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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迈斯肯，我们利用专业优势，通过创新性的跟踪、追

踪、控制及分析驱动型解决方案，帮助制造企业和实验室实

现无差错操作。

数据采集与控制解决方案 

我们的条形码、机器视觉与验证产品可帮助提升制造效率

和质量控制，帮助我们的客户降低成本、监控质量并加快

生产流程。 

从个人电子设备到临床仪器再到产品包装，迈思肯的解决

方案帮助实现多种关键性生产层面应用，如质量控制、在

制品监测、引导货品的传送、零部件追溯、归类以及批次

跟踪。  

技术领先

迈思肯在技术创新方面拥有骄人记录。我们在20世纪80

年代早期就发明了第一台激光二极管条形码扫描器，随后

在1994年发明了DataMatrix二维码，在自动识别（Auto 

ID）行业掀起一场革命。我们凭借先进的视觉和光源产

品在机器视觉行业开创先河。我们是条形码验证领域的专

家。 

 

如今，迈思肯在机器视觉、自动识别及验证领域不断开发

新产品，仍然是公认的技术领先企业。

    

关注质量 

迈思肯在1996年就已获得ISO 9001认证，先锋品质获得全

美认可。我们对质量方面的骄人历史深感自豪。 

全球实力 

迈思肯产品的强大代理和支持网络涵盖了300多家顶级自动

化集成商和增值代理商。作为备受全球各家公司推崇的优

选供应商，我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支持，包括在线技术支

持、现场服务和多语言文档。 

经过认证的GS1解决方案合作伙伴 

作为美国GS1解决方案合作伙伴计划成员之

一，迈思肯拥有专业经验和知识，可为制

造商提供条形码验证应用以及GS1标准合规

方面的解决方案及指导。

www.microsc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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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一维条形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投入商业使

用，是自动识别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类符号体系。如今，

越来越多的生产商开始使用Data Matrix等二维码。二维码扫

描提供更高的布放灵活性，数据容量亦更大。 

机器可读符号一般可分为线性条形码、堆栈码、二维码和光

学字符识别（OCR）字体。以下是各类符号示例（符号未按比

例显示）。

迈思肯可针对所有符号体系和OCR提供快速、可靠的读取解决

方 案。我们的产品可读取以任何方式印刷或标记的线性条形

码或二维码，并可根据行业标准进行验证。

一维和二维码标准

 ISO/IEC 15416 

  一维码印刷质量标准

 ISO/IEC 15415 

  二维码印刷质量标准

 汽车行业行动组：AIAG B-4 

  零件识别和跟踪

 美国国防部：IUID MIL-STD-130 

  永久和唯一物品识别

 电子行业协会：EIA 706 

  元件标记

 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AUTO2-A2 

  用于样品容器识别的条形码

 ISO/IEC 16022

  国际符号体系规范

 ISO/IEC 15434

  符号数据格式句法体系

 航天工程师协会：AS9132 

   部件标记用数据矩阵质量要求

 AIM DPM / ISO 29158 

  直接零件标记码质量指导方针

线性条形码 堆栈码

PDF417

GS1 DataBar（堆栈码）

GS1 DataBar（合成）

Micro PDF417

Code 128

Code 39

UPCI2 of 5

Code 93Pharmacode

2D 符号体系 

Data Matrix QR Code Aztec Code DotCode

OCR 字体

OCR-A OCR-B MICR E-13B

Alphanumeric 
(+4 currency char.)

Numeric 
(+4 special char.)

Alphanumeric 
(+4 currency char.)

SEMI M12

Alphanumeric 
(+4 currency char.)

塑料基材喷墨 金属基材点刻 金属基材激光蚀 ABS塑料基材喷墨金属薄片热印刷

直接零件标记

直接零件标记 （DPM）通常是指在金属、塑料、橡胶或玻璃等基材上通过点刻或激光/化学蚀刻等方式永久标记的二维码。迈思肯可提供种类多样的

系列读码器和检测仪产品，配有专门针对高难度直接零件标记而设计的光源和解码算法。

一维/二维码及直接零件标记码

注意：本页所示符号体系并未按比例显示，亦不用于测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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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条形码和文字的清晰度和准确性愈发重要。品质不

