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格表
型号

FZ-G2ABHBXMR

操作系统

Windows10 专业版 ( 附带 Windows11 License)，可免费升级至 Windows 11※1

坚固性

满足 MIL-STD-810H，防尘 · 防水等级达到 IP65 标准，通过 180cm 跌落试验，抗振 / 抗冲击 / 宽温，运行温度 -29~63℃※2。

移动计算平台 /CPU

英特尔® 酷睿TM i5-10310U处理器
(采用英特尔vPro®技术)
(6MB 缓存 ,1.7GHz 至 4.4GHz)

内存 / 存储

8GB / SSD 256GB (加密SSD)

显存（非独立）

英特尔® UHD显卡

显示

10.1” WUXGA LCD (1920x1200)，宽高比16:10，阳光下高可读技术，亮度达1000cd/m2，电容式多点触控屏 (配有触控笔)

摄像头

前置：2MP 带红外传感器，隐私保护盖
后置：8MP 带LED闪光灯

I/O 端口

Type-A：USB 3.0×1
Type-C：USB 3.1×1
有线网口 (LAN端口)×1
扩展总线端口 (24-针)×1

通信接口

蓝牙 (Ver.5.1Class1)
WLAN：英特尔® Wi-Fi6 AX201，IEEE 802.11a/b/g/n/ac/ax标准
LAN：IEEE 802.3 10Base-T / IEEE 802.3u 100BASE-TX / IEEE 802.3ab 1000BASE-T

安全芯片

搭载 TPM2.0 安全芯片

电源

交流适配器 (输入：100V - 240V AC, 50Hz/60Hz；输出：15.6 VDC, 7.05A)

电池

锂离子智能电池 (标准容量)：11.4V，4360mAh，续航时间※3约12小时，
选配大容量锂离子智能电池※4时，续航时间※3约18.5小时

尺寸（宽×深×高）

279 × 188 × 23.5mm

重量

约 1.2kg
上部扩展仓可选模块※5：
· 2D 条形码阅读器

扩展模块

※3

FZ-G2BBMBXMR

英特尔® 酷睿TM i7-10810U处理器
(采用英特尔vPro®技术)
(12MB 缓存 ,1.1GHz 至 4.9GHz)

2022年
新品发售

16GB / SSD 512GB (加密SSD)

性能全面提升
Windows10专业版※
可免费升级至Windows11

· USB 接口 (A 型 )

后部扩展仓可选模块※6：
· 非接触式智能卡读卡器 (HF RFID)

· 串行端口

· 有线网口 (LAN 端口 )

· 热成像摄像头

第10代英特尔® 酷睿TM 处理器

· 智能卡读卡器

· 键盘
· 标准电池 4360mAh
· 电源适配器 · 屏幕保护膜

其他可选配件

※1
※2

FZ-G2ABMBXMR

· 大容量电池 6300mAh

· 旋转手带

· 桌面充电底座

· 触控笔及系绳

可选配键盘及扩展模块

防尘防水IP65标准

本产品操作系统为Windows 11 Pro with Downgrade FR (Windows11降规版)，即出厂时已将操作系统降规设置为Windows10专业版；日后如有需求，我司可提供将操作系统升级至Windows11的服务。
由独立的第三方实验室根据MIL-STD-810H Method 516.8 Procedure IV进行跌落测试，根据Method 501.7 ProcedureⅡ (高温测试)与Method 502.7 ProcedureⅡ (低温测试)进行操作温度测试。
本产品的抗冲击性、抗振动性、防尘·防水性和宽温运行等性能不能完全保证产品不受损害或无故障。
按Mobile MarkTM 2014测量。电池续航时间会根据产品运行环境、系统设定而产生浮动。

内存/存储可选

※4
大容量电池需另行购买。
※5-6 上部扩展仓和后部扩展仓，每个仓位最多仅可分别选配一种扩展模块。

8GB/256GB 16GB/512GB

最大亮度1000cd/m2

运行温度-29~63℃

联络窗口

12-18.5小时电池长续航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Panasonic Corporation of China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 ● 光华国际C座5层

