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NPAL EDA71
企业级平板电脑

霍尼韦尔ScanPal™EDA71企业级平板
电脑可提供关键业务应用实时连接以及
高效的数据采集能力。

随着业务运营的不断优化，诸多企业正在寻找灵活的企业级设备来适应多样化的工作流程。
坚固耐用的ScanPal™EDA71平板电脑配备7英寸显示屏，满足零售店、杂货店、店铺直接配

送(DSD)、现场服务、运输和物流等应用对大屏操作的需求。该产品结合了高速高通®骁龙

™SDM450 8核处理器、高清的7英寸康宁®大猩猩玻璃®显示屏、强大的最新无线连接功能、

两种可选的扫描器和多种新配件，非常适合杂货店服务、店铺直接配送服务 (DSD) 的商品销
售、便利店库存盘点以及现场维修技术人员检索维修历史信息等场合。
由于采用直观、时尚的触摸屏设计，ScanPal

EDA71如同消费级平板电脑般操作舒适易上

手，同时具备企业尤为看重的专业级产品在售后和生命周期方面的所有优势。兼容Android™
O、P和Q三个系统版本，提供长期的安全更新支持以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霍尼韦尔的7英寸企业级平板电脑ScanPal EDA71
可提供实时连接、快速数据采集功能以及企业级
的可靠性和防护性能。

ScanPal EDA71是畅销的EDA70平板电脑的升级版本，可兼容所有现有配件。增强的功能包括

附加的高性能扫描选项、2 GB或4 GB RAM及32 GB或64 GB SSD选项、1300万像素彩色摄像
头和可选的8850 mAh扩展电池。

ScanPal EDA71使用舒适，携带方便，并且坚固耐用，可防止意外跌落导致的损坏。

特点&优势

新的存储器选项、新的扫
描选项、新的强大处理器
平台搭配新配件，使之可
满足各种客户应用需求。

全新的旋转手带
使得操作者可以一
手轻松扫描条码，
一手握持设备，便
于向客户展示屏幕
内容。

带肩带的便携包采用
了“即拿即用”的设计
理 念，使 之 无 需 拿 出
即可投入使用。

ScanPal EDA71
支持Android
O、P和Q三个系统
版本，可在产品的
整个 生命周期内
享受更新支持。

增强的网络连接功
能，包括802.11 a /
b / g / n / ac、2x2
MIMO WLAN、支
持32种不同的2G
/ 3G / 4G WWAN
频 段 、蓝 牙 4 . 2 和
NFC。

美观时尚的新颖设计，以
及企业级的坚固性，具有
优异的抗跌落和滚落性
能，从1.2 m（4英尺）高处
跌落到水泥地和从0.5 m
处滚落200次。

SCANPAL EDA71 技术规格
机械参数
尺寸（长x宽x高）：
214 mm x 118 mm x 21 mm
(8.4 in x 4.6 in x 0.83 in)
重量：
550 g (1.21 lb) 包含标准电池
640 g (1.41 lb) 包含大容量扩展电池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
-10°C … 50°C (-14°F … 122°F)
储存温度：
-20°C … 70°C (-4°F … 158°F)
湿度：
10% … 90% RH（非冷凝）
抗跌落性能：
室温 (10°C … 50°C) 条件下，从1.2
m（4英尺）跌落到水泥地，符合MIL-STD 810G
标准
抗滚落性能：
从0.5 m（1.64英尺）高处滚落200次
以上，符合IEC 60068-2-32的规格要求
静电防护 (ESD)：
±12 kV（空气放电）和±8 kV（
直接放电）
防护等级：
IP64 (IEC 60529)
系统架构
处理器：
1.8 GHz 高通® SDM450 8核处理器
操作系统：
Android 8 (Oreo)，可升级到Android
P和Q
内存：
2/4 GB RAM和32/64 GB闪存
显示屏：
7英寸高清 (1280 x 720) 高亮液晶屏，带
背光，户外可视，高透光触摸屏
触摸屏：
坚固耐用的多点电容触摸屏，高透光：
经
久耐用，强光可读性高。
在交互和自容式模式下
能自动探测和配置，以适应不同操作。
防水。
键盘：
屏幕键盘，侧面扫描按键，音量加/减键，
电源按钮
音频：
内置扬声器，支持蓝牙耳机
I/O端口：
eHomebase：
3 x USB Host、1 x USB Client、

以太网和备用电池充电器接口
USB车载底座：
1 x USB Host

摄像头：
1300万像素彩色摄像头，带自动对焦
功能
传感器：
环境光传感器、
接近传感器和加速度计
存储扩展：
用户可访问的microSD卡，其中SDHC
最大32 GB，SDXC最大128 GB
电池：
3.8 V, 4000 mAh和8850 mAh锂离子电池，
集成电池诊断功能
工作时长：
超过8小时
扫描引擎 :1D/2D 图像扫描引擎；可选：N3601 (
标配) 或 N6703 (加强版)
应用软件：
Honeywell power tools and demos,
Honeywell SDKs for Android
保修期：
一年工厂质保
无线连接
WWAN:
GSM & EDGE: Band2/Band3/Band5/
Band8
WCDMA: Band1/Band2/Band4/Band5/
Band8/Band9/Band19
CDMA1x&EVDO: BC0/BC1/BC6
FDD-LTE: Band1/Band2/Band3/Band4/
Band5/Band7/Band8/Band9/Band12/
Band13/Band17/Band19/Band20/
Band26/Band28/Band30
TDD-LTE: Band38/Band39/Band40/
Band41
WLAN：
IEEE 802.11 a/b/g/n/ac
Wi-Fi certified
其它WLAN功能：
802.11 d/e/h/i/k/r/u/
w（mc，Android P系统支持）

SDoC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honeywellaidc.com.cn

霍尼韦尔安全与生产力解决方案集团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

张江高科技园区环科路 555 号

全国统一购买咨询热线：400 639 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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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安全性（安卓）：
开放、WEP、WPA / WPA2
（个人版和企业版）
EAP支持：
TLS、PEAP、T TLS、PWD、FAST和
LEAP
蓝牙：
Class 2 V4.2蓝牙
蓝牙配置：
仅HFP、PBAP、A2DP、AVRCP和OPP
NFC：
集成NFC
VoIP：
支持
VPN：
IPSec V4/L2TP和PPTP
GPS协议支持：
GNSS接收器，支持北斗、GPS和
GLONASS如需查看所有符合标准和认证的完整
清单，敬请访问
www.honeywellaidc.com/compliance.
如需查看所有支持条码的完整清单，敬请访问
www.honeywellaidc.com/symbologies.
激光 - 禁止直视光束。

ScanPal为霍尼韦尔国际公司的商标和注册商标。
最大功率1 mW。
典型波长650 nm。
符合标准 IEC 60825 - 1:2007和IEC

60825-1:2014。
脉冲持续时间为16.8毫秒。
符合标准21CFR 1040.10和
1040.11，2007年6月24日发布的第50号激光通告中规定的偏差除外。

Android为谷歌公司在美国和/或其
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Bluetooth为蓝牙技术联盟在美国和/
或其它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Corning（康宁）和Gorilla Glass（大猩猩玻
璃）为康宁公司的商标和注册商标。
Qualcomm（高通）为高通公司在美国
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所有其它商标均归各自所有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