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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Chaser - 

测试主机介绍 

 
F-Connector RJ45 同轴缆线 转接座 网络

缆线 转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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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Chaser - Active Remote 智能远端机 

#智能远端机为套装随机配件 

 

 

 



 

3 

 

进行缆线速度认证检测时，需将智能远端机与主机搭配使用。智能远端

机单机可设定识别号码 1-4 号。 

 按下状态确认键以显示左测电池状态指示灯之电量百分比，并显示

上一次的缆线测量结果为通过 / 未通过。 

 欲设定识别号码，需将电池封装盖螺丝卸除，以方便卸下内部的锂

离子充电电池。 

 在保持电池与装置的链接下，轻柔地拉出电池（若非必要，请勿卸

下电池与机器连结的线路），便会看到下图之识别号码调整开关。 

将您所希望设定的号码键往上，其余则一律往

下。 

范例：将识别号码设为 1 号 

STATUS 

100 % 
75 % 
25 % 

BAT LOW 

LINKED 
PASS 

FAIL 

 
 

电池状态 
指示灯 

状态 
确认键 

 
充电插孔 

 
 

电池封装盖 

 

RJ45   

1 2 3 4 

O

N 

A6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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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操作 

彩色触控屏幕，操作简单顺手。 

 

得心应手 

使用下方四大快捷键来快速浏览、开始与暂停测试。 

 

设定          首页           返回        开始测试 

设定        : 按此键即可进入系统设定画面。进入系统设定画面后，重复按

即可切换系统设定画面当中的不同页面。 

首页        : 按此键即可返回开机首页选单。 

返回        : 按此键即可回到上一个操作画面。 

开始测试  : 按此键即可开始 / 暂停测试。 

开机 / 关机 

 按下电源键          将主机开机。 

 轻单击电源键，主机即会进入休眠模式。 

 长按电源键三到五秒，主机即会直接关机。 

  

File Manager System Settings 

Cable Test Link Test Network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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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休眠状态若长时间没有在装置上进行任何操作，主机即会自

行进入休眠状态以延长电池续航力。您可进入系统设定画面来调

整自动进入休眠状态的时间长度。 

智能远端机 

 按下状态确认键以显示左测电池状态指示灯之电量百分比，并显示

上一次的缆线测量结果为通过 / 未通过。 

拆装电池 

主机与智能远端机皆采用相同的锂离子充电电池，在正常使用的状态下

并不需要进行电池拆卸。若因其他原因需要进行电池的拆卸，请务必小

心并勿过度拉扯电池连结线。装置与电池间的链接插座为单向设计，安

装时请按照孔位安装，避免过度施力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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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模式下，Net Chaser 可执行多项缆线检测，并验证缆线是

否合乎指定之网络使用标准。 

缆线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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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线测试 

根据您所搭配使用的远程识别器种类或完全不使用的状态下，会有不

同的测试选项并连带呈现不同的测试结果。以下将详述各种测试选项

与其所呈现的内容。您可以点选屏幕上的放大图标     来进行全屏幕浏

览，按下返回键        即可回复正常浏览状态。 

智能远端机 

此状态下，主机会呈现出最完整的缆线测试内容，包含线路图、识别

号码、信号噪声比、位误码率、讯号延迟、短路与缆线长度等详细内

容。主机会以绿色打勾符号     来表示缆线通过验证。 

网络远程识别器 

当使用黑色的网络远程识别器，主机会呈现包含线路图、识别号码、

短路与缆线长度等内容。主机会以橘色打勾符号    来表示缆线通过测

试。 

ID 识别器 RJ45  

黄色的 RJ45 型 ID 识别器，可协助使用者进行布线与缆线卷标作业， 

主机仅会显示缆线所对应的识别器编号。 

ID 识别器 Coax 

银色的 Coax 同轴型 ID 识别器，可协助使用者进行同轴缆线的布线

与缆线卷标作业，主机仅会显示缆线所对应的识别器编号。 

未使用任何远程识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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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线测试 

若仅是单纯将缆线的一端接上主机进行测试，而未在缆线的另一端接

上识别器时，主机会进行缆线的长度检测以及缆线的开路、短路状态

呈现。 

缆线测试一览 

主机可记下所有的缆线检测记录，并储存为.tst.的格式档案于本机内存

或 SD 卡当中。 

缆线测试共有两种主要画面如下：（左）完整画面与（右）清单画面 

，从两种画面都可以进行缆线测试操作。 

 

