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市场和应用

• 现场服务
• 店铺直送 (DSD）

• 路线规划
• 邮政
• 快递

销售/参考资料

The Source：
zebra.gosavo.com/

TC25 产品首页：
www.zebra.com/tc25

全球服务：
www.zebra.com/us/en/ services.

html

Learning Portal:
http://learning.zebra.com

开发者工具：
www.zebra.com/software

要了解有关 TC25 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zebra.com

中小型企业通常在现场采用书面和智能手机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企业移动设备使现场工作人员能够实现
流程自动化、减少错误、加快周转时间并且每天可提供更多的客户现场服务，一般的企业级设备可能太过
昂贵和复杂，难以满足小型企业的预算要求。部署、学习和管理新技术会让一般的小型企业难以承受。这
就是我们设计 TC25 耐用型数控式数据终端的原因所在。这款新的设备可满足小型企业客户的独特需求。

您的客户能够获得工作人员现场工作所需的出色设备耐用性、更好的团队通信以及有助于轻松实现日常流
程自动化和设备有效管理的强大功能。一切得益于由企业移动领域全球领导者所提供的无可比拟的出色
服务计划以及经实践验证的卓越技术。TC25 — 更智能地开展业务的智能方法。

使 TC25 成为中小企业明智之选的
十大原因
兼具消费类和企业级设备的优势：时尚的外观
以及可确保多年使用的出色耐用性
TC25 的外观、感受和操作就如同当今最流行的智能
手机 — 但它由表及里又是专为企业应用而打造。无
论是雨雪、高温和严寒等恶劣天气、货运车辆中的持
续振动以及当工作人员在温控车辆和客户现场之间移
动时所带来的温度骤变 — TC25 能够游刃有余地应
对所有这一切。

一键式访问最常用功能
这些可编程按钮使工作人员能够更加简便地访问最常
用的功能 — 从扫描器和摄像头到特定的业务线应用
程序以及对讲 (PTT）功能。

全面的对讲 (PTT）功能
现在，小型企业能够将其所有工作人员与 Zebra 的 

Workforce Connect PTT Pro 相连。由于 PTT Pro 可
在 TC25 以及其他 Zebra 移动数据终端、消费类智
能手机以及 Windows PC 上工作，工作人员始终能
够保持彼此之间以及与主管和调度之间的即时连接。
这种低成本基于云的按需付费模式适用于任何蜂窝
或 Wi-Fi 网络，并且在订购当日即可使用。此外，PTT 

Express 已集成到 TC25，通过 Wi-Fi 网络可与使用
其他 Zebra PTT Express 设备的工作人员之间进行
无成本 PTT 通讯 — 开箱即用。

借助企业级短信功能，更快、更简便地发送短信
利用 PTT Pro，工作人员还能够向一个人、一个预定
义的组或者任何特定组发送安全的短信。由于能够
创建个人预定义消息列表，因此，可实现快速的一键
式回复。

从即装即用到超快部署
通过 StageNow — 一款 Zebra Mobility DNA 解决
方案，客户能够加载所有应用程序并对应用程序和网
络设置进行配置 — 只需一次扫描条码。

快速、简便和可靠的条码扫描
借助集成的 Symbol 条码扫描器，您的客户能够获得
在企业应用领域确立了性能标杆的出色扫描功能。工
作人员能够以超快的速度和定位准确性采集几乎任
何条码 — 从手机显示的电子条码到标签中印制的受
损、划擦或脏污的条码。即指即扫的简便性使工作人
员无需浪费时间将条码与扫描器对准。

最佳的 Android — 满足现在和未来需要
现在，TC25 采用的是 Android Nougat 操作系统，能
够提供强大的业务功能。当下一版本 Android 发布
时，对新版本的内在支持将使您的客户能够轻松地现
场更新设备以充分发挥 Android 所具有的最佳优势 

