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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码扫描仪> 美国hhp条码扫描器> HHP Voyager 1200g 单线激光扫描器 

HHP Voyager 1200g 单线激光扫描器 

霍尼韦尔旗下的Voyager1200g扫描仪采用全世界最畅销的单线激光扫描仪平台，对几乎所有一维条码都具

有极强的扫描性能，包括印刷质量差和有破损的条码。最新的目标检测功能及自动检测台检测和配置，可

提供一流的演示扫描性能，大大增加一次扫描通过率。卓越的扫描性能与可靠耐用的设计相结合，为您提

供一个多样化的可适用于各种应用环境的一维扫描解决方案。 

 

对于低质量和破损条码具有卓越的扫描性能，可大大减少手工数据输入的需求，堪称一款省心省力的一维

扫描解决方案，极大程度地保证了工作效率。 

具备一流的演示扫描性能，通过目标检测和自动检测台检测和配置，可大大提高一次扫描通过率。 

提供极佳的开箱即用体验，支架无需工具即可安装完成，可自动检测台检测与配置，并能够自动进行接口

检测和配置。  

采用当代人体工学设计，在光滑轻盈的构造中融合了适用多数手型的指槽设计，保证了操作员的的舒适度

和工作效率。  

CodeGate 技术帮助用户在数据传输之前确保需要扫描的条码已正确扫描，使扫描仪更能适用于菜单扫描

应用 

多个接口设计，每个扫描仪上都配有支持USB、 keyboard wedge和RS232的接口，大大降低了成本 

 

电源 

46-00525 STD 电源: 美标插头, 1.0A @ 5.2VDC, 90-255VAC @  

电缆 

CBL-500-300-C00 STK 电缆: USB,黑色, A型, 3m (9.8'), 缠绕式, 5V 主机电源 

CBL-500-300-S00 STK 电缆: USB, 黑色, A型, 3m (9.8'), 直式, 5V 主机电源 

CBL-020-300-C00 电缆: RS232 (5V 信号压), 黑色, DB9 母线, 3m (9.8'), 缠绕式, 5V外接电源，在

pin9 时可选主机电源，STD 

CBL-120-300-C00 电缆: RS232C (+/-12V信号压), 黑色, DB9 母线, 3m (9.8'), 缠绕式, 5V外接电源，

在pin9 时可选主机电源，STD 

CBL-220-300-C00 电缆: RS232 (+5V信号压); 黑色, DB9父线; 3m (9.8'), 缠绕式, 在pin9 时可选主机

电源，STD 

CBL-420-300-C00 电缆: RS232 Aux, 黑色, 3m (9.8'), 缠绕式, 用于连接到 Honeywell Stratos 扫描

仪STD  

CBL-500-500-C00 STD 电缆: USB, 黑色, A型, 5m (16.4'), 缠绕式, 5V主机电源 

CBL-503-300-C00 STD 电缆: USB, 黑色, 恒定12V, 3m (9.8'), 缠绕式, 5V主机电源  

CBL-600-400-C00 STD电缆: IBM 46xx Port 9b, 12V 电源, 缠绕式, 4m (13.1') 

CBL-720-300-C00电缆: Keyboard Wedge (KBW), 黑色, PS2, 3m (9.8'), 缠绕式, 5V外接电源，在pin9 

时可选主机电源，STD 

支架/固定支架 

STND-19R02-002-4 支架: 灰色, 支架高19cm (7.5"), Voyager式刚性塑料杆，三脚承重支架, Voyager 

1200杯型口 S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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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ER-004-U STD 固定支架:台式或壁挂式安装用 

HOLDER-005-W STD 固定支架: 壁式挂钩 

STND-23F02-002-4 支架: 灰色, 支架高23cm (9"), 活性杆, 三脚承重支架, Voyager 1200杯型口STD 

STND-23F03-002-4 支架: 灰色, 支架 23cm (9")活性杆, 中型通用承重支架，Voyager 1200杯型口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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