一致可能会导致流程的低效和停工；条形码无法扫描则需

要重贴标签、重新扫描，甚至需要操作人员手动输入关键

信息。品质不一致还可能导致高昂的供应商违规罚款和其

他惩罚，也有损于人们对贴标产品品质的看法。

条形码的可读性取决于条形码扫描器对符号中所存数据的

解码能力。在诊断读取问题时，了解解码失败的主要原因

可以为操作人员节省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明确了条形码

无法辨认的原因之后，只需采取简单的预防措施即可解决

问题。

迈思肯的条形码检测仪是嵌入式离线或在线解决方案，包含

摄像头、软件和精密光源，专为验证一维码/二维码以及直

接零件标记是否符合ISO/IEC标准而设计。在线检测系统包

含OCR、OCV和缺陷检测，可对照标签参考图像和预期的标签

内容提供100%的标签检测。

条形码验证系统的优势 

  符合符号质量行业标准 

 和指令

  实现制造流程的效率最大化

  验证您打印机或代码标记设备 

  的输出时即可实时控制品质 

  将因标签不合格而退货的情况降至最低

  提高客户满意度 

  制作提供信息的验证报告

 

 

条形码验证与标签检验

验证的重要性

自动数据采集对公司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扫描失败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如不进行验证，不合格的条形码只能在无法读

取时才被识别出来。到不合格的条形码被识别出来时，数以千计的不合格条形码可能已经全部印制完成了。经过验证，则

可防止不合格的条形码应用到产品中，消除了未来扫描失败的可能。

未经验证 经验证

随时间变化的条形码质量: 
使用扫描器进行质量检查

已标记/贴标的零件数

A

B

C

D

F  

0    5K    10K          15K              20K

未读取 

随时间变化的条形码质量: 
使用验证解决方案进行质量检查

已标记/贴标的零件数

A

B

C

D

F  

0    5K    10K          15K              20K

未读取 

www.microscan.com



5

在生产中实施100%的质量控制可降低成本，并确保获得较

高的客户满意度。机器视觉功能众多，应用广泛， 

凭借复杂的图像抓取和分析功能正逐渐成为自动检测和解

决其他现代工业流程的标准规范。人工检验员在装配线上

用肉眼检查零件以判断工艺质量，而机器视觉系统是采用

各种先进的软硬件产品完成类似工作，速度极快且精准度

更高。  

迈思肯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机器视觉技术专利组合，包括硬件

设计、软件算法以及机器视觉光源。我们的Visionscape®

品牌机器视觉软件和硬件是业内先锋产品，与AutoVISION® 

软件配套使用有利于提高全球制造商的自动化技术识别、

检测、测量和指导能力。 

机器视觉功能

  识别

   –  读取所有标准一维码和二维码

   –  光学字符识别（OCR）和验证（OCV） 

  检测

   –  颜色或缺陷检测

   –  零部件存在/缺失检测

   –  目标定位及引导

  测量和评测

   –  尺寸和填充量测量

   –  预配置测量，如交叉线 或点对点距离

  引导

   –  输出坐标以引导机器或工具的精准定位

色彩检测和OCR读取

基于网格的检测和不合格标
记检测

零件定位与测量

形状检测

基于Intellifind®的形状
计数

OCR读取

光学字符验证(OCV)

一维/二维和直接零件标
记符号读取

机器视觉检测与引导

www.microsc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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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对机器视觉应用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应是系统设置时

首要考虑的问题。完善的照明方案将会带来更佳的系统性

能，且能在长期使用中节省时间、精力和费用。 

机器视觉光源应使特征对比最大化，同时将其他部分对比

降至最小，使相机得以清晰“看见”零件或标记。高对比

度特征可简化集成并提高可靠性； 对比度差、照明不均

匀的图片会对系统提出更多要求并增加处理时间。理想的

照明配置取决于待检查零件的大小、表面特征和零件几何

特性以及系统需求。由于具有各种波长（颜色）、视场（

大小）和几何（形状）选项，可根据具体的应用要求定制

机器视觉光源。

迈思肯的创新性光源产品线NERLITE®是机器视觉照明领

域最早创建的品牌，确保机器视觉和自动识别系统在世界

各地数以千计的应用中发挥可靠性能。 

选择光源时需要考虑的五个要素 

 � 表面情况平整、略有不平还是非常不平？

 � 表面亚光还是光亮？

 � 物体弯曲还是平整？

 � 条码或标记是什么颜色？

 � 所检查的目标是动态还是静止？

适用任何用途的最佳光源

适当光源示例

箔袋上的印制文字

之前 之后

瓶盖上的印制文字

之前 之后

零件与部件检测

之前 之后

光亮标签上的文字与符号

之前 之后

www.microsc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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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与标签解决方案

