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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 作 手 册 

 

                  

NC-500 NETcat® Pro 布线测试仪 

在操作此仪器前，仔细阅读本手册操作说明和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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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NETcat® Pro 布线测试仪用来测试双绞线和同轴电缆。使用 TDR 技术测量故障

点距离和电缆长度。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可以检测活跃的网络设备伙伴（电脑

/集线器）。 
其它功能如下： 

 采用触摸显示屏，可调节对比度并带背光功能。 
 测试屏蔽双绞线（STP）、非屏蔽双绞线（UTP）、同轴电缆。 
 用 TDR 技术测量电缆长度。 
 产生四种不同的音频寻线。 
 识别 10/100 BaseT 网络上活跃的设备（电脑/集线器），并显示设备的性能。 
 验证接线图。 
 测试短路、开路、反转、错接、串绕故障。 
 远端 ID 用于线缆识别。 

 
安全 
使用和维修 Greenlee 仪器时，安全是最重要的。此手册和仪器上的标识对这方

面都有详细说明，请严格遵守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目的 
此手册的目的是让所有操作人员熟悉 Greenlee NC-500 NETcat® Pro.安全操作

和维修程序。更换手册是免费的。 
 
 
重要的安全操作信息 

 安 全 警 报 符 号 

此符号用来提醒你注意危险或不安全的操作，避免损坏仪器。警告词，指出后果

的严重性，以下有详细说明。警告词后提供防止或避免危害的信息。 
 

 危 险 

眼前的危险，如果不避免，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死亡。 
 

                       警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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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如果不避免，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死亡。 

                    注 意 

如果不避免危险，不安全的操作，可能影响人身安全或财物受损。 
 
                     

  保存此手册 
 
 
 

重要的安全信息 

       警 告 

在操作或维修仪器前，请阅读并理解说明书。如果不按说明书进行操作，将导致

严重受伤或死亡。 
 

           警 告 
触电危险：不要连接此仪器到交流电源电路。 
如果不遵守此警告，将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 
  
 
 

                         注 意 
触电危险： 
在高频率区域操作此仪器，可能产生不稳定或不准确读值。 
不要摔坏或弄湿仪器，否则将损坏内部零件。 
切勿尝试自行维修此仪器，它不包含任何用户可维修部件。 
不要把仪器放置在低温潮湿的环境下。请参考“说明书”。 
厂家提供的安全信息如上所述，别的用途可能导致其它的损害。如果不遵守这些

预防措施，会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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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触电危险： 
连接到电话设备(i.e., 50 VDC)，此仪器也能承受电压输入。当 5VDC 或更高的

直流电通过，测试被阻止，并在显示屏上显示相应的信息。不遵守这些预防措施，

将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仪器。 

 
 
 
图形用户界面（GUI） 
此仪器采用触摸屏界面，方便使用。导航和更改可以按如下方式： 
1． 粗调整，拖动按键。 
2． 微调按键减少数值。 
3． 微调按键增加数值。 
4． 返回键。 
5． 选择/输入按键。 
6． 低电量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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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cat Pro 需使用 9V 碱性电池。电量图标显示，表示低电量。低电量会影响

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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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和关机 
打开仪器，按下按键〉2 秒钟。 
关闭仪器，按下按键〉2 秒钟。 
 
恢复出厂默认值 
恢复出厂值，需长按〉5 秒钟。然后启动一个触摸屏校准和零偏移校准。之后，

所有存储设置（如 NVP、语言和对比度等)都会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主菜单显示屏 
正常开机，进入主菜单选择屏幕。 

            
 
设 置 
选择设置按键，出现如下选项： 
使用左右调整按键选择长度单位。 
自动关机调整范围从“绝不”到“15 分钟”持续时间。 
选择 UTP/STP，根据多线对测试调整 NVP 值。 
选择 Coaxial，根据单线对/同轴电缆测试设置 NVP 值。 
选择显示，更改 LCD 对比度水平、背光时间、触摸屏校准。 
选择语言，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语言界面。 
额定传率（NVP）是信号在线缆中的速度相对于光速的比值。 
 
 
 
标度-NVP 
NVP（额定传率）校准模式中，用左右键就可以调整 NVP 值。由于电缆有不同

的电容和阻抗，为获得准确的长度测量值，需根据已知长度的，相同型号的电缆

来校准 NVP 值。请注意，多线对测试和同轴电缆测试有不同的 NV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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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线对测试 
选择多线对测试，允许用户进行综合测试，测试的项目如下： 
检查活动的网络设备。 
检查电压。 
检查办公室标识符。 
测试接线图。 
短路或开路等故障点的位置。 
详细情况请参照相关部分。 