— 无需购买新的设备。（需要有效的斑马客户关爱计
划 (Zebra OneCare）支持合同。）。

随时可用的应用程序
由于 Android 是世界上领先的操作系统，有许多随时
可用和可定制的应用程序供您的客户选择，帮助其快
速、经济高效和轻松地从书面工作模式向无纸化模
式转变。

可满足最长班次需要的充足电量
无需担心工作过程中电池电量耗尽。只需为 TC25 接
入独特的背夹式 PowerPack 即可确保持续使用。通
过 PowerPack 的集成 LED 指示，工作人员能够轻松
监控剩余电池电量。

创新和可靠性的全球领先者
经实践充分验证的出色移动技术能够让您的客户毫
无后顾之忧，在超过 35 年的时间里，这些技术已经
帮助众多大中小型企业简化运营和更好服务于客户。

TC25 耐用型 AndroidTM 数控式数据终端
面向中小企业的数控式数据终端，具备适用于大型企业的出色功能

TC25 耐用型 AndroidTM 数控式数据终端
销售策略卡

ZEBRA 机密信息，仅限内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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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25 耐用型 Android 数控式数据终端
销售策略卡

与竞争对手产品对比：北美、拉美地区
在下表中，带浅蓝色背景的内容表示针对特定特性可用的最佳规格。

Zebra 
TC25

Honeywell
EDA50

Bluebird 
EF400 Apple iPod Samsung

Xcover4 CAT S40 Kyocera
Hydro Reach

竞争策略概览：TC20 的优势

使用这些特性概览快速了
解与主要竞争对手设备相
比，TC25 所具有的优势。

• 重 38%
• 支持旧的 Android 
版本

• 处理器不够强大
• 无可编程键以实现
快速访问

• 摄像头分辨率较低
• Wi-Fi 较慢：不支持 

802.11ac
• 无开箱即用的 PTT 
功能；PTT 功能不
够健壮

• 密封规格较低，无
滚动规格

• 附件较少

• 支持旧的 Android 
版本

• 处理器不够强大
• 显示屏较小
• 无可编程键以实现
快速访问

• Wi-Fi 较慢：不支持 
802.11ac

• 无开箱即用的 PTT 
功能

• 附件较少

• 无可编程键以实现
快速访问

• 无集成的企业级扫
描功能；需另外配
备扫描附件

• 无跌落或滚动规格
• 无开箱即用的 PTT 
功能

• 电池不够强大
• 附件较少

• 处理器不够强大
• 只有一个可编程快
速访问键

• 无企业级条码扫
描功能

• Wi-Fi 较慢：不支持 
802.11ac

• 无开箱即用的 PTT 
功能

• 标配电池不够强大
• 附件较少

• 支持旧的 Android 
版本

• 处理器不够强大
• RAM 较少
• 无可编程键以实现
快速访问

• 无企业级条码扫
描功能

• Wi-Fi 较慢 — 不支
持 802.11ac

• 无开箱即用的 PTT 
功能

• 附件较少

• 支持旧的 Android 
版本

• 处理器不够强大/ 
RAM 较少

• 无可编程键以实现
快速访问

• 无企业级条码扫
描功能

• 摄像头分辨率较低
• 密封规格较低，无
滚动规格

• Wi-Fi 较慢：不支持 
802.11ac

• 无开箱即用的 PTT 
功能

• 电池不够强大
• 附件较少

物理参数

尺寸 134 (长)x 71.6(宽)x 16 毫米 153.5  x 78.9  x 18 毫米 136.3 x 68 x 15.9 毫米

iPhone 7：
138.3 x 67.1 x 7.1毫米

iPhone 7 Plus：
158.2 x 77.9 x 7.3毫米

146.2 x 73.3 x 9.7 毫米 144.9 x 74.08 x 12.45 毫米 139 x 72.1 x 9.9 毫米

重量 195 克 270 克 200 克
（带标配电池）

iPhone 7：138 克；
iPhone 7 Plus：188 克 172 克 185 克 141 克

平台

OS Android 7.0 Nougat Android 4.4.4
Android 5.1/6.X；

Windows 10
iOS 10 Android 7.0 Nougat Android 5.1 5.1 Android Lollipop

对未来 OS 版
本的支持

支持：
下一代 Android

无可用信息 无可用信息 无可用信息 无可用信息 无可用信息 无可用信息

处理器 64 位 1.4 GHz 八核，
功率优化 1.2 GHz 四核 1.2 GHz 四核 2.33 GHz 四核 1.4GHz 四核 1.1 GHz 四核 1.1 GHz 四核

