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9908R
免持成像扫描器

重要说明：在将“RFID 操作所在的国家/地区” （参数 #1583）设置为使用产品
所在的国家/地区之后，RFID 才能工作。 请扫描《DS9908R 免持成像扫描器产
品参考指南 补充》(p/n MN-003377-xx) 中的相应条码，或者使用 123Scan 配置。

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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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BRA 和标志性的 Zebra 斑马头像是 Zebra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在全球许多司法管辖区内注册的商
标。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 2019 Zebra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和/或其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本文档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本文档中描述的软件根据许可协议或保密协议提供。软件只能按照上
述协议的条款使用或复制。
有关法律和专有声明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软件：www.zebra.com/linkoslegal
版权：www.zebra.com/copyright
保修：www.zebra.com/warranty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www.zebra.com/eula

使用条款
专有声明
本手册包含 Zebra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 ("Zebra Technologies") 的专有信息。本手册专门
用于为操作和维护手册中所述设备的各方提供信息和使用说明。未经 Zebra Technologies 明确书面许可，
不得使用、复制此类专有信息或披露给任何其他方以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产品改进
不断改进产品是 Zebra Technologies 的一项政策。所有规格和设计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免责声明
Zebra Technologies
采取措施来确保其发布的工程规格和手册正确；但是，错误在所难免。Zebra
Technologies 保留更正任何此类错误的权利并且免除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

责任限制
在任何情况下，Zebra Technologies 或涉及创建、生产或交付随附产品 （包括硬件和软件）的任何其他人
均不对因使用此类产品、使用此类产品的结果或无法使用此类产品而产生的任何损害（包括但不限于结果性
损害，包括业务利润损失、业务中断或业务信息丢失）承担任何责任，即使 Zebra Technologies 已被告知
存在上述损害的可能性。某些司法管辖区不允许排除或限制偶然或结果性损害，因此上述限制或排除可能并
不适用于您。

保修
要获得完整的 Zebra 硬件产品保修声明，请访问：www.zebra.com/warran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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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澳大利亚
This warranty is given by Zebra Technologies Asia Pacific Pte. Ltd., 71 Robinson Road, #05-02/03,
Singapore 068895, Singapore. Our goods come with guarantees that cannot be excluded under the
Australia Consumer Law. You are entitled to a replacement or refund for a major failure and compensation
for any other reasonably foreseeable loss or damage. You are also entitled to have the goods repaired or
replaced if the goods fail to be of acceptable quality and the failure does not amount to a major failure.
Zebra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Australia’s limited warranty above is in addition to any rights and
remedies you may have under the Australian Consumer Law.
If you have any queries, please call Zebra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at +65 6858 0722. You may also visit
our website: www.zebra.com for the most updated warranty terms.

服务信息
如果在使用设备时遇到问题，请与您机构的技术或系统支持联系。如果设备出现任何问题，他们将与 Zebra
Support 联系：www.zebra.com/support 。
要获得本指南的最新版本，请访问： www.zebra.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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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注意：有关详细的 RFID 的信息,请参阅 《产品参考指南补充》，有关详细的成像信息，请参阅 《产品参考指南》。

扫描窗口

扫描 LED

触发器 A
触发器 B

RFID LED
指示灯
RFID
天线

扬声器

手持触摸区域
（在手持和免持模
式之间切换）

电缆释放开口
（针孔）
接口电缆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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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触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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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插入

电缆拆卸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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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和设置主机接口
USB
扫描以下条码之一。条码阅读器会自动检测主机接口类型并使用默认设置。如果默认值 (*) 不符合您的要
求，请扫描下面的另一个主机条码。

*USB 键盘 (HID)

IBM 手持 USB

OPOS
（带完全关闭功能的 IBM 手持）

SNAPI （带成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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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
扫描以下条码之一。条码阅读器会自动检测主机接口类型并使用默认设置。如果默认值 (*) 不符合您的要
求，请扫描下面的另一个主机条码。

* 标准 RS-2321

ICL RS-232

Wincor-Nixdorf RS-232 模式 A

Wincor-Nixdorf RS-232 模式 B

OPOS/JPOS

Fujitsu RS-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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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扫描以下条码之一。条码阅读器会自动检测主机接口类型，但无默认设置。请扫描下面的条码之一以选择相
应端口。

非 IBM 扫描器仿真 （端口 5B）

桌面扫描器仿真 （端口 17）

桌面扫描器仿真 （端口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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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参数条码
RFID 相同标签超时

禁用

*2 秒

5 分钟

RFID 触发器模式

连续使用

单个标签

* 连续重新报告

连续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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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数据传输格式

* 原始

GS1-128

EPC URI

设置默认值

设置出厂默认值

Enter 键
要在扫描数据后添加 Enter 键，请扫描下面的条码。

添加 Enter 键 （回车 / 换行）

Tab 键
要在扫描数据后添加 Tab 键，请扫描下面的条码。

Tab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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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忽略大写锁定

