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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简要说明

1.1 设备清单

设备 数量 备注

便携式盘点机 1台

接收器 1台

MINI-USB数据线 1根

充电器 1台

CD光盘 1张

1.2 安全事项

请阅读以下简明的规则,不遵守这些规则可能会导致危险或触犯法律。本用

户手册中提供了有关安全事项的更详细信息。

安全开机：当禁止使用无线设备或设备的使用会引起干扰或危险时，请

不要开机。

干扰：所有的无线设备都可能受到干扰，从而影响性能。

合理的使用：仅可在产品文档中说明的用途上使用本设备。

维修服务：只有合格的维修人员才可以安装或修理本设备。

配件和电池：只可使用经认可的配件和电池，请勿连接不配套的产品。

防水性：本设备不具备防水性能，请保持其干燥。

制作备份：切记为设备中储存的全部重要信息制作备份或保留一份手写

记录。

连接其他设备：连接其他设备时，请阅读该设备的用户手册以获得详细

的安全说明或咨询厂商技术支持人员，请勿连接不配套的设备。

1.3 电池充电

1.3.1 电量显示：电池电量图标 显示在屏幕的右上角，当电池电压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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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V 时，设备将自动关机。

1.3.2 电池充电：将充电器的电源插头接入 AC110-240V 电源插座，充电接

头插入机器的充电接口即可。在关机状态下充电时，屏幕会闪烁着充电图标，当

充电图标不闪烁时，表示已充电饱和或未放电池。

注意事项：

A.此盘点机只能使用经认可的电池和充电器；

B.电池长时间未使用时会自动放电，请在使用前充电饱和；

C.如果充电饱和后，电池电量的使用时间大幅度缩短，请更换新电池；

D.请勿强烈碰撞、振动、掷击电池，否则会引起电池液体渗漏、破损，甚至

爆炸。

1.4 电池安装

1.4.1 机器背部面向自己，按住电池盖,按照箭头方向滑动电池盖，如下图

所示：

1.4.2 装入电池。确保电池顶端的触点与电池连接器充分接触，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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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装回电池盖，请将电池盖放到机器背面，滑动电池盖直至固定到位。如下

图所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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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配件

1.5.1 1900mAh聚合物电池，图片如下所示：

1.5.2 MINI-USB数据线和无线接收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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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STOCKCOUNT 盘点机操作

2.1 盘点机正面

1. 显示屏。

2. SCAN 扫描键。

3. OK 确认键。

4. 返回键，返回上一级菜单或取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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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1一键多功能：a.在数据上传时，按F1键选择无线上传，光标输出

b.在扫描时，按F1键可以键盘输入货号(无线枪除外)。

6. F2一键多功能：a.在数据上传时，按F2键选择USB上传，上传至后台。

b.在扫描时，按F2键可以键盘输入条码(无线枪除外)。

7上方向键：切换方向，条码扫描时，可随时切换数据传输状态为实时传输或存

储状态（无线枪除外）。

8. 下方向键：切换方向，条码扫描时，可切换手动输入数量（手动）或者是数

量默认为1（自动）。

9. *号键：查看批号，数字和字母大小写切换键，键盘输入状态下才有效。

10. 开机、关机键。退格删除键，光标输入状态下才有效。

注：键盘输入时的特殊按键说明：a、输入条码时，按*键可切换数字、字

母大小写状态；b、数量输入时，按*键输入小数点；c、字母状态下按0键可以

输出空格字符，连续按两下输出“！”字符；d、字母状态下按1键可以输出“-”

字符，连续按两下输出“.”字符；e、输入数量时，按F2键到数量前面变成负

数，再按F2键，又变回正数。

2.1.1 开机

请确认电池已经安装好，电量饱和，长按开机键2秒（ ）直到设备启动。

2.1.2 关机

长按关机键2秒（ ）直到设备关闭。

2.1.3 屏幕显示功能介绍

如右图

1．显示无线信号。

2．显示时间。

3．显示存储容量。

4．显示电量。

注意：根据菜单前显示的数字按对应数字键可快速进入对应的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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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盘点机功能说明

