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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Language System

简介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中国本地企业，霍尼韦尔霍尼韦尔传感与生产

力解决方案部（S&PS）加大了在中国地区的研发力量，开发了一
系列性价比高符合本地用户需求的数据采集与管理设备。为本地
企业提高生产力节省开支提供了有力保障。我们的业务涉及航空
航天、汽车、现场服务、卫生保健、工业、制造业、医疗设备、

零售、供应链、测试和测量、运输和物流等领域。为中国客户提

供一流的准确和耐用的设备与解决方案，助力企业提高工作效率、
运营效率和客户服务能力是我们的宗旨。

欲了解更多霍尼韦尔传感产品信息，请访问

http://sensing.honeywell.com.cn

欲了解更多霍尼韦尔生产力解决方案信息，请访问

http://www.honeywellaid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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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360 一维影像扫描器

产品简介

HH360 是一款结合了高性能，高耐用度和符合人体工程

学设计特点的一维影像扫描器，在当下流行的O2O应用

上对于传统打印条码和屏幕条码的切换扫描需求，有非
常好的适应能力。同时在扫描强度大或轻工业应用环境
下，HH360 也能够高效的完成扫描任务。

特征优点

卓越的手持扫描性能：灵敏的手持扫描性能，大大增
加了一次扫描通过率

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的设计：适用于高强度手持扫描的最
佳枪式外形结构，保证了操作人员的舒适度和操作效率
一流的可靠性设计：无移动元器件，具有带减震功能外
型设计，在保证持久工作的同时减少额外的维护费用

先进的1D影像扫描引擎：配合卓越的一维影像解码软

件，可以实现长景深，高速率的扫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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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主要参数

尺寸：（长×宽×高） 98mm×126mm×155mm
重量：

140g

工作功率：

900mW, 180mA （典型值）@5VDC

输入电压：
待机功率：
接口：

抗摔强度：
工业等级：
扫描方式：
扫描速率：

可识别印刷对比度：
仰角、倾角：
解码能力：

最小识别精度：

5 ± 0.5VDC

500mW, 100mA （典型值）@5VDC
USB, RS232, KBW
随机1- 1.5m
IP40

单线

300次/秒
20%

65°、75°

识别标准一维和GS1 DataBar™ 字符
3 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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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660 可升级的二维影像扫描枪

产品简介

HH660 在继承霍尼韦尔核心解码技术的基础上，重点优
化了对一维长条码和大数据量二维条码的识读性能，同时
针对新兴市场强化了对屏幕码和彩色条码的识读性能，同

时配备了强大的数据编辑功能，可广泛、灵活地应用于需
要实现二维影像技术的各类传统和新兴市场。

特征优点

全新的解码架构：全新的解码架构设计，进一步优化
条码识读爽度，高效保障用户体验和操作效率。

屏幕码& 彩色条码：专业的屏幕码和彩色条码的识读
性能优化，使产品可适用于各类新兴应用市场。

适应未来发展：提供经济实惠的二维条码扫描功能，一
款机器即可满足企业当前和未来的条码扫描需求。

设计精良，符合人体工学：精致的外形设计适用于任何
手型，手持握感舒适，即便是高强度的扫描作业，也不
易疲劳。

产品主要参数

尺寸：（长×宽×高） 62mm×169mm×82mm
重量：

130g

工作功率：

2.0W, 400mA （典型值）@5VDC

输入电压：
待机功率：
接口：

抗摔强度：
工业等级：
扫描方式：
照度：

可识别印刷对比度：
仰角、倾角：
解码能力：

最小识别精度：

4.0 ~ 5.5VDC

0.45W, 90mA （典型值）@5VDC
USB

可承受从1.5米跌落水泥地的撞击
IP40 (标准版)
二维影像式

0~100, 000LUX

最低35%的反差
60°，70°

解读标准一维，二维条码
4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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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500 紧凑型二维影像扫描器

产品简介

全新紧凑型二维影像扫描器HF500拥有轻巧的体积，卓

越的性能以及，便于携带的特点。对所有一维、PDF和二
维条码都具有极强的扫描性能。简洁小巧的外观构造能

够使其完美地融入到如展示亭，检票机、自动售卖机等
各种自助设备中来。

特征优点

高可见度LED瞄准器：精确提供扫描指示，创造了一
个用户友好型操作环境，消除了眼部伤害的风险。

体积灵活小巧：可以方便嵌入到各种设备中作为条码
的识读组件应用。

智能式多种接口设计：一个设备支持所有流行接口，
以自动接口检测取代了费时耗力的扫描设置码的过
程。

灵活的解码编辑能力：用户可以针对自身解码需求，
编辑扫描器解码输出字符，无需另外购置解码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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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主要参数

