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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Android 是一种基于 Linux 的自由及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主要使用于移动设备，如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由 Google 公司和开放手机联盟领导及开发。尚未有统一中文名称，

中国大陆地区较多人使用“安卓”或“安致”。 

2007 年 11 月，Google 与 84 家硬件制造商、软件开发商及电信营运商组建开放手机

联盟共同研发改良 Android 系统。随后 Google 以 Apache 开源许可证的授权方式，发布了

Android 的源代码。第一部 Android 智能手机发布于 2008 年 10 月。Android 逐渐扩展到平

板电脑及其他领域上，如电视、数码相机、游戏机等。2011 年第一季度，Android 在全球

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过塞班系统(诺基亚)，跃居全球第一。 2012 年 11 月数据显示，Android

占据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市场 76%的份额，中国市场占有率为 90%。截止 2013 年 09 月

24 日谷歌开发的操作系统 Android 5 周年之际，全世界采用这款系统的设备数量已经达到

10 亿台。 

 

Android 作为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在国内的使用比

例如左图所示（截止 2013 年），大屏、触控、无物

理键盘是大多数智能手机的特点，使用智能手机的

人群越来越多，为 Android 的手持终端迎来了应用春

天，用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上手把控，对企业培

训工作投入将大大减少，而且 Android 的手机都带有

通话、通信传输、无线网络、摄像及 GPS 功能，对

早先的 Windows Ce 手持终端操作系统是一个划时代

般的飞跃。 

 

    查采盘存 V3 系列软件紧跟时代步伐，即时开发出了 Android版本的移动办公应用软件，

它可以实现移动商品查询、采购、要货、入库、出库、退货、报损、盘点功能，并通过手机

SIM 卡 GPRS 线路或无线 Wifi 信号将单据信息直接以未审批的状态回传至后台进销存管理系

统中。 

 

查采盘存 V3 支持直接嵌入的进销存管理软件列表(排名不分先后): 

◎思迅商业之星 V7、商锐 V9.5、批发之星 V5、专卖店 V8、便利店 V7。。。 

◎科脉智赢 V8 

◎泰格至尊 V5 

◎海信商海导航 V5 

◎商超(V9、商业之邦） 

◎红火祥云(V6、V8) 

◎商海旗舰进销存系列(Vx、V11) 

◎管家婆系列 

◎百威 9000V6 

◎赢通 A5系列 

…… 

更多完成嵌入商业进销存管理软件名称详见官方网站。 Http://www.fs-78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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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成 

一、FS789手持终端或 iData 95w手持终端主机一台 

二、电池一块 

三、耳机 

四、USB通讯线 

五、FS320蓝牙条码魔盒产品随机带手绳 

 

操作系统及数据库 

Windows 2000/Xp/7/8 

Android 4.0 或更高 

Access、Sqlite 

 

产品三包 

主机质保一年 

电池质保半年 

其它配件用户在使用一个月内发现问题可免费更换 

产品支持企业续保 

 

注意事项 

一、 请勿将本产品置于烈日或灰尘较多处，以免造成损坏。 

二、 请避免本产品从高处坠落或受到剧烈震动或冲击。 

三、 请避免液体或异物进入机内。 

四、 请勿在本产品上使用具有腐蚀性的液体清洁。 

五、 请勿用未拧干的湿布擦拭产品及其附件。 

六、 维修或清洁本产品前请务必先断开与电源和电脑的连接。 

七、 前三次对本产品电池进行充电时，建议在充电图标显示为满格后延长充电一段时间，

以确保电池的最佳使用状态。 

八、 请勿将本产品扔入火中，以免电池爆炸。 

九、 本产品不能完全避免因使用不当或其它原因而造成的文件或数据损坏或丢失，请您

对本产品中所有重要文件或数据予以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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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789 终端(一维影像) 

