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板电脑系统解决方案





工业环境 防爆二区 防爆一区

企业移动

连接，保护，优化 

在防爆区进行沟通和协同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相机、智能手
机以及平板电脑通过 LAN 或者 LTE 将办公室文件、数据处理以
及质量数据直接扩展到防爆区域使用。在操作现场和总部的实
时且无质量损失的数据交换增加了产量、生产效率以及可靠性。

BARTEC与全球优秀合作伙伴一起，共同为客户提供移动数据采
集解决方案。我们的产品包含了可在防爆区域使用的条码扫描
器、照相摄像系统、移动手持电脑、平板电脑以及拥有最新通
讯技术的智能手机。符合人体力学的设计外观及直观的操作，
凸显产品优势。我们的产品设计符合全球认证，适合各种移动
现场使用。产品的设计，确保佩戴工作手套时仍可轻松操作。
设备可以适应最严苛的环境、温度及气候。头盔支架、平板电
脑及手持设备的配件，帮助操作员解放双手。



所有应用场所均可使用 BARTEC 的系统解决方案

 - 工业环境使用

Agile 工业平板电脑拥有强大的Intel处理器，是运输、物流和工
业场所移动应用的理想工具。设备拥有军用认证，极其坚固， 
其高清多点触控屏幕使得操作简单。设备还 可选配 1D/2D 条码
扫描引擎或 RFID 读写器。

 - 防爆二区使用

Agile X 拥有所有 Agile 工业款所有性能，另外还拥有防 
爆二区的认证， 可在防爆及非防爆区随意切换使用。 同时它还
拥有多种配件以适应于多种应用，并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Agile/Agile X 配件

桌面充电器
可充两块电池

5300mAh
标准电池

LTE  通讯模块10600mAh
超大电池

车载底座 背部手带桌面外接
底座

肩带 4 点背带携带系统 RFID UHF  
外接模块

HART  
外接模块



 - 一区防爆使用

Agile X IS 将所有的 Agile 系列的应用顺利在防爆一区实现。 
由此，Agile 平板系列实现的所有工况下的数据交换包括非防爆
工业区，二区防爆区及一区防爆区。设备集成扫描功能，  
并且能够在防爆区域内实现不关机热插拔更换电池。 

另外此设备拥有一项超前的功能，即 USB 接口可以在防爆区域 
内使用。Agile X IS 的各种可选配件，扩展了其应用范围。

强大及高效的处理器

热插拔电池
无需辅助工具

外接模块

系统方法

多用途

未来更新可持续

极其坚固

全球认证

Agile X IS 配件

桌面充电器
可充两块电池

Micro SD 卡 U 盘 桌面外接
底座

肩带携带系统 4 点背带 HART  
外接模块

4200mAh
热插拔电池

外罩



AGILE 携带系统
Agile 携带系统是在与用户紧密合作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设计实现了最佳可用性、灵活性、以及德
国高品质标准。下面的图片为携带系统在现场使用情况。



灵  活



平板电脑 

在非防爆工业区和2区防爆环境使用

Agile · Agile  X 平板电脑设计用于运输、物流及工业现场移动
应用的操作。拥有 IP65 防护等级，4核 Intel 处理器，设备坚固
且强大。优良的防尘防水功能，保证其在 -10 °C 至 +50 °C的
环境下稳定工作。尽管设备轻巧，只有 1.2 公斤重，但是设备完
全符合 MIL - STD - 810G 军用认证标准。同时，它们具有极高的
抵抗冲击和振动能力，抗一米高跌落。

低反光的4点触控屏在阳光下可读 
10.1寸大屏幕具 1,920 X 1,200像素分辨率。

固态磁盘最高存储可达 256 GB, 其接口有micro HDMI、USB 3.、 
以及拥有 LAN/COM、音频等多个接口的外接底座。数据可通过
Wifi、蓝牙4.0、LTE、以及多种三代及四代无线通讯网络进行实
时传输。设备还可通过GPS进行定位。

设备可选1D/2D条码扫描器、RFID和HART读取模块。热插拔锂
电池有5300mAh和10600 mAh两种可选，长效电池保证了在现
场持续操作时间。

底座、独特的携带系统和移动充电座扩大了Agile平板的多用性。

特性 

	所有的平板都达到军用指标（MIL）要求

	极端温度下可操作 

	前后摄像头为现场提供照片及视频支持 

	集成的条码扫描仪在各种天气情况下都能精准 
 捕捉条码

产品价值

	Agile 家族为客户提供可靠的远程数据中心访问

	增加雇员现场移动能力及生产力，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 Agile 系统连接全球

	数据实时传输，优化工作流程

	快速的数据传输更新、 
 检查和维护为安全生产加分 

技术参数

	电容阳光可读10.1寸触摸屏， 
 防刮以及多点触控

	快速Intel处理器将办公室应用直接搬到 
 工业现场 

	电池可以在不关机情况下直接热插拔更换

.







工业平板电脑

一区防爆

Agile X IS 的出现将移动数据交换引入了新的时代：第一款一区防爆
平板。配备独有的热插拔电池，可在防爆区域不关机情况下直接更
换，保证了设备 24 小时 x 7 天不间断工作。

平板电脑另一个特色是集成了条码扫描，此设计专为防爆一区开
发。Agile系统有多种多样的配件，使得设备的应用得以广泛拓展。

强大的处理器和 Windows 10 操作系统，使得平板的性能与桌面电
脑无异。Agile X IS 在任何地方以及任何时间都能保证持续高效的
工作。

特性

	强大4核处理器，灵活应用于严苛的工业环境

	符合人体力学设计的 2D 斑马条码识读器及  
 RFID/ NFC 识读器

	明亮的超高清 10.1 寸触摸 LED 显示屏， 
 阳光下可 读，雨中可操作

	高清 800 万像素相机

	集成蓝牙 4.1LE， WLAN 和可选 LTE 模块

	独特的扩展槽可根据客户要求配置特殊应用设备 

产品价值

	Agile 家族为客户提供可靠的远程数据中心访问

	数据实时传输，优化工作流程

	快速的数据传输更新、 
 检查和维护为安全生产加分

技术参数

	快速 Intel 处理器将办公室应用直接应用于工业现场

	电池可以在防爆一区且不关机情况下直接热插拔更换

	本安 BARTEC USB2.0 接口能够在防爆一区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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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安全
技术合作
伙伴。
挑战我们！

常规检查 预防性维护 常规维护 工作流管理/SAP

诊断 在线/离线 信息查看 临时检查 在线学习

远程视频诊断 设备急救 库存控制 人员急救

博太科防爆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浦江高科技园，上海市闵行区新骏环路188号新7号楼，邮编201114
电话: +86 (21) 34637288,  传真: +86 (21) 34637281,  www.bartec.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