邮

编: 100020

Panasonic 顾客咨询服务中心：

400-881-1315

松下笔记本电脑官方网站：https://prosystem.panasonic.cn/computer

※

松下专业
微信公众号

松下笔记本
电脑官网

Windows10专业版 (附带Windows11 Licence)。

10.1”全坚固型平板电脑
FZ-G2系列

10.1”全坚固型平板电脑FZ-G2系列

可选模块及配件

扩展工作场所，无缝业务操作
满足MIL-STD-810H，防尘防水等级
达到IP65标准※1

后部扩展区

上部扩展区

严苛环境下的高可靠性
保护数据安全，保护关键业务

支持触控笔/手套/雨水模式操作※2，在
潮湿环境中也可高效作业

液晶屏最大亮度1000cd/m2，即使有
强光照射，也可轻松读取数据
亮度提高 20%

IP6X

CF-20/FZ-G1
800 cd/m2{nit}

IPX5

通过180cm跌落测试※1，抗振、抗冲击
能力卓越

搭载锂离子智能电池，续航时间最长
可达18.5小时※3 ，无需担心长时使用
大容量电池
(6,300 mAh)

180cm

约18.5小时※3

具备良好的耐热性和耐寒性，运行温
度范围广，在-29～63℃环境中均可
使用※1
耐低温

搭载88分贝大音量立体声扬声器，即使
在嘈杂的环境中也能听清播放的声音※4

76 dB
(FZ-G1)

64 dB
(CF-20)

操作系统

BIOS 固件
CPU

其他可选配件
·桌面充电底座
FZ-VEBG21U

·旋转手带
FZ-VSTG21U

·锂离子智能电池
标准容量4360mAh
FZ-VZSU1TU

·触控笔及系绳
FZ-VNP026U / FZ-VNT006U

·键盘底座

大容量6300mAh
FZ-VZSU1UU

检查

长期运营的可持续性
强大的性能，提高工作效率

·智能卡读卡器
FZ-VSCG211U

·热成像摄像头
FZ-VTSG211U

约12小时※3

「Secured core PC」
用心守护重要数据。
启动操作系统前，CPU 会检查
BIOS 固件。
当检测到固件被篡改时会阻断
攻击。

应用程序

(FZ-G2)

·第2个有线网口（LAN端口）
FZ-VLNG211U

·非接触式智能卡读卡器（HF RFID）
FZ-VRFG211U

·串行端口
FZ-VSRG211U

63℃

英特尔® CPU以及经过优化的BIOS固
件，可减少系统遭受黑客攻击的风险
病毒防护
数据

·第2个USB接口（A型）
FZ-VUBG211U

耐高温
-29℃

标准容量电池
(4,360 mAh)

·2D条形码阅读器
FZ-VBRG211U

FZ-G2
1000 cd/m2{nit}

推荐应用场景

模块化设计，支持按需选配

搭载与现有系统具有良好亲和力的Windows操作系统※5

上部扩展区和后部扩展区，可选配扩展模块※6
上部扩展区
·2D条形码阅读器
·USB接口（A型）
·串行端口
·有线网口（LAN端口）
·热成像摄像头
后部扩展区
·非接触式智能卡读卡器（HF RFID）
·智能卡读卡器

®

TM

®

搭载了英特尔 第10代酷睿 处理器（采用英特尔vPro 技术）

基础设施/能源

搭配二合一可拆卸键盘 ，可作为开合式笔记本电脑
使用。
※7

用途
·户外设施检查、维护作业
·终端工作及图纸确认
·现场工作成果及报告书制作

课题

※1 由独立的第三方实验室按照MIL-STD-810H进行测试。本产品的抗冲击性、抗振性、防尘性、防水性和宽温性等性能，不能完全保证产品不受损害或无故障。MIL测试结果仅供参考，有关产品的质保范
围请以产品说明书为准。
※2 使用某些类型的手套可能无法操作，根据手上沾水的情况，有时可能出现误操作或无法操作。
※3 按Mobile MarkTM 2014测量。电池续航时间会根据使用环境·液晶亮度·系统设定·是否连接外接设备等原因而有所差异。
※4 测量地点：在音量调整为最大的状态下，于装置前50cm处进行测量的结果（声源：正弦波）。
※5 本产品出厂时安装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10专业版 (附带Windows11 License），日后可根据用户需求，免费升级至 Windows 11 。
※6 选配扩展模块需另行购买。
※7 键盘需另行购买。

