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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稳步发展。普通高等学

校数量得到增加，招生人数大幅提高，高校实验室建设和仪器设备水平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教育

质量和办学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 

为适应新形式下高等学校实验室统计工作的要求，同时也为了更方便、准确

地了解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仪器设备、实验队伍和实验教学等方面的状况，

教育部委托北京化工大学成立研制组并组织相关专家，对高等学校实验室及仪器

设备上报指标体系（信息集）进行了科学修订。在修订过程中，研制组根据高校

教学科研发展变化的需要，在不断继承对原有实验室上报指标体系成功经验的基

础上，分析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对上报字段进行了增舍、归类、整理，使之

更加科学、规范、简捷、实用、高效、全面。真实地反映高校实验室的基本情况。 

在上报指标体系修订的基础上，研制组开发了“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上

报系统”。为了使上报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自行编制了“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

计检测系统”，并在原北京化工大学仪器设备、实验人员及项目管理软件的基础

上增加了实验室基本情况、实验室经费使用情况和 新资产核查等管理内容，进

行了重新设计和重新编程，系统强大的数据处理、查询、报表图形统计分析等功

能使之更加适应高等学校实验室管理要求。现免费提供给各兄弟院校使用，更大

限度的满足实验室统计工作的要求。 

本书是为配合“高等学校实验室综合信息系统管理软件”而编写的使用说明。 

本说明书含 5部分：1、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客户端；2、高校仪器设

备管理系统 WEB 版；3、资产清查系统；4、高校实验项目人员管理系统单机客户

端；5、高校实验项目人员管理系统 WEB 版。 

在软件改编过程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错误和不完善的地方在所难免，

敬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 

                  咨询电话：010-64433871 64439008,64414504(FAX) 

                  Email:sbk@mail.buct.edu.cn lmf@mail.buct.edu.cn     

                                                 2007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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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概述 

  第一节 数据准备 

本系统主要用于各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等事业单位仪器设备的日常管理。本系统使

用的数据项不仅能完成本单位仪器设备管理工作的需要，而且还能满足国家教育部新指标体

系的上报数据要求。具体上报给教育部数据工作，另附有上报检测程序和上报网站

（www.stats.moe.edu.cn），用户可调用该程序从本系统的数据中经过筛选形成上报数据。

下面详述本系统中各种不同数据的准备。 

 

1、仪器设备主机库数据项（S_ZJ.DBF） 
范围：本单位所有在用、多余、待修、待报废、调入、转入等仪器设备数据信息。字段要求： 

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领用单位号 字符型 10 0 

二位一级，共 6 级（含学校本级），表示目前仪器设

备的所在单位的编号。其编写规则与“单位库数据项”

中的“单位编号”一致 

本项目在系统中作为辅关键字项目，不能为空。 
本项目向教育部传送。  

仪器编号 字符型 8 0 

可自由编制，常用有四种方法,选择其中一种即可: 

第一种:前二位购置年，中间五位当前购置流水号，

后一位自定义（用字母 S 或数字表示）;  

第二种:前二位购置年，中间四位当前购置流水号，

后二位自定义（用字母 S 或数字表示）;  

第三种:前四位购置年，后四位当前购置流水号; 

第四种:前二位购置年，后六位当前购置流水号。 

本项目是本系统中的主关键字，即本项目的值必须唯

一，不能空且不能有重复编号出现，本编号可以唯一确

定某一台仪器设备，该编号一直跟随某台仪器设备，不

因该仪器设备的调转、报废而更改。向教育部传送。 

分类号 字符型 8 0 

为本系统内的关键字，不能为空。 本项目的值按

2000 年 5 月国家教育部高教司统一颁发的“高等学校固

定资产分类编码手册”的规定填写时，不能自行增加新

的分类号，若目录中没有，则二级以下的可填“００”。

本项目在系统中作为辅关键字项目，不能为空。 

本项目向教育部传送。 

仪器名称 字符型 40 0 

表示该台仪器设备的汉字名称，在分类目录中与分类

号相对应，但该名称可以不与高等学校固定资产分类目

录的名称一致，超过长度个汉字的可缩写，不能为空。 

本项目向教育部传送（自动截取 30 位）。 

型号 字符型 30 0 

按仪器设备标牌或说明书标示填写，型号不清的仪器设

备，经学校管理部门核实后，填“*”，超出字段长度应

截取主要部分填写。本项目向教育部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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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规格 字符型 50 0 

指仪器设备的规格和主要技术指标。规格不清的仪器设

备，经学校管理部门核实后，填“*”，超出字段长度应

截取主要部分填写。本项目向教育部传送。 

单价 

 
数值型 12 2 

指仪器设备包括附件在内的总价格。表示该台设备

（包括所属附件）的总金额（人民币价格）。本项目为系

统内的辅关键字，不能为空。本项目向教育部传送。 

 

仪器来源 

 

字符型 1 0 

按代码填写：1．购置；2．捐赠：指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学校捐赠的仪器设备；3．自制：

主要部分是自行设计、加工、制造的仪器设备；4．校外

调入：除前三项外的其他来源。 

国别 字符型 10 0 指仪器设备具体的生产国家名。 

国别码 字符型 3 0 

指仪器设备的生产国家代码，以产品标牌标示的产地

为准，按《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GB/T 2659-2000）

填写，国别码不清的填“000”。不能为空。本项目向教

育部传送。 

厂家 字符型 40 0 

精密仪器的“厂家”向教育部传送，国产设备的厂家

填汉字，其他可填英文名称或译名。没有的填“无”，不

向教育部传送。 

出厂号 字符型 20 0 可填任意字符。不向教育部传送。  

出厂日期 字符型 7 0 

前４位表示年，后２位表示月，中间以“.”分开。

如：１９８５.０２表示１９８５年２月。  
本项目不向教育部传送，月份不清的填“００”。不

能为空。 

购置日期 字符型 7 0 

指仪器设备到校验收日期。前４位表示年，后２位表

示月，中间以“.”分开。前四位年，后二位月，中间以

“.”隔开。本项目作为本系统内的辅关键字，不能为空，

月份不清的填“００”。本项目向教育部传送。 

附件数量 数值型 3 0 表示该台仪器设备所带附件的总件数。 

附件总价 数值型 12 2 
某仪器设备全部附件为人民币原值，以元为单位。且

若附件数不为零，则附件金额不允许为零。 

现状 字符型 1 0 

共有１３种取值：  
1:在用  2:多余  3:待修  4:待报废  5:丢失  6:报废

7:调出 8:降档 9:其它 A:调入 B:转入 C:转出  D:退库 
其中:  
    降档：是指经学校批准办理财务手续允许降档次使

用的精密贵重仪器设备。  
    其它：是指现状不详的仪器设备。  
    具体一台设备只有一种取值。经上报程序转换则符

合教育部要求，且本项目作为本系统内的统计系统内的

统计项目，不能为空。 

管理级别 字符型 1 0 

    按定义管理级别，单价区间由用户自定义。 

    本项目不向教育部传送。 

    本项目作为本系统内的统计项目，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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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领用人 字符型 10 0 仪器设备校内调动后，新使用单位办理领用手续的人名。

经费科目 字符型 1 0 

    是指购置（或报帐时）某仪器设备使用经费的大项

来源。共１０种取值：  

1:教学 2:科研 3:基建 4:自筹经费   5:世界银行贷

款 6:捐增 9:其它 A:研究生 B:贷款配套费 C:行政事业费

D:211 经费 

    本项目作为本系统内的统计项目，不能为空。 

使用方向 字符型 1 0 

    指某台仪器设备的使用性质。共有８种取值： 
1:教学 2:科研 3:行政 4:生活与后勤 5:生产 6:技术开

发 7:社会服务 9:其它  
    其中：科研是指主要用科学研究方面的仪器设备，

一台仪器设备教学与科研使用机时各占一半时，可填入

该项内。 

    本项目向教育部传送。 

    本项目作为本系统内的统计项目，不能为空。 

经手人 字符型 10 0 指校内首次办理使用手续的人名。 

变动日期 日期型 8 0 
本项目表示该台仪器设备调入（从外单位调入）或转入

（从本单位其他实验室转入）的日期。 

使用单位号 字符型 10 0 

指院、系、所、实验室、行政及其他有财产管理权的基

层单位编号，即 开始领用该仪器设备物单位编号。其

编号缩写规则与“领用单位号”相同。 

本项目不向教育部传送。 

设备照片 通用型 4 0 是指本仪器设备外观照片。 

国标分类号 字符型 6 0 
按财政部颁发的“资产分类代码”填写，系统自动填写

或可手工修改。 

资产类别 字符型 2 0 按仪器设备的大类分。 

入库时间 日期型 8 0 

    在系统正常运行（维护帐）阶段，该仪器设备是属

于哪一期帐中的设备。 由计算机按以下原则自动生成：

    系统生成阶段时，根据仪器设备购置日期自动生成。

正常运行阶段时，如当前系统日期属于本期时间内，则

将当前系统日期自动写入，如当前系统日期不属于本期

时间内，则将本期时间的 大时间自动写入。 

科研号 字符型 20 0 
本项目不向教育部传送。存放经费科目为“科研”的设

备的科研项目编号，也可以由用户自定义。 

设备号 字符型 20 0 

可存入任意字符。不向教育部传送。本项目存入各

用户单位原有的唯一号，编制方法任意，必须是唯一号。

该项目在作系统移植的过程中作为主关键字项目，

不能重复，称为老编号。待新编号（仪器编号）项目由

系统中程序自动生成后，新编号才作为主关键字。在系

统移植成功后，老编号的历史使命告结束，可不再编制。

    也可以由用户自定义。 

单据号 字符型 20 0 
可存入任意字符，不向教育部传送。指采购凭证单据号

或进口产品定货合同号。也可以由用户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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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记帐人 字符型 10 0 输入仪器设备信息的人名。 

