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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开始之前
给内置电池充电
注意：使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之前，请确认内置电池已充满电。
当给电池充电时，周围温度应该在+5°C 和+40°C 之间（即 41°F 和 104°F 之间）。电池可在约 3 小时内充满电。内置电池充满电后，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可连续使用达 19 个小时 1。

充电过程中也可使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关于电池充电的其它选项，详见在第 6 页的“电池充电选项”。

与其它设备的连接
关于如何将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与其它设备连接，请参阅随机器提供的 CD 中的技术公告"XRS Connections"或访问 www.tru-test.com 网
站。
使用 XRS-串行连接线和 USB-串行适配器连接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到 PC（如下图）。
也可用 XRS-串行连接线或 Bluetooth®无线连接将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与 3000 系列重量显示器连接起来。当使用蓝牙无线连接时，标
签
读取器自动和 XR3000 重量显示器连接。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几分钟。

使用EziLinkTM
您可用随机器提供的 CD 来安装 EziLink 软件。EziLink 软件允许信息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和 PC 间传输。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本身
可以调整许多设
置，但有些设置必须使用 EziLink 来调整。
使用 EziLink：
1

在 PC 上安装 EziLink 软件（参见 EziLink 的 CD 上所
提供的信息）

2

使用 XRS-串行连接线和 USB-串行适配器将电子标
签手柄型读取器连接到 PC 的 USB 端口（如右图）。

3

打开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4

双击桌面上的 EziLink 图标，启动 EziLink 程序：

连接之后，在 EziLink 屏幕右上角的 XRS 图标闪动，
且连接信息显示在屏幕下方。

注意：
-

在启动 EziLink 前，必须打开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否则 EziLink 不能连接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

有关故障排除信息，请参见 EziLink 的 CD 上的信息。

1

2

当使用默认设置时。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部件

指示灯

打开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该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有两个指示灯。一个是绿色，
另一个是蓝色或红色，取决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
当前功能。以下是最常见的指示灯显示顺序：

按下读取键。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发出蜂鸣声，液晶屏显示‛READY‛信
息：

红色指示灯闪烁

正在扫描或读取 EID 标签。

绿色指示灯闪烁

EID 标签已被成功读取。

蓝/红指示灯呈蓝
色，不闪烁红色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已连接到启用
Bluetooth®的设备。

扫描 EID 标签
液晶显示屏

当天线接近某个标签时，按下并释放读取键。
ID 标签号码显示在液晶屏上，绿色指示灯闪烁一次，手柄
振动并且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发出蜂鸣声，这表明电子
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已成功读取标签。

电池电量显示图标

BLUETOOTH®设置
为自动的蓝牙

显示电池的充电水平。
表明当前的蓝牙设置为“自动连接到启用
蓝牙的设备”。若要改变设置，请参见在
第 4 页的“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

提示：如果动物正在快速移动或正在进入圈栏中，您可持
续按住读取键。当您释放读取键时，扫描停止 2。

设置”。
蓝牙无线连接已
激活

标签读取器连接到另外一个启用蓝牙的
的设备。

持续按滚动键。

显示目前时间。在扫描期间，日期和时间

倒计时（3，2，1）显示在液晶屏上，然后电子标签手柄型
读取器发出蜂鸣声并关闭。

随同动物的 ID 号码一起被记录下来。
时间

关闭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EziLink 软件可以设置标签读取器的时间和
日期。详细信息参见第 15 页的

“Date Time（日期/时间）选项卡”。
数目

当前场中所扫描的动物数目。
2

状态

信息
显示区域。

当读取模式被设置为‚Standard‛（默认设置）时。

3

使用交叉引用文件

扫描期间加自定义字段信息

在扫描场之前，可用 EziLink 软件将包含 EID 和相应 VID 的
文件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如果交叉引用文件
已预先载入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那么当扫描时，动
物的 VID 会以大号数字的形式显示在液晶屏上。EID 会以
小号数字的形式显示在其上方。

如果您已启用自定义字段设置，您可以在扫描期间给每
个动物加更多的信息。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预设自
定义字段由旗帜图标（选项有空白或者数字 1 到 5）表示。
您可在 EziLink 软件中更改这个自定义字段（详情请参阅
第 9 页的 “使用 EziLink 配置自定义字段”）。

关于导出交叉引用文件的的信息，请参阅第 7 页的“使

1

按照上一页描述步骤扫描 EID 标签。

用 EziLink 把交叉引用文件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
器”。

2

按下滚动键浏览可选项。

3

当希望选择的选项显示时，直接扫描下一个 EID 标签
前一个自定义字段信息将会被自动保存。

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设置
进入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设置：

注意：如果显示超时并返回到 READY 屏幕或者 XRS 标签
读取器已关闭，那么自定义字段的信息会被保存。

同时按读取键与滚动键。
Exit （退出）下方显示有三个选项。

若要查看所有选项，请重复按滚动键。
若要进入某个选项，选中该选项并按读取键。
若要退出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菜单设置，请按下滚动
键直至 Exit（退出）被选中，然后按下读取键。

扫描期间接收警报
如果您启用了警报设置，那么当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读
到某个动物的标签时就发出警报。在进行扫描场前，您可
使用 EziLink 软件，将包含 EID 标签和和警报信息的文件导
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1