餐饮 制药业制造业 标签 快速消费品（FMCG）

在确保内外包装以及最终包装质量的同时

又要力争生产流程最大化，包装行业一直

以来压力重重。迈思肯条形码和机器视觉

产品广泛用于自动化包装应用，以监测、

追溯和跟踪关键数据，从而确保可靠质

量，同时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力。

是否有盖和填充量

瑕疵和颜色检测

文字（OCR 和 OCV）

瑕疵检测

标签存在及位置

ISO/IEC 印刷质量

GS1、HIBCC合规

数据准确性

产品识别

WIP跟踪

产品可追溯性

产品序列化

日期/批次跟踪

机器视觉
检测包装完整性 
与标签质量

条形码验证
验证条形码质量 
与合规

条形码读取
读取任何线性代码或二
维码符号

服务行业

www.microscan.com



8

电子制造业解决方案

消费电子产品 汽车电子产品 半导体 机器制造商

电子产品领域的行业翘楚依靠精益生

产和有效使用资源来生产出最高品质

的产品。有效的工况数据采集是一项

竞争性优势。迈思肯的条形码与机器

视觉解决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产品检测

与可追溯性，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为电

子产品制造提供支持。

标签存在及位置

文字（OCR 和 OCV）

不合格识别 

零部件存在/缺失

尺寸测试 ISO/IEC 印刷质量

DPM标记质量

数据准确性

数据序列

零部件可追溯性

WIP跟踪

召回管理

时间/日期戳记

机器视觉
检测部件与装配

条形码验证
验证条形码质量 
与合规

条形码读取
读取任何一维码/二维码 
符号或DPM

服务行业

www.microsc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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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与医疗解决方案

实验室自动化 临床化学 试剂与设备跟踪 医疗器械

生命科学和医疗行业的制造商不仅要求

100%的数据完整性，还要求零部件极其可

靠，小至能够装入各种仪器中。从读取标

本管上的标签或直接标记外科器械到微量

滴定板的自动有/无检测，制造商都依赖于

最高水准的性能、灵活性以及最简便快捷

的集成。

盖子颜色与存在

文字（OCR 和 OCV）

样品位置

填充量

标签质量 

测量引导

符号质量与易读性 

GS1, HIBCC 合规

数据内容与格式

比较数据以匹配串

样本或试管载体ID 

试剂ID

匹配测试样品

样品路由

样品跟踪

机器视觉
检测与使能 
引导

条形码验证
验证条形码质量 
与合规

条形码读取
读取任何线性代码或二
维码符号

服务行业

www.microsc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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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

生产自动化、批次跟踪和零部件可追溯

性均是当今业务繁忙的工厂与组装厂的

常见要求。众多供应商选择迈思肯产品

进行可靠的产品检测与数据采集，以满

足制造商对工厂数据跟踪、出厂产品可

追溯性和部件质量的要求。

服务行业

汽车装配 传动系制造 航空与国防 白色家电

尺寸检测

文字（OCR 和 OCV）

部件存在及位置 

标签存在及位置

瑕疵检测

符号质量与易读性 

直接零件标记码质量

数据序列

数据准确性

部件可追溯性

WIP跟踪

召回管理

Bill-Sheet读取

机器视觉
检测部件与 
装配

条形码验证
验证条形码质量 
与合规

条形码读取
读取任何一维码/二维码 
符号或DPM

www.microsc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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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于OEM应用的内置式小型读码器到用于工业环境的耐用读码器，迈思肯提供多种读取线性条码和堆栈码的优质产

品，具备高速读取、宽视场、符号重组和高级解码算法等功能。

MS-1 
用于一维码和堆栈代码的
最小CCD扫描引擎。 
 

MS-2  
紧凑型CCD图片传感器，提
供多种配置，适用于多种
用途。 
 

MS-3 
紧凑型光栅激光扫描器，
提供高性能解码和近距离
宽角扫描。  

QX-830  
紧凑型激光扫描器，配有
QX平台、符号重组和可选
嵌入式以太网协议。   

 

