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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说明 
下面我们介绍物流单据影像管理系统基于 windows XP 和 win7 操作系统的安装步骤。 

1.1安装前注意事项 

 为使系统达到最佳性能，客户端显示器分辨率不能低于 1024x768，内存要求在 1G 以上。 

 系统兼容所有带 Twain 驱动的扫描仪 

 安装前确保电脑已安装高速扫描仪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可以在扫描仪随机光盘中获取）。 

 建议使用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最好使用 administrator）登录 window 系统； 

 如果是 win7 家庭版本，必须以 administrator 用户登录； 

 如果是 win7 64 位版本，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启动程序。 

2、 安装【物流单据影像管理系统】 
1) 打开物流单据影像管理系统的安装文件夹，找到           ，双击开始安装；当看到下图提

示安装【.NET Framework2.0】组件安装界面，点击[接受]； 

说明：系统安装时，会先检测必备组件，如果是 windows xp 操作系统，系统会提
示用户安装，点击【接受】即可； 

注意：如果不提示安装.NET Framework2.0 组件，跳到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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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须组件安装完毕后。开始正式安装【物流单据影像管理系统】，当出现下图界面时，点击

[下一步]； 

 
 

3) 在下图所示的界面中，选择系统的安装目录（如果单据量比较大，请安装空间比较大的盘，

如 D:\），然后点击[下一步]; 

 
 



 

东莞市文软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电话：0769-88439809                                          6 

 

4) 点击[下一步]，确认安装； 

 
 

5) 开始安装系统，当出现下图界面时，点击[关闭]完成安装。否则跳过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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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物流单据影像管理系统】 

重要提示：单据图像文件大小<100KB 的扫描参数设置如下： 24 位彩色

【扫描类型】；200x200(300x300)【分辨率】；  

3.1 启动系统 

操作步骤：在 window 桌面中找到下图所示的快捷方式，双击运行； 

 
     系统主界面 

 

3.2 扫描新单据； 

操作步骤：点击【扫描新单据】，系统会弹出【扫描单据】的窗体，接着我们在该窗体中批量

扫描单据。【扫描单据】窗体界面以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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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新建单据包 

操作步骤：在弹出的【新建单据包】对话框的【单据包名】文本框中输入名称；如下图我们输

入 20130101。建议：为方便管理，单据包名称使用年月日时的命名规则。 

 
 

3.2.2 选择连机扫描仪 

操作步骤：点击【扫描面板】的【选择扫描仪】，在弹出的【选择来源】对话框中选择连机扫

描仪；如下图我们选择【Brother ADS-2100】高速扫描仪。注意：如果【选择来源】列表为空或找

不到连机扫描仪的型号，表示扫描仪驱动没安装或安装不正确。 

 
 

3.2.3 选择扫描仪类型 

操作步骤：点击【高速扫描仪】选项，直到显示已选择。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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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设置扫描仪参数 

扫描仪参数说明： 

 显示扫描仪对话框：打勾状态下，开始扫描时，系统会弹出扫描仪自带的参数设置面板，用                     

户在上面可以设置扫描参数和执行扫描。 

 自动识别条形码：打勾状态下，扫描单据时系统根据用户的选择自动识别单据中一维条形码或

二维码，并把识别结果填写在单号文本框中。 

           
3.2.5 设置扫描仪驱动参数 

指通过打开扫描仪自带驱动界面，然后对分辨率、扫描类型和文档尺寸进行设置。 

操作步骤： 

A. 在【显示扫描仪对话框】打勾状态下，点击【开始扫描】，这时候系统会弹出【TW-Brother 

ADS-2100 扫描仪设置 3.14】对话框。界面如下图： 

 
B. 单击【分辨率】下拉列表，选择 200X200DPI 或 300x300DPI； 

C. 单击【扫描类型】下拉列表，选择 24 位彩色或黑白（建议使用 24 彩色）； 

D. 单据【文档尺寸】下拉列表，选择合适的单据尺寸。（提示：如果当前高速扫描仪不支持自动

检测纸张大小功能时，需要用户自定义纸张尺寸,规格为：210mm X 125mm； 

3.2.6 开始批量扫描单据 

操作步骤：把整理后的单据放到扫描仪的进纸口中，然后单击【扫描】；当所有单据扫描完毕后，

单击【取消】返回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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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检查单据影像 

操作步骤：单击【单据列表】中的缩略图查看扫描结果和识别的单号；如果需要保存寄件人，寄件

人电话等信息，可通过手工录入方式补充；通过状态框查看单据总数。注意：单据列表中的单据编
号是临时生成的，并不是单据条码号；系统条码识别的结果会显示在图像下面的单号文本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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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校正未识别的单据 

操作步骤：单击工具栏【检查条码】，当系统存在未识别的单据时，会自动定位到该单据；我们只

需要在【单号】文本框中录入单号，然后继续单击工具栏【检查条码】，直到提示【所有单据条码

已录入，可以提交或导出！】时，即可完成校正操作。 

 
 

3.2.9 提交单据包，完成扫描 

操作步骤：单击工具栏【提交单据包】后，系统弹出【提醒】对话框，单击【是】，系统提交所有

单据图像，单号及寄件人等信息到数据库中，完成扫描操作。 

、 

 

3.3 查询单据； 

操作步骤：点击主界面【查询单据】，系统会弹出【查询单据】的窗体，接着我们在该窗体中

通过单号或寄件人、寄件人电话、寄件日期、收件人等其他关键字快速检索已提交的单据。【查询

单据】窗体界面以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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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条件查询 

操作步骤：输入要查询的关键字，如单号、寄件人、寄件人电话等，然后单击工具栏【执行查询】

按钮，系统会把查询结果显示在右边【查询结果】列表中；单击结果列表中的行，系统会显示该单

据的图像。 

查询技巧说明： 

 查询所有单据：不输入查询条件，直接查询。 

 模糊查询：如需要对寄件人进行模糊查询时，可在关键字前后加入【*】号，例如查询姓陈的寄

件人，可录入【陈*】。 

 多单号查询：可同时录入多个单号，单号之间需要用逗号隔开。例如：A001，A002，A003 

 

3.3.2 操作查询结果 

操作步骤：在【查询结果】列表中选择要操作的单据，然后单击工具栏中相应该的功能按钮。 

功能按钮说明： 

 浏览单据：点击查询结果列表中的单据记录，系统会在下方显示单据的影像。 

 导出单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选择需要导出的单据记录，然后单击工具栏【导出】按钮。 

 删除选择的单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选择需要删除的单据记录，然后单击工具栏【删除选择的

单据】按钮。 

 删除列表中的所有单据：单击工具栏【删除所有单据】按钮。 

 将查询结果导出并成生 Excel 文件：单击工具栏【导出结果】按钮。 

 

 

※  感谢使用文软科技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