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ELLAN™ 2200VS

柜台上垂直显示扫描器

特性

Magellan 2200VS 扫描器是专为在紧
凑、垂直方式应用并需要高性能的零售
商而设计的。Magellan 2200VS 扫描
器为中等容量至高容量零售点 (POS) 交
易的非常小型柜台收银环境量身定制，
特别适用于药店、便利店、小型到中
等规模的杂货店、DIY店、专卖店。由
于优越的人体工学和通过率，2200VS
凭借其在同级别中领先的性能，证明了
Magellan 品牌的高质量和可靠性。

·· 世界先进的垂直柜台上单平
面显示条形码扫描器
·· 著名 Magellan 品牌的质量
和可靠性
·· 在掠过扫描和前推扫描方式
有着同级别中最佳扫描性能
·· FirstStrike 先进的解码软件
在读取低质量标签方面可提
供最佳的性能
·· 支持 GS1 DataBar™ 码
·· 闪存可用于在现场轻松升级
软件
·· 多接口解决方案支持每台设
备中所有常用的主机接口
·· 带电源支持的辅助 RS-232 端
口可以方便地安装手持式扫
描器
·· 可兼容 Checkpoint 系统和
Sensormatic EAS（可选）
·· 增值功能：
·· 诊断报告 – 用于改善预
防性维护
·· Productivity Index
Reporting™ - 有助于发现
印刷质量差的标签
（可选）

先进的软件解码算法，提供业界最佳的
扫描速度，同时改善了对损坏、起皱、
或印刷质量差的条形码的读码一次性通
过率，从而提高了在零售付款台的运营
效率。
闪存可轻松升级软件，有助于延长零
售商的投资寿命。此外，能以各种方
式使用辅助 RS – 232 端口，包括增加
手持扫描仪、对扫描器进行编程和配
置、或访问扫描器标签的数据输出。
对于需要电子商品防盗系统 (EAS) 的应
用，2200VS 可内置Checkpoint EAS和
支持 Sensormatic EAS 系统，并能通过
辅助 RS-232 端口提供条形码识读成功
的信号。选配的增值功能提供可选的信
息工具，可通过在扫描仪软件和诊断方
面管理信息来帮助降低前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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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ELLAN™ 2200VS

参数
译码能力
一维码/线性码
堆栈码

安全与法规
对所有标准一维码包括GS1 DataBar™线性
码可自动区分和译码.
GS1 DataBar Expanded Stacked; GS1
DataBar Stacked; GS1 DataBar Stacked
Omnidirectional

电器
交流电要求
功耗

湿度（非冷凝）

激光类别
环境符合

所符合的相关认证见产品快速参照手册。
本产品满足使用所必须的安全和法规认证。
CDRH Class IIa; EN 60825-1 Class 1; 小心
激光辐射-切勿直视激光束
符合欧盟RoHS

应用程序
交流输入: 90-265 VAC, 47-63 Hz
休眠模式: 2.5 Watts
工作状态（最大值）: 9.6 Watts
工作状态（标称值）: 4.0 Watts

OPOS / JavaPOS

JavaPOS应用程序可以免费下载.
OPOS应用程序可以免费下载.

保修
保修

环境
ESD静电保护（空中放电）
温度

机构认证

3年

25 kV
储藏/运输: -40 至 70 °C / -40 至 158 °F
工作状态: 10 至 40 °C / 50 至 104 °F
5 至 95%

接口
接口
辅助端口

IBM 46xx; OEM (IBM) USB; RS-232; USB;
键盘口
RS-232端口供电

可选特性
EAS防盗特性

增值特性

Checkpoint 系统: 内置EAS 防盗硬件可
与Checkpoint系统的Counterpoint IX和
Evolve D11两种型号兼容使用
Sensormatic: 成功读取通知
效率指标报告™ (PIR): 诊断报告

物理参数
尺寸
重量

15.2 x 15.2 x 9.7 cm / 6.0 x 6.0 x 3.8 in
1.1 kg / 2.5 lb

识读性能
扫描线
识读指示
识读高度
马达转速

20
蜂鸣器（音调和音量可调）
15.2 cm / 6.0 in
6,000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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