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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表

从一开始就可提高工作效率
在销售点结账时，开箱即用的 LS1203 具备提升经营效率的强大能力。
即插即用设计，免去安装烦恼。直观操作的人体工程学设计，几乎无需
培训便可在数分钟内启动使用。

LS1203 手持式扫描器

无需人工录入信息，减少收银员出错的可能性，确保收款准确无误。因
此，该系列扫描器可让您迅速完成结账，提高顾客满意度并快速获得投
资回报。在后台，LS1203 可对基于纸质文件的工作流程（如库存管理）
实施自动化，从而准确转译信息并减少日常管理任务的用时，让您能够
将更多时间用于服务顾客。

耐用型结构与未来适用性的理想结合
LS1203 采用单板结构和耐用型扫描元件，不仅可使日常使用轻松无
忧，还能经受不可避免的跌落冲击。LS1203 的日常使用可靠性值得您
信赖，可确保充分降低维护成本并增加正常运行时间。集成的多种接口
提供您所需的投资保护，让您今日购买的扫描器能够适用未来的 POS 
系统。

值得信赖的可靠品质
如果选择 LS1203，您将从 Zebra 获得购买产品后可享受的高水平服务
保障，我们是手持条码扫描器领域的出色供应商，已在世界各地销售数
百万台设备，用户包括许多大型零售商。即使相当坚固耐用的产品也需
要维护计划和支持策略，Zebra 因此设计出了一整套服务来帮助保护
您的投资并确保设备高性能运行。

利用 LS1203 从一开始便提高工作效率
如需了解详情，请访问 www.zebra.com/ls1203 或者访问我们的全球联系人通讯录 www.zebra.com/contact

Zebra LS1203 手持式扫描器，以实惠的价格提供高品质激光扫描性能、用户友好型人体工程学设计及可靠的耐用性。LS1203 具备满足小
型企业使用所需的各种性能和特性，可显著降低日常工作中的数据录入错误并提高工作效率，应用领域包括礼品店、精品店、体育用品店、
珠宝店、音像店、花店及其他小型地方零售商。这款物超所值、经济高效的扫描器使用时简单舒适，性能稳定可靠，而且提供投资保护，这
些优势也让 Zebra 成为了手持式条码扫描器领域的出色供应商。

日常使用，物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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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坚固耐用的设计：单板结构；已通过 Zebra 非常严格的 5 ft. 跌落测试
专为日常全天候连续使用而设计；显著减少停机时间和维修成本

多种接口：一台扫描器集成了 RS232、USB 和 KBW（键盘接口）
简化安装和集成程序；具备未来适用性的解决方案，确保兼容您现在和
未来的主机/POS 机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混合式设计，外形时尚、轻型、均衡
充分提升全天使用的舒适度；减轻使用者的疲劳感

直观扫描操作；即插即用设计
几乎无需初始设置和培训，提供更快的投资回报

高品质一维激光扫描器 — 触发式或 Auto-Scan™（连续模式）扫描的
理想选择
实现准确的一次性成功扫描；操作期间无需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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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参数
尺寸 2.4 in. 长 x 7.1 in. 宽 x 2.4 in. 高 6.2 cm 长 x 18 

cm 宽 x 6 cm 高
重量（不包含通讯
座）

约 4.3 oz. (122 g)

电压和电流 5 +/-10%VDC @ 100 mA（待机：<35 mA）
电源 主机电源或外用电源
颜色 白色或浅黑色的收银台

用户环境
工作温度 32° 到 122° F/0° 到 50° C
存储温度 -40° 到 158° F/-40° 到 70° C
湿度 5% 到 95% 相对湿度，无冷凝
跌落规格 可承受多次从 5 ft./1.524m 高度跌落到混凝

土地面的冲击
环境光抗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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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4：450 英尺烛
光 (4,844 Lux) 日光：8,000 英尺烛光 (86,111 
Lux)

蜂鸣器音量 用户可选择三个等级的音量
蜂鸣器音调 用户可选择三种音调
静电释放 (ESD) 符合 15 kV 空气放电和 8 kV 接触放电标准

保修
如果客户未做任何改动，并在适宜条件下正常使用产品，LS1203 可
自发货之日起享受为期 3 年（36 个月）的工艺缺陷和材料缺陷保修服
务。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查阅完整的质量保证书。

景深
纸质标签  
Code 39 - 5 mil 英制：0.25" - 5.00"

公制：0.50 -12.50cm
Code 39 - 7.5 mil 英制：0 - 7.75"

公制：0 - 19.68cm
Code 39 - 10 mil 英制：0 - 8.50"

公制：0 - 21.50cm
100% UPC：13 mil 英制：0 - 8.50"

公制：0 - 21.50cm
200% UPC：26 mil 英制：0 - 10.25"

公制：0 - 26cm
性能参数
扫描器类型 双向
光源（激光） 650nm 激光二极管
扫描速率 每秒扫描 100 次
标准工作距离 查看下表。
打印对比度下限 反射比下限 30% 
旋转（倾斜）：1 正常角度 ± 30°
倾斜：2 ± 65°
左右摆动（偏移）：3 ± 60°
解码能力 UPC/EAN、UPC/EAN 带补充码、UPC/ EAN 

128、Code 39、Code 39 Full ASCII、Code 
39 TriOptic、Code 128、Code 128 Full AS-
CII、Codabar、Interleaved 2 of 5、Discrete 
2 of 5、Code 93、MSI、Code 11、IATA、GS1 
DataBar（先前称作“RSS”）变体、Chinese 
2 of 5

支持的接口 USB、RS-232、键盘接口
法规
电气安全 UL1950、CSA C22.2 No. 950、EN60950/

IEC950
激光安全 IEC Class 1

规格
EMI/RFI FCC Part 15 Class B、ICES-003 Class 

B、European Union EMC Directive、Austra-
lian SMA、Taiwan EMC、Japan VCCI/MITI/
Dentori

脚注
1. 旋转（倾斜）：通过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手腕来控制
2. 倾斜：通过放低或抬起手腕来控制
3. 左右摆动（偏移）：通过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转动手腕进行控制
4. 交流波纹较严重的 LED 照明会影响扫描性能

行业
• 零售业

市场和应用领域



LS1203 手持式扫描器
产品规格表

部件号：SS-LS1203 04/2015 HTML

保留所有权利。Zebra 和其标志性的 Zebra 斑马头像是 ZTC 的注册商标，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地区注册。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2021 ZTC 和/或其关联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