QX-870  
可编程光栅激光扫描器，
配有QX平台、符号重组和
可选嵌入式以太网协议。   
 

MS-890  
重型激光扫描器，读取范 
围广泛，可自动对焦并带
有大范围扫描光栅。  

读取范围  扫描/秒 功能 传感器    IP防护等级  连接

激光条形码扫描器

1.0–13.0英寸
25–330毫米

高达530 5 V CCD, 32位 不适用
USB,

RS-232 TTL

0.8–12.8英寸
20–325毫米

高达530 5 V CCD, 32位 IP54
USB, 

RS-232 TTL

2–10英寸
51–254毫米

高达1000 5 V CCD, 32位 IP54

RS-232, 
RS-422/485 

(高达15.2k)， 
键盘插槽，USB

1–30英寸
25–762毫米

300–1400 10–28 V
嵌入式激光二

极管
IP64

RS-232, 
RS-422/485, 
可选 嵌入式 

以太网TCP/IP或
EtherNet/IP™

1–30英寸
25–762毫米

300–1400 10–28 V
嵌入式激光二

极管
IP65

RS-232, 
RS-422/485, 
可选 嵌入式 

以太网TCP/IP或
EtherNet/IP

10–120英寸
254–3048毫米

400–1000 10–28 V
半导体
可见光 

激光二极管
IP65

RS-232, 
RS-422/485, 
可选以太网 

(通过 IB-890  
接线盒)

其他特性 

 � QX平台可提供最佳的连接性、网络和解码功能

 � 功能强大的X-Mode解码包含符号重组和DPM读取

 � 通过ESP软件，只需一个程序即可设置任何型号的迈思肯条形码扫描器   

条形码验证
验证条形码质量 
与合规

访问www.microscan.com查看全部产品系列与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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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二维读码器采用行业领先的最新技术，基于迈思肯图像处理与解码算法开发技术读取二维符号和线性条形码。采

