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概览

优点

• 可做为独立的显示屏，也可连
接主POS显示屏作为第二客显

• AccuTouch五线电阻触摸屏 (可用手
指，手套，信用卡，或触摸笔激活 )或
者无触摸

• VESA安装选项
• “为触摸而设计”的耐久性

• 采用DisplayLink 技术，使电源供应、
视频和触摸信号只需透过一条 USB 电
缆即可

• 3年标准质保

• 可现场安装的3条磁条读取器 (MSR)和
网络摄像头可选
• 触摸屏密封
• IPX1等级防液体滴入；IP54等级防尘
及水溅

0700L 7 " LCD触摸显示器
Elo Touch Solutions的0700L是一款7英寸的液
晶触摸显示屏，对于众多零售POS的应用很有吸
引力。在零售环境下，0700L触摸显示器可作为
POS一体机的第二屏，即面对客户的显示屏，其
亦可作为需要小屏幕应用的主显示屏。0700L的
特性和设计使其可当作零售设置中的货架显示
屏或作为大型互动游戏桌面一部分的个人游戏
显示屏。0700L触摸显示屏采用DisplayLink TM
技术，使电源供应、视频和触摸信号只需透 过
一条USB电缆即可。070 0L是以IPX1及IP54防
水及防尘等级工厂密封，其外壳设计可防液体
滴入，水溅 及防尘。070 0 L提供经时间验证的
AccuTouch® 五线电阻触摸屏以及无触摸版本
可供选择。

• 全球机构认证
0700L机种性价比高，且外形紧凑，节省空间，它
是以“为触摸而设计”理念为基础-该设计理念
是在产品设计初始阶段就以触摸为设计核心，
而不是简单的把显示器加工成带有触摸功能的
产品。0700L可做为独立的显示屏，也可连接主
POS显示屏作为第二客显，它提供VESA安装选
项，增加安装的灵活性，如可以安装在柱上或挂
在墙上。0700L外围设备可选购3条磁条读取器
(MSR)，支持HID或仿真键盘模式(仅USB)，也可
选网络摄像头。外围设备易于现场安装，提 供了
美观、集成的解决方案。

应用
• POS机的第二客显屏，货架显示屏或
信息点
• 预定系统
• 工业和医疗中用于机器控制
• 用于IDS显示器控制
• 台面信息查询系统
• 游戏中用于个人互动屏幕

关于Elo
Elo Touch Solutions成立于1971年，自此
一直为全球触摸技术领导者。现在，Elo是
全球领先的触摸技术、产品和行业解决方
案供应商。Elo的产品组合包括技术齐全的
OEM触摸屏组件，触摸显示器，互动式数
字标牌，移动平板电脑和触摸一体机，可
满足各类市场包括游戏机、接待系统、工
业自动化、互动查询机、医疗保健、办公
设备、销售终端机、零售显示屏和交通运
输应用等领域的严格要求。全球已有超过
2,000万用户使用Elo产品，Elo的质量，创
新，诚信于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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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L 7 " LCD触摸显示器规格
外壳/边框颜色

黑色

有效显示区域

6.1" (154mm) x 3.4" (87mm)

尺寸*

7.3" (187mm) x 4.9" (126mm) x 1.2" (31mm)最大

LCD技术

活性矩阵TFT LCD

显示器尺寸

7" 对角线

最佳分辨率

800x480

长宽比

16:9

色彩

1,670万

亮度 (标准)

LCD面板：200 nits ；AccuTouch 五线电阻：160 nits

响应时间 (Tr + Tf)(标准)

25 ms

视角(标准)

水平：±70°或总计 140°；垂直：+50°~ -60° 或总计 110°

对比度(标准)

500:1

视频

USB Mini - B 插座

输入视频

水平同步频率：30KHz；垂直同步(帧速)频率：60Hz

电源

显示器输入电源连接器：USB Mini - B 插座
显示器输入电源信号规格：5V ±5％
功耗(标准)：开启(仅显示器)：4.5W
睡眠(仅显示器)：2.59W
关闭(仅显示器，背光关闭)：2.59W

安装选项*

VESA 4孔 75mm安装接口，位于显示器后部

重量

不含包装：1.3lbs (0.59kg)；含包装：1.9lbs (0.87kg)

运输尺寸

8.9" (225mm) x 6.5" (165mm) x 3.1" (80mm)

温度

工作：32°F - 104°F (0°C - 40°C)；储存：-4°F - 122°F (-20°C - 60°C)

湿度 (无冷凝)

工作：20%-80%；储存：10%-90%

机构认证

C-Tick, cUL, IC, CE, CCC, VCCI, KC, BSMI, NOM CoC, UL, FCC, CB, RoHS, WEEE

质保

3年

MTBF

经验证为50,000小时

其他特性

IP1X防滴漏等级；IP54级防尘和防水

*详情请见尺寸图

订购信息
型号

料号

技术

接口

表面处理

供货

0700L

E791658

AccuTouch 五线电阻

USB

防眩光

全球

订购信息
外围设备

料号

2MP网络摄像头带USB电缆

E591542

磁条读取器(MSR)

E039290

桌面式底座

E548382

MSR或网络摄像头的支架套件

E412148

用于与B系列和C系列触摸一体机兼容显示的安装支架

E750095

用于与D系列触摸一体机兼容显示的安装支架

E835074

电缆套件，2.5米，用于0700L的Y电缆

E07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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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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