按照上一页描述步骤扫描 EID 标签。
如果针对某个 EID 标签的警报被存储，电子标签手柄
型读取器就发出蜂鸣声，手柄振动，且信息显示在液
晶屏上：

有关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菜单设置的的解释，请参见
下一页。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其它设
置
可使用 EziLink 软件修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其它设置。
这些设置包括自动断电（Automatic Power Down），蜂鸣器
和振动的开/关（Beeper and Vibration On/Off），日期/时间设
置（Date/Time settings）等等。请参阅第 13 页的“EziLink 的
XRS 配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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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滚动键，选择 Continue，然后按下读取键。这确
认您已接到警报，可继续扫描。
关于导出警报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 页的“使用

EziLink 把警报文件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菜单设置
菜单名称

选项3

START NEW SESSION
（开始新的一场）

描述
所有被读取的标签都存储在场（文件）里。您可建立多达 50 个场。您可使用 EziLink 把场传输到 PC（参阅第 8 页的“使
用 EziLink 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导入一个或多个扫描场”）。
按下读取键开始一次新的扫描场。

CUSTOM FIELD
（自定义字段）

OFF*
ON

如果您想键入关于某个动物的数据，比如状态分数，那么请启用自定义字段。您可用 EziLink 软件来配置自定义字段标
签和选项，然后把它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参阅第 9 页的“使用 EziLink 配置自定义字段”）。

ALERTS
（警报）

OFF*
ON

当某个动物的标签被扫描的时候，如果您想得到警报，那么请启用 ALERTS。比如，当一个动物在停药期。您可能想设
立一个警报提醒您。您可使用 EziLink 来修改警报信息，然后输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参阅第 10 页的“使用
EziLink 把警报文件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BLUETOOTH®
（蓝牙）

AUTO*
OFF
MANUAL

Bluetooth®无线连接使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能将信息传输给另外一个设备，比如 XR3000 重量显示器或者具备蓝牙功能
的计算机。
AUTO（自动）——当 BLUETOOTH®设置为自动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将自动连接到最近使用的蓝牙设备。如果电子
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不能发现该设备，它会从以前建立连接的设备列表中，选择另外一个启用蓝牙的设备并尝试与之建
立连接。如果不能找到这样的设备，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将搜索 XR3000 重量显示器，然后与它连接并把它加入连接
设备列表。如果不成功，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将允许从蓝牙设备来的任何连接请求。任何时候，您都可重写 Auto 设
置并手工搜索设备（参阅下面的“查找蓝牙设备”）或者从以前建立连接的设备列表中选择一个设备（参阅下面的
“以前建立连接的设备”）。如果您通常使用同一个蓝牙设备连接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那么 Auto 设置是最理想
的。
OFF（关）——如果您不想让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自动连接到或搜索蓝牙设备，那么您需要关闭蓝牙功能。关闭蓝牙
功能为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保存了电池电量。
MANUAL（手动）——当 BLUETOOTH®被设置为手动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将允许从另一蓝牙设备来的连接请求，
您也可以手动搜索另外一个蓝牙设备，或者从以前建立连接的设备列表中选择一个设备。（参阅下面的“以前建立连
接的设备”）

FIND BT DEVICES
（查找蓝牙设备）

当 BLUETOOTH®被设置为 Auto 或 Manual 时，您可手动搜索蓝牙设备并与之建立连接，或者中断现有的连接并强制连接
到另一设备。
按下读取键，搜索周围已经启用了蓝牙的设备。
稍等片刻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屏幕上会显示出周围正在启用蓝牙的设备。
连接到一个设备：
从列表中选择需要连接的设备，然后按下读取键。
该设备被加入已经建立连接的设备列表（参阅下面的“以前建立连接的设备”）。

PAIRED DEVICES
（以前建立连接的设
备）

当 BLUETOOTH®被设置为 Auto 或 Manual 时，您可能手动连接到一个以前建立过连接的设备，或者中断当前的连接，并
强制连接到一个不同的设备。
连接到一个以前已经建立连接的设备，比使用“搜索蓝牙设备”的选项要快。
按下读取键显示以前连接过的设备。选择一个设备并按下读取键。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试图连接到以前连接过的设备。

DUPLICATES
（重复）

ON*
OFF

当启用 Duplicates 时，在同一个场里，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不会重复读取同一个 EID。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可以记忆
前五百个标签。

FLIP SCREEN
（翻转屏幕）

OFF*
ON

启用 flip screen 来翻转画面，方便惯用左手的用户。惯用右手的用户可以切换选项来翻转画面。

CONTRAST
（对比度）
READ MODE
（读取模式）

根据光线来调整对比度。
重复按下读取键来调整液晶屏的对比度。
STANDARD*
CONTINUOUS
SINGLE

当设置为 Standard（标准）时，一旦按下读取键，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就开始扫描。扫描并读取标签的时间会在瞬间
完成，出厂设置的默认值为 3 秒钟。如果您持续按下读取键，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将持续扫描并读取多个标签。
“Standard”是常规使用的推荐设置。可在 EziLink 软件中设置读取时间，参阅在第 13 页的“EziLink 的 XRS 配置参考”
（Reading Tags 选项卡）。
当设置为 Continuous（持续）时，一旦按下读取键，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就开始扫描；只有再次按下读取键时，电子
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才停止扫描。此设置适用于扫描圈中的或跑动中的动物。
当设置为 Single（单个）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操作与 Standard（标准）模式基本相同，但是电子标签手柄型读
取器在读取完一个标签之后不会继续进行扫描。需要扫描下一个标签时必须先放开读取键，然后再次按下。

Software Version
（软件版本）
English*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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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软件版本。
ESPAÑOL
PORTUGUÊS
FRANÇAIS
DEUTSCH
ITALIANO
DANSK
SVENSKA

