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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Set 入门 

简介 

本软件是由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自行开发的 PC 端软件，用于配套本公司生产的

一维、二维码手持式条码扫描器、固定式条码扫描器和识读引擎使用，主要进行设备配置设置

和设备交互。其主要功能包括： 

 设备在线，获取设备信息和设置参数，可进行修改设置项和设备交互； 

 设备离线，可选择相应设备，进行配置； 

 支持设备固件升级； 

 打开/保存设备设置项； 

 生成设置码，支持打印和保存成 PDF、word 文件； 

 获取设备图像，支持保存图片； 

 支持通过指令与设备交互； 

 修改 XML 配置文件，即可添加新指令； 

 支持中、英文界面。 

 

支持设备 

手持式条码扫描器：NLS-HR 21、NLS-HR22、HR3290、NLS-NVH200。 

固定式条码扫描器：NLS-FR40C、NLS-FM50、NLS-FM430。 

OEM：NLS-EM3086、NLS-EM20。 

驱动安装 

安装 EasySet 后，在安装目录下，含有一个 ufcom 驱动压缩包，解压到当前目录后，

点击 install.cmd 即可安装 UFCOM 驱动。 

 

 

  



EasySet 使用指南 

一、 主界面 

 
 
 

1、 工作模式 

工具支持设备在线/设备离线/命令交互，三种模式。 

设备在线：设备连接 PC，EasySet 可以检测到设备，并获取设备设置项。 

设备离线：用户通过选择相应设备，可进行修改设置项，并生成设置码。 

命令交互：设备连接 PC，用户通过指令与设备进行通讯。 

批量更新：设备连接 PC，可以检测到设备，用户可对多个设备进行固件更新。 

2、 多语言 

EasySet 支持中/英文界面，右上角“语言”选择，可进行中/英文切换。 

3、 更新 

点击右上角“检查更新”按钮，可在线更新最新版的 EasySet。 

4、 帮助 

点击右上角“帮助”按钮或按 F1 快捷键，可打开 EasySet 使用手册，查看相关帮助。 



5、 界面切换 

若进入到其他界面，点击左上角的“主界面”，可返回到主界面。或者点击其他界面按钮，

可切换到其他界面。 

 

二、 在线设备 

 

1、 设备信息 

EasySet 可检测到多台连接在 PC 上的设备，当选中该设备时，在下方就会显示该设备的系统

信息，包括设备名称、硬件版本、解码版本等。 

EasySet 可检测设备接口类型：RS-232, USB COM Port Emulation (需要安装驱动： 

udp_and_vcom_drv)、USB CDC (需要安装驱动： CDC - Virtual COM Driver )、 USB 

DataPipe (需要安装驱动：udp_and_vcom_drv required)、USB HID-POS。 

USB COM Port Emulatio、USB CDC、USB DataPipe 接口类型，均可使用 UFCOM 驱动。 

提示：可以通过识读右下角的设置码，将设备转换成 USB COM Port Emulation 模式，便于

连接。 

2、 刷新 

点击“刷新”按钮时，EasySet 将重新检测连接在 PC 上的设备。 



3、 设备配置 

点击设备配置或双击设备时，将进入选中设备的配置界面，EasySet 读取设备设置项参数，并

生成相应配置界面。 

4、 固件更新 

 

点击“ 固件更新”更新按钮，可以对选中的设备进行固件更新。用户通过弹出的窗口中，选

择相应的固件包，进行更新。 

 

三、 离线设备 

 

1、 选择设备 

设备离线模式下，可以双击设备，打开选中设备的出厂默认配置生成的配置页面。 



2、 查找设备 

右上角“查找设备”,可输入设备关键字，下面将会自动匹配显示出来。 

3、 打开配置文件 

点击左上角“打开配置文件”按钮，可以选择保存的设备 XML 文件或者自己编写的设备 XML 

相应的设置项，EasySet 会根据 XML 配置文件中的设置项，自动生成相应的配置页面。 

四、 配置页面 

 

1、 设置 

配置页面中，前三个 Tab 页面属于设备参数设置，其中包括： 

1 设置：修改设备通讯接口（接口类型、RS 232、键盘设置、PS/2 设置），系统设置（硬件

设置、扫描设置、）。 

2 条码设置：修改设备条码设置（综合设置、一维码、二维码）。 

3 数据格式：修改设备前后缀、Code ID、Data Formatting 等内容。 

参数设置中，有下面几种类型的控件： 



 

➢ 单选框：选择功能选项中的某个参数 

 

 

➢ 开关类型：通过点击，选择功能的开启和关闭。 

 

 

 