字符字段 1 字符型 40 0 自定义字符型字段，可填任意字符。 

字符字段 2 字符型 40 0 自定义字符型字段，可填任意字符。 

字符字段 3 字符型 40 0 自定义字符型字段，可填任意字符。 

数字字段 1 数值型 12 2 自定义数字型字段，可填任意数字。 

数字字段 2 数值型 12 2 自定义数字型字段，可填任意数字。 

审核 逻辑型 1 0 在网络环境下，由仪器设备主管部门认可的标志字段。 

序号 
日期时

间型 
8 0 

指仪器设备录入计算机时间，表年、月、日、时间。  

标志 字符型 1  

Vf 版与 WEB 版数据互传标志。有五种取值： 

1.上传数据  2.网上输入数据  3.网上修改数据 

4.正在下载数据  5.网上不准修改数据 

清查方式 字符型 1  

是指用手持条码扫描终端清查设备时，采用以下哪种方

式进行的。共１3 种取值： 

0.未查 1.扫描 2.手工 3.异常 4.建议报废 5.单

位不符 6. 多余（或闲置）7.丢失 8.借出 9.调出 A.重

复入帐 B.报废留用 C.已经报废 D.其它 

清查日期 日期型 8  是指何时用手持条码扫描终端清查设备的。 

清查异常 字符型 20  清查设备时出现的异常现象。 

校区 字符型 1  指仪器设备所在校区（填写校区编号） 

领用单位名 字符型 50  指仪器设备所在单位名称（与单位库单位名称一致） 

备注 字符型 200  自定义字段，可填任意字符，该仪器设备的备注信息。 

财务审核 逻辑型 1  该台仪器设备是否通过财务部门审核.T.通过，F.没通过

财审核时间 日期型 8  
该台仪器设备通过财务部门审核的时间，没审核默认为

1900 年 

财务审核人 字符型 10  该台仪器设备通过财务部门审核人的名字 

 

 

 

2、 附件库数据项（S_FJ.DBF） 
范围：全校所有在用、多余、待修、待报废、调入、转入等附件信息。 
字段要求：（除特殊说明，缺省见 S_ZJ.DBF 相关数据项目一致） 

 

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领用单位号 字符型 10 0  

附件编号 字符型 11 0 
    前八位为仪器编号（主机校内唯一号），后三位为附件

序号）。 

分类号 字符型 8 0  

附件名称 字符型 30 0     汉字或用汉字缩写。 

附型号规格 字符型 30 0  

附件单价 数值型 12 2  

国别 字符型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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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国别码 字符型 3 0  

厂家 字符型 30 0  

出厂号 字符型 20 0  

出厂日期 字符型 7 0  

购置日期 字符型 7 0  

现状 字符型 1 0  

领用人 字符型 10 0  

单据号 字符型 20 0  

科研号 字符型 20 0  

设备号 字符型 20 0  

记帐人 字符型 10 0  

经手人 字符型 10 0  

经费科目 字符型 1 0  

使用方向 字符型 1 0  

附件进口价 数值型 12 2  

国标分类号 字符型 6 0  

资产类别 字符型 2 0  

设备照片 通用型 4 0  

入库时间 日期型 8 0  

使用单位号 字符型 10 0  

字符字段 1 字符型 40 0  

字符字段 2 字符型 40 0  

字符字段 3 字符型 40 0  

数字字段 1 数值型 12 2  

数字字段 2 数值型 12 2  

序号 
日期时

间型 
8 0 

 

 
 
3、单位库数据项（S_DW.DBF） 

范围：全校所有单位，包括教学、科研、后勤、行政、生产等单位。 
规则：单位编号共 10 位，分 6 级管理，二位为一级，需强调的是：在本系统中，每一

台仪器设备的单位编号都要落实在 低一级编号上。与“领用单位号”字段编写规则一致。 
字段要求： 

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单位编号 字符型 10 0     二位一级，共 6 级，具体编写请看以下备注。 

单位名称 字符型 30 0     指校内单位名称，用汉字表示。 

单位简称 字符型 8 0     指校内单位简称。用汉字表示。 

单位简码 字符型 10 0     用拼音字母表示。 

建立年份 字符型 4 0      

单位性质 字符型 1 
0     指单位所属性质，有 7 种取值：1.教学 2.科研 3.行政

4.后勤 5.生产 6.公司 7.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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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使用方向值 字符型 1 

0     指单位的仪器设备常用使用方向，有 8 种取值：1.教

学2.科研3.行政4.生活5.生产6.技术开发7.社会服务9.

其它  

经费科目值 字符型 1 

0     指单位的仪器设备常用经费来源，有 8 种取值：1:教

学 2:科研 3:基建 4:自筹经费 5:世界银行贷款 6:捐增 9:

其它 A:研究生 B:贷款配套费 C:行政事业费 D:211 经费 

单位标志 字符型 1 0 指单位的标志位，‘*’表示属于 低一级单位。 

标志 字符型 1 

 Vf 版与 WEB 版数据互传标志。有五种取值： 

1.上传数据  2.网上输入数据  3.网上修改数据 

4.正在下载数据  5.网上不准修改数据 

备注： 

  单位编号： 10 位，字符型。二位一级，共 6 级。如：０１０２０１，表示该校第一个

院中的第二个系中的第一个实验室。 

  本系统规定了单位编号的编制原则，原则如下：  

                    00                    北方大学 

                    01                    化工学院  

                    0101                  化学工艺系 

                    010101                化工原理实验室 

                    010102                化工工艺实验室 

                    02                    材料学院                    

                    0202                  色谱实验室                           

* 

* 

10                     计算中心                    

                    11                     测试中心                      

                    22                     财务处 

                    2201                   财务处办公室 

                    2202                   会计科 

                    20                     总务处 

                    2001                   办公室 

                    2002                   服务中心 

                    200201                 餐饮组 

                    200202                 服务组 

 

4、 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库数据项（S_RYK.DBF） 
范围：本单位管理仪器设备人名。 
字段要求： 
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序号 数值型 4 0 指排序关键字。 

单位编号 字符型 10 0      

单位名称 字符型 50 0  

人员名 字符型 8 0 指仪器设备管理人名。 

人员简码 字符型 10 0 指仪器设备管理人简码，用拼音字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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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仪器设备变动库数据项（S_BDK.DBF） 

范围：存放系统正常运行后，在日常管理过程中，被报废、调出、丢失、退库、修改等

变动仪器设备数据信息。 
字段要求：（缺省见 S_ZJ.DBF 字段要求） 

 

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领用单位号 字符型 10 0  

仪器编号 字符型 8 0  

分类号 字符型 8 0  

仪器名称 字符型 40 0  

型号 字符型 30 0  

规格 字符型 50 0  

单价 数值型 12 2  

国别 字符型 10 0  

国别码 字符型 3 0  

厂家 字符型 30 0  

出厂号 字符型 20 0  

出厂日期 字符型 7 0  

购置日期 字符型 7 0  

附件数量 数值型 3 0  

附件总价 数值型 12 2  

现状 字符型 1 0  

管理级别 字符型 1 0  

领用人 字符型 10 0  

经费科目 字符型 1   

使用方向 字符型 1 0  

资产类别 字符型 2 0  

国标分类号 字符型 6 0  

经手人 字符型 10 0  

记帐人 字符型 10 0      

变动日期 日期型 8 0     指仪器设备变动日期，用年、月、日表示。 

转入单位 字符型 10 0     指仪器设备在校内单位转入出时，转入单位编号。 

变动单价 数值型 12 2     指仪器设备金额变动值。 

标志 字符型 1 0      

去向 字符型 40 0     指仪器设备变动时的补充说明。 

附件编号 字符型 11 0  

附件名称 字符型 20 0  

附型号规格 字符型 30 0  

附件单价 数值型 12 2  

附件进口价 数值型 12 2  

进口单价 数值型 12 2  

设备照片 通用型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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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入库时间 日期型 8 0  

使用单位号 字符型 10 0  

科研号 字符型 20 0  

单据号 字符型 20 0  

设备号 字符型 20 0  

字符字段 1 字符型 40 0  

字符字段 2 字符型 40 0  

字符字段 3 字符型 40 0  

数字字段 1 数值型 12 2  

数字字段 2 数值型 12 2  

序号 日期时间

型 

8 0  

审核 逻辑型 1 0  

修改人 字符型 10 0     指修改仪器设备人名。 

 

6、 贵重仪器设备年使用情况库数据项（S_SY.DBF） 
    范围：系统默认为单价在人民币四十万元以上（含四十万元），且分类号 03 类的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该库数据是按学年存入每台贵重仪器设备年使用情况，并每年作为贵重仪器

设备年使用情况数据上报教育部。 
字段要求： 
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学年 字符型 9 0  

使用单位号 字符型 10 0  

领用单位号 字符型 10 0  

仪器编号 字符型 8 0  

分类号 字符型 8 0  

仪器名称 字符型 30 0  

型号 字符型 20 0  

单价 数值型 12 2  

进口单价 数值型 10 2  

出厂日期 字符型 7 0  

国别码 字符型 3 0  

经费科目 字符型 1 0  

购置日期 字符型 7 0  

现状 字符型 1 0  

使用方向 字符型 1 0  

厂家 字符型 30 0  

规格 字符型 200 0  

使 用 机 时

（教学） 
数值型 4 0 

用于教学工作的使用机时。 

使 用 机 时

（科研） 
数值型 4 0 

用于科研工作的使用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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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使 用 机 时

（ 社 会 服

务） 

 

数值型 4 0 

用于社会服务工作的使用机时。 

使 用 机 时

（其中开放

使用机时） 

 

数值型 4 0 

仪器对用户开放使用（用户自行上机测试、观察样品）的

机时数。 

测样数 数值型 6 0 

指本学年度在本仪器设备上测试、分析的样品数量，按照

原始使用记录统计填报。 

 

培训人员数

（学生） 
数值型 4 0 

指本学年度在本仪器上培训的能够独立操作的学生数，不

包括各种形式的参观人数。 

培训人员数

（教师） 
数值型 4 0 

指本学年度在本仪器上培训的能够独立操作的教师数，不

包括各种形式的参观人数。 

培训人员数

（其他） 
数值型 4 0 

指本学年度在本仪器上培训的能够独立操作的其他人员

数，不包括各种形式的参观人数。 

教学实验项

目数 
数值型 3 0 

本学年利用本仪器设备开设的列入教学计划的实验项目

数。 

科研项目数 数值型 3 0 
本学年利用本仪器设备完成的各种科研项目或合作项目

数。 
社会服务项

目数 
数值型 3 0 

本学年利用本仪器设备完成的为校外承担的社会服务项目

数。 

获 奖 情 况

（国家级） 
数值型 2 0 

利用本仪器设备在本学年获得的国家级奖励情况。 

 

获 奖 情 况

（省部级） 
数值型 3 0 

利用本仪器设备在本学年获得的省部级奖励情况。 

 

发 明 专 利

（教师） 
数值型 2 0 

利用本仪器设备在本学年获得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数，不含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发 明 专 利

（学生） 
数值型 2 0 

利用本仪器设备在本学年获得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数，不含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论 文 情 况

（ 三 大 检

索） 

数值型 3 0 

利用本仪器设备在本学年发表论文情况。三大检索指：SCI、

EI 、ISTP。 

论 文 情 况

（ 核 心 刊

物） 

数值型 3 0 

利用本仪器设备在本学年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维护人员数 数值型 2 0 指维护本仪器的人员数。 

仪器负责人 字符型 8 0 
指本仪器设备或机组的负责人姓名，没有负责人的填“无”。

 