用节省空间的模块化硬件设计，我们的MicroHAWK®读码器性能无与伦比，能够可靠地读取最具挑战性的代码和直接零件

标记码 (DPM)。

MS-2D 引擎 
小型完全解码扫描引擎， 
可读取一维和二维码。 

 
MicroHAWK引擎 
适应性极强的引擎， 
配置有超高速处理器、优异
的光学元件与强大算法以及
不受限制的可配置性。 

 
MicroHAWK ID-20 
软件、光学元件、传感器和
照明装置都封装在整体尺寸
不足2英寸（51毫米）的USB
设备中。 

 
MicroHAWK ID-30 
微型IP54级影像式读码器，
采用角落出线的RS-232串行
电缆，具有液体透镜和自动
对焦功能。 

 
MicroHAWK ID-40 
采用IP65级弹性封装的耐用
工业影像式读码器，具有以
太网、PROFINET以及液体透
镜自动对焦等功能。 

 
QX Hawk  
完美集成的液体透镜影像式
读码器，带有嵌入式以太
网、IP65/67级别封装和全新
可选C口镜头。  

读取范围 对焦      传感器     颜色    功能   IP防护等级     连接

集成液体透镜技术

嵌入到ID-30、ID-40和QX Hawk中，该系统利用静电压力创建液体透镜曲

率，优化成像系统，为自动对焦应用提供无限远的读取范围。

二维条形码阅读器

1.5–15.5
英寸

38–394毫米
固定焦距 CMOS DVGA 5 V 不适用

RS-232, 
USB 2.0

2–12英寸
50–300毫米

固定焦距

全局 
WVGA或
SXGA,

旋转QSXGA

 5 V 不适用
USB 2.0 高速, 
Ethernet over 

USB/HID

2–12英寸
50–300毫米

固定焦距

全局 
WVGA或
SXGA, 

旋转QSXGA

 5 V IP40
USB 2.0 高速, 
Ethernet over 

USB/HID

2–12英寸
50–300毫米

固定焦距,
自动对焦

全局  
WVGA 或 
SXGA, 

旋转QSXGA

 5 V IP54

RS-232,  
USB 2.0 高速, 
Ethernet over 

USB/HID

2–12英寸
50–300毫米

固定焦距,
自动对焦

全局  
WVGA 或 
SXGA, 

旋转QSXGA

 5–30 V IP65

RS-232, 
以太网TCP/IP, 
EtherNet/IP, 

PROFINET I/O®, 
以太网供电 
（PoE）

随 
配置不同而

不同

固定焦距,
自动对焦

CMOS 
WVGA,CCD 
SXGA
 5–30 V IP65/67

RS-232, 
RS-422/485, 
以太网TCP/IP, 
EtherNet/IP

其他特性 

 � 内含开箱机用的先进X-Mode解码技术

 � WebLink接口为MicroHAWK读码器提供简
单、直观的配置，无需软件

 � 有数千种定制软件配置

访问www.microscan.com查看全部产品系列与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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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思肯手持式条形码读码器采用了最先进的一维码和二维码读取技术。从简单的库存控制用数据跟踪到难度最大的直

接零件标记码读取，我们为各种跟踪、追溯或控制应用提供手持式解决方案。这些紧凑型设计不仅采用耐用防震的封

装，且已消毒，随时可用。 

  1D/2D条码     DPM        无线     图像锁定       焦点           视场

HS-21 条形码读码器 
经济型读码器，用于读取宽视
场或高密度场的一维码和高对
比度二维码。   

HS-41X DPM读码器 
读取高密度线性条形码和二维
码，以及单一的直接零件标记
条码。 

HS-51X 无线DPM读码器  
读取线性条形码和二维码以及
直接零件标记条码的无线读码
器。 

 

Mobile Hawk DPM读码器  
同类最佳读码器，只需轻松触
动按钮即能可靠地读取最具挑
战性的低对比度直接零件标记
码。 

条形码软件与连接

手持式条形码读码器

 4英寸  
（100米）

水平30°垂直20°  
（高密度场） 

水平50°垂直33.5°  
（宽视场）

   4英寸  
（100米）

水平30°垂直20°  
（高密度场） 

水平50°垂直33.5°  
（宽视场）

    4英寸  
（100米）

水平30°垂直20°  
（高密度场） 

水平50°垂直33.5°  
（宽视场）

   最佳  
0.25英寸  
(6.3米)

水平1.59英寸 
(40.39米)  

垂直1.27英寸 
(32.31米) 

WebLink接口 
基于浏览器的接口，用于设
置、测试、控制和监控任何
MicroHAWK条形码读码器。无需
安装任何软件。

ESP®软件 
Easy Setup Program（ESP）能
够快速简便地设置迈思肯的整套
条形码扫描器和影像式读码器。 

MS-Connect 210 
以太网连接解决方案 
和接线盒可简化迈思肯读码器在
各种工业应用中的连接。 

QX-1 
补充和简化了
QX平台产品的安装。具有M12  
连接器和IP65级密封。

访问www.microscan.com查看全部产品系列与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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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思肯的LVS®条形码验证器是完全集成的线下解决方案，设计用于验证一维码、二维码和直接零件标记码是否符合应

用标准，如 GS1、HIBC、USPS 以及 ISO/IEC 15415/15416。条码验证套件

1D/2D条码   DPM   GS1 数据    GS1认证  管理许可      视场

LVS-9510 
一体化桌面式验证器，用于线
下ISO/IEC 条形码验证。 

LVS-9570 
一体化便携式验证器，配有全
方位的线扫描相机，用于在8
英寸（203.2毫米）的距离范
围内扫描二维码和一维条形
码。 
 

LVS-9580 
一体化手持式验证器，用于
灵活验证多个印制一维码/二
维码和直接零件标记（DPM）
码。可与平板电脑配合使用，
因此更加便携。 
 

条码验证套件 
按照ISO/IEC标准或用户定制
参数进行线下或线上条形码
分级的模块化解决方案。包
含Vision HAWK智能相机和透
镜，配有NERLITE智能系列光
源、安装支架以及AutoVISION
软件。

条形码验证

    依型号而不同

    5.4 英寸 
(137毫米), 

采用栅栏格式

     3英寸 (76毫米), 
水平, 2.25英寸 
(57毫米), 垂直

  依型号而不同

其他特性 

 � 兼容 GS1 US® 和 21 CFR Part 11  

 � 验证是否符合20多种全球应用标准和30多种符号体系类型

 � 使得医疗器械制造商与标签制造商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UDI（特殊仪器识别）规定

