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FID 产品组合
消除复杂性，实现多方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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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承诺。充分发挥潜能。
虽然 RAIN RFID 的前景很诱人，但并非总是切合实际。人们对 RFID 
带来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期待已久，如今这些优点就在眼前，触手可
及。丰厚回报，唾手可得。

利用 Zebra 数十年的专业知识、设计思维和软件开发来实现更高 
RAIN RFID 效率，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多供应商解决方案带来的不
便。Zebra 为您提供广泛的且经现场验证的 RAIN RFID 产品组合，
以实现出类拔萃的准确性和互操作性。将这一切联系起来，打造一
个提升每个系统、设备、标签和工作人员的平台。

现在掌控权尽在您手里，而您并不会孤军奋战。在由支持人员和合
作伙伴组成的生态系统的引导下，未来将会是一片坦途。



各种环境下
都能展现不折不扣的性能
不必再搜索库存和资产。有了 Zebra RFID 解决方案，无论您是在追踪
商店中的货物、医院中的药物还是进出仓库的商品，系统都会自动报知
业务关键物品的位置。Zebra RFID 解决方案专为您的环境、应用和条件
打造，旨在助您提高工作效率。

运输和物流  
从起点到终点，提供不间断服务
• 员工安全
• 车队管理
• 库存管理
• 供应链管理
• 资产追踪

• 分拣/搬运/服务质量
• 移动调度
• 终端运营
• 港口和场地管理
• 地勤服务

制造业
提高从厂房到成品的工作效率
• 材料管理
• 物品级库存可见性
• 在制品 (WIP)

• 车辆和场地管理
• 资产利用/追踪与分析
• 发货确认

• 供应链追踪/管理
• DSD 路线计算/现场服务
• 履单/补货
• 工具追踪
• 防盗

零售和酒店服务业
打造出色服务体验，提高顾客回头率
• 物品级库存管理
• 门店补货
• 全渠道履单
• 销售点

• 交互式试衣间 

• 防损
• 客户体验
• 品牌认证

医疗保健
提升病人从入院到出院的安全性
• 装备/资产追踪
• 物品级库存可见性
• 供应链管理
• 患者/人员监控

• 员工利用率
• 文档/数据文件管理
• IT 资产追踪
• 样本追踪

仓储业
管理整个供应链库存
• 仓储和场地管理
• 拣货和入库

• EDI 事务
• RFID 辅助叉车 

现场移动性
为各种地点的团队赋能
• 移动调度
• 工单管理
• 资产追踪

• 维护/检测
• 仪表读数
• 植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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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读取器软件
您不必成为安装及优化 Zebra RAIN RFID 读取器的专家。我们
的工具可助您轻松完成 RFID 读取器配置及部署的每个步骤，
无需繁复操作或延后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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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读取器、天线、设置向
导和软件
更好的库存可见性

通过 Zebra 完整的 RAIN RFID 产品组合（业界颇具
深度和广泛性的产品组合），确保相对应的资产在
合适时间处于合适位置。

 

固定式 RFID 读取器

ATR7000 FX9600 FX7500

制造业 • •
运输和物流 • •
零售 • •
医疗保健 • •
仓储业 • •
酒店服务业 •

固定式 RAIN RFID 读取器和基础架构 
在整个企业中，更大限度实现资产可见性。借助 Zebra 
的 RFID 阵列读取器，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所有标记资
产的精确位置，包括它们是否在移动中。

FX9600 固定式 RFID  读取器 
适用于大容量严苛环境的出色性能

123RFID 桌面版
让 RFID 部署如同数1,2,3一样简单 

我们的向导使用简便且无需付费，利用下拉式菜
单、单选按钮和滑块呈现易于理解的选项。使用
内置的帮助和示范视频来找到问题答案。

123RFID 移动版
获取 RFID 部署的移动性

运用 123RFID 的移动版，实现更灵活的部署，
并能更轻松地使用免费、直观的向导。

FX Connect
减少 IT 负担，加快 RFID 实施速度 

轻松快速配置并部署 FX 系列固定式 RFID 读取
器，无需使用 API 或开发应用程序。

网络连接
能与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无缝安全连接

将 Zebra FX9600 固定式 RFID 读取器连接至广
泛应用的工业以太网协议和其他标准网络，无需
其他转换硬件。

FX7500 固定式 RFID  读取器 
小型企业级读取器，  速度快，精度高

ATR7000 RTLS 读取器
借助出色且实惠的实时定位解决方案，
重新定义运行效率



RAIN RFID 天线 
快速准确地追踪库存和资产。我们强大的天线提供高流量
和高精度所需的高性能和大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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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天线

