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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现有互联网思维的指导下，如何快速推出稳定的产品及在产品上市后快速对客户需求

进行精准的产品迭代，以比竞品更好的品质及服务赢得市场。在越来越多的智能型产品中，

带有支付及会员功能将有利于维护用户的忠诚度，小金额支付的 RFID 方案是现有智能设备

厂商选择的一个很有优势的方案。 

然而，如何做的更稳定却是现有设备厂商的一大难题，而现有在线交易也将产品硬件成

本的升高，而整个在线服务系统搭建与维护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综上原因，智能设备厂

商也将眼光投入到“离线交易”方案，以投入最少的成本而争取最大的利益。 

 

图 1 同欣智能离线支付系统 

同欣智能根据这个需求推出了如图 1所示的智能支付方案，主打“离线交易”市场。在

实现支付功能的同时，也将代理商管理灵活的整合到系统中去，客户仅需要对 UART 发收 3

条指令即可实现整个小金额支付体系，以最小的研发成本，换取产品品质与产品的研发周期。

以期产品更快的投入市场。 

在整个智能离线支付系统包括以下内容。 

1) 交易模块：TX622T-E 

2) 充 值 器：MUR-500 

3) 金融卡片：配套 RFID 卡片 

4) 支付管理：支付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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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金额支付模块 TX622T 

2.1 模块简介 

如图 2所示为同欣智能提供的智能交易模块 TX622T-E，该模块放到小金额支付的产品

中。在开发时仅需要通过 UART 收发三条指令及状态即可实现小金额的支付流程，而复杂

的 RFID 研发已经集成到模块中，客户的研发过程中，可以不需要去熟悉了解 RFID 的操作

流程及复杂的指令。 

 

图 2 小金额支付模块 TX622T 

2.2 用户接口 

TX622T-E 引脚定义如表 1所示。与上位机的接口为 UART 接口。 

表 1 TX622T-E引脚定义 

管脚 名称 功能 

VCC VCC 电源， 5V 

GND GND GND 

J27 RXD 接主机的发送 TXD 

J28 TXD 
开漏输出，外部要接上拉电阻到 MCU 的 VCC 

模块的发送，接主机的接收 

2.3 接口定义 

TX622T 接口为 UART 接口，TTL 电平，波特率 9600, 采用 1 个起始位，8 个数据位、

无奇偶校验位、1 个停止位。模块和控制器之间的通信长度为 5 个字节（控制器→模块）和

9 个字节（模块→控制器）。 

2.4 通信协议定义 

2.4.1 余额信息 

数据方向：模块→控制器 

协议格式：0x55 0xaa  + 4 字节卡号（高在前）+ 2 字节余额（高字节+低字节）+1 字

节校验和（前 8 字节的异或） 

命令功能：刷卡时，模块主动将读到卡片的余额信息发送给控制器，余额为两字节。 

例如: 55 aa c1 58 64 32 00 32 02  余额为 0x0032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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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 0x02 = 0x55^0xc1^0x58^0x64^0x32^0xaa^0x00^0x32。 

2.4.2 扣费命令 

数据方向：控制器--模块 

协议格式：0xaa 0x55  高字节 低字节校验和（前 4 字节的异或）  

命令功能：扣费命令,两字节的扣费金额 

例如: aa 55 00 01 fe   扣费 1 = 0x0001  校验 0xfe = 0xaa^0x55^0x00^0x01 

模块收到该命令后，会将当前卡片中的余额减去 1，然后再将修改后卡片的余额发给主

控器。 

2.4.3 充值命令 

数据方向：控制器 模块 

协议格式：0xaa 0x66  高字节 低字节 校验和（前 4 字节的异或）  

命令功能：充值命令 两字节的充值金额. 充值后的余额不能大于 3000.  

例如: aa 66 00 02 ce   充值 2 = 0x0002  校验 0xce = 0xaa^0x66^0x00^0x02 

模块收到该命令后，会将当前卡片中的余额加上 2，然后再将修改后卡片的余额发给主

控器。 

注：模块发送余额后,主控制器才能向模块发送扣费或者充值命令，命令需要收到余额信息后，500ms

以内发送。主控制器向模块发送命令的时候,字节间延时不能超过 5ms。 

2.5 声光提示 

在模块完成相关的命令后，会返回如表 2所示的响声。 

表 2 蜂鸣器响模式 

蜂鸣器响模式 功能 

音乐声 扣费成功，机器启动 

2 声 刷卡次数已满 

3 声 地区号错误 

4 声 超过最大刷卡次数 

5 声 卡片数据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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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付管理系统软件 