内存 2GB RAM / 16GB 闪存
Micro SD 高达 128GB

2GB RAM/8GB 闪存
Micro SD 高达 32GB

2GB RAM / 16GB
闪存；可扩展

Micro SD

RAM 未规定；
32GB 至 128GB

闪存

2GB RAM，16GB
闪存；Micro SD 高达

256GB
1GB RAM，16GB 闪存

1GB RAM，8GB 闪
存Micro SD 高达 

64GB

显示屏 4.3 英寸 5 英寸 4 英寸 4.7 英寸（iPhone 7）
5.5 英寸（iPhone 7Plus）

5 英寸 4.7 英寸 5 英寸

快速访问可编
程按钮 三个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一个 不支持 不支持

数据采集

条码扫描
SE2100 一维/二维成
像仪，SE4710 一维/
二维成像仪

HI二维成像仪 一维/二维功能
非集成扫描；需要扫
描附件以进行企业

级扫描
无 无 无

摄像头
800 万像素彩色摄
像头，自动对焦，带

闪光灯

500 万像素彩色摄像
头，自动对焦和 LED 

闪光灯
1300 万像素 后置：1200 万像素 

前置：700 万像素
1300 万像素，
带 LED 闪光灯

后置：800 万像素 
前置：200 万像素

后置：500 万像素 
前置：200 万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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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竞争对手产品对比：北美、拉美地区（续）

Zebra 
TC25

Honeywell
EDA50

Bluebird 
EF400 Apple iPod Samsung

Xcover4 CAT S40 Kyocera
Hydro Reach

环境参数

密封 IP65 IP54 IP67
IP67（仅 iPhone 7； 
iPhone 5 或 6 无密

封规格）
IP68 IP68 IP57

跌落规格

可承受从 4 英尺/1.2 
米高度跌落至瓷砖地
面的冲击，符合 MIL-

STD 810G 要求

室温条件下，可承受
从 4 英尺/1.2 米跌落
跌落至混凝土地面

的冲击

可承受从 6 英尺/1.8 
米跌落的冲击 无

可承受从 4 英尺/1.2 
米跌落至混凝土地
面的冲击，符合 MIL-

STD 810G 要求

可承受从 6 英尺/1.8 
米跌落至混凝土地
面的冲击，符合 MIL-

STD 810G 要求

可承受从 4 英尺/1.2 
米跌落的冲击，符合 
MIL STD 810G 要求

滚动规格 可承受 300 次 1.6 英
尺/0.5 米滚动的冲击

可承受 200 次 1.6 英
尺/0.5 米滚动的冲击 无 无 无 无 无

通信

WWAN
GSM、CDMA、

HSPA、EVDO、LTE
无 3G、4G

GSM、CDMA、
HSPA、EVDO、LTE

3G UMTS、4G FDD 
LTE、4G TDD LTE

3G GSM、 
HSDPA、LTE

CDMA、LTE

WLAN
802.11 a/b/g/n/ 
ac/d/r/k/w/v/i

802.11 a/b/g/n 802.11 a/b/g/n 802.11 a/b/g/n/ac 802.11 a/b/g/n 802.11 b/g/n 802.11 b/g/n

PTT 语音支持

经测试的随
时可用的基于 
WLAN 的对讲 
(PTT) 功能

支持：Workforce
Connect PTT

Express（集成和
免费）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经测试的随
时可用的基
于 WLAN/蜂
窝网络的 PTT 
功能