显示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液晶屏上的语言可被更改。
重复按下读取键。
当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通过蓝牙无线连接与 XR3000 重量显示器相连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会自动显示 XR3000 重
量显示器上所使用的语言。

默认设置被标记为*

5

电池充电选项
正常情况下，用 XRS 适配器电缆和电源适配器电缆将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和和主电源相连，内置电池即可充电（见第 2 页
的“给内置电池充电”）。此外，也有其他的充电方法。
也可使用 12V 的汽车电池和提供的电池连接线给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内置电源充电。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可通过 XRS 串行连接线连接到 3000 系列的重量显示器。如果重量显示器连接到 12V 的电池，或其电源
适配器，那么重量显示器的电源将为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内置电池充电。

充电期间，即使电池无电，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仍可被使用。如要在电池充电期间使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内置电池
必须在电池盒内，标签读取器必须连接到电源适配器，或者 12V 电池，或者 3000 系列重量显示器。

注意！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必须和随机提供的电源适配器及电缆，或者其他正规配件连接使用。
6

更换电池
备用电池可以作为配件进行购买（Tru-Test 配件号码 813295）。如想更换电池，打开位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末端的电池盒
盖（第 3 页的‚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部件‛）。小心将旧电池取出，放入备用电池。确保湿气和灰尘不能进入电池盒，电
池需保持清洁与干燥。

使用 EziLink 把交叉引用文件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在扫描场开始前，使用 EziLink 将含有 EID 和相应 VID 标签号码的文件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最多 20,000 对 EID/VID 可
被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交叉引用文件必须具有以下的格式：










文件必须是.csv 格式或是.xls 格式。只要所有的字段用逗号分开（特别是.csv 文件），txt 文件也可接受。
文件必须只包含两行数据，一列是 VIDs，另一列是 EIDs。
VIDs 可在第一列，EID 可在第二列，或者调换过来。
表头行可选。
该文件应仅包含字母和数字。不包含如下的特殊符号[ ] ( ) { }, ; ` ~ ^ \ #。
如果 VID 是七个字符或以上，那么只保留最后一个字母右边的数字。比如，如果交叉引用文件中的 VID 是 XBX00047，
那么导出的 VID 就是 00047。允许标签桶文件的使用。
如果 VID 是六个字符或更少，将会以全名导出。比如，如果在交叉引用文件中 VID 是 VID001，导出之后也称 VID001。
无论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中 EID 为何种格式，在 VID-EID 对文件中的 EID 格式可以是三种允许格式中的任意一种。

对于交叉引用文件有两种可能格式：

VIDs 在第一列，EID 在第二列，没有表头行

EIDs 在第一列，VIDs 在第二列，有表头行。
使用 EziLink 导出交叉引用文件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方法：
1
2
3
4

点击 。
‘Load VID-EID Pairs File’对话框显示。
浏览查找您想要导出的文件，然后点击选中。
点击 Open（打开）。
EIDs 和相应的 VIDs 导出至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且确认对话框出现。
点击 OK。

注意：如果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中 EID-VID 对已存在，那么当您要导出交叉引用文件的时候，系统会问您是否要将已存在
的 EID-VID 对和新的 EID-VID 对合并。如果您选择 Merge（合并），那么新对将导出至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且新对与旧对
合并。如果您选择 Don't Merge（不合并），那么系统会删除旧对，导出新对。
关于扫描期间使用交叉引用文件的更多信息，参阅第 4 页的“使用交叉引用文件”。
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中移除 VID-EID 对，参见第 12 页的“使用 EziLink 清除所有场、VID-EID 标签对和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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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ziLink 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导入一个或多个扫描场
您可以使用 EziLink 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导入一个或多个扫描场。
当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连接到 PC 时，EziLink 屏幕显示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里的一系列扫描场。您可使用 EziLink，一次导
入一个场，也可同时导入所有场。
数据用.csv 或者.xls 格式存储。数据可被保存为适合 NLIS（仅适用于澳大利亚）的.csv 文件，但是仅当 NLIS 被选为在 EziLink 选
项里的默认文件格式时，以上选项才存在。若要改变默认文件格式，参阅下面的“使用 EziLink 改变文件格式”。
使用 EziLink，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导入一个扫描场。
1
2

点击左手面板里您想导入的场。
点击 。
如果已经在 EziLink 的 Option（选项）里选择了 NLIS 文件格式，‛NLIS‛则会显示。填完所需的项目后点击 OK。
所有的文件格式都会显示'Save'。
输入文件名或者接受默认的文件名并选择存储的位置。
点击 Save（保存）。场导入，确认对话框显示。
点击 OK。

3
4
5

使用 EziLink，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导入所有场的扫描数据方法：
1

点击 。
‘Browse for folder’（浏览文件夹）对话框显现。
选择存储位置，然后点击 OK。
场以文件名‘XRS_Session x on yyyy-mm-dd’（x 是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上的场号码，日期是扫描第一个记录的日期）被导
入。
确认对话框显示。
点击 OK。
警告显示并问您是否要清除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里所有的扫描场和数据记录。
点击 Continue（继续）或点击 Cancel（取消）来保持数据原样。
点击 OK 。

2

3
4
5

注意：在 EziLink 的 Options（选项）里，如果 NLIS 文件格式已被选为默认文件格式，那么一次只能导入一个场。

使用 EziLink 更改文件格式
用 EziLink 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导入的场能够以下列格式存储：
.xls