若是从清单画面开始进行缆线测试，仅有部分的测试结果会呈现在画面

当中。若没有预先设定存档名称，则会以“UNTITLED1.TST”作为档

案预设名称进行存盘。可以在画面最上方的绿色状态显示字段看到目前

测试或浏览的档案储存名称。 

完整画面 切换至 清单画面 

点选完整画面下方的列表图标     即可将屏幕切换至列表画面。若找不

到列表图标，请点选右下角的其他选项图标     以切换画面下方的选项

完整画面 清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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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线测试 

列表。切换之后的列表画面选项，会自动停留在原本完整画面中所呈现

的测试结果。 

清单画面 切换至 完整画面 

使用屏幕上之上下方向触控键或直接触控来选择欲切换之测试结果，选

取后请点选屏幕上的选取图标   ，画面即会自动切换至完整画面。 

也可按下返回软键退出画面。 

缆线测试设定 

欲进入缆线测试画面，在首页点选缆线测试图示      即会进入缆线测试

画面当中。屏幕会自动显示最近一次的测试结果。 

创建新的检测清单 

欲创建新的检测清单，请在完整画面点选列表图标   ，按照指示输入

检测清单名称并点选 OK 键完成。在完整画面的下方及会看到您所设

定的检测清单名称。 

开启已建立的检测清单 

欲开启之前已建立的检测清单，请在完整画面点选档案夹图示   ，点

选欲开启的检测清单名称后，按下开启档案图示   ，画面即会自动切

换至该检测清单内容。 

选择缆线种类 

在屏幕点选缆线种类图示   ，即会进入原厂内建的缆线清单，直接使

用上下箭头键或触控选取欲选择的缆线种类，再点选画面上的选取

图示     即可。欲新增、修改缆线清单，请参考下一页文字说明。 

设定缆线记录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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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线测试 

主机会自动为您的每次检测进行编号排序，并显示在画面下方。 

使用者可自行编辑编号的排序方式与名称。 

编号排序组成为最多九位的英文字母加上三位的数字字段，欲进行

记录编号设定请自完整画面点选编辑图示   。进入编辑画面后，点选

图示     与     即可分别进入修改英文字母组成与数字组成，完成后按

下存盘图示     即完成设定，或点选退出图示     退出编辑画面。 

缆线种类 

用户可自画面点选缆线种类图示   ，即可进入浏览原厂内建的缆线种类

清单。用户除了可以浏览各种缆线种类的规格，更可以针对缆线种类内

容进行增加、删除与修改，让缆线种类更贴近作业需求。新增缆线种类 

从缆线测试画面点选缆线种类图示     。 

点选新增图示     。 

输入新增的缆线种类名称并按下 OK。 

选择缆线所使用的接头种类：RJ45 或 Coax，选完后按下 OK。 

选择 BER 检测时的数据传输种类（100Mbps,1Gbps,2-

pair100Mbps,或 0Mbps），按下 OK。（若使用者选择的是 Coax 同

轴缆线，请直接跳过此步骤） 

输入缆线的长度常数 pF/foot 或 pF/meter，并按下 OK。 

常见的常数设定如下： 

- CAT5 / 5E : 15 pF/ft 

- CAT6 : 15 pF/ft 

- CAT7 : 15 pF/ft 

- RG6 : 16.5 pF/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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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线测试 

- RG58 : 27 pF/ft 

- RG59 : 16.5 pF/ft 

选择缆线为 Shield cable / Non-shielded cable / 忽视 Ignore 

shield，并按下 OK 即完成。 

删除缆线种类 

从缆线测试画面点选缆线种类图示     。 

点选删除图示     并按下 OK 即完成。 

编辑缆线种类自缆线种类清单选取欲修改的缆线名

称。 

以上下箭头键或触控点选后按下编辑图示   即进入编辑画面。使用者

可选择更改或保留原本的缆线名称，后续设定比照上述新增缆线种类

之说明进行。 

完成后按下 OK 即完成并跳出画面。 

警告：编辑或删除现有的缆线种类名称，可能会导致既有的检测记录因

而连动异常，建议先将检测清单或测试结果转成 PDF 格式或 CSV 格式

档案以避免造成检测记录的遗失。 

进行缆线测试 

网络缆线检测 

自首页点选缆线测试图示      进入缆线测试画面。 

将欲检测之网络缆线接上主机机身上方的网络端口，再将该网络缆

线的另一端接上 ActiveRemote（智能远端机）或 

Network Testing ID Retmoe（网络远程识别器）。 

注意：若欲检测之缆线已固定 / 转接于墙上母座，可使用随机配置的

RJ45 转接线将该缆线与主机相连以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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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线测试 

