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C3200 移动数据终端
产品规格表

3 代产品。2 个高级操作系统选项。1 套业界出色的解决方案
每一天，工作人员都可以使用 MC3000 系列三种型号之一（均符合人体
工程学设计），执行从语音指示分拣到密集扫描作业等任务，全天舒适
地完成各种工作。MC3000 系列在过去 10 余年来一直是我们颇受欢迎
的移动数据终端之一，因此您将获得一款既耐用且经过测试的移动数
据终端，您可依靠该终端将库存管理效率提升到更高水平。

MC3200 移动数据终端

同时支持 Android Jelly Bean 和 Microsoft Embedded Compact 
7
您可以灵活选择能够满足自身企业和工作人员需求的更佳操作系统。
可切换操作系统使您的投资能够满足未来需要。4

Zebra 的 Mobility Extensions (Mx) 增强了企业级 Android 系统
通过与 Android 集成，Mx 增加了您所需的功能——将 Android 由消费
级操作系统 (OS) 转换为真正的企业级操作系统，包括安全性、设备管
理和企业数据采集功能支持。

支持苛刻应用的能力
双核 1 GHz 处理器、2 GB 或 4 GB 闪存以及高达 32 GB 的额外 SD 存
储卡，具有同时运行多个复杂应用程序的能力。

简单且经济高效的资产跟踪——开箱即用
对于许多小型企业而言，直到现在，一年内多次跟踪资产可能非常耗时
且成本高昂。MC3200 中预安装有 Asset Tracker Lite，这是我们为提
高各种规模资产可视性采取行动的开端。无需掌握技术专业知识：员
工只需进入您的设施，并扫描资产上的条码即可获得准确的库存信息，
了解您拥有哪些资产，以及这些资产所在的位置。Asset Tracker Lite 
快速、简单且经济实惠，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定期（每月、每周或每天）
跟踪资产库存。

借助 MC3200，将您的库存管理效率提升到更高水平。
如需了解详情，请访问 www.zebra.com/mc3200 ，也可访问我们的全球联系目录 www.zebra.com/contact

客户满意度和企业成功与如何高效、准确地管理库存密切相关。您需要随时了解目前的库存量以防止出现代价高昂的库存短缺，同时工作
人员需要快速准确地分拣订单，以确保客户及时收到正确的物品。现在，这款具有成本效益、轻便且坚固耐用的移动数据终端具备更多选
择，可以提供工作人员所需的工具，从而快速完成从卖场到装货站等与库存相关的任务。

同类中更出色的 MC3000 系列新一代产品重新定义了库存管理的工作效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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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条码扫描性能
无论是选择一维激光扫描器还是二维成像仪引擎，您的员工均可使用我
们先进的扫描技术，轻按手指，即可成功采集条码，无论商品是在手中还
是在仓库的高层货架上，也无论条码是否划损、脏污或印制质量差，都不
会有影响。一维激光：我们的一维激光扫描器采用的 Zebra 专属自适应
扫描技术能提供同类产品中较大的扫描范围，从近距离到 15 ft./4.5 m 
远的各种一维条码都可以轻松扫描。二维成像仪：利用 Zebra 专属技术 
PRZM 与二维成像仪的超宽视场，工作人员可以采集各种条码。

通过 802.11n 获得快速的无线连接能力
提供桌面式的应用性能，可改善工作效率与工作满意度。

坚固耐用，适用于库房地面、储藏室、仓库或装卸码头
通过密封、跌落与翻滚测试，耐用的音频插孔能确保保持稳定性能，不惧
日常跌落到混凝土地面、严寒、酷热、溅水等影响。

三种轻便型号让您可以全天舒适地执行密集扫描作业
借助三种不同的键盘，以及砖式、枪式或旋转转台式型号的混搭，简化不
同类型工作人员的数据采集工作。

针对任一 MC3000 系列型号进行经济高效的升级
附件的兼容性可实现升级到更新的移动技术，同时可保护现有技术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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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参数
尺寸 直扫式： 

7.49 in. 长 x 3.22 in. 宽 x 1.78 in. 高 190.4 
mm 长 x 81.9 mm 宽 x 45.2 mm 高，手柄部
分：2.40 in. 宽 x 1.35 in. 高
60.9 mm 宽 x 34.2 mm 高
旋转转台式： 
8.37 in. 长 x 3.22 in. 宽 x 1.57 in. 高 212.6 
mm 长 x 81.9 mm 宽 x 40.0 mm 高，手柄部
分：2.40 in. 宽 x 1.35 in. 高
60.9 mm 宽 x 34.2 mm 高
枪柄： 
7.59 in. 长 x 3.18 in. 宽 x 6.5 in. 高 192.7 mm 
长 x 80.8 mm 宽 x 166 mm 高

重量（含手提带、触
笔和电池）

直扫式： 
12.88 oz./365 g
旋转转台式： 
13.13 oz./372 g（含标准电池）
枪柄： 
18.0 oz./509 g（含扩展电池）

显示屏 3.0 in. 彩色 (TFT) (320 x 320) 显示屏
触摸屏 电阻触摸式化学钢化玻璃
背光 LED 背光
键盘选项 28 键数字键，38 键移位字母，48 键字母数

