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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mate 錄碼机使用說明書

謝謝你採用麥可公司 Tag-mate 感應卡快速錄碼机

本錄碼机硬体提供３年免費保固，軟体升級更新費用則視情況而定；一般而言

  由本公司主動發布時均為免費。

Tag-mate 支援以 E5551/7 製造的感應卡（或其他包裝型式）。

在 錄碼、卡號檔錄碼、錄碼記錄、讀碼 等基本動作外尚提供數個輔助功能；

包括多組錄碼時序以支援不同的卡片包裝、在標準的１６進制內碼輸入格式外

更有 7 種常用外碼格式可以方便輸入卡號。

安裝：
硬体部份須安裝 12V 直流電源（整流器）及連援接ＲＳ２３２通訊線到

　ＰＣ的ＣＯＭ：ＰＯＲＴ。

軟体部份先從光碟片的 cd:\TagmateV1\目錄下執行 SETUP 程式後依晝面指示進

行、完成後再從光碟目錄下找較新的更新主程式複製到之前安裝的系統目錄下

即可

注意請隨時注意最新的安裝方式信息

若採用 SETUP.EXE 安裝系統出現問題時也可以利用安裝光碟片上 INSTALL 目

錄內以 INSTALL.BAT 方式來將系統安裝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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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在檔案總管下找到錄碼机主程式檔[Tagmate]並點選啟動：

在 Login 視窗下輸入 Tagmate 的硬體序號，按 OK 進入主畫面。

每一部 Tagmate 都有自己的硬體序號，序號不對系統將無法啟用。

TTaaggmmaattee 畫畫面面

注意晝面下方的狀態列是否有 ON_LINE 指示，否則請檢查錄碼机電源及

ＲＳ２３２通訊線是否己安裝妥當，本軟体會自動找尋ＰＣ上的通訊埠並作適

當的設定，使用者不須太費心；你也可以進入[Option]視窗來選用 COM Port。



錄碼時序選擇 [Option]
起用 Tagmate 進行錄碼前必須先設定燒碼時序；進入[Option]視窗選擇適當錄碼

參數後按[Send]來進行設定即可。

這個選單是讓使用者您來調整燒碼機的燒錄 Timing；一般都是選擇{Default1}
的參數，不過當使用者要燒錄的產品不是標準的產品時可能會因產品的形狀或

大小而造成 LC 無法匹配而導至無法正常燒碼工作，這時使用者您就必須來修

改燒碼機的燒錄 Timing。你可以在輸入區鍵入參數及描述後按[Insert]即可增加

一組自定參數；但如果使用者您無法知道自己要燒錄產品的燒錄 Timing 時，您

可以跟本公司聯絡。

一般而言卡片封裝廠大多只注意ＬＣ的匹配而忽略Ｑ值的匹配，其實Ｑ值是影

響非接觸燒碼很重要的變數，但對讀碼的影響則比較不明顯。

最新資訊:依照經驗請設定 {Default1} 參數有較高錄碼成功率



錄碼 [P.G.M]

Tagmate 將多種內外碼的錄碼格式安排在同一個視窗裡讓使用者很容易了解內

外碼的對應關係，

所謂內碼是指 EM 原廠對 H4001 所定義的一組號碼，它是實際記錄在卡片記憶

體裡面的、包括 Version code、Customer code & ID code
其中 Version code [V]   是 1 位數 16 進制

 Customer code [C] 是 1 位數 16 進制

 ID code [ID]      是 8 位數 16 進制

所謂外碼則是一般噴印在卡片表面，持卡人可以看到的一組碼，這組碼是由內

碼轉換來的，由於每家門禁設備公司使用的外碼長度不一所以同一內碼的卡片

在不同公司的讀碼機上可能會讀出不同的外碼。

Tagmate 支援 7 種不同的外碼格式；說明如下

10H->13D：將 VC-ID 共 10 碼 16 進制數轉為 13 碼 10 進制數的外碼卡號

08H->10D：將 ID 8 碼 16 進制數轉為 10 碼 10 進制數的外碼卡號

08H->55D：將 ID 拆成 4 碼+4 碼(4H+4H)，各別 4 碼再轉成 5 碼 10 進制數卡號

           即 4,4 轉 5,5，外碼再分別稱為 Site Code (5 碼)+Card Number(5 碼)
06H->08D：ID 從個位數取 6 位 16 進制數轉成 8 碼 10 進制數的外碼卡號