整个支付管理系统共包含两个软件产品，分别为充值管理系统、代理商管理工具

TX622TTools。如图 1所示，在支付管理系统中进行充值的卡片可以放到各个消费终端去使

用。 

 

图 3 充值管理系统 

如图 3所示为充值管理软件的界面图，在该软件中，实现充值，扣费及清卡等操作。 

在离线的交易中，充值软件及硬件的管理至关重要，目前离线交易中，主要有以下四个

痛点。 

1. 设备厂商如何更简单的了解各分销商的充值及充值流水； 

2. 当给分销商的充值软件和硬件被盗时，如何将损失降到最低； 

3. 分销商之间如何形成差异化，A 分销商充值卡片不能在其他分销商处消费； 

4. 分销商的员工有可能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如何将充值系统傻瓜化。 

以上四个痛点的诉求，要求整个支付生态链要完整，且在支付生态链成熟的同时，还要

求着代理商管理软件的傻瓜化使用。 

目前，设备厂家通过纸张或 Excel 等方式记录支付金额的流向及充值流水等信息，整个

流程比较繁琐，很难进行充值流水对账管理。另外一方面，目前通用的小金额充值管理软件

也将每一个分销商充值软件中金额不设限制，当一旦发生盗取软件+充值器时，损失将无可

限量。 

为了将整个流程简洁化，将最终的设备使用充值的权限从厂家分发到每一代理商手中，

同欣智能推出的智能充值平台设定将每一个充值系统的金额余额设定为有限，代理商的系统

将这部分金额充值完后，就需要向其他充值管理系统中有余额的人去购买充值金额，而整个

支付体系的金额分发掌握在厂家手中，这将保护设备厂家的利益，建设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3.1 充值软件管理 

由上面的生态系统定义，充值软件有两个操作，分别是金额的转入及金额的转出。具体

的描述在 3.1.1 及 3.1.2 有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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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充值软件转入金额 

当代理商电机 安装软件的时候，代理商将看到如图 4所示的

充值界面。 

 

图 4 充值系统金额余额界面 

代理商在使用充值软件时，充值器里面需要有余额，进行对发卡器的余额充值如下步骤。 

1. 点击 ，并在机器码一栏里点击 ，将机器码复制下来，并将其发给可

以给你充值的人； 

2. 当对方将设置码发挥给你的时候，则点击 ，将设置码输入到系统中； 

3. 点击 ，充值成功。 

当软件在安装后正常使用时，如何对充值软件的余额进行充值呢？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所示。 

1. 打开充值软件，并点击 后，点击 ，进入余额管理。 

2. 进行如在安装软件一样的充值操作即可，如图 5所示。 

 
图 5 更改发卡机余额 

这样限定了每一台发卡器的余额，有利于整个支付金额数量的有限，即使充值器和装有

PC 的软件被盗，也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损失的即为该充值软件里面剩余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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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所示，充值软件的余额在右下角体现，此时余额将增加所充值的数量。 

 

图 6 充值软件余额 

3.1.2 充值软件转出金额 

在有需求给他人的充值如进行充值时，实现的方法步骤如下。 

1. 打开充值软件，并点击 后，点击 ，进入余额管理。 

2. 点击 ，进入金额的转出管理，进入后的界面如图 7所示。 

 

图 7 转出余额 

3. 如图 7 所示，在 输入转出金额，并将向您发起充值的申请人机器

码粘贴到 中，点击 后会有如图

8所示的确认提示。 

 

图 8 转出金额确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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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生成设置码 复制并发送给向您发

起充值的申请人。生成后，充值器里面的余额将减少相应数额。 

有给其他人充值权限的人，需要充值软件里面有余额。但所有金额的发放，由厂家决定，

个代理商或运营商之间实现的是金额的流通，消费者实现的是金额的消费。 

3.2 卡片充值 

使用充值器给 RFID 卡片充值时，打开 软件，进入充值界面。如图 9 所示当有卡

靠近时，充值器会自动读取客户信息及卡片的余额信息。 

 

