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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

设备充电

第一次使用设备前，建议为设备充电。

1. 请使用设备标配的充电器和 USB（Type-C）数据线进行充电，否则可能无法

启用快速充电模式，使用非原装充电器和 USB 充电线会影响电池寿命。

2. 建议充电的同时不要使用设备，也不要在设备和充电器上覆盖其他物体导致

设备发热。

3. 设备处于低电量时，会有指示灯和系统提示，请尽快充电，以免影响正常使

用。

4. 设备长时间存放，请保证设备电池电量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并将设备置于干

燥和适宜的环境中，避免长时间的存放导致设备损坏。

5. 如遇电池、充电器，充电线损坏的情况，请停止使用并及时联系售后更换或



购买相关配件，切勿自行修理，以免带来危险，造成额外损失。

安装 SIM 卡

图 1

图 2

1 .使用 T8 规格螺丝刀将电池盖螺钉拧开，打开后盖。

2 按照电池仓卡槽图示（图 2），向对应位置插入相应卡即可。

开机、关机和重启

1. 设备关机状态下按住设备电源键 2秒开机。

2. 开机状态下按住电源键 2秒以上，根据系统弹出菜单选择关机或重启。

3. 设备异常无法操作，长按电源按键 15 秒以上，直到设备重启。

系统锁屏



通知栏

触摸屏幕顶端向下滑动打开通知栏，可点击各快捷功能图标打开关闭对应功

能如 WLAN、蓝牙等。

未处理的通知项，可以双击展开，触摸查看，也可以点按住左右滑动移除。



连接 WLAN

设置>>>网络和互联网>>>开启 WLAN



连接移动数据网络

下拉通知栏点击移动数据如下图移动数据左上角显示小 4G 表示移动数据开启，可上网。

如下图移动数据左上角显示“X”表示移动数据关闭，不可上网。

点击一下移动数据图标即可显示小 4G 进行上网。

NFC



设置>>>更多>>>NFC>>>选择开启 NFC。

更改语言



1. 设置>>>系统>>>语言和输入法>>>语言>>>+ 添加语言, 选择需要添加的

语言，拖动 ，把需要的语言拖至顶部。







APN 设置

设置方法：

设置->网络和互联网->移动网络->接入点名称（APN）->点右上角“+”进行 APN

参数设置->设置好之后点右上角三个点保存->选中设置好的 APN->重启

APN 参数设置：

1. 移动 APN 参数：cmiot

2. 联通 APN 参数：首选不能用的话，依次用备选进行参数设置

unim2m.njm2mapn ；（首选） 3gnet ；（备选 1） wonet ；（备选 2）

gdszhdsc02.clfu.gzm2mapn；（备选 3）

3. 电信不需要设置 APN 参数，另外有的电信物联卡有限制人联网应用如 QQ、微

信用不了。

若以上参数设置后不可上网，请联系物联网卡供应商确认卡片是否可用，并提

供相应卡片的参数进行设置。



条码扫描注意事项

基础设置

点击“设置”-“扫描”进入扫描设置。

使能扫描：开启/关闭条码扫描功能

显示扫描结果：开启/关闭光标或焦点处显示扫描的条码的结果

扫描提示音：在条码扫描结束后发出提示音，提示音在下方“音频选择”中选择自己习惯的提

示音，选择提示音，需重新开关“使能扫描”后生效。

扫描震动：条码扫描结束后发出震动提示

扫描模式：设备内置三钟扫描模式，选择自己习惯的快捷扫描模式，需重新开-关“使能扫描”
后生效。

（1） 长按连扫：此模式下按住扫描键打开扫描激光，松开自动关闭扫描激光，按住

扫描键时如果成功扫描到条码，扫描激光重复开启。

（2） 单次扫描：此模式下按下扫描键打开扫描激光，如果成功扫描到条码，扫描激

光自动关闭。松开扫描按键 10 秒内如果没有扫描到条码，扫描激光会自动关闭，

或者按下扫描键 1 秒，松手激光自动关闭。



（3） 单击连扫：此模式下按下扫描键打开扫描激光，成功扫描到条码后，扫描光不

会关闭，激发连续扫描，再次按下扫描键关闭扫描激光。

附带键值：输出的条码后附加特殊按键，如“回车”“换行”。

添加自定义前缀：输出的条码前增加自定义字符、数字、字母等（演示添加“#”）
添加自定义后缀：输出的条码后增加自定义字符、数字、字母等（演示添加“#”）

添加回车 添加换行无添加

添加前缀 添加后缀



恢复出厂设置

设置->系统->重置选项->清除所有数据（恢复出厂设置）