 � 提供全面易用的条形码缺陷分析，为条码纠正提供指导

 � 包含本地报告存档，以及外部数据库接口，以提供灵活的优质报告

访问www.microscan.com查看全部产品系列与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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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迈思肯的LVS®印刷质量检测系统实时确保100%标签质量。我们的嵌入式ISO验证解决方案可帮助制造商立即捕捉

到不合格标签，确保整个印刷过程符合印刷质量标准要求。产品系统范围包括从附加硬件到定制集成的解决方案。这

些系统经专门设计，可直接在印刷点安装，既可以安装在印刷机上，也可以集成到热敏印刷机中。

LVS-7000 
通过定制方式集成到轮转印
刷机、纵切复卷机和其他设
备上的模块化印刷和条形码
质量检测系统。 

LVS-7300 
可轻松安装到现有打印系统
和设备上的全套检测系统，
为大多数应用提供印刷和条
形码质量检测。 
 

LVS-7500 
可轻松安装到热敏打印机和
复卷机上的全套印刷与条形
码检测系统。  

LVS-7510 
直接集成到热敏打印机上的
模块化印刷和条形码质量检
测系统。

1D/2D条码   OCR/OCV   瑕疵检测   Delta E         视场 设备安装与集成

印刷质量检测系统

    依型号而不同
印刷机、纵切复
卷机、糊盒机、

输送机

    依型号而不同

印刷机、纵切复
卷机、糊盒机、
成形—灌装一密

封、 
输送机

  
8.5英寸（216毫
米）最大标签宽

度、 
8.66英寸（220毫
米）最大转轮宽度

热敏打印机和复
卷机：  

Printronix®, 
Zebra®, 

cab®, SATO®, 
Honeywell®, 

其他品牌 按需
提供

  
8.5英寸（216毫

米） 
最大标签宽度、 
8.66英寸（220毫
米）最大转轮宽度

热敏打印机和复
卷机：  

Printronix, Zebra

其他特性 

 � 自动检测条形码质量和标签内容，包括OCR和OCV

 � 对比每个标签与主图像以检测任何差异，包括颜色参数

 � 与应用最广泛的热转印标签打印机直接集成，包括Zebra和Printronix

 � 可快速、准确而可靠地指出标签印刷质量问题的直观缺陷分析

 � 用于管理用户许可的多重安全保护

 � 数据集成到标签管理软件中 

读取与验证 颜色控制

访问www.microscan.com查看全部产品系列与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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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种类丰富的机器视觉硬件产品线包括智能相机和基于PC的GigE视觉解决方案，可在从基础到高级工具集的软件平

台上进行升级。无论你是要为狭小空间提供紧凑型产品，还是为快速移动的产品线提供高速成像，或需要详尽检测的

高分辨率产品，迈思肯的机器视觉方案总能满足你的需求。

MicroHAWK 引擎 
解决基础到高级视觉应用
的最小成像引擎。  

 