2.2.1 收货/发货

请参照下面的盘点功能介绍。

2.2.2 盘点

a、光标移动到“盘点”功能，按OK键或者数字键:3进入， 如图；

b、选择“进入操作”；

c、按F1键可以手动输入货号，F2键手动输入条码，SCAN扫描；如图；

d、扫描条码后，显示商品档案信息（如未下载商品档案信息或商品档案信

息不包含所扫描的条码信息将仅显示条码），如下图；

e、输入相应数量，按OK确认。

数据上传：可以上传当前数据或历史数据到后台、txt文本里或 excel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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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数据是指当前扫描还未传输到 PC终端的数据；历史数据是指已上传的数据。

按 F1 功能键可以使用无线接收器进行无线传输，也可按 F2 功能键使用

MINI-USB数据线连接电脑进行 USB传输。

上传设置：设置分隔字符、结束字符（无、空格、tab、回车、跳行、逗号、

分号）；

设置上传字段（单号、条码、货号、批号、数量、价格、时间、库存、机器

码）。操作方法：用向下、上方向键移至所需位置，按 OK 确认，然后再按左右方

向键进行开启后关闭，确认后按 OK 键。

例如：设置分隔字符为“逗号”，结束字符为“回车”，上传字段只设置条

码、数量、时间为开启状态，则上传到 txt 文本里的数据输出如图-14 所示。

注：上传设置与设置上传字段只适用无线上传数据到 txt、excel 文件里。

功能设置：可以设置单号管理、批号管理、批号修改、单价修改、唯一条码、

未知物品为允许、开启、禁止或关闭状态。操作方法：用上下方向键移至所需位

置，按 OK 确认，再按左右方向进行切换选择，确定后按 OK 键。

1) 单号管理开启时：支持多单据多仓库管理、解决多家分店多仓库的管理

问题，如图-8；

2) 批号管理开启时：支持医药行业的多批号管理，扫描条码后，按左右键

可选择相应的批号，如图-11；

3) 批号修改允许时：批号错误或不存在相应的批号时，可手工进行输入；

4) 单价修改允许：常用于销售时，扫描条码后显示默认的价格，操作人员

可对单价进行手工修改；

5) 唯一条码开启时：常用于序列号的采集，当扫描到重复条码时，会提示

是否允许重复保存或禁止；

6) 未知物品开启时：对于档案里不存在物品（或新品）用户可自定义是否

允许操作；同理“关闭”时将无法对未知物品进行操作；

图-8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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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无线枪

a、安装好接收器的天线，盘点机点进“通讯设置”，然后再点“一对多”

或者“一对一”，接着把接收器接到电脑上，提示基站连接成功即可；

b、打开 PC端的 txt文本，确认光标停留在文本内，盘点机选择“无线

枪”，按 OK或者数字键:4进入，如图-1；
c、按键选择“进入操作”，确定，如图-2；
d、按 SCAN 键开始条码扫描，有信号时，扫描的条码数据会直接显示在

txt文本里面，如图-3；无信号或者信号较弱时，扫描数据保存在盘点机。盘

点机扫描条码后的界面如图-4。（注意:无线枪功能扫描时只显示条码。）

图-1 图-2

图-4

数据上传：可以上传当前数据或历史数据到后台、txt文本里或 excel里。

当前数据是指当前扫描还未传输到 PC终端的数据；历史数据是指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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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的数据。按 F1功能键可以使用无线接收器进行无线传输，也可按 F2
功能键使用MINI-USB数据线连接电脑进行 USB传输。

