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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先的数据采集设备
及解决⽅案供应商
深圳市成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物联⽹产业的先锋企业，卓越的RFID读写设备制造商和解决⽅案提供商。成⽴于
2005年，是国家级⾼新技术企业及深圳市双软认证企业，多次获得年度最佳RFID读写设备企业奖。

“深圳成为”的核⼼业务是RFID及条码智能读写设备和解决⽅案，为企业进⾏信息化的进程提供专业的技术、设备以及解
决⽅案。⽬前，产品远销海外100多个国家及地区，客⼾数量超过4000家，应⽤涉及物流、交通、医疗、⾦融、零售、电⼒、畜牧
业、安防、制造、⼤型展会等各⾏业领域。公司拥有完善的销售及服务体系，包括深圳总部、国内其他多个办事处、印度的⼦
公司，以及海外众多授权代理商，为全球客⼾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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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多个国内外客⼾ 客⼾来⾃100多个国家

全国办事处

全球代理商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奇科技园⼆期⼆栋九楼

深圳成为-总部

604, Tower B, Global Business Park, MG Road, Gurgaon, Haryana, 122002, India

Chainway�India�Pvt.�Ltd

全球60+合作代理商

GLOBAL NETWORK

全球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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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南京������济南�������太原�������重庆��������成都������⼤理������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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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ODUCTS

我们的产品 作为专业的智能终端制造商，深圳成为始终致⼒于为多⾏业
客⼾提供更加便捷、可靠、多选择的⼯业级产品。凭借强⼤的
研发实⼒与⾏业领先的技术⽔平，⾃主研发并⽣产了⼀系列
品类⻬全、功能丰富的智能终端，现已基本形成⼯业级移动⼿
持终端、⻋载终端、超⾼频模块⼏⼤产品体系。

模块化的产品设计可以满⾜客⼾各种应⽤环境的需求。
1D/2D条码扫描、全频段RFID读写、指纹识别、虹膜识别、
GPS定位导航、摄像等功能技术都可以轻松集成到我们的产
品中，同时，⽀持4G全⽹通、3G、�WIFI、蓝⽛等多种⽆线通讯⽅
式，⽤⼾可根据使⽤需求进⾏个性化定制。产品得到国内外客
⼾的⾼度认可，现⼴泛应⽤于物流、交通、医疗、⾦融、零售、电
⼒、畜牧业、公共事业等各⾏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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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ODUCTS

我们的产品

超薄智能⼿持终端�

创新轻薄机⾝设计，搭配靓丽出众5.2⼨⾼清屏浑然⼀体；⾼效条码扫
描、精准虹膜识别、可靠NFC通讯、1300万⾃动对焦⾼清摄像头等⾼
性能配置集于⼀⾝，轻薄舒适、性能强劲，带给你超凡⼯作体验。

C70
⾼拓展智能⼿持终端

C71系列有多种配置可选，可集成⾼性能条码扫描、超⾼频读写、⼯业
级指纹识别、NFC近场通讯、红外通讯、虹膜识别、双PSAM卡槽等多
种功能，⼴泛适⽤于⾝份识别、电⼒抄表、⼀卡通等⾏业领域。

C71

UHF智能⼿持终端

智能医疗PDA

⼯业级智能⼿持终端

C72不仅配置⼀流、性能强劲、续航持久、坚固耐⽤，⽽且集成了强⼤
的RFID超⾼频读写功能，可⼀次性读取⼤量的电⼦标签，在仓库管
理、集装箱管理、包裹管理中应⽤⼴泛，显著提升⼯作效率。

专为医护⾏业设计，不仅外形精美，⽽且功能强⼤。⾼效条码扫描、可
靠�NFC通讯、瞳孔灯、精准指纹识别、1300万⾃动对焦摄像头等⼀系
列⾼性能配置应有尽有，轻薄坚固、操作简易，成为移动护理的得⼒
⾸选。

极速4G全⽹通，双频WIFI，安卓6.0操作系统，搭载⾼性能四核处理
器，配备杰出的条码扫描、NFC读写性能，以及防⽔防尘抗震耐摔⾼防
护等级，您所期待的⼿持机卓越性能体验，C6000悉数尽有。

C72

V600

智能打印⼿持终端

智能⻋载终端

⼯业级智能⼿持终端

C75是深圳成为精⼼研发的⼀款带打印功能的⼿持终端。不仅具有精
美外观、⾼性能配置、以及强⼤的数据采集功能，⽽且集成了杰出的
打印功能，可⽅便快捷地打印纸质票据、凭证等,适⽤于零售、停⻋管
理等⾏业。

全新⻋载智能终端，基于安卓操作系统，搭配4G全⽹通，集成GPS及
北⽃，⽀持多种IC卡、指纹、⼈脸识别、多路摄像头等功能，兼容汽⻋
OBD数据采集，轻松实现对各种运⾏⻋辆的动态监控管理。

出⾊的性能配置，丰富多样的功能应⽤，让C3000拥有强⼤的数据处
理能⼒。条码扫描、全频段RFID读写、指纹识别、GPS定位、⾼清摄像
头等丰富功能均可集成，⾼效便捷。

C75

H100

C3000

⼯业级智能⼿持终端

基于⾏业最新科技，精⼼打造的⼀款性能强劲、功能全⾯的⼿持终
端。可集成⾼性能条码扫描、全频段RFID及NFC读写、指纹采集、红外
通讯、⾼清摄像、GPS定位等多种数据采集功能，⼀应俱全，满⾜多⾏
业需求。

C4050/C4000C6000

04

超⾼频模块

深圳成为⾃主研发的多款RFID超⾼频模块，⼴泛适⽤于⼿持设备、台
式读写器、发卡器、⼀体机。模块集成度⾼、体积⼩、功耗低，具有优越
的抗电磁⼲扰能⼒和散热性能，适⽤于仓储、物流、服装、⽣产线管理
等具有挑战性的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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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智能⼿持终端�
C70

创新轻薄机⾝，结合超强性能表现，C70实现了美感与实⽤性能的完美融
合。轻于242g，薄⾄13.8mm，在拥有轻盈在握的舒适⼿感的同时，丝毫不失
稳重。1300万⾼像素摄像头和5.2⼨⾼清触摸屏，⾼品质图像采集与⾼清显
⽰性能触⼿可得；2GB运⾏内存流畅⽀持多任务同时运⾏；四核CPU和安卓
6.0系统带给您流畅快速的操作体验；康宁⼤猩猩玻璃屏与坚固机⾝浑然⼀
体。条码扫描、NFC等数据采集功能强劲，助您⼯作更⾼效，管理更舒⼼。

⽆线传输

产品功能

⼀维条码

GPS

NFC

摄像头

蓝⽛

⼆维条码

4G WIFI

虹膜识别

05

⽀持配备⾏业领先的⾼性能
Zebra等条码扫描引擎，可精准
快速识别各类⼀维/⼆维码，包括
污损、低品质条码，完全满⾜⾼
强度⾼精准度的扫码⼯作需求，
显著提升⼯作效率，提⾼管理效
益。

⾼性能条码扫描 专业NFC读写 精准虹膜识别

具备NFC读写功能，⽀持
ISO14443A/B,�ISO15693,�
NFC-IP1,�NFC-IP2等协议，可⽤
于近距离设备间的通信和数据
传输。其安全性⾼，连接稳定快
速，功耗低，能够满⾜特定领域
如⽤⼾认证、电⼦⽀付等领域的
应⽤。

每个⼈的虹膜形状都独⼀⽆⼆，
⼏乎不可能被复制，这决定了虹
膜识别安全性极强。C70⽀持虹
膜识别，能精准采集虹膜数据，
⾼速⾼效，错误匹配率FAR≤
1/10000000，安全性极强，⼴泛
适⽤于⼈⼝普查、安防、国防等
领域。