·电池不能持续整个班次
·佩戴手套时的操作体验令人沮丧
·需要更多的功能

优势
·电池支持整天办公
·佩戴手套也可轻松操作
·模块化设计节省时间和成本

公共安全
用途
·接受指令用终端
·可在室外及振动较多的车内等苛刻环境中使用
·与后台联络

课题
·室外现场作业较多，每天多次外勤业务需
电池支持长时间续航
·处理机密性较高的数据，要求高安全性
·需在室外·多振动的车内及高湿度环境使用

优势
·高安全性能可保护数据
·电池长续航，确保设备长时间使用
·可在多种严酷环境中使用

汽车/制造业
用途
·车辆或机械检测、车况检测等
·可在高温、多尘等严酷环境中使用
·与后台联络

课题
·需要在车下和车内来回移动，担心其耐冲
击性能及电池续航时间
·打字作业较多，需要键盘

优势
·机身键盘二合一设计，可持续作业
·坚固设计、电池长续航
·高安全性能可保护数据

10.1”全坚固型平板电脑FZ-G2系列

可选模块及配件

扩展工作场所，无缝业务操作
满足MIL-STD-810H，防尘防水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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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扩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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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数据安全，保护关键业务

支持触控笔/手套/雨水模式操作※2，在
潮湿环境中也可高效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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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提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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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80cm跌落测试※1，抗振、抗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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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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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范围广，在-29～63℃环境中均可
使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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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嘈杂的环境中也能听清播放的声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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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扩展区和后部扩展区，可选配扩展模块※6
上部扩展区
·2D条形码阅读器
·USB接口（A型）
·串行端口
·有线网口（LAN端口）
·热成像摄像头
后部扩展区
·非接触式智能卡读卡器（HF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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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了英特尔 第10代酷睿 处理器（采用英特尔vPro 技术）

基础设施/能源

搭配二合一可拆卸键盘 ，可作为开合式笔记本电脑
使用。
※7

用途
·户外设施检查、维护作业
·终端工作及图纸确认
·现场工作成果及报告书制作

课题

※1 由独立的第三方实验室按照MIL-STD-810H进行测试。本产品的抗冲击性、抗振性、防尘性、防水性和宽温性等性能，不能完全保证产品不受损害或无故障。MIL测试结果仅供参考，有关产品的质保范
围请以产品说明书为准。
※2 使用某些类型的手套可能无法操作，根据手上沾水的情况，有时可能出现误操作或无法操作。
※3 按Mobile MarkTM 2014测量。电池续航时间会根据使用环境·液晶亮度·系统设定·是否连接外接设备等原因而有所差异。
※4 测量地点：在音量调整为最大的状态下，于装置前50cm处进行测量的结果（声源：正弦波）。
※5 本产品出厂时安装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10专业版 (附带Windows11 License），日后可根据用户需求，免费升级至 Windows 11 。
※6 选配扩展模块需另行购买。
※7 键盘需另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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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手套时的操作体验令人沮丧
·需要更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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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机密性较高的数据，要求高安全性
·需在室外·多振动的车内及高湿度环境使用

优势
·高安全性能可保护数据
·电池长续航，确保设备长时间使用
·可在多种严酷环境中使用

汽车/制造业
用途
·车辆或机械检测、车况检测等
·可在高温、多尘等严酷环境中使用
·与后台联络

课题
·需要在车下和车内来回移动，担心其耐冲
击性能及电池续航时间
·打字作业较多，需要键盘

优势
·机身键盘二合一设计，可持续作业
·坚固设计、电池长续航
·高安全性能可保护数据

规格表
型号

FZ-G2ABHBXMR

操作系统

Windows10 专业版 ( 附带 Windows11 License)，可免费升级至 Windows 11※1

坚固性

满足 MIL-STD-810H，防尘 · 防水等级达到 IP65 标准，通过 180cm 跌落试验，抗振 / 抗冲击 / 宽温，运行温度 -29~63℃※2。

移动计算平台 /CPU

英特尔® 酷睿TM i5-10310U处理器
(采用英特尔vPro®技术)
(6MB 缓存 ,1.7GHz 至 4.4GHz)