前缀设置：设置条码的前缀字符，可设置 6个前缀。

后缀设置：设置条码的后缀字符，可设置 6个后缀。

注：前、后缀设置字符为：空格、tab、回车、跳行、逗号、分号，默认

无字符。操作方法：按下、上方向键移至所需位置，按 OK确认，然后

再按左右方向键进行切换选择，确定后按 OK键。

2.2.4 商品查询

输入货号或条码，可查询盘点机里的商品档案信息，按*键可查看批号，多

个批号按上下方向键选择查看。商品档案未有所要查询的条码信息，则提示“未

知商品，请重新输入”。

2.2.5 数据下载

下载商品资料，须安装数据下载工具，具体操作见“3.8下载商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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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基本设置

进行日期，时钟，关机时间，显示时间的设置。按上下键选择要设置的选

项，按 OK键确认，键盘输入参数，确认后按 OK键即可。

2.2.7 通讯设置

一对多：多台盘点机共用一个接收器。

一对一：一台盘点机与一个接收器通讯。

配对步骤：机器点进“通讯设置”，点“一对一”或者“一对多”都可以，

看实际用法，然后再接上接收器，等机器提示连接成功即可。

2.2.8 系统设置

内存清理：数据清空：清空扫描条码信息；

档案清空：清空下载的物品档案信息；

出厂设置：将所有设置参数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

程序更新：

屏幕代码：用于确认更新程序类别。

当前程序版本：用于区别更新程序版本。

产品ID：机器码。

按F1启动更新：详细请看“3.3下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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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据下载工具

3.1安装

第一步：打开光盘，双击安装 安装包。

注：安装过程中，如弹出如下对话框，提示系统缺少.NET 文件（一般操作

系统是 XP 才会提示，win7 以上系统不会），

则 选 择“ 否 （ N）”， 然 后 双击 文 件 夹 ，安 装

文件即可。整个安装过程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安

装完成之后，再重新执行“第一步”操作。

第二步：在弹出如下对话框时，一直选择“下一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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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浏览可以设置安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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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关闭”，完成下载工具的安装。安装成功之后，会自动在 PC

端桌面上生成 STOCKCOUNT图标，如图所示： 。

3.2打开后台

双击 PC 桌面上“STOCKCOUNT 数据下载工具”图标，弹出如下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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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下载程序

下载功能请使用我们配套的数据线进行互相通讯。

盘点机选择“系统设置”，点“程序更新”，按OK键进入提示，然后再按→键

启动更新，机器会在3秒内黑屏，接着进入了更新状态：

打开数据下载工具，点击下载，选择下载程序

弹出对话框，选择程序更新bin文件夹下的二进制文件update.bin(或者命名

类似V1.00_2015.08.21.bin)，打开并进行程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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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盘点机会显示正在下载，下载完成这之后会自动重启，即可以看到我们

的最新版本。同时，后台会提示下载完成。

3.4导入格式设置

设置导入品名表文件格式：在“数据下载工具”窗口的“下载”菜单中选

择“导入格式设置”，弹出如下“文件格式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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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说明：

1.文件类型：选择品名表。

2.文件格式：支持MS Excel,CSV,TXT,DBF。

3.分隔符：可以输入任意字符，默认有逗号，分号，TAB，定长四种，excel文件

不用设置分隔符。

4.包含标题：商品文件第一行是否有标题，有则打勾，无则不打勾。

5.字段名：系统默认的字段。占位符：定长文档中如果某几列不需要下载，那么

就必须得在占位符中把不需要的列数填上，此功能仅用在定长文档中。

6.字段标题：可以修改导入文件的字段标题。

7.导入选择：导入此字段选Y，不导入选N，鼠标点击一下即可切换。

8.序号：根据该字段在文件排第几列来填，不导入的都默认0。

9.长度：定长文档的每个字段必须输入正确的长度数，其余格式没有长度选项。

3.5演示导入 Excel商品文件

（注：“从文件导入商品信息”是会覆盖之前导入的信息，即只导入当前文

件的商品信息。“从文件附件商品信息”不会覆盖之前导入的信息，可导入多

个文件的商品信息。）

第一步：导入文件格式设置

此举例文档共有16列，而我们只需要其中的商品编号、商品名称、基本单位、

规格和商品条码这五列（五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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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配置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导入商品信息到后台

