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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Label 
标准系列版本

China Office 中国

NiceLabel China
Garden Business Center, 
Julu Rd. 889, Building 23, Office 8311
Shanghai 200040 
PR China

电话：+ 21- 6249 0371 
传真：+ 21- 6249 0372

电子邮件：sales@nicelabel.cn 
网站：www.nicelabel.cn

为条码和RFID智能标签

设计、打印和初级集成

专门设计NiceLabel产

品 系列版本

NiceLabel

标准系列版本
标签设计概述 NiceLabel版本: 简化版 专业版 套装版

具有先进多语向导的用户界面    

必要的多语(Unicode)标签设计工具  
高级标签设计素材和工具(如文本框、多信息文本格式、可变标签尺寸、标签检查器等)   
支持所有的标准图形文件和素材(JPG, WMF, BMP等)  
美工图库和字体，包括工业常用的符号   
真正的打印预览，节省时间、标签和金钱    
NiceMemMaster - 热敏打印机的字体和图形下载模块    

标签设计 - 条码和RFID支持  推荐版本         
各种行业标准一维、2-D、EAN.UCC 128和RSS(线性和复合)条码类型  
支持所有最新的2-D图形，包括PDF 417, 数据矩阵, MaxiCode, InfoGlyph 等  有限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AIDC)标准的高级支持，如ASC (FACT), HIBC,传输语法和条码合规验算   
RFID 智能标签支持(含EPC Gen2)   

标签设计 – 数据库和数据处理 推荐版本          
带数据验证的提示字段  有限 
具有用户可控，回滚和增量控制的串行化  有限 
可选择格式的日期和时间字段  
高级数据处理的链接字段和Visual Basic脚本   
带数据库源的链接标签字段    有限 
从文本文件(ASCII, CSV)和Excel文件输入数据  
任何数据库的多路连接、内置查询生成器和自定义SQL脚本   
广泛的记录选择和过滤  有限 
NiceData – 数据库管理模块   

标签打印 推荐版本       
输出到本地连接或网络连接的所有办公和标签打印机  
独立打印支持  有限 
NicePrintQueue - –打印作业管理器模块   
NicePrint – 数据录入打印模块     
NiceForm – 台式机和移动用户标签打印的前端软件设计器     
袖珍型 NiceLabel - 移动设备的标签打印软件     

集成和连接 推荐版本          
内部命令语言(工作文件，命令行选项，DDE)   
API 编程界面 (ActiveX, .NET)   
标签格式输出(SAP R/3 ITF 文件，自定义等)    
中间件集成模块(网络打印;非Windows系统及其它应用程序,如WMS, inventory等.) - NiceWatch    
NiceWatch –  支持带数据筛选的删除文件功能    
NiceWatch –  串行(COM)端口连接     
NiceWatch –  因特网和分布式打印(POP3 和 TCP/IP 套接字接口)    

系统管理 推荐版本          
用户登录保护，标签锁定和版本历史    
已打印标签的自定义日志文件和支持重印功能   

其它标准系列版本    
专业打印版   
网络版(多用户许可，适用于Citrix和终端服务器环境)    



编程集成
通过 Active X API 来集成打印引擎.

非编程集成
通过文本或XML文件，串行端口，TCP/IP 
接口或 email 来管理标签打印。

直接或独立打印
可从目标应用程序或装置直接打印预设  
的标签格式。

 第三方移动设备  
应用程序

硬件装置 
  (条码阅读器、电 

子磅)

ERP和WMS系统 
(Oracle, SAP,    
Navision 及其它)

Label  
打印机

袖珍型  

Nice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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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应用  
程序

袖珍型 
NiceLabel

完全支持Unicode，真正的多语标签设计 
在几分钟之内，完成任何行业特定标准标签的设计和打印 

数分钟内完成标签设计

使用便捷
通过简单的几个步骤，即可完成任何标签设计。工作环境 
具有直观的图形用户界面(GUI); 
基于向导支持的预设标签，生动的美工图库，广泛的 
在线帮助。 
任何对象，任何图形，任何标准
NiceLabel 面面俱到，可将文本、条码、二维代码、 
带图片和行业图形的图形字段、带日期和计数器的 
变量字段、RFID智能标记等结合起来进行标签设计。 
NiceLabel   使用的所有图形遵循最新的行业和产品 
可追溯性标准。

多语标签设计
不需再为在同一标签上使用多种语言设计而发愁。
NiceLabel 可提供真正的多语 
标签设计，完全支持Unicode，可使用任何语言组合来设计标签。

有关标准系列产品 
的更多信息，请参 
考其它产品传单：

NiceLabel简化版 - 
基本的标签设计器

NiceLabel专业版 
 为专业条码和RFID 
标签专门研发的高级 
标签设计器

NiceLabel套装版 
满足标签设计、集成 
和专业打印要求的功 
能齐全、模块化的标 
签解决方案

袖珍型NiceLabel 
为Windows CE移动 
设备研发的标签打印 
软件

RFID 标签设计
设计RFID 智能标签就跟传统标签设计一样简便。
NiceLabel 专业版具有 
超凡的灵活性，可选择哪些数据用于标签或RF标记上， 
或者两者都应用！

