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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V62x
固定式条形码扫描器

性能强大的扫描仪 – 灵活应用
优势

直面挑战，应对、解决
紧凑型 CLV62x 展示了固定式条形码扫描器在接口方面的灵活性。视设备类型而定，其提供有不同的连接方式——通过集成接
口或利用网关。当环境条件特别恶劣时，采用不锈钢外壳的 IP69K 类型也能提供可靠的结果，例如在食品工业的应用中。

几乎没有空间？无需担忧。
安装空间越小，固定式条形码扫描器所
面临的挑战便越大。CLV62x 的紧凑型
设备设计使得在空间有限的地方也能轻
松安装。

通过久经考验的可靠接口进行通信
CLV62x 兼容所有常见接口，因此为集
成至控制环境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
无需过多的布线工作量。如果更换设
备，克隆功能可确保高系统吞吐量。根
据类型不同，传感器具有集成通信接口
或借助连接模块的外部通信接口。

可承受恶劣的环境
使用高压喷射器或腐蚀性清洁剂的高温
清洁过程是食品工业日常工作的一部
分。CLV62x 的 IP69K 设备类型配有
Inox 不锈钢外壳、集成塑料窗和 Ecolab
认证电缆，可轻松耐受这些条件。

CLV62x 以灵活性和可靠性应对苛刻的读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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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前的虚拟产品演示？SICK 让这成为可能。
让我们的产品栩栩如生：借助我们的 Reading Field Visualization Tool（读取区域可视化工具），所有 CLV62x 设备款型均可
实现可视化。选择您的设备参数，并使用我们的工具找出哪个产品款型是适合您设备的理想解决方案。选择产品时的不确定性
已成为历史。

在产品可视化的帮助下，在购买之前便已经说服自己选择正确的产品。

SICK 全方位服务
SICK 的服务可提升机器和设备的生产率，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人员安全，为可持续经济奠定基础，并提供投资货物保护。除了
实际咨询服务，SICK 还在理念和调试方面以及在运行过程中于现场提供支持。

服务范围主要包括维护和检查、性能检查以及升级和改型。模块化或个性化服务合同增加了设备的使用寿命以及可用性。可通
过传感器和系统随时识别故障或超过限值。

咨询与设计
针对产品、产品集成和应用本身的应用
特定咨询。

调试和维护
优化应用且可持续——凭借由受过培训
的 SICK 服务技术员提供的专业调试和
维护。

服务合同
可根据需要个性化组合延长保修
期、SICK Remote Service、24 小时帮
助台、维护、可用性保证及其他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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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概览
光学聚焦 固定焦距

开启角度 ≤ 50°

扫描频率 400 Hz ... 1,200 Hz

条码解析 0.15 mm ... 1 mm (取决于型号)

读取距离 25 mm ... 730 mm (取决于型号)

PROFINET ✔, 可选择通过外部的现场总线模块 / ✔ (取决于型号)

EtherCAT ✔, 可选择通过外部的现场总线模块

串行 ✔, RS-232, RS-422, RS-485

CAN ✔

CANopen ✔

PROFIBUS DP ✔, 可选择通过外部的现场总线模块

Ethernet ✔, TCP/IP

EtherNet/IP™ ✔

重量 205 g ... 854 g (取决于型号)

产品描述
CLV62x 产品系列由针对各种应用开发的紧凑且性能强大的固定式条形码扫描器组成。CLV62x 产品系列的特点：性能强
大、操作简便和灵活性。CLV62x 将高读取性能与 SMART620 代码重构功能相结合，该功能是一种在条形码受损或部分被
遮盖的情况下仍能进行准确识别的读取算法。CLV62x 作为串行变型提供并且配有集成的以太网接口，包含 EtherNet/IP 和
PROFINET 协议。高性能扫描器通过附加功能，如远程诊断等进行功能补充，通过集成的 Web 服务器和读取统计分析功能来
实现。

概览
• 主板上的 CAN，以太网 TCP / IP、PROFINE、以太网/ IP 。无需使用其他以太网网关（连接类型为“以太网”时）
• SMART620 条码重构技术
• 高度灵活的排序功能和过滤功能
• 所有新型 SICK 产品均具有 SOPAS 配置软件，参数设置工具
• 高扫描频率，可达 1,200 Hz
• 小型设计结构
• 可通过以太网提供额外的远程诊断和网络监控功能
• 防护等级 IP 65 或 IP 69K（视具体型号而定）

优点
• 借助 SMART620 条码重构技术，即使对于受损、受污染和部分遮蔽的条形码，仍然具有较高的读取率
• 仅需在控制系统中进行少量编程，因为能够以所需格式将数据传递至控制系统
• 降低成本，因为对于以太网变型，无需其他以太网网关
• CLV62x 扫描仪可在各种 SICK CAN 扫描仪网络中作为多路转换器使用，故此无需额外装配多路转换器
• 在输送速度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实时进行条码识别
• 设计结构紧凑，操作方式简单，从而能够轻松将设备安装于有限的空间之内