点选缆线种类图示     。 

自缆线种类清单中选取正确的缆线种类并按下选取图示    。 

按下测试执行键        ，主机即会执行一次缆线测试。主机会自动为

您编列测试的记录编号，编号将显示于屏幕下方，并按照测试执行的

次数逐渐累加。 

每按一次测试执行键，主机便会增加一项缆线测试结果至检测清单当

中。 

若要针对同一条缆线再次进行检测，请点选重新检测图示     。 

同轴缆线检测 

自首页点选缆线测试图示      进入缆线测试画面。 

将 F81 转接头接上主机身上方同轴缆线端口，再将欲测的同轴 

缆线与之接上，并在该同轴缆线的另一端接上 ID 识别器。 

点选缆线种类图示     。 

自缆线种类清单中选取正确的同轴缆线种类并按下选取图示    。 

按下测试执行键        ，主机即会执行一次缆线测试。 

缆线故障种类 

以下为主机针对缆线所能诊断并显示出的缆线故障种类。 

OPEN （开路）: 

缆线的另一端为开路，可能是因为断线或缆线与转接头的安装失误所

造成。 

SHORT （短路）: 

缆线中出现短路，可能是绝缘不良、线头受损或安装失误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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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线测试 

MISWIRE（错接） : 

缆线当中的线对排序不符合 TIA568A/B 规范。 

SPLIT（串绕）: 

缆线当中的线对发生错接，主因为线对在缆线头尾两端的排序顺序不

一致所造成。 

SKEW （偏移）: 

当 SKEW 检测结果超过 35 微秒，则表示不同线对之间的讯号延迟差

异过大。 

SNR（信噪比） : 

若 SNR 的检测数值低于 22 分贝，则表示信噪比测试结果不佳。主要

原因可能是信号衰减、串音或来自外部环境的噪声所造成。外部噪声

来源包含临近的电缆线、机电设备。 

储存检测结果 

缆线检测结果可直接储存为 PDF 格式或 CSV 格式。. 

储存为 PDF 格式 

在缆线测试的完整画面中，PDF 档案的储存方式可分为两种：使用者可

将单一次的缆线检测结果存为单一 PDF 档案，或是将一整个检测清单

统一为一份 PDF 档案。 

将单一次的缆线检测结果储存为单一 PDF 档案 

- 自完整画面点选其他选项图标     。 

- 点选单一 PDF 档案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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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线测试 

- 按照指示输入文件名并点选 OK。- PDF 档案将自动储存至 SD 记忆

卡。 

将检测清单统整为 PDF 档案 

- 自完整画面点选其他选项图标     。 

- 点选列表式 PDF 档案图标     。 

- 按照指示输入文件名并点选 OK。- PDF 档案将自动储存至 SD 记忆

卡。 

警告：档案储存的过程当中，请勿取出 SD 记忆卡。 

储存为 CSV 格式 

使用者可将测试结果储存为 CSV 格式，方便使用 EXCEL 或其他支持 

CSV 文件格式之软件开启。 

- 自完整画面点选其他选项图标     。 

- 点选 CSV 档案图示     。 

- 按照指示输入文件名并点选 OK。 

- PDF 档案将自动储存至 SD 记忆卡。 

缆线检测清单 

缆线测试的列表画面包含该列表中所有已测的结果。使用者可针对指定 

的检测清单内容进行浏览、储存、重测、增加与修改。 

进入缆线测试画面后，点选列表画面图标     。 

使用上下箭头键来浏览列表内项目。 

针对选定的已测缆线名称，可点选编辑图示     进入修改名称。 

欲新增新的缆线测试至既有清单，请点选增加图示     。 

点选 OK 以确认记录编号的排列，用户也可先修改记录编号的排列方

式后再点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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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线测试 