FS789 是本公司专为查采盘存 V3 系列软件而开发的一套带条码扫描功能的手持终端，

是先有了查采盘存软件，才有了 FS789。它采用手机加外置条码扫描采集器，通过蓝牙通信

方式运作，无工业等级，专为商业领域应用研发，终端采用联想品牌 A789 智能手机，确保

产品质量及稳定性，价格只为同类产品的 50%，甚至更低，极具性价比的一个产品。 

 

 

联想 A789 设备参数 

手机类型：3G 手机，智能手机 

主屏尺寸：4 英寸 

触摸屏：电容屏，多点触控 

主屏材质：TFT 

主屏分辨率：800x480 像素 

主屏色彩：1600 万色 

网络类型：双卡双模 

网络模式：GSM，WCDMA 

数据业务：GPRS，EDGE，HSDPA 

支持频段：2G：GSM 850/900/1800/1900 

3G：WCDMA 900/2100MHz  

操作系统：Android OS 4.0  

核心数：双核 

CPU 型号：联发科 MT6577 

CPU 频率：1024MHz 

GPU 型号：Imagination PowerVR SGX531 

RAM 容量：512MB 

ROM 容量：4GB  

存储卡：MicroSD 卡，支持 App2SD 功能 

条码扫描参数 

每秒扫描次数：200 次/秒 

解析精度：标准 4Mil 条码(0.1mm) 

读取范围：35mm 至 300mm 

读取方式：一维红光影像 

 

联想 A789 基本功能  

输入法：手写，笔画，拼音输入法 

输入方式：手写 

通话记录：已接+已拨+未接电话  

通讯录：名片式存储 短信(SMS) 彩信(MMS) 

免提通话 录音功能 情景模式 待机图片 主

题菜单 来电铃声识别 来电图片识别 日历

功能 闹钟功能 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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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容量：32GB 

电池容量：2000mAh 

键盘类型：虚拟键盘 

机身颜色：黑色 

 

联想 A789 数据功能  

WLAN 功能：WIFI 

数据接口：Micro USB v2.0 

耳机插孔：3.5mm 

蓝牙传输 WAP 浏览器 WWW 浏览器  

   

联想 A789 商务功能  

办公工具：TXT，Quick Office， 

Adobe PDF，电子邮件 飞行模式  

世界时间 

 

 

 

FS320 蓝牙条码魔盒 

独立的蓝牙条码阅读器，可挂接可类手机(Android、iOS)，让手机立刻变成一个手持终

端，还可以和电脑连接，变成一个无线条码扫描器。 

 

 

 

 

 

 

 

 

 

 

 

蓝牙协议：Bluetooth 2.1~4.0 SPP 

工作频率：2.4GHz ISM band 

调制方式：GFSK 

灵  敏  度：Less than or equal to -84dBm 

蓝牙认证：ROHS REACH BQB 

工作电压：3.7~ 5.2V 

待机功耗：400uA~20mA 

扫描功耗：100mA 

 

联想 A789 产品特性  

GPS 导航：内置 GPS，支持 A-GPS 

重力感应器 光线传感器 距离传感器  

   

联想 A789 拍照功能  

摄像头：内置 

摄像头类型：双摄像头（前后） 

摄像头像素：前 30 万像素，后 500 万像素 

传感器类型：CMOS 

自动对焦：支持 

图像尺寸：最大支持 2592×1944 

视频拍摄：支持 

 

联想 A789 娱乐功能  

视频播放：支持 3GP/MP4 等格式 

音频播放：支持 MIDI/MP3/AAC 等格式 

铃音描述：和弦，支持 MP3/MIDI 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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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条码记扫器 

FS789 条码手持终端就像一台电脑，如果没有软件，只有电脑，还是什么事都做不了，

《条码记扫器》是运行在 FS789 条码手持终端上的软件，有这个应用程序，用户就可以用它

来扫描记录条码数据并和后台管理系统交互。 

《条码记扫器》是《查采盘存 III》的一个简易版，它可以记录用户扫描的条码和数量，

可以应用在盘点、入库、退货、批发等操作上，并且可以通过 Excel 文档完成和第三方软件

的数据交互。 

 

