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lo自助一体机W系列支持两种安装模式—桌面或落地安装，两种模式都有助于简化高流量公
共环境下的互动体验设备的安装工作。支架采用一体成型设计，将触控屏、多种外设、扩展
模块以及3英寸标准打印机高度集成，不仅节约空间，而且外观整洁，无多余线缆。

--

产品概览

  
 

灵活配置 高度集成 多种外设

I 系列一体机
Android/Windows

内部可装扩展模块

配件收纳

Elo自助一体机W系列桌面支架
(E796783)

二维码扫描器

打印机

Elo自助一体机W系列落地支架
(E796965 +E797162)

通过安装Elo自助一体机W系列，企业可在POS和自助服务上建立统一的客户体验，包括无限
购物长廊、价格核查、会员制度、品牌体验、试衣间、签到登记、时钟应用等等。操作系统
可选Windows® 或Android， 配备15到22英寸触控屏自助服务解决方案，有了它我们可以轻
松完成支付。

自助一体机W系列

专为POS以及自助应用打造

Elo

支持多种原厂外设

- EMV刷卡机

- MSR

- 条码扫描仪

- 状态指示灯

- NFC

- 指纹识别器



规格

型号 E796783 = Elo自助一体机W系列桌面支架 E796965 + E797162 = Elo 自助一体机W系列落地支架
颜色 黑色 / 银色

兼容配置
22" I系列 Android/Windows 竖屏和横屏模式

竖屏和横屏模式15" I系列 Android/Windows 

兼容打印机
Epson - TM-T88, M30 (需要打印机托盘E797921)
Star - TSP100, TSP654
Bixolon SRP-350

兼容EMV
Verifone - MX915, E355
Ingenico - iSC250, RP757, iPP320, iPP350, iPP315, ICMP, RP457c (BT, USB), RP457c (BT, USB, 音频)
MagTek - eDynamo

重量
不含包装:  24.69 lbs / 11.2 kg
含包装: 28.17 lbs / 12.78 kg

不含包装: E796965: 40.78 lbs / 18.5 kg; E797162: 27.34 lbs / 12.4 kg
含包装: E796965: 49.44 lbs / 20.61 kg; E797162: 30.64 lbs / 13.9 kg

尺寸 11.6" x 9.1" x 17" / 295mm x 230mm x 431.96mm 22.1" x 14.6" x 47" / 562.43mm x 370mm x 1192.8mm

运输尺寸 25.35" x 12.08" x 11.93" / 644mm x 307mm x 303mm
E796965: 50.55" x 12.44" x 12.44" / 1284mm x 316mm x 316mm
E797162: 28.58" x 19.13" x 4.56" / 726mm x 486mm x 116mm

温度
工作: 0° C  to  40°  C  (32°  F  to  104°  F)
储存: -20° C  to  60°  C  (-4°  F  to  140°  F)

湿度 (无冷凝)
工作: 20% - 80%
储存: 10% - 90%

符合ADA(美国残疾人法案) 是 - 软件及安装方式都符合ADA(美国残疾人法案)条例  
质保 2年标准质支架 保

包装内含
快速安装指南
黑色束带 x3
桌面支架螺丝 (详见MS图纸)

快速安装指南
黑色束带 x3
带扣束带 x3
落地支架螺丝 (详见MS图纸)

Elo自助一体机W系列

料号 产品描述 颜色 供货

E796783 黑色/银色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日本, 中国

E062510

Elo自助一体机W系列桌面支架

Elo自助一体机W系列落地支架顶部支架 黑色/银色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日本, 中国

E062510 Elo自助一体机W系列落地支架底部支架 黑色/银色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日本, 中国

订购信息

料号 产品描述 颜色 供货

E001002 磁条阅读器 (MSR) 黑色 全球

E001004 NFC/RFID 读写器 黑色 全球

E001001 指纹识别器 (FPR) 黑色 全球

E926356 二维码扫描仪

条码扫描器

黑色 全球

E093433 黑色 全球

E923781 扩展模块 - 长线缆工具箱 黑色 全球

可选外围设备

全国服务热线： 400-619-0616
Elo Touch Solutions, Inc. 保留下述权利：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更改或更新本文所载任何信息；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更改任何产品的设计、结构、材料、工艺
流程或规格；及中断或限制任何产品的生产或分销。Elo（标识）和 Elo Touch Solutions 均为 Elo Touch Solutions, Inc. 的商标。2019 年 Elo Touch Solutions, 
Inc. 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2019 年 6 月

如欲了解有关 Elo 的更广泛的触控解决方案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elotouch.com.cn 或 EloAsia@elotou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