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靠的硬件设施是零售和酒店行业 POS 项目长期成长的关键。

而收银机的外观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任何想要吸引并把握

住客户的人，需要满足他们对产品长期性能和光学指标的要

求。制造商 Colormetrics 的 POS 系统，以完美的工艺和特

殊的设计，确保了零售商和客户对产品的热情和钟爱。

设计 POS 系统至今都被认为是件复杂繁琐的事，对于知名制
造商同样如此。在这个充斥着时尚真空吸尘器和名牌手机的
年代，许多触摸 POS 系统被视为呆板老气的代言词不足为奇。
对于很多客户来说，收银机既是他们自己商店、酒吧或者餐
馆的显著标志，通常也是吸引客户眼球的第一印象。如果单
调的灰色 PC 和塑料成了主流，或者您在售卖前需要对产品做
出整改，那么整个流程便繁琐无味了。

有了我们的 POS 系统，您终于能为客户提供一款真正与众不
同的产品了！超薄设计，壁挂式面板，桌立式脚架，超耐用
材料和高端外观设计，能确保它真正畅销。

 请注意：此光学器件所承诺的所有功能均有工程保证。

系统运行稳定，外壳采用坚固铝材制作，这台经行
业测试的高性能组件，能确保使用多年之后依然完
美运行。即使出现故障，硬盘驱动器等重要部件
也能在数秒内完成维修或更换。

作为台湾创新型制造商的合作伙伴，Jarltech 销售的该 POS 系
统来自于 Colormetrics 全球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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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P2000: 38.1cm (15”), 最大4 GB DDR3 内存,
1024x768 像素, Intel Atom D525, 1.80 GHz, 黑色/白色                           

应对整日飞溅的饮料、玻璃碎片和流动的客户群体，我们设
计了 IP64 保护面板。一体化 POS 系统 Colormetrics P2000 是收
银机的可靠伴侣，尤其针对酒店行业。该显示器具有整合的
电阻式触控屏幕，无边框表面设计，防水、防灰和防尘，易
于清洁，其光滑的现代感设计能为您吸引到足够客户。系统
强大的组件，能为您实现可靠、稳定的持续操作，智能安装
的外围设备更增加了整个系统的吸引力。

该铝制金属平板已将整个 PC 系统囊括体内。基于此特性优势，
不需支架即可将它安装至墙装托架上，或使用其自带 VESA 支
架将它固定在墙上。不仅有新意，还节省了空间。稳定的台
式支架，确保了该系统安装到位，在忙碌的日常业务中表现
也一样出色。该电阻式触控显示屏对角线尺寸为38.1cm（15”），

显示分辨率为 1024 x 768 像素，
确保画面质量足够精彩。屏幕的
亮度为 250 尼特，可显示最高

1620 万个颜色。

该 POS 系统的另一个优势是它的
无风扇设计。P2000 可实现接
近无声运转，不会吸引任何可

能导致设备故障的灰尘和异物，比风扇冷却系统更为可靠。
避免了可能的维修步骤，节省了不必要的故障时间。其高效
的英特尔 Atom D525 1.8 GHz 双核处理器随时能够达到所需的
性能要求，而 2 GB 标准 DDR3 内存（可选择扩充到 4GB）使
其操作能力更为出色，即便是对系统要求较高的应用程序，
也能确保完成任务。有了 Colormetrics（配备 P2000、160GB 

SATA 硬盘驱动器），您可以根据需要简单快速地访问系统，
在紧急故障时也能及时替换。备用电池能够在
停电时保护系统和数据。

P2000 配置有多个连接选项，确保与现有
设备的简单集成。设备配置千兆局域网
端口用于直接网络连接，VGA 输出便于
插入二级显示器，四个 USB 2.0 接口，
三个序列 RS232 和一个 RJ45 接口，以及

• 耐用型结账电脑，配备电阻式触控显示器和支架

• 外观平滑、无边框设计，铝制外壳

• 酒店专业、IP64 保护面板 

• 无风扇设计：安静、可靠

• 配有备用电池，实现不间断电源供应

键盘、现金抽屉、扬声器和麦克风连接器。电源按钮位于客
户视线之外，面板背面的右下角。这一布局安排能够防止因
用户原因导致的系统意外关闭。 

外围设备配件的精巧设计进一步提高了 P2000 的工作性能。
通过 VFD 客户显示器或者额外的显示器（可用尺寸为 20.3 cm 

/ 8” 或者 38.1 cm / 15”），可向客户展示特价信息，提高销
售额。使用 2D 扫描仪、服务员
锁或指纹阅读器更能使效率提
高，简化工作流程。所有数据
采集设备配备于显示器内部，
提升空间利用率，方便客户
读取数据。 

这一迷人的系统配有标准
的黑色和白色外壳。根据项目大

小，P2000 也可以根据需要制定成
多种不同颜色。P2000 可支持多个操作系统，如 Windows XP 

Embedded，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和 Windows POS Rea-

dy。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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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CPU Intel Atom D525, 1.80 GHz (无风扇)

芯片 Intel ICH8

内存 2 GB DDR3 内存 (最大 4 GB)

闪存卡 支持CF卡

硬盘 1x SATA HDD (2.5”), 160 GB

声卡 内置

外壳 铝合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Embedded, Windows Embedded, Windows Embedded PosReady, Windows 7

显
示

器

显卡 集成显卡
LCD 38.1cm (15”)

最大分辨率 1024x768

亮度 250cd/m²

触摸屏  5线电阻式

接
口

USB 2.0 4x

串口/COM口 3x DB9, 1x RJ45

并口 按需提供
LAN 1x Gigabit

VGA 1x

PS2 1x

钱箱接口 1 (RJ11)

音频 线性输出，麦克风输入，喇叭

PS
U 电源适配器 90 W

其
他

参
数

尺寸 (宽x高x深) 323.6 x 264.2 x 68 mm

重量 7.6kg

操作温度 0 到 35 °C

认证 CE, FCC, RoHS, IP64-Front

选
项

磁条阅读器 Choice of MSR (track 1, 2, 3), MSR + iButton reader, MSR + smart card reader + iButton reader,MSR + 
smart card reader + fingerprint reader

客户显示器 VFD, 2x20 个字符

面向客户的显示屏 20.3 cm (8”) or 38.1 cm (15”) 屏幕尺寸

条形码扫描器 一维或二维条形码扫描器(optional RFID capability)

等候锁 iButton (可选RFID功能 )

电子标签 13.56 MHz (MIFARE)

其他 U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