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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技术带来卓越的性能

出色的工作距离
两支 100 万像素成像仪具有出色的工作距离，可在 3 英寸/7.6 厘米到 
70 英寸/21.3 米的范围内工作。固定式近距离成像仪和可变焦式远距
离成像仪可消除双成像仪重叠产生的盲点，在整个扫描距离内均能够
实现理想的条码采集效果。

SE4850 OEM 一维/二维扫描引擎

优质镜头
优质镜头确保图像各处均拥有上乘质量，带来快速、可靠的解码效
果。

照明系统
出色的斑马专有光学技术无需两种照明系统，以尽量减少所需的光量。
照明自动调整，扫描器距离条码越近，产生的光越少。效果如何？ 在各
种光照条件下都可以轻松地捕捉到各种条件的条码：无论是昏暗的库
房角落，还是明亮的阳光下，具备较低能耗和较长电池使用周期的设备
主机均能够实现轻松采集。

坚固的工业级构造
您和您的客户可以放心依赖本产品在苛刻条件下的坚固性和可靠
性。SE4850 采用坚固的全金属构造，并具有抵抗 2500 g 冲击力的抗
震能力，是适用于苛刻工业环境的理想选择。

使用具备多样功能于一身的工业扫描引擎，体验出色的扫描距离、多功能性、卓越性能和耐用性等多项特性。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zebra.com/se4850

使用适合于长距离扫描的 Zebra SE4850 打造移动扫描设备，帮助您的客户提升端到端效率和产出。从扫描条码到扫描文档，这款多功能
长距离成像仪均可驾轻就熟。可扫描从近距离到超过 70 英寸/21.3 米范围内的条码，能够为各种工业应用提供灵活的扫描距离，员工扫描
仓库货架上层的条码就像同扫描手头的条码和文件那样简单。出色的技术，打造一次性扫描成功的使用体验。坚固性构造具有出色的耐用
性，是仓库、制造工厂和其他工业环境的理想选择。多种解码选项可轻松与各种设计相集成，无论空间多么紧凑。多重功能，为终端用户带
来直观、快速的扫描体验，实现“随指随扫”的便捷操作。快速扫描功能，员工只要按下扫描触发器即可快速采集条码，无需在每次扫描之
间停顿。SE4850 成像仪专为满足当今工业环境的苛刻需求而打造，能够为您的客户推动生产力。

专为工业环境打造的出色扫描距离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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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

出色的激光瞄准器图形，带来更简单的近距离和远距离扫描体验
专门设计的瞄准图形，免除猜测扫描距离的烦恼。在标准扫描点的左右
两侧拥有横线，即使是在 70 英寸/21.3 米的最大扫描距离下也能够轻松
地看到。该图形也使得近距离扫描大型条码成为可能，仅需将条码的位
置放置在瞄准图形的最外层边缘内部，即可一次性成功采集条码。明亮
的激光瞄准器在各种光线环境下均可轻易看到。

PRZM 智能成像
Zebra 专有的 PRZM 软件解码算法能够几乎一次性成功扫描各种条件
下的条码，包括印刷质量差、刮花、脏污、受损、在收缩包装膜下或低对比
度的条码。

卓越的运动容错能力
实现卓越的扫描速度，员工在扫描各条码之间无需等待，提高各种应用
场景下的产出和生产率。

出色的解码速度
如激光般的一维和二维条码扫描速度，可提高生产率。

全向扫描
为用户带来真正的“随指随扫”便捷性，无需浪费时间将扫描器同条码
对齐。

轻松集成

选择您的解码选项
选择适合您产品设计的解码器策略，包括硬件策略和软件策略。两种硬
件选项满足不同需求：PL5000A MIPI 微型解码器主板适用于小型产品，
而 PL5000C Ball Grid Array 可焊接在您的电路板上，从而为 Zebra 扫
描功能与您的产品实现更深度的集成，还能够节省空间。Zebra 的软件
专用解码选项无需空间，可适用于各种设计。无需购买并集成硬件，从
而减少成本，加快上市，亦无需为硬件供电，延长设备主机的电池使用
周期。

