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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数据终端 C5000W（Wince 版） 

 
 

特性： 充分体验多模式无线网络带来的便利 快速适应基于标准的平台 

企业必需的耐用性 

可承受各种环境下的日常使 

用 

多种可选读取方式 

可选支持一维、二维条码扫 

描可选 RFID 低频、高频等 

多种频段协议读取方式 

多种通讯模块传输方式可选 

GPRS/Zigbee/WiFi/433M/ 

蓝牙模块   您可定制选择自 

己需要的一款 C5000J 

触屏和可选的键盘功能 

允许采用多种方式输入数据 

充分发挥应用程序功能 

满足用户的偏好 

时尚的设计 

易于手持，可最大限度的减 

轻用户的使用疲劳感 

坚固耐用的结构 符合 IP64 

密封标准的外壳 

坚固耐用的结构，可使用户 

在极端的环境下的正常使用， 

保护您的投资，显著减少停 

机时间和降低维修成本 

支持标准卡和扩展卡 

支持 SD 卡可扩展功能 

深圳成为 C5000 系列产品的坚固耐用为 

C5000W 手持移动数据终端的问世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该设备拥有的可靠性，让室内外移 

动工作人员能够实时全面的进行业务信息的 

采集和交互。有了它，物流速递人员、工厂 

巡检人员、商场销售人员、仓储管理人员便 

能够实时地访问、采集和发送企业所需的各 

类业务信息。通过不断改进的移动技术、成 

熟的稳固式构造以及多模式无线连接支持， 

无一不为企业间的信息交互和业务系统的访 

问提供了最大的便利。重要的是，业务流程 

科学的简化，大大降低了出错率，有效的提 

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 

随着时代的进步，企业需求不断发展，您投 

资的技术也应得到相应的发展。C5000W 基于 

WINCE 平台构建，支持 EVC/EVB 开发语言，可 

为您提供基于标准的灵活性及长期的适应性。 

C5000W  在快速开发和部署应用方面可助您 

一臂之力，我们随机器配有开发光盘，为您 

的二次开发提供了完美的接口与平台，并且 

为您提供网络在线及电话咨询两种技术支持， 

您的技术人员在二次开发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都可网络在线或拨打我们的技术热线与我们 

的一线工程师协商解决。相信在相当长一段 

时期内，它都可以实现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 

价值的应用。 

坚固耐用性、易用性设计，提高了运行时间 其合理的价格，卓越的性能 

CHAINWAY  产品的设计宗旨在于完善人 

们的工作方式。所以您会发现 C5000W 简单 

易学且易于使用，简单明了的图形加文字界面

使您的员工或客户不需要经过过多培训便可轻

松使用。简化的大键盘设计，坚固耐用的触摸

面板和易于在室外查看的大显示屏可保证用 

户获得最大的易用性和舒适性。 

C5000W 具有高速处理器,128MB FLASH 内存， 

是需要速度和准确性的批量应用的理想之选。 

如果您需要更大的存储容量，TF 卡插槽能够 

快速扩展以满足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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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及附件图片 C5000W 参数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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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参数 

尺寸: 186.5 (长) mm * 75 (宽)mm * 31 (高) mm

（2000mAH 标准电池配置） 

186.5 (长) mm * 75 (宽)mm * 38.9 (高) mm

（4000mAH 电池配置） 

重量(含标准电池):400 克 

显示屏幕:彩色 3.2 英寸 QVGA 显示屏 TFT-LCD、65K

色 240(宽)×320(长)（QVGA 尺寸） 

触摸面板:仿玻璃的耐用触摸屏 

背光:LED 背光                            

主要电池:充电式聚合物电池（3.7V,2000mAH）  

待机时间：150 小时 

一次充电扫描次数：5000 次 a 

扩展电池容量:可选充电式聚合物电池

（3.7V,4000mAH） 

扩展插槽:用户可接入的 UART 插槽(带安全罩)，支持

SAM 卡、SIM 卡，TF 卡。 

通知:振动器(2 个)和 LED，语音 

摄像:30W 像素摄像头（可选至 200W） 

输入方式:标配手写笔，可选多种输入方式 

音频:扬声器、接收器、全双工录音和播放（立体声）

的软件支持  

喇叭:0.5w 

显示灯:无线传输/接收、扫描、电源/充电，4种状态

彩色 LED 指示灯 

可连接设备:微型打印机、传感器、接触式 IC 卡读写

模块、UHF 读写模块等 

开发环境 

WINCE 版: WINCE 环境开发，提供二次开发包 

支持 EVC/EVB 开发语言 

性能参数 

CPU:32bit，533MHZ  

内存:128M RAM/2G ROM 

接口/通信:USB、UART 

按键:31 个软硅胶按键 5 个一次性操作功能键 

个性化设计的旁侧扫描按键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20℃至 50℃ 

储存温度:-25℃至 70℃ 

湿度:5％RH～95%RH（无凝露） 

 

