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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1000

高价值移动计算助力企业移动应用

将数据输入与条码扫描功能融为一体的 MC1000 是摩

托罗拉公司推出的又一款坚固耐用型移动数据终端，

它不仅能够满足您的预算需求，而且适应各种工作环

境的需要，可用于轻工业、零售业、物流、仓储业及

配送中心。借助 MC1000，您能够更加高效、准确地

采集数据，将正确的产品在正确的时间交付给正确的

客户。采用基于标准的开放架构，可访问大型软件开

发人员社区，从而为您在移动计算方面的投资提供保

护。而且，也为今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您拥有的

先进的移动数据采集和管理解决方案可以随着自身需

求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快速适应基于标准的平台

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需求不断发展，您投资的技

术也应得到相应的发展。MC1000 基于 Microsoft 

Windows CE 平台而构建，可为您提供基于标准的灵

活性及长期的适应性。MC1000 在快速开发和部署应

用方面可助您一臂之力，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都

可以实现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价值的应用：无论您是

需要移植由 Microsoft Windows Embedded 开发工具

开发的应用程序，还是使用快速应用开发 (RAD) 工具

开发新的应用程序，MC1000 都能实现。并且，您不

必再受限于特定的专用操作系统或开发工具。

坚固耐用性、易用性设计，提高了正常运行时间

Motorola 产品的设计宗旨在于完善人们的工作方

式。所以您会发现 MC1000 简单易学且易于使用。

使用熟悉的图形界面，用户将会提高工作速度与效

率。MC1000 小巧轻便，易于携带，单手操作舒适，

即使一整天的连续操作，也不会让您感觉劳累。如果

电力不足，可以轻易的由充电电池切换到碱性电池，

而无需携带其他工具或适配器。MC1000 其坚固耐

用的设计，能够承受多次意外跌落的冲击，且防水防

尘，不会出现因硬件损坏而停机的风险。

其合理的价格，卓越的性能，使工作更为快速更为智能

MC1000 具有高速 Intel XScale 处理器，32MB RAM 
内存和 32MB ROM 内存，是需要速度和准确性的批

量应用的理想之选。MC1000 简化的大键盘设计和质

量一流的一维线型激光扫描器替代手工操作，大大提

高了数据输入准确性。工作结束后，操作人员只需将

设备放入支架内便可以保持同步并将数据通过 USB 
或 RS-232 连接传输到主机系统。如果您需要无线功

能或更大的存储容量，SD卡插槽能够快速扩展以满

足您的需求。

移动计算系统

特性

轻巧的外形 
其舒适、易于使用的设计，大
大提高了最终用户的满意度和
生产效率

质量一流的一维激光扫描器  
精确的数据采集功能大大提高
了生产力和工作效率 

Microsoft Windows CE 4.2 
为更快捷、更轻松地开发和移
植应用程序提供一个开放式的
灵活平台

用户可访问的 SD 卡插槽
提高其灵活性，以扩展存储量
或无线连接

坚固耐用的设计适于轻工业
应用 
减少停机时间，提高产品生
命周期

高速 Intel XScale 处理器
为企业级应用程序提供快速
处理能力



规格表
MC1000 
移动计算系统

32MB RAM/32MB ROM 
为应用程序和应用数据提供
充足的存储能力

240 x 240 分辨率/2.2 英寸
单色显示 
具有同类产品中最高分辨
率，以提高生产力

简化设计的大键盘
允许带手套操作且数据输
入准确 

USB 1.1 客户端 
缩短了终端/主机数据交换的
传输时间 

电源选择灵活
最终用户可以选择 AAA（包
含）电池或可充电锂电池，
如果需要，可随时更改电源

使用移动服务平台 (MSP) 进
行设备管理
其快速部署及对移动设备和
应用的集中可视化管理，大
大降低了总拥有成本

部件号 SS-MC1000。2007 年 8 

月美国印刷。MOTOROLA 和标

志性的 M 徽标以及 SYMBOL 和

