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T101

完美結合強大效能及行動需求，輕鬆對抗嚴苛企業環境

工控/商用平板電腦

通過 1.2 m 落摔測試，並可搭配多種配件如槍把、擴充電池組、磁卡讀卡機及充電座

使用，提升場域應用靈活性。

不只堅固，更靈活 PT101 是具備強大效能及可攜便利性的 Android 強固型平板

電腦，適用於多種嚴苛的企業環境，可搭配基座使用，提升操

作彈性。貼心的手腕帶設計，亦方便使用者輕鬆握持，減少長

時間使用所造成的手部疲勞感。PT101 更支援 Android 9，以

及配備 4800mAh 大容量電池，絕佳的使用體驗，是各場域不

可或缺的最佳工作利器。

一機在手，輕鬆帶著走
手腕帶設計，緊密貼合機身與手掌，方便使用者握持，並減輕長期使用的疲勞感。

大容量電池，持久有感
配備 4800mAh 大容量電池，且待機續航力高達 268 小時，讓您工作持久又安心。

功能強大，適用於多種企業環境
PT101 提供絕佳的使用體驗，適合工廠、倉儲、零售、物流、外勤工作等作業環境。

Android 9 使用體驗再升級
支援 Android 9 使用介面，提供您更勝以往的使用體驗。

應用場域

零售 倉儲 物流現場服務

電池 落摔防護

4800mAh RK3399 

Android 9268小時

1.2m

設計操作系統待機續航力

手腕帶

1.8GHz

瑞芯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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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mm

182mm

2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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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特色 

尺寸 269mm*182mm*24mm  

重量 980g 

顯示螢幕  10.1”, HD, 400nits 
 Gorilla Glass 3, 支援多點觸控 

擴充插槽  Micro SD 卡插槽 x1 
(具有 SDXC 兼容性和軟體映像升級功能) 

 Nano SIM 插槽 x1 (選配, LTE 版本) 
 Micro USB 埠, 支援 USB2.0 OTG 
 擴充埠支援 USB 2.0 Host 模式與 DC 電源輸入 
 DC 插孔 

按鍵與按鈕  前按鈕: 5 個虛擬按鍵 (返回, 首頁, 選單, 音量大, 音
量小) 

 側按鈕: 電源鍵 

指示燈  一個兩色 LED (藍/紅)  
 LED 動作 

- 充電中(DC IN): 紅燈亮 
- 開機時: 藍燈亮 
- 完成充電或完成開機: LED 暗 

音訊及語音  喇叭 
 音源插孔(MIC IN/Line Out 組合插孔) 

  

效能表現 

操作系統 Android 9.0 

處理器 瑞芯微 RK3399 1.8GHz, 雙核 Cortex-A72 和四核
Cortex-A53 

記憶體  4GB LPDDR4 RAM 
 32GB eMMC  

  

使用環境 

操作溫度 0~50℃ 

儲存溫度 -20~70℃ 

環境濕度 10%~90% (非凝結狀態) 

落摔高度 1.2m 

靜電防護 +/- 8KV 接觸放電, +/-15KV 空氣放電 

  
 
 
 
 
 
 
 

連線能力 

無線個人網路 Bluetooth 5.0 

無線區域網路  802.11a/b/g/n/ac 無線區域網路, 2.4GHz 和 5GHz 
 符合 WEP, WPA 和 WPA2 

無線廣域網路  1T1R 天線 
 資料傳輸 
 Quectel EM06 系統 

- EM06-E: LTE B1/B3/B5/B7/B8/B20/B28/B32 , 3G 
B1/B3/B5/B8 

- EM06-A: LTE 
B2/B4/B5/B7/B12/B13/B25/B26/B29/B30/B66 , 
3G B2/B4/B5 

- EM06-J: LTE B1/B3/B8/B18/B19/B26/B28 , 3G 
B1/B3/B6/B8/B19 

  

資料讀取 

相機 5M 畫素 CMOS 彩色相機, 定焦鏡頭 

  

感測器 

光感測器 環境光傳感器 

動態感測器 加速器傳感器 

  

電力 

電池  不可替換的電池 : 3.7V, 4800mAh  
 Wi-Fi 版本 

- 待機時間: 268 小時 (Wi-Fi & BT 關閉) 
- 操作時間: 4 小時,螢幕閒置@ 40%亮度,  

Wi-Fi & BT 關閉 
 LTE 版本:  

- 待機時間: 232 小時 (Wi-Fi & BT 關閉) 
- 操作時間: 4 小時, 螢幕閒置@ 40%亮度,  

Wi-Fi & BT 關閉 

電源供應器  100~240Vac, 50/60Hz輸入 
 5V/3A 15W 輸出 

  

合規姓 

安規認證 

配件 

配件  USB 連接線 
 電原供應器 
 觸控筆 
 槍把(選配) 
 充電座(可選區域網路功能)(選配) 

  

 CE(RED)






FCC
NCC
LVD, VCCI

 RoHS2, REACH, WE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