该文件格式允许您用 Ms Excel 来打开和操作数据。

.csv

用逗号隔开数据的文件格式。.csv 文件常用来传输数据到第三方应用程序。在安装了 Excel 的计算机上，
.csv 文件会自动在 Excel 中打开，但使用.xls 格式更好，能避免数据格式的问题；对于没有空格的 EID 号
码，这种问题特别容易发生。若要查看.csv 文件的内容，您只需用 Windows 的 Open With（打开）功能，选择
Notepad（记事本）将其打开。

NLIS (.csv)

这是适合上传到 NLIS 数据库（仅在澳大利亚适用）的.csv 文件。

更改文件格式设置意味着所有的场都将以该格式保存，除非您在导入阶段已经覆盖了该格式。参阅上面的“使用 EziLink 从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导入一个或多个扫描场”。
使用 EziLink 改变文件格式的放：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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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
‚Options‛（选项）对话框显示。
在 File Format（文件格式）选项卡上，点击希望的选项。

使用 EziLink 配置自定义字段
您可使用 EziLink 配置自定义字段。每次扫描期间，您可以使用自定义字段来记录信息。
比如，您可以用它来记录动物的品种或者治疗信息。
在开始之前，首先需要保证不能有任何场数据存储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里。所有的场数据必须传输到 PC（参阅第 8 页
的“使用 EziLink 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导入一个或多个扫描场”）。场数据必须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上清除（参阅
第 11 页的“使用 EziLink 清除所有场”）。
您可建立最多十种选项。每种选项的名称可包含最多 6 个字母或 6 位数字。标题输入空间取决于选项的名称长度。
使用 EziLink 配置自定义字段方法：
1
2
3
4
5
6
7

点击 。
点击 Custom Field（自定义字段）选项卡。
启用 Custom Field（自定义字段）。
点击 Clear All（清除所有）从而删除现有的自定义字段的设置。
在 Label（标题）字段键入标题名，如果只使用旗帜符号进行表示则键入#。
扫描时输入希望选择的选项名称。
点击 Save（保存）。
自定义字段信息传输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注意：如果标题和选项不能进行编辑，是因为没有将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清空。
关于在扫描期间使用自定义字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 页的“扫描期间加自定义字段信息”。

自定义字段举例
这里介绍使用自定义字段记录关于动物品种信息的例子。
在 Label（标题）栏下输入‚BREED‛（品种）。
在 Options（选项）栏下输入 ANG（安格斯牛品种）、HER（赫里福德牛品种）、SIM（西门塔尔牛品种）、BRA（布兰格斯牛品
种）以及 X（异种交配）等品种的代码。
您可以使用 EziLink 设置自定义字段的 Label（标题）和 Options（选项）。以下是使用 EziLink 设置自定义字段的画面：

当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成功读取 EID 标签后，您可以键入动物的品种信息：

1
2
3

扫描 EID 标签。
按下滚动键，查看所有可选项。
当希望的选项显示时，直接扫描下一个 EID 标签。
通过直接扫描下一个 EID 标签，前一个被扫描的 EID 标签与其自定义字段的相应信息会自动被存储。
9

使用 EziLink 把警报文件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如果您已启用 Alerts（警报）设置，那么当某个特定动物的标签被读取时，您会接收到警报。在扫描场前，使用 Ezilink 可将包
含 EID 和警报信息（可选）的文件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您可建立最多 10,000 个警报，可使用最多 254 种不同的信息。一个信息可包含最多 32 个字母或数字。警报文件必须是下列
格式：






文件必须是.csv 或.xls 格式文件。只要字段被逗号分开（特别是.csv 文件），.txt 格式文件也可接受。
文件包含最多两列数据——一列是 EIDs，另一列是信息（可选）。
EIDs 必须是第一列，信息第二列。
该文件应仅包含字母和数字。不包含如下的特殊符号[ ] ( ) { }, ; ` ~ ^ \ #。
无论 EID 的格式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中是否被设置，警报文件中的 EID 格式将会由上述三种格式形成：

警报文件样例：

EID 与信息

选中的 EID 的 EID 号码与信息

仅 EID
使用 EziLink，导出警报文件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方法：
1
2
3
4

点击 。
‚Load EID-Alerts Pairs File‛（载入 EID 警报文件）对话框显示。
点击文件旁边的下拉箭头，选择所有文件，必要时选择 Excel 文件。如果警报文件是.csv 格式文件，接受默认设置。
浏览查找警报文件然后点击选中。
点击 Open（打开）。
信息被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注意：
-

如果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已存有警报，那么对话框会提示您一旦您导出新警报，现有的警报会被删除。

-

如果仅仅选中的 EIDs 有信息，那么 EziLink 将问您是否想输出所有的 EIDs 或者仅仅输出有信息的 EIDs。

-

即使信息功能没有在警报文件中使用，在读取此 EID 标签时也会发生警报。但是，画面的信息栏为空白。
仍然需要进行确认警报的操作。

关于扫描期间使用警报的更多信息，参阅第 4 页的“扫描期间接收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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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信息的警报举例
在这个例子中，警报被用来帮助标识从动物群中移出的多个动物。因为农场工作人员知道警报的意义，所以无需信息。
以下是在 Excel 文件中显示的警报文件的画面：

您可用 EziLink 把警报文件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扫描期间，含有警报文件的 EID 被读取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会发出蜂鸣声，手柄振动并且警报显示在液晶屏上。