字键
扩展插槽 用户可访问的 Micro SD 插槽；（支持高达 32 

GB 的 microSDHC）
通知 LED，音频
音频 扬声器、麦克风和耳机连接器（2.5 mm 耳

机插孔）
性能参数
CPU 双核 800 MHz OMAP4 处理器（标准）或双核 

1 GHz OMAP4 处理器（高级）
操作系统 可选择 Windows Embedded Compact 7.0（

标准或高级）或 Android 4.1（高级）
内存 512 MB RAM/2 GB 闪存（标准）；1GB RAM/

4GB 闪存（高级）
电源 PowerPrecision 锂离子电池

两种选择：大容量 4800 mAh 或标准容量 
2740 mAh（在枪式外形中不提供）

用户环境
工作温度 -4° F 到 122° F/-20° C 到 50° C
存储温度 -40° F 到 158° F/-40° C 到 70° C
电池充电温度 32° F 到 104° F/0° C 到 40° C
湿度 10% 到 95%，无冷凝
密封等级 IP54，符合 IEC 规格
跌落规格 在工作温度范围内，可承受多次从 4 ft./1.2 m 

高处跌落到混凝土地面的冲击；在环境温度 
73° F/23° C 下，可承受多次从 5 ft./1.5 m 高处
跌落到混凝土地面的冲击；达到超出 MIL-STD 
810G 标准

翻滚规格 在室温条件下，可承受从 1.64 ft./0.5 m 高处
滚落 500 次（1,000 次跌落）的冲击，符合 IEC 
68-2-32 规格

规格
静电释放 (ESD) EN61000-4-2；±20KV 空气放电，±10KV 直

接放电，±10KV 间接放电
数据采集
扫描 一维激光 (1)：SE965 标准范围，带自适应扫描

（各种型号）
一维/二维成像仪：SE4750-SR、4750-MR（仅
限直扫式成像仪和枪式型号）

交互传感器技术 (IST)
运动传感器 CE7.0/Premium 型号：3 轴加速计，支持动态

屏幕定向、电源管理以及自由落体检测的相关
运动传感应用；
Android：3 轴加速计，可检测屏幕旋转

应用
内含应用 Asset Tracker Lite

无线 LAN 原因和数据通讯
射频 IEEE® 802.11a/b/g/n
安全性 安全模式： 

传统 (3)，WPA 和 WPA2（个人或企业）
；802.1X
加密： 
WEP40/WAP104、TKIP 和 AES
身份验证： 
TLS；TTLS（CHAP(3)、MSCHAP、MSCHAPv2
、PAP 或 MD5(3)）；PEAP (TLS(3)、MSCHA-
Pv2、GTC）；LEAP；FAST（TLS(3)、MSCHA-
Pv2、GTC）
其他： 
已获得 Wi-Fi CCXv4 认证；支持 IPv6；已获得 
FIPS 140-2 认证 (Android)，Q4-2014 (WinCE)

天线 内部天线（含多样天线）
数据传输速率 802.11a/g：上限 54 Mbps；802.11b：下限 11 

Mbps；802.11n：上限 65 Mbps（72 Mbps，
含 SGI）

工作信道 信道 36-165 (5180 - 5825 MHz)，信道 1-13 
(2412-2472 MHz)；实际工作信道/频率视规章
制度和认证机构而定

无线 PAN 数据和语音通信
蓝牙 II 级、2.1 版，含增强型数据速率 (EDR)；集

成天线
语音和音频
PTT（含客户端）；高品质免提电话；无线（蓝牙）与有线耳机支持；P-
TT 将支持耳机和免提电话模式。

网络通讯
I/O USB 1.1 全速主机/客户端或 RS232

保修
按照 Zebra 硬件保修声明的条款，对于工艺或材料方面的瑕
疵，MC3200 可获得自发货之日起为期 1 (一) 年的保修服务。如要查看
完整的质量保证书，请访问以下网址：
www.zebra.com/warranty

建议选择的服务
Zebra OneCare Select；Zebra OneCare Essential

脚注
[1] 可在室内正常人造照明条件下和室外自然光照（直射阳光）条件
下使用。荧光灯、白炽灯、汞蒸汽灯、钠蒸汽灯、LED2、450 英尺烛光 
(4,844 Lux) 日光：10,000 英尺烛光 (107,640 Lux)
[2] 交流波纹较严重的 LED 照明会影响扫描性能
[3] 仅适用于 WinCE OS 版
[4] 只有 Premium CE 和 Android 配置支持操作系统切换。要切换操
作系统，须将设备送到维修站

政府（联邦、州与当地
机构）
• 仓库管理
• 资产管理与跟踪
• 语音指示应用

程序
• 检测/维护

制造业
• 库存管理
• 供应线补货
• 安全测试
• 部件跟踪

仓储/配送
• 仓库管理
• 分拣和入库
• 退货处理
• 语音指示应用

程序
• EDI 事务
• 场地管理

零售业
• 后仓/仓库管理
• 价格核查/更新
• 库房收货
• 分拣和入库
• 库存管理
• 店内通信
• 语音指示应用

程序

市场和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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