支持：Workforce
Connect PTT Pro
（可选择按月付费

使用）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电源

电池 锂离子，3000mAh 锂离子，4000mAh 3010mAh/6020mAh 锂离子，1960 mAh 锂离子，2800 mAh 锂离子，3000 mAh 锂离子，2160mAh

背夹式 Power 
Pack 以实现持
久供电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附件

附件

单槽充电座、手带、
五槽充电座、触发手
柄、RFID 扫描附件、
背夹式 PowerPack、
软护套、屏保

单槽充电座、手带 单槽充电座、四槽充
电座、触发手柄 扫描附件 可充电电池包

单槽充电器、带夹、
车载充电器、自行车
安装支架、耐用护套

壁装充电器、车载
充电器

TC25 耐用型 Android 数控式数据终端
销售策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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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25 耐用型 Android 数控式数据终端
销售策略卡

与竞争对手产品对比：欧洲和中东地区
在下表中，带浅蓝色背景的内容表示针对特定特性可用的最佳规格。

Zebra 
TC25 Doro 8020X Ruggear RG730 Dewalt MD501

竞争策略概览：TC25 优势

使用这些特性概览快速了解
与主要竞争对手设备相比，

TC25 所具有的优势。

• 支持旧的 Android 版本
• RAM 较少
• 无可编程键以实现快
速访问

• 无企业级条码扫描功能
• 摄像头分辨率较低
• Wi-Fi 较慢 — 不支持 

802.11ac
• 无开箱即用的 PTT 功能
• 无跌落或滚动规格
• 附件较少

• 重 25%
• 支持旧的 Android 版本
• 处理器不够强大
• 无可编程键以实现快
速访问

• 无企业级条码扫描功能
• Wi-Fi 较慢 — 不支持 

802.11ac
• 无开箱即用的 PTT 功能
• 附件较少

• 重 25%
• 支持旧的 Android 版本
• 处理器不够强大
• 无可编程键以实现快
速访问

• 无企业级条码扫描功能
• Wi-Fi 较慢 — 不支持 

802.11ac
• 无开箱即用的 PTT 功能
• 附件较少

物理参数

尺寸 134  x 71.6 x 16 毫米 139.5 x 73.5 x 13 毫米 156 x 82 x 14 毫米 156 x 82 x 14 毫米

重量 195 克 185 克 245 克 245 克

平台

OS Android 7.0 Nougat Android 6.0 Marshmallow Android 5.1 Lollipop Android 6.0 Marshmallow

对未来 OS 版本的支持 支持：下一代 Android 无可用信息 无可用信息 无可用信息

处理器 64 位 1.4 GHz 八核，功
率优化 无可用信息 1.3 GHz 四核 1.3 GHz

内存 2GB RAM / 16GB 闪存 
Micro 高达 128GB

1GB RAM/8GB 闪存 2GB RAM、16GB ROM
2GB RAM, 16GB 闪存 

Micro 高达 64GB

显示屏 4.3 英寸 4.5 英寸 5 英寸 5 英寸

快速访问可编程按钮 三个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数据采集

条码扫描
SE2100 一维/二维成像
仪、SE4710 一维/二维

成像仪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摄像头 800 万像素彩色摄像头，
自动对焦，带闪光灯 500 万像素彩色摄像头 后置：1300 万像素 

前置：500 万像素
后置：1300 万像素 
前置：500 万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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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25 耐用型 Android 数控式数据终端
销售策略卡