按下 Scroll（向下滚动）键，选择 Continue（继续），然后按下读取键。这就确认了警报并允许扫描继续。

有信息的警报举例
在这个例子中，警报被用来帮助识别将要被剔除（culling）的和处于停药期（W‘HOLD）的动物。将信息（CULL 或 W‘HOLD）输入
到其警报文件中可以帮助识别属于特定类别的动物。
以下是在 Excel 文件中显示的警报文件画面：

扫描期间，含有警报文件的 EID 被读取时，那么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就会发出蜂鸣声，手柄振动，信息显示在液晶屏上。

按下 Scroll（向下滚动）键，选择 Continue（继续），然后按下读取键。这就确认了警报并允许扫描继续。

使用 EziLink 清除所有场
当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与 PC 相连时，EziLink 屏幕显示存储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里的扫描场列表。
清除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里的所有场：
1
2

3

点击 。
警告信息显示所有的场数据将被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中清除掉。
点击 Continue。
数据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中被清除掉。
确认信息显示。
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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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ziLink 清除所有警报
用 EziLink 清除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上的所有警报：
1
2

3

点击 。
警报信息显示所有的警报将被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中移除。
点击 Yes。
警报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中被移除。
确认信息显示。
点击 OK。

使用 EziLink 清除所有场、VID-EID 标签对和警报
用 EZiLink 清除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中的所有场，所有的 VID-EID 标签对和所有的警报：
1
2

3

点击 File / Clear all sessions, VID-EID pairs and alerts in XRS…
警告信息显示以上过程将移除所有的场记录，所有的 VID-EID 标签对和所有的警告。
点击 Clear Everything（清楚全部）。
数据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中被清除掉。
确认信息显示。
点击 OK。

更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固件
Tru-Test 网站 www.tru-test.com 提供固件（Firmware）的更新信息。这些更新文件是.hex 文件，需要用 EziLink 把这些文件编程
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上。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必须通过 XRS 串行电缆和 USB 串行适配器与 PC 连接。使用 Bluetooth®无线连接不能更新固件。
使用 EziLink 更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固件：
1

点击 Tools / Update firmware in XRS。
‚Load Firmware File‛（下载固件文件）对话框显示。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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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并定位固件文件，然后点击选中。
点击 Open（打开）。
1 分钟之内，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固件更新完毕。

EziLink 的 XRS 配置参考
使用 EziLink 调整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设置：
1
点击 。
2
点击任一选项卡(User Interface，Bluetooth®，Reading Tags，Data, Date/Time，Custom Field，About or Clear Configuration)。

User Interface（用户界面）选项卡
该选项卡允许您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用户界面。
设置

选项 4

解释

Contrast Level
（对比度）

1
2*
3
4
5
Off*
On

液晶屏使用的对比度可根据光线明暗调节。在高温或低温环境中，不同的设
置可能会提高对比度。

Disabled
（禁用）

当标签被读取时或某键被按下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发出蜂鸣声。如果
需要，也可关闭此功能。

Flip Screen
（翻转屏幕）

Beeper
（蜂鸣器）

您也可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上更改此设置。请参阅第 5 页的“电子标签
手柄型读取器的菜单设置”。
液晶屏方向可调节，以适应惯用左手的用户。当 Flip Screen 设置为 On 时，液
晶屏可为惯用左手的用户正确显示（惯用右手的用户看到的是上下颠倒的内
容）。
您也可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上更改此设置。请参阅第 5 页的“电子标签
手柄型读取器的菜单设置”。

Enabled*
（启用）
Vibrator
（振动器）

Disabled
（禁用）

当标签被读取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会振动。也可关闭此功能。

Enabled*
（启用）
Display Message
Duration
（信息显示时间）

1 second（秒）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上显示的诸如‚Connected‛（已连接）等信息只会持续
显示有限的时间，如果需要，信息持续显示时间的长短可以更改。
2 seconds*
3 seconds
5 seconds
10 seconds
15 seconds
20 seconds
25 seconds

Automatic Power
Down
（自动关机）

Off（关闭）

这个设置可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自动关机前的待机时长。

1 minute（分）
5 minutes
10 minutes
15 minutes*
30 minutes
45 minutes
1 hour（小时）

Language
（语言）

English*
Español
Português
Français
Deutsch
Italiano
Dansk
Svenska

该用户界面可显示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丹
麦文或瑞典文。
您也可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上更改此设置。请参阅第 5 页的“电子标签
手柄型读取器的菜单设置”。

注意：当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第一次连接到 XR3000 重量显示器时，电子标
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语言被设置为与 XR3000 重量显示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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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tooth®（蓝牙）选项卡
这个选项卡允许您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蓝牙设置。
设置

选项

解释

Clear Paired BT
Device List

N/A

点击 Clear Paired BT Device List，从曾经建立连接的设备列表中，移除所有以前建立
连接的设备。该设置将加快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与新 XR3000 重量显示器的自动连
接，或防止您意外连接到某个设备。

Bluetooth Control

Off（关闭）

（蓝牙控制）

Manual

该设置允许您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蓝牙无线连接的工作方式。该设置也可在
标签读取器上更改。请参阅第 5 页的“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菜单设置”。

（清除曾经建立
连接的蓝牙设备
列表）

（手动）
Auto*

关于蓝牙无线连接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 页或技术公告‛XRS Connections‛，您可
在随机器提供的 CD 中可找到该技术公告，或访问 www.tru-test.com。

（自动）

Bluetooth MAC
Address（蓝牙
MAC 地址）

N/A
（只读）

这是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蓝牙无线连接模式的唯一地址。当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
器被另外一个设备，如 PC 搜索时，这个地址可用来确认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身
份标识。