2.4H->3.5D(A)：取 VC 碼轉成 3 位 Site Code，ID 最低 4 碼轉成 5 位卡號

2.4H->3.5D(B)：取 ID 最高 2 碼轉成 3 位 Site Code，ID 最低 4 碼轉成 5 位卡號

2.4H->3.5D(C)：取 ID 次高 2 碼轉成 3 位 Site Code，ID 最低 4 碼轉成 5 位卡號



參考畫面的卡號範例即可看出其對應關係。

此設計是為了與ＥＭ一Ｈ４ＯＯ１晶片相容而規劃的，詳細的記憶体映射圖請

參考Ｈ４ＯＯ１的資料；簡單說本錄碼机錄製的卡片格式是與Ｈ４ＯＯ１相容

的。

麥可研發可以提供客戶指定規格服務；包括系統規格分析、錄碼机開發設計、

  讀碼机開發生產等ＲＦＩＤ整体解決方案。有任何需要歡迎隨時與我們連絡，

  謝謝。

使用著者可以在任一格式區內輸入卡號資料，在按[Load]鍵後 Tagmate 會自動

換算成各別外碼型態及內碼，之後再按[P.G.M]即可將目前的卡號錄到卡片上。

其他功能說明：

Configuration：

OTP：對卡片進行錄碼後[鎖定]，鎖定後的卡片將不能重復錄碼

MTP：卡片不[鎖定]，可以重復錄碼

Use Password：起用帶[Password]來錄碼；當 E5557 晶片以已經被預先設定為

 [密碼寫入]功能時便需要始用本設定，晶片的寫入密碼須要請晶

 片供應商提供，密碼不符合無法成功錄碼。

PS：TEMIC 原廠建議寫入密碼的第一碼最好設為 “ 0 “ ，但是本公司測試其

他數字後並未發現有問題，但是時際始用請用戶自行斟酌。

TAG：目前只支援 TEMIC E5557 ,不支援 Q5

Counter：

Auto INC：設定每一次錄碼後卡號的自動增加值，它是以 16 進制方式加到內碼。

TOTAL：計數成功錄碼的次數。

user
矩形



Command 說明：

AUTO P.G.M  自動錄碼功能，啟動後將卡片放靠近錄碼區 Tagmate 會自動

偵測並錄碼；無卡片時會有 Waiting 訊息；錄碼成功會有 PGM OK 訊息。

按 STOP P.G.M 停止自動錄碼。

P.G.M(F2) 單次錄碼點按鍵；也可以按[F2]功能鍵

LOAD 將輸入區的卡號轉入進錄碼區(內外碼轉換)

RESET  [Counter] 清除為零

EXIT 離開 Tagmate System



TYPE MODE：

選擇錄碼檔案及錄碼記錄檔案的格式，不同的外碼格式有相對的延伸名類型；

如

Filename.10H
Filename.13D
Filename.10D
Filename.55D
Filename.08D
Filename.35A
Filename.35B
Filename.35C

下列為 TEST.10H 錄碼檔的內容；[ # ] 後接著是外碼，外碼只供閱讀方便

[ H]  後接著是內碼；Tagmate 是取內碼進行錄碼的。

如果要自行產生錄碼檔案請注意參照範例檔案的格式，否則結果不可預料。

  



從錄碼檔錄卡 [PGM From File]

這可以讓使用者從一個內含卡號列表的檔案取得錄碼卡號來進行錄碼工作

使用 [Open]開啟錄碼檔案；點選一比筆卡號後按[P.G.M] 或 [F5] 進行錄碼；

若成功該筆卡號會被移除；右上角的計數器會加 1 。

按 [Delete] 刪除點選的卡號。

按 [Clear] 清除所有表列的卡號。



錄碼記錄 [PGM REC]

所有系統啟用後錄製的卡號都會紀錄起來並存在一個紀錄檔案裡面。

按 [Save]  將表列的卡號存檔。

按 [Delete] 刪除點選的卡號。

按 [Clear]  清除所有表列的卡號。



讀碼機 [Reader]

讀取卡號並列表紀錄

按 [Save]  將表列的卡號存檔。

按 [Delete] 刪除點選的卡號。

按 [Clear]  清除所有表列的卡號。



協助 [Help]

顯示公司資訊及發展版本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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