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用、高精度 2D 有線掃描器

Voyager™ XP 1470g掃描器專為需要高精度2D掃
描解決方案的零售店鋪應用而設計，具有業界領先
的傳統條碼和手機螢幕掃描功能，甚至能讀取汙損
和不易讀取的條碼。
相較於以前的型號或其他業界同等級的產品，Voyager XP 1470g掃
描器耐用性更加，掃描功能更強大，非常適合需要功能強大、性能可
靠的1D和2D條碼掃描解決方案的相關工作應用。與前代相比價格實
惠、耐用性更好，掃描性能更強，掃描距離也更長，使得第一線人員
無需彎腰即可直接掃描購物車底部的條碼，大幅節省了結帳的時間。
Voyager XP 1470g掃描器基於Honeywell標竿性的Voyager系列掃
描器平台，向下相容現有的Voyager配件，可降低用戶的總擁有成
本。
Voyager XP 1470g具有良好的抗跌落和滾落性能，可以承受從1.8
公尺掉落30次，從0.5公尺滾落1,000次，非常適合繁忙的櫃台結帳
的掃描工作，而且掃描精確度也遠超越同類的解決方案。

Voyager XP 1470 掃描器能輕鬆讀取汙損
的條碼，擁有領先的耐用性，能減少出錯
的風險，提高操作效率，同時避免無形的
維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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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
外觀尺寸/電源需求

掃描性能

For a complete listing of all compliance

體積(長 x 寬 x 高): 62 mm x 169 mm x 82 mm

掃描模式: 影像式 (1040 x 720 pixel array)

approvals

重量: 130 g (4.6 oz)

運動容差: 70 cm/s (27.6 in/s)

and certifications, please visit

輸入電壓: 4.0V DC to 5.5V DC

for 13 mil UPC at optimal focus

運作功率: 2 W (400 mA @ 5V DC)

掃描角度: 水平: 39.2° ；垂直: 27.4°

For a complete listing of all supported barcode

待機功率: 0.45 W (90 mA @ 5V DC)

旋轉、仰角、偏角: ±180°, ±65°, ±70°

symbologies, please visit

I/O介面: USB, Keyboard Wedge, RS-232, RS485

解碼能力: Reads standard 1D, PDF, 2D,

support for IBM 46xx (RS485)

and DotCode symbologies

Voyager is a trademark or registered

環境需求

Note: Decode capabilities dependent

trademark of 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

操作溫度: 0°C to 50°C

on configuration.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儲存溫度: -40°C to 60°C

coupling plane, ±15 kV direct air
濕度: 0% to 95% relative humidity,non-condensing
滾落測試: 1,000 X 0.5 m (1.6 ft) tumbles (impacts)
摔落測試: 30 X 1.8 m (6 ft) drops to concrete
防護能力: IP40
光照等級: 0 to 100,000 lux (9,290 foot-candles)

掃描性能
20 mm – 205 mm (0.8 in – 8.1 in)

13 mil UPC

18 mm – 400 mm (0.7 in – 15.8 in)

6.7 mil PDF417

15 mm – 185 mm (0.6 in – 7.3 in)

10 mil DM**

10 mm – 165 mm (0.4 in – 6.5 in)

20 mil QR

5 mm – 325 mm (0.2 in – 12.8 in)

*可能受條碼品質與環境因素的影響
** Data Matrix (DM)

For more information
www.honeywellaidc.com

Honeywell Safety and Productivity Solutions
9680 Old Bailes Road
Fort Mill, SC 29707
800-582-4263
www.honeywell.com

.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靜電放電(ESD) (掃描器及傳輸線): ±8 kV indirect

5 mil Code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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