AN440 AN480 AN510 AN520 AN610 AN620 AN650 AN720

制造业 • • • • • • •

运输和物流 • • • •

零售 • • • • • •

仓储业 • • • • • • •

现场移动性 • • •

酒店服务业 •

医疗保健 •

AN510 超坚固 RFID 天线
超坚固，体积  小巧，室内  室外皆适用

AN440 RFID 天线
在各种环境中皆可实现大范围覆盖

AN480 RFID 天线
为各种企业提供全球部署的灵活性 

AN610 轻薄型 RFID 天线
时尚，小巧，耐用。

AN620 轻薄型 RFID 天线
细线电缆，非常轻薄

AN720 RFID 天线
室内外小型天线，适用于面向客户
的环境

AN650 接地式 RFID 天线
坚固且轻薄

AN520 超坚固 RFID 天线
体积小巧，性能出色



MC3330xR 集成式 UHF RFID 读取器
舒适、快速且易于使用的 RFID 读取性能 

为您的 RFID 应用带来更高水准的舒适度、速度、易用度和
准确度。出色的 RFID 读取性能以及接收器灵敏度可快速、
准确地采集各种标签，即使是难以扫描的 RFID 标签也能轻
松拿下。采用大尺寸触摸屏和物理键盘，更大限度提升正常
运行时间，同时采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轻质设计，打造全天
舒适的使用体验。

手持式 RAIN RFID 读取器和
支持 RFID 的条码扫描器
昔日遥不可及，而今触手可得

实时追踪、追溯和盘点资产。时尚手持设备、免持设
备、坚固型外观和 RAIN RFID Sled，任君选择。下面是
一些可轻松准确处理 RAIN RFID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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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3390xR 集成式远距 UHF RFID 读取器
专为半工业环境打造 

为库存管理、订单履行、交叉转运等提供更高的效率和准确
度。集成式远距离天线支持广泛的 RFID 读取范围，再加上 
Zebra 的高性能 ASIC 无线电技术，可实现更高的吞吐量，以
便更快、更准确地完成库存盘点。



 

手持式 RFID 读取器和支持 RFID 的条码扫描器

MC3330xR  
RFID 读取器

MC3390xR  
RFID 读取器 RFD40 RFID Sled

RFD8500 蓝牙  
RFID Sled

DS9908R 
RFID/1D/2D 读取器

制造业 • • • •

运输和物流 • •

零售 • • • •

医疗保健 • • •

仓储业 •

酒店服务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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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D40 RFID Sled
感受 RFID 的灵活性，成就未来
可实现更高工作效率。以出色的读取率、广泛的读取范围以及更大的电池容
量优化周期盘点。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连接现在和未来的 Zebra 移动数据
终端，因此这是一款面向未来的设备。

RFD8500 蓝牙 RFID Sled 
把电脑变为 RFID 读取器

启用具有 Bluetooth™ 功能的 RFD8500 底座，并与 Zebra TC51/52/56/57/
TC52x/TC57x 系列、Android™ 或 iOS™ 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
搭配使用，即可读取 RFID 标签。RFD8500  可跨设备和操作系统使用。

DS9908R RFID 扫描器
将 RFID 用于您的 POS 或实验室
关闭供应链环路。读取销售点中带 RFID 标签的商品，以便实时追踪库存，或读取实验室资产及
样本上的 RFID 标签，以便改进实验室管理。DS9908R 是一种手持/免持混合扫描器，通过单个
平台，提供具有 RFID 读取功能的优质条码扫描服务。



RAIN RFID 打印机编码器
准确且可扩展的 RFID 编码

您的解决方案依赖于可靠的数据。Zebra 提供类型颇丰的打
印机系列，您可以随时随地为 RAIN RFID 标签、一般标签和
证卡准确编码。以值得信赖的 RFID 数据构建您的解决方案。

 

RFID 打印机编码器

ZT600、ZT400 工业
打印机以及 ZE500 

打印引擎

ZQ630、ZQ521 及 
ZQ511 移动打印机

ZXP 7系列、ZC300 
证卡打印机 ZD621R 桌面打印机

制造业 • •

运输和物流 • • •

零售 • • • •

医疗保健 • • •

仓储业 • • •

酒店服务业 •

8    斑马技术 (Zebra Technologies)



ZQ630、ZQ511 及 ZQ521 RFID  
移动打印机 
便携、方便、高效
高级移动打印机可在应用时随即打印，为您提供便捷、
高效的解决方案。便于员工操作，且方便 IT 部门整合与
管理。

