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HF RFID 手持式蓝牙读写器

RRUA100 产品说明书



1. 产品简介

超高频 RFID 手持式蓝牙读写器 RRUA100，内置高性能 UHF RFID 模块和线极

化天线，结合专有的高效处理算法，实现了对电子标签的快速读写处理。先进的

蓝牙连接特性、独特的人性化及工业化设计，使之迅速成为资产管理、库存盘点、

产品追溯以及防伪系统等 RFID 应用系统的理想选择。

RRUA100 可使用 USB 或蓝牙与智能手机、便携式设备、电脑等设备进行有

线/无线通信，传输识别结果。

1.1 产品特点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设计；

 蓝牙无线通讯接口，提供最广泛的可连接性；

 基于 R2000 设计，充分支持符合 EPC CLASS1 G2 标准的电子标签，优异的多

标签防碰撞功能；



 工作频率 902～928MHz(可以按不同国家或地区要求调整)

 以广谱跳频(FHSS)或定频发射方式工作；

 输出功率达至 30dBm（可调）；

 内置线极化天线，典型读取距离 20米*；

 数据可本地缓存，掉电不丢失；

 标签存储容量高达 65000张；

 超低功耗设计，内置大容量锂电池；

 3组 LED、内置蜂鸣器、内置振动器提供声光工作状态指示；

 提供 SDK开发包，支持二次开发；

 防尘防水设计，固件可在线升级；

*有效距离与标签和工作环境相关

1.2 产品规格

基本规格

显示屏 1.3” White OLED LCD（128*64）

尺寸 262×105×42mm

重量 247g（含电池）

通信 蓝牙，USB 虚拟串口方式

充电接口 USB Type C

LED 指示灯 RFID 指示、蓝牙指示、充电指示

按键 电源键、扫描键、Up 键、Down 键、F1 键、选择键

电池 18650 规格锂-离子 3100 mA/h 充电电池，4.2V

充电器
输入功率：AC 100～240V,50～60Hz，

输出功率：DC5V/2.0A

延长杆 支持

工作温度 -10 ～ 55℃

储存温度 -20 ～ 75℃

RFID

读写器芯片 Impinj R2000

天线 内置线极化天线

协议 ISO 18000-6C / EPC Global Class1 Gen2

频率
860~868MHz/902~928MHz(可以按不同国家或地区要求

调整)

功率 最大+30dBm(1 Watt)，1dBm 单位可调

标签 ID 储存 65,000 张，192bit



读取速率 可达 200 张/秒

有效距离 典型有效距离20米（有效距离与标签和工作环境相关）

条码

类型 一维激光扫描头/二维影像扫描头

一维码

UPC/EAN, Code128, Code39, Code93, Code11,

Interleaved 2 of 5, MSIDiscrete 2 of 5, Chines 2

of 5, Matrix 2of 5, Inverse 1D, Codabar, GSI

Databar

二维码
PDF417, MicroPDF417, Data Matrix(Inverse), Maxicode,QR

Code(Inverse), Micro QR, Aztec(Inverse)