安装 

后台电脑端 

电脑端有一个桥梁程序，它负责信息库的管理、下传商品信息至 FS789 条码手持终端和

回收手持终端上的条码扫描记录。 

运行 Pc-setup.exe 安装程序，确认或更改安装目录及快捷方式，按步骤即可完成安装操

作。系统默认的安装目录为” C:\Program Files\比图赛(迅超)\条码扫记器管理”，请记录下这

个目录，用户的备份和恢复操作只需针对对此目录即可。 

 

 

FS789 条码手持终端或 Android 手机端 

在 FS789 条码手持终端上安装应用 APP 和 Android 手机一样，在和电脑相连的情况下，

双击 fsbarcodesr.apk 文件即可通过像 360 手机助手一样的软件将程序安装，或用户至官方网

站的下载页，通过二维码拍照的方式下载安装。 

Http://www.fs-789.com/download/fsbarcodesr.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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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后台电脑端 

后台电脑端的软件基本无设置要求，但因为 FS789 条码手持终端的数据上传是采用无线

网络方式上传，所以在电脑操作系统中，对防火墙开放端口需要设置。系统要求开放 TCPIP

的 33558 端口并且要求固定电脑的 IP 地址。 

 

◎Windows 7打开方法: 

首先进入控制面板，点击[Windows 防火墙]，再进入[高级设置]，用户会看到如图一

所示的界面: 

 

图一 

点击最左侧列表中的[入站规则]，再点击最右侧菜单[新建规则]，弹出如图二所示界面: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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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端口号输入界面，输入 33558 数字，如图三所示: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四中需要用户选择允许连接选项，点击[下一步]按钮，在图五界面中按默认对三个复

选框全部打钩处理，再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六所示，输入名称（如 33558），点击[完成]

按钮完成入站的端口开放操作。 

完成入站端口开放后，切记还需要开放出站 33558 端口操作，点击如图一所示的界面中

的出站规则，再次进行和入站设置相似的操作，请注意，在图四所示界面中，出站规则默认

是[阻止连接]的，需要改为[允许连接]，其它设置和入站规则设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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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打开方法: 

首先进入控制面板，点击[Windows防火墙]，用户会看到如图一所示的界面: 

 

图一                                  图二 

 

点击所图二所示界面窗口上方的[例外]页面，点击[添加端口]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输

入名称和端口号为 5898 数字，如图: 

 

点击[确定]按钮，这时用户会在图二所示的界面列表中看到[33558]项目，并且是打钩状

态，这说明用户已经完成了 XP 下端口开放操作。 

 

注：说明书中详细图文介绍了端口的打开方法，如果用户还是无法完成端口开放工作，可能

和操作系统存在问题有关，建议自行网上查询解决办法，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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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电脑 IP地址的设置 

    许多用户的电脑都采用了从路由器动态获取 IP 地址的设置，这个 IP 地址由于是动态，

所以每次电脑开机的 IP 地址可能会变化，电脑和 FS789 条码手持终端是通过这个 IP 地址进

行通讯的，IP 地址的改变将导致 FS789 条码手持终端上的《条码记扫器》软件无法正常连接

至电脑上的桥梁程序，我们需要将电脑的 IP 地址设置为固定方式。 

    进入电脑网卡的属性设置界面，对 Internet 协议版本 4(TCP/Ipv4)的属性进行设置，如下

图所示: 

 
 

 

首先，将自动获得 IP 地址改 

为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选项。再 

按如右图所示将 IP 地址、子网 

掩码、默认网关及首选 DNS 有 

服务器设置。 

    默认网关即为路由器的 IP 

地址（一般情况为 192.168.1.1）， 

电脑的 IP 地址由 4 组数字组成， 

前三组必须和路由器 IP 地址前 

三组相同，最后一组用户可输 

入 2~255 之间的任意数字，记 

录下这个固定 IP 地址，接下来 

在手持终端上的服务器 IP 地址 

需要设置成这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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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789 条码手持终端 

  
 

    点击条码记扫器应用程序图标进入手持终端上的程序，如上图所示： 

点击右上角的菜单按钮，选择系统设置菜单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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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系统设置窗口列表中，点击要设置的选项，即可进行相应的设置。 

