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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onOpticonOpticonOpticon OPI-4002OPI-4002OPI-4002OPI-4002无线二维条码扫描器

歐光 OPTICON OPI-4002無線二維條碼掃描器詳細參數

主電組: Li-Ion 3.6 V 1150 mAh

主電組操作時間: 大約 30 小時 (1 次 / 5 秒)

充電模式: via enclosed AC adapter OPA 1001 or optional charger CHG 4001

電池充電時間: 大約 3 小時 (電力充滿)

光源: 照度 4個630nm 紅色 LED, 2個綠色 LED 目標指示燈 527 nm

掃描方式: CMOS面型傳感器, SXGA (130萬像素), 灰度等級

掃描速率: 每秒傳輸幀數達到30幀

讀取前后傾角: -50 - 0°, 0 - +50°

讀取左右傾角: -60 - 0°, 0 - +60°

讀取傾角: 360°

焦平面: 85 mm / 3.35 дюймов от считывающего окна

曲率: R>15 mm 毫米 (EAN8), R>20 mm 毫米 (EAN13)

讀取寬度: 取決于讀碼距離和條形碼的分辨率

最小分辨率（對比度為0.9）: 0.1 mm 毫米 / 4 密耳 對比度 Code 39, 0.127 mm 毫米 / 15 密耳 對比度

PDF417

最小對比度: 0.45

景深: *25 - 130 mm 毫米 / 0.98 - 5.12 英寸 (分辨率 0.399 mm 毫米 / 13 密耳)*, *48 - 80 mm 毫米 / 1.89 -

3.15 英寸 (分辨率 0.127 / 5 密耳)*, 30 - 105 mm 毫米 / 1.18 - 4.13 英寸 (分辨率 0.25 / 10 密耳), 55 - 75

mm 毫米 / 2.17 - 2.95 英寸 (分辨率 0.1 mm 毫米 / 4 密耳), 對比度 *PDF417* 和 Code 39

視場: 水平: 47o, 垂直: 37.5o

接口: IEEE 802.15.4

輸出功率電平: 0 dBm 或較少

Frequency: 2.4 Hz

操作范圍: 環境條件不同距離也有所不同, 預期可達到距離為30米

連接模式: 1對1 (OPI4002 個掃描器對1個 USB(HID) dongle)

可辨讀條形碼

支持一維條形碼: JAN/UPC/EAN (WPC) incl. add on, Codabar/NW-7, Code 39, Code 93, Code 128, IATA,

Industrial 2of5, Interleaved 2of5, MSI/Plessey, RSS, Composite codes

支持二維條形碼: Aztec Code, Aztec Runes, Data Matrix, (ECC200/EC0-140), Maxi Code (mode 2~5),

MicroPDF417, Micro QR Code, PDF417, QR code

觸發模式: 手動, 多次讀取, 自動觸發, 掃描架感應（自動觸發功能)

操作溫度: -0 - 40 °C / -32 - 104 °F

儲藏溫度: -20 - 60 °C / -4 - 140 °F

操作濕度: 5 - 90 % (無水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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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藏濕度: 5 - 90 % (無水凝)

抗光性—熒光: 10.000 lx 最大

抗光性—陽光直射: 100.000 lx 最大

抗光性—白熾光: 10.000 lx 最大

抗靜電能力: 15 kV (無損壞)

防墜測試: 可承受 1.5 m / 5 ft 跌落混凝土地面的多次沖擊

抗震測試: 10 - 100 Hz, 2G, 1 小時

保護等級 (灰塵和濕氣， IEC529): IP 42

外形尺寸: 59 x 43 x 164 mm 毫米 / 2.32 x 1.69 x 6.46 英寸

機身重量: 大約 125 克 / 4.4 oz (不包括 電纜)

符合規章

Product compliance: CE, FCC, VCCI, Ro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