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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成为鸿陆技术的用户！

感谢选择多端口读写器鸿志 340/380

希望给您的工作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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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规格

1.1 产品特点

鸿志 340/380 是一款高性价比多端口固定式超高频 RFID 读写设备，支持

ISO18000-6C/6B 两种协议，工作频段包含国标双频 920MHz～925MHz、840MHz～

845MHz 和 FCC,902MHz～928MHz 以及 ETSI，865MHz～868MHz，输出功率 0～30dBm

可选，具有识别灵敏度高、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多天线识别效率高、结构防

撞耐震等特点。

1.2 主要功能及技术性能

1.2.1 主要功能

 空口协议：支持 ISO18000-6C/6B 所有强制命令

 丰富的通讯接口（以太网，RS232）

 支持标签数据过滤

 支持 RSSI：可感知信号的强度

 射频输出功率可调

 工作模式：定频/跳频可选

 支持天线检测功能

 支持在线和远程升级

 I/O 接口: 2 路光耦输入、2 路继电器输出

1.2.2 性能参数

 工作频率：GB,920MHz～925MHz、GB,840MHz～845MHz、FCC,902MHz～928MHz、

ETSI，865MHz～868MHz

 RF 输出功率（端口）：30dBm±1dB（MAX）

 输出功率调节：1 dB 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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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标签距离 0～8米（和标签、天线及使用环境有关）

 信道占用带宽：＜200KHz

 RS232 串口通信速率：115200bps（默认）, 19200 bps，9600bps

 整机供电：10V～30V（功率容量不小于 20W）

 电源适配器：AC输入 100V～240V,50Hz～60Hz DC 输出 24V/2.5A

1.2.3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范围：-20℃～+70℃

 相对湿度：5%RH～90%RH（+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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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意图

2.1 结构外形尺寸

图2- 1 鸿志340读写器结构示意图

鸿志340/380读写器体积参数为:

170mm×120mm×25mm

2.2 重量参数

1 Kg

2.3 接口示意图

2.3.1 电源、通信及 I/O 接口

图2-3 读写器电源、通信及I/O接口示意图

图 2-3 为读写器和电源、通信和 I/O 接口面板的示意图，具体说明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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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读写器电源、通信及 I/O 接口

接口标识 接口名称 详细描述描述

DC24V IN 电源接口 DC,10~30V, 电源功率容量不小于 20W。

LAN 以太网接口 10/100M 以太网接口，读写器控制与通信接口。

RS232 RS-232 串口 串口，读写器控制与通信接口。

I/O Port I/O 接口 详细定义见 2.4.2。

2.3.2 I/O 接口定义

图 2-4 I/O 控制接口示意图

I/O 控制信号定义如表 2-3 所示：

表 2-3 I/O 控制接口信号功能定义

引脚标识 引脚描述

R1 继电器 1#输出，DC_MAX：30V,2A；AC_MAX：125V,0.3A；逻辑‘0’表示开

路，逻辑‘1’表示闭合，默认为开路状态。

L1 继电器 1#输出，DC_MAX：30V,2A；AC_MAX：125V,0.3A；逻辑‘0’表示开

路，逻辑‘1’表示闭合，默认为开路状态。

R2 继电器 2#输出，DC_MAX：30V,2A；AC_MAX：125V,0.3A；逻辑‘0’表示开

路，逻辑‘1’表示闭合，默认为开路状态。

L2 继电器 2#输出，DC_MAX：30V,2A；AC_MAX：125V,0.3A；逻辑‘0’表示开

路，逻辑‘1’表示闭合，默认为开路状态。

IN1 光耦 1#输入，DC,0~24V，高于 1V 为高电平，低于 1V 为低电平

IN2 光耦 2#输入，DC,0~24V，高于 1V 为高电平，低于 1V 为低电平

GND 地

GND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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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 使用范例：

红外触发选型：选用 PNP NO 型的，表示红外对射常态下是低电平，检测到

物体的时候，信号线输出一个正电压信号

GPO 使用范例：

继电器型 GPO：GPO 相当于一个开关，逻辑‘0’表示开路，逻辑‘1’表示

闭合，默认为开路状态。 可以把报警灯、蜂鸣器等接到 GPO 上使用，使用方式

见以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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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外接射频线缆说明（选配）

图 2-6 射频电缆示意图

射频电缆接头应采用 SMA（内螺纹，内针）接头，电缆最大长度不大于 5m，

阻抗 50Ω，插损小于 2dB，也可以选择高性能的电缆，适当增加长度，插损尽量

小于 2dB。

注意：超长的射频电缆或电缆接头接触不良，会造成发射信号和接收回波信

号衰减过大导致读写性能恶化。

2.3.4 网络应用连接示意图

网络接口用于远距离高速连接（不大于 80 m），可通过网线与交换机或路由

器相连，也可以直接与 PC 机网络接口相连，具体连接如下图 2-7 所示：

图 2-7 网口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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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装说明

3.1 注意事项

为了保证设备的正常稳定工作及您的人身财产安全，安装鸿志 340 读写设备

前，请仔细阅读如下注意事项：

1.首先检查电源插座接地端是否已连接到大地，并查看本地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读