[设备 ID] － 设备的唯一身份识别号，用户可以以数字或中文方式设置。 

 

[服务器地(网)址] – 这个值就是后台管理系统安装所在的电脑 IP 地址（192.168.1.200） 

 

 

[设备类型] – 条码记扫器应用软件可以安装在任何一台 Android 手机上，FS789 手持终端带

有一个蓝牙条码读取器，当用户选择设备类型为 FS789 手持终端时，系统每次进入后会自动

打开条码读取器，当选择为其它手持终端或手机时则不会去连接条码阅读设备。 

 
 

[蓝牙条码设备] – FS789 手持终端的条码阅读器有一个蓝牙地址，开始使用前需要搜索和设

置，大约需要 20 秒搜索等待时间。当手机附近有多个蓝牙设备可以搜索到时，系统都会列

出在选择框中，FS789 的蓝牙设备名一般为 FSScan，用户选择它即可。 

注:FSScan 蓝牙条码设备的配置密码为:1234 

 

 

[蓝牙打印机设备] – 条码记扫器支持蓝牙无线打印功

能，在系统设置中搜索出蓝牙打印机的设备，保存后，

在今后的条码扫描记录后就可以直接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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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扫描保存设置] – 这个设置有两个选择，用户选择不用输入数量选项时，系统将默认数

量为 1 并直接保存，用户接着扫下一个条码即可，如需要输入数量才可保存，用户在条码扫

描后，系统将光标跳转至数量输入处，由用户接着输入数量再保存。 

作用例：对于盘点，操作员为了加快盘点，可采用不用输入数量方式，对商品条码逐个扫描

进行盘点，系统会自动累加盘点数量，此方式盘点只能针对于数量不多的单品；批发、收货、

补货等扫描时不建议用不用输入数量这种方式。 

 

 

[条码扫描产品设置] – 这个设置有两个选择，一种是不导入任何商品信息，用户也可以条码

扫描并记录，另一种是必须导入商品信息，在条码扫描后也必须能够找到这个商品才可以保

存记录。我们建议采用后一种方式，扫描结果可以显示商品名称，价格等信息，用户可以更

直观的了解扫描情况，唯一麻烦的一点就是需要先导入商品信息。 

 

[声音播放] – 当扫描条码在商品信息库中找到时，系统会播放一段声音进行提示再显示商品

信息，用户也可以设置为不播放模式，对于在竞争单位场所比价这种特殊情况较有用。 

 

[蓝牙打印内容] – 当用户选择为简单模式时，系统向蓝牙打印机输出只是两行简单的文字内

容，可节约打印小票，用户也可以选择为详细模式，系统则打印更多的内容信息至蓝牙打印

设备。 

 

 

应用 

《条码记扫器》是《查采盘存 III》的一个简易版本，却是一个通过版本，查 3 是直接嵌

入至指定的第三方管理系统中（如海信、思迅、泰格、科脉、管家婆、用友），《条码记扫器》

则是通过 Excel 通用表格格式和第三方管理系统交互。 

《条码记扫器》的功能虽然简单，但作为条码扫描记录，可以应用在多种场合，如盘点，

收货、入库、采购、要货、补货、批发、零售、商品标签检查、打印等，我们将以盘点为例，

详细说明《条码记扫器》软件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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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记扫器》后台管理软件界面比较简洁，主要功能就两个页面，一为商品信息管理

模块，其二即为回传的条码扫描记录管理页面， 进入系统，需要密码，此密码初始值为空，

用户直接可点击登录按钮进入系统，建议系统进入系统后设置新的密码，以防止他人恶意操

控数据。 

 

 
 

导入第三方商品信息 

 
 