创收金额 数值型 12 2 本学年该仪器创收总额。 

年维修费 数值型 12 2 本学年该仪器维修总费用。 

设备照片 通用性 10 0 是指本仪器设备外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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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仪器评价分 数值型 4 0 
按教育部贵重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评价表计算方法所得出的

总分。 

标志 字符型 1  

Vf 版与 WEB 版数据互传标志。有五种取值： 

1.上传数据  2.网上输入数据  3.网上修改数据 

4.正在下载数据  5.网上不准修改数据 

 

7、 贵重仪器设备共享信息库数据项(internet.dbf) 
    范围：系统默认单价在人民币四十万元以上（含四十万元），且分类号 03 类的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的共享信息。供各高校网上查询。 
字段要求： 
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学校代码 字符型 5 0 按国家教育部规定的高等学校５位数字码填报 

仪器名称 字符型 20 0 产品标牌上的汉字名称，进口产品用英汉名称。 

仪器编号 字符型 8 0 校内唯一号，用阿位伯数字表示。 

分类号 字符型 8 0 

为本系统内的关键字，不能为空。 本项目的值按 2000

年 5 月国家教育部高教司统一颁发的“高等学校固定资产

分类编码手册”的规定填写时，不能自行增加新的分类号，

若目录中没有，则二级以下的可填“００”。本项目在系统

中作为辅关键字项目，不能为空。向教育部传送。 

型号 字符型 20 0 是描述仪器设备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型号应规范填写。 

精密规格 字符型 50 0 
按国际惯例，国家科委主管的２３种仪器设备按国家科委

的规定填写。 

技术指标 字符型 200 0 是指本仪器设备在功能上所能达到各项主要技术指标。 

功能及特色 字符型 200 0 
是指购置时本仪器设备的硬件及软件功能及新开发的功

能。并说明本仪器功能上具有的特色。 

附件编号 字符型 11 0 前８位为设备编号（主机校内唯一号），后３位为附件序号。

附件数量 数值型 3 0 本仪器设备附件的总数量。 

附件名称 字符型 10 0 汉字或用汉字缩写表示，占１０个字节。 

附型号规格 字符型 20 0 型号是附件的型式代号，规格表示附件的内容。 

国别码 字符型 3 0 
是指仪器设备具体的生产国家，采用国标２５６９－８６

填写。 

厂家 字符型 20 0 
国内厂家用汉字表示，其他国家的厂家用英文名或英文译

名填写。 

出厂日期 字符型 7 0 前四个字节表示年，后二个字节表示月，中间“.” 

单价 数值型 10 2 

指仪器设备包括附件在内购置时的人民币总价格（原值），

以元为单位，取二位小数，进口仪器设备按当时汇率折算

人民币价格。 

进口单价 数值型 10 2 进口仪器设备一律以美元为单位计算进口单价。 

应用成果 字符型 250 0 指在本仪器设备上所完成的科研成果。 

知名用户 字符型 250 0 指使用本仪器的知名教授、中科院及工程院院士等名人 

可供机时表 备注型 4 0 
指本仪器设备在本学期中可提供外单位学者使用的日期，

包括月、日、星期几、上、下午及小时等具体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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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收费参考 字符型 100 0 按国家物价局标准结合本校的情况所制定的收费标准。 

仪器地点 字符型 20 0 是指仪器设备安装在所在实验室名称，用汉字表示。 

仪器负责人 字符型 8 0 指负责本仪器的负责人 

联系地址 字符型 40 0 是指本仪器设备所在单位的地址。 

邮政编码 字符型 6 0 是指本校所在地邮电局所规定的邮政编号。 

联系电话 字符型 20 0 是指本仪器设备所在单位的电话号。 

联系传真 字符型 24 0 是指本仪器设备所在单位传真机号号。 

邮件地址 字符型 30 0 是指本单位在信息网络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 

设备照片 通用型 4 0 是指本仪器设备外观照片。 

标志 字符型 1  

Vf 版与 WEB 版数据互传标志。有五种取值： 

1.上传数据  2.网上输入数据  3.网上修改数据 

4.正在下载数据  5.网上不准修改数据 

 
8、 贵重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评价表库数据项(s_pjb.dbf) 
    范围：单价在人民币四十万元以上（含四十万元），且分类号 03 类的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的年度效益评价信息。 
字段要求： 
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学年 字符型 9 0  

使用单位号 字符型 10 0  

领用单位号 字符型 10 0  

仪器编号 字符型 8 0  

分类号 字符型 8 0  

仪器名称 字符型 40 0  

型号 字符型 20 0  

单价 数值型 12 2  

进口单价 数值型 10 2  

出厂日期 字符型 7 0  

国别码 字符型 3 0  

经费科目 字符型 1 0  

购置日期 字符型 7 0  

现状 字符型 1 0  

使用方向 字符型 1 0  

厂家 字符型 30 0  

规格 字符型 50 0  

有效机时 数值型 8 1  

定额机时 数值型 8 1  

机时加权分 数值型 6 1 机时利用加权分 

独立操作人 数值型 5 0 获得独立操作资格人员数 

测试人员数 数值型 5 0 在指导下能独立完成部分测试的人员数 

实验人员数 数值型 5 0 进行教学演示实验人员数 

人才加权分 数值型 6 1 人才培养加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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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 说明 

国家奖数 数值型 4 0 科研成果中，获国家奖数 

省部委奖数 数值型 4 0 科研成果中，获省部委奖数 

校级奖数 数值型 4 0 科研成果中，获校级奖数 

核心刊物数 数值型 4 0 科研成果中，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数 

科研加权分 数值型 6 1 科研成果加权分 

校外收入 数值型 12 2 服务收入中，校外服务收入 

校内收入 数值型 12 2 服务收入中，校内服务收入 

服务加权分 数值型 6 1 服务收入加权分 

原有功能数 数值型 4 0 原有功能数 

使用功能数 数值型 4 0 原有功能利用数 

新开发功能 数值型 4 0 本年新增功能数 

功能加权分 数值型 6 1 功能利用与功能开发加权分 

仪器负责人 字符型 8 0 指负责本仪器的负责人 

仪器评价分 数值型 6 2 
按教育部贵重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评价表计算方法所得出的

总分。 

标志 字符型 1  

Vf 版与 WEB 版数据互传标志。有五种取值： 

1.上传数据  2.网上输入数据  3.网上修改数据 

4.正在下载数据  5.网上不准修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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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数据库设置情况 

一、单机版（网络版客户端） 

  本系统中共有几十个数据库文件，安装在本地计算机的“默认 C:\SBGL.WIN\DBFS\”
文件夹中，各数据库中分别装有不同的数据，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字典库   

  １．单位库（S＿ＤＷ．ＤＢＦ）：存入全校所有单位编号与单位名称对照，单位包括

教学、科研、后勤、行政、生产等。  
  ２．国别库（Ｓ＿ＧＢ．ＤＢＦ）：存放世界国家的国码与国别对照。  
  ３．设备名库（Ｓ＿ＳＢＭＫ．ＤＢＦ）：存放高等学校固定资产代码与名称对照。  

４．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库（S＿RYK．ＤＢＦ）：存入全校管理仪器设备人名。 
 

（二）基本数据库   

    1．主机库（S_ＺＪ．ＤＢＦ）：存放全校所有在用、多余、待修、待报废、调入、转

入等仪器设备数据信息。  
    2．附件库（Ｓ＿ＦＪ．ＤＢＦ），存放全校所有在用、多余、待修、待报废、调入、转

入等设备附件数据信息。 
3．变动库（S_ＢＤＫ．ＤＢＦ）：存放系统正常运行后，在日常管理中，报废、调出、

丢失、退库、单价增减等仪器设备数据信息。  
4．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年使用情况库（Ｓ＿ＳＹ．ＤＢＦ）：存放单价在人民币四十万元

以上（含四十万元），且分类号 03 类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该库数据是按学年存入每台大

型贵重精密仪器年使用情况，并每年作为大型贵重精密仪器年使用情况数据上报教育部。 
5．贵重仪器设备共享信息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ＢＦ）：存放单价在人民币四十万

元以上（含四十万元），且分类号 03 类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共享信息。供各高校网上查

询。 
6．贵重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评价库（S_PJB.DBF）：存放单价在人民币四十万元以上（含

四十万元），且分类号 03 类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年度效益评价信息。 
（三）统计数据库   

  这种库存放的不是仪器设备的基础数据，而是由上面那些基础数据产生的统计数学。如：

仪器设备分户增减变动、分类增减变动等统计数字。  
  主要统计库的名字：  
  １．分类增减变动库Ｓ-ＺＪＦＬ．ＤＢＦ  
  ２．分户增减变动库Ｓ-ＺＪＦＨ.ＤＢＦ 
  。。。。。。 

（四）辅助库   

时间库（ＴＩＭＥ．ＤＢＦ）：在系统正常运行后，用户确定的本期时间均记录在此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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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系统环境 

一、 硬件环境 
    １．微机 586 以上，主频 450MHZ以上越高越好，内存 256M 以上（内存量越大，系统

性能越好）。 
  ２．系统占用硬盘 150M。 
  ３．super  VGA(LED)显示器支持 800×600，256 色,建议（1024*768，真彩色）。 
  ４．激光或针式宽行打印机（建议用 A3 激光打印机）。 

５．鼠标。 
 

二、软件环境 
       win95／98 中文版、Windows Me、Windows Xp、Windows 2000、Windows 2003。 
 
  [注意]： 

１．打印机设置： 
 在 windows98 下，采用 Epson LQ1600 打印机，其纸张大小，采用自定义； 

  规格：280×419mm，方向：纵向。 
具体操作：在 windows98 下：开始→设置→打印机→选择→打印机类型→鼠标右键→

属性→纸张→自定义→宽：419mm;长：280mm→确定。 

 在 Windows Xp、Windows 2000、Windows 2003 下，采用 Epson LQ1600 打印机，

其纸张大小，采用 A3、B4、US Std Fanfold，方向：纵向。 
具体操作：开始→设置→打印机→选择→打印机类型→鼠标右键→属性→[常规]→[打

印首选项]→方向：纵向→[高级]→纸张大小：A3 或 B4。 
 在 Windows Xp、Windows 2000、Windows 2003 下，采用激光打印机，其纸张大小，

其纸张大小，采用 A3、B4，方向：横向。 
具体操作：开始→设置→打印机→选择→打印机类型→鼠标右键→属性→[常规]→[打

印首选项]→方向：横向→[高级]→纸张大小：A3 或 B4。 

 

２.显示器设置：颜色→真彩色 32 位、屏幕区域→1024*768 象素。具体设置如下：开始

→设置→控制面板→显示→设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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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单机版（或客户端）系统安装与启动 