ZD621R 桌面打印机 
将 RFID 打印用于您的桌面
易于使用的小巧打印机集高级功能、高性能以及令人
放心的安全性于一体，打造出色的使用体验。

ZT600、ZT400 工业打印机以及 
ZE500 打印引擎  
工业级设计，集智能与强大性能于一体
这些打印机与更佳的 OEM 打印引擎支持您的业务在
恶劣的环境和严苛的 RFID 应用中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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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P 7系列  和 ZC300 证卡打印机 
值得信赖的强大功能
无论您是需要高性能产品还是小巧简易型产
品，Zebra UHF 证卡打印机均可满足需要。



放心打印。安全打印。优选 Zebra。
丰富库存和可供发货的 RAIN RFID 标签

RFID 解决方案专家
作为 RFID 读取器和打印机的开发商，Zebra 
可以建议标签解决方案，以优化每个 RFID 解
决方案的性能。

测试能力
借助 Voyantic 测试设备，我们可以为被贴标的
表面确定非常合适的嵌体，从而确保更广泛的读
取范围。

可靠的一致性
为不同批次使用同种材料标签，从而始终保持稳定
的打印质量以及粘合性能。

自有制造能力
Zebra 高级的印刷机和 RFID 制造设备使我们能
快速满足您的 RFID 供应需求。

适合用例的解决方案
通过 300 多种认证的热敏和热转印材料组合，
以及从出色供应商处获得的嵌体，我们可以提供
更佳的表面贴标解决方案，以更大限度地提高读
取性能。

出色的性能
新型芯片技术和专有嵌体提供更强大的性能。

认证耗材 
与您的 RAIN RFID 打印机更好匹配

通过使用出色制造商的嵌体，以及我们自己的 Zebra 品牌嵌
体，Zebra 为您提供 50 多种标签的常备库存。我们还可以为您制
定一个解决方案，只需使用各种热材料和嵌体，即可满足专属于您
的应用要求。我们使用 Zebra 打印机和 RAIN RFID 读写器来设计
和测试认证耗材，以确保其高性能。

通用型
• 纸质和合成标签，为标准  应用而设
• 适用于非金属表面、  塑料或瓦楞纸
• 使用 ZBR2000 Zebra 品牌嵌体，从而使标签读取范围更广，速度更快
高级型
• 与  通用标签相比，纸质和合成标签具有  更强的可读性
• 与通用嵌体相比，ZBR4000 和 ZBR4001 Zebra 品牌的高级型 UHF RFID 嵌体具有更

强大的性能 

专业型
• 采用特别的解决方案和设计，从而将金属及具挑战性表面的读取范围更大限度提高

Z-Band 热敏 RFID 腕带
• 拥有经典外形的 Z-Band Direct RFID SR 腕带更加适合在靠近读取器的

情况下使用。
• Z-Band UltraSoft RFID LR 使用市场上柔软性出色的材料制成。旗舰设

计和特殊嵌体使读取范围更大。

RFID 证卡
• 读取范围高达 50 英尺
• 128 位 EPC 内存
• 512 位用户内存
• 96 位只读 TID 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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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打印和编码服务 
使用 Zebra 优质产品优化您的 RFID 解决方案

Zebra RFID 打印及编码服务可根据您的规格，提供序列
化预打印和编码的 RFID 耗材，以满足试用与合规需求。

Zebra 品牌嵌体
我们使用 Zebra 读取器和打印机进行预先测
试，为您提供出色性能

ZipShip
RFID 标签的 ZipShip 库存产品提供非常常用的
尺寸以及标签材料，如有需要，我们还可为您量
身定制解决方案

标准标签格式
标准标签格式能满足常见资产标签需求，也可提
供您希望在标签上打印或编码的具体内容

ZBR2000 通用嵌体
• 更高灵敏度：在无障碍空间中，读取范围高达 17 米

通用型
使用 4 英寸宽的标签，在大多数标准应用中提供出色
性能。

高级型
这些用于 4 英寸宽度标签的高级嵌体比通用嵌体具备更
强大的读取性能，用于需要更大范围的应用。当置于具挑
战性的材料上或其附近时，可以提供高效性能，几乎可以
从各种角度进行全方位读取。

ZBR4000 高级嵌体
• 更高灵敏度：在无障碍空间中，读取范围高达 20 米 

ZBR4001 高级大内存嵌体
• 更高灵敏度：在无障碍空间中，读取范围高达 12 米
• 内存：EPC 内存：448 位；用户内存：100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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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技术硬件和软件
有形操作的数字视图

Zebra 为获取定位数据，提供整套硬件选项的产品组
合，从而满足客户对产品使用范围、准确度和精确度等
各类需求。Zebra 结合 Zebra MotionWorks™ Enterprise 
平台的力量（将定位数据转化为富有意义的见解），提
供所需的专业定位技术，以便在企业中进行实时追踪
时可更大限度地提高效益。