内存 / 存储

8GB / SSD 256GB (加密SSD)

显存（非独立）

英特尔® UHD显卡

显示

10.1” WUXGA LCD (1920x1200)，宽高比16:10，阳光下高可读技术，亮度达1000cd/m2，电容式多点触控屏 (配有触控笔)

摄像头

前置：2MP 带红外传感器，隐私保护盖
后置：8MP 带LED闪光灯

I/O 端口

Type-A：USB 3.0×1
Type-C：USB 3.1×1
有线网口 (LAN端口)×1
扩展总线端口 (24-针)×1

通信接口

蓝牙 (Ver.5.1Class1)
WLAN：英特尔® Wi-Fi6 AX201，IEEE 802.11a/b/g/n/ac/ax标准
LAN：IEEE 802.3 10Base-T / IEEE 802.3u 100BASE-TX / IEEE 802.3ab 1000BASE-T

安全芯片

搭载 TPM2.0 安全芯片

电源

交流适配器 (输入：100V - 240V AC, 50Hz/60Hz；输出：15.6 VDC, 7.05A)

电池

锂离子智能电池 (标准容量)：11.4V，4360mAh，续航时间※3约12小时，
选配大容量锂离子智能电池※4时，续航时间※3约18.5小时

尺寸（宽×深×高）

279 × 188 × 23.5mm

重量

约 1.2kg

扩展模块

其他可选配件

※1
※2
※3

上部扩展仓可选模块※5：
· 2D 条形码阅读器

FZ-G2ABMBXMR

FZ-G2BBMBXMR

英特尔® 酷睿TM i7-10810U处理器
(采用英特尔vPro®技术)
(12MB 缓存 ,1.1GHz 至 4.9GHz)

2022年
新品发售

16GB / SSD 512GB (加密SSD)

性能全面提升
Windows10专业版※
可免费升级至Windows11

· USB 接口 (A 型 )

后部扩展仓可选模块※6：
· 非接触式智能卡读卡器 (HF RFID)
· 键盘
· 标准电池 4360mAh
· 电源适配器 · 屏幕保护膜

· 串行端口

· 有线网口 (LAN 端口 )

· 热成像摄像头

第10代英特尔® 酷睿TM 处理器

· 智能卡读卡器
· 大容量电池 6300mAh

· 旋转手带

· 桌面充电底座

· 触控笔及系绳

可选配键盘及扩展模块

防尘防水IP65标准

本产品操作系统为Windows 11 Pro with Downgrade FR (Windows11降规版)，即出厂时已将操作系统降规设置为Windows10专业版；日后如有需求，我司可提供将操作系统升级至Windows11的服务。
由独立的第三方实验室根据MIL-STD-810H Method 516.8 Procedure IV进行跌落测试，根据Method 501.7 ProcedureⅡ (高温测试)与Method 502.7 ProcedureⅡ (低温测试)进行操作温度测试。
本产品的抗冲击性、抗振动性、防尘·防水性和宽温运行等性能不能完全保证产品不受损害或无故障。
按Mobile MarkTM 2014测量。电池续航时间会根据产品运行环境、系统设定而产生浮动。

内存/存储可选

※4
大容量电池需另行购买。
※5-6 上部扩展仓和后部扩展仓，每个仓位最多仅可分别选配一种扩展模块。

8GB/256GB 16GB/512GB

最大亮度1000cd/m2

运行温度-29~63℃

联络窗口

12-18.5小时电池长续航

※

龙远恒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１５号怡美商务楼Ｂ０９
Ｔｅｌ：０１０－５１６５１７５４、８２８３３７１１
Ｆａｘ： ０１０－８２８３３９１１
Ｅ－ｍａｉｌ： ｓａｌｅｓ＠ｌｙｈｘ．ｎｅ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ｙｈｘ．ｎｅｔ

微信公众号

Windows10专业版 (附带Windows11 Licence)。

10.1”全坚固型平板电脑
FZ-G2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