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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等级：三级（有限共享文档） 

一、 接口说明 

IvrJack.jar 是一个为 Android 2.1 及以上平台提供的二次开发接口； 
接口主要由： 

 IvrJackService  — 通讯控制接口 
 IvrJackAdapter  — 事件接口 
 IvrJackStatus   — 状态 

3 个类组成。 
注意： 

引用的工程中需要为应用程序增加 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 权限。 
 

详细使用方法可以参照 IvrJackExample 示例。 

二、 接口定义 

(一) IvrJackService 

1. 属性 uid 
定义： 

public int uid = 0; 

说明： 

读取标签成功时返回的标签 UID 

注：此属性在 2.1 版本中已经被 ids 属性替代。 

2. 属性 cardType 
定义： 

public byte cardType; 

说明： 

读取标签成功时返回标签的卡片类型（0- MifareClassic、1-Ultraright、255-未识别到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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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属性 ids 
定义： 

public byte[] ids = new byte[16]; 

说明： 

读取标签成功时返回标签的 UID，ids[0] 表示 UID 的长度 

4. 方法 open 
定义： 

public void open(Context context, IvrJackAdapter adapter); 

说明： 
/** 

  * 开启读卡小精灵服务 
  * @param context Activity 实例 
  * @param adapter 用于接收事件的接口 

  */ 
注意事项： 

此方法在一个 APP 里面只能调用一次，否则可能导致程序出错。 

5. 方法 close 
定义： 

public void close(); 

说明： 
/** 

  * 关闭读卡小精灵服务 
  */ 
注意事项： 

此方法在一个 APP 里面只能调用一次，否则可能导致程序出错。 

6. 方法 readTag 
定义： 

public int readTag (); 

说明： 
/** 

  * 开启标签识别 
  * @return 0 成功，非 0 失败，请参见返回值定义 
  */ 

7. 方法 getTagUID 
定义： 

public int getTagUID (); 

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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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标签 ID 
  * @return 0 成功，非 0 失败，请参见返回值定义；成功时读 uid 属性获取标签 UID 
  */ 

8. 方法 tagAuthenticate 
定义： 

public int tagAuthenticate(byte sector, byte[] pwds); 

说明： 
/** 

  * 验证扇区密码 
  * @param sector 扇区号 
  * @param pwds 6 个字节的扇区密码(默认为 Key A) 
  * @return 0 成功，非 0 失败，请参见返回值定义 
  */ 

9. 方法 tagReadData 
定义： 

public int tagReadData(byte block, byte[] data); 

说明： 
/** 

  * 读标签数据 
  * @param block 扇区块号(0-3) 
  * @param data 从扇区块中读取的数据，长度 16 个字节 
  * @return 0 成功，非 0 失败，请参见返回值定义 
  */ 

10. 方法 tagReadBlockData 
定义： 

public int tagReadBlockData(byte sector1, byte block1, byte sector2, byte block2, byte[] pwds, 

byte[] data); 

说明： 
  /** 
  * 读标签两块数据 
  * @param sector1 扇区号 1(0-31) 
  * @param block1  扇区块号 1(0-3) 
  * @param sector2 扇区号 2(0-31) 
  * @param block2  扇区块号 2(0-3) 
   * @param pwds 6 个字节的扇区密码(默认为 Key A) 
  * @param data 从扇区块中读取的数据，长度 32 个字节 
  * @return 0 成功，非 0 失败 
  */ 

11. 方法 tagWriteData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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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int tagWriteData(byte block, byte[] data); 

说明： 
/** 

  * 写标签数据 
  * @param block 扇区块号(0-3) 
  * @param data 写入扇区块的数据，长度 16 个字节 
  * @return 0 成功，非 0 失败，请参见返回值定义 
  */ 

12. 方法 tagReadDataUL 
定义： 

public int tagReadDataUL(byte block, byte length, byte[] data); 

说明： 
/** 

  * 读 Ultraright 标签数据 
  * @param block 块号 
  * @param length 块数 
  * @param data 从块中读取的数据，长度为 length*4 个字节 
  * @return 0 成功，非 0 失败，请参见返回值定义 
  */ 

13. 方法 tagWriteDataUL 
定义： 

public int tagWriteDataUL (byte block, byte length, byte[] data); 

说明： 
/** 

  * 写 Ultraright 标签数据 
  * @param block 块号 
  * @param length 块数 
  * @param data 写入块中的数据，长度为 length*4 个字节 
  * @return 0 成功，非 0 失败，请参见返回值定义 
  */ 

14. 返回值定义 
0   成功 
1   通讯失败 
2   未知的异常错误 
-1  电量不足 
-2  设备未连接 

(二) IvrJackAdapter 

1. 事件 onConnect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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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onConnect(String deviceSN); 

说明： 
/** 

  * 设备连接成功 
  * @param deviceSN 设备序列号 
  */ 

2. 事件 onDisconnect 
定义： 

void onDisconnect(); 

说明： 
/** 

  * 设备断开连接时触发 
  */ 

3. 事件 onStatusChange 
定义： 

void onStatusChange(IvrJackStatus status); 

说明： 
/** 

  * 设备状态改变事件 
  * @param status 设备状态，请参考 IvrJackStatus 
  */ 

(三) IvrJackStatus 

/** 
  * 状态：正在识别设备 
  */ 
 ijsDetecting, 
 /** 
  * 状态：设备已识别 
  */ 
 ijsRecognized, 
 /** 
  * 状态：设备未识别 
  */ 
 ijsUnRecognized, 
 /** 
  * 状态：设备已拨出 
  */ 
 ijsPlug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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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调用流程 

(一) 接口调用 

1. 将 IvrJack.jar 文件复制到工程目录下 

2. 引用工程目录下的 IvrJack.jar 

3. 在调用接口的 Activity 类中，导入以下类 

import rfid.ivrjack.IvrJackAdapter; 

import rfid.ivrjack.IvrJackService; 

import rfid.ivrjack.IvrJackStatus; 

4. 实现 IvrJackAdapter 接口中的方法(implements IvrJackAdapter) 

5. 创建 IvrJackService类 

6. 其它请参照示例 

(二) 标签操作 

1. 调用 readTag 方法 

2. 调用 getTagUID 方法 

3. 调用 tagAuthenticate 方法（可选） 

4. 调用 tagReadData 方法（可选） 

5. 调用 tagWriteData 方法（可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