尺寸：（长×宽×高） 52.3mm×49mm×29mm
重量：

50g

工作功率：

2.25W, 450mA （典型值）@5VDC

输入电压：
待机功率：
接口：

IP等级：

抗摔强度：
扫描方式：
照度：

可识别印刷对比度：
仰角、倾角：
解码能力：

最小识别精度：

5 ± 0.5VDC

1.25W, 250mA （典型值）@5VDC
USB, RS232

IP40 (标准版) / IP50 (橡胶保护套)

可承受多次从1米跌落水泥地的撞击
二维影像式

0~100, 000LUX

最低35%的反差
60°，70°

解读标准一维，二维条码

1D 4mil Code 39，2D 6.7mil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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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600 桌面式二维条码扫描器

产品简介

随着二维码应用的日益广泛，如何选择一款高性价的扫描

器成为用户关注的焦点。
霍尼韦尔最新推出的HF600是一

款设计领先、性能优越的二维固定式条码扫描器。广泛应
用于电子会员管理、
手机优惠券扫描和仓储物流文件管控
等二维扫描强度大的应用场合。

特征优点

人体工学设计：分体式机身设计 配合超大扫描视窗，
轻松胜任各类扫描需求。

手机扫描模式切换按键：扫描手机二维码可实现一键
式切换，省时省力，提高操作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IR红外感应自动唤醒：有效降低核心部件的损耗，延
长使用寿命、降低操作成本。

智能照明技术：采用高中低三段可调节配置优化扫描
器照明度，具有优越的2D条码扫描性能和移动容差
性。

产品主要参数

尺寸：（长×宽×高） 87.4mm×98.2mm×170mm
重量：

340g

工作功率：

2W（400mA @5V）-典型值

输入电压：
待机功率：
接口：

IP等级：

抗摔强度：
扫描方式：
照度：

可识别印刷对比度：
仰角、倾角：
解码能力：

最小识别精度：

5 VDC±0.5V

0.45W（90mA@5V）-典型值
USB，RS232串口，KBW

密封以阻挡空气中的灰尘侵入
能承受1米的空中摔落
二维影像式

近 100, 000LUX

最低35%的反差
60°，70°

解读标准一维，二维条码

一维码 5 mil，PDF417 6.7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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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A50 ( Glory50 系列 ) 移动数据终端

产品简介

Glory50系列，EDA50移动数据终端是霍尼韦尔先进的

企业级WWAN（4G）/WLAN、综合性能高、适用领域广的

新一代基于安卓平台的移动终端。以用户体验为中心，
以扫描需求工作流程下具有高度移动性的一线员工为

目标用户。是移动护理、按需送货、现场服务及与客户互
动等场合理想选择。

特征优点

人体工学设计：轻薄设计方便便携，手部握持结合处
采用曲面设计，可减少长时间握持带来的疲劳感。

超大的屏幕：5 寸康宁大猩猩电容式触摸屏、耐低
温IPS显示屏，完全满足室内外应用需求。
专业的系统优化设计：无关程序零占用，稳定高
效，彻底解决安卓系统内存消耗大的问题，适用于
多种通用A P P 的开发。

超大容量电池及其耐用：4000mAh超大容量锂离子

尺寸：

153.5 * 78.9 * 18 mm

显示屏：

5.0" 高清1280×720

重量：

触摸屏：
处理器：
内存：

操作系统 (OS)：
扩展内存：
电池：

扫描引擎：

无线局域网：

智能电池，产品具有更好的耐用性。

广域网：

、WLAN 无线连接技术。

抗跌落能力：

超强的无线连接性能：支持蓝牙4.0、
WWAN（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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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主要参数

270g

CTP 多点触控、GFF

MSM8916 1.2 GHz四核
2GB，8GB

Android 4.4

microSDHC （高达32GB）
4000 mAh @ 3.8V
1D/2D：HI2D

IEEE 802.11 a/b/g/n radio；WiFi联盟认
证 802.11 a/b/g/n （wpa, wpa2+ eap）
1. GSM&EDGE：频段3/ 频段8
2. WCDMA：频段1 / 频段8；
3. FDD-LTE：频段3；

4. TDD-LTE：频段40/ 频段41；

1.2m高处到水泥地面的多次跌落

Design La

PC42t 桌面式打印机

产品简介

凭借超过40年的条码打印机创新经验，PC42t台式打印

机旨在树立经济型打印机的标准。这款打印机极为小巧

紧凑，且简单易用，安装极为方便，可快速投入打印应用。
安静可靠的操作性能和直观的设计使PC42t非常适合用
于运输/快递、医疗卫生、店内零售及办公室环境中的轻
型标签打印应用。

