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YA™ TOUCH A6
JOYA™ TOUCH A6移动数据终端：是一款
面向零售业应用的多功能设备
最新Joya Touch A6是一款完美适用于零
售业各项应用的多功能设备，它可以优
化您的投资回报率，专为自助购物、现
场管理、访问控制等应用而设计。
集多种功能于一身
Joya Touch A6配备强大的Qualcomm
Snapdragon平台，并安装有Android™
6.0 Marshmallow (可现场升级至
Android™ 7.1 Nougat)。该设备提供两种
外形：一款为类似智能手机的手持式；
一款为枪柄式（配有一个操作舒适的扫描
键）。用户可以根据具体应用和偏好，
非常轻松地从一种外形变换到另外一种外
形。
无线充电底座 – 单槽和3槽
Joya Touch A6在业界首次采用了无线充
电技术，无需对设备和底座上的触点进
行维护和清洁。从根本上降低了各项支
持成本，同时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
多槽底座和单槽底座可以为手持式和枪
柄式Joya Touch进行充电，确保为每位
用户/每个应用提供正确有效的配置。
DIGIMARC®水印条码
Joya Touch A6为未来成为第一款阅读
Digimarc条码的移动数据终端做好了
准备。
采用升压和快速充电技术
Joya Touch A6只需2小时即可完成充
电，使用“升压充电”功能可实现快速
充电。提供6种充电组合，用户可以根据
需求进行最佳选择。
语音通信
利用无线网络，Joya Touch A6还可以通
过因特网语音协议（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VoIP]）作为手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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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行业应用

·多功能设备
·
：手持式与枪柄式
·现场升级至Android
·
7.1 Nougat
·无线充电消除了设备与底座之间的接触
·
·支持升压和快速充电模式
·
·无线网络VoIP电话功能
·
·Digimarc水印条码识读性能
·
·演示模式可进行自动扫描
·
·触摸屏创新触发Datalogic得利捷SoftSpot™
·
技术
·3轴加速计可自动旋转屏幕方向
·
®
·采用Gorilla
·
Glass 3强化玻璃的4.3英寸电容
式多点触摸FWVGA显示器
·振动警报通知
·
·全面支持Datalogic得利捷业界领先的自助购
·
物软件Shopevolution™及第三方软件
·Beacon信息基站通过BLE低能耗技术为全球
·
本土化提供支持
·先进的二维影像技术
·
·Datalogic得利捷专利绿点技术提供良好的
·
阅读反馈
·EASEOFCARE服务计划为用户提供一系列的
·
服务级别，保障用户投资无忧，实现生产效率
及投资回报率最大化。

·零售业:
·
·自助购物
·
·预收银
·
·库存管理
·
·访问控制
·
·礼品登记
·
·现场管理应用
·
·辅助销售
·

www.datalogic.com

技术规格

JOYA™ TOUCH A6
无线通讯
局域网(WLAN)

无线个人局域网(WPAN)
NFC通信

物理参数
IEEE 802.11 a/b/g/n; Wi-Fi安全标
准：WEP, WPA/WPA2 PSK, 802.1x
EAP：PEAP/MSCHAPV2, PEAP/GTC,
TLS, TTLS/PAP, TTLS/MSCHAP, TTLS/
MSCHAPV2, TTLS/GTC, PWD
Bluetooth蓝牙无线技术v4.0 – 双模式
（Classic Bluetooth蓝牙无线技术，增强
机型配备BLE蓝牙低能耗技术）
设备与底座之间采用NFC通信

解码能力
一维码/线性码
二维码
邮政码
数字水印

自动识别所有标准一维码，包括GS1
DataBar™线性码。
Aztec Code, Data Matrix, MaxiCode,
PDF417, MicroPDF417, Micro QR Code,
QR Code
澳大利亚邮政码、日本邮政码、KIX
Code, Royal Mail, USPS Intelligent
Mail, USPS PLANET, USPS POSTNET
支持Digimarc®条码

