1、Word (OCR) 
Word（OCR）：通过ABBYY OCR的SDK将图⽚上的⽂字识别后保存成word

⽂档,⽀持后台OCR。点击“Word（OCR）”，会产⽣新窗⼜，新窗⼜左侧的当前
识别语⾔默认是之前安装软件时选择的语⾔项。右侧可以切换到其他多语⾔的
OCR识别语⾔，可以在输⼊框输⼊多语⾔关键字搜索，最底部下⽅可调节幅⾯
⼤⼩，可选择⾃自动、A3、A4、A5、B3、B4、B5幅⾯，如下图所⽰： 

!  

确定后，确认好⽂档存放路径和⽂件名，点击左下⾓的后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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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cel (OCR) 
Excel（OCR）：通过ABBYY OCR的SDK将图⽚上的⽂字识别后保存成

Excel⽂档,⽀持后台OCR。具体执⾏过程选择的语⾔与Word（OCR）⼀样，如
下图所⽰： 

!  
3、双层PDF

  双层PDF：通过ABBYY OCR的SDK将图⽚上的⽂字识别后保存成PDF⽂
档,可选选择PDF的质量,⽀持低,中,⾼,⽀持后台OCR。具体执⾏过程选择的语⾔
与Word（OCR）⼀样，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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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DF

PDF：将所选的图⽚快速保存成PDF,可以选择PDF的幅⾯，⽀持多种纸张

选择，左侧有效果预览图，可随时查看设置后的效果。输出⽅式可以选择合并

输出或者是逐个输出，合并输出就是将所有⽂件都合在⼀个⽂件输出成PDF，

逐个输出就是将选取的⽂件分别⼀个个的单独输出成PDF。PDF质量选择有三

种⽅式，原⽂件质量的50%（占据存储空间较⼩）、原⽂件质量的75%（占据

存储空间适当）、原⽂件质量的100%（占据存储空间最⼤）。PDF幅⾯可默认

也可选统⼀幅⾯，统⼀幅⾯可选择A3、A4等、纵向、横向，如下图所⽰：

�

3.2.4 编辑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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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应⾼
编辑栏的⾃适应⾼，仅对当前⽂件有效，批量⽆效，点击可切换其他⾃

适应。

�

再次点击，切换其他⾃适应操作： 

�

2、1:1显⽰
编辑栏的1:1显⽰，仅对当前⽂件有效，批量⽆效，点击可切换其他⾃适

应。



!21CZUR Shine 软件说明书

�

3、⾃适应宽

编辑栏的⾃适应宽，仅对当前⽂件有效，批量⽆效，点击可切换其他⾃

适应。

�

4、框选

编辑栏的框选，仅对当前⽂件有效，批量⽆效，根据提⽰，⿏标绘制区域，

可将该区域拉取移动，Command+C复制到剪贴板，拉取时，原图部分是留⽩，

delete键清空（留⽩）框选区域，点击保存后，回到主界⾯会显⽰框选后效果。



!22CZUR Shine 软件说明书

�

5、裁剪
编辑栏的裁剪，仅对当前⽂件有效，批量⽆效。裁剪选项有清空（留⽩）

和切除。⿏标左键绘制框选区域，默认裁剪选项是清空（留⽩），如下图所⽰：

�
清空（留⽩）即是除了框选区域外，原来幅⾯不变，⾮框选区域背景变⽩。
切除即是只保留框选区域内容，⾮框选区域全删除。 

6、旋转

编辑栏的旋转，仅对当前⽂件有效，批量⽆效。右侧是旋转⽅式：左旋

90°、右旋90°、垂直旋转、⽔平旋转、旋转180°，⾃定义旋转，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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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相/对⽐度
编辑栏的⾊相/对⽐度，仅对当前⽂件有效，批量⽆效。左侧调节的对⽐

度、锐度、粗细度⼤⼩范围是±5，调节⼤⼩，左侧预览直接能显⽰效果，如下
图所⽰：

�

8、⾊彩模式

编辑栏的⾊彩模式，仅对当前⽂件有效，批量⽆效。有七种⾊彩模式可选，

从上往下依次是⾃动优化、彩⾊模式、⿊⽩模式、灰度模式、证件底纹、⽩纸

印章、⽆优化，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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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重置

编辑栏的重置，仅对当前⽂件有效，当前⽂件在底部栏的任何操作，可通

过底部栏重置恢复，批量⽆效，如果是对⽂件列表⾥的⽂件进⾏左侧的各种“批

量处理”操作后，点击重置，判断是批量操作，是⽆效的。点击重置，会显⽰新

弹窗，如下图所⽰：

!  

10、打印
    调⽤系统打印,打印当前预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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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OCR⽂字提取 
编辑栏的OCR⽂字提取，仅对当前⽂件有效，批量⽆效。选择识别语⾔和

需要导出的⽂件格式，可⽣成PDF⽂件、Word⽂件、Excel⽂件，选择存放的路
径，⽣成⽂件, 如下图所⽰： 

!  