1300万像素⾼清摄像头，⽀持⾃
动对焦和闪光灯，⾼品质图像，触
⼿可得；精准GPS、GLONASS和
北⽃定位功能，随时随地为您提
供详尽的位置信息，且内置天线，
⽀持AGPS，定位速度更快，精准
度更⾼。

其它功能

强劲的性能和快速的响应速度让使⽤者轻松获取更⾼效的⼯作体验。C70运⾏
于安卓6.0操作系统，搭载⾏业领先的极速四核处理器，系统安全稳定，操作快
速流畅。同时拥有较⼤的存储容量，⽀持多任务同时运⾏，轻松读取、存储数据，
即使⾯对繁杂的⼯作任务，都能够应对⾃如。

性能优越�游刃有余

全新的屏幕设计，使得C70的显⽰性能与抗损伤性能⼤幅提升。新升级
1080P全⾼清5.2⼨⼤显⽰屏，搭配康宁⼤猩猩玻璃触控⾯板，光学清晰度⾼、
触控灵敏、且坚韧可靠，适应更⼴泛的使⽤环境。

全⾼清⼤屏�⾼灵敏触控

C70具有IP67⾼防护等级，达到IEC密封规格，6⾯均能承受多次从1.8M⾼度跌
落⾄混凝⼟地⾯的冲击，能够在-20℃⾄50℃的环境温度下正常作业，并且通过
严格的信号测试及静电抗⼲扰测试，防⽔防尘、抗震耐摔、可靠耐⽤，基本满⾜
各种苛刻环境条件下的使⽤。

优雅有型�坚固耐⽤

C70⽀持更快的4G全⽹通、双频WiF（i 2.4G+5G）、低功耗蓝⽛等多种⽆线连接
⽅式，连接性能强劲，稳定流畅，让您随时随地享受快速的⽹络通信与数据传
输，更⾼效便捷地开展⼯作。

超强⽆线连接

时尚轻薄�移动便携

创新轻薄机⾝设计，耐磨⼯程塑料外壳，重量⼩于242g，最厚处仅为13.8mm，
时尚轻薄、握感舒适，兼具美观与实⽤性能，助您轻松上阵，从容作业。

电⼒持久�强劲续航

标配4000mAh⾼密度可充电锂聚合物电池，⽀持闪充，并且系统能对电量进⾏
智能化省电管理，可实现超⻓的续航时间，完全满⾜⾼强度持续⼯作的需求，还
有多种充电底座供选配，充电更⽅便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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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智能⼿持终端�
C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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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传输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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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

蓝⽛

⼆维条码

4G WIFI

虹膜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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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智能⼿持终端

新升级强化功能设计，更智能⾼效。C71不仅拥有⾏业⼀流性能配置、⾼
清5.2⼨⼤屏、强劲续航能⼒，以及超强⽆线连接，⽽且可集成丰富的数
据采集功能。⾼性能条码采集、精准指纹⾝份识别、远距离红外抄表、
RFID读写、NFC近场通讯、虹膜识别、PSAM双重安全防护等功能应有尽
有，并且提供多选择键盘输⼊与个性化指纹配置供客⼾灵活选择，满⾜
多⾏业应⽤所需。

⽆线传输

产品功能

⼀维条码

GPS⾼频/NFC 摄像头

蓝⽛

⼆维条码

4G WIFI

超⾼频虹膜识别指纹识别

红外 P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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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1

内置⾏业领先的强⼤四核处理器，操作快速流畅，轻松读取、存储数
据，满⾜多⽅⾯使⽤需求。稳定的安卓6.0系统以及较⼤的容量存储
空间，⽀持多任务同时运⾏，使您⾯对繁杂⼯作时，依旧得⼼应⼿。

强劲内芯�轻松畅⾏

1080P全⾼清5.2⼨⼤显⽰屏，搭配康宁⼤猩猩玻璃触控⾯板，光
学清晰度⾼、触控灵敏、且坚韧可靠，适应更⼴泛的使⽤环境，助您
获得最佳的视觉体验。

屏幕设计全新升级

C71⽀持更快的4G全⽹通、双频WiF（i 2.4G+5G）、低功耗蓝⽛等多
种⽆线连接⽅式，连接性能强劲，稳定流畅，随时随地为您提供极速
流畅的上⽹体验，⼯作效率更⾼。

瞬时连接�稳定流畅

整机重量不超过288g，轻巧便携，可单⼿操作，使⽤⽅便。⼈体⼯学
设计外形，耐磨⼯程塑料外壳，外形时尚、握感舒适，集美观、舒适、
与实⽤性能于⼀⾝，且操作简易。

轻薄便携�随⾏⽆虑

C71系列

可配备⾼性能条码扫描、精准RFID⾼频超⾼频读写、NFC近场通讯、
可靠虹膜识别、1300万⾼清摄像头、实时GPS定位等丰富数据采集
功能，随时随地、便捷⾼效地采集条码、电⼦标签、图像、位置信息等
各类数据，性能出众，便捷可靠，满⾜多⾏业应⽤需求。

多渠道采集各类数据

标配5000mAh⾼密度可充电锂聚合物电池，续航时间⻓，⽀持闪
充，满⾜⾼强度持续⼯作的需求。同时，具有⾼防护等级，防⽔防尘、
抗震耐摔、可靠耐⽤，即使在⼾外苛刻环境条件下，⻓时间持续⼯
作，C71都能驾驭⾃如。

续航持久�坚固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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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功能可选�满⾜多⾏业需求

更多选配功能

可选配双PSAM卡槽，⽀持ISO7816标准，⽀持多种安全访问
⽅式和权限，提供更⾼级别的安全保护，稳定可靠，适⽤于公
交、地铁、占道停⻋等多种⾼安全性需求⾏业的应⽤。

PSAM双重安全防护

C71还可集成红外扫描功能，可精准地读取电表、⽔表、燃⽓
表等数据信息，并⽀持远距离信息读取，更安全可靠，⼴泛适
⽤于电⼒、⾃来⽔、燃⽓等抄表应⽤⼯作领域的需求。

远距离红外抄表

C71⽀持指纹⽐对与虹膜识别技术的应⽤，可配置通过多重
认证的电容式指纹或光学指纹模块，同时还可加⼊业界领先
的虹膜识别技术，能够精准快速地对⽤⼾⾝份信息进⾏采集、
识别及验证，且安全性极⾼，⼴泛适⽤于⼈⼝普查、国家选举、
安防、国防、执法等应⽤领域。

⾝份识别

内置超⾼频

电容指纹
TCS1

电容指纹
TCS2

光学指纹 内置⾼频

PSAM�����红外通信

可内置RFID超⾼频读写模块，⽀持EPC�C1�GEN2�/�
ISO18000-6C协议，可选多种⼯作频段，⽀持圆极化1dBi天
线，能兼容识别市⾯各种电⼦标签，识别迅速，精准⾼效，完全
满⾜票务、医疗、⼀卡通、⻔禁等领域的应⽤。

⾝份识别�����内置超⾼频

更多选配功能



⾼拓展智能⼿持终端

新升级强化功能设计，更智能⾼效。C71不仅拥有⾏业⼀流性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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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并且提供多选择键盘输⼊与个性化指纹配置供客⼾灵活选择，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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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传输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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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维条码

4G WIFI

超⾼频虹膜识别指纹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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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F智能⼿持终端
C72

精巧便携的机⾝⾥，蕴含⾮凡性能，带给您极致⾼效的全新⼯作体验。
C72在拥有⾏业⼀流性能配置、⾼清5.2⼨⼤屏、强劲续航能⼒，以及超强⽆
线连接基础上，集成了强⼤的RFID超⾼频读写功能，可同时采集⼤量标签信
息，⼤幅提升⼯作效率。同时可集成⾼性能条码扫描、精准NFC/⾼频读写、
GPS、虹膜识别、⾼清摄像头、多种实时⽆线通讯等丰富功能，且防⽔防尘、
抗震耐摔，⾼智⾼效，不同凡响。

