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动式数字标牌
外形时尚、性能可靠的互动式触控数字标牌，可以与您的顾客更好的互动，尺寸从 10'' 至 70''

www.elotouch.com.cn
400-619-0616



Elo的互动式数字标牌 (IDS) 采用专业级触摸屏，以及纤薄的一体式设计。在零售，酒店接待，医疗保健以及其他商业市场中，

Elo 的 IDS 系列产品透过高质量以及互动性屏幕吸引顾客，并与顾客互动。

大多数零售企业仍采用实体店的传统
销售方法。使用互动式数字标牌，可
进行广告和促销；用于自助服务和信
息终端；可无限扩展店内购物空间。

医疗保健环境需要患者和医疗服务人
员之间有各种层次的沟通。Elo 的产品
有多种尺寸可供选择，方便患者在候
诊区进行交流，工作人员互相交流以
及工作进度安排等。

实践证明，将互动式体验融入零售、酒店接待和其他多种环境可以提升营销效果、企业效率和投资回报率 (ROI)。无论是通过互动式数字标牌

吸引产品的潜在客户，帮助人们找到他们想查询的各种信息，提供自助服务，还是帮助客户选择合适的产品，都为您的业务增值创造了无限可能。

无论在购物中心、机场还是大楼的大
厅，使用互动式导览导购查询机查找
要去的地点，或通过自助服务终端获
取所需的信息，都会更加简单方便。

客人通过触摸即可享受无微不至的礼
宾服务。使用互动式数字标牌，让客
人了解酒店、周边的餐厅和活动信息，
以及酒店提供的各类服务等。

像电子白板一样简单，像平板电脑一样互
动，也无需投影机，Elo 的 IDS 显示屏可以
在办公室任何地方使用。无论是会议室还
是大堂或者其他地方，都能帮助企业充分
利用现有通信和协作软件等。

为您的餐厅带来数字互动体验。客户可以
使用 I 系列进行自助点餐，也能够在大尺寸
的互动式显示屏上查看各式菜品选择。

适于多种应用的解决方案

零售品牌店

医疗酒店

餐厅公共场所

企业

触摸使数字标牌功能更强大

•在店内空间或库存不足时，可以让消费者使用您的网站，创

造无限购物长廊的体验，提供所有可能的选择

•通过真实尺寸的互动式体验，与顾客进行互动

•通过自助服务终端，帮助客户自助查询并更快找到他们所需

的物品或信息



Elo 的新一代 IDS 产品外形纤薄，时尚美观，拥有 10''、15''、22''、32''、42''、46''、55'' 和 70'' 等多种触摸屏尺寸，专为

高使用量环境下提供稳定可靠的性能而设计。

Elo 的 IDS 触摸屏技术采用纯玻璃，无表面涂层，以保持图

像的清晰度和亮度。产品坚固耐用，即使表面有刮痕或污渍，

仍可正常操作。多点触控版本可提供快速、精准、无漂移

的触控响应。（32''、42'' 和 46''、55''提供非触摸版本可选）

I 系列

(安卓)
I 系列

(安卓)
I 系列

(安卓)
I 系列

(安卓)
I 系列

(安卓)
3202L 4202L 4602L 5502L 5551L 7001LT

屏幕尺寸
（对角线）

10.1'' 15.6'' 15.6'' 21.5'' 21.5'' 31.5'' 42.0'' 46.0'' 54.6'' 69.5'' 

长宽比
16:10; 

1280 x 800
( 全高清)

16:9; 1920 x 1080 ( 全高清 )

厚度* 0.9" 
(25mm) 

1.1" 
(30mm) 

1.4" 
(35mm) 

1.5" 
(39mm) 

1.8" 
(45mm) 2.0" (51mm) 2.1" (53mm) 3.5" 

(90mm) 3.7" (94mm)

安装选项 壁挂式或可选桌面式底座 壁挂式

对比度 800:1 700:1 700:1 1000:1 3000:1 4000:1 1100:1 4000:1 5000:1 

亮度 350 nits 300 nits 250 nits 225 nits 270 nits 500 nits 450 nits 500 nits 

视角
85°/85° or
170°/170°

80°/80° or
160°/160°

89°/89° or
178°/178°

85°/85° or
170°/170° or89°/89°  178°/178°

功耗
（开启）

13W 16.5W 33.6W 55W i2:55W,
i5:90.6W 

i2:34W,
i5:80.6W 

81W 95W 94.34W 157W 145W 

触控技术 投射式电容
（4点）

红外
（10点）

红外
（20点）

投射式电容（12点）
红外（20点）

投射式电容
（10点）

投射式电容/红外
（10点）

其他   

Elo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专业专注的客户服务以及技术支持部

门，能够及时回应客户要求。我们提供全球质保，并在全球

拥有授权的维修中心，因此您无论在何处购买我们的产品，

均可在产品使用地享受到我们的优质服务。

适合高使用量环境的互动式标牌

适用于公共环境

可靠的商业解决方案

领先的触摸技术，支持多点触控

一系列符合您要求的产品可选

服务和支持

企业级

集成解决方案

• 采用集成一体设计的触控技术

• 壁式安装的厚度不超过 4"，符合
ADA 和 IBC 对凸出部分的规定

• 强化的纯玻璃表面

• 商业级部件

•  I 系列（2 年标准质保）大尺寸互
动式标牌（3 年标准质保）

• 坚固耐用

• 锁定控制

• 远程诊断

• 扬声器

• 线缆覆盖（防破坏）

• 可选集成电脑模块，以减少电缆使
用并提升可靠性

• 可选RFID,NFC/RFID, MSR,

• 网络摄像头

* 厚度尺寸基于PCAP 显示器

* 不包括5551L

指纹识别器
以及条码扫描仪

集 成 网 络 摄 像 头 和 麦 克 风 ， Q u a l c o m m ® 
SnapdragonTM 600 (A15,四核 1.7 GHz), 2 GB 内
存, 16 GB Flash, 3x USB, 1x Micro SD, 1G 以太网, 支
持EloView远程管理

可选Android或Windows模块:可
选网络摄像头;VGA,HDMI,DP端
口;4x5W扬声器;NFC适配器,OPS
套件,支持EloView远程管理

可选Android或Windows模块;可选网络摄像;VGA,2xHDMI,DP端口,
OSD控制器,USB,GPIO;4x5W扬声;NFC适配器,OPS套件,支持EloView
远程管理

Android
Windows
all in one

Android

Windows
optional computer
module

Android

集成网络摄像头和麦克风，Intel
四核处理器i2(2GB内存)&i5(4GB 
内 存 ) , 1 2 8 G B 固 态 硬 盘 ,
(15.6")2xUSB,(21.5")4xUSB, 
3xMicro-USB, 1G 以太网

**



全国服务热线： 400-619-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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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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