一、 软件提供 
光盘一张，说明书一本，望用户保存好。本系统受版权法保护，切勿非法复制，否

则，后果自负。 

二、 安装 
将光盘插入光驱中，系统自动启动安装画面(见图 1.4.1)。 

 

图 1.4.1 安装画面（单机版） 
点击[安装客户端程序],出现（图 1.4.2） 
如不启动，您可按如下路径调用安装程序：驱动器：sbgl\setup.exe。,出现（图 1.4.2） 
如您是第一次安装本系统，屏幕将依次出现如下图。 

 
图 1.4.2  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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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安装提示 
键入‘继续’出现图 1.4.4。 

 
图 1.4.4  姓名与单位信息 

键入‘继续’出现图 1.4.5。 

 
图 1.4.5  确认姓名与单位信息 

键入‘确定’出现图 1.4.6、图 4.2.7。 

 
图 1.4.6  提示信息 

 

图 1.4.7  子录更改画面 
 

这时，用户可键入‘更改文件夹’，出现(图 1.4.8)，改变驱动器名，如由 C 盘改为 D 盘，

但子录名不能改，必须是‘\sbgl.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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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8  子录更改画面 

 
用户修改后，键入‘确定’出现图 1.4.9。 

 
 

 
图 1.4.9  开始安装 

键入大按纽，出现图 1.4.10。 

 
图 1.4.10  选择程序组 

     这时，用户可修改系统安装完后程序组中的提示名称，一般不修改，您可直接点击‘继

续’，出现图 1.4.11、图 1.4.12 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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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1  检测磁盘空间 

 
图 1.4.12  安装过程提示 

系统自动安装，用户可稍候，便出现图 1.4. 12。 
系统安装完后，本系统的程序和库均存放在 C:\SBGL.WIN 子录中。 
提示： 

 

 

三、 启动 
方法一： 
 开始—》程序—》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 Ver2007—》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 

方法二：鼠标点击桌面快捷图标  

方法三：如系统安装在 C 盘 
 开始—》运行—》键入 c:\sbgl.win\sbgl.exe 
方法四：如系统安装在 D 盘 

我的电脑—》D 盘—》选择 sbgl.win 子录—》选择 sbgl.exe 

四、软件用户注册（重装系统后，第一次启动需做此操作，以后不必

判断） 
启动系统，出现图 1.4. 13，您可以确定随系统提供的《光盘或软盘》的路径，然后

按提示选择，出现图 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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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13  确定单位注册 
  如软件用户注册成功，将依次出现以下画面（如图 1.4. 14），否则拒绝进入系统。 

 
图 1.4. 14  提示确认用户名及口令 

  然后让用户输入用户名及口令见（图 1.4. 16）。系统默认的用户名为小写‘super’,口令

为空（即没有口令） 
正确输入用户名及口令后，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系统，见（图 1.4. 18） 

 

图 1.4. 18、子系统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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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新老系统数据移植 

    为了将我校 2002 年 10 月以前开发的仪器设备管理系统数据移植到本系统中来，特设计

了本功能，安装新系统前，请您按如下过程移植数据。 

一、 调用老系统中的“数据查错（1-C）” 
    为了保证移植数据准确无误，在移植数据前必须调用本功能，只有在数据无错的情况下，

才可以移植数据。 

二、 调用老系统中的“重建索引（1-D）” 
     为了保证移植数据准确无误，在移植数据前必须调用本功能。 

三、  调用老系统中的“数据转储（4-D）” 
  对老用户来说，安装新系统前，必须将机器中有用的数据转贮到软盘或转贮到其他磁盘，

否则有用数据全都覆盖，需转贮的数据库有： 

1、 主机库 S_ZJ.* 

2、 附件库 S_FJ.* 

3、 附主机库 S_FZJ.* 

4、 精密仪器使用库 S_SY.* 

5、 变动库 (S_BDK.*) 

6、 单位库 (S_DW.*) 

7、 上网共享信息库(INTERNET.*) 

 [注]：S_ZJ.* 为主文件名 S_ZJ 的所有文件，包括 S_Zj 的索引文件，备注文件 

转贮方法一： 

  调用系统提供“数据转储（4-D）”功能进行转贮 

 

转贮方法二： 

   把系统 sbgl.win\dbfs\下所有文件先拷贝至其他路径 

   例：原系统安装在 c:\sbgl.win 下，您可以把 c:\sbgl.win\dbfs\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

其他目录下（如 c:\dbfbak） 

c:\>Copy  c:\sbgl.win\dbfs\*.*  c:\dbfbak 

三、 删除原有的 c:\sbgl.win 或改名为 c:\sbgl.bak 
[删除原有的 c:\sbgl.win]: 

用 win９８的基本操作完成删除过程。请按以下方法进行： 

进入 win９８桌面→我的电脑→选Ｃ：→选 C:\SBGL.WIN→[删除] 

[将 c:\sbgl.win 改名为 c:\sbgl.bak]: 

进入 win９８桌面→我的电脑→选Ｃ：→选 C:\SBGL.WIN→右键 →[重命名]  

四、 安装系统 
见第一章 系统概述 中的 第四节 系统安装与启动  

五、 用户注册（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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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确定用户名、口令及记帐人，见（图 1.5.1），您在此确定好记帐人后，此记帐人

将在“数据转换”时系统自动写入主机库（s_zj.dbf）、变动库（s_bdk.dbf）、附件库（s_fj.dbf）

中。 

 
图 1.5.1、用户注册 

    注：调用此功能后，请退出系统，然后再重新进入本系统，则刚设置的用户名、口令

及记帐人才得以应用。 

六、 数据转换（4-T） 
  数据转换时，请先移植单位库（Ｓ-DW.DBF）,再移植其它库，下面以移植单位库（Ｓ

-DW.DBF）为例，叙述数据转换过程。 
  点击[数据转换],出现（图 1.5.2） 

 
图 1.5.2 数据转换 

    首先选择想转换数据的目标库（如：Ｓ-DW.DBF），再选择数据来源的源库及路径（如：

A:\Ｓ-DW.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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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选择数据来源的源库及路径 

  数据来源的源库及路径确定后，再点击[确定]，出现（图 1.5.4） 

 
图 1.5.4 选择数据来源的源库及路径 

如您是从软盘安装数据（如：Ｓ-DW.DBF），并多张盘时，可点击[Y]，继续安装第二盘、

第三盘、．．．。如点击［Ｎ］，出现（图 1.5.5）。 

 
图 1.5.5 系统提示 

  点击［确定］，出现（图 1.5.6），修改新老单位编号，系统自动将老的“系所中心号”

第一位去掉再加上“科室编号”放入“单位编号”中，供您修改。 

 
图 1.5.6 修改新老单位编号 

新老单位编号修改完后，按ＣＴＲＬ＋Ｗ修改有效存盘退出，出现（图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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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7 系统提示 

 
  点击［确定］，表示转换完毕，接下去再转换其它数据库，如：主机库，变动库，附件

库，付主机库，使用库等。数据转换完毕后，可点击（图 1.5.2）中的［浏览］查看数据，

见（图 1.5.8） 

 
图 1.5.8 选择浏览数据库路径及文件名 

  点击［确定］，查看数据，见（图 1.5.9） 

 
图 1.5.9 浏览数据 

  查看数据完后，按ＣＴＲＬ＋Ｗ修改有效存盘退出。 

七、 数据整理（１-Ｄ） 
  数据转换完毕后，点击［数据整理］，对数据进行排序索引。 

八、 数据查错（１－Ｃ） 
  本功能主要对主机库查错，对主机库中仪器编号是否有重号，分类号是否有错，购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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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与出厂日期是否有逻辑错等进行处理，如有错，将提示是否打印错误信息，或浏览（修改

无效）。用户可根据查错表修改数据，直至数据准确。 

九、 形成国标分类号（４－K） 
本功能主要用于为主机库(S_ZJ.DBF)、附件库(S_FJ.DBF)、变动库(S_BDK.DBF)形成国

标分类号（财政部分类号）。 

十、 形成国别（４－N） 
本功能主要用于为主机库(s_zj.dbf)形成国别字段内容。 

十一、形成管理级别（４－O） 
本功能主要用于为主机库(s_zj.dbf)形成管理级别字段内容，管理级别由用户按单价区

间自定义。见（图 1.5.10） 

 
图 1.5.10、设置单位权限 

 用户自定义 A—G 的单价区间，以便再调用[统计表]中的[管理方式分户统计表]，形成单价

区间表。 

十二、领用人调整（４－R） 
      本功能主要用于调整本系统中的主机库(s_zj.dbf)、变动库(s_bdk.dbf)中的领用人。具

体操作如下： 
  点击本菜单，出现（图 1.5.11） 

 
图 1.5.11 

  按要求调整改后领用人，并按［ＣＴＲＬ＋Ｗ］退出，出现（图 1.5.12） 
图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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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要求选择，如按［Ｙ］，出现（图 1.5.13），如按［Ｎ］，出现（图 1.5.14）， 

 

图 1.5.13 

 

图 1.5.14 

 

十三、形成管理人员库（４－M） 
本功能主要用于以现有主机库(s_zj.dbf)中的领用人形成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库，以便免

去用户再输入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库。 

十四、确认系统参数（7-A） 
刚安装完系统或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可对系统各参数（如：当前系统运行的状况、打

印机设置、仪器编号编写规则、通用字段提示名等）进行定义。见（图 1.5.15） 

 

图 1.5.15 确认系统参数 
说明： 
仪器设备编号：如仪器设备编号流水定义为从第三位开始占后五位，则表示前二位为购

置年份，中间五位为本仪器设备当年购置的流水号，后一位为用户自定义，例如：仪器设备

编号为 9800112S，则表示该仪器设备为 1998 年购买的第 00112 台， 后两位用户定义为“S”。 
如仪器设备编号流水定义为第五位开始占后四位，则表示为前四位为本仪器设备购置年

份，后四位为本仪器设备当年购置的流水号，例如：仪器设备编号为 19980112，则表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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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为 1998 年购买的第 0112 台。 
如仪器设备编号流水定义为第三位开始占后四位，则表示为前二位为本仪器设备购置年

份，后四位为本仪器设备当年购置的流水号， 后两位用户定义为“1S”，例如：仪器设备

编号为 9801121S，则表示该仪器设备为 1998 年购买的第 0112 台， 后两位用户定义为“1S”。 
如仪器设备编号流水定义为第三位开始占后六位，则表示为前二位为本仪器设备购置年