与竞争对手产品对比：欧洲和中东地区（续）

Zebra 
TC25 Doro 8020X Ruggear RG730 Dewalt MD501

环境参数

密封 IP65 IP67 IP68 IP68

跌落规格
可承受从 4 英尺/1.2 米跌
落至瓷砖地面的冲击，符合 

MIL-STD 810G 要求
无

可承受从 6.5 英尺/2 米跌
落至混凝土地面的冲击，符
合 MIL-STD 810G 要求

可承受从 6.5 英尺/2 米跌
落至混凝土地面的冲击，符
合 MIL-STD 810G 要求

滚动规格 可承受 300 次 1.6 英
尺/0.5 米滚动的冲击 无 无 无

通信

WWAN
GSM、CDMA、HSPA、

EVDO、LTE
GSM、LTE GSM、LTE GSM、CDMA、LTE

WLAN 802.11 a/b/g/n/ac/d/r/k/w/v/i 802.11b/g/n 802.11b/g/n 802.11b/g/n

PTT 语音支持

经测试的随时可用的基于 
WLAN 的对讲 (PTT) 功能

支持：Workforce Connect 
PTT Express（集成和

免费）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经测试的随时可用的基
于 WLAN/蜂窝网络的 
PTT 功能

支持：Workforce Connect
PTT Pro（可选择按月付

费使用）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电源

电池 锂离子，3000mAh 锂离子，3000mAh 锂离子，3020mAh 锂离子，3950mAh

背夹式 Power Pack 以实
现持久供电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附件

附件

单槽充电座、手带、五槽
充电座、触发手柄、RFID 
扫描附件、背夹式 

PowerPack、软护套、屏保

单槽充电座、车载充电器 无线 Qi 充电 无线 Qi 充电



ZEBRA 机密信息，仅限内部使用 斑马技术   6

TC25 耐用型 Android 数控式数据终端
销售策略卡

与竞争对手产品对比：中国
在下表中，带浅蓝色背景的内容表示针对特定特性可用的最佳规格。

Zebra 
TC25 Seuic AUTOID9 Newland  

Symphone N7000 iData 95V Urovoi6300

竞争策略概览：TC25 优势

使用这些特性概览快速了解
与主要竞争对手设备相比，

TC25 所具有的优势。

• 重 38%
• 支持旧的 Android 版本
• 处理器不够强大/ RAM 
较少

• 无可编程键以实现快速
访问

• 摄像头分辨率较低
• Wi-Fi 较慢 — 不支持 

802.11ac
• 无开箱即用的 PTT 功能

• 重 23%（带护套）
• 支持旧的 Android 版本
• 处理器不够强大
• 无可编程键以实现快速
访问

• Wi-Fi 较慢 — 不支持 
802.11ac

• 无开箱即用的 PTT 功能
• 附件较少

• 重 30%
• 支持旧的 Android 版本
• 处理器不够强大/ RAM 
较少

• 显示屏较小
• 无可编程键以实现快速
访问

• 摄像头分辨率较低
• Wi-Fi 较慢 — 不支持 

802.11ac
• 无开箱即用的 PTT 功能

• 重 45%
• 处理器不够强大
• 只有一个可编程快速访
问键

• Wi-Fi 较慢 — 不支持 
802.11ac

• 无开箱即用的 PTT 功能
• 标配电池不够强大
• 附件较少

物理参数

尺寸 134(长) x 71.6(宽) x 16 毫米 156 × 70 × 21 毫米 无可用信息 152 x 68 x 24 毫米 152 x 78 x 15 毫米

重量 195 克 270 克 240 克（带护套） 255 克（带标配电池） 283 克

平台

OS Android 7.0 Nougat Android 4.3 或Android 4.4 Android 5.1 Lollipop Android 4.4 Android 4.3

对未来 OS 版本的支持 支持：下一代 Android 无可用信息 无可用信息 无可用信息 无可用信息

处理器 64 位 1.4 GHz 八核，功
率优化 1.2 GHz 四核 1.3 GHz 四核 1 GHz 双核 1.2 GHz 四核

内存 2GB RAM / 16GB 闪存
Micro 高达 128GB

1GB RAM，8GB 闪存 2GB RAM，16GB 闪存 1GB RAM，8GB 闪存 1GB/2GB RAM；
8GB ROM

显示屏 4.3 英寸 4 英寸 5 英寸 3.5 英寸 5 英寸

键盘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快速访问可编程按钮 三个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一个