配置好文件导入格式后，点击“保存设置”按钮，然后点击“关闭”按钮。

在窗口“下载”菜单中选择“从文件导入商品信息”，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举

例文档，并点击“打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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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选择对应的EXCEL工作表，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如下图：

第四步：导入成功

窗口会显示：“开始导入，导入成功！”，如下图。此步操作是将EXCEL表

以设置好的文件格式导入数据库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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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资料查询

查看导入的信息是否导入成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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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演示导入带分隔符 TXT商品文件

如导入 GOODS500.txt 商品文件

文件第一列是编号，第二列是条码，第三列是名称，第四列规格，

第五列是单位，第六列是库存，第七列是进价，第八列是售价，第九

列是优惠价，分隔符是逗号，第一行没有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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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导入编号、条码、名称、库存、进价这 5 个字段，则导入

格式设置如下：

格式设置完成后，点“保存设置”,然后再点“关闭”返回程序界面。

点“下载”旁边的倒三角，下拉的列表点击“从文件导入商品信息”，

即可以选择商品文件进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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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的窗口选择商品文件，然后双击“打开”。

导入成功后，可在“下载”里的“资料查询”查询导入的商品信息。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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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演示导入定长商品文件

导入“定长文档测试.txt”商品文件

导入格式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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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步骤请参考“3.6 演示导入带分隔符 TXT 商品文件”。

3.8下载商品资料

第一步：盘点机点进“数据下载”，接上数据线；

第二步：后台点“下载”里的“从本地下载品名表”，开始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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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下载完成。

3.9采集数据上传

第一步： 用MINI-USB数据线连接好盘点机与 PC终端；

第二步： 盘点机进入“无线枪”、“收货”、“发货”或“盘点”功能菜

单，选择“数据上传”，选择“当前数据”或“历史数据”，然后按 F1键，这

时候盘点机屏幕会显示“正在连接”；

第三步： 后台点击“接收”按钮，采集的数据就开始上传到后台。

3.10采集数据查询

数据采集工作完成以后，可根据不同的条件对数据进行查询、导出保存及清

空数据库等操作。设定查询条件后，单击“查询”按钮，符合条件的查询结果将

显示出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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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导出格式设置

符合设定条件的查询结果，可以导出多种格式文件进行保存，例如：EXCEL、

TXT、clipboard复制到剪贴板文档等。在窗口点击“查询”按钮，弹出“数据查

询&导出”对话框，点击“导出文件格式设置”，弹出如下对话框：

配置说明：

1.文件类型：选择导出数据；

2.文件格式：支持Excel，TXT，CSV，XML，clipboard，cursor，DRUGXML,WPS

ET,DBF；

3.包含符号：每个字段是否加引用符号（仅限于文本文档）；

4.数量除外：以包含符号这个选项为基础，去掉数量字段不加引用符号；

5.分隔符：可输入任意字符，默认有逗号，分号，TAB，定长（excel中长度

即列宽）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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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包含标题：是否导出标题；

7.允许导出空的数据源：空的数据导出打勾，否则取消；

8.定长分隔符：定长文档也可以设置分隔符导出（仅限于文本文档）；

9.数量小数位：-1（直接去掉小数位）；0（四舍五入去掉小数位）；1（保

留1位小数位）。

10.导出选择：需要导出的字段选Y，不导出则默认N。

11.序号：填写序号可给导出的字段排序，从1开始。

12.数据格式：可以针对数量、日期作特殊的格式设置，如有需要请与技术

支持联系。

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设置”按钮，然后点击“关闭”按钮。在查询界面

里直接点“导出文件”，弹出导出文件对话框，手动指定导出的文件路径与文件

名即可。

数据下载工具默认导出格式是txt文件，有标题，分隔符是逗号，导出字段

是条码和数量。如需要其他格式，可点击“文件格式设置”进行导出格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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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清空数据

在后台程序窗口点击“查询”，然后点击“清空数据”，弹出如下对话框：

选择“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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