份，后六位为本仪器设备当年购置的流水号，例如：仪器设备编号为 98000112，则表示该

仪器设备为 1998 年购买的第 0112 台。 
通用字段：本系统提供了五个通用字段，即二个为数值型字段，另三个为字符型字段，

这五个通用字段供用户自定义，并且这五个通用字段在输入界面上的具体名称也可由用户自

定义。 
打印机设置：选择将来打印“明细表及统计表”、“验收单及卡片”、“条码标签”的打印

机。 
教育部上报条件：可以修改向教育部上报数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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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系统更新（或重装系统） 

当您想重新安装系统时，可按如下过程操作 

一、 数据整理（１-Ｄ） 
  为了保证备份数据准确无误，在备份数据前必须调用本功能。 

二、 数据备份（7-Ｅ） 
  对老用户来说，更新系统前，必须将机器中有用的数据转贮到软盘或转贮到其他磁盘，

否则有用数据全都覆盖，需转贮的数据库有： 

1． 主机库 S_ZJ.* 

2． 附件库 S_FJ.* 

3． 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库（S＿RYK．*） 

4． 变动库 (S_BDK.*) 

5． 单位库 (S_DW.*) 

6． 精密仪器使用库 S_SY.* 

7． 上网共享信息库(INTERNET.*) 

8． 贵重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评价库（S_PJB.*） 

9． 时间库（time.*） 

 [注]：S_ZJ.* 为主文件名 S_ZJ 的所有文件，包括 S_Zj 的索引文件，备注文件 

转贮方法一： 

  系统提供转贮功能进行转贮(图 1.6.1) 

 

图 1.6.1 数据备份 
转贮方法二： 

   把系统 sbgl.win\dbfs\下所有文件先拷贝至其他路径 

   例：原系统安装在 c:\sbgl.win 下，您可以把 c:\sbgl.win\dbfs\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

其他目录下（如 c:\dbfbak） 

c:\>Copy  c:\sbgl.win\dbfs\*.*  c:\dbfbak 

三、 删除原有的 c:\sbgl.win 或改名为 c:\sbgl.bak 
[删除原有的 c:\sbgl.win]: 

    用 win９８的基本操作完成删除过程。请按以下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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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win９８桌面→我的电脑→选Ｃ：→选 C:\SBGL.WIN→[删除] 

[将 c:\sbgl.win 改名为 c:\sbgl.bak]: 

进入 win９８桌面→我的电脑→选Ｃ：→选 C:\SBGL.WIN→右键 →[重命名]  

注：如不做此操作，则有可能学校名错误。 

四、 安装系统 
见第一章 系统概述 中的 第四节 系统安装与启动  

五、 数据安装(7-F) 
用于向系统中的基本库安装或追加数据（见图 1.6.2） 

 

图 1.6.2 数据安装 
具体操作: 

确定安装数据方式→选择目标库→选择源数据库路径及文件名→浏览源库记录→确定 

说明： 

1、 重装数据表示清除系统中某目标库数据，然后重新安装数据。 

2、 追加数据表示不清空系统中某目标库数据，直接何目标库中追加数据。 
3、 在重装或追加数据时，如你所选择的目标库与源库结构不符时，系统将会提示用户

是否继续安装。 
4、 安装完数据后，系统会提示用户安装的记录数。用户还可点击“浏览”按钮查看某

库内容。（见图 1.6.3、1.6.4） 

 
图 1.6.3、浏览数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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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浏览数据（二） 

 

六、 数据整理（１-Ｄ） 
  数据转换完毕后，点击［数据整理］，对数据进行排序索引。 

七、 数据查错（１－Ｃ） 
  本功能主要对主机库查错，对主机库中仪器编号是否有重号，分类号是否有错，购置日

期与出厂日期是否有逻辑错等进行处理，如有错，将提示是否打印错误信息，或浏览（修改

无效）。用户可根据查错表修改数据，直至数据准确。 

八、 用户注册（7-I） 

主要确定用户名、口令及记帐人，见（图 1.6.5）。 

 
图 1.6.5、用户注册 

    注：调用此功能后，请退出系统，然后再重新进入本系统，则刚设置的用户名、口令

及记帐人才得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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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据管理 

第一节    概述 

为了更好地管理好数据，本系统分两个阶段，即系统生成（建帐）阶段和系统正常运行

（维护帐）阶段。系统生成阶段也称“系统移植”阶段，其作用是用户将本系统移植为自己

单位的系统，移植的原则是需要用户按本系统各个库的字段规定准备好数据，并进行输入以

完成基本数据库的数据替换工作，需做数据替换的库有：（1）单位库数据替换（2）管理员

库数据替换（3）主机库数据替换（4）附件库数据替换（5）变动库数据替换（6）贵重仪器

设备年使用情况库数据替换（7）贵重仪器设备共享信息库数据替换（8）贵重仪器设备年度

效益评价库数据替换，这八部分数据替换完成，系统移植过程也完成，系统生成阶段完成后，

就可转入系统正常运行阶段，具体操作请按如下工作流程： 
 
用户注册（7-I）→确认系统参数（7-A）→初始化数据库（7-B）→单位库

维护（7-C）→管理员库维护（7-D）→数据输入（1-A）→数据修改（1-B）→

数据查错（1-C）→数据整理（1-D）→各种输出 

 

第二节    系统参数及字典库准备 

一、用户注册（7-I） 
主要确定用户名、口令及记帐人，见（图 2.2.0），您在此确定好记帐人后，此记帐人

将在“数据转换”时系统自动写入主机库（s_zj.dbf）、变动库（s_bdk.dbf）、附件库（s_fj.dbf）

中。 

 

图 2.2.0、用户注册 

    注：调用此功能后，请退出系统，然后再重新进入本系统，则刚设置的用户名、口令

及记帐人才得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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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认系统参数（7-A） 
刚安装完系统或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可对系统各参数（如：当前系统运行的状况、打

印机设置、仪器设备编号编写规则、通用字段提示名等）进行重新定义。见（图２.２.1） 

 

图 2.２.1 确认系统参数 
说明： 
仪器设备编号：如仪器设备编号流水定义为从第三位开始占后五位，则表示前二位为购

置年份，中间五位为本仪器设备当年购置的流水号，后一位为用户自定义，例如：仪器设备

编号为 9800112S，则表示该仪器设备为 1998 年购买的第 00112 台， 后两位用户定义为“S”。 
如仪器设备编号流水定义为第五位开始占后四位，则表示为前四位为本仪器设备购置年

份，后四位为本仪器设备当年购置的流水号，例如：仪器设备编号为 19980112，则表示该

仪器设备为 1998 年购买的第 0112 台。 
如仪器设备编号流水定义为第三位开始占后四位，则表示为前二位为本仪器设备购置年

份，后四位为本仪器设备当年购置的流水号， 后两位用户定义为“1S”，例如：仪器设备

编号为 9801121S，则表示该仪器设备为 1998 年购买的第 0112 台， 后两位用户定义为“1S”。 
如仪器设备编号流水定义为第三位开始占后六位，则表示为前二位为本仪器设备购置年

份，后六位为本仪器设备当年购置的流水号，例如：仪器设备编号为 98000112，则表示该

仪器设备为 1998 年购买的第 0112 台。 
通用字段：本系统提供了五个通用字段，即二个为数值型字段，另三个为字符型字段，

这五个通用字段供用户自定义，并且这五个通用字段在输入界面上的具体名称也可由用户自

定义。 
打印机设置：选择将来打印“明细表及统计表”、“验收单及卡片”、“条码标签”的打印

机。 
教育部上报条件：可以修改向教育部上报数据条件。 
 

三、初始化数据库（7-B） 
刚安装完本系统或机器中目前基本库中数据确实无用时，可采用本功能清除本机中的

基本库数据如：s_zj.dbf(主机库)、s_fj.dbf(附件库)、s_dw.dbf (单位库)、s_bdk.dbf(变动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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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_ryk.dbf（管理员库）、time.dbf（时间记录库）、useright.dbf（用户权限库）、s_zjnet.dbf( 本
期仪器设备库)等。见（图 2.２.4） 

 
图 2.２.4、初始化数据库 

操作：可先选择某个库，然后双击鼠标左键，则在被选库前打上“√”，表示已选择，

然后点击［确定］键开始执行，并依次出现（图２.2.５、图２.2.６） 

 
图 2.２.5 初始化数据库提示（一） 

 
图 2.２.６ 初始化数据库提示（二） 

 
清库后，系统将会在被清空库前打上了“空”字样，同时被清空的库放进了回收站里，

而且文件名由原来的“S_”改为“BAK_”。如您想恢复，可通过选择“回收站”，进行“还

原”，然后再由“BAK_” 改为“S_”即可。 
 

四、单位库维护（7-C） 
本功能可对单位库进行添加、修改、删除等操作，操作时可将本单位下属部门按二位为

一级的方式进行编号，并将其单位编号、单位名称、单位简码、单位性质、经费科目、使用

方向、单位简称、建立年份等内容输入至单位库（S_DW.DBF）中。见（图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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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２.７ 单位库维护 

说明： 
1、 添加单位时，请先按“添加”按钮，然后再输入相应信息。 
2、 修改单位时，请先通过“首记录、上记录、下记录、尾记录、某记录”按钮或“浏

览单位库方式”或点击［应用］见（图 2.２.８）进行定位，然后按“修改”按钮，

方可修改单位。 
3、 删除单位时，请先按“修改”按钮，然后按“删除”按钮即可。 
4、 一条记录输定后，请按“存盘”和“放弃” 按钮，结束本条输入。 
5、 单位简码：该字段主要用于输入仪器设备卡片时，输入单位编号字段，可采用单位

简码方式来进行输入，另外输入单位简码时，可输入单位名称中文拼音字母，如“办

公室”其简码为“BGS”、“设备科“其简码为“SBK”。 

 

 
图 2.２.８ 定位 

6、 要打印单位库信息，可按“某记录”按钮即可。见（图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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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９ 某记录定位 
  点击［打印］，见（图２.２.１０） 

 

图 2.２.10、输出 
五、管理员库维护（F-D） 

本功能可对仪器设备管理员库进行添加、修改、删除等操作，操作时可将每个单位的仪

器设备管理员有关信息（如：人员名、人员简码、序号等信息）进行输入，见（图 2.2.11）。 

 

图 2.2.11 管理员库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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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2、定位 
说明： 

1、“序号”字段可按仪器设备管理人员所管理的仪器设备台件数从大到小进行排列，序

号为 0 的管理员将在输入仪器设备卡时作为默认值。 

2、具体操作与“单位库维护（F-C）”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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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数据输入 

一、数据输入 
（一）主机基本信息(1-A-A) 

本功能主要完成系统生成或系统正常运行阶段主机数据的输入。见（图２.３.１）： 

 
图２.３.１ 输入主机基本信息 

 