数据采集

条码扫描
SE2100 一维/二维成像
仪，SE4710 一维/二维成

像仪

一维激光 (SE955）、
二维成像仪（SE4500-

SR、SE4750-SR）
一维/二维功能 一维/二维区域成像仪 一维 CCD；

二维 CMOS（可选）

摄像头 800 万像素彩色摄像头，自
动对焦，带闪光灯

500 万像素彩色摄像头，自
动对焦，带闪光灯

后置：1300 万像素 
前置：200 万像素

500 万像素，自动对焦，
带 LED 闪光灯

后置：800 万像素 
前置：200 万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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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25 耐用型 Android 数控式数据终端
销售策略卡

与竞争对手产品对比：中国（续）

Zebra 
TC25 Seuic AUTOID9 Newland  

Symphone N7000 iData 95V Urovoi6300

环境参数

密封 IP65 IP67 IP65 IP65 IP65

跌落规格
可承受从 4 英尺/1.2 米跌
落至瓷砖地面的冲击，符合 

MIL-STD 810G 要求

可承受从 5 英尺/1.5米跌落
至混凝土地面的冲击

可承受从 5 英尺/1.5 米跌
落的冲击

可承受从 5 英尺/1.5 米跌
落的冲击

可承受从 5 英尺/1.5 米跌
落的冲击

滚动规格 可承受 300 次 1.6 英尺/0.5 
米滚动冲击 无 无 可承受 500 次 1.6 英尺/0.5 

米滚动冲击 无

通信

WWAN GSM、3G、LTE、WCDMA
GSM、TD-SCDMA、 

WCDMA
GSM、WCDMA、

TD-SCDMA、EVDO、LTE
GSM、WCDMA

GSM、WCDMA、UMTS/
HSPA+、CDMA2000、

EVDO

WLAN 802.11 a/b/g/n/ac/d/r/k/w/v/i 802.11 b/g/n 802.11 b/g/n 802.11 b/g/n 802.11 b/g/n

PTT 语音支持

经测试的随时可用的基于 
WLAN 的对讲 (PTT) 功能

支持：Workforce Connect
PTT Express（集成和免

费）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经测试的随时可用的基于 
WLAN/蜂窝网络的 PTT 
功能

支持：Workforce Connect
PTT Pro（可选择按月付费

使用）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电源

电池 锂离子，3000mAh 4000mAh 3200mAh 4000mAh 4000mAh

背夹式 Power Pack 以实现
持久供电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附件

附件

单槽充电座、手带、五槽充
电座、触发手柄、RFID 扫描
附件、背夹式 PowerPack、

软护套、屏保

无可用信息 护壳 单槽充电座、手带、四槽充
电座、硅胶套

单槽充电座
（可对一部设备和一块电

池充电）



斑马技术销售支持热线：4009201899 
( 注：如果您是铁通用户，请发邮件至contact.apac@zebra.com咨询 )

了解更多产品和行业应用：www.zebra.com

©2017 ZIH Corp 和/或其附属机构。保留所有权利。Zebra 和 Zebra 斑马头像是 ZIH Corp. 的注册商标，已在全球多个司法管辖区注册。文中提及的所有商标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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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环球贸易中心 D 座
305-309 室    100013

电话：+86 10 5822 4100

传真：+86 10 5957 5141

上海
上海市延安中路 1228号
静安嘉里中心办公楼三座
21层 2105室    200040

电话：+86 21 6010 2222

传真：+86 21 6288 8393

广州
广州市林和西路 9 号
耀中广场 B3412-3415 室
510610

电话：+86 20 3810 7798

传真：+86 20 3810 7783

成都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 号中海国际中心 

B 座 1511 室    610041

电话：+86 28 8333 7630

传真：+86 28 8556 6582

南京
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2号
金陵世贸中心
1262-1264室    210005