欲删除选取的缆线测试结果，请点选删除图示     。 

欲进行重新检测，请先选定欲重测的项目并点选选取图标    ，之后

再点选重测图示     执行缆线的重新检测。 

注意：每按一次测试执行键，主机就会自动新增一条缆线检测结果至清

单当中，每份清单最多可以储存 256 项检测结果。若使用者欲储存超

过 256 项缆线检测结果，请建立新的清单后再继续执行检测。 

列表的储存位置每份新创建的检测清单都会自动以.tst 结尾的文件格式

储存在主机的内存，用户可将档案自本机内存转移至 SD 记忆卡内，也

可直接在主机上开启档案进行编辑、重测与新增项目。 

档案管理 

主机的档案管理夹内包含 tst、PDF 与 CSV 等三种文件格式，可储存于

本机内存或 SD 记忆卡当中。使用者可以直接自首页前往主机的档案管

理中心，也可从缆线测试画面点选档案管理图示      进入档案管理画

面。相关操作请参考档案管理中心的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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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可快速诊断用户的网络埠口联机状态，并可进行以太网络供电的量

测与网络缆线的追踪。 

联机诊断 

从首页选单点选联机诊断图标      进入本模式。 

埠口联机诊断 

针对使用者目前所使用之网络埠口状态进行诊断，显示之端口口信息包含连接速

度、MDI/MDI-X、Auto Negotiation 与缆线中每对线之 SNR。 

点选进入联机诊断模式后，装置就会自动进行一次埠口联机诊断。 

按下测试执行键        即可进行埠口联机诊断。 

点选 PDF 档案图示     储存诊断结果。 

使用画面上跳出之键盘为欲储存的档案命名。 

POE 网络供电检测 

检测并显示网络供电之相关细节，包含供电类型、线对与电压值。 

进入联机诊断模式后，点选 POE 图示     。 

按下测试执行键        进行检测。 

点选 PDF 档案图示      储存检测结果。 

使用画面上显示之键盘为欲储存的档案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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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追踪缆线 

NC955 将发送音频讯号至缆线当中，使用者可搭配音频探测仪（ 

TP200）进行网络缆线追踪、查找与辨认的工作。进入联机诊断模式后，点选音频

追踪图示     。 

按下测试执行键        装置便会开始发送音频讯号。 

使用左右箭头图标          来选择音频讯号的传输管道。 

点选 Low/High 来改变音频讯号的音调。 

灯号比对 

NC955 发送灯号讯号至最近的交换器或路由器，方便使用者从远程判别测试缆线的

连接位置。 

进入联机诊断模式后，点选音频追踪图示     。 

按下测试执行键         灯号图示便会开始闪烁表示灯号正在发送。 

装置所连接最近之交换器或路由器上的埠口 LED 指示灯便会开始闪烁 

，方便使用者辨识缆线所使用之端口口。 

使用左右方向图示          选择连接速度，包含

10Mbps/100Mbps/1Gps half or full duplex，也可由装置自动选择。 

段落结束 

 

此模式可针对网络进行进阶检测，确认网络的联机状态与联机路径等内

容。 

网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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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检测 

 

联机状态 

上述联机状态诊断画面包含 IP 位置、DHCP 与 DNS 等相关信息。 

DHCP 

进入网络检测模式后，点选 DHCP 图示     。 

按下测试执行键        进行检测。 

点选 PDF 档案图示      储存检测结果。 

Ping 测试 

进入网络检测模式后，点选 PING 图示     。 

点选新增图示     ，已储存的 IP 位置列表将会显示于画面中。 

点选新增图标      或编辑图标     来输入新的 IP 或网址。 

使用跳出之键盘输入 IP 位置或网址。 

欲编辑或删除已储存于清单中之 IP 或网址，选定项目后按下编辑图标     

或删除图标     即可。 

联机状态诊断画面  

从首页选单点选联机诊断图标      进入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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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新增 IP 或网址至列表中，选定项目后按下新增图标     即可。 