开发支持

如需进行二次开发，请参考随文档一起附送的 SDK 支持包或联系我们。

产品参数

操作系统 Android 8.1

处理器 8 核 2.0GHz

RAM 4GB

ROM 64GB

摄像头 前置 500 万定焦摄像头，后置 1300 万自动对焦摄像头，高亮度 LED 闪光灯

显示器尺寸/类型 8 寸，IPS 高亮屏

分辨率 1280*800

触摸屏 5 点电容触摸屏

尺寸 234mm*150mm*19.6mm

重量（含电池） 700g

电池容量 3.8V 9000mAh

充电方式 USB TYPE-C 接口快速充电 5V 9V 1.5A

蓝牙 BT4.1 BLE

Wi-Fi IEEE 802.11 a/b/g/n 2.4G 5G 双频

数据通信 FDD-LTE：B1/B3/B7/B8

TDD-LTE：B38/B39/B40/B41

TDSCDMA B34/B39

WCDMA：B1/B2/B5/B8

GSM：B2/B3/B5/B8

CDMA：1x/CDMA2000 BC0/BC1

GPS （GPS+GLONASS）或 （GPS+BD）

音频 前置双立体声扬声器，音量 90db±3db（测试距离 10cm)

扩展卡插槽 可扩展最大 128G 存储卡

外部接口 20Pin Pogo 扩展接口，可用于扩展身份证模块，指纹模块等；

6Pin Pogo 接口，用于连接充电底座；

键盘 6 个物理按键，1个电源键



通知方式 声音，震动，LED 提示

工作温度 -20℃~55℃

存储温度 -30℃~70℃

工作湿度 5%~95%

防尘防水 IP67

跌落 6 面均可承受 1 米高度跌落到水泥地面的冲击

传感器 重力加速传感器、地磁传感器、光感和距离感应传感器

静电防护 ±15kV 空气放电，±8kV 接触放电

认证 CCC、CE

RFID（高频） 支持协议：ISO14443A/B,ISO15693.NFC 读取距离：0-5cm

支持码制

（一维、二维码）

AZTEC、CODABAR、CODE11、CODE128、EAN128、 CODE39、CODE49、CODE93、COMPOSITE、

DATAMATRIX、EAN8、EAN13、INT25、MAXICODE、MICROPDF、PDF417、POSTNET、OCR、

QR、RSS、UPCA、UPCE、 ISBT、BPO、CANPOST、AUSPOST、IATA25、CODABLOCK、JAPOST、

PLANET、DUTCHPOST、MIS、TLC39、TRIOPTIC、CODE32、STRT25

指纹模块 TCS1G 可选

包装清单

主机：

主机（含电池） SD80T 1 台

标准配件：

USB 线 USB TYPE-C 数据线，1m 1 个

腕带 1套

电源适配器 1条

磁吸线 1条

说明书 1个

合格证 1个

保修书 1个



可选配件：

单座充 支持快充 选配

常见问题

问：设备按键扫描不出光

答：请确认“设置-扫描”中“使能扫描已打开”

问：扫描手机/电脑屏幕码无法扫描到

答：请把手机/屏幕亮度调节到最大，可以查看微信付款码页面会自动变亮。

问：使用物联网卡，有信号但无法上网

答：使用物联网卡需要设置 APN 参数，按照上述 APN 设置方法设置即可，若设置 APN 成

功后不可上网，请联系物联网卡供应商确认卡片是否可用，并提供相应卡片的参数进行

设置。

问：发现没有安装 SIM、SD 卡的位置怎么办?

答：使用 T8螺丝刀把后壳螺丝去掉。

联系我们

电话：400-040-5565

邮箱：marketing@speedatagroup.com

网址：www.speedata.cn

www.speedatagroup.com

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六街 28 号 2 号楼光正中心一层

上海办事处：上海市闵行区新龙路 1333 弄 28 号 31 幢 511

深圳分公司：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环城南路 5号坂田国际中心 D栋 609

http://www.speedata.cn
http://www.speedata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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