应用范围
• 仓库输送技术：拣货站、容器和托盘脚识别
• 食品和饮料：印刷后的条形码可读性检查、包装和外层包装过程中的条形码识别
• 医疗技术：临床分析
• 食品和医药包装的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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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其他设备规格和配件  www.sick.com/CLV62x

• 光学聚焦: 固定焦距
• 结构型式: 电缆类型
• 印刷方法代码: 标签（印刷代码）
• 通讯接口: PROFINET, EtherCAT®, 串行, CAN, CANopen, PROFIBUS DP
• 外壳防护等级: IP65

最大读取距离 条码解析 传感器类型 挡风玻璃的材质 类型 订货号

CLV622-1000 1041794光栅扫描仪 玻璃

CLV622-3000 1041798

塑料 CLV622-0001 1047882

CLV622-0000 1041792

≤ 200 mm 0.15 mm ... 0.5 mm

行扫描

玻璃

CLV622-2000 1041796

≤ 330 mm 0.2 mm ... 1 mm 行扫描 玻璃 CLV620-2000S01 1064461

CLV620-3000 1041552光栅扫描仪 玻璃

CLV620-3300 1047825

≤ 345 mm 0.2 mm ... 1 mm

行扫描 玻璃 CLV620-2000 1041550

光栅扫描仪 玻璃 CLV620-1000 1041548

CLV620-0000 1040288

≤ 365 mm 0.2 mm ... 1 mm

行扫描 玻璃

CLV620-0300 1053918

CLV621-1000 1041786光栅扫描仪 玻璃

CLV621-3000 1041790

CLV621-0000 1041784

≤ 730 mm 0.35 mm ... 1 mm

行扫描 玻璃

CLV621-2000 1041788

• 光学聚焦: 固定焦距
• 结构型式: 转角型单端口 (12 针)
• 印刷方法代码: 标签（印刷代码）
• 通讯接口: Ethernet, PROFINET, EtherNet/IP™, EtherCAT®, 串行, CAN, CANopen, PROFIBUS DP
• 外壳防护等级: IP65

最大读取距离 条码解析 传感器类型 挡风玻璃的材质 类型 订货号

CLV622-1121 1043067塑料

CLV622-3121 1043068

CLV622-1120 1041795

光栅扫描仪

玻璃

CLV622-3120 1041799

塑料 CLV622-0121 1044794

CLV622-0120 1041793

≤ 200 mm 0.15 mm ... 0.5 mm

行扫描

玻璃

CLV622-2120 1041797

CLV620-1120 1041549光栅扫描仪 玻璃

CLV620-3120 1041553

塑料 CLV620-0121 1044573

CLV620-0120 1041547

≤ 365 mm 0.2 mm ... 1 mm

行扫描

玻璃

CLV620-2120 104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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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读取距离 条码解析 传感器类型 挡风玻璃的材质 类型 订货号

CLV621-1120 1041787光栅扫描仪 玻璃

CLV621-3120 1041791

CLV621-0120 1041785

≤ 730 mm 0.35 mm ... 1 mm

行扫描 玻璃

CLV621-2120 1041789

• 光学聚焦: 固定焦距
• 结构型式: 转角型单端口 (17 针)
• 印刷方法代码: 标签（印刷代码）
• 通讯接口: Ethernet, PROFINET, EtherNet/IP™, EtherCAT®, 串行, CAN, CANopen, PROFIBUS DP
• 挡风玻璃的材质: 玻璃
• 外壳防护等级: IP65

最大读取距离 条码解析 传感器类型 类型 订货号

≤ 365 mm 0.2 mm ... 1 mm 行扫描 CLV620-0830 1050940

光栅扫描仪 CLV621-1830 1067572≤ 730 mm 0.35 mm ... 1 mm

行扫描 CLV621-0830 1067571

• 光学聚焦: 固定焦距
• 印刷方法代码: 标签（印刷代码）
• 通讯接口: Ethernet, PROFINET, EtherNet/IP™, EtherCAT®, 串行, CAN, CANopen, PROFIBUS DP
• 最大读取距离: ≤ 347 mm
• 条码解析: 0.2 mm ... 1 mm
• 挡风玻璃的材质: 塑料
• 外壳防护等级: IP69K

传感器类型 类型 订货号

光栅扫描仪 CLV620-1831S01 1067933

行扫描 CLV620-0831S01 106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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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K 概览
SICK 是工业用智能传感器和传感技术解决方案的主要制造商之一。独特的产品和服务范围为安全有效地
控制流程创造良好的基础，防止发生人身事故并且避免环境污染。 

我们在诸多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熟知其流程和要求。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智能传感器为客户提供其所需。 
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应用中心，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测试并优化系统解决方案。SICK 是值得您信赖
的供应商和研发合作伙伴。

周密的服务更加完善我们的订单：SICK 全方位服务在机器整个寿命周期中提供帮助并保证安全性和生产
率。 

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传感智能”。

与您全球通行：
联系人以及其它分公司所在地 - www.sic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