按下测试执行键        进行 Ping 测试。 

再次按下测试执行键        停止 Ping 测试。 

路由追踪 

路由追踪是利用 ICMP 封包来协助进行网络连接状态的检测功能，透过路由追踪检

测﹐使用者可以找出通往目的地所经过的路由节点﹐并以数字将路由顺序标识出

来。每一个节点都会返回 3 个 round-trip 时间作参考。但路由节点的路由设备没有

回应 ICMP 封包，则会在该路由节点旁以破折号显示。 

进入网络检测模式后，点选路由追踪图示    。 

欲新增或编辑路由追踪的目的地，请点选列表图标     进入选单。 

欲删除路由追踪目的地，请点选删除图示     。欲新增路由追踪目的地，请点选新

增图示     。欲编辑路由追踪目的地，请点选编辑图示     。 

使用屏幕显示键盘来输入目的地 IP 或网址，完成后点选 OK。 

自清单选择欲进行检测的目的地，再点选选取图示     完成选择。 

按下测试执行键        开始进行路由追踪检测。 

点选 CSV 图示      储存检测结果。 

使用画面上显示之键盘为欲储存的档案命名。 

网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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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局域网（VLAN） 

NC955 会主动侦测虚拟局域网的存在并陈列包含虚拟局域网 ID 与优先级等相关讯

息。 

进入网络检测模式后，点选虚拟局域网图示     。 

使用上下箭头键             来浏览侦测到的 VLAN 清单。 

点选 CSV 图示      储存检测结果。 

使用画面上显示之键盘为欲储存的档案命名。 

网络检测 

搜寻协定 

NC955 的搜寻协议功能可提供 CDP 与 LLDP 的相关信息。 

进入网络检测模式后，点选搜寻协议图示     。 

点选 CDP 图标     ，显示 Cisco Discovery Protocol 信息。 

点选 LLDP 图标     ，显示 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 信息。注意：显示出的

协议信息会因为交换器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点选退出图示     退出 CDP 或 LLDP 信息画面。 

点选 PDF 图示     储存检测结果。 

使用画面上显示之键盘为欲储存的档案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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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CDP 与 LLDP 的信息来源为发出自交换器的封包。封包发出的时间间隔可

能会因为设定的不同而拉长或缩短，更有可能因为设定而关闭，导致搜集不到协

议信息的状况发生。 

段落结束 

 

系统设定共包含七个设定画面，方便用户针对装置进行个人化设定。 

系统设定 

系统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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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设定 

自首页点选系统设定图标      或按快捷软键        进入设定画面。 

Static IP”并输入以下设定 : 

点选“Set IP”并使用屏幕显示之键盘输入欲设定的装置 IP 位置。

点选“Set Subnet Mask”并使用屏幕显示之键盘输入欲设定的

子网掩码 IP 位置。 

IP 位置。 

 

进入画面后按下设定软键即可再切换至不同的设定画面，顺序如下： 

 

 

多个项目进行选择与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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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厂即有预先设定装置的“DHCP DNS”。使用者欲手动更改可点选 

“Choose DNS”。 

点选“Set DNS”，使用者即可输入欲设定的 DNS 位置。 

设定完后，再按下一次设定软键         或系统设定图标      即可切换至下一个设定

画面，也可按下返回软件退出设定画面。 

单位与标准设置 

在”Display Units”选择您所偏好的测量距离单位：公尺/英尺 

在“Standard”选择您的缆线测量标准：T568A/T568B 

在“LCD Screen”点选“Set”来设定您所偏好的屏幕亮度。 

（亮度的调整标尺为最暗 5 至 最亮 100） 

设定完后，再按下一次设定软键         或系统设定图标      即可切换至下一个设定

画面，也可按下返回软件已退出设定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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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定 

日期与时间设定 

 

待机与关机设定 

设定装置进入待机的时间。 

点选“Set”设定装置进入待机状态的时间。（出厂设定：10 分钟）输入 1-10（分

钟）并按 OK 即完成设定。 

设定装置自动关机的时间。 

点选“Set”设定装置自动关机的时间。（出厂设定：4 小时）输入 1-8（小时）

并按 OK 即完成设定。 

设定完后，再按下一次设定软键         或系统设定图标      即可切换至下一个设定画

面，也可按下返回软件退出设定画面。 

 

 

 

 

 

 

至下一个设定画面，也可按下返回软件退出设定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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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数据设定 

