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汇•卓悦一体机系统
客户常见问题解答 (FAQ)

本文档解答了与惠普汇•卓悦一体机系统相关的最常见问题。

惠普汇•卓悦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惠普汇•卓悦？
答：惠普汇•卓悦是一款一体化销售点解决方案，专门针对小型零售和酒店企业进行了优化，这些企
业一般需要外形美观、易于安装且价格合理的完整系统。该系统能够为零售商带来出色的开箱即
用体验，可轻松与销售点软件和支付服务相集成，并尽享惠普备受认可的硬件保修和服务支持。1i
惠普汇•卓悦基于 Android™ 8.1 操作系统，搭载强劲的八核 Qualcomm® Snapdragon 处理器，提
供可选的 CPU 速度、内存和存储。该系统具备出色的线缆管理功能，宽阔的 14 英寸全高清触摸
屏增强了实用性，能够在店员和客户之间自如倾斜和翻转，方便信息展示。该系统还内置基本外
围设备，例如用于店员身份验证的磁条阅读器和 NFC，以及用于扫描二维码和商品的基于摄像头
的扫描仪。部分型号还提供面向客户的可选集成式显示器。
问：提供哪些显示器选择？
答：惠普汇•卓悦只提供一个主显示器选择。主显示器是 14 英寸全高清 1,920 x 1,080 分辨率防眩光
宽屏触摸显示器。它添加了在店员和客户之间轻松翻转的功能。
问：提供哪些面向客户的显示器选项？
答：惠普汇•卓悦可配置面向客户的集成式显示器选项。面向客户的显示器具有 5.5 英寸全高清 1,920
x 1,080 分辨率非触摸屏。
问：屏幕是否可以拆卸？
答：不可以，惠普汇•卓悦是一个固定销售点系统，带有集成式显示器，必须连接到电源才能运行。
问：可以使用集成式磁条阅读器 (MSR) 接受付款吗？
答：集成式 MSR 和 NFC 用于用户身份验证。MSR 不能用于接受信用卡付款。
问：惠普汇•卓悦有哪些规格？
答：惠普汇•卓悦搭载 Android 8.1 操作系统和 Qualcomm Snapdragon 处理器。它是一个配备 14 英
寸宽屏触摸显示器的一体化销售点系统，可在店员和客户之间自如翻转。惠普汇•卓悦提供不同配
置，面向客户的显示器、内存、存储、处理器和配套外围设备可随意搭配，以有效满足您的业务
需求。（有关配置选项，请参阅下表。）
惠普汇•卓悦提供高端或低端型号。惠普汇•卓悦采用 1.8GHz 处理器、2GB RAM 和 16GB 存储
空间。较高端的惠普汇•卓悦+采用 2.2GHz 处理器、4GB 内存和 32GB 存储空间。
问：惠普汇•卓悦提供哪些颜色选项？
答：惠普汇•卓悦只有黑白两种颜色。每台设备均可搭配同色款和同风格的零售配件。您可以选择第
三方解决方案定制颜色。
问：惠普汇•卓悦支持哪种操作系统？
答：惠普汇•卓悦支持 Android 8.1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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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汇•卓悦常见问题解答
问：Android 操作系统有哪些优势？
答：在全球范围内，采用 Android 操作系统的消费类设备最多，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和可穿戴
设备，以及大量销售点系统。此外，Android 还支持着全球最大的开发人员社区之一，通过提供
丰富的 API 和工具帮助高效开发应用。它是一个开源操作系统，不收取许可费用，因此基于
Android 的解决方案（例如惠普汇•卓悦）更经济高效。
问：在哪里可以访问开发人员套件？
答：可通过以下链接访问软件开发套件 (SDK)：https://developers.hp.com/retail-solutions
问：惠普汇•卓悦提供哪些配置？
答：惠普汇•卓悦提供多种配置，可有效满足您的需求。Android™ 8.1 操作系统和强大的多核
Qualcomm Snapdragon 处理器为标准配置。该系统有黑白两种颜色可供选择，您可以选择具有
所需 CPU 速度、内存和存储，带有或不带面向客户的集成式显示器的型号。