⽆线传输

产品功能

⼀维条码

GPS摄像头

蓝⽛

⼆维条码

4G WIFI

虹膜识别超⾼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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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C/HF

C72可⽀持性能卓越的RFID超⾼
频读写功能，具有更出⾊的灵敏
度，更快的读取速度，以及更可
靠的读取性能。可选多种⼯作频
段，⽀持圆极化或线极化天线，
前者群读性能好，后者读取距离
远，室内可达20m，室外10⽶，⽤
⼾可根据⾏业应⽤按需选择。

专业超⾼频读写 ⾼性能条码扫描 ⾼清摄像头

配备⾏业领先的Zebra等扫描引
擎，扫码能⼒强劲，可精准快速
识别各类⼀维/⼆维码，包括污
损、低品质条码，⾼效便捷，完全
满⾜⾼强度⾼精度的扫码⼯作
需求。

出众的1300万像素彩⾊摄像头，
⽀持⾃动对焦和闪光灯，让您轻
松获取清晰⾼品质图像，操作智
能，模式多样，可灵活选择，即使
在暗光环境下也可助您捕捉清
晰图像。

C72集成了GPS，GLONASS和北
⽃定位导航功能，可帮助实现实
时定位与追踪。NFC读写功能安
全性⾼，连接稳定快速，功耗低。
虹膜识别功能，识别时间短，误读
率低，提供⾼度安全保障。

其他功能

配置新⼀代安卓6.0操作系统，搭载⾏业领先⾼性能四核处理器，以及2GB�
RAM,�16GB�ROM⼤容量存储空间，⽀持多任务同时运⾏，系统稳定、运⾏流畅、
且操作简易，具有超强的数据处理能⼒，助您轻松应对⾼强度⼯作挑战。

性能强劲�⾼速⾼效

全新的屏幕设计，使得C72的显⽰性能与抗损伤性能⼤幅提升。新升级
1080P全⾼清5.2⼨⼤显⽰屏，搭配康宁⼤猩猩玻璃触控⾯板，光学清晰度⾼、
触控灵敏、且坚韧可靠，适应更⼴泛的使⽤环境，在强烈的⽇光照射下依然可
以获得满意的视觉效果。

超⼤5.2⼨⾼清屏

具有⾼防护等级，达到IEC密封规格，6⾯均能承受多次从⾼处跌落⾄混凝⼟地
⾯的冲击，防⽔防尘、抗震耐摔、可靠耐⽤，⽆论室内⼾外等苛刻环境条件下，⻓
时间持续⼯作，C72都能驾驭⾃如。

⾼防护等级�坚固耐⽤

⽀持4G全⽹通、双频WiFi和低功耗蓝⽛等多种⽆线传输⽅式，连接迅速，⽹络
稳定不掉线，让您随时随地畅享极速上⽹体验，更⾼效地进⾏⽂字、报表、图⽚
等信息的实时查询与交互，显著提升⼯作效率。

极速顺畅�稳定可靠

电⼒持久�强劲续航

C72标配8000mAh⼤容量可充电聚合物锂离⼦电池，给您带来更⻓的单次充
电续航表现，⽀持更⻓的使⽤、待机时间，并⽀持闪充，可满⾜各⾏业⾼强度持
续⼯作的需求。此外，聚合物锂电池密度⾼，使⽤寿命⻓，安全性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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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获取清晰⾼品质图像，操作智
能，模式多样，可灵活选择，即使
在暗光环境下也可助您捕捉清
晰图像。

C72集成了GPS，GLONASS和北
⽃定位导航功能，可帮助实现实
时定位与追踪。NFC读写功能安
全性⾼，连接稳定快速，功耗低。
虹膜识别功能，识别时间短，误读
率低，提供⾼度安全保障。

其他功能

配置新⼀代安卓6.0操作系统，搭载⾏业领先⾼性能四核处理器，以及2GB�
RAM,�16GB�ROM⼤容量存储空间，⽀持多任务同时运⾏，系统稳定、运⾏流畅、
且操作简易，具有超强的数据处理能⼒，助您轻松应对⾼强度⼯作挑战。

性能强劲�⾼速⾼效

全新的屏幕设计，使得C72的显⽰性能与抗损伤性能⼤幅提升。新升级
1080P全⾼清5.2⼨⼤显⽰屏，搭配康宁⼤猩猩玻璃触控⾯板，光学清晰度⾼、
触控灵敏、且坚韧可靠，适应更⼴泛的使⽤环境，在强烈的⽇光照射下依然可
以获得满意的视觉效果。

超⼤5.2⼨⾼清屏

具有⾼防护等级，达到IEC密封规格，6⾯均能承受多次从⾼处跌落⾄混凝⼟地
⾯的冲击，防⽔防尘、抗震耐摔、可靠耐⽤，⽆论室内⼾外等苛刻环境条件下，⻓
时间持续⼯作，C72都能驾驭⾃如。

⾼防护等级�坚固耐⽤

⽀持4G全⽹通、双频WiFi和低功耗蓝⽛等多种⽆线传输⽅式，连接迅速，⽹络
稳定不掉线，让您随时随地畅享极速上⽹体验，更⾼效地进⾏⽂字、报表、图⽚
等信息的实时查询与交互，显著提升⼯作效率。

极速顺畅�稳定可靠

电⼒持久�强劲续航

C72标配8000mAh⼤容量可充电聚合物锂离⼦电池，给您带来更⻓的单次充
电续航表现，⽀持更⻓的使⽤、待机时间，并⽀持闪充，可满⾜各⾏业⾼强度持
续⼯作的需求。此外，聚合物锂电池密度⾼，使⽤寿命⻓，安全性能好。

10



⽆线传输

产品功能

⼀维条码

NFC 摄像头

蓝⽛

⼆维条码

4G WIFI

虹膜识别

PSAM打印

11

智能打印⼿持终端
C75 C75是深圳成为精⼼研发的⼀款带打印功能的⼿持终端。不仅具有精美外

观、⾼性能配置、以及强⼤的数据采集功能，⽽且集成了杰出的打印功能，⽀
持多种打印机芯，可⽅便快捷地进⾏纸质票据、凭证等的打印。内置双
PSAM卡槽，可对打印数据进⾏更⾼级别的安全防护，⾼效便捷，安全可靠，
可⼴泛应⽤于零售、停⻋管理等⾏业。

GPS

配备杰出的⾏式热敏打印机，该
设备具有85mm/s额定打印速
度，噪⾳低，功耗⼩，可应⽤于政
府、⾦融、公共事业、物流⾏业、
商超⾏业现场缴费打印收费凭
证，满⾜各种⾏业的打印需求。

杰出热敏打印功能 ⾼性能条码扫描 ⾼清摄像头

配备⾏业性能优异的Zebra等扫
描引擎，扫码能⼒强劲，可⾼效
准确地识别各类⼀维码/⼆维码，
包括污损、低品质条码，⾼效便
捷。可以配合⼿机微信、⽀付宝
完成扫码⽀付，同时打印纸质票
据、凭证等。

出众的1300万像素彩⾊摄像头，
⽀持⾃动对焦和闪光灯。搭载
OCR软件，可以识别证件信息、
⻋牌号等，可应⽤于停⻋收费等
领域。

具备NFC读写功能，⽀持
ISO1443A/B和ISO15693等协
议，可⽤近距离通信和数据传输，
其安全性⾼，连接快速稳定，功耗
低，可应⽤于⽤⼾认证和电⼦⽀
付。

专业NFC读写

搭载新⼀代6.0操作系统，运⾏稳定，界⾯友好；采⽤⾏业⾼性能的四核处理器，
拥有2GB�RAM、16GB�ROM⼤容量存储空间，数据处理能⼒强，⽀持多任务同时
运⾏。

系统稳定�内芯强劲�运⾏⾼效

全新的屏幕设计，使得C75的显⽰性能与抗损伤性能⼤幅提升，新升级
1080P⾼清5.2⼨⼤显⽰屏，搭载康宁⼤猩猩玻璃触控⾯板，光学清晰度⾼、触
控灵敏、⽀持⼿套操作，适应更⼴泛的使⽤环境，在恶劣的⼯作环境中可以得
到满意视觉效果。