1.3 产品包装

产品出厂包装包括以下物品：

RRUA100设备 可充电电池

充电器 充电/通信数据线



1.4 各部分名称

1.5 电池安装

（1）卸下电池

①如图将电池后盖向下拉后拿下后盖。

②将电池从设备上取下来。

（2）安装电池

①如图按照正负极正确安装电池。

②将后盖盖上往上推后盖紧。

注意：安装电池时请注意正负极，正负极相反时不可打开电源。



1.6 状态指示 LED

状态指示 LED包括 RFID 指示、蓝牙指示和充电指示。

名称 LED状态 说明

RFID LED
○ 熄灭 RFID处于待机状态

● 橘黄色 RFID 处于读/写工作中状态

蓝牙 LED
◐ 闪烁 蓝牙待机

● 蓝色 蓝牙已连接上

充电 LED

○ 熄灭 放电状态

● 红色 充电中

● 绿色 电池充满



1.7 按键说明

侧面按键 名称 功能

电源键 长按 3秒：电源开/关

正面按键 名称 功能

Up 键 移动菜单，变更设定

Down键 移动菜单，变更设定

选择键 选择按键，选择设定

F1键
短按：返回主界面/查询标签

长按：清空储存的 ID/从搜索模式返回一般模式

扫描键 RFID/条码扫描开始/结束



2. 操作说明

2.1 电源开/关

（1）长按设备侧面的电源键 3 秒，设备将开机/关机。

（2）电源开启后设备将进行自检测试，启动完毕后发出提示音和振动。

（功能正常） （部分功能出现异常）



2.2 基本界面说明

LCD显示界面由图标条和提示信息处组成，如下图所示：

（1）在设备上和软件上均可设置更改的图标。

图标 说明

RFID 功率为 30dBm

RFID 功率为 16dBm

RFID 功率为 9dBm

当前为条码扫描模式

提示声音为最大

提示声音为标准

提示声音为最小

无声音无振动

振动

只有在识别到新标签时发出提示音并上传数据。

所有标签（包括重复出现的标签）被识别到时均发出提

示音并上传数据。

连续读取标签。

单次读取标签。



（2）在设备上只能查询，但通过软件可以更改的图标。

图标 说明

正常询查：

执行基本的 RFID 识别，识别所有标签的 EPC号。

EPC+Data询查：

同时识别标签的 EPC 号和 Data区域数据。

单标签搜索：

搜索通过上位机软件指定的单一标签。

可用于搜寻标签所在物品的位置。

多标签搜索：

搜索通过上位机软件指定的多个标签。

可用于验收货箱。

通配符搜索：

搜索通过上位机软件指定的过滤条件的标签。

可用于搜索标签 EPC 号符合特定规则的标签。

（3）只能查询的图标。

蓝牙待机状态。

蓝牙已连接状态。

电量情况（100%）。

电量情况（50%）。



2.3 界面菜单说明

 在基本界面使用 Up 键和 Down 键移动菜单即可查询或变更设备的状态。

 按 F1 键即可返回到基本画面。

 待机状态超过 10 秒自动返回到基本画面。

 执行 RFID 识别时自动返回到基本画面。



2.3.1 RFID 功率调整

 RFID功率可以在 3~30dBm 之间调整。

 最小以 1dBm 为单位调整。



2.3.2 提示音调整

 提示音是读写器在识别到标签时的发出的通知声音。

 提示音共有最高、标准、最低、静音、震动等五个选项。



2.3.3 报告模式设定

报告模式有两种类型：

 读取新标签时：只有在识别到新标签时发出提示音并上传数据。

 读取全部标签时：所有标签（包括重复出现的标签）被识别到时均发出提示

音并上传数据。

报告包含蜂鸣器提示和与上位机软件的通信。

2.3.4 读取模式设定

读取模式有两种类型：

 连续读取标签：一直执行 RFID 识别直到用户停止。

 单次读取标签：只执行一次 RFID 识别。



2.3.5 标签 ID 查询

 标签 ID 查询用于查看已识别到的 RFID 标签号或条码号。

 RF 表示 RFID 标签号，BC 表示条码号。

2.3.6 蓝牙信息查询和重启

 可查询设备名称、蓝牙 MAC 地址和 S/N序列号。

 可重启蓝牙



2.3.7 版本信息和读取速度

 可查询电池电量。

 可查询硬件版本和软件版本。

 读取速度有三种：慢速、标准、快速。



2.4 RFID识别说明

 使用扫描键可开始/停止 RFID 识别。

 使用上位机软件可控制开始/停止 RFID 识别。

 已识别的 RFID 标签储存在设备中并且在 LCD 中显示标签数量。

 已识别标签目录和数量会一直存储在设备中，关电依然保存，直至手动清空。

 已识别标签目录和数量可通过 USB 或蓝牙传送到电脑/安卓设备中。

 RFID 识别开始

 RFID识别停止

RFID 识别停止



 清除标签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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