超宽带解决方案
Zebra 凭借一款可支持多种资产管理应
用程序的实时定位系统 (RTLS)，即超宽
带解决方案 (UWB)，为您带来实时可视
性。准确追踪室内和室外的人员及设备
动态。UWB 系统令安装简易性、可视性、
可扩展性、性能、资产追踪和标签管理再
上层楼，从而实现业界超低的拥有成本。 
 
WhereNet
WhereNet RTLS 可在各种环境（包括复
杂环境和危险环境）中提供范围超大的 
RTLS 功能和出色性能。凭借 WhereNet 
的超大标签传感范围，您可以通过经济
高效的 RTLS 网络基础设施获得有关您
资产的实时可视性和状态信息。 
 
蓝牙低能耗设备
我们的 Bluetooth™ 信标和网桥系列能 
轻松快捷部署，并提供多种大小规格和
价格，可用于资产追踪和其他定位解决
方案。 
 
 
 
Zebra MotionWorks 企业版是创新平台，
可帮助组织将企业资产定位转化为可用
业务数据。其收集、管理和分析来自已标
记企业资源的传感和状态数据，并输入
至单一集成管理工作台，增强所有资源的
定位和状态可见性。

Powered by Zebra Savanna™

Zebra MotionWorks™ Enterprise



*维修周转时间可能因国家/地区和 Zebra 产品而异。** VisibilityIQ OneCare 仅适用于移动数据终端和扫描器。

注意：信息或会更改，且产品供应情况可能因地区而异。

Zebra VisibilityIQ™ 服务
减少设备漏洞和暴露情况，这样您就不会因为设备停机、设备运行状况或电池故障而措手不及。Zebra 的可视化服务提供基
于云的设备见解，让您了解设备的运行情况，以便您能决定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以改善运营并更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

Zebra 的 VisibilityIQ™ 随时随地为您提供数据驱动、可操作的见解。清楚地了解设备的运行情况，以及知道如何提高工作
效率，并且降低成本。

注意：本手册中所述产品的供应情况及相关描述可能因国家/地区而异。

全球服务
更大限度提高正常运行时间和投资回报率 

无论是了解运营利用率、更大限度提升正常运行时间、减少设备漏洞，还是解读前沿设备的数据，Zebra 都
可一路为您提供专业护航。

Zebra Signature Services
洞察网络前沿技术的数据，能让您打开 一个充满
商机的新世界。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技能或资
源，您可能会错失几乎全部良机。Zebra Signature 
Services 加速您从数据中解读情报的能力，让您可
以更有效地运营业务。

RFID 设计
RAIN RFID 在零售、医疗、制造、运输和物流领域每
天都会出现新的用例，然而，由于设计不当或集成
不完善，其提升工作效率和效率的优势轻易便会
消失。RFID Design 是一项 Signature Service，能
加快完成 RFID 项目的速度、降低成本，并提高收
益。Zebra 拥有丰富经验，能确保您的 RFID 项目在
投资中得到期望的业务性能改善。 

 
维护计划
恒定的出色性能和设备正常运行时间。我们的优势
就是利用支持服务来保障您的 Zebra 投资，同时
减少设备漏洞。杜绝意外中断、未列入预算的维修
费用及更多问题。无论您需要全面的覆盖范围、优
先设备更换、现场支持、技术问题帮助、软件支持，
还是基于云计算的合同可见性、维修数据还是技
术支持案例，Zebra OneCare™ 计划都可满足您的
需要。*

此外，您还可以通过其他灵活的服务增强功能来
优化和定制您的支持服务，以满足您特定的业务
关键需求，这些模块可提供快速维修与发货、电池
维护、设备调试与配置、托管服务及更多服务。

如欲通过全面的选项获得无边框的可见性，请访问 www.zebra.com/RFID

ZEBRA 和其标志性的 Zebra 头像是 Zebra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已在全球多个司法管辖区注册。Android 是 Google LLC 的商标。Wi-
Fi™ 是 Wi-Fi 联盟™ 的商标。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2021 Zebra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和/或其关联机构版权所有。2021/6/25。

北美和公司总部
+1 800 423 0442
inquiry4@zebra.com

亚太总部
+65 6858 0722
contact.apac@zebra.com

欧洲、中东及非洲总部
zebra.com/locations
contact.emea@zebra.com

拉丁美洲总部
zebra.com/locations
la.contactme@zebra.com

包含在各种 Zebra 移动数据终端和扫描器的 Zebra OneCare 
支持协议中。查看设备维修、技术问题、合同、案例报告和软件 
状态，以及 LifeGuard™ 安全状态的可视性。**

http://www.zebra.com/RFID
mailto:inquiry4@zebra.com
mailto:contact.apac@zebra.com
https://www.zebra.com/us/en/about-zebra/contact-zebra/global-lo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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