Reading Tags（读取标签）选项卡
该选项卡允许您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读取标签的方式。
设置

选项

解释

Read Mode
（读取模式）

Standard*

当设置为 Standard 时，一旦按下读取键，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就开始扫描。扫描
并读取标签的时间会在瞬间完成，出厂设置的默认值为 3 秒钟。如果您持续按下读
取键，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将持续扫描并读取多个标签。“Standard”是常规使
用的推荐设置。

（标准）
Continuous
（连续）
Single
（单个）

当设置为 Continuous 时，一旦按下读取键，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就开始扫描；当
再次按下读取键时，扫描停止。如果您想扫描圈中或移动中的每个动物，这个设
置很有用。
当设置为 Single 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操作与 Standard（标准）模式基本相
同，但是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在读取完一个标签之后不会继续进行扫描。需要扫
描下一个标签时必须先放开读取键，然后再次按下。
您也可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上更改此设置。请参阅第 5 页的“电子标签手柄型
读取器的菜单设置”。

Read Time
（读取时间）

1 second（秒）

如果将读取模式设置为 Standard 或 Single，可以更改扫描标签所需时间长短。

2 seconds
3 seconds*
5 seconds
10 seconds
15 seconds

EID Output Format
（EID 输出格
式）

20 seconds
Standard*
25
seconds
（标准）
No space
（无空格）
Hexadecimal
（十六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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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置允许您更改 EID 的存储方式以及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输出方式。选择项
有标准（例 982 0000000123456），无空格（例 9820000000123456）和十六进制（例
8000F58000000001）。

Check for Duplicate

Enabled*
（检查重复标签） （启用）
Disabled

在同一场里，您可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处理重复 ID 的方式。
启用 Check for Duplicate 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会将存储的前 500 个标签与当前
正在进行扫描的 EID 进行比较。如果重复 ID 存在，信息会显示在液晶屏上且电子标
签手柄型读取器会发出不同的蜂鸣声。重复 ID 不会被保存。

（禁用）

如果禁用 Check for Duplicate，那么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会在场里存储任何重复
ID。
您也可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上更改此设置。请参阅第 5 页的“电子标签手柄型
读取器的菜单设置”。

Data（数据）选项卡
这个选项卡允许您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管理数据的方式。
设置

选项

解释

Alerts
（警报）

Disabled*
（禁用）

扫描期间，为了接收到关于某个动物的警报，Alerts 设置必须启用，参阅第 4 页的

Enabled
（启用）

New Session on
Disabled*
Power Up
（禁用）
（每次开机时建立
Enabled
新的一场）
（启用）

“扫描期间接收警报”。
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上您可启用或禁止警报（请参阅第 5 页的“电子标签手柄型
读取器的菜单设置”。），但必须使用另外的软件（例如 Excel）来建立警报文件并使
用 EziLink 将其发送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参阅第 10 页的“使用 EziLink 把警报文件
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如果启用该设置，那么每次打开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将
自动开始新的一场。
注意：如果您想使用该功能，需要更改 Auto Power Down（自动关机）设置。

Date Time（日期/时间）选项卡
该选项卡允许您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日期和时间。在扫描场期间，日期和时间与动物 ID 一同记录。当场数据传输
到 PC 时，日期和时间是目标文件的列。默认的文件名包含场中第一条扫描记录的日期。
设置

选项

解释

Set Time

N/A

更改时间：

（设置时间）

Set Date

1
2
3
4
N/A

（设置日期）

在 time（时间）字段，点击选择您想更改的数字。
或者键入想要的数字，或者点击 time（时间）字段旁边的箭头。
点击选择 am 或者 pm。
或者键入 a 或 p，或者点击箭头在 am 和 pm 之间切换。

设置日期：
1
2

在 date（日期）字段旁边，点击选择您想变更的数字。
或者键入需要的数字，或者点击日期字段旁边的下拉箭头来查看日历。使用在

3

日历左手边和右手边的滚动箭头来更改月份。点击选择日期。
点击 Close。

Custom Field（自定义字段）选项卡
该选项卡允许您建立一个自定义字段。参阅第 9 页的“使用 EziLink 配置自定义字段”。
设置

选项

解释

Custom Field

Disabled
（禁用）

在扫描期间，如果需要给每个动物添加信息，那么 Custom Field（自定义字段）必须

（自定义字段）

Enabled*
（启用）

启用。请参阅第 4 页的“扫描期间加自定义字段信息”。
您可以直接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上启用或禁用自定义字段（请参阅第 5 页的“电
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菜单设置”。），但是自定义字段只能在 EziLink 里配置和更
改。参阅第 9 页的“使用 EziLink 配置自定义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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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关于）选项卡
该选项卡允许您查看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属性。疑难解答时，需要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属性信息。
设置

选项

解释

Firmware Version
（固件版本）

N/A
（只读）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使用的软件版本。更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固件，请
参阅第 12 页的“更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固件”。

Serial Number
（序列号）

N/A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序列号

Battery Charge
Level
（电池充电水平）

N/A

（只读）

（只读）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电池的充电水平。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液晶屏上，
您可查看电池的充电水平。请参阅第 3 页的“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部件”。

Clear Configuration（清除配置）选项卡
该选项卡允许您重置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设置到默认值。重置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到默认值不会更改以前存储的记
录或场。
设置

选项

解释

Clear All XRS
Configurations to their
Default
Values
（清除所有的 XRS 配
置到默认值）

N/A

点击 Clear All XRS Configurations to their Default Values，重置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设置到
默认值，如本表格中加星号的设置。