图 9 卡片充值界面 

充值操作时，在 栏里输入需要充值的金额后点击 ，即可完成充值

过程，充值后，RFID 卡片的金额，充值器里面的金额减少。 

当用户过来销卡时，则点击 按钮，则卡片的余额降为 0，同时充值器里面

的余额增加 RFID 卡片里面的金额。 

3.3 代理商管理 

在章节开始时，有些代理商有提到，在其他代理商充值的金额不能在我处使用，否则代

理商之间的利益比较难结算及处理。要求即使是一个厂家的设备，代理商之间也要有差异化。 

对于这种情况，同欣智能离线支付系统提出授权卡差异化的操作流程。当新增加一个代

理商时，由厂家发放授权卡给到客户端，客户通过授权卡对模块进行初始化。厂家发放授权

卡的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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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厂家打开 工具，进入如图 10所示的界面。（TX622TTools

工具由厂家操作，该工具不公开给代理商）。 

 

图 10 代理商管理工具 

2. 点击 后，进入如图 11所示的界面。在各个栏目里面输入客户名称、地区号，

扣费单位可以天线 0。但地区号每个代理商需要设置成不同的。生成的设置卡发给

对应代理商。 

 

图 11 制作设置卡 

3. 制作完设置卡后，将卡片放到支付模块 TX622T-E 上刷卡，设置模块内的地区号。

（这个步骤可以由代理商去操作，仅需设置一次即可）。 

4. 让代理商将充值软件打开，点击 后点击 ，进入如图 12 所示界面。

将设置卡放到发卡器上，并点击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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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设置卡读取 

5. 将用户卡片放到发卡器上，随意充值一个数额即可。充值软件会制动将代理商区号

写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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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值器-MUR500 

如图 13所示为充值硬件平台 MUR500，其对应

的规格参数表格如所示。 

该平台具有如下特点。 

• 简易操作：USB 接口，免驱操作。 

• 电源特性：USB 供电，无需接电源，内置电

源保护，功耗<1w。 

• 协议标准：Mifare One、Mifare Ultralight。 

• 系统支持：Windows XP/7/8(32 位/64 位)。 

• 尺寸特性：12cm x 10cm x 3cm。 

 

表 3 MUR-500技术参数表 

产品型号 MUR-500 

功  耗 90 毫安/直流 5V 

工作频率 13.56 兆赫兹 

读卡距离 50～100 毫米（mifare1 卡） 

接口方式 USB 

支持卡类型 
mifare1 S50、mifare1 S70、mifare UltraLight、Mifare 

Light 、SHC1102 

尺  寸 124mm（长）×97mm（宽）×31mm（高） 

 

 

 

 

图 13 MUR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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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免责声明 

 开发预备知识  

TX®系列产品将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开发模板、驱动程序及其应用说明文档以方便用户使

用，但也需要用户熟悉自己设计产品所采用的硬件平台及相关 C 语言的知识。 

 EMI 与 EMC  

TX®系列模块机械结构决定了其 EMI 性能必然与一体化电路设计有所差异。TX®系列

模块的 EMI 能满足绝大部分应用场合，用户如有特殊要求，必须事先与我们协商。  

TX®系列模块的 EMC 性能与用户底板的设计密切相关，尤其是电源电路、I/O 隔离、

复位电路，用户在设计底板时必须充分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将努力完善 TX®系列模块的电

磁兼容特性，但不对用户最终应用产品 EMC 性能提供任何保证。  

 修改文档的权利  

东莞同欣智能保留任何时候在不事先声明的情况下对 TX®系列产品相关文档的修改权

力。 

 ESD 静电放电保护  

TX®系列产品部分元器件内置 ESD 保护电路，但在使用环境恶

劣的场合，依然建议用户在设计底板时提供 ESD 保护措施，特别是

电源与 I/O 设计，以保证产品的稳定运行。安装 TX®系列产品，为确

保安全请先将积累在身体上的静电释放，例如佩戴可靠接地的静电环，触摸接入大地的自来

水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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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修订历史 

版本 日期 原因 

V1.00 2015/05/27 创建文档。 

V1.01 2015/05/28 
1. 2.4.1余额信息修改余额信息的命令格式 

2.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增加了另外几种蜂鸣器响意义 

V2.00 2016/01/04 修改格式 

 



 

www.TXRFID.com 

 
 
 
 

小金额支付系统应用 同欣智能 

应用指南 

15/15 

产品数据手册 V1.0 

 

7.  销售信息 

东莞市同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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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编：523292 

销售电话：0769-86019851-168; 13652608930 QQ:872089468 

技术支持：0769-86019851-258; 0769-86019853; 13728285880  QQ：2880390674 

传    真：0769-860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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