采集各种一维和二维条码和文件
可为多种工业应用场景提供灵活性，这些场景包括：在生产线中采集条
码，以确保在正确的时间使用了正确的零件，或者在仓库中确保为订单
分拣了正确的物品，亦或是在卸货区扫描提货单，从而简化记录留存流
程。由于您不再需要多种引擎来采集各类数据，您可以使用单一引擎实
现标准化，从而简化产品开发，减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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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参数
尺寸 0.75 英寸 高 x 1.5 英寸 宽 x 0.98 英寸 深

19.0 毫米高 x 38.0 毫米宽 x 25.0 毫米深
重量 1.41 +/- 0.07 盎司/40 +/- 2 克
界面 27 引脚 0.3 毫米间距 ZIF 连接器，MIPI

使用环境
环境光 10,000 英尺烛光 (107,639 lux)
工作温度。 -4°F 至 140°F/-20°C 至 60°C 
存储温度 -40°F 至 158°F/-40°C 至 70°C
湿度 5% 到 95%（无冷凝），不得用于暴露操作）
抗震能力 2000: G ±5%，任意安装表面，-20° C 至

55° C 条件下，时长 0.85 ±0.1 毫秒
2500: G ±5%，任意安装表面，在 23° C 条件
下，时长 0.70 ±0.10 毫秒

电源 工作输入电压
引擎：VCC_ENGINE = 3.3 +/- 0.3V; VCC_SEN-
SOR = 3.3 +/- 0.3V
VCC_HOST：1.8 至 3.6V
VCC_ILLUM：2.9 至 5.5V
3.3V 条件下的总电流消耗 = 200mA 到 
600mA（典型值）之间，取决于条码距离
（600mA 到 1,000mA 峰值）
在低功耗模式（空闲/休眠 1/休眠 2/待机）
条件下的电流消耗 = 80mA / 3.3mA / 1.3mA 
/ 0.38mA

性能参数
传感器分辨率 1280 水平 X 800 垂直像素
视域 远：水平：12°，垂直：7.6°

近：水平：32°，垂直：20°
左右摆动公差 ±60°
前后摆动公差 ±60°
旋转公差 360°

引擎前端的焦距：
远：焦距在 15 英寸 – 350 英寸/381 毫米 – 
8,890 毫米之间
近：11 英寸/279.4 厘米

瞄准元件 655 纳米激光
照明元件 超红 660 纳米 LED 灯
最小值 最小打印对
比度 

25%

法规
Laser/LED 分类 激光：IEC60825:2014 2 类

LED：IEC62471 豁免风险组
环境 RoHS 合规

解码范围（典型工作范围）
码制/分辨率 近 — 远
10 密耳 Code 39 3.0 英寸/7.6 厘米* — 85.0 英寸/215.9 厘米
13 100% UPC 3.5 英寸/8.9 厘米 — 100 英寸/254 厘米
15 密耳 Code 128 5.0 英寸/12.7 厘米* — 115 英寸/292.1 厘米
20 密耳 Code 39 3.0 英寸/7.62 厘米* — 180.0 英寸/457.2 厘米
40 密耳 Code 39 6.0 英寸/15.2 厘米* — 340.0 英寸/863.6 厘

米**
55 密耳 Code 39 7.0 英寸/17.8 厘米* — 430.0 英寸/1092.2 厘

米**
100 密耳 Code 39（
纸质）

15.0 英寸/38.1 厘米* — 840.0 英寸/2133.6 
厘米**

100 密耳 Code 128
（反射式）

20.0 英寸/50.8 厘米* — 840.0 英寸/2133.6 
厘米**

DataMatrix 10 5.0 英寸/12.7 厘米 — 45.0 英寸/114.3 厘米
DataMatrix 55 5.0 英寸/12.7 厘米 — 250.0 英寸/635.0 厘米

规格
15 密耳 Code 128
（4 英寸宽）

8.0 英寸/20.3 厘米* — 110.0 英寸/279.4 厘米

 * 取决于条码的宽度（较短的条码甚至能够
在更近的距离内读取，而较宽的条码需要远
一些）。
** 在较暗的周围亮度条件下，距离缩短。

保修
按照 Zebra 硬件保修声明的条款，SE4850 可获得自发货之日起十五 
(15) 个月的工艺和材料质量保证。如需了解 Zebra 硬件产品质量保证
书的完整内容，请访问：
www.zebra.com/warra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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