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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bra 保留更改任何产品以提高其可靠性、改进其功能或设计的权利。

由于此处所述应用程序或任何产品、电路或应用程序的使用而引发的或与之相关的产品问题， Zebra 概不承担
任何责任。对于可能用到 Zebra 产品的任何产品组合、系统、仪器、机械、材料、方法或流程， Zebra 未以明
示、暗示、禁止反言或其他任何方式授予使用上述情况涉及到的或与之相关的专利权或专利的许可。 Zebra 仅
为其产品中所包含的设备、电路和子系统提供暗示许可。

保修

要了解完整的 Zebra 硬件产品保修声明，请访问：http://www.zebra.com/warranty。

服务信息

如果在使用设备时遇到问题，请与您机构的技术或系统支持联系。如果设备出现任何问题，他们将与 Zebra 全
球客户支持中心联系：http://www.zebra.com/support。

有关本手册的 新版本、本地化译文和相关产品信息，请访问 Zebra 网站：http://www.zebra.com/support。

http://www.zebra.com/warranty
http://www.zebra.com/support
http://www.zebra.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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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RFD8500 读取器提供射频识别 (RFID)，并具有可选的条码扫描功能。本装置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与启用蓝
牙 ® 无线技术的主机设备 （如移动数据终端和 / 或智能手机）配对。

功能

1 RFID 天线盒

2 USB 端口盖 / 盖
3 电源按钮

4 电源指示灯

5 触发开关

6 电池盒

7 电池盖释放按钮

8 成像仪窗口（仅限成像仪装置） 
9 模式按钮

10 模式指示灯 
11 充电触点 
12 解码指示灯 
13 蓝牙指示灯

14 蓝牙按钮

15 蜂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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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FD8500
首次将 RFD8500 与移动数据终端或 iOS 设备配合使用时：

• 安装电池。

• 为 RFD8500 充电。

• 打开 RFD8500 的电源。

• 通过蓝牙将 RFD8500 与移动设备配对。

• 安装演示应用程序或合作伙伴应用程序（Android 或 iOS）。

• 设置区域和功率级别（使用演示应用程序或合作伙伴应用程序）。

安装电池

取下电池盖

1. 同时按下电池盖释放按钮。

2. 滑回并取下电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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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电池

1. 将电池底部的三个卡舌与电池盒中的三个插槽对齐。

2. 朝三个电池槽方向按下电池，然后向下按，直到其锁定到位。

取出电池

如图所示，按入并取出电池。

1
2



6 RFD8500 快速入门指南
充电

首次使用 RFD8500 前，请为电池充电，直到 LED 电源 / 充电指示灯长亮绿灯。要为 RFD8500 充电，请使用
微型 USB 电缆、端口充电器或通讯座。三槽仅充电通讯座可用于为任何组合设备充电，包括 RFD8500、TC55 
和双电池充电器。

配对

与 Android 设备配对

要与 Android 设备配对，例如 TC55：

1. 开启 TC55。

2. 触摸 “ 设置 ” 图标。

3. 打开蓝牙。

4. 触摸 “ 搜索设备 ” 以显示可用的可发现设备。

5. 打开 RFD8500 并确保蓝牙已启用。若没有，请按下 RFD8500 上的蓝牙按钮一秒钟，以使其可发现。当其

可发现时，蓝牙 LED 指示灯将慢速闪烁蓝色。

6. 在可用的可发现设备列表中触摸 RFD 8500，并按 RFD8500 触发开关以配对，此时蓝牙 LED 指示灯开始

快速闪烁。

7. 退出 TC55 设备设置屏幕，然后运行 RFID 演示应用程序。

8. 从演示应用程序中，选择 “ 设置 ”>“ 读取器列表 ”，然后确认已显示配对的 RFD8500 序列号。在可用读

取器列表中选择该序列号，以将 RFD8500 连接到 TC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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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iOS 设备配对

