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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闻

 
Android 支持：EHS 3.1 现在支持Android 8.1.0 (Oreo) 和 Android 7.1.2 (Nougat)。
 
针对运行 Android 6.0.1 (Marshmallow) 的设备的 EHS 支持结束了 - EHS v3.1 仅支持
Nougat 和 Oreo 设备。EHS v3.0 是支持 Android Marshmallow 设备的最后一个版本。支持门
户上仍然提供 EHS v3.0 及更早版本，供在 Marshmallow 设备上使用。

 
 

以前的公告

 
从  Android Nougat/Marshmallow 升 级 到  Oreo ： 将 设 备 从  Android

Nougat/Marshmallow 升级到  Oreo 之后，必须卸载现有  EHS 版本，并且必须在原处安装
EHS_03XXXX_B.apk。来自以前 EHS 安装的配置会保留下来并自动应用。这不适用于现有
版本为类型 B 的 EHS 3.X (EHS_03XXXX_B.apk) 的设备

 
绕过锁屏功能已弃用。

 
安全模式功能已弃用。

 
已终止针对所有 Lollipop (Android 5.x) 设备的 EHS 支持 - 从 EHS v3.0 开始，仅支持
Marshmallow 及更高版本设备。EHS v2.8 是支持 Android Lollipop 设备的最后一个版本。支
持门户上仍然提供 EHS v2.8 及更早版本，供在 Lollipop 设备上使用。

 
从版本 2.8 开始，简体中文语言支持在 EHS 中可用

 
从 EHS 版本 2.7 开始，在支持门户中提供两个独立的 APK（EHS_XXXXXX_A.apk 和
EHS_XXXXXX_B.apk），供用户根据所使用的 Zebra 设备进行选择。



EHS_XXXXXX_A.apk ： 适 用 于 除  TC20/TC25 Nougat 以 外 的 所 有  Android
Marshmallow 和 Nougat 设备。
EHS_XXXXXX_B.apk：适用于所有  Android Oreo 设备，并且仅适用于  TC20/TC25
Nougat 设备。

 
已终止针对所有 KitKat (Android 4.4.2) 设备的 EHS 支持 - 从 EHS v2.7 开始，仅支持
Lollipop 及更高版本设备。EHS v2.6 是支持 Android KitKat 设备的最后一个版本。支持门户
上仍然提供 EHS v2.6 及更早版本，供在 KitKat 设备上使用。

 
EHS 用户指南可在 TechDocs 中在线获得

 
受支持的设备：如需完整的受支持设备列表，请访问 TechDocs 网页。

 
 

简介

 
Enterprise Home Screen (EHS) 是 Zebra Android 设备的替换应用程序启动器，旨在仅允许启动指
定的应用程序。
 

说明

 
现在支持在以下情况下恢复：超过管理员登录尝试的最多次数后，管理员被锁定。如果事先启
用了管理员锁定恢复，则此新功能允许管理员在指定的时间段之后再次尝试更多登录。默认情
况下禁用。

 
在运行 Android 8.1.0 (Oreo) 的设备上，现在支持多用户操作。主要用户、次要用户和访客将
共享单个全局 EHS 配置。仅建议主要用户通过文件推送进行配置更新。此外，仅允许主要用
户通过“首选项”屏幕进行手动更新。此后，更新的配置将应用于所有其他用户。有关多用户支
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TechDocs 网页。

 
当设备处于 GMS 限制模式时，即使可以在“首选项”中的启用/禁用应用程序下看到 GMS 应用
程序，EHS 也不允许启用 GMS 应用程序。一条错误消息会在设备上将弹出，还会写入 EHS
日志文件。有关 GMS 限制模式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TechDocs 网页。

 
取消了对所有 Android Marshmallow (Android 6.0.1) 设备的支持。支持门户上仍然提供 EHS
v3.0 及更早版本，供在这些设备上使用。

 
增加了对 TC20/TC25 Android Oreo 8.1.0 设备的支持。（2019 年 1 月更新）*
 
增加了对 CC600/CC6000, MC9300 和 TC8300 Android Oreo 8.1.0 设备的支持。（2019年5
月更新）*

* 对于此软件包，收到了新设备批准。该批准不需要任何软件更改。如果您已安装了软件包，
则无需再次下载并安装它。

 

设备兼容性

 

http://techdocs.zebra.com/ehs/3-1/guide/about/
http://techdocs.zebra.com/ehs/3-1/guide/about/
https://source.android.com/devices/tech/admin/multi-user
http://techdocs.zebra.com/ehs/3-1/guide/about/
http://techdocs.zebra.com/ehs/3-1/guide/about/


请参阅在线用户指南，了解设备和操作系统兼容性。
 

安装要求

 
Enterprise Home Screen 具有最低的安装要求。唯一的要求是 Zebra Android 设备在 Android
Nougat 或更高版本上运行。
 

安装说明

 

1. 从 Zebra 支持门户下载 EHS zip 文件
2. 将该 zip 文件的内容解压缩到计算机上合适的位置
3. 如上所述，根据设备操作系统版本选择正确的 APK（A 或 B）。
4. 请参阅 EHS 自述文件和在线 EHS 用户指南，了解详细的安装说明。

 

使用说明

 
EHS 在“无线信息”屏幕和“快速视图”屏幕下显示 SSID 和 BSSID 信息。但在 Android Oreo 设
备中，如果在设备中禁用位置服务（“设置”>“安全和位置”>“位置”>“关”），则 EHS 无法正确
提供 SSID 和 BSSID 信息。

 
在 EMDK 或 StageNow 中，绕过锁屏（启用/禁用设备锁定屏幕）可使用 DevAdmin 的屏幕锁
定类型功能进行控制。从版本  3.0 开始，EHS 不再支持此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EMDK 或 StageNow 文档。联系您的 MDM 以确定此功能是否受支持）。但仅当设备中的“设
置”应用程序处于启用状态时，DevAdmin 功能才起作用。由于默认情况下 EHS 在启动时会禁
用“设置”应用程序，因此建议在安装 EHS 之前禁用设备锁定屏幕
 

已知问题

无

 

部件号和发布日期

 
EHS_030104
2018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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