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规格表
MINISCAN MS954 系列扫描器

MiniScan MS954 系列扫描器

固定式扫描器

MS954 固定式激光条码扫描器外型小巧、坚固耐用，可针对各种类型的一维条码执行优质线性扫描，包括印刷质量不佳、对比度低的条
码。MS954 为需要灵活及更大工作范围的 OEM 设备提供 47°和 35°的可配置扫描角度。作为当今更小、更轻、更明亮的固定式扫描器之
一，MS954 非常适合在空间受限的 OEM 设备设计中执行精确的自动数据收集。它也可以用作独立的固定式扫描器。
技术成熟，完善您的解决方案
全球范围内已安装了数百万台 Zebra OEM 设备，这些设备久经验证，
可提供高可靠性和出色性能，确保在您的任务关键型应用程序和设备
中准确、快速地采集数据和图像。此外，Zebra 出色的 OEM 支持团队
可提供易于集成的设计和专家帮助，使您能够快速、经济高效地将系
统推向市场。即使相当智能的产品也需要制定维护计划和支持策略，因
此我们提供出色的服务来帮助您延长正常运行时间并保持更高性能。

特性

高性能固定式扫描器
对印制质量差和比度很低的一维条码依然能展现出色的扫描性能，从
而提高准确性和生产率
工作范围从近距离到 35 in./88.9 cm 以上
灵活的解码范围，实现更高的精度和效率
丰富的功能组合，在多种环境中可提供更高的灵活性
MS954 可对扫描角度进行配置，工作范围超过 35 英寸/88.9 cm，能够
确保出色的扫描一次成功率，从而实现更高的生产率。MS954 易于编
程和配置，即使您不具备用于扫描器集成的内部技术资源，也能缩短开
发时间并加快产品上市速度。凭借坚固耐用的外壳和内置 RS-232 接
口，MS954 使您的项目团队能够快速、安心地将高性能一维条码数据
采集功能集成到多个应用程序中。

可配置为 47°和 35°扫描角度
能够控制扫描角度，从而满足应用需求

小巧、耐用的外壳、安装孔、LED 和 RS-232 接口
即插即用安装可缩短开发时间，加快上市时间

如需了解有关 MS954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全球联系目录 www.zebra.com/contact
也可访问 www.zebra.com/ms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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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控制或手动触发
为无人值守或免持应用提供灵活的控制方式
易于编程的简单串行接口 (SSI)
在扫描器和主机之间实现快速、简单的通讯

读取各种主流一维条码
多功能解码能力使设备能够实现出色的扫描一次成功率，从而提高生
产率
高亮度 650 nm 激光二极管
扫描线明显可见

免费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支持使用熟悉的 Microsoft Windows® 98、2000 和 XP 平台创建应用
程序

嵌入 OEM 应用程序
自助服务终端和 ATM；临床诊断学；医疗器械；血液和化学分析；游戏设
备；自动售货机和彩票机；转门式闸机/出入控制
固定式安装
制造和仓储；装配线；图书馆和文件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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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物理参数
尺寸：

重量：
接口：

用户环境

抗环境光：

1.02 长 x 1.93 宽 x 2.31 高 (in)
25.9 长 x 49.02 宽 x 58.67 高 (mm)
1.67 oz./ 47.34 g
RS-232

可在室内正常人造照明条件下和室外自然
光照（直射阳光）条件下使用。荧光灯、白炽
灯、汞蒸汽灯、钠蒸汽灯、LED1：450 英尺烛
光 (4,844 Lux) 日光：8,000 英尺烛光 (86,111
Lux)

工作温度：

-4° 到 140°F（-20° 到 60°C）

湿度：

5% 到 95%，无冷凝

储存温度：
功率：

抗跌落能力：
码制：

程序可控参数：

法规

-40° 到 158°F（-40° 到 70°C）
输入电压：5 VDC ± 10% 扫描电流：95mA 待
机电流：27mA Vcc 噪音等级：200mV 峰值-峰
值上限
多次从 30 in (76 cm) 的高度跌落到混凝土地
面后仍可正常工作
各种主流一维条码

激光开启时间、瞄准持续时间、功率模式、触
发模式、双向冗余、符号类型/长度、数据格
式、串行参数、蜂鸣器音调、扫描角度

激光分类：

CDRH 二级，IEC 二级

环境：

RoHS 合规

电气安全：
EMI/RFI：

性能参数

已通过 UL1950、CA C22-2 NO950
ENG60950/ IEC950 认证
FCC 第 15 部分 B 级、ICES-003 B 级、欧盟
EMC 指令、澳大利亚 SMAv

光源：

650 nm 可见光激光二极管

扫描角度：

47° ± 3°（典型）/ 35° ± 3°（窄）

扫描速率：
扫描模式：

打印对比度下限：
范围——一维码：

脚注

每秒 104 ± 12 次扫描
线性

在 650 nm 处测得的 25% 绝对暗/明反射率
下限

5 mil：Code 39；2.5:1 - 0.7 - 7.3 (in) / 1.8 18.54 (cm)
7.5 mil：Code 39；2.5:1 - 0.9 - 12.4 (in) / 2.29
- 31.24 (cm)
13 mil：100% UPC - 80%MRD：0.9 - 22 (in) /
2.29 - 55.88 (cm)
20 mil：Code 39；2.2:1 - * - 27.5 (in ) / *69.85 (cm)
20 mil：Code 39；2.2:1 - 80% MRD：2 - 30
(in) / 5.08 - 76.2 (cm)
40 mil：Code 39；2.2:1 - * - 28 (in) /*- 71.12
(cm)
55 mil：Code 39；2.2:1 - * - 35 (in) /*- 88.90
(cm)

* = 较低密度（未指定）的近范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条码的宽度和扫
描角度。
1 - 交流波纹较严重的 LED 照明会影响扫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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