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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码扫描器> 美国intermec条码扫描器> intermec SR60条码扫描仪  

intermec SR60无线扫描器  

SR60是一个工业等级的、手持式的扫描器，特别适合有超长扫描需求的客户。这款产品的设计可以轻松、

快速、准确地完成71cm（27in）到11米（36ft）范围内条码的扫描。 

这款产品是工业型无线仓库管理、流水作业、产品可视传递应用的理想选择。 

SR60工业性能的设计理念使用户的停工检修时间缩小到最小，SR60能经受住多次从2米（6.5ft）高度跌落

到水泥地。可以在低温、高温下保持良好的作业性能，它良好的密封性，可以抵制灰尘的侵入以及偶然的

雨水接触。上述的这些特性能使用户利用SR60在室内或者室外包括苛刻的冻结环境中进行数据采集的应

用。 

SR60支持多个接口：RS232、键盘口、USB，Wand仿真接口，可以无缝的连接到Intermec终端，从而在保持

低成本的前提下，提高移动作业的灵活性和生产的效率。SR60不仅仅支持早期的Intermec手持终端、车载

固定电脑，也支持后推出的CK30、CK31、CK60、700系列手持终端和CV60车载固定电脑。 

为什么会在移动电脑中增加额外的长景深扫描功能（这种应用并不总是客户的需求）?如果使用者偶然的

或者临时的需要添加超常景深的扫描能力，SR60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SR60有多种固定安装选项和相应的配件，包括：升降机上固定皮套，dangle suspension，在低温环境下

应用的加热固定器选项。 

当你扫描远距离条码的时候SR60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物理性能描述：

 

 

Intermec SR60是工业等级、手持式长景深扫描器，这是个Tethered 扫描器有多个接口选项，包

括: RS232,键盘口、USB、wand仿真接口，可以快速，轻松地连接到Intermec终端、或车载电脑

和标准PC机。  

质保：3年  

物理特性：  

长：18.3cm（7.2）  

Width: 11.2 cm (4.4 in) 

Depth: 6.9 cm (2.7 in) 

Weight: 280 gm (9.88 oz) without cable 

电源：  

操作电压：4 VDC到14 VDC 

操作电流：95mA @5 VDC 

空闲时电流：低电压模式50μA@ 5 VDC 

Intermec终端的连通性：  

支持Tethered接口到Intermec的早期或后期的终端，例如：6400, T5055, 5020, 97XX, Antares, 

Janus 2010, T2425, T2481, 700 Series, CK30,CK31, CK60, and CV60 

扫描特性：  

扫描速率: 37 次/秒  

扫描距离: 71 to 1097 cm (27 in to 36 ft) 

倾斜角度: ±65°  

歪斜角度: ±55°  

可选参数: 650nm Visible Laser Diode (VLD) 

扫描的距离：  

 

条码标签的大小 

扫描的距离  

0.38 mm / 15 mil 102 to 152 cm (39 in to 5 ft ) 

0.5 mm / 20 mil 71 to 183 cm (27 in to 5 ft ) 

1.0 mm / 40 mil 71 to 366 cm (27 in to 12 ft) 

1.4 mm / 55 mil 102 to 457 cm (39 in to 15 ft) 

1.0 mm / 40 mil retro-reflective 102 to 457 cm (39 in to 15 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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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条形码码制：  

Code 128/EAN128; Code 39; Interleaved 2/5; UPC/EAN/ISBN incl. add-ons; 2/5 Matrix, 

standard; Codabar; Code 93; MSI; Plessey; Pharmacode 39 

环境要求：  

操作温度：  

-30°C to +50°C (-22°F to +122°F) 

存储温度：  

-40°C to +70°C (-40°F to +158°F) 

湿度：  

0 to 95% RH, 非冷凝  

防震动性：MIL-STD-810E  

IP等级：IP54 

防跌落：  

从2.0米（6.5feet）的高度26次跌落到水泥地或者钢铁，完好无损。  

光环境：  

工作在任何的光线条件下，从0~100,000 lux 

获得的认证：  

cULus, FCC, ICES, CE, NOM, GOST, C-Tick,CDRH Class II 

附件：  

通用的安装Kit 

皮套或者升降叉车固定器  

加热固定器（24V、36V、48V）  

工业级Dangle suspension 

 

1.8 mm / 70 mil retro-reflective 203 to 762 cm (79 in to 25 ft ) 

2.54 mm / 100 mil retro-reflective 203 to 1097 cm (79 in to 36 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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