说明： 

    1、本系统如处于系统正常运行阶段，则在调用本输入界面前，还须用户确定本期数据

的期限，如本期设定为“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00 年 10 月 30 日”，则表明用户正在输入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00 年 10 月 30 日购置的仪器设备，假如这期间要输入一台 2000 年前购置的

仪器设备，则可规为本期的补帐仪器设备。 

修改本期数据期限方法：输入数据期限→设定日期→认可。见（图２.３.2） 

 

图 2.３.２  确认数据期限 

  点击［设定日期］，再点击［确定］，见（图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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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３  提示仪器编号编写规则 

  如要修改其编写方法，请退出［数据输入］功能，点击［确认系统参数（7－Ａ）］修改

仪器编号编写规则 

2、输入仪器设备卡时，可按仪器设备购置日期的前后顺序，或按仪器设备领用单位，

或随机输入均可。 

    3、仪器设备编号可由系统自动生成，其生成规则按［确定系统参数(4-A)］所设定的方

法进行编号。 

4、每台仪器设备的领用单位必须落实到 下一级单位，如学院 A 下属有 A1 系、A2
系处，则其学院 A 所有仪器设备必须落实到“A1 系、A2 系”一级。 

5、输入“领用单位号、领用人、经手人”三个字段时，可采用功能键 F9 输入其简码

方式进行。 
6、输入“分类号”字段时，可采用功能键 F8 进行反查分类号方式输入，操作时，可

在“仪器名称”字段处输入仪器名称，然后系统会根据所输入的仪器名称反查到所对应的分

类号，当分类号有多项选择时，用户可通过分类号处的 下拉菜单，找到所需分类号。 

7、字段处带有  ，表示可按功能键 F7 或直接用鼠标点击该图标，复制上一记录的

本字段内容。 
8、添加新记录时，必须首先按“清空添加”或“复制添加”按纽方可进行，其中“清

空添加”按纽表示除默认值外，其它字段均清空，待您输入新记录；“复制添加”按钮表示

复制当前屏幕显示的记录至新记录中，并允许您进行修改，同时仪器设备编号自动加 1。 

数据输完后，必须按“存盘”或“放弃存盘”按钮，方可退出本条记录输入的状态。 

9、输入数据时,可采用“拷贝”、“粘贴”方式，加快输入速度。见（图２.３.４） 

 

图２.３.４ “拷贝”、“粘贴”方式 

10、“快速修改”表示屏幕上同时显示 20 余条记录供您修改，见(图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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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５  快速修改 

  修改时，可采用“拷贝”、“粘贴”方式，加快修改速度，也可采用“查找” 方式，快

速定位所需修改数据，修改后按 CTRL+W 存盘退出。见(图２.３.６)、(图２.３.７) 

 
图２.３.６  查找、排序 

 
图２.３.７  查找 

10、定位某一台仪器设备至屏幕上，可采用“首记录、上记录、下记录、尾记录、某

记录”按钮或按（图２.３.８）中的“应用→查找”功能进行定位。 

 

 

 

图２.３.８、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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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仪器设备卡片输入完后，可随后打印设备验收单、设备条码标签、设备卡片等。见

（图２.３.９）： 

 

图２.３.９ 打印仪器设备卡片 

13、输入“领用单位号、分类号、国码”三个字段时，如输错，系统会提示您‘输入错，

是否查询相应代码库’见（图２.３.１０）： 

 

图２.３.１０ 查询国别码 

 

14、输入“使用方向”、“经费科目”、“现状”三个字段时，均有代码提示。见（图２.

３.１１）： 

 

图２.３.１１ 代码提示 

 

15、当您输入数台相同仪器设备时，可输入“成批条数”，系统自动形成数条数据至仪

器设备库中。 

16、输入数据时，可采用“添加单位”和“添加人员”按钮，随时添加单位和仪器设备

管理员分别至单位库和管理员库中。见（图２.３.１２、图２.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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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１２ 添加单位 

 
图２.３.１３ 添加管理员 

（二）附件基本信息(1-A-B) 

本功能主要完成系统生成或系统正常运行阶段附件数据的输入。见（图２.３.１４）： 

 
图２.３.１４ 输入附件基本信息 

附件基本信息的输入方法与‘主机基本信息的输入方法’一致，其具体操作见‘（一）

主机基本信息’。 

输入附件基本信息时，可随时查询主机及附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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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数据修改 

一、快速修改（１－B－A） 

本功能完成对主机库（Ｓ_ZJ.DBF）的快速修改。修改时，每屏显示 20 余条记录，而且

修改结果不反映在变动库（Ｓ_BDK.DBF）中，望慎重。 

（一）本期主机信息修改 (1-B-A-A) 

主要修改主机库中本期数据的任何数据项，见（图２.４.1）。 

 
图２.４.1 本期主机信息修改 

说明：修改时，可点击“应用→查找”进行定位。 

（二）主机信息浏览修改 (1－B－A－B) 

本功能主要以全屏幕浏览方式进行修改，直观、简洁，但不能做变动处理。主要修

改主机库中的非本期数据，并且只能修改与统计无关的字段，如：型号、规格、仪器名

称、厂家、出厂号、领用人等字段，与统计有关的字段不能修改（如：单价、现状、领

用单位号等），见（图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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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２ 非本期主机信息修改 

（三）主机信息条件修改(1－B－A－C) 

主要修改主机库中与统计无关的字段，如：型号、规格、仪器名称、厂家、出厂号、

领用人等字段，修改时，您可以先输入修改条件，并排序，然后再修改。见（图２.４.

３）。 

 
图２.４.３ 非本期主机条件修改 

 

二、附件修改（１－B－B） 

本功能完成对附件库（Ｓ_ZJ.DBF）的卡片式修改。修改时，结果不反映在变动库（Ｓ

_BDK.DBF）中，望慎重。见（图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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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４ 附件修改 

三、特殊修改（１－B－C） 

主要用于对主机库中的仪器设备进行报废、丢失、调出、转出、退库、单价增减值等特

殊处理。处理后的信息均反映在变动库（Ｓ_BDK.DBF）中。本功能还能完成其它字段的修改，

如：型号、规格、厂家、出厂号、领用人等与统计无关的字段，处理后信息不反映在变动库

（Ｓ_BDK.DBF）中,见（图２.４.５）。 

  具体操作： 
  １）报废、丢失、调出、退库等仪器设备的处理：以仪器编号定位→修改现状（如：报

废）见（图２.４.６）→存盘，出现（图２.４.７）→认可。 
２）单价增减值处理：以仪器编号定位→输入单价增减值→存盘→认可。 

  ３）仪器设备在本单位处室间转入出处理：以仪器编号定位→现状改为“Ｃ-转出”→

存盘→选择转入单位编号（图２.４.８）→认可（图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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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５ 特殊修改 

 

图２.４.６ 现状修改 

 

图２.４.７ 现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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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８ 选择转入单位 

 
图２.４.９ 确定转入单位 

 

 

四、单位分合（１－B－D） 

主要成批修改主机库（S_ZJ.DBF）中仪器设备的领用单位号如：二个单位进行合并等，

见（图２.４.１０）。 

 

图２.４.１０ 确定成批转出设备条件 

  具体操作： 
输入处理条件（选择条件字段→条件表达式→确定字段内容→加入列表）→浏览数据→

确认→选择转入单位编号→认可 

五、成批处理（１－B－E） 

主要对主机库（S_ZJ.DBF）中的仪器设备进行成批修改如：现状修改（如：报废、丢失、

调出、退库等）、单价增减值修改、其它字段的成批替换（如：仪器名称、型号、规格、厂

家、领用人等），修改后的结果存入变动库（Ｓ_BDK.DBF）中，见（图２.４.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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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１１ 成批修改 

  具体操作： 
输入处理条件（选择条件字段（图２.４.１２）→条件表达式→确定字段内容→加入

列表（图２.４.１３））→浏览数据→选择处理类型（图２.４.１３）→确认处理→输入修

改内容（图２.４.１５）→认可（图２.４.１６）。 

 
图２.４.１２ 选择条件字段 

 
图２.４.１３ 选择条件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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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１４ 选择处理类型 

 

图２.４.１５ 输入修改内容 

 
图２.４.１６ 认可 

 成批替换（如：型号、规格、厂家、领用人等）：输入处理条件（选择条件字段→

条件表达式→确定字段内容→加入列表）→浏览数据→成批替换（选择成批替换字

段→输入成批替换字段内容）→确认处理。对数据的批量修改，不进变动库。 

 成批报废报损、丢失、有偿转让、无偿调出等：输入处理条件（选择条件字段→条

件表达式→确定字段内容→加入列表）→浏览数据→现状变动（选择报废报损、丢

失、有偿转让、无偿调出）→确认处理→输入修改内容→认可。对本期数据的批量

修改，不进变动库，对非本期数据的批量修改，进变动库。 

 成批单价增减：输入处理条件（选择条件字段→条件表达式→确定字段内容→加入

列表）→浏览数据→单价增减→确认处理→输入修改内容→认可。对本期数据的批

量修改，不进变动库，对非本期数据的批量修改，进变动库。 
 

六、变动恢复（１－B－F） 

主要对已做了报废、丢失、调出、退库、转出、单价增减值等仪器设备进行恢复处理。

见（图２.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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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１７ 恢复修改 

具体操作：以主机编号定位→恢复按钮→认可 

七、高级使用（7－J） 

    本功能建议只有熟练用户使用，因为对数据没加任何规范限制，主要满足一部分高

级用户的需求。如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数据不规范，统计结果也随之有误，请用户在

操作时谨慎。见（图２.４.１8） 

 

图２.４.１8 高级使用 

具体操作：选库→确定，见（图２.４.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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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１9 高级使用时的浏览及修改 

修改完后，可按 CTRL+W 存盘退出。如修改数据，可按以下操作进行记录定位，见（图２.