坚固⾼清⼤屏

标配⼤容量可充电聚合物离⼦电池，给您带来更⻓的单次充电续航表现，⽀持
更⻓的使⽤、待机时间，并⽀持闪冲，可满⾜各⾏业⾼强度持续⼯作的需求。

电⼒充沛�⻓效⼯作⽆忧

配备双PSAM卡，⽀持ISO7816标准，⽀持多种安全访问⽅式和权限，提供更⾼
安全级别的安全保护，稳定可靠。适⽤于移动⽀付、⽤⼾认证、占道停⻋等多种
⾼安全性需求⾏业的应⽤。

PSAM双重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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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传输

产品功能

⼀维条码

NFC 摄像头

蓝⽛

⼆维条码

4G WIFI

虹膜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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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5 C75是深圳成为精⼼研发的⼀款带打印功能的⼿持终端。不仅具有精美外

观、⾼性能配置、以及强⼤的数据采集功能，⽽且集成了杰出的打印功能，⽀
持多种打印机芯，可⽅便快捷地进⾏纸质票据、凭证等的打印。内置双
PSAM卡槽，可对打印数据进⾏更⾼级别的安全防护，⾼效便捷，安全可靠，
可⼴泛应⽤于零售、停⻋管理等⾏业。

GPS

配备杰出的⾏式热敏打印机，该
设备具有85mm/s额定打印速
度，噪⾳低，功耗⼩，可应⽤于政
府、⾦融、公共事业、物流⾏业、
商超⾏业现场缴费打印收费凭
证，满⾜各种⾏业的打印需求。

杰出热敏打印功能 ⾼性能条码扫描 ⾼清摄像头

配备⾏业性能优异的Zebra等扫
描引擎，扫码能⼒强劲，可⾼效
准确地识别各类⼀维码/⼆维码，
包括污损、低品质条码，⾼效便
捷。可以配合⼿机微信、⽀付宝
完成扫码⽀付，同时打印纸质票
据、凭证等。

出众的1300万像素彩⾊摄像头，
⽀持⾃动对焦和闪光灯。搭载
OCR软件，可以识别证件信息、
⻋牌号等，可应⽤于停⻋收费等
领域。

具备NFC读写功能，⽀持
ISO1443A/B和ISO15693等协
议，可⽤近距离通信和数据传输，
其安全性⾼，连接快速稳定，功耗
低，可应⽤于⽤⼾认证和电⼦⽀
付。

专业NFC读写

搭载新⼀代6.0操作系统，运⾏稳定，界⾯友好；采⽤⾏业⾼性能的四核处理器，
拥有2GB�RAM、16GB�ROM⼤容量存储空间，数据处理能⼒强，⽀持多任务同时
运⾏。

系统稳定�内芯强劲�运⾏⾼效

全新的屏幕设计，使得C75的显⽰性能与抗损伤性能⼤幅提升，新升级
1080P⾼清5.2⼨⼤显⽰屏，搭载康宁⼤猩猩玻璃触控⾯板，光学清晰度⾼、触
控灵敏、⽀持⼿套操作，适应更⼴泛的使⽤环境，在恶劣的⼯作环境中可以得
到满意视觉效果。

坚固⾼清⼤屏

标配⼤容量可充电聚合物离⼦电池，给您带来更⻓的单次充电续航表现，⽀持
更⻓的使⽤、待机时间，并⽀持闪冲，可满⾜各⾏业⾼强度持续⼯作的需求。

电⼒充沛�⻓效⼯作⽆忧

配备双PSAM卡，⽀持ISO7816标准，⽀持多种安全访问⽅式和权限，提供更⾼
安全级别的安全保护，稳定可靠。适⽤于移动⽀付、⽤⼾认证、占道停⻋等多种
⾼安全性需求⾏业的应⽤。

PSAM双重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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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窄边勾勒出流畅机⾝，配合弧形背壳设计，浑然⼀�体，提供更舒适的握持感。�5英⼨⾼
清1080P显⽰屏，在完美契合⼿掌尺⼨的同时最⼤限度地呈现屏幕细节，完美平衡握持感
受与视觉体验。

握持舒适，⼿感与美感兼得

医疗机构权威认证的25度扫描倾⻆，让护⼠不论扫描低处的腕带或⾼处的瓶签，都能以
最⼩的⼿腕转动获得最精准的扫描结果，操作舒适，事半功倍�。

配置国际领先的Zebra扫描头，可精准识读弯曲污损标
签，有效提升药品条码、样品标签、病⼈腕带等各类标签
的管理效率。

⽀持NFC通信，可近距离扫描患者RFID腕带信息，信
息交互更安全可靠。�
1300万像素⾼清摄像头，可实时拍摄⾼清照⽚记录患
者情况，让护理过程更加直观。�

⽀持4G全⽹通与双频wifi，保证最佳通信质量。�双SIM卡满⾜您各种通信需求。

畅快连接医疗数据

优雅有型�坚固耐⽤表⾥不凡�信赖之选

主机达到IP65防护等级、IEC密封规格，6⾯均能承受多
次从1.5⽶⾼度跌落⾄混凝⼟地⾯的冲击，能在-20℃�
⾄50℃的环境温度下正常作业，且通过了严格的信号
测试及静电抗⼲扰测试，基本满⾜各种苛刻环境下的
使⽤。
耐酒精擦洗材料，便于护⼠对设备的消毒与维护。

屏幕防刮抗摔，是性能和保护的完美结合。
10点触控5⼨FHD�LTPS液晶，⾊彩饱和度更⾼。
Box喇叭，双⻨回声消除，⾳质清晰悦⽿，适合对讲。
单次充电后H100可持续⼯作12⼩时以上，完美满⾜医护
⼯作者的⼯作需要。可配充电底座随时对设备进⾏充电。

配备独有的扫描提⽰灯，最⼤限度地确保病房环境的安静。
集成了瞳孔灯，降低了护⼠的携带负担。
背部指纹解锁，安全防护，⽅便快捷。

全⾯考虑护⼠需求

特有扫描倾⻆,有效降低⼿腕疲劳�

⽆与伦⽐的扫描性能� 多渠道采集各类数据�

外框采⽤和iPhone⼀样的⾼纯度阳极氧化铝，把⼿机的美观时尚引⼊PDA领域；内部采⽤
⾼强度的压铸铝镁合⾦及纳⽶注塑，解决了传统⼿持设备不抗跌落的难题。H100实现了美
观与坚固的完美平衡。

双⾦属复合压铸成型

安卓6.0系统打造熟悉、稳定的操作体验。⽤⼾可以像使⽤熟知的安卓⼿机⼀样，轻松上⼿
H100。�搭载四核1.3GHz处理器，2GB+16GB�RAM+ROM，极速处理各项任务，⾼效畅快，
游刃有余�。

熟悉的操作系统，不⼀样的操作体验

14

瞳孔灯

智能医疗PDA
H100

H100是⼀款专为医疗⾏业量⾝打造的智能PDA。安卓6.0系统和四核处理器
带来了快速⾼效的数据处理能⼒；⾏业领先的Zebra扫描头保证了准确的药
品和病⼈腕带条码扫描；1300万像素摄像头及5⼨⾼分辨率⼤屏幕忠实记
录、呈现护理细节；IP65防护等级和耐酒精擦洗材料使H100持久坚固。在拥
有卓越性能的同时，H100的外形同样抢眼。流线型⾦属机⾝配合⼈体⼯学
设计流露出优雅美感，⼿感不凡，让持握更加舒适。由内⽽外，从始⾄终，
H100势必让移动护理更加⾼效便捷。�

⽆线传输

产品功能

⼀维条码

GPS

NFC

摄像头

指纹识别

蓝⽛

⼆维条码

4G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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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载终端

