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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该读写器采用无线识读方式，支持ISO11784/5 FDX-A, FDX-B, EM4102, HDX等格式的电子标签。产

     品采用高亮度 OLED显示屏，在室内或者室外强光条件下也能清晰显示。产品自带的存储功能最多

     可存储800条标签信息，用户可通过USB 虚拟串行通讯端口，蓝牙虚拟串行通讯端口将存储的信息

     读取到电脑进行数据管理。

     该产品性能稳定，操作简单，适用于动物管理、溯源管理、铁路巡检以及其他资产管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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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功能介绍与操作说明

          1 界面说明
                 读写器自带一个128*64高亮OLED显示器，可同时显示电子标签信息、时间、通信模式指示，

      存储模式指示。界面如图 1。

二 性能参数

参数选项 Excelio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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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频率 134.2kHz 

读写距离

ISO11784/5 FDX-A, FDX-B, EM4102, HDX

14 /15cm（12mm×2mm, 玻璃管 FDX-B) 
9/11cm (12mm x 2mm 玻璃管FDX-A)
28/30cm 耳标FDX-B (取决于供应商)

按钮

信号指示

4 个按钮

供    电

128×64高亮度黑白OLED显示屏、蜂鸣器，电池充电水平,蓝牙

USB 端口

锂离子电池，5000mA，3.7V

外形尺寸

USB 虚拟串行通讯端口，蓝牙虚拟串行通讯端口

内存

650毫米（长）×63 （宽）×45 （高）

配件

重    量

迷你 USB

语    言

Mini USB 数据线、用户手册、电池： 3,7V 5000mA

• 图1  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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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格式

符合性认证

460g

充电模式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德语 和 波兰语

FCC -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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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800 数量的芯片

OLED 显示屏 
128×64 像素

进入/退出按钮

向上滚动

向下滚动

蓝色LED ：蓝牙
红色LED：充电电池
绿色LED：电池充电

电池电量

确定（输入或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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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TAGS-A01棒形读写器有四个按钮。

一个圆形按钮开关设备开/关

三个中央按钮。

向上和向下滚动用于滚动读者的各种功能的显示。

“OK”按钮（验证或输入）用于验证用户在浏览各种菜单时所选择的选项。

在设备的底部，你会看到一个迷你型USB连接器用于：

通过USB电缆充电读卡器，

传输由读取器存储的任何数据。

OLED显示器，由四行16个字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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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语言

English
Ok

语言：英语，法语，还有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德语和波兰语。

一旦你选择了按下“OK”的语言，你可以通过按住“开/关”按钮关闭阅读器

然后屏幕就会显示

SCAN

当读卡器被关闭时，你可以按按钮“OK”打开它。显示器显示：

SCAN
按“验证”按钮激活芯片搜索20秒。

通过按下“打开/关闭”按钮打开读写器后，您将看到上面有箭头的消息“扫描”。

按三次上键显示“语言”菜单。然后按按钮“OK”进行验证，读取器最初配置为用

英文操作。要更改语言，请按按钮下键并向下滚动语言，直到显示您希望使用的语言

（例如英语）。然后您必须验证您的选择“OK”。

下面的消息显示为4秒：

3  扫描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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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XB
939 274877906744

用户必须持有的读卡器靠近的地方，该芯片被假定为是扫描过的区域缓慢。
两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
第一种情况：
一个转发器被检测到。 读卡器会发出蜂鸣声，并显示的标识号的格式如下：

在这种情况下，标签是一个 ISO FDX B. 类型的标签。
该标识号的形式是一系列的 15 位数字（ FDX-B ）或 10 位数字（ FDX-A）。
显示的数字仍是 1 分钟，然后将读卡器自动关机。
请注意：关闭阅读器，使显示的号码将被擦除的存储器中。