４.20、２.４.21） 

 
图２.４.20 记录定位（一） 

 

 
图２.４.21、记录定位（二） 

 

八、自动修改（1－B-G） 

本功能主要用于自动修改主机库（S_ZJ.DBF）有关错误信息如：型号、规格、厂家、

入库时间、购置日期、出厂日期等，使之满足该字段要求 

此处点黑表

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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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数据查错（1-C） 

   本功能主要对主机库查错，对主机库中仪器编号是否有重号，分类号是否有错，购置

日期与出厂日期是否有逻辑错等进行处理，如有错，将提示是否打印错误信息，或浏览（修

改无效）。用户可根据查错表修改数据。 

第六节  数据整理（1-D） 

尽管本系统已具备自动建索引功能，但由于数据量不断增加，变动，建议经常对数据库

中的数据进行整理。在数据整理过程中，系统还可对主机库中打上删除记号的数据进行彻底

删除，因此，您在做[数据备份]前 好先调用本功能。 

第七节 数据备份（7-E） 

主要用于对机器中的基本库如：主机库（S_ＺＪ．ＤＢＦ）、附件库（Ｓ＿ＦＪ．ＤＢ

Ｆ）、单位库（S＿ＤＷ．ＤＢＦ）、变动库（d_bdk.dbf）、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年使用情况库

（Ｓ＿ＳＹ．ＤＢＦ）、贵重仪器设备共享信息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ＢＦ）、贵重仪器

设备年度效益评价库（S_PJB.DBF）、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库（S＿RYK．ＤＢＦ）、时间库

（time.dbf）、用户权限库（useright.dbf）数据进行备份，见（图 2.4.10） 

 
图 2.4.10、数据备份 
具体操作： 

◆点《整体数据库备份》备份所有数据库方法：点击[不压缩备份和转储]→选择备

份数据路径→确定 

◆点《整体数据库备份》备份所有数据库方法：点击[压缩备份和转储]→选择备份

数据路径（压缩文件名以年月日自动生成）→确定 

 
◆备份某一数据库方法：点《单表数据库备份》选择备份或转贮的源库→选择目标

库路径（见图 2.4.11）→确认目标库文件名→确认每张盘存放的 大记录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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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1、选择目标库路径（一） 

数据备份成功后，系统将显示出实际备份记录数见（图 2.4.10），如您想浏览备份

后的信息，可点击“浏览”按钮（见图 2.4.13）。 

 

图 2.4.13、浏览按钮 

选择浏览库路径及文件名,见(图 2.4.14）。 

 
图 2.4.14、浏览数据 

如想浏览主机库内容，可选主机库的路径（如：c:\dz\s_zj.dbf）, 见图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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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5、浏览数据 

其中：记录了备份库的常见信息，如：数据起止日期、终止日期、 大编号、拷盘日期、

本盘第几张、总盘数、总记录数、本盘记录数、拷盘人（见图 2.4.16） 

 
图 2.4.16、常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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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据查询 

第一节    以仪器编号快速查询（2-A） 

快速查询主要根据您输入的仪器编号，快速查询到该对应的仪器设备信息，它是一屏显

示一条仪器设备信息方式（见图 3.1.1），并可以查看该仪器设备附件、变动情况，打印仪器

设备验收单、卡片、条码标签、报废申请表和丢失注销申请表，见（图 3.1.2） 

 
图 3.1.1 以仪器编号快速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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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卡片类型 
 
 
 
 

第二节    以领用单位快速查询统计（2-B） 

该查询主要根据您选择的领用单位号，快速统计该单位对应的仪器设备信息，它是一屏

显示多条仪器设备信息方式（见图 3.2.1），并可以显示总台件及总金额。采用该功能时还您

还可以输入其它公共特殊条件。 

 

图 3.2.1 以领用单位号快速查询 
点击[数据输出]按钮，可打印明细表。（见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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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打印明细表 

点击[导出]按钮，可将查询结果转换成*.dbf、*.txt、*.xls、*.csv 等文件类型。（见图 3.2.2） 

 
图 3.2.３ 转换各种文件类型 

第三节    随机条件组合查询统计（2-C） 

  本功能主要完成对本系统中有关库中的数据查询，查询时，查询条件是由用户随机确

定。本功能可统计出满足条件的总台件及总金额，还可完成分组统计，结果可打印、形成统

计图或进行转储，转储时可以转成＊.DBF、*.TXT、＊. XLS 型。有关操作请按以下步骤进

行： 

    1．从数据库或表中选择需查询统计的表，见（图 3.3.1），鼠标选中仪器设备库（蓝色

光条），仪器设备库可用的数据项就列在“可用数据项”列表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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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选择查询数据库 

    2．从“可用数据项”列表框中挑选需显示或打印的数据项，您可以用鼠标选中可用数

据项，如下图中“领用单位号”，再用鼠标点击  ，“领用单位号”便会进入“已选显示数

据项”所在列表框；或者用鼠标左键选中数据项不释放，拖动到“已选显示数据项”所在列

表框内释放左键即可，见（图 3.3.2）。 

 

图 3.3.2 挑选数据项 

     如取消“已选显示数据项”所在列表框的数据项如“领用单位号”， 您可以用鼠标选

中“已选数据项”列表框中“领用单位号”，再用鼠标点击 ，“领用单位号”便会离开

“已选显示数据项”所在列表框；或者用鼠标左键选中“已选数据项”列表框中“领用单位

号”不释放，拖动到“可用数据项”所在列表框内释放左键即可。 

    如想把“可用数据项”全部选择，可用鼠标点击 即可。 

    如想取消“已选显示数据项”取消选择，可用鼠标点击 即可。 

    3．如需进行分组统计，可用鼠标左键选 中“分组”，或按 alt+G, 见（图 3.3.3），
操作办法与上述类似，从“可分组数据项”列表框中挑选分组的数据项，您可以用鼠标选中

可分组数据项，如下图中“领用单位号”，再用鼠标点击“领用单位号”便会进入“已选分

组项”所在列表框。 
    如取消“已选分组项”所在列表框的数据项如“领用单位号”， 您可以用鼠标选中“已

选数据项”列表框中“领用单位号”，再用鼠标点击  “领用单位号”便会离开“已

分组数据项”所在列表框。 
    如想把“可分组数据项”全部选择，可用鼠标左 键按即可。 
    如想取消“已选分组项”取消选择，可用鼠标左键按 即可。 
    如分组数据项含数值型，可 选择并选择“求和”、“平均值”、“

大”、“ 小” 见（图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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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2.3 分组统计                           图 3.2.4 统计结果 
    如需对数据项截取，可选择左截、右截、或中间截取，例如对分类号前两位进行截取，

可选择左截取，并输入截取位数。 

    4．对查询结果排序，可用鼠标点击“排序”标签，或按 Alt+S   操作与分组方法类似。 

   5．有时对查询结果需有范围限制，可选择进行条件设置， 见（图

3.3.5），选择表，例如“主机库”，选择次序，选择数据项，如“领用单位号”，选择操作符

“>  >=  <=  <  <>  in $  ” ，并输入条件内容,按添加列表，确定返回。 
    >    数据项内容大于条件内容        >=   数据项内容大于等于条件内容 

    <    数据项内容小于条件内容        <=   数据项内容小于等于条件内容 

   < >   数据项内容不等于条件内容      in    数据项内容包含在条件内容中 

$     数据项内容包含条件内容 

    6．如选择好数据项、统计分组条件、条件也确定，可按“确定”按钮，系统会提示，

并显示查询结果，见（图 3.3.6）鼠标点击查询结果某一行，可出现提示框（用来满足因一

屏无法全部显示内容），或选择工具条的提示信息来确定是否显示。 

    查询结果可改变显示的字体大小、字型、字体的颜色（前景和背景色），方法：鼠标点

击工具栏中下拉框，从中选择即可。您可任意改变其他工具按钮的字体等。 

    改变查询结果的字体大小、字型、字体的颜色等影响打印效果，您可根据需要改变打印

的效果。 

 

图 3.3.5 确认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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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查询结果 

 

    有时查询结果某数据项实际长度不数据项定义长度小，为显示打印美观起见，可调整数

据项显示宽度，方法：鼠标左键点中两数据项的间隔符不释放，左右拖动到适合位置释放即

可。 

    如有分组等多项结果，可从“需显示表”选择其中一项。 

    如需打印预览，用鼠标点击 。 

    修改查询结果，可点击 进行是否修改删除的确认。 

    查询结果画面的下方为查询结果报告、打印设置、转换数据、统计图等。 

   “有问题发邮件”，可对出现问题时发送邮件给程序员，或访问站点。 

    查询结果可转换为其他格式，从列表框中选择格式，在对话框中输入文件名（注意保存

位置），如果机器安装了 Excel，可用 Excel 直接打开查询结果，方法：鼠标点击“传送到

Excel” 

    查询结果可生成用于上网的 Html 文件，以浏览器效果或 Html 源码显示，（已全部查询

结果或当前记录）见（图 3.3.7）。 

    7．如查询结果含同类统计，可进一步交叉统计见（图 3.3.8）。 

    方法：鼠标左键点中可用字段不释放，左右拖动到横坐标和纵坐标以及数据字段释放，

并选择汇总类型（求和、计数、百分比），“确定”执行 

 

 

 
图 3.3.7  形成 Html 文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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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8  交叉统计参数设置 

    8．统计结果可形成统计图形 见（图 3.3.9、图 3.3.10）。 

选择图形类型（棒图、柱型图、饼图），鼠标双击统计图，可对统计图编辑，具体见 Word

使用说明。 

 

 

图 3.3.9  统计图形参数设置（一） 

 

图 3.3.10 统计图形参数设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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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报表及图形 

本功能主要用于打印仪器设备明细表、卡片、统计表、统计图。 
在打印前，请做好打印机的准备工作，因本系统的帐目大多需宽行纸张，故应配置宽行

打印机，如：EPSON LQ1600 等系列，打印机的参数定义过程如下： 
以 EPSON LQ1600K 打印机为例： 
开始→设置→打印机→选择打印机类型（点击鼠标右键）→属性→纸张→US SF 纵向

→确定 
以 HP LaserJet 6L PCL 打印机为例：纸张→纸张大小：legal（14 英寸宽）纵向 
以 HP LaserJet 6L PCL 打印机为例： 
 

第一节 明细表 

本功能主要完成仪器设备的明细报表的输出，明细表主要提供了二种明细帐目，即分户

帐、总帐，分户帐主要用于 低层单位，而总帐主要用于除 低层单位的其它上一级单位。

例：假如一个单位有三级管理即校、院、系、室，现在想打印室级单位报表，一般可用分户

帐输出，如想打印院级单位，则可采用总帐输出。 
一、实现功能 

  1、报表格式：固定报表、用户自定义报表 
本功能为方便用户，系统提供了仪器设备固定报表和用户自定义报表。固定报表主要是

根据各单位仪器设备管理普遍要求及上级部门有关文件规定而设计的；用户自定义报表是用

户可根据自己单位仪器设备管理的特殊要求，在系统提供的报表模板上进行修改，制成自己

所需的报表。 
 

 
(图 4.1.1)输出仪器设备明细表参数图 

固定报表有： 

  １）输出主机库（S＿ZJ.DBF）信息报表有： 

可供用户查询全年设

备入帐次数及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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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仪器设备总帐 