V600
V600是深圳成为按照交通部新规范及最新⾏业需求，采⽤全新安卓平台打
造的⼀款性能强劲、坚固可靠的智能⻋载终端。产品采⽤4G全⽹通通讯，同
时⽀持WIFI、蓝⽛，搭载极速4核处理器，配备IC卡、指纹识别、⼈脸识别、条
码扫描、电话、短信、语⾳等功能。搭配多路摄像头可进⾏视频、图⽚采集，兼
容汽⻋OBD信息采集。配置⼀流，功能⻬全，能够完全实现对驾驶培训⻋辆、
货运⻋辆、旅游⻋辆及危险品运输⻋辆等⾏驶的全过程管理，有效保障⾏⻋
安全。除此之外，V600也可应⽤到零售，物流等⾏业。

⽆线传输

产品功能

OBD

GPS摄像头

蓝⽛4G WIFI

⾼频 指纹识别 ⼈脸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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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条码 ⼆维条码

采⽤安卓5.1系统，安全性更⾼、使⽤更便捷。⾏业领先的⾼性能四
核CPU轻松运⾏各种任务。可选1GB�RAM+8GB�ROM，或者2GB�
RAM+16GB�ROM，⽀持64GB卡扩展，存储量⼤，⽤⼾可根据⾃⾝需
求⾃由选择，保证多任务下依旧运⾏快速稳定。

性能强⼤

可对驾驶员、乘客进⾏指纹、
IC卡等信息的采集、识别及
验证。通过应⽤软件的安装，
还可实现⼈脸图像信息的识
别及验证。⾝份验证⽅式灵
活多样，安全性更⾼，确保了
⻋辆使⽤规范有效。

⾝份验证

V600可实时获取⻋辆位置、
⾏驶速度、⽅向路线等数据，
可进⾏⻋辆运⾏路线的设定。
当运⾏⻋辆偏离预定路线时
可⾃动向管理中⼼报警。如遇
突发事件，可快速通过短信或
电话联系110、�120、119等中
⼼进⾏报警，智能协助处理应
急事件。

GPS定位

准确记录⻋速、油耗等⾏程情
况，并实时提⽰警情信息。可
靠存储⻋况数据，客观分析驾
驶⾏为，给出中肯的驾驶建
议，节省⾏⻋开销。专业诊断
⻋辆故障以便进⾏及时维护，
确保⾏程安全，延⻓⻋辆寿
命。

OBD信息采集

产品细节展⽰

⽀持4G全⽹通和极速Wi-Fi，可实时上传⻋辆的⾏驶时间、定位、监
控图像等信息，便捷迅速，数据传输稳定流畅。同时⽀持蓝⽛功能，
可连接符合协议的各种蓝⽛设备。

⽆线传输

多路摄像头

应⽤⼴泛

配备前置摄像头及多路外置
摄像头，可实时抓拍图⽚并进
⾏视频的录像，并传输⾄管理
中⼼，实现对⻋内外环境的监
控。同时采⽤⾮易失性存储芯
⽚，存储的信息在断电或断⽹
后⾃动保存，保证数据不丢
失。

全⾯采集⾏⻋数据、准确验证驾驶员⾝份信息、实时监控⻋内⼈员
与⻋后货物的状态，让V600能有效应⽤于驾驶培训⻋辆、货运⻋辆、
旅游⻋辆及危险品运输⻋辆等的管理中。

配备5.5⼨720P⾼清触摸屏，显⽰清晰、触摸灵敏，且背光亮度可调，
保证各种环境下⻋内⼈员都能看清屏幕上的信息。

⾼清⼤屏

指纹识别

IC卡读写
外置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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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000
CHAINWAY�C6000基于安卓6.0操作系统开发，搭载⾼性能四核处理器，⽀
持极速4G全⽹通、双频Wi-Fi，配置⼀流的1D、2D扫描引擎、安全稳定的
NFC读写模块、800/1300万像素⾃动对焦摄像头及补光灯、北⽃辅助GPS定
位、4⼨显⽰屏，内置PSAM安全加密卡，拥有超强电池续航能⼒，以及防⽔防
尘抗震耐摔⾼防护性能。C6000精致⼩巧，性能⾮凡，助您在物流、医疗、零
售、仓储等⾏业提升⼯作效率，释放⼈⼯效能。⼯业级智能⼿持终端

⽆线传输

蓝⽛4G WIFI

产品功能

⼀维条码

GPS

NFC 摄像头⼆维条码

P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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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安卓6.0操作系统，C6000操作简易、安全性⾼、兼容性好。极速
四核1.3GHz处理器，可选1+8或者2+16�GB的RAM+ROM内存组合，
⽀持32GB�TF卡拓展，存储容量⼤，性能稳定，在多任务运⾏情况下
依然给您带去劲速体验。

性能强劲

C6000⽀持4G�LTE全⽹通，双频WIFI�(2.4G+5G)以及蓝⽛⽆线通
信，瞬时连接、稳定不掉线，⽆论您在室内或室外⼯作，都将拥有极
速流畅的上⽹体验，实时查询、传输、交互⽂字、报表、图⽚、⾳频、
视频等信息。

⽆线连接

C6000配备4000mAh可充电聚合物锂电池，续航能⼒强，正常使⽤
12⼩时以上，待机时⻓可达300⼩时，伴您蓄势畅⾏，持久安⼼。

电池续航

耐磨⼯程塑料外壳、时尚流线型外观、轻薄创新型机⾝设计，配备亮
丽出众4⼨显⽰屏和电容触摸屏。糅合⼈体⼯学设计和⼯业设计思
想，以“轻”“巧”为设计核⼼，握感舒适，携带⽅便，可单⼿操作，适应
于各种移动应⽤场景。

独特外形设计

坚固耐⽤

可选⾏业⼀流的Zebra等扫描引
擎，能够识读污损、低品质条码，
提供更快的识别精度与速度，并
且对于物流快递⾏业包裹经过
多次转运造成的问题条码，
C6000都能精准读取，⾼效便捷。

条码扫描 NFC读写 ⾼清摄像头

C6000的短距离通信技术，⽀持
ISO14443A/B,�ISO15693,�
NFC-IP1,�NFC-IP2等协议，可读
写M1卡(S50,�S70),�CPU卡,�
NFC标签等。其安全性⾼，连接稳
定快速，功耗低，能够满⾜特定
领域如⽤⼾认证、电⼦⽀付等的
应⽤。

出众的800/1300万像素⾃动对
焦彩⾊摄像头+补光灯，让您轻
松拍摄清晰⾼品质图像，操作智
能，模式多样，可灵活选择，即使
在暗光环境下也可助您捕捉清
晰图像。

C6000集成了北⽃辅助GPS功
能，可实现精准定位、实时导航，
规划运输路线、追踪监控货物及
⻋辆。PSAM终端安全存取模块
具有安全控制管理功能，适⽤于
多应⽤环境，可让⽤⼾对数据进
⾏加密，保证信息安全。

其他功能

主机达到IP65防护等级、IEC密封规格，6⾯均能承受多次从2⽶⾼度
跌落⾄混凝⼟地⾯的冲击，能在-20℃⾄50℃的环境温度下正常作
业，且通过了严格的信号测试及静电抗⼲扰测试，可满⾜各种环境
条件下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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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000配备4000mAh可充电聚合物锂电池，续航能⼒强，正常使⽤
12⼩时以上，待机时⻓可达300⼩时，伴您蓄势畅⾏，持久安⼼。

电池续航

耐磨⼯程塑料外壳、时尚流线型外观、轻薄创新型机⾝设计，配备亮
丽出众4⼨显⽰屏和电容触摸屏。糅合⼈体⼯学设计和⼯业设计思
想，以“轻”“巧”为设计核⼼，握感舒适，携带⽅便，可单⼿操作，适应
于各种移动应⽤场景。