➢ 下拉框：下拉选择选项中的某个参数 

 

 

➢ 带有自定义的下拉框：下拉选择选项中的某个参数，若选择自定义则可在下方的编辑框

中输入范围内的数值。 

 



 

➢ 编辑框：输入范围内的十进制数值进行修改。 

 

 

➢ 十六进制编辑框：对每个字符以 00-FF 进行输入，并且右侧还会显示相应的 ASCII 字符，

长度表示可输入字符个数。 

 

 

➢ 按钮：点击按钮，发送相应指令至设备。 

 

➢ 提示：当鼠标停止每个设置项上 1 秒钟时间，就会出现该设置项的指令提示。 

 

 

➢ 默认值和范围：每个参数设置右侧会显示该参数的默认值和范围。 



          

➢ 数据格式编辑：在 DataFormatting 编辑中，选择字符、插入、移除等功能后，可点击

相应键盘按键，添加字符数据，对 DataFormatting 进行编辑。 

设置项的内容：设备在线模式，从设备直接获取该设备支持的设置项，并显示每个设置项的当

前值；离线模式，从与设备相应的 XML 配置文件中读取配置项，并每个设置项显示默认值。 

2、 配置历史 

 

右侧修改历史，显示用户修改的设置项，点击修改设置项的右侧“撤销”，即可撤销修改，恢

复至修改前的值。 



 

点击“生成条码”，根据用户选择的条码类型，生成相应“一维码”或“二维码”设置码。 

3、 配置比较 

 

 

配置比较中，选择“显示匹配设置”显示当前设置值与默认设置相同的设置项。选择“不匹配

设置”显示当前设置值与默认设置不同的设置项。 

点击“复制”按钮，可将默认设置的值复制到当前设置。 



4、 保存配置 

 

 
 

 

在线模式下： 

点击“保存到设备”，将修改设置发送至连接的设备。 

点击“保存用户默认”，设备当前值被保存为设备的用户默认。 

点击“加载用户默认”，设备当前值修改为曾保存过的“用户默认设置”。 

点击“加载出厂默认”，工具设置项被修改为出厂默认设置。 

在线/离线模式下： 

点击“保存”，将当前所有设置项，保存为 XML 配置文件，用户可以通过打开 XML 配置文

件，生成对应的配置页面。 

5、 获取图像 

 



 
 

获取图像，仅设备在线模式支持。 

点击“获取图像”，根据选择得参数，从设备获取相应图像并显示。 

勾选“自动保存“，保存获取的图像至安装路径下 AutoSave 文件夹下，以获取时间为文件名。 

点击“保存”，保存选中图像至用户选中的文件夹位置，未保存的图片，名称右上方带有 * 号。 

双击小图片将关闭单个图像，点击“关闭所有图像”，会关闭所有获取图像。 

6、 设备交互 

 

设备交互中命令交互功能，仅设备在线模式支持。 

命令交互：用户可通过直接发送设置指令与设备通讯。 



 

设置码：用户可以将修改的设置项设置码，也可以输入指令生成设置码，并且可以将设置码打

印或保存为 PDF/DOC 文件。 

一维设置码，可直接扫描设置；二维码设置码，需要先扫描 BATCHS 开启批处理设置开关，

才可以扫描二维设置码设置。 

7、 查找指令 

 

点击右上“查找指令”，可输入指令的关键字，会显示相关设置项。双击设置项即可跳转至该

设置项在配置页面中对应位置。 

 



五、 命令交互 

 

命令交互功能，仅连接设备时，可用。 

通过选择设备所在端口，打开串口后，可通过指令与设备进行交互。 

勾选“数据打包“，会根据指令结构添加包头包尾发送；若去除，则发送原始数据。 

右下角“数据解析“，会根据用户选择的打包格式（指令：PACKAG，设备支持的情况下），

解析设备上传到 PC 的条码。 

六、 批量更新 

 



批量更新功能，仅连接设备时，可用。 

设备与 PC 连接时，可检测到显示设备固件信息。 

勾选“匹配设备“，会根据设备产品名称与固件文件产品信息进行匹配，匹配成功进行更新。 

右边一按钮“文件选择“，选择要更新的固件文件路径。 

右边二按钮“刷新”，EasySet 将重新检测连接在 PC 上的设备。 

右边三按钮“启动”，EasySet 将时时检测连接在 PC 上的设备，对未更新的设备，进行固件

更新。 

右边四按钮“停止”，用于停止“启动”操作。当前检测更新固件操作结束后，执行 “停止”

操作。 

右边五按钮“显示日志”，固件更新操作动作，会生成日志，可以通过此按钮查看更新记录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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