特征优点

高性价比：包括入门级条码打印机在内，PC42t树立了
可靠性和连通性的新标准。

简单易用：直观的翻盖式设计使介质装载更方便。

广泛的介质兼容性：支持热转印和热敏打印，支持各种
档次的标签与色带。

内置指令语言：支持ESim (EPL)、Zsim (ZPL‐II)和
Direct Protocol (DP)，实现兼容性的最大化。

产品主要参数

尺寸：（长×宽×高） 297mm×226mm×175mm
重量：

2.5 kg

介质宽度：

25 mm (1 in) 到 110 mm (4.33in)

最大介质直径：
标签长度：
色带支持：

最大色带直径：
打印分辨率：

最大打印速度：
电学参数：
接口：
网络协议：
打印机指令语言：

127 mm (5 in)

9.6 mm (0.34 in) 到 99 cm (39 in)
外碳

68 mm (2.68 in)

8.0 dpmm (203 dpi)
100 mm/s (4 ips)

输入 198‐240V AC @ 50‐60 Hz 1.5 A
输出 24V DC 2.5 A

标准：USB 设备接口、USB 主机接口；
可选：内置Ethernet 接口，串口
TCP/IP‐suite (TCP UDP ICMP IGMP)
DHCP BOOTP LPR FTP web page 及
Telnet 9100 IPv4
Direct Protocol (DP)、ZSim (ZPL)
、ESim (E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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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42 工业标签打印机

产品简介

PM42 专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满足不断发展的信息
化、网络化和自动化业务需求而设计。完美的智能应

用，具有更强的处理能力和灵活的开放式操作架构，可

支持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应用要求。是配送中心、仓库、
制造、运输和零售环境中许多应用的理想选择。

特征优点

工作可靠耐用：全金属机身，基于40年积累的打印技术

创新制造生产，能够保证高精度高品质连续打印条码。
性能非凡：同类产品中打印速度达300mm/s，保证用

尺寸：（长×宽×高） 484 x 292 x 283毫米
重量：

12.1千克

最大介质直径：

300dpi时的最大宽度： 106毫米

打印速度：
打印分辨率：

户高峰大批量打印。打印机内运行成熟的应用程序，行

接口：

简单易用部署速度快：特有的一健快捷标签设置，维护

打印机命令语言：

内置web界面：用户可以通过手持计算机、平板电脑或

电源

业领先的Honeywell智能打印系统支持C#

更便捷。从而降低了员工培训和设备支持需求

智能手机轻松地对打印机进行设置、监控和配置。通过
Honeywell SmartSystems™提供的内置设备管理和
诊断功能可以减少设备故障，简化部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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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主要参数

内存

203dpi时的最大宽度： 108毫米
406dpi时的最大宽度： 104 毫米

203/300 dpi时： 100-300毫米/秒
406 dpi时： 100-250毫米/秒
203 dpi时： 8 点/毫米

300 dpi时： 11.8 点/毫米
406 dpi时： 16 点/毫米

以太网： 10/100 Mbps；RS-232，最高
115.2 kB/秒；USB 2.0；USB Host ；并
口 IEEE 1284（选配）
IPL、DP、ZSim2.0 (ZPL)、DSim (DPL)
交流电压：100到240 VAC，45到65Hz
PFC规定：IEC320/C14

功耗：待机9W；峰值300W

标配：128MBROM、128MBSDRAM、支
持外部存储（FAT16/FAT32)

Design La

服务解决方案

保修服务
•

维修中心可为客户提供维修中心寄修或打印机上门维修两种维修方式。若您的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硬件故障或

•

目 前 维 修 中 心 可 为 保 修 期 内 或 已 购 买 现 场 维 修 服 务 合 同 的 PD42 / PM4I / PX4 / PX6 / PM43 打 印 机 设 备 和

•
•

损坏，请发送维修申请进行报修。联系方式见下。

DatamaxH/I/P/M 系列打印机提供在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陕西、湖北、四川、
重庆区域内的现场维修服务。

其他设备的维修为维修中心送修服务。

附件如打印头，电池， 线缆的保修时间与主机不同，具体请致电我们的客户代表或维修热线。

服务合同
•
•

•

服务合同是在产品标准保修之外为客户提供的付费产品服务。

产品的标准保修期一般为一年 , 服务合同在保修期内可以把服务水平由标准保修 ( 不含物理损坏和设备磨损 ) 升级

为全保服务 ( 包含物理损坏和设备磨损 ); 服务合同在保修期外可以把服务水平从付费维修提升为全保服务 ( 包含物
理损坏和设备磨损 )。

无论产品是否在保修期内 , 只要产品还在承诺的生命周期内 ( 也就是产品的可付费维修期内 ), 随时可以购买服务合同。

联络方式
•

•

服务公共邮箱：service.apac.hsm@honeywell.com
＊ 所有维修申请须发送至此邮箱处理。

＊ 此服务公共邮箱还提供维修状态查询，设备保修期查询等服务。
热线电话：400-639-6841 转 4

＊ 由于个别问题无法在线上立即答复，建议您发邮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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