独特外形设计

坚固耐⽤

可选⾏业⼀流的Zebra等扫描引
擎，能够识读污损、低品质条码，
提供更快的识别精度与速度，并
且对于物流快递⾏业包裹经过
多次转运造成的问题条码，
C6000都能精准读取，⾼效便捷。

条码扫描 NFC读写 ⾼清摄像头

C6000的短距离通信技术，⽀持
ISO14443A/B,�ISO15693,�
NFC-IP1,�NFC-IP2等协议，可读
写M1卡(S50,�S70),�CPU卡,�
NFC标签等。其安全性⾼，连接稳
定快速，功耗低，能够满⾜特定
领域如⽤⼾认证、电⼦⽀付等的
应⽤。

出众的800/1300万像素⾃动对
焦彩⾊摄像头+补光灯，让您轻
松拍摄清晰⾼品质图像，操作智
能，模式多样，可灵活选择，即使
在暗光环境下也可助您捕捉清
晰图像。

C6000集成了北⽃辅助GPS功
能，可实现精准定位、实时导航，
规划运输路线、追踪监控货物及
⻋辆。PSAM终端安全存取模块
具有安全控制管理功能，适⽤于
多应⽤环境，可让⽤⼾对数据进
⾏加密，保证信息安全。

其他功能

主机达到IP65防护等级、IEC密封规格，6⾯均能承受多次从2⽶⾼度
跌落⾄混凝⼟地⾯的冲击，能在-20℃⾄50℃的环境温度下正常作
业，且通过了严格的信号测试及静电抗⼲扰测试，可满⾜各种环境
条件下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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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50/C4000是深圳成为引进⾏业最新科技，精⼼打造的⼀款功能丰富、
表现优异的⾼性能⼯业级智能⼿持终端。⽀持4G全⽹通和稳定Wi-Fi，为⽤
⼾提供更快的数据传输和上⽹速度。基于Android� 5.1/4.4智能操作系统，
采⽤⾏业领先的⾼性能四核CPU，配置⼀流，性能卓越，运⾏快速且省电。集
条码扫描，全频段RFID读写、指纹识别、NFC、红外、多种实时⽆线通讯、拍照
等功能于⼀⾝，同时具备⾼可拓展性，可根据⽤⼾使⽤需求量⾝定制。⼯业级智能⼿持终端

⽆线传输

产品功能

⼀维条码

GPS

NFC

摄像头

指纹识别

蓝⽛

⼆维条码

4G/3G WIFI

RFID

红外P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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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50/C4000

采⽤时下流⾏的安卓操作系统，为⽤⼾打造熟悉、⾄简的操控体验。�极速⾼
性能四核CPU，1GB+8GB或2GB+16GB的RAM+ROM，⽀持多任务同时运
⾏。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配置，灵活⾃由，满⾜各种⾏业的应⽤需
求。

性能突出

C4050⽀持⾏业领先的4G全⽹通（4G版），同时⽀持双频WIFI：2.4G+5G、
蓝⽛等⽆线通讯⽅式，可灵活切换，瞬时连接，⽹络稳定不掉线，⽆论您在
室内或室外⼯作，都可以随时随地拥有⾃由畅快的数据连接与传输体验。

⽆线传输

具有IP64⾼防护等级，防⽔防尘，6⾯均能承受多次从1.2⽶⾼度跌落⾄混
凝⼟地⾯的冲击，在低⾄-20℃和⾼达50℃的环境温度下均能稳定运⾏，并
且通过严格的信号测试及静电抗⼲扰测试，适应各种苛刻的⼯业环境。

坚固耐⽤

C4050/C4000标配3200mAh可充电锂电池，⽀持选配容量为5200mAh的
⼿柄电池，使电池的总容量达到8400mAh。满⾜⾼使⽤强度、⻓使⽤时间
的数据采集任务。同时配备⼿柄，让设备更易握持，⼯作更⾼效。

双电池设计

产品展⽰

采⽤⾏业领先的Zebra等条码扫
描引擎，⽀持精准⾼效的
1D/2D条码扫描，能够识读污损、
折曲等低品质条码，在条码数量
多、质量参差不⻬的物流快递⾏
业具有重要的⾏业应⽤价值。

条码扫描 全频段RFID读写 指纹识别

各种类型的⼯作频率，包括低
频、⾼频、超⾼频、NFC，C4050/�
C4000都能⽀持。不管是⽤低频
配天线延⻓杆进⾏动物管理，还
是⽤超⾼频批量信息采集功能
进⾏货品盘点，抑或⽤NFC进⾏
⽤⼾认证和电⼦⽀付等，都能全
⾯满⾜您的需求。

选配的指纹识别功能采⽤电容
式传感器TCS1/TCS2SS，分别符
合FIPS、STQC和ISO权威标准。
能快速准确地进⾏指纹采集、对
⽐、存储和删除等操作。

红外功能适⽤于电⼒⽔利⾏业的
抄表应⽤，800万像素⾃动对焦
摄像头+闪光灯清晰记录图像数
据，PSAM扩展卡让⽤⼾能对数
据进⾏加密，保证信息安全。

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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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50/C4000是深圳成为引进⾏业最新科技，精⼼打造的⼀款功能丰富、
表现优异的⾼性能⼯业级智能⼿持终端。⽀持4G全⽹通和稳定Wi-Fi，为⽤
⼾提供更快的数据传输和上⽹速度。基于Android� 5.1/4.4智能操作系统，
采⽤⾏业领先的⾼性能四核CPU，配置⼀流，性能卓越，运⾏快速且省电。集
条码扫描，全频段RFID读写、指纹识别、NFC、红外、多种实时⽆线通讯、拍照
等功能于⼀⾝，同时具备⾼可拓展性，可根据⽤⼾使⽤需求量⾝定制。⼯业级智能⼿持终端

⽆线传输

产品功能

⼀维条码

GPS

NFC

摄像头

指纹识别

蓝⽛

⼆维条码

4G/3G WIFI

RFID

红外P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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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50/C4000

采⽤时下流⾏的安卓操作系统，为⽤⼾打造熟悉、⾄简的操控体验。�极速⾼
性能四核CPU，1GB+8GB或2GB+16GB的RAM+ROM，⽀持多任务同时运
⾏。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配置，灵活⾃由，满⾜各种⾏业的应⽤需
求。

性能突出

C4050⽀持⾏业领先的4G全⽹通（4G版），同时⽀持双频WIFI：2.4G+5G、
蓝⽛等⽆线通讯⽅式，可灵活切换，瞬时连接，⽹络稳定不掉线，⽆论您在
室内或室外⼯作，都可以随时随地拥有⾃由畅快的数据连接与传输体验。

⽆线传输

具有IP64⾼防护等级，防⽔防尘，6⾯均能承受多次从1.2⽶⾼度跌落⾄混
凝⼟地⾯的冲击，在低⾄-20℃和⾼达50℃的环境温度下均能稳定运⾏，并
且通过严格的信号测试及静电抗⼲扰测试，适应各种苛刻的⼯业环境。

坚固耐⽤

C4050/C4000标配3200mAh可充电锂电池，⽀持选配容量为5200mAh的
⼿柄电池，使电池的总容量达到8400mAh。满⾜⾼使⽤强度、⻓使⽤时间
的数据采集任务。同时配备⼿柄，让设备更易握持，⼯作更⾼效。

双电池设计

产品展⽰

采⽤⾏业领先的Zebra等条码扫
描引擎，⽀持精准⾼效的
1D/2D条码扫描，能够识读污损、
折曲等低品质条码，在条码数量
多、质量参差不⻬的物流快递⾏
业具有重要的⾏业应⽤价值。

条码扫描 全频段RFID读写 指纹识别

各种类型的⼯作频率，包括低
频、⾼频、超⾼频、NFC，C4050/�
C4000都能⽀持。不管是⽤低频
配天线延⻓杆进⾏动物管理，还
是⽤超⾼频批量信息采集功能
进⾏货品盘点，抑或⽤NFC进⾏
⽤⼾认证和电⼦⽀付等，都能全
⾯满⾜您的需求。