无限的数据库连接
用户友好的数据库向导，

内置查询生成器和自定义SQL脚本可帮助您从  

任何数据库中检索数据。 

NiceData 模块允许您在 NiceLabel 中创建和管理数据库。

优化的标签设计是可靠、快速、高效标签打印的基础。 
标签的核心功能体现在对象、变量、函数、数据连接等方面的性能。
NiceLabel使您在几分钟之内便能设计出任何标签，帮助您提高效率和降低标签打印成本。

无错误标签打印

跟踪您的打印作业历史，重印记录中的
任何作业。 
NiceLabel 可查看完整的打印作业记录，标签使用
的数据和已打印的标签数量。所有的数据都被保存起
来，因此，您可以很方便地重印以前的打印作业。  

管理您的打印机
可实时查看您正在使用的所有网络打印机的状态。 
此外，您可以通过简单的拖放操作，在打印机之间移动 
打印作业，并可在其它联网的网络打印机上打印标签。

您是否在寻找可靠而使用便捷的标签打印工具？请使用NiceLabel来管理标签制作。  
NiceLabel是在台式机、网络和移动用户打印机上进行便捷标签打印的明智选择。

标签制作的无缝集成

选择集成方式
NiceLabel可提供不同的集成方法，在您的现有应用
程序中管理标签打印:
  编程集成: 更改现有应用程序的编程结构。 
  非编程集成: 在现有应用程序中添加打印功能
以NiceWatch为集成中间件服务器。

将条码和RFID智能标签打印融合到仓库管理系统(WMS)、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医院信息  
系统(HIS)或其它信息业务系统中，使用简便，易于维护，成本经济。

NiceLabel 基本产品
NiceDrivers - 可靠的性能
NiceDrivers 是最优化的 Windows 驱动程序，可用于专业热敏

标签打印机进行高质量、高速度打印。NiceDrivers可用于32位

和64位 Windows 操作系统，支持以下打印机：

Argox 
Avery 
Blazepoint 
Brady 
CAB 
Carl Valentin 
Century 
Citizen 
Cognitive 
Compuprint 
Comtec 
Datamax 
Eltron 
EPC 
Etimark 
Extech 
Facit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克罗地亚语、丹麦语、荷兰语、英语、芬兰语、法语、德语、  
希腊语、希伯来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立陶宛语、挪威语、波兰 
语、俄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泰国语、土耳其语、 
乌克兰语。

NiceLabel 标准系列产品范围可提供以下语言：

NiceLabel  
标准系列

General Code 
Genicom 
GOD BM 
Godex 
IBM 
ILS 
Imaje 
Intermec 
Italora
ITD 
Lapis 
Markem 
Markpoint 
Meto
Microcom 
Monarch 
Novexx 

O’Neil
Open Date
Paxar 
Printronix  
MPH 
QLS 
Ring 
Sartorius 
SATO
Toshiba TEC 
Tharo 
TSC 
UBI 
Unimark 
Zebra  

移动无线标签打印
NiceLabel为Windows CE和袖珍型PC移动设备推出了袖珍型

NiceLabel，这是一款真正独一无二的移动无线标签打印解

决方案。  
创建您的打印程序
简捷的数据录入界面，只需花几分钟时间，即可使用NiceForm

创建自定义标签程序。NicePrint 是一款打印模块，具有简捷的 

用户界面，但没有NiceForm的自定义功能。 

打印标签时，NiceForm和NicePrint能减少数据录入出错和数据

受损发生的频率。

NiceLabel 企业系列

  直接和独立打印: 将标签文件输出到第三方应用
程序、打印机、Windows移动设备和SAP R/3系统。

集成的标签打印操作可自动运行，您几乎觉察不到  
在您的当前IT系统中正在后台运行标签打印程序。

NiceLabel 开发商系列

为中央打印系统管理和集成高容量打印专门研发的NiceLabel产品系列
  NiceLabel 打印中心 - 以客户为本的标签打印和中央系统管理企业
  解决方案。 
  NiceWatch 企业版 - 多线程高容量标签打印中央集成企业解决方案。

为软件发布商和系统集成商专门研发的NiceLabel产品系列。
  NiceLabel SDK(软件开发工具包) - 为Windows软件开发商专门研发
   的标签打印解决方案。
  NiceLabel Web SDK(网络软件开发工具包) - 为网络软件开发商专门
 研发，基于网络服务器的标签打印解决方案。

请访问 www.nicelabel.cn 
 了解有关NiceDrivers的最新信息 

 和支持语言.

其它NiceLabel系列产品

推荐产品:

NiceLabel 套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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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Label 套装版

NicePrintQueue - 打印作业管理器模块 NiceForm - 台式机、网络和移动用户标签打印的前端软件设计器 

分布式打印分布式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