要与 iOS 设备配对，例如 iPhone 6：

1. 开启 iOS 设备。

2. 触摸 “ 设置 ” 图标。

3. 触摸蓝牙以显示 “ 蓝牙设置 ” 屏幕，并确保蓝牙已打开。

4. 打开 RFD8500 并确保蓝牙已启用。若没有，请按下 RFD8500 上的蓝牙按钮一秒钟，以使其可发现。当其

可发现时，蓝牙 LED 指示灯将慢速闪烁蓝色。

5. 在可用的可发现设备列表中触摸 RFD 8500，并按 RFD8500 触发开关以配对，此时蓝牙 LED 指示灯开始

快速闪烁。

6. 退出 iPhone 设备设置屏幕，然后运行 RFID 演示应用程序。

7. 在演示应用程序中，选择 “ 设置 ”>“ 读取器列表 ”，然后确认已显示配对的 RFD8500 序列号。在可用读

取器列表中选择该序列号，以将 RFD8500 连接到 iPhone。

使用定位设备条码

定位设备条码显示在 RFD8500 设备的天线盒下。当您通过蓝牙将多个 RFD8500 设备与您的 Android 或 iOS 
设备配对时，请使用定位设备条码表示的序列号来识别已配对的特定 RFD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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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移动数据终端插入 RFD8500
取下 RFD8500 的电池盖。从盖上取下塑料头。将移动数据终端连接到其箱附件。将移动数据终端箱连接到 
RFD8500 电池盖。将电池盖滑回 RFD8500，直到其锁定到位。电池盖按钮可将移动数据终端固定到 RFD8500 上。

从 RFD8500 中取下移动数据终端

要取下移动数据终端，请按电池盖释放按钮，然后将移动数据终端朝后上方拉出。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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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蜂鸣器指示灯

条件 电源 LED 蜂鸣器

电源状态指示灯（电源按钮）

电量低 (20%) 稳定琥珀色 无蜂鸣声

电池电量较低（等于或低于 10% ） 红灯长亮 只有当设备未连接充电器且设备处于活
动状态（非省电模式或关闭模式）时，
对讲机才会重复发出短促的蜂鸣声

临界电池电量（低于 5% ） 红灯长亮，然后关闭 自动关机前会由高到低发出高 / 中 / 低
蜂鸣声

充电 呈琥珀色闪烁 充电器连接后会发出短促的蜂鸣声

已充电 绿灯长亮 一声蜂鸣声

充电时出错 红灯快速闪烁 一声蜂鸣声，或重复的蜂鸣声

电源接通 • 如果电池充电电量大于 
20%，则亮绿灯

• 如果电池充电电量介于 
10% 到 20%，则呈琥珀色

• 如果电池充电电量小于 
10%，则亮红灯

低 / 中 / 高蜂鸣声

模式指示灯（模式按钮）

RFID 模式 关 短而高的按钮确认蜂鸣声

条码模式 绿灯长亮 短而高的按钮确认蜂鸣声

解码 /RFID 读取指示灯

解码良好 绿灯长亮 短而低的蜂鸣声

传输错误 红灯长亮 2 秒 RFID 无蜂鸣声 / 扫描仪读取有 4 声蜂

鸣声

RFID 读取良好 绿灯长亮（对于每次读取） 短而中的蜂鸣声

RFID 错误 红灯长亮 无蜂鸣声

其他错误消息 红灯长亮 无蜂鸣声

BT 指示灯（BT 按钮）

BT 关闭 关 长蜂鸣声

BT 已打开 / 未连接 关 无蜂鸣声

BT 可发现 中速闪烁（仅限 40 秒） 无蜂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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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FD8500 扫描 （仅限成像仪装置）

要扫描条码：

1. 将 RFD 8500 设置为条码模式。

2. 将设备对准条码。

3. 按手柄上的触发开关。扫描 / 解码 LED 指示灯亮起并发出一声蜂鸣声，表示解码成功。

BT 开启 / 正在配对 快速闪烁 无蜂鸣声

BT 应用程序已连接 蓝灯长亮 短促的低 / 高蜂鸣声

BT 超出范围 慢速闪烁（仅限 40 秒） 短促的高 / 低蜂鸣声

条件 电源 LED 蜂鸣器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CORRECT

WRONG

ags

 

佳扫描位置

RFID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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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RFID 身体姿势

AVOID BENDING

Optimum Body Posture
for Low Scanning        

Optimum Upright
Body Posture
       

Optimum Body Posture
for High Scanning

AVOID REACHING

Use a ladder

Alternate left 
and right hand

Taking breaks and task rotation recommended 

AVOID EXTREME
WRIST ANGLES

佳直立身体姿势 适合低位扫描的 佳身体姿势 适合高位扫描的 佳身体姿势

使用梯子

建议适当休息和轮流作业 

左右手交替
避免手臂
过度举高

避免弯腰

避免手腕
过度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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