选配的指纹识别功能采⽤电容
式传感器TCS1/TCS2SS，分别符
合FIPS、STQC和ISO权威标准。
能快速准确地进⾏指纹采集、对
⽐、存储和删除等操作。

红外功能适⽤于电⼒⽔利⾏业的
抄表应⽤，800万像素⾃动对焦
摄像头+闪光灯清晰记录图像数
据，PSAM扩展卡让⽤⼾能对数
据进⾏加密，保证信息安全。

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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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级智能⼿持终端
C3000

CHAINWAY� C3000是深圳成为基于Windows� CE� 6.0操作系统开发的⼀款
性能强劲、功能⻬全、可靠耐⽤的专业级⼯业智能⼿持终端。⾼效的
800MHz处理器，全频段RFID读写、1D/2D条码扫描、指纹识别、WIFI、蓝⽛、
3G通讯、摄像头、GPS定位等各功能让C3000应⽤⼴泛，成功案例遍布零售、
物流、仓储、制造等⾏业。其中的低频RFID功能还可搭配特制天线延⻓杆，
专⻔⽤于动物管理。

⽆线传输

产品功能

⼀维条码

GPS摄像头

指纹识别

蓝⽛

⼆维条码

WIFI3G

P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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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C3000采⽤Windows�CE�6.0操作系统，稳定、安全、兼容性好。配备
双核800MHz处理器，256MB运⾏内存，4GB闪存，提供�Micro�
SD/TF卡扩展功能（最⼤可⽀持32GB），保证多任务下运⾏依然流
畅。

性能突出

主机具有IP65⾼防护等级，达到IEC密封规格，6⾯均能承受多次从
1.5⽶⾼度跌落⾄混凝⼟地⾯的冲击，能够在-20℃⾄50℃的环境
温度下正常作业，并且通过严格的信号测试及静电抗⼲扰测试，基
本满⾜各种苛刻环境条件下的使⽤。

坚固耐⽤

C3000的⽆线连接⽅式多样，3G、WIFI、蓝⽛等多种可选，您可根据
⾃⾝需要⾃由选择。让您不论在室内还是室外，都可拥有流畅稳定
的上⽹体验，随时进⾏⾼效的⽂字、报表、图⽚、⾳频、视频等数据的
实时查询、传输与交互。

⽆线传输

C3000标配3200mAh可充电锂电池，并且⽀持选配容量为�
5200mAh的⼿柄电池，电池总容量⾼达8400mAh，可实现超⻓的
设备使⽤时间，满⾜全天候⼯作的需要。同时配备⼿柄，让设备更易
握持，⼯作更⾼效。

双电池设计

产品展⽰

C3000可选配⾏业领先的
Zebra等扫描引擎，⽀持
1D/2D条码的扫描，提供更快的
识别精度与速度，能够识读污
损、低品质条码。对于物流快递
⾏业包裹经过多次转运造成的
问题条码，C3000都能精准读取，
⾼效便捷。

条码扫描 全频段RFID读写 指纹识别

各种类型的⼯作频率，C3000都
能⽀持，包括低频、⾼频、超⾼
频，性能强⼤。不管是⽤低频配
天线延⻓杆进⾏动物管理，还是
⽤超⾼频批量信息采集功能进
⾏货品的盘点，C3000都能全⾯
满⾜您的需求。

C3000选配的指纹识别功能采⽤
电容式传感器TCS1/TCS2SS，分
别符合FIPS、STQC和ISO权威标
准。能快速准确地进⾏指纹采
集、对⽐和存储等操作。

500万摄像头真实记录所采集的
图像信息，低耗电量GPS芯⽚提
供准确定位，PSAM扩展卡让⽤
⼾能对数据进⾏加密，保证信息
安全。

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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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级智能⼿持终端
C3000

CHAINWAY� C3000是深圳成为基于Windows� CE� 6.0操作系统开发的⼀款
性能强劲、功能⻬全、可靠耐⽤的专业级⼯业智能⼿持终端。⾼效的
800MHz处理器，全频段RFID读写、1D/2D条码扫描、指纹识别、WIFI、蓝⽛、
3G通讯、摄像头、GPS定位等各功能让C3000应⽤⼴泛，成功案例遍布零售、
物流、仓储、制造等⾏业。其中的低频RFID功能还可搭配特制天线延⻓杆，
专⻔⽤于动物管理。

⽆线传输

产品功能

⼀维条码

GPS摄像头

指纹识别

蓝⽛

⼆维条码

WIFI3G

PSAM

21

RFID

C3000采⽤Windows�CE�6.0操作系统，稳定、安全、兼容性好。配备
双核800MHz处理器，256MB运⾏内存，4GB闪存，提供�Micro�
SD/TF卡扩展功能（最⼤可⽀持32GB），保证多任务下运⾏依然流
畅。

性能突出

主机具有IP65⾼防护等级，达到IEC密封规格，6⾯均能承受多次从
1.5⽶⾼度跌落⾄混凝⼟地⾯的冲击，能够在-20℃⾄50℃的环境
温度下正常作业，并且通过严格的信号测试及静电抗⼲扰测试，基
本满⾜各种苛刻环境条件下的使⽤。

坚固耐⽤

C3000的⽆线连接⽅式多样，3G、WIFI、蓝⽛等多种可选，您可根据
⾃⾝需要⾃由选择。让您不论在室内还是室外，都可拥有流畅稳定
的上⽹体验，随时进⾏⾼效的⽂字、报表、图⽚、⾳频、视频等数据的
实时查询、传输与交互。

⽆线传输

C3000标配3200mAh可充电锂电池，并且⽀持选配容量为�
5200mAh的⼿柄电池，电池总容量⾼达8400mAh，可实现超⻓的
设备使⽤时间，满⾜全天候⼯作的需要。同时配备⼿柄，让设备更易
握持，⼯作更⾼效。

双电池设计

产品展⽰

C3000可选配⾏业领先的
Zebra等扫描引擎，⽀持
1D/2D条码的扫描，提供更快的
识别精度与速度，能够识读污
损、低品质条码。对于物流快递
⾏业包裹经过多次转运造成的
问题条码，C3000都能精准读取，
⾼效便捷。

条码扫描 全频段RFID读写 指纹识别

各种类型的⼯作频率，C3000都
能⽀持，包括低频、⾼频、超⾼
频，性能强⼤。不管是⽤低频配
天线延⻓杆进⾏动物管理，还是
⽤超⾼频批量信息采集功能进
⾏货品的盘点，C3000都能全⾯
满⾜您的需求。

C3000选配的指纹识别功能采⽤
电容式传感器TCS1/TCS2SS，分
别符合FIPS、STQC和ISO权威标
准。能快速准确地进⾏指纹采
集、对⽐和存储等操作。

500万摄像头真实记录所采集的
图像信息，低耗电量GPS芯⽚提
供准确定位，PSAM扩展卡让⽤
⼾能对数据进⾏加密，保证信息
安全。

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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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1是深圳成为⾃主研发的⼀款单通道超⾼频RFID模块，适⽤于
⼿持设备、台式读写器、发卡器、⼀体机。模块集成度⾼、体积⼩、� 功
耗低、性能卓越、稳定可靠，具有优越的抗电磁⼲扰能⼒和散热性
能，完全可以满⾜各类环境的使⽤需求。模块适⽤于仓储、物流、服
装、⽣产线管理等对RFID读取性能要求较⾼、具有挑战性的应⽤环
境。

优越的稳定性和监测功能

宽温设计，⼯作环境温度为-25℃⾄65℃；耐湿性能优，⼯作环境湿
度为10%⾄95%；智能监测CPU运⾏状态，模块持续24⼩时X365天
运⾏；监测天线的连接状态，可保护接收机，可通过命令关闭。具备
出⾊的抗电磁⼲扰性能，模块⼲扰屏蔽效果好。采⽤集成化射频芯
⽚，模块性能更加稳定，更适合较恶劣的⾼要求应⽤环境。