跌落规格:在操作温度范围内，6 面均可承受从 1.5 米

高度跌落至水泥地面的冲击； 

滚动规格:1,000 次 0.5 米，六个接触面滚动 

密封环境:IP64 

无线 WAN 环境 

无线广域网(WWAN)无线通信: 

GPRS/GSM(900、1800 及 1900Mhz) 

无线 LAN 数据 

无线局域网(WLAN)无线通信:两种模式 IEEE802.11b/g

支持的数据传输率: 

802.11b—2.4GHZ 802.11g—2.4GHZ 

安全性 

WPA2、WEP(40 或 128 位)、TKIP、TLS、TTLS(MS-CHAP)、

TTLS(MS-CHAP V2)、TTLS(CHAP)、TTLS-MD5、TTLS-PAP、

PEAP-TLS、PEAP(MS-CHAP V2)、AES 及 LEAP 

扩频技术:直须扩频(DSSS)和正交分频复用(OFDM)  

天线:内置 PIFA 天线 

WIFI:符合 IEEE802.11b（传输速度 11M/秒，）、

IEEE802.11g(传输速率 54M/秒)内置天线 

ZigBee:符合 IEEE802.15.4 规范，2.4GHz 无线传输短

距离无线通讯，实现点对点接力式近距离无线数据传输

433M无线:无线频率 430～434MHz支持多达65535个网

络、每个网络含 255 个网络节点的链接方式传输距

离 300m（空旷地带） 

无线 PAN 数据 

蓝牙:Ⅱ类，v1.2s 

PAN（蓝牙）:Bluetooth version1.2 

数据采集规格 

选项: 一维线性，二维成像仪(唯一支持 symbol)；1D

标准范围的扫描引擎，面向 1D 和 2D 成像引擎通

过直观激光扫描准功能读取条码符号，采集灰度

图像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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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及附件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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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一维扫描器（symbol955 读头） 

光学分辨率:0.005 英寸最小条宽 

旋转视角:偏离垂直角度+/-30° 

倾斜视角:偏离正常角度+/-65° 

偏移视觉公差:偏离正常角度+/-60° 

环境光: 

太阳光：8,000ft.candles(86,112Lux) 

人造光：450ft.candles(4,844Lux) 

扫描频率:每秒扫描 50(+/-6)次(双向) 

扫描角度:46.5°(标准) 

激光功率:1.0 毫安(标准) 

识读精度:激光大于 6 mil 

二维成像仪引擎（symbol4500 读头） 

光学分辨率:640(水平)×480(垂直)象素(灰度) 

旋转视角:360° 

倾斜视角:偏离垂直角度+/-60° 

偏移视角公差:偏离正常角度+/-50° 

环境光:全暗 9,000ft.candles(96,900Lux) 

引擎前的焦距:近距离:5 英寸，远距离:9 英寸 

对焦元件(VLD):650nm+/-5nm 

照明元件(LED):635nm+/-20nm 

视域:水平-32.2°/ 垂直-24.5° 

RFID 

支持标准:EPC Gen 1 （0 类，1类）和 Gen 2 

低频 

工作频率：125kHz 或 134.2kHz 

支持标签：Hitags，TI 134.2KHz，EM 125KHz，EM 

134.2KHz 

高频 

工作频率：13.56MHz 

协议标准：ISO14443A/B，IS015693，Tag-it 

额定读取范围:6.09cm 到 10cm 

额定写入范围:6.09cm 到 10cm 

范围:从设备最前端起 70°斜角（根据频段） 

 

 

规章 

RF：FCC Part 15.247，15.205 15.209 15.203 

15.407 15.207，EN 300 328 

EMC：FCC Part 15B，ICES-003 Class B，EN 55022  

EN 301 489-1＆17 EN 301 893 RSS-210，

AIRBSTD-66＆33，T70＆T71 

 

外部设备和附件 

通讯座:适用于标配电池和选配电池的供备用电池充电

的单槽串行/USB 充电通讯座 

通讯和充电线缆:串行和 USBv1.1 充电线缆，打印机线

缆，车载充电线缆，电源/充电线缆 

电池充电器:1 槽电池充电器、通用电池充电器 

特定于垂直应用的附件: 

嵌入式磁条读取器、嵌入式触发器手柄、坚固耐用的外

壳 

保修            

在未对产品进行更改并再正常操作条件下运行时， 

C5000W自交付之日起12个月内对工艺缺陷及材料缺陷

给予保修。咨询当地办事处、代理商 

了解更多深圳成为产品信息，请登陆：www.chainway.cn  

地址：深圳市科技园清华信息港 A 座 6F      邮编：518057  

总机：0755-33630260    传真：0755-33630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