4

默认设置被标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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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解答
故障

原因

解决方案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待机一段 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自动关机前待机时间的长短，或禁止
意外关闭。
时间后自动关闭。如果您应用了 Automatic Power Down（自动关机），请参阅第 13 页的“EziLink
默认设置，那么这是正常行为。 的 XRS 配置参考”（User Interface 选项卡，Automatic Power Down 设
但是这些设置是可更改的。
置）。

内置电池没电了。
在一个场中标签读取器 当默认设置应用时，这是正常
不会重复记录同一个
行为。
EID。
扫描期间，标签读取

CUSTOM FIELD（自定义字段）

器的液晶屏显示一个

设定为 ON（开）。以前设置了

旗状标志，结果场

自定义字段并且该功能还没有

文件包含不需要的自

被禁用。

给电池重新充电。请参阅第 2 页的“给内置电池充电”。
为了允许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重复记录 EID，在电子标签手柄型
读取器设置中禁用 DUPLICATES。参阅第 4 页的“更改电子标签手
柄型读取器的设置”。
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设置中禁用 CUSTOM FIELD（自定义字
段），参阅第 4 页的“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设置”。

定义字段信息。
扫描过程中，当某个

ALERTS（警报）被设置为 ON

动物被扫描时，标签

（开）。警报以前被设置，该

读取器发出蜂鸣声，

功能仍未禁用。

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设置中禁用 ALERTS，参阅第 4 页的“更
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设置”。

手柄振动，消息显示
在液晶屏上。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以某种特定格式记录
EID 标签，但该格式并
不适合。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被设置为 更改 EID Output Format（EID 输出格式），参阅第 13 页的“EziLink
以 Standard 格式（例如 982
的 XRS 配置参考”
000000012345），No Space 格式( （Reading Tags 选项卡，EID Output Format 设置）。
例如 9820000000123456)或者
Hexadecimal 格式(例如
8000F58000000001)，来存储 EID
标签。

EID 在 Excel 里显示为
科学数字，例如，
982000000123456 显示
为 9.82E+14。

EziLink 被设置为以 NLIS 格式

更改文件格式到.xls，参阅第 8 页的
“使用 EziLink 更改文件格式”，或者更改 EID Output Format（EID 输
或.csv 格式导入场，并且当用
Excel 打开的时候，EID 信息不能正 出格式）来包含一个空格，参阅第 13 页的“EziLink 的 XRS 配置参
考”（Reading Tags 选项卡，EID Output Format 设置）。
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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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原因

解决方案

每次打开标签读取器， New Session On Power Up（开机 禁用 New Session On Power Up。参阅第 13 页的“EziLink 的 XRS 配
置参考”（Data 选项卡，New Session On Power Up 设置）。手动开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新场）被设置为 On（开）。
始新场，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设置中选择 START NEW
开始一个新的场。
SESSION
（开始新场），参阅第 4 页的“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设
置”。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Read Mode（读取模式）已经被
只能在短时间内扫描
设置为 Standard 或 Single，且电
EID 标签。
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已经被设置
为在一定的时间内扫描一个 EID
标签。

您可延长扫描时间；或者您可以改变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扫
描方式，更改 Read Mode 为持续扫描。
若要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读取 EID 标签的时间长短，参阅第
13 页的“EziLink 的 XRS 配置参考”（Reading Tags 选项卡，Read Time
设置）。
若要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扫描 EID 标签的方式，将 Read
Mode 更改为 Continuous。在 Continuous 模式下，当您按下读取键
时，标签读取器开始扫描；当您再次按下读取键时，电子标签手
柄型读取器停止扫描。如果您想扫描圈中或移动中的每一个动
物，这个设置很有用。
若要更改 Read Mode，参阅第 4 页的“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的设置”。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Read Mode（读取模式）已被设
持续扫描标签直到您再 置为 Continuous。
次按下 Read 键。

若要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扫描 EID 标签的方式，请更改
Read Mode 到 Standard 或者 Single。
在 Standard 模式下，当读取键按下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开始
扫描。扫描持续时间或者是 Read Time 选项（默认值是三秒）设定
的时间，或者直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读取标签完毕（如果这
个时间比 Read Time 选项定义的时间短）。如果持续按下读取键，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会继续扫描，读取多个标签。‘Standard’ 对
一般性使用是建议设置。
在 Single 模式下，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大部分行为与在
Standard 模式下一样，只有一项不同，那就是，在电子标签手柄型
读取器读取第一个标签后，即使您持续按下读取键，电子标签手
柄型读取器也不会继续扫描。要扫描另外一个标签，您必须释放
并再次按下读取键。
若要更改 Read Mode，参阅第 4 页的“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的设置”。
即使我持续按下 Read
Read Mode 已被设置为 Single。
键，电子标签手柄型读
取器仍只扫描一个标
签。

在 Single 模式下，即使您持续按下读取键，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
器仅扫描读取第一个标签。若要扫描另外一个标签，您需释放读
取键然后再次按下读取键。
若要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扫描 EID 标签的方式，请将 Read
Mode 更改为 Standard 或 Continuous。
在 Standard 模式下，当您按下读取键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开始扫描。扫描持续时间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因素是 Read Time
选项卡所定义的时间长短（默认值是 3 秒），另一个因素是电子
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读取标签的实际时间，扫描持续时间是这两个
因素中的较小者。如果您持续按下读取键，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
器将继续扫描。
在 Continuous 模式下，当您按下读取键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
器开始扫描；当您再次按下读取键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停
止扫描。
若要更改 Read Mode，参阅第 4 页的“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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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原因