MicroHAWK MV-20 
软件、光学元件、传感器
和照明装置都封装在整体
尺寸不足2英寸（51毫米）
的IP40级USB智能相机中。 
 

MicroHAWK MV-30 
微型IP54级智能相机，采
用角落出线的RS-232串行
电缆，具有液体透镜和自
动对焦功能。 
 

MicroHAWK MV-40 
采用IP65级弹性封装的耐
用智能相机，具有以太
网、PROFINET以及液体透
镜自动对焦等功能。 
 

Vision HAWK 
具有耐用的即插即用设计
以及液体透镜自动对焦和
嵌入式以太网等功能的工
业智能相机。可选C口镜头
配置。 
 

Visionscape GigE解决
方案 
千兆以太网软件和紧凑型
相机可快速部署任何规模
的机器视觉解决方案。不
含光源。

对焦 传感器 IP防护 功能    连接   连接器   软件

机器视觉相机

固定焦
距，自动
对焦

WVGA, 
SXGA,  
5 MP 色

不适用 5 V
USB 2.0 
高速

Micro-B 
USB, 第二个
USB端口位
于ZIF连接

器上

AutoVISION, 
Visionscape

固定焦
距，自动
对焦

WVGA, 
SXGA,  
5 MP 色

IP40 5 V

USB 2.0  
高速,

Ethernet 
over USB

Micro-B 
USB

AutoVISION, 
Visionscape

固定焦
距，自动
对焦

WVGA, 
SXGA,  
5 MP 色

IP54 5 V

RS-232, 
USB 2.0  
高速,

Ethernet 
over USB

高 
密度 
15引脚 
D-Sub

AutoVISION, 
Visionscape

固定焦
距，自动
对焦

WVGA, 
SXGA,  
5 MP 色

IP65 4.75–30 V

RS-232, 
Ethernet 
TCP/IP,

EtherNet/IP, 
PROFINET 

I/O

M12-12,  
M12-8 插座

AutoVISION, 
Visionscape

自动对
焦， 

C-Mount

WVGA, 
SXGA

(单色和彩
色), 

WUXGA

IP65/67 5–28 V

RS-232, 
Ethernet 
TCP/IP,

EtherNet/IP, 
PROFINET 

I/O

M12-12, 
M12-8 插座

AutoVISION, 
Visionscape, 

验证/ 
OCV升级可用

C-Mount

VGA 至  
8 MP选项 
(单色和彩

色) 
IP54 8–30 V 千兆以太网

RJ45 插座, 
M8-3, M8-4 

Visionscape

其他特性 

 � 全集成智能相机配有光源、镜头、输入/输出、简便连接以及先进的软件工具

 � 全系列硬件部件，从OEM成像引擎到多相机PC/GigE视觉系统

 � 机器视觉任务在相机、软件、工业系统以及PC或移动设备上完全可升级

访问www.microscan.com查看全部产品系列与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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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思肯拥有世界上最全面的机器视觉技术专利组合之一，其软件解决方案能够应对所有级别用户与应用的挑战。 

AutoVISION®采用易于设置和部署视觉应用的直观界面， 包括升级到Visionscape®，以支持更复杂的配置和更高级的

编程功能。 

AutoVISION软件： 

适用于基础和中级视觉应用的最简易软件。AutoVISION安装、设置和使用非常方便，

即使初用者也可顺利完成。直观的用户界面可指导用户连接装置、配置硬件、编辑任

务并监督结果。AutoVISION任务在相机、软件、工业系统以及PC或移动设备上完全可

升级。

Visionscape软件： 

支持我们的整个视觉硬件系列。Visionscape软件向高级视觉用户提供开发和部署复

杂的工业视觉系统所需的各种元素，可根据不同用户定制配置环境以获得最大生产

效率。它也可使用各类经过验证的图像处理工具和强大的图像用户界面（GUI）打开

AutoVISION任务，以启用脚本和其它高级编程功能。 

 � FrontRunner界面 

“工程”图形用户界面（GUI）提供应用评估、开发、训练、更改参数和监控。

 � VsKit.NET 

通过将机器视觉功能嵌入任何.NET程序，即可提供相关模块，使视觉检测成为机器设置界

面的一个组成部分。

 � Microscan Link 

只需简单点击所需参数，就可将Visionscape作业参数连接到工业控制系统或PLC系统。

 � CloudLink 

基于网络的可定制 HMI（人机界面）几乎可以在任何网络浏览器上显示Visionscape 的运

行时数据，以提供实时反馈和可视化。

AutoVISION 软件

 � 完整的工具套件 

包括Microscan X-Mode解码技术和完全可训练的OCR功能。定位、测量、计数、颜色识别

或匹配和有无检测等工具，提供简单易用的检验技术，同时验证工具和OCV可检验条形码

以及如日期和批次标记等印刷文本的质量。

 � Microscan Link 

只需简单点击所需参数，就可将AutoVISION作业参数连接到工业控制系统或PLC系统。

 � CloudLink 

基于网络的可定制HMI（人机界面）几乎可以在任何网络浏览器上显示AutoVISION的运行

时数据，以提供实时反馈和可视化。

 � Visionscape升级 

对于需要更高灵活性或更多配置选择的用途，可通过Visionscape Frontrunner打开 

AutoVISION任务，以提供脚本和其它高级编程功能。

Visionscape软件

机器视觉软件

访问www.microscan.com查看全部产品系列与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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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LITE 智能系列 MAX                                      
可为从小到大的各种区域提供照明，  
可根据需要提供高强度照明。适合室内
或室外用途。