忽略大写锁定键
（启用）

* 不忽略大写锁定键
（禁用）

免持

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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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Scan
关于 123Scan
123Scan 是一个易于使用的基于 PC 的软件工具，它使您可以通过条码或 USB 电缆快速轻松地执行扫描器
的自定义设置。
要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www.zebra.com/123Scan 。

实用程序功能
•

设备配置
•

电子编程 （USB 电缆）

•

编程条码

•

数据视图 – 扫描日志 （显示扫描的条码数据）

•

访问资产跟踪信息

•

升级固件和查看发行说明

•

远程管理 （SMS 包生成）

用户指示 （默认）
注意：有关成像扫描仪的用户指示和故障排除信息，请参阅 《DS9908 免持成像扫描仪产品参考指南》。

扬声器序列

RFID LED

指示

无

绿色 （长亮）

RFID 处于活动状态时 LED 亮起。

无

绿色 （慢速闪烁）

读取器正在轮询新标签。

中/高 （两声）蜂鸣声

绿色短暂熄灭

读取/报告了 RFID 标签。

高/中/低/低蜂鸣声

长时间红色闪烁

意外 RFID 指示或 RFID 错误。

无

短时间红色闪烁

RFID 尚未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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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问题

可能原因

可能解决方案

在解码读取期间，成像扫描仪发
出 4 声短而高的蜂鸣声。

条码阅读器尚未完成 USB 初始
化。

请等待几秒钟，然后再读取。

条码阅读器会读取标签，但不将
数据传输到主机。

未按正确的主机类型对条码阅读
器编程。

扫描适当主机类型编程条码。
请参阅 《DS9908 免持成像扫描
仪产品参考指南》。

接口电缆松动。

重新连接电缆。

如果条码阅读器发出 4 声长
而低的蜂鸣声，则表示发生了传
输错误。

设置条码阅读器的通信参数以与
主机的设置相匹配。

条码阅读器未正确编程，无法与
主机配合使用。

扫描适当主机类型编程条码。

主机不正确地显示标签数据。

人体工程建议

$92,'(;75(0(
避免手腕过度弯曲
:5,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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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RS-232，请设置条码阅读器
的通信参数以与主机设置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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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1*
避免弯腰

$92,'5($&+,1*
避免高举手臂

小心：为了避免人体工程方面的潜在伤害风险或将此类风险减至最低，我们建议您注意以下事项。请咨询机
构内部的健康与安全经理，确保您已参加公司为预防员工发生意外伤害而设立的安全计划。
•

减少或避免重复性动作

•

保持自然姿势

•

减少或避免用力过度

•

将常用物品放在随手可及之处

•

保持适宜的工作高度

•

减少或避免直接受压

•

提供可调节的工作台

•

提供足够宽敞的空间

•

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

•

改进工作流程。

监管信息
本设备是获得 Zebra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认可的产品。
本指南适用于 DS9908R 型号。
所有 Zebra 设备的设计均严格遵守各个销售地点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并按照要求标示。
可以从下列网站获得当地语种的翻译版本： www.zebra.com/support。
未经 Zebra 明确批准而擅自对 Zebra 设备作出更改或修改，将有可能令用户操作设备的权利失效。
声称的最高工作温度：5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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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准使用无线设备的国家 / 地区
对于可发出无线电信号的设备，监管标记 （以认证为准）已获准在以下国家/地区和大洲使用： 美国、加拿
大、日本、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和欧洲。
要详细了解其他国家/地区的标记，请参阅符合声明 (DoC)。可从以下网址查看符合声明：
www.zebra.com/doc 。
注意：欧洲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塞浦路斯、丹麦、爱沙尼亚、芬兰、
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
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
小心：未得到监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运行本设备属非法行为。

射频暴露指导原则

安全信息
减少射频暴露 - 正确使用
仅按随附的说明操作设备。
国际
本设备符合关于人体暴露于无线电设备电磁场的国际公认标准。有关人体暴露于电磁场的“国际”公认标准的
信息，请参阅 Zebra 符合声明 (DoC)，网址为：www.zebra.com/doc 。
有关无线设备发出的射频能量安全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zebra.com/responsibility （位于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企业责任）下方）。
欧洲
远程和独立天线配置
为满足欧盟射频直接接触要求，当在远程位置安装外部天线，或在使用独立式台式计算机或相似配置的用户
附近操作天线时，天线与所有人员之间应至少保持 23 厘米的间距。
美国和加拿大
关于共用位置的声明
为符合 FCC 射频暴露合规要求，用于这种发射器的天线不得与其他发射器/天线处于同一位置，也不得与其
协同运行，已在此次提交资料时得到批准的发射器/天线除外。
手持设备
为满足欧盟射频暴露要求，在手中操作此设备时，设备与人体之间至少必须间隔 23 厘米或以上距离。应避
免进行其他操作配置。