    如上图所示的产品信息页，表格中即为商品信息列表，用户可以在这个界面中对商品信

息进行编辑，导入，下传及导出功能。 

 - 从 Excel 文件中导入商品信息 

这步操作可以将 Excel 格式的商品信息内容导入本系统，前提是用户需要先从第三方软件将

原商品信息导成 Excel 格式的文件，当然，用户也可以自行创建一个 Excel 文件预先输入商

品信息。 

导入操作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选择 Excel 文件，然后是选择对应字段，最后导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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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信息导入时，字段的对应很重要，上图圆圈所指的地方用户需要认真处理，表格中

列出了 Excel 文件前四行内容，以便用户可以在第一列处看内容选择对应的字段，选择对应

好有用的字段，再看内容设置开始导入的起始行(如上图所示，第一行为中文字段说明，并

不是商品信息，所以我们应选择从第二行开始导入)，点击下一个界面中的导入按钮即可完

成导入工作。 

 

 - 删除表格中选择的商品信息记录 

 - 将商品信息导出至 Excel 

 - 设置新的登录密码 

 - 返回到登录界面 



Page 17 

下传信息至手持终端 

在商品信息页，点击 按钮，可以通过 USB 连接将商品信息快速下传至 FS789 手

持终端，如下图所示: 

 

 

当出现连接失败和超时情况，请检查手持终端上的《条码记扫器》软件是否已打开，还

有一个就是手机通过 USB 数据线是否和电脑真正连接。判断手机和电脑连接，用户可以用

360 的手机助手软件判断，如下图所示为成功状态。 

 

 

 

    在数据下传时，您会看到手持终端有一个等待提示窗口，并且在《条码记扫器》下传界

面中有一个百分比的下传进度提示。如在导入过程中发现错误，系统会作记录并在完成导入

工作后提示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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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商品 

扫描商品的工作在手持终端上，我们以盘点为例，将光标置于条码输入处，扫描条码，

输入数量，保存即可完成一次条码扫描记录，重覆此操作，系统将会在列表中显示出条扫信

息，如下图所示: 

 
 

◎FS789 手持终端的三种商品查询方式: 

1. 通过终端左右两侧的黄色按钮，通过专业的条码获取设备读取。此条码内容为蓝牙方式

进行传输入，如发现无法获取到条码信息时，用户可点击菜单按钮中的重连接蓝牙条码

设备菜单项进行复位。 

 

2. 通过键盘输入条码或商品店内码 

 



Page 19 

 
 

点击键盘开关按钮，系统会弹出一个十二宫格的按钮区，用户可在手持终端上触控屏幕

完成数字的输入，完成输入，再点击最后边的查询按钮进行商品信息。 

 

注：当用户输入不完整的要码时，系统会查询出所有条码、商品名称中包含此数字的所有商

品信息，并弹出一个多选窗口供用户选择。 

 
如上图所示便是用户输入”裤”这个字列出所有商品名称包含有”裤”字的信息列表，用户

选择其中一条记录，最终完成单个商品相关信息的查询。 

 

3. 通过手机的摄像功能软解码方式读取条码 

系统支持通过手机拍照的功能解析条码用于查询，速度上较慢，对小量条码查询还是比

较方便的，而且无需采购专用的手持终端，用普通 Android 手机即可使用查采盘存 V3。 

在弹出的键盘左下角，如下图所示，有一个拍照图标，点击即可进入拍照条码解析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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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条码扫描记录，系统都在放置在列表的第一行，并且用户退出系统数据也不会

丢失，在下一次的打开《条码记扫器》应用时会列出上次扫描的所有记录。 

对于相同条码的扫描，系统不以累加数量的方式保存，而是以条码次数为单位，记录每

一次的条码操作。 

需要删除单个条码扫描记录时，只要在屏幕上长按列表中的行信息，即会弹出一个删除

询问窗口，确认即可删除。 

 

数据回传 

完成手持终端上的条码扫描记录后，点击菜单 按钮，选择无线上传扫描信息菜

单项，数据将回传后后台管理系统中，用户可以在扫记内容界面中查看。 

 
    对于回传成功的条码扫描记录，我们需要清空手持终端上的数据，以防止数据的重覆上

传，同样点击菜单按钮，选择扫描记录清除菜单项即可删除列表中所有的条码扫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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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条码扫描 Excel 文件 