第二种情况：
不转发器被检测到。
如果没有转发器已经检测到后 20 秒的情况下，读卡器会发出
三声蜂鸣声显示：

No transponder
found

这条消息 将 被 清除后 大约 20 秒。 然后，读卡器将显示

它将自动关闭自动在两分钟的时间，以节省电量。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将使两个或三个或三个进一步尝试读取一个芯片，扫描，在更
广泛的领域，它被认为是植入的。 每次连续按下的按钮，将重新开始读数，根据上
述进程。

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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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电电池

Low battery

只有大约有 10 多个读取操作将可能之前，读卡器自动关机永久。更换电池时，必须
打开读卡器。 因此，强烈建议您咨询您的分销商。 请务必使用原装电池。

5  蓝牙 

读写器的电源由一个锂离子电池。 这种电池在设计上允许有数千个读操作。 它可以
充电，连接的读写器， USB 端口。 一个固定的红色指示灯，表示充电正在进行中和
绿色当它完全加载。这种指示灯闪烁的蓝色蓝牙时被激活。
该指示在电池寿命不仅取决于其使用，也可根据环境，在该环境中的读卡器中的存储
位置。一个指示灯，右侧的显示屏指示电池电量水平。 当电量太低，读卡器将显示
以下信息：

所有读写器都带有集成蓝牙技术。 蓝牙功能所消耗的 能量。 因此，建议以激活此
功能仅为所需的时间供其使用。要停止蓝牙通信，只需简单地选择了"蓝牙"菜单，可
禁用此功能。通过蓝牙通信限制在大约有 10 米，取决于环境的电脑。要启用蓝牙功
能的电脑，请参阅您的计算机的用户手册。
开启蓝牙功能后，蓝灯会闪亮，这时，如果你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搜索蓝牙设备，
会找到名称为“HC-06”的蓝牙设备，在APP的主界面上点[连接]，会提示输入密码
，密码是“1234”，这样就成功连接上设备了。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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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够传输的标签号码读取或数字记录在内存（最大 800 ），通过蓝牙或使用 USB 
连接线，用户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在他的电脑一旦驱动程序安装到您的电脑，
您将需要有应用软件来查看和潜在的记录。发送的数据的读写器。

您可以使用超级终端如果您的操作系统是 XP 或 RHTAGS-A01 接线端子与 Windows XP 
或7/8 。

* 一个驱动程序是一种程序，使一个操作系统，在这种情况下， Windows XP 或 Windows 7
 的 PC 上，认识到一个 硬件外设 和使用它。

6  通过蓝牙或数据传输通过 USB 线缆

7  数据库管理软件
       手持机自带USB接口，用USB线将阅读器与电脑连接后，通过数据库管理软件可实现存储

       信息量查询、数据拷贝、数据删除以及系统时间设置的操作。

       数据库管理软件如所示

• 图2  数据库管理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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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设置问候语界面

• 图4  设置电源超时界面

8  设置问候语

9  电源超时

10  用APP读标签功能

通过 APP 操作，发读取标签指令，读到标签时，会在 LCD 显示屏上显示 标签号（TagID） 
和标签类型，同时也会将信息返回给APP，并在APP上显示标签号（TagID） 和标签类型；

标签显示要通过APP显示出来，显示出标签号（tag ID）、标签类型、时间及经纬度等，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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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注意事项
 •   此产品为电子产品，按照常规电气设备进行运输和保管。

 •   避免阅读器从高处坠落或冲击。

 •   不要将阅读器置于高温、潮湿或腐蚀性环境中。

 •   非专业人员不要打开阅读器外壳。

 •   请使用所提供的数据线进行联机操作。

 •   尽量不要经常拆卸电池后盖。

 •   长时间不用时请取出电池，避免电池漏液腐蚀线路板

11 配手机架
        本阅读器，可选配手机架，然后安装手机在上面，通过蓝牙通信与手机连接上，直接在手机
        APP上操作阅读器，方便快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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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1 电池 3.7V 5000mA

3

Mini USB 数据线2

六  装箱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