使用者可输入公司名称、商标、姓名、电邮与电话号码等数据至装置当中，此数据

将会直接输出至装置产出的报告当中。 

于 Company 点选“Set”使用键盘输入公司名称，以英文字母 20 个字符为上

限，输入完成后点选 OK 即可。 

于 Name 点选“Set”使用键盘输入人员名称，以英文字母 20 个字符为上限，输入

完成后点选 OK 即可。 

系统设定 

于 E-mail 项目点选“Set”输入联络电邮信箱，输入后点选 OK 即可。 

于 Phone 项目点选“Set ”输入联络电话，以英文字母 20 个字符为上限，输入

完成后点选 OK 即可。 

于 Company Logo 点选“Enable / Disable”来切换是否使用公司商标。欲上传公

司商标，请将商标图形档案复制到装置 SD 记忆卡当中的 ”Logo”文件夹。图形档

案请使用 JPEG 格式，尺寸限制为 

586px*163px。 

注意：若装置 SD 卡当中并没有 logo 名称的文件夹，请直接新增名称为 

“logo”的文件夹，再将商标图形档案存入该文件夹当中即可。 

韧体设定 

本画面会显示存在 SD 卡当中的韧

体档案版本，使用者可以存放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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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体版本的档案于 SD 卡当中。使用上下箭头键图示          选取

欲安装的韧体版本。 

本装置出厂所配置的韧体版本，将会显示在画面左上角”Factory” 的后方。（以

右图为例，该装置的出厂韧体版本为 1.55） 

目前装置上所配置的韧体版本，将会显示在画面右上角”Current” 的后方。（以

右图为例，目前的韧体版本为 1.70） 

欲下载最新的 Net Chaser 韧体版本，请至 Livewire Asia Pacific 官方网站：

livewire-asiapacific.com。 

注意：进行韧体更新的时候，请先确保您的装置已连上充电器。 

使用者可选择以 SD 卡进行韧体档案的更新： 

插入 SD 卡至计算机当中。 

复制并贴上更新档案（有时会有多个档案）至 SD 卡文件夹当中。 

重新将 SD 卡插入至 Net Chaser 装置。 

切换至本设定画面，选取韧体后点选更新图示      执行韧体更新。注意：当有新的韧

体档案存放至 SD 卡，使用者可先跳出本画面再重新登入来刷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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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定 

使用者可选择以 Micro USB 进行韧体档案的更新：以随机的

Micro USB 线将装置连上计算机。 

在装置的首页点选文件夹图示     。 

点选其他选项图标     。 

点选 USB 联机图标    ，装置便会重新启动进入文件传输模式。 

注意：装置在计算机上会以“可移动磁盘”的名称做显示。 

将韧体档案复制并贴上装置在计算机上所显示的可移动磁盘文件夹，并结束装

置与计算机的联机。 

按照以下手续从装置上进行韧体更新： 

重新进入本设定画面。 

用户所贴上的韧体档案会显示在韧体列表当中，选取欲更新的韧体版本后点选更新

图示      ，即会开始执行韧体更新。 

注意：执行软件更新后，装置便会重新启动，请确保装置的电量充足或直接接上

充电器。 

韧体重置 

使用者可以选择将韧体还原至出厂的韧体状态。于本设定画面点选韧体重置图

示      并按下 OK，装置即会重新启动并将韧体还原至出厂状态。 

用户可以选择将装置所有的设定还原至出厂状态，于本设定画面点选原厂还原图示      

并按下 OK，装置便会重新启动并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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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确认 

使用者可以在“Version”画面检

视所有的软、硬件版本如右

图。 

软件 

Boot：软件运行的核心软件。 

GUI：用户接口。 

PIC：缆线测试处理器。 

硬件 

MAC：装置的 MAC 位置，同时也是装置的机身编号。 

Battery：装置所使用之电池类型。 

NAND size：装置的闪存大小。 

段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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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 

 

用户可自由管理储存在装置内与 SD 记忆卡上的检测结果档案。 

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模式包含了所有已储存的 PDF、CSV 与 TST 格式检测报告，使用者可以针

对个档案进行重新命名与删除，也可在装置本身的内存与 SD 卡之间进行档案的转

移。 

档案管理操作 

自首页点选档案管理图示      进入操作画面。 

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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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画面会显示储存在装置本身以及 SD 卡内的档案。欲查看储