3.2.5 设置 

1、设置
右上⾓的扫描仪设置，点击“设置”，弹出新窗⼜，左侧显⽰系统设置、扫

描仪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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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系统设置
点击软件版本可以查看当前软件版本，有新版本，可链接到官⽹进⾏新版

本的下载。同时还可以修改当前软件的安装序列号。

�

点击语⾔设置，可以通过下拉列表切换软件语⾔，⽬前有12国语⾔可下拉
选择，分别是简体中⽂、繁体中⽂、英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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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帮助可以跳转到成者官⽹技术⽀持页⾯，也可关注成者官⽅微信公众
号以获取更多服务信息。

�

点击隐私可以查看软件隐私声明，取消勾选“发送⽹络请求”可以关闭软件
所有的⽹络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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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扫描仪设置 
扫描仪频率设置有50HZ和60HZ可选。 

�

   点击DPI设置可以设置扫描图像的DPI。根据型号区分每个型号会有不同DPI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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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进⼊扫描预览 

1、扫描设备连接
点击主界⾯右下⾓的“扫描”，可进⼊扫描预览界⾯。

�

设备未连接，点击“扫描”，扫描预览界⾯会显⽰提⽰语：“正在查找设
备...，如果长时间⽆反应请尝试：*请更换usb⼜ *重启设备 *重启电脑尝试 *若
依然⽆法检测到设备，请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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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已连接，点击“扫描”，扫描预览界⾯会显⽰正在扫描视频画⾯，右侧默
认⾊彩模式是“彩⾊模式”，纸张处理⽅式是“智能扫描”如下图： 

�

3.3 扫描预览 

3.3.1 ⽂件存储 

1、设置⽂件存储位置
点击扫描预览左上⾓“设置⽂件存储位置”，可预先⾃定义需要扫描的图⽚

⽂件或者视频⽂件存放路径位置，默认的存放路径是系统盘的~/CZURImages⽬
录下,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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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开⽂件所在位置
点击扫描预览左上⾓“打开⽂件存储位置”，可查看当前扫描图⽚⽂件或者

视频⽂件的存储路径信息，如下图显⽰的是~/CZURImages⽬录下：

�

左上⾓的“返回”，点击“返回”，可退出扫描预览界⾯，回到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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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件命名
扫描后的左侧列表缩略图显⽰的图⽚命名规则是以时间戳形式命名，格式

为IMG年/⽉/⽇/时/分/秒.jpg。若是视频⽂件，则格式为VIDEO年/⽉/⽇/时/分/
秒.mp4。 

�

3.3.2 扫描⾊彩模式 
扫描预览可预先设置⾊彩模式，可选择的有⾃动优化、彩⾊模式、⿊⽩模

式、灰度模式、⽩纸印章、证件底纹、⽆优化，在扫描预览界⾯选取其他⾊彩
模式，点击返回，再次进⼊扫描预览界⾯，程序会保留上⼀次所选取的⾊彩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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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动优化 
   ⾃动增强原始图像的⾊彩, 让彩⾊部分更鲜艳, 让⿊⽩更分明，处理后的效果
和原始图像对⽐如下: 

!  

2、彩⾊模式 
彩⾊模式会最⼤程度保留原始图像的⾊彩信息，对亮度做了简单的提升，

适合颜⾊丰富的彩⾊样张，处理后的效果和原始图像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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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式 
⿊⽩模式是将原始图像的彩⾊信息尽可能的转为⿊⽩效果，可降低存储空

间，适合⽩底⿊字的纸张，处理后的效果和原始图像对⽐如下： 

!  

4、灰度模式 
灰度模式是将彩⾊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既可保留较为丰富的灰度⾊阶，

也可适当降低存储空间，处理后的效果和原始图像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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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纸印章 
⽩纸印章模式是将原始图像的背景尽可能的变为纯⽩，并提升图像内印章

的彩⾊效果（如让红章更红，让蓝章更蓝），适合盖有印章的⽂档，处理后的
效果和原始图像对⽐如下： 

!  

6、证件底纹 
证件底纹模式在净化底⾊的同时会最⼤程度保留原始图像的⽔印和底纹，

适合带有⽔印和底纹的证件，处理后的效果和原始图像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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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优化 
不对图像的⾊彩做任何处理，保留原始图像的⾊彩信息。 

3.3.3 扫描⽅式 

1、智能扫描 
智能扫描即是对纸张⼤⼩⾃动裁边，根据⽂字的⽅向⾃动纠偏旋转⽅向。

注意待扫描的⽂档⼀定要放在⿊⾊软垫上。 
选择智能扫描，点击“扫描”，左侧列表会显⽰处理中的动态缩略图，处理

后的图⽚会按照⽂字⽅向⾃动转正。 

!  

2、正反⾯合成⼀页 
适合扫描正反⾯的场景（如⾝份证），扫描后将⾝份证的正⾯和反⾯合成到
⼀张图⽚上, 如果证件有圆⾓,可以通过其右侧设置项开启圆⾓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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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区扫描 
选区扫描是在预览区⽤⿏标进⾏框选，扫描结果只保留所选区域。 

!  

4、保留原图不做处理 
保留原图不做处理是指对扫描的原图不做任何裁边或展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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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录像 
点击预览界⾯底部的开始录像按钮，可以录制视频，录制后的⽂件命名格

式是VIDEO_年_⽉_⽇_时_分_秒.mp4。 
视频录制过程中，左侧列表会动态显⽰视频⽂件缩略图，底部会动态显⽰

视频⼤⼩和录制时长： 

!  

点击返回，回到主界⾯，可以播放之前录制的视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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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见问题策略 
1.连接设备，运⾏软件，点击“扫描”进⼊到扫描界⾯，界⾯如果长时间是

⿊屏界⾯，请重新插拔USB连接线，重启设备。问题还未解决，可以关闭软件
重新运⾏，如果问题还未得到解决, 请联系售后。 

2.连接设备，运⾏软件，点击“扫描”进⼊到扫描界⾯，在操作过程中遇到
软件卡住不动，可重启软件亦或者重启电脑再做尝试，问题还未解决，请联系
售后。 

3.光线过暗，可旋转设备上⽆极按钮，将设备的顶灯打开。 
4.光线过亮，旋转⽆极按钮进⾏亮度的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