在扫记内容页面里，左边的表格为用户上传的主信息，右边的表格为对应的明细扫描信

息。点击 按钮，可以将表格中的明细数据导出至 Excel 文档。 

 

 

 - 刷新，用户通过无线上传的条码扫描记录单据按时间倒序的方式显示于表格中。 

 - 新建，手工在电脑端创建条码扫描单据。 

 - 编辑，对表格中选中的条码扫描信息修改，删除 

 - 删除，对整张条码扫描信息的删除，注意，不是只删除明细记录中的一条记录，

而是整批条码扫描信息，对于单个删除操作用户可在编辑中处理。 

 - 导出，扫记内容页面中有两个此图标按钮，一个是对左边表格的数据导出至 Excel，

还有一个是对右边明细数据表格的数据导出。 

 

关闭系统 

电脑端 

电脑端上的后台管理软件关闭窗口不等于关闭系统，他只是最小化到了图标栏，以便系

统还可以接收 FS789 手持终端上无线回传的信息，真正关闭系统，还需要在图标栏的 图

标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退出菜单项。 

 

手持终端 

点击手机上的返回键，选择弹出的退出询问框中的确认按钮即可退出系统，退出系统不

会清除条码扫描数据，在下一次的打开应用时仍然技列出原扫描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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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FS320 变成无线条码扫描器 

FS320 不仅可以和手机连接，还可以和电脑连接，变成一台无线条码扫描器。 

如果电脑没有蓝牙，用户可以采购一个 USB 转蓝牙的适配器，即插即用，再通过条码

记扫器配置连接，可以监听 FS320 回传的条码字符，并在任意光标处插入。 

 

 

 

    打开《条码记扫器》的设置，先快速查找 FS320 的地址，然后设置软件启动自动按设置

的蓝牙条码 MAC 地址进行连接，保存，完成配置。 

 

推荐蓝牙适配器: 

 

 

 

 

 

 

 

 

 

 

 



Page 23 

订制开发 

《查采盘存Ⅲ》系统是一个提高准确率和效率的辅助工作，对于无线传单的功能可以

通过二次开发嵌入到用户使用的进销存管理系统中去，如用友、金蝶、管家婆、万象、美萍、

实创、速达及用户自编的进销存管理系统中去。 

我们有专门提供这种二次开发的研发团队，如果您有需求，可联系我们的代理商，我

们会第一时间和您联系，分析您的数据库结构，帮您完成嵌入式的开发工作。 

 

问&答 

◎FS789 手持终端不能开机 

可能是电池电量不足造成的，用户可以尝试外接电源给系统供电。 

 

◎操作没有声音 

可能是音量设置太低或被关闭，增大或打开声音即中。 

在查采盘存 V3的系统设置中查看声音提示设置。 

 

◎无法与计算机联机 

检查 USB连接线是否正常，可尝试安装 360 手机助手协助联机。 

Android系统设置中安全设置中需对未知来源选择打钩。 

开发人员选项中请确认打开 USB调试。 

 

◎手持终端无法充电 

检查充电器是否插入充电插孔，电池是否还有效。 

 

◎无法打电话 

请检查电话功能是否未打开，是否处于飞行模式。 

 

◎数据无法无线通讯 

《查采盘存Ⅲ》的采集和盘点数据需要上传时，无法通讯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可能： 

a. WIFI或 GPRS 没有启用，请尝试启用或拨号 

b. 设置中设定的服务器错误，无法连接到伺服器所安装的这台 PC 

c. 服务器端伺服器软件没有启用 

d. 防火墙中没有开放 5898或 33558的 TCPIP 端口 

e. 如果是 GPRS 方式连接，网络中有路由器，可能是路由器没有转发协议给这台安装有辅

助软件的电脑 

 

◎条码扫描失灵 

FS789 条码手持终端条码读取采用蓝牙传输方式，有时会出现断开的情况，用户只需要点击

菜单中的重新连接即可，多次未果的情况，用户可以关闭蓝牙，重新打开蓝牙再次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