卓越的标签读取性能

标签识别灵敏、稳定，具有优异的读写性能和防冲撞能⼒。模块读取
距离远，使⽤4dBi天线，Alien9662标签情况下读取距离⼤于10m。
读多标签速度快，群读速度⼤于200张/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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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可靠、性能优越
RFID�超⾼频模块系列

散热⽚采⽤⾼性能热敏材料，热传导速率⾼，散热性能好；采⽤⼤
⾯积散热接触⾯设计，可不⽤外接散热装置；内置芯⽚可多点监
控模块温度，精确的控制系统的运⾏温度。

⾼效的温度控制性能

模块可在3.5V低电压下正常运⾏；设备⼯作输出时功耗为
5.3W，待机模式功耗0.15W，关断模式功耗1uW。低功耗设计降
低电池功耗，延⻓了超⾼频设备的使⽤时间。

低电压，低功耗设计

采⽤⾼精密、可靠性强、知名度⾼⼚商的元器件，确保每个模块各
项参数稳定⼀致，堪称⼀致性设计的杰出之作。

出⾊的⼀致性

射频芯⽚采⽤impinj性能优越的Indy�R2000超⾼频RFID射频芯
⽚，读取精度⾼、范围⼴、低相位噪声、性能强⼤。

性能优异的射频芯⽚

超⾼频模块
CM-4

CM-4是深圳成为⾃主研发的⼀款四通道超⾼频RFID模块，适⽤于台式读写
器、分体机。模块集成度⾼、体积⼩、功耗低、性能卓越、稳定可靠，具有优越的
抗电磁⼲扰能⼒和散热性能，完全满⾜仓储、物流、服装、⽣产线管理等具有
挑战性的应⽤环境。

超⾼频模块

超⾼频模块

超⾼频模块

CM-8

CM-12

CM-Q

CM-8是深圳成为精⼼打造的⼀款⼋通道超⾼频RFID模块，识读性能优异，可
应⽤于台式读写器、分体机。模块集成度⾼、功耗低、抗电磁⼲扰能⼒强、散热
性能好、且稳定可靠，⼴泛适⽤于仓储、物流、服装、⽣产线管理等对RFID读取
性能要求较⾼的应⽤环境。

CM-12是深圳成为结合市场需求推出的⼀款超⾼性能⼗⼆通道超⾼频
RFID模块，具有绝佳的识读性能，适⽤于台式读写器、分体机。且模块集成度
⾼、功耗低、稳定可靠，具有优越的抗电磁⼲扰能⼒和散热性能，完全可以满
⾜各类环境的使⽤需求。

CM-Q是深圳成为⾃主研发的⼀款⼩巧的超⾼频RFID模块，适⽤于⼿持设备、
发卡器、⼀体机。模块集成度⾼、体积⼩、功耗低、稳定可靠，具有优越的抗电
磁⼲扰能⼒和散热性能，适⽤于仓储物流周转箱、医疗等近距离读写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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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1是深圳成为⾃主研发的⼀款单通道超⾼频RFID模块，适⽤于
⼿持设备、台式读写器、发卡器、⼀体机。模块集成度⾼、体积⼩、�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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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全可以满⾜各类环境的使⽤需求。模块适⽤于仓储、物流、服
装、⽣产线管理等对RFID读取性能要求较⾼、具有挑战性的应⽤环
境。

优越的稳定性和监测功能

宽温设计，⼯作环境温度为-25℃⾄65℃；耐湿性能优，⼯作环境湿
度为10%⾄95%；智能监测CPU运⾏状态，模块持续24⼩时X365天
运⾏；监测天线的连接状态，可保护接收机，可通过命令关闭。具备
出⾊的抗电磁⼲扰性能，模块⼲扰屏蔽效果好。采⽤集成化射频芯
⽚，模块性能更加稳定，更适合较恶劣的⾼要求应⽤环境。

卓越的标签读取性能

标签识别灵敏、稳定，具有优异的读写性能和防冲撞能⼒。模块读取
距离远，使⽤4dBi天线，Alien9662标签情况下读取距离⼤于10m。
读多标签速度快，群读速度⼤于200张/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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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可靠、性能优越
RFID�超⾼频模块系列

散热⽚采⽤⾼性能热敏材料，热传导速率⾼，散热性能好；采⽤⼤
⾯积散热接触⾯设计，可不⽤外接散热装置；内置芯⽚可多点监
控模块温度，精确的控制系统的运⾏温度。

⾼效的温度控制性能

模块可在3.5V低电压下正常运⾏；设备⼯作输出时功耗为
5.3W，待机模式功耗0.15W，关断模式功耗1uW。低功耗设计降
低电池功耗，延⻓了超⾼频设备的使⽤时间。

低电压，低功耗设计

采⽤⾼精密、可靠性强、知名度⾼⼚商的元器件，确保每个模块各
项参数稳定⼀致，堪称⼀致性设计的杰出之作。

出⾊的⼀致性

射频芯⽚采⽤impinj性能优越的Indy�R2000超⾼频RFID射频芯
⽚，读取精度⾼、范围⼴、低相位噪声、性能强⼤。

性能优异的射频芯⽚

超⾼频模块
CM-4

CM-4是深圳成为⾃主研发的⼀款四通道超⾼频RFID模块，适⽤于台式读写
器、分体机。模块集成度⾼、体积⼩、功耗低、性能卓越、稳定可靠，具有优越的
抗电磁⼲扰能⼒和散热性能，完全满⾜仓储、物流、服装、⽣产线管理等具有
挑战性的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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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8

CM-12

CM-Q

CM-8是深圳成为精⼼打造的⼀款⼋通道超⾼频RFID模块，识读性能优异，可
应⽤于台式读写器、分体机。模块集成度⾼、功耗低、抗电磁⼲扰能⼒强、散热
性能好、且稳定可靠，⼴泛适⽤于仓储、物流、服装、⽣产线管理等对RFID读取
性能要求较⾼的应⽤环境。

CM-12是深圳成为结合市场需求推出的⼀款超⾼性能⼗⼆通道超⾼频
RFID模块，具有绝佳的识读性能，适⽤于台式读写器、分体机。且模块集成度
⾼、功耗低、稳定可靠，具有优越的抗电磁⼲扰能⼒和散热性能，完全可以满
⾜各类环境的使⽤需求。

CM-Q是深圳成为⾃主研发的⼀款⼩巧的超⾼频RFID模块，适⽤于⼿持设备、
发卡器、⼀体机。模块集成度⾼、体积⼩、功耗低、稳定可靠，具有优越的抗电
磁⼲扰能⼒和散热性能，适⽤于仓储物流周转箱、医疗等近距离读写环境。



充电底座

深圳成为着眼于⽤⼾充电需求，研发了多款充电
底座，包括单个充电底座、⽀持四联充的磁吸式充
电底座与⽴式充电架。其中⽴式充电架包含桌⾯
环绕式、⽴地双⾯式两款，可分别⼀次性充多台⼿
持终端，⽤⼾可根据使⽤需求灵活选择。外形时
尚、坚固耐⽤、易于管理，适⽤于医院或零售连锁
等各种室内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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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型号：C70,�C71,�C72,�H100,�C6000

CASE

典型案例
深圳成为数据采集产品系列丰富、功能⻬全，能够满⾜各⾏业的信息化使⽤需求，助⼒客⼾简化⼯作流程、提⾼⼯作效
率、降低运营成本。

发展⾄今，我们已成功为全球超出4000家客⼾提供智能设备产品及解决⽅案，覆盖交通、驾培、物流、仓储、零售、电⼒
能源、医疗、制造业、⾦融业、畜牧等20多个⾏业领域。

为全球超出4000家客⼾提供智能设备产品
解决⽅案

⾏业覆盖交通、物流、医疗、制造业、⾦融业、
畜牧等20多个领域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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