写器适用电压范围；

2.检查设备与外部连接是否紧密；

3.注意网线和串口线的类型选择和长度限制：

 网线采用直连，长度不超过 80米

 串口线采用直连，长度不超过 10米

4.安装多读写器时，天线摆放方式和天线间距要合适，避免互相干扰。

3.2 安装条件

安装读写器前，请先认真检查产品是否完好，附件是否完整，如有损坏短缺，

请及时联系供应商。

3.3 设备连接

3.3.1 连接电源适配器

 将电源线插入交流电源供电插座，再将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入读写器的电源

接口处并紧固；

 接通读写器电源，等待大约 10秒左右，系统完成初始化过程进入待机状态。

3.3.2 连接外部天线和射频电缆

 读写器有四/八个 SMA 型同轴电缆接头用于连接外接天线，连接电缆选用低

损耗的射频电缆，接头应旋紧（室外安装时接头应注意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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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场具体应用情况，读写器天线倾角或转角需先通过实际测试调整到

最佳位置。

3.3.3 连接 PC 机

 读写器提供专用转接线缆，包含网口，串口和电源接口；

 RS232 接口用于近距离通信（不大于 10m），可通过 DB9 接头与 PC 机串行口

连接，实现 PC机与该设备的通信；

 RJ45 网口用于较远距离通信（不大于 80m），可用延长网线连接 PC机。

3.4 安装设备

根据现场应用情况，确定出读写器的读写范围，根据现场读写效果，调整天

线的倾（转）角，使读写性能达到最佳状态。

3.5 验收

主要从两个方面给出验收标准：结构和性能。

3.5.1 结构验收

 读写器是否固定牢固，无松动；

 线缆是否连接牢固；

 螺丝是否拧紧。

3.5.2 性能验收

 读写器工作是否正常；

 读写范围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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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见故障

4.1 日常维护

鸿志 340/380 读写器在使用过程的日常维护：

 检查射频接头是否拧紧

 检查固定读写器和天线的螺丝是否松动

 检查射频线缆接头处是否出现外包屏蔽层断开

 检查读写器电源线连接是否牢靠

4.2 常见故障分析及解决

☆ 供电系统故障：

检查电源适配器供电是否正常，交流电源电压是否满足 100V～240V 之间.

☆ 上电后,面板指示灯不亮：

确定通讯是否正常，若不正常，请联系售后。

☆ 串口不能连接：

串口电缆线未连接或连接不牢靠

读写器的串口连接波特率是否正确

选择的 COM 口是否正确

☆ 网口不能连接：

鸿志 34/380 读写器出厂时设置的缺省 IP地址为：192.168.1.116，确定

PC 的 IP 地址与读写器的 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如“192.168.1.XXX”就可以

和读写器连接，如果忘记读写器的 IP 地址，可通过串口对读写器的 IP 地址

进行重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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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器读不到标签

检查天线号设置是否正确

检查标签是否损坏

检查标签摆放位置是否在读写器的有效读写范围内

检查读写器之间或其它设备是否存在电磁干扰

对于用户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请联系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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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包装附件及运输和存储

5.1 包装

图 6-1 包装尺寸

包装箱的内空间尺寸：271.5 mm *252 mm *53.5mm

5.2 附件

为了方便日后的储存与运输，打开鸿志340读写器包装后妥善保存包装箱

及包装材料。包装箱内除了读写器外，还包括产品使用所需附件，请依照产

品装箱清单确认产品及附件是否齐全，如有任何不符或损坏请及时与售后联

系。具体装箱清单如表5-1所示：

表5-1 装箱清单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鸿志 340/380 四/八端口固定式读写器 1 台 标配

2 电源适配器 1 个 标配

3 AC 电源线 1 根 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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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存储要求

鸿志 340 读写器长期储存应具有下列条件：

 环境温度：-40℃～+85℃

 相对湿度：5% RH～90%RH

4 网线 1 根 标配

5 安装固定螺丝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M4*8+平垫 Φ4 4 套 标配

6 8P 凤凰端子 1 个 标配

7 固定支架 1 个 标配

8 产品保修卡 1 张 标配

9 产品合格证 1 张 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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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售后服务

敬告顾客

我们的宗旨是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产品，本使用说明书就产品特性、组成及设

计等与实际上提供的设备会有差异，我们会及时地提供修正附页。如未能及时提

供修正附页，敬请咨询售后。

深圳市鸿陆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电话：0755-36901024

传真：0755-26719679

售后电话：0755-36901057

传真：0755-2671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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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鸿陆技术有限公司保修卡

产品名称 型 号

产品编号 等 级

故障描述

使用单位 邮 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厂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科陆电子工业园 3栋（宝龙一路与清风路交汇处）

邮编：518057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8009990986

保修说明：

为了更好服务，我公司随机附有保修卡，请用户保存好，以享受应有的服务。

1、产品从购买之日起，正常操作使用未经拆修，一年内享受保修服务。

2、下列情况，不在免费维修范围内：

因电网电压跳动过大导致终端的损坏

因被滥用或人为导致终端损坏

因用户运输时振动过大导致的终端损坏

3、本产品软件免费升级，用户可在我公司免费培训。

4、用户无保修卡时，将酌情收费。

5、用户需要维修时，请认真填写保修卡，并寄回鸿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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