电话：+86 25 8576 8887

传真：+86 25 5857 9887

武汉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7 号
中商广场写字楼 A 座 

1817 室    430071

电话：+86 27 8773 7490

传真：+86 27 8773 7493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
四路一号嘉里建设广场
第一座1704室    518048

电话：+86 755 3305 3911

传真：+86 755 3651 3950

香港
香港九龙尖沙咀
广东道 5 号
海洋中心 7 楼 712 室
电话：+852 5803 3700

传真：+852 2157 0333

台北
台北市信义区松高路9号
统一国际大楼13楼
110

电话：+886 2 87299300

传真：+886 2 87299388

适用于 TC25 的斑马客户关爱计划特价服务 (ZEBRA ONECARETM SV)

对于经济型触控数据终端而言，全面的高价服务往往并不经济高效。正因为如此，我们开发了适用于 TC25 的斑马客户关爱计划特价服
务。这一特价服务能够以适当的价格提供高水平的服务。

TC25 中的 MOBILITY DNA

是否需要真正做到与众不同？不仅局限于与硬件，而是谈及 Mobility DNA 的软件生态系统。TC25 包含一组 Mobility DNA 工具，能够让
您的客户以可满足小型企业预算要求的价格获得 Zebra 领先的企业生产力和管理工具。所支持的 Mobility DNA 工具包括：

请参考 The Source 以了解最新信息，包括全球定价和可用服务选项。

要了解有关 Mobility DNA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zebra.com/mobilitydna。

服务 有权享受的服务项目 购买时间 期限 部件号

斑马客户关爱计划
特价服务

•  针对内部元器件功能故障的两年服务*
•  通过支持门户 (Support Portal) 全天候访问自助服务工具
•  供维修使用的在线 RMA 门户
•  维修站返修，五天内部周转时间
•  免费以陆运方式递送维修后的产品
•  有权下载和使用软件更新和升级
•  其他选项包括：

–  设备初始设置
–  电池更换
–  显示屏更换

* 不涵盖外壳，显示屏，电池和意外损坏

前期硬件费用（预付）
或者在设备购买后 30 
天内购买

二年 TBD

MOBILITY DNA 特性 优势

DataWedge
将通过 TC25 采集的数据整合到应用程序 — 无需编码。这一实用工具使工作人员能够采集一维和二维条码、签名以及表单中
的其他数据，并将此类信息直接发送至应用程序，就如同在 TC25 中直接进行输入。

Workforce Connect

Workforce Connect 为 Zebra 移动设备增添了强大的语音和短信功能，实现了只需一款统一设备即可提供语音和数据功能的
承诺。TC25 支持两个 Workforce Connect 解决方案：
• PTT Express 是一款免费预装应用程序，支持通过任何现有 Wi-Fi 网络实现 Zebra 移动数据终端与其他采用 PTT Express 
的设备之间的即时 PTT 分组呼叫 — 开箱即用。

• PTT Pro 是一款安全、强大的基于云的解决方案，使用户能够通过 Wi-FI 和/或蜂窝网络进行一对一和一对多通信，只需按
下一个按钮即可轻松地使整个工作团队保持互联。

Enterprise Mobility
Management Tool Kit

这一开发者资源为需要针对 Zebra Mobility Extensions (Mx）特性进行配置和管理开发的 EMM 合作伙伴创建。由于能够访问
市场中的大量企业移动数据终端，EMM 工具使合作伙伴能够促进其业务增长。

StageNow
StageNow 使任何规模的企业只需快速扫描一个条码或点击一个 NFC 标牌即可轻松地对几部甚至几千部 Android 设备进
行部署。

LifeGuard for Android
在斑马客户关爱计划特价服务支持合同有效期之外提供安全更新，确保您的客户的工作人员每次使用 TC25 时操作系统都安
全可靠。

Mobility Extensions (Mx) 增添使 Android 成为更强大企业级操作系统的一系列功能。

TC25 耐用型 Android 数控式数据终端
销售策略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