标志性的 SYMBOL 徽标已在美

国专利商标局注册。所有其他产

品或服务名称是其各自所有者的

财产。©2007 Motorola, Inc. 保

留所有权利。关于您所在国家/地

区的系统、产品或服务的可供信

息和特定信息，请与您当地的摩

托罗拉分支机构或业务合作伙伴

联系。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

通知。

MC1000 规格特点
 

物理参数

尺寸: 6.42 in. H x 2.54 in. W x 1.5 in. D 

 16.3 cm H x 6.45 cm W x 3.8 cm D 

重量: 7.23 盎司/205 克(含锂电池)

显示屏幕: TFT-LCD，单色 240 x 240，无触摸屏

背光: 电致发光 (EL) 背光

主要电池: 3 节 AAA 电池，或 1 节可充电锂电池， 
 3.7V，1,800 mAh 

扩展插槽 : 用户可接入 SD 插槽（带安全罩）

通知: 扫描和充电 LED 

键盘: 21 键，数字/字母切换 

音频: 蜂鸣器

性能参数

CPU: Intel XScale 312 MHz 处理器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CE 4.2 Core 

内存: 32MB RAM/32MB ROM 

接口/通信: RS-232, USB 1.1 客户端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 14° 至 122°F/-10° 至 50°C

储存温度: -40° 至 158° F/-40° 至 70°C

湿度: 0 至 85% 的相对湿度（无冷凝）

跌落规格: 4 英尺/1.2 米高度跌落到水泥地面的冲 
 击，500 次 1.65 英尺/0.5 米滚动

密封规格: IP54

静电放电: 符合 +/-10 kV 空气放电，+/-8 kV 直接 
 放电要求 

一维激光扫描器

支持的符号: Interleaved 2 of 5 (ITF)、RSS-14/Limited/ 
 Expanded、Codabar (NW-7)、ITF、MSI  
 Plessey、IATA 2 of 5、Code 39（标准 
 和全部 ASCII）、Code 93、Code 128、 
 UPCA、UPCE、EAN-13 (WPC)、EAN-8、 
 UPC/EAN 补码、Coupon Code 

扫描开关: 顶板

外部设备和附件

通讯座: 单槽 USB/RS-232 充电通讯座，供备用电 
 池充电，四槽 USB 充电通讯座 

通信和充电线缆: USB 通信充电线缆，RS-232 通信充电线 
 缆，打印机线缆 

特定于垂直 调制解调器（连接到单槽通讯座），手带 
应用的附件: 

应用程序开发

Embedded Visual:  C++ 4.0、Visual Studio .NET 2003、SDK  
 可通过 Symbol Developer Zone Web  
 站点获得，MCL 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工具包  

符合规章

电气安全: 符合 UL60950、CSA C22.2 No. 60950、 
 EN 60950 规范

电磁干扰/射频干扰: CISPR 22 Class B、CISPR 24、FCC Part  
 15B、EN 55022、EN 55024 

激光安全性: 21.CFR1040.10 Class II、EN 60825、IEC  
 60825 Class 2

全套服务与支持为您解除后顾之忧

即使是最坚固的产品，仍然需要支持计划。这就是 

Motorola的服务支持囊括移动解决方案的方方面面（从

网络设计到现行工作）的原因，其广泛而深入的覆盖范

围确保满足您所有的服务支持需求。 

摩托罗拉企业移动服务为您提供：

•专业的计划、评估与部署服务，构成了成功解决

方案的强大基石。

•拥有最卓越的行业和产品专门技术的全球团队致

力于 Motorola 的产品支持。

•响应及时的客户服务，确保您的解决方案无缝且

有效的运行。

有关 MC1000 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摩托罗拉企业移

动业务（全国免话费销售热线：800-810-9921）或浏

览：www.symbol.com/mc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