无线充电

可更换充电电池
锂离子电池；3.7v; 3,000 mAh
(12 Watt-hours)
两种充电选项：快速充电和标准充电

温度

可承受多次从1.2米/4.0英尺（使用橡胶缓
冲垫时为1.5米/5.0英尺）高度跌落至胶合
板表面冲击。
工作状态：-10至50 ºC / 14至122 ºF

接口
接口

USB 2.0客户端(带标准Micro-USB连接器)
SDXC卡槽(用户不可访问)

触摸屏
物理按键
照明
尺寸
重量(含电池)

读码能力

最小分辨率
读取成功指示

4.3至35.0 cm / 1.7至13.8 in（具体取决
于条码密度 ）
线性码 4 mils；二维码5 mils
扬声器(和弦)；Datalogic得利捷专利绿点
技术提供良好的阅读反馈

机构认证

本产品满足预期用途所需的安全和法规
认证。
符合欧盟RoHS

环保合规
软件
配置与维护
开发

Datalogic Configuration Utility (DCU)
根据客户需求提供Java和Xamarin SDK
软件开发包

系统

用户界面		
加速计
SOFTSPOT™技术
扫描键
振动

显示屏

顶盖和电池仓盖(手持式和枪柄式)和扫描
触发器(仅枪柄式)有各种标准颜色可供选
择，或提供颜色定制
外壳：浅灰色和深灰色
电池仓盖：蓝色、红色、绿色、橙色、
黄色、浅灰色
4.3英寸全触摸TFT-LCD彩色显示屏；
FWVGA：854 x 480 pixels; 16M色,
LED背光
电容式，多点触摸，采用Gorilla ® Glass 3
强化玻璃
手持式：完全可编程的Home/扫描键
枪柄式：完全可编程的Home/扫描键、
扫描触发键
可软件设定，电池盖底部照明
手持式： 14.5 x 7.7 x 3.4 cm
枪柄式: 14.5 x 7.7 x 11.6 cm
手持式: 275.0 g / 9.7 oz
枪柄式: 305.0 g / 10.7 oz

安全与法规

环境
抗跌落

颜色(标准)

扫描景深

电源参数
电池

可选颜色

3轴加速计
虚拟触发/扫描键
仅枪柄式
可软件设定

存储器

系统内存：2 GB;
系统闪存：16 GB Flash Disk
SD卡：工厂安装选项
Qualcomm SnapDragon Quadcore
1 GHz
Google Android 6.0 Marshmallow
(现场升级至Android 7.1 Nougat)

CPU
操作系统
保修
保修

1年

附件

注意：激光辐射 – 请勿直视光束

底座和支架

·91ACC0043 3槽底 ·91ACC0069 3槽底
座 - 通用型
座 - 挂墙式

其它

·91ACC0072
单槽底座锁定

·91ACC0073 仅单
槽底座充电器

·91ACC0047 手推车用 ·91ACC0079
支架（60件）
橡胶缓冲垫

·91ACC0080 ·91ACC0036
收银台存放袋 设备挂绳

© 2017 Datalogic S.p.A. and/or its affiliates. • All rights reserved. Without limiting the rights under copyright, no part of this document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or
introduced into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or for any purpose,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Datalogic S.p.A. and/or its affiliates.
• Datalogic and the Datalogic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Datalogic S.p.A. in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and the E.U. • The Joya logo is a trademark of Datalogic S.p.A.
and/or its affiliates, registered in the US and the EU. • SoftSpot and Shopevolution are trademarks of Datalogic S.p.A. and/or its affiliates, registered in the E.U. • Android is a
trademark of Google Inc. • The Bluetooth word mark and logos are owned by Bluetooth SIG, Inc. and any use of such marks by Datalogic Group companies is under license. • Digimarc
is a trademark of Digimarc Corporation. • All other trademarks and brands ar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 Product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
DS-JOYATOUCH-ZH Revision A 20170914

www.datalog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