 
 
单线对/同轴电缆测试 
如上所述，测试的是单线对（即同轴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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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详细资料 
检查电压 
此测试检查线对里超过 5 VDC 电压。如果测出来的电压高于极限值，测试将被

阻止。 
 
检查网络伙伴 
此测试检查活跃的网络设备（如电脑/集线器等）。如果探测到活跃的设备，会显

示其型号及勾号显示网络性能。 
 
勾号标记的性能显示探测到设备的传输率（IEEE802.3 标准）。详细解释如下： 
10 Base-T:表示设备传输数据速率是 10Mbps，半双工模式。 
10 Base-T FD:表示设备传输数据速率为 10MBMbps，全双工模式。 
100 Base-TX: 表示设备传输数据速率为 100Mbps，半双工模式。 
100 Base-TX FD: 表示设备传输数据速率为 100Mbps，全双工模式。 
100 Base-T4: 表示设备传输数据速率为 100Mbps，四线对模式。 
 
接线图 
此测试检查电缆配线，需用远端连接被测线缆的另一端。用来测试电缆连通性（如

果已安装）、开路、短路、反转线对、错接和串绕线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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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接线图 
 

  
接线图 1-2 线对 10 ft 处开路以及屏蔽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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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图显示 1-2 线对 11ft 处短路以及屏蔽中断。 
 

  
接线图显示 1-2 和 7-8 线对串绕以及屏蔽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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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图显示 1-2 线对反接以及屏蔽中断。 

  
接线图显示 1-2 和 4-5 错对以及屏蔽中断。 
 
检查办公室标识符 
此测试是检查连接被测电缆的办公室里的识别模块。如果已连接办公室编号模

块，则显示其编号。此功能用来定位配线架上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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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上远端为 ID 1。其它编号远端包含在可选配件包里。 
 
长度测量 
开路/短路的距离显示为英尺或米，取决于设置菜单里长度单位的选择。 
 
追踪音频模式 
此功能是产生四种音频到具体的某线对或所有线对上，以追踪电缆。探针可探测

频率为 577Hz 至 983Hz 的音频。 
四音频如下所示： 
音频 1   慢颤声（873 Hz -983 Hz） 
音频 2   快颤声（873 Hz-983 Hz） 
音频 3   脉冲（577 Hz） 
音频 4   旋律（818 Hz、873 Hz、928 Hz、983 Hz） 
用如下所示 NETcat Pro 发声器，可以试听四种音频产生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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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尺寸 85 x 35 x 170 mm (3.35 x 1.4 x 6.7 in) 
重量：200 g (0.5 lb) 
电源：9V 碱性电池(PP3, 6LR61) 
用户界面： 
触摸 LCD 
像素：128 x 128 dots 
尺寸：0.40 x 0.40 mm 
点距：0.43 x 0.43 mm 
可视面积：60 x 58 mm (2.4 x 2.3 in) 
背光：白色指示灯 
按键：LCD 触摸屏；一个瞬时接触按键 
环境： 
操作温度：0 °C -50 °C (32 °F-122 °F) 
存储温度：-20 °C-70 °C (-4 °F-158 °F) 
湿度：高达 95%不凝固。 
接口连接： 
RJ45 屏蔽接口 
F 型螺纹同轴电缆接口 
NVP 标度： 
用户可以根据已知电缆长度选择 
范围：15-609.6 m (50-2000 ft), 40%-100%，1%递增或递减。 
长度：609.6 m (2000 ft) 
误差：1 ft 
开路/短路精确性：±4%或 2 ft,以较高者为准，关于 NVP 的任何不确定性是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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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差。 
办公室标识符最大长度：609.6 m (2000 ft) 
接线图最大长度：100 m (328 ft) 
串绕检测最小长度：100 m (328 ft) 
 
 
维修 

                    注 意 

触电危险： 
切勿尝试自行修理此仪器，它不包含任何用户可维修部件。 
不要把仪器放置在低温潮湿的环境下。请参考“说明书”。 
如果不遵守这些预防措施，会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仪器。 
 
更换电池 
松开螺丝，打开电池仓门。 
更换电池（注意极性）。 
合上电池仓门。 
 
清洁 
定期用湿布或温和的洗涤剂擦拭仪器，不要使用研磨剂和溶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