安全性
问：惠普汇•卓悦具有哪些安全特性？
答：惠普汇•卓悦提供以下安全特性：
基于硬件的安全性：


惠普汇•卓悦生物指纹识别器可确保安全的应用特定用例。



惠普汇•卓悦线缆钥匙锁可防止设备被盗。

Android 8.1 操作系统的基于软件的安全性：


安全启动



验证启动



强制模式下的 SELinux 策略



应用沙箱



默认开启加密



阻止未知来源的应用



硬件支持的密钥库

耐用性
问：惠普汇•卓悦如何防止液体溅入？
答：惠普汇•卓悦通过了 IP52 认证 2，有助于防范灰尘和 15 度以内落下的水滴。通过将液体从核心
组件中导出，显示器主机能够防止轻微泼溅。此外，其多功能性设计还支持将 I/O 集线器从系统
上分离下来。客户可以将 I/O 集线器安装在柜台下方，远离液体可能聚集的地方。
问：惠普汇•卓悦白色涂层的耐用性如何？
答：惠普汇•卓悦采用 Anionic Electric Decoration (AED) 保护涂层技术进行了增白处理，该技术可让
金属表面如陶瓷般光洁。这一工艺使设备表面变得耐磨、易于清洁和防指印，同时赋予设备引人
注目的光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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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汇•卓悦常见问题解答
问：惠普汇•卓悦能否长时间使用，并满足零售和酒店业务的严苛需求？
答：惠普汇•卓悦是一款零售强化型解决方案，能够应对严苛的零售业务环境，如长时间运行、湿度
和温度变化等，此外，所有惠普零售系统都经过了广泛的测试，以帮助确保平台的耐用性。

安装
问：提供哪些安装选项？
答：惠普汇•卓悦只能安装在柜台上。
问：惠普汇•卓悦可以固定在柜台上吗？
答：可选的安全电缆可以固定设备，同时避免杂乱感。该产品还提供线缆钥匙锁选项，支持通过 k 锁
插槽物理锁定设备。
问：USB-C™线缆最长多少？答：USB-C™电源线为 1.8 米（6 英尺）。
问：惠普汇•卓悦集成了哪些端口？
答：惠普汇•卓悦底座上有 4 个端口，无需 I/O 集线器即可实现基本连接。您可以通过两个 USB-C™
端口、两个 USB-A 端口及蓝牙® 直接将其连接至日用设备，并通过 WLAN 连接网络。
问：如果客户需要进行更多的连接怎么办？
答：可选的 I/O 集线器 3 支持连接更多设备。I/O 集线器规格：


2 个串口 (db9)



4 个 USB 2.0



1 个 USB-A（12V 供电）



1 个千兆 LAN 口



1 个钱箱接口



2 个 USB Type C™

配件
问：惠普汇•卓悦提供哪些配件？
答：惠普汇•卓悦提供以下配件 3，具体视设计和价格而定：


打印机



手持式条码扫描仪



iButton 读卡器



指纹识别器



I/O 集线器



钱箱

问：配套打印机的纸卷容量和尺寸是多少？答：配套打印机的纸卷容量和尺寸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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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汇•卓悦常见问题解答


纸张类型：POS 级单色热感打印纸



纸卷尺寸（宽 x 深）：2.25 英寸 X 2.01 英寸（58 毫米 X 51 毫米）



纸芯尺寸必须为 0.41 英寸或更大（10.40 毫米；典型纸芯尺寸为 0.5 英寸）



纸张厚度范围：2.3 - 3.2 毫米



收据列：44/56

问：如何将打印机连接到惠普汇•卓悦？
答：请参阅打印机解决方案的规格概述。

问：如何了解有关惠普汇•卓悦配件的更多信息？
答：有关所提供配件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p.com / go / engageoneprime

购买和保修
问：客户可如何购买惠普汇•卓悦？
答：惠普汇•卓悦将通过指定的独立软件厂商和面向中小型企业的经销商销售。这是一款完整的解决
方案，附带销售点软件和支付处理服务 1，以及惠普硬件和配件。请访问
hp.com/go/engageoneprime 以查找您所在地区的经销商。
问：购买的惠普汇•卓悦包含哪些组件？
答：惠普汇•卓悦预配置了处理器、存储、内存和面向客户的可选显示器。此外，配套的零售外围设
备也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问：惠普汇•卓悦提供哪些保修和金牌服务选项？
答：惠普汇•卓悦享受 1 年标准有限保修服务 4。支持通过可选的惠普金牌服务延保至最多 3 年。如
有法律要求，保修期限将会延长。
可选的金牌服务能够在标准保修基础之上再添一层可靠保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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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汇•卓悦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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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包含零售软件和支付处理服务的捆绑套件仅在部分地区提供。
2. IP52 测试结果并不能保证产品将来在类似测试条件下的实际性能。任何意外损坏保护需要选购惠普意外损坏保护金牌服务
3. 外围设备单独出售。iButton® 在部分地区提供。
4. 1 年有限保修服务，具体取决于所在国家或地区。
5. 根据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惠普金牌服务的级别和响应时间会有所差别。金牌服务单独销售。保修服务自购买硬件之日起生效。可能
存在约束和限制。详情请访问：hp.com/go/cpc。
惠普服务受购买时提供或告知客户的惠普服务适用条款和条件的制约。根据当地适用法律，客户可能享有其他法定权利，这些权利不受
惠普服务条款和条件或惠普产品附带的惠普有限保修的影响。

标题

F

作者

"Huff, Arlene"

主题

无内容

关键字

无内容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