存于本机装置的档案请点选内建记忆图标     ，欲查看储存于 SD 卡的

档案请点选 SD 记忆卡图标     。 

欲查看 PDF 格式档案请点选 PDF 图示     。欲查看 CSV 格式档案请点选

CSV 图示     。 

使用上下方向图标          来浏览档案列表。 

选取一个或多个档案后，点选图示      或      来将所选取的档案分别复制至 SD 卡

或本机内存当中。 

点选其他选项图标      来浏览更多操作项目。 

欲直接开启 TST 格式档案，选取档案后点选档案开启图示    。 

欲删除档案，选取档案后点选删除档案图示    。 

文件传输 

储存在装置内的档案，可以藉由 SD 卡或 USB 传输线来进行档案转移与传输，请参

考以下做法。 

使用 USB 传输线使用产品配件内的 USB 传输线将 Net Chaser

装置与计算机做连接。开机后，从首页进入档案管理模式，

点选其他选项图标     。 

找到 USB 图示并点选，即会有联机对话窗口跳出，点选 OK 或取消。 

联机后，装置在计算机上会以“可移动磁盘”做显示。 

从计算机点选进入“可移动磁盘”文件夹后，即可自由浏览、复制或删除档案。 

使用 SD 卡 将 SD 记忆卡从 Net Chaser 装置取出后，插入计算机或

卡片阅读机当中，即可直接浏览、复制或删除储存在 SD 卡当中的档

案。 

段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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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说明 

首页图标说明缆线测试 联机诊断 网络检测

 系统设定 

 
Cable Test Link Test 

其他操作图示说明 

Network 

Test 
System 
Settings 

 缆线种类  清单  

 增加  档案管理  

  

  

编辑新建清单 

 
 
储存编号设定   

  删除  取消  

 选取  其他选项  

 往上  全屏幕检视   

往下再次检测 

  

前一项 重置原

厂 

 

软件设定   

 后一项  还原

至出厂状态  

复制至内建 

上一页内

存 

  LLDP 

/ CDP 搜寻协定  

切换 SD 卡与本机装

置 

内的档案浏览虚拟区

域网络 

档案管理 

 
File Manager 

将单一结果储存为 

PDF 格式档案  将整

份清单储存储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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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格式档案将 TST 档案储存为 EXCEL 格式档案 

Ping 检测 

   DHCP 检测   路由追踪 

 音频追踪 

 灯号比对    网络供电测试设定  

复制至 SD 记忆卡 

开启档案 

删除档案 

产品组合 

产品编号 内容物说明 

Part Number 

NC 950 

- Net Chaser 主机 

- 变压充电器 

- 网络 patch cable xDescription2 

- Sacrificial cable x2 

- 4GB SD 记忆卡 

- Micro USB 传输线 

- 网络远程识别器：编号 1 号 

- RJ45 / Coax ID 识别器组: 编号 1-5 号 

- T3 原厂挂钩及吊带 

- T3 原厂大收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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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 955 

- Net Chaser 主机 

- 智能远端机 

- 变压充电器 x2 

- 网络 patch cable x2 

- Sacrificial cable x2 

- 4GB SD 记忆卡 

- Micro USB 传输线 

- 网络远程识别器：编号 1 号 

- RJ45 / Coax ID 识别器组: 编号 1-5 号 

- 模块化压线钳一把 

- 多用途剥线钳一只 

- 110&66 打线刀一只 

- T3 原厂大收纳包 

选配品项 

  

产品编号 内容物说明 

TT108 网络远程识别器：编号 1-8 号 

TT208 网络远程识别器：编号 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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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NumberRK120 

Coax ID 识别器：编号 1-20 号

Description 

RK220 RJ45 ID 识别器：编号 1-2 

AK030 网络配件组 : 

网络 patch cable 1ft x4,  

RJ45 to 8 way alligator clips x2 

F-Jack to BNC adaptor x2 

RJ45 Sacrificial cables x2  

AR104 主动式远程识别器 

TP200 音频追踪探棒 

PC060 Net Chaser 保护收纳箱 

PS120 变压充电器 : 12V 2.5A 

CA014 Sacrificial Cable  

（延长 RJ45 转接座使用寿命） 

CA015 24 inch cable assembly 8-way 

alligator clips to RJ45  

CA016 1 ft 网络 patch cable 

CP100 T3 轻便收纳包 

AD004 F-Connector coupler(F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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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列表 