解决方案

当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
器开机时，或电子标签
手柄型读取器扫描标签
时，电子标签手柄型读
取器不发出蜂鸣声。

Beeper 设置被禁用了。

启用 Beeper 设置，参阅第 13 页的“EziLink 的 XRS 配置参考”（
User

当我扫描标签时，标签
读取器不振动。

Vibrator 设置被禁用了。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不能连接到重量显示
器。

取决于连接的类型——串行线缆 参阅技术公告‚XRS Connections‛，该技术公告可在随机器 CD 上或
或者蓝牙无线。
在 www.tru-test.com 网站上找到。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不能连接

取决于连接的类型——串行电

参阅技术公告‚XRS Connections‛，该技术公告可在随机器 CD 上或

缆或者蓝牙无线。

在 www.tru-test.com 网站上找到。

到 PC。
EziLink‚看‛不到标签读
取器。

Interface 选项卡，Beeper 设置）。

启用 Vibrator 设置，参阅第 13 页的“EziLink 的 XRS 配置参考”
（User Interface 选项卡，Vibrator 设置）。

确保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已于 PC 正常连接。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必须已与 1
PC 连接且在 EziLink 启动前已开 （参阅第 2 页的“使用EziLinkTM”）
2
打开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机。
3
启动 EziLink。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和 重量显示器之间的蓝
牙无线连接持续中断。

信号强度可能较弱，连接质量

参阅技术公告‚XRS Connections‛，该技术公告可在随机器 CD 上或

可能较差。

在 www.tru-test.com 网站上找到。

读取范围减少，反应

另外一个 EID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 关闭其它 EID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或者电气设备或远离导致干扰
取器（特别是一个面板式电子标 的设备，然后使用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签手柄型读取器）可能在附近。

速度减慢。

某种电气设备，比如 PC 显示
器、变频器（可能在牲畜棚中
使用），可能导致干扰。
液晶屏好像被水洗

这可能是由极端气温导致的。

阅第 4 页的“更改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设置”。

过。
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调节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设置里的 CONTRAST（对比度）。参

当温度在 5 摄氏度以下或 40 摄

始终在 5 摄氏度和 40 摄氏度之间给电池充电。

氏度以上，电池可能表现为正
在充电，但实际上，在这样的
温度下，电池不能充很多电。
显示的电池充电水平仅在断开

衡量电池充电水平前，请等待五分钟。

电源后的五分钟内准确。
根据天气和电池状况，锂离子
电池的容量每年都要衰减一部
分，最后需要更换。

请在电池还有一半电量的时候，就将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存放
在温度较低的地方，以尽量减少电池容量的损失。在使用之前充
电比在使用之后充电对电池更好。
如有需要，请更换电池（Tru-Test 部件号码 813295）。

根本不读标签。

在读取区域内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 EID 标签。

扫描期间，调整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或者调整扫描设置区，
确保每次扫描时只有一个标签在扫描区内。

EID 标签不符合

联系 EID 标签的提供商。

ISO11784/ISO11785HDX 或 F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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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原因

解决方案

EID 标签已损坏或者 EID 标签的制造
商未给其编程。

联系 EID 标签的提供商。

即使交叉引用文件已传 交叉引用文件的格式可能不正确。
输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
取器，VID 还是不能显
示。

检查交叉引用文件的格式规则。参阅第 7 页的“使用 EziLink 把
交叉引用文件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虽然警报文件已传输到 警报文件的格式可能不正确。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
器，但是警报仍不工
作。

检查警报文件的格式规则。参阅第 10 页的“使用 EziLink 把警报
文件导出到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

扫描记录被覆盖。

当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的内存已满（扫描容量是 20,000 条记
录），标签读取器开始覆盖最陈旧的扫描记录。

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内存已满。

使用 EziLink，将场传输到 PC，参阅第 8 页的“使用 EziLink 从电
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导入一个或多个扫描场”。从电子标签手
柄型读取器中清除不需要的场数据，参阅第 11 页的“使用
EziLink 清除所有场”。

保养和维护
用湿布、温水和肥皂把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擦净。其它清洁用品可能会损坏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禁止把电子标签手柄型
读取器浸在水里。
把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放在干燥凉爽的地方。
当没有线缆与电子标签手柄型读取器相连时，请将防尘盖盖上，以防止湿气或尘土进入插槽。

服务和保修信息
关于服务和保修信息，请访问 www.tru-t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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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尺寸

651 x 65 x 51 mm (25½ x 2½ x 2‛) (长 x 高 x 宽)

重量

706 克，包括电池

通讯

Bluetooth® 1 类无线连接，最多 100 米 的范围
RS232 9600-115200 bps, Xon/Xoff

工作温度

-10 到+50°C

贮藏温度

-20 到+35°C

电池充电温度

+5 到+40°C

读取距离

HDX 最多 330 mm，FDX 最多 350 mm

读取速率

每分钟读最多 1000 个标签

内存容量

达 20,000 个扫描记录
达 10,000 个警报
达 20,000EID-VID 标签对

标签兼容性

ISO HDX and ISO FDX-B

防护等级

IP67（在 1 米深的水中浸没 30 分钟）

电池寿命

19 小时——Read Mode（读取模式）= Standard（标准）或者 Single（单个）
9.5 小时——Read Mode（读取模式）= Continuous（连续）

电池

7.4 伏，1500 毫安，锂电子电池

充电时间

3 小时

软件

Tru-Test Ezi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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