LED 设备
按照 IEC 62471:2006 和 EN 62471:2008 的规定，属于“豁免风险组”。
脉冲持续时间：1.5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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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频率干扰要求 - FCC
注意：本设备已通过测试并且经证明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关于 B 类数字设备的限制规定。这些限制旨
在提供合理保护，防止本设备在居住区安装时产生有害干扰。本设备可产生、使用并会发射射频能量，而
且，如果未按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然而，并不保证在特殊的安装方式
下不产生干扰。如果本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的接收造成有害干扰 （可以通过关闭和打开本设备来判
断），我们鼓励用户通过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来消除干扰：
•

调整接收天线的方向或位置。

•

增大本设备和接收设备之间的间距。

•

将本设备连接到另一个输出插座上，使本设备和接收设备位于不同的电路中。

•

向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收音机 / 电视机技术人员寻求帮助。

无线电发射器 （第 15 部分）
本设备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的规定。本设备的操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 本设备不能产生有害的干扰，
以及 (2) 本设备必须能够承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射频干扰要求 - 加拿大
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部 ICES-003 合规性标签：CAN ICES-3 (B)/NMB-3(B)

无线电发射器
本设备符合加拿大工业部的许可豁免 RSS 标准。本设备的操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 本设备不能产生有害
的干扰，以及 (2) 本设备必须能够承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1)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et (2) l'utilisateur de l'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 électrique subi même si l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n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CE 标记和欧洲经济区 (EEA)
符合声明
Zebra 特此声明，本无线电设备符合 2014/53/EU 和 2011/65/EU 指令要求。
可在以下网址查看欧盟符合性声明全文：www.zebra.com/d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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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VCCI) - 干扰自愿控制委员会
B 类信息技术设备

韩国 B 类信息技术设备警告声明
기종별
B 급 기기
( 가정용 방송통신기자재 )

사용자안내문
이 기기는 가정용 (B 급 ) 전자파적합기기로서 주로
가정에서 사용하는 것을 목적으로 하며 , 모든
지역에서 사용할 수 있습니다 .

巴西
Declarações Regulamentares para DS9908R - Brasil
Nota: A marca de certificação se aplica ao Transceptor, mod DS9908R. Este equipamento não tem direito
à proteção contra interferência prejudicial e não pode causar interferência em Sistemas devidamente
autorizados.
Para maiores informações sobre ANATEL consulte o site: www.anatel.gov.br.
Este produto está homologado pela Anatel, de acordo com os procedimentos regulamentados pela
Resolução n°242/2000 e atende aos requisitos técnicos aplicados, incluindo os limites de exposição da
Taxa de Absorção Específica referente a campos elétricos, magnéticos e eletromagnéticos de
radiofrequência, de acordo com as Resoluções n° 303/2002 e 533/2009.

智利
Este equipo cumple con la Resolución No 403 de 2008, de la Subsecretaria de telecomunicaciones,
relativa a radiaciones electromagnéticas.
Para la función UHF RFID, se ajustará el dispositivo a operar en el interior de inmuebles en la banda de
915 a 928 MHz con una potencia máxima radiada no superior a 100 mW, conforme a Resolución 755
parte Art 1. j3).

中国
通过访问以下网址可下载当地语言支持的产品说明书
www.zebra.com/support
本产品电磁辐射比吸收率 （SAR）最大值为 xx W/kg，符合国家标准GB XXXX-XXXX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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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M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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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应中国
RoHS 要求而创建。

欧亚关税同盟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Данный продук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требованиям знака EAC.

墨西哥
La operación de este equipo está sujeta a las siguientes dos condiciones: (1) es posible que este equipo o
dispositivo no cause interferencia perjudicial y (2) este equipo o dispositivo debe aceptar cualquier
interferencia, incluyendo la que pueda causar su operación no dese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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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
臺灣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
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
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型號 ABCD: SAR標準值2.0 W/kg；送測產品實測值為：xxxW/kg
「本公司於說明書中提供所有必要資訊以指導使用者/安裝者正確的安裝及操作」警語。
並於該中文使用說明書及器材上標示
「本器材須經專業工程人員安裝及設定，始得設置使用，且不得直接販售給一般消費者」警語。
公司資訊
台灣斑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9號13樓

乌克兰
Дане обладнання відповідає вимогам технічного регламенту №1057, № 2008 на обмеження щодо
використання деяких небезпечних речовин в електричних та електронних пристроях.

泰国
เครื่องโทรคมนาคมและอุปกรณนี้ มีความสอดคลองตามขอกําหนดของ กท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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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WEEE 符合声明
EEE Yönetmeliğine Uygundur

废弃电子电气设备指令 (WEEE)
Българск

19

ZEBRA 和标志性的 Zebra 斑马头像是 Zebra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在全球许多司法管辖区内注册的商标。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2019 Zebra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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