  

规格列表 规格说明 

核心技术 TDR 时域反射技术 

输出 / 输入 RJ45 接头 / F-同轴缆线转接头文件传输、

转移：Micro USB / SD 记忆卡 

尺寸 6.12 x 10.61 x 22.94 (厘米) 

重量 1.02kg 

电源 Wall Power Adapter : 

Input - 100-240VAC 50/6-Hz 

Output - 12VDC 

DCInput Jack : 10-28VDC, 20 watts max 

电池 锂离子充电电池组  

7.8V, 5500mAh, initial capacity 使用

效能 :  

Linked @ 1GB - 8 小时 / 待机 - 71hrs 

高度 3,000 公尺 

温度 操作中 : 0 to 60°C 存放环

境 : -30 to 70°C 温差变化 : 

10 to 4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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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10-90% non-condensing 

产品主机保修 1 年 

机壳 高强度 PC/ABS plastic 阻燃防火等级：V0 

一般保养 

电池   

Net Chaser 采用锂离子充电电池作为电源供应。 

欲充电时，将配件之变压充电器接上装置上的接电口，再将充电器

接上插座后即可开始充电。 

使用者并没有将电池自行取出的必要，若遇到需要移除电池的场合，

请将装置后方的电池盖以适当规格的螺丝起子解开，再小心地将电池

移出，并拔除电池与装置的链接。 

注意：本装置所使用之锂离子充电电池之使用寿命与装置本身相同，

除非电池或装置发生损坏，否则并没有替换的必要。依照法律规

定，锂离子充电电池不可随丢弃，请参照当地条管、规定来进行电

池的回收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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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 

使用干净且微湿的布巾来清洁本装置。 

清洁装置以前，请务必卸除其他与装置连接的缆线，以免造成装置

损坏或人员伤害。 

请勿使用高强度清洁剂，以免造成产品损坏。 

存放 

装置没在使用时，请务必小心存放于收纳空间。 

切勿将装置曝晒于高温（摄氏高于 80 度）或高湿度的环境，请参考

规格表的温度与湿度限制。 

安全指标 

  

为确保用户在产品操作上的安全，请参照以下安全指标与说明。任何

不当的操作都有可能造成对装置本身或操作人员的危害。 

提示图像 提示说明 

 

警告 / 注意：  

可能对产品或操作人员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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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age! 电压警告：可能造成生命危害 

 
Conformité Européenne. 符合欧盟安全指标与规

范 

 

产品弃置说明： 

请按照当地法规，将本产品进行分类回收，切勿

直接丢弃。 

警告：请遵守以下准则，避免造成装置与人员危害！ 

请勿擅自拆解本产品 / 装置。 

请勿擅自对本产品进行修改、改装。 

若装置损坏，请勿继续使用。 

本装置并不适用于通电环境，包含启用的电话线、系统与装置等，

当中的夹带电压将对本装置造成直接损坏。 

锂离子电池应该由官方指定的专业人员进行拆装，切勿擅自替换不同

装置的锂离子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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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保修与售后服务 

美国 T3 公司针对旗下测试仪器产品提供 12 个月产品保固与保修服

务。自出厂日期或销售证明起算十二个月内，若产品发生瑕疵与非人

为因素所造成之故障，将由 T3 与官方授权之销售渠道进行产品的回收

与维修。T3 与官方授权之销售渠道会依照原厂设定之标准来决定要针

对问题产品进行维修或替换。 

产品保固卡 

每台 T3 售出的测试仪器都带有产品保修卡一张，内含该产品的机身序

号与授权经销商。请务必妥善收好产品保固卡，T3 与官方授权之经销

渠道将凭使用者提供的保修卡来提供相关保固服务。 

产品注册 

前往以下网站进行产品注册，您将可获得最新的产品相关讯息与更新

内容：www.t3innovation.com 产品回收 

若用户希望将产品寄回给 T3 公司，请务必先透过当初的采购渠道进行

联系。 

售后服务 

欲获得进一步技术支持与产品售后服务，请联系美国 T3 公司的中国区

总代理商北京普联优测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