NERLITE 智能系列 DOAL® 
为平整光滑表面提供高亮度漫反射光源
和均匀照明。

NERLITE 智能系列环形光源  
应用广泛，提供高强度照明和各类光学
配件。 

NERLITE 面光源 
一般用途设计，针对需要经济型解决方
案的散射型表面照明。

NERLITE 背光光源 
提供鲜明对比，显现零件形状、隐藏透
明机架并可观察钻孔等开口。 

光源 物体 图像

迈思肯的先进NERLITE® 光源解决方案采用精密光学技术和用户友好型设计。此类精准照明产品保证机器视觉和自动识别

系统在任何图像应用中都可获得完美表现。此外，智能系列光源含有内置式控制器，可调节强度连续模式和高输出频闪模

式，是便于集成的完整解决方案。

提供有红光、蓝光、紫外和红外波长以及白色全谱，视产品要求而定。

机器视觉光源

访问www.microscan.com查看全部产品系列与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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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符号需要多大空间？

   实际尺寸     显示比例为600% 
  

注意：每一个数据矩阵符号都以方矩阵显示。这些符号仅供尺寸参考，可能无法在屏幕上或用其他打印方式精确再现。比例为1:1。 

2.5密耳Data Matrix 

这些超小型Data Matrix符号小到人眼都几乎

看不到。必须以高精度水平打印或标记这些

符号，才能确保其易读性。迈思肯读码器可

读取小至2.5密耳的Data Matrix符号。  

符号尺寸：10 X 10 
数据容量：数字：6 / 字母数字：3 

数据矩阵（Data Matrix）符号为可靠准确且具空间效率的识别设定了标准。数据矩阵以二维方式编码，因此其数据容量大

于常见的线性符号体系，如UPC或Code 39。例如，一个6毫米乘以6毫米的数据矩阵符号就可容纳50个字符。有关数据矩阵

符号尺寸与容量的更多信息，详见下表。

www.microscan.com

           
              

符号大小    数据容量 示例5 mils 示例7,5 mils 示例10 mils 示例15 mils
行  x  列             数字        字母数字   

10 x 10 6 3      1,27 mm                              1,90 mm           2,54 mm     3,81 mm

12 x 12 10 6      1,52 mm                         2,29 mm           3,05 mm      4,57 mm 

14 x 14 16 10      1,78 mm                                2,67 mm            3,56 mm      5,33 mm

16 x 16 24 16       2,03 mm                3,05 mm            4,06 mm       6,10 mm

18 x 18 36 25       2,29 mm                 3,43 mm            4,57 mm        6,87 mm

20 x 20 44 31       2,54 mm                 3,81 mm             5,08 mm        7,62 mm

22 x 22 60 43       2,79 mm                 4,19 mm             5,59 mm         8,38 mm

24 x 24 72 52       3,05 mm                 4,57 mm              6,10 mm          9,14 mm

26 x 26 88 64       3,30 mm                  4,95 mm              6,60 mm          9,91 mm

32 x 32 124 91        4,06 mm                   6,10 mm               8,13 mm            12,19 mm

36 x 36 172 127        4,57 mm                   6,86 mm                9,14 mm             13,72 mm

40 x 40 228 169        5,08 mm  7,62 mm                10,16 mm              15,24 mm

44 x 44 288 214        5,59 mm                   8,38 mm                 11,18 mm                16,7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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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思肯是一家专注于条码读取、验证和机器视觉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科技企业，服务于众多领域的

自动化和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市场。请访问www.microscan.com 网站，以了解迈思肯产品、技

术、规格、成功案例以及其他内容的全部相关信息。您可通过在线方式或以下全球各地办公室与我

们联系。

中国总部
上海田州路99号新安大楼13号楼201室
邮编：200233
中国
（电话）86-21-6113-3752
（传真）65-6496-0354

公司总部
700 SW 39th St., Renton, WA 98057 
United States
（电话）425-226-5700/800-251-7711
（传真）425-226-8250

欧洲总部

公司总部
技术中心

亚太总部

全球其他办公室位于：

  美国

  墨西哥

  巴西

  爱尔兰

  比利时

  德国

  法国

  印度

  泰国

  马来西亚

  中国

美国东北部技术中心
486 Amherst St., Nashua, NH 03063 
United States
（电话）603-598-8400
（传真）603-821-6908

中国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