    （2）仪器设备分户明细帐 

    （3）仪器设备登记表 

  （4）仪器设备分户帐 

    （5）仪器设备财务帐 

  （6）仪器设备分户台帐 

    （7）仪器设备分类台帐 

  （8）设备调拨明细表 

  （9）精密仪器明细帐 

  ２）输出变动库（S＿BDK．ＤＢＦ）信息报表有： 

        （１）变动仪器设备总帐 

    （２）变动仪器设备分户帐 

  注意：打印报废、丢失等变动帐时，可采用上述二种帐。 

  3)输出精密重贵仪器年使用情况库（Ｓ＿ＳＹ．ＤＢＦ）信息报表： 

   （１）精密贵重仪器及大型设备年使用情况表 

    （２）精密贵重仪器及大型设备年使用年代表 

  4)输出附件库（Ｓ＿ＦＪ．ＤＢＦ）信息报表有： 

    附件设备帐 

5)输出贵重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评价表库(s_pjb.dbf) 
    高等学校贵重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评价表 

  以上报表均为固定格式，可作为系统输出的报表模板，用户可对这些报表模板进行修改，

成为自己所需的报表格式。 

  2、报表输出内容：明细、封面、空白报表 

同时可对上述两类报表输出明细内容、报表封面、空白报表。 

  3、报表输出条件 

可分别设置： 

1）单位条件——默认：全部单位 

2）时间范围——默认：从单位建立年份至今 

3）单位性质——默认：全部性质 

4）特殊条件（随机条件）——默认：无，可输入除上述条件外的其它特殊条件 

  4、报表输出顺序：无序、有序 

对上述任意报表进行内容排序输出，排序字段及排序级别自定。默认：不排序 

  5、输入报表相关信息 

对报表的报头名、制表单位、制表人、制表日期等信息进行更改输出。 

  6、报表边距设置 

更改输出报表的左边距、上边距、下边距，以利于报表的装订。 

  7、输出方式：预览、打印 

    对所选报表进行预览——屏幕显示和打印——打印纸输出。 

  8、操作步骤： 

选择报表类型 → 设置报表输出条件（可按默认值） → 设置排序方式（默认：无序） 

→选择打印机→输入报表信息（可按默认值）→设置报表边距 → 内容输出。 

 

  二、制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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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选择报表类型：明细表菜单。见（图 4.1.2） 

 
 (图 4.1.2)制表类型参数 

  ２．制表条件： 

（1）仪器设备使用单位：输出用户选中单位的有关仪器设备信息。 

（2）数据入帐日期或注销日期范围：可输入打印数据的时间范围。 

（3）单位性质：可选择打印数据的单位性质，单位性质分为教学、科研、行政、后勤、

生产、公司、其它等，用户全选或全不选均表示全部选中所有单位性质。 

  （4）特殊条件：用户可根据此参数，输入除上述条件外，其它特殊条件，主要实现同

一字段条件的“或”操作，不同字段条件的“与”操作。 
  此处提供了二种条件输入方式：  
  ①默认“与”操作：生成条件为：(条件 1.与.条件 2).或.条件 3，即不同字段的条件“与”

操作，如果没有“或”运算，可用此选项，如果有“或”运算，请选用默认“或”操作选项。

如输出条件：单价≥２００，且，单价＜４００或（单价≥６００，且，单价＜８００）。 
  ②默认“或”操作:：生成条件为：(条件 1.或.条件 2).与.条件 3，即相同字段的条件“或”

运算，不同字段的条件“与”运算， 该选项常用，如：输出条件：单价≥５００并且（经

费来源为教学或科研），输入特殊条件有关信息见（图 4.1.3）。 

       
 

图 4.1.3、查询条件 
 
 
 
 

显示有关代码

字段内容 

确定当前条件 

查询条件列表

删除当前光标

指向的条件 

相 邻 条 件 间

“或”操作 

重新输入条件 

取消本次查询

条件返回上级

菜单 

查看本次输入条件

的计算机表达式 

认可本次输入的条

件并返回上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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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条件式的生成： 

选取字段名→选取操作符：=、≥等→单击文本框，输入字段的取值→加入列表。 

  3、内容排序：系统可根据用户要求对输出的仪器设备记录进行排序，如按分类号及购

置日期排序等。排序时需输入有关信息，见（图 4.1.4）。 

 
图 4.1.4、选择排序字段 

４．选择打印机 

   本系统默认打印机为ＥＰＳＯＮ ＬＱ１６００Ｋ，如您不是使用此类打印机时，可

点击此按纽，见（图 4.1.５） 

 
图 4.1.５、选择打印机 

５．确定报表相关信息： 

  表头名：用户可根据此框修改输出报表的表头名，如将“仪器设备总帐”改为“仪器设

备明细帐”等。 

输入的制表单位、制表日期、制表人：此三项信息，系统会原样反映到报表上。 
其中制表单位即可直接输入,也可从下拉列表框中选取后,再修改。 

５．确定输出方式． 

确定输出条件后，就可点击‘内容输出’，这时系统再次提示本次输出条件，见（图

4.1.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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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６、输出条件 

条件再次确认后，系统就让用户选择输出方式见（图 4.1.７）。 

 

图 4.1.７、输出方式 
（1） 预览：在屏幕上显示将打印的报表，见（图 4.1.８） 

 
图 4.1.８、预览 

（2） 打印：打印报表，见（图 4.1.９）．  

图 4.1.９、打印参数 
 

其中: 

——可选择纸张大小、纵向打印、横向打印等。 

终止页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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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打印范围，如：从第几页开始打印到第几页结束打

印。 

——选择打印机类型。 

点击 按纽，就可将满足条件的资产通过指定的打印机打印出来。 

 

注： 

    ①“中断打印”：开始→设置→打印机→确定打印机种类（如：ＬＱ－１６００）

→打印机（Ｐ）→清除打印文档（Ｇ）． 

    ②“中断恢复”：输入（图 4.1.９）中的打印起止页号，可进行＇恢复中断打印＇

的操作． 

（3） 导出：可将满足条件的记录转换成 Dbase-Ⅲ型、EXCEL 型、纯文本形等文件，

系统转换时，还将一些代码字段如：领用单位号、现状、使用方向、经费科目等

字段转换成汉字，见（图 4.1.１０）． 

 
图 4.1.１０ 

点击[Y]，见（图 4.1.1１） 

图 4.1.1１ 
按[CTRL+W]退出，出现（图 4.1.1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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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２ 
    点击[Y]，出现(图 4.1.1３)，进行转换，（如转换成 EXCEL 型文件，名为 AA.XLS）。 

 

图 4.1.1３ 
   点击[确定]，出现(图 4.1.1４) 

图 4.1.1４ 

  

 三、用户自定义及修改报表 

  １．选择报表类型，即选择模板： 

  ２．选择“修改报表样式”按钮：用户可根据当前选中的报表作为报表模板，对其进行

修改，形成自制报表，用户在自制报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制作方法：具体制作请查看有关<<Foxpro For windows>>书中的 Toolbox 设计工具，

修改报表模板格式。下面简单介绍有关操作，见（图 4.1.1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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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５、修改报表模板格式 

  (1)报表格式窗口简介 

  .Page Header(页眉区段)：在报表每页顶部出现的信息一般都放在该区段。 

  . Detail (详细区段)：该区段由从数据库中选择的记录所组成，并构成报表的主体。 

  . Page Footer(页注脚区段)：该区段中的信息通常出现在每页报表的底部。 

    在这三个区段的底部各有一个标有各自区段名字的条形按钮。利用这些条形按钮可以调

整报表区段的大小。 

    在报表格式窗口的左侧有一列按钮。这些按钮的含义（从上到下）分别是：选择指针、

文本工具、字段工具、线工具、矩形工具、圆角矩形工具和图形工具。 

  (2)用条形按钮增大页眉和页注区段空间,方法可以调整打印机走纸多少。操作如下： 

    .单击[Page Header]条形按钮并向下拖动。 

    .单击[Page Footer]条形按钮并向下拖动. 

  (3)修改报表格式 

     文本工具——可以选择、移动、堆放或删除对象，可输入、修改文字。 

     字段工具——可以是一个字段对象，也可以是一个计算值，还可以是一个计算字段或

用户自定义的函数。 

    图形工具——图象、线段和矩形。 

  修改报表格式时，字段的编辑和移动： 

 单击工具盒中带 A 的[文本工具]按钮，单击[Page Header] 区段中的字段标题，这

样就可以编辑字段标题了。 

 要移动字段标题，首先要选择标题。选择标题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a) 单击移动字段，该字段就被选中。如要移动多个字段，可先按下 SHIFT 键不动，再

依次单击窗口内的其余字段标题。如果标题不可见，通过滚动条使该标题可见。这样就把所

有字段标题一次选中了。 

    b) 先单击工具盒中的带有箭头标记的[选择指针]按钮，在第一个字段标题的左上方单

击，并拖动到 后一个字段的右下方，松开鼠标。从第一个字段至 后一个字段都被选中了。

当选中某个字段标题后，该标题周围出现黑色的小方块。这些小方块叫做手柄，出现手柄表

选择指针 

文本工具 

字段工具 

直线工具 

矩形工具 

圆角矩形 

图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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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对象被选择了。 

   c)选中所有字段的标题后，用鼠标就可将它们任意拖动。 

   常用操作： 

       删除内容：选中目标→按键 Del 

       画线：单击线工具→移动鼠标指针定位→拖动鼠标画线 

       修改线条：①选中目标→移动鼠标指针定位到线条两头，这时鼠标指针变成＂  

＋＂→拖动鼠标画线。 

         ②微调：shift+→(或←) 

2）退出报表修改窗口 

    单击图 4.1.1５的窗口左上角图标→单击“关闭”，出现下图 4.1.1６→选“是” 

 

图 4.1.1６、修改报表模板格式 
 

  3）报表制成后，见（图 4.1.1７）。 

 
图 4.1.1７、自制报表信息 

  放弃——放弃本次修改 

  另存——将本次修改的报表保存 

  保存——当再次修改同一张用户自定义报表时，可直接保存。 

  删除——当再次修改同一张用户自定义报表时，可将用户自定义报表从报表类型菜

单删除。 

 建议用户选择“另存” 

  4）采用“另存”方式保存当前自制报表时，表头名不能与现有报表表头名重名，

单击表头名。修改之。 

  5）单击“执行”按钮 

  6）采用“另存”方式保存当前自制报表，用户应给该报表取一个不超８个字符的

文件名，取文件名时，可选取路径，该路径可以是用户自定义的，但取的文件名不能同

该路径中的其它文件重名。见下图 4.1.1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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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８、自制报表信息 

7）采用“另存”方式保存当前自制报表时，用户还可将此报表文件转贮至其它驱动器

中,见图 4.1.19，如：软盘上，以作备份。如此报表经常使用，建议用户将自制报表转贮至

软盘中。 

 
图 4.1.19、提示 

 
采用“另存”方式保存当前自制报表后，系统自动将此报表挂入报表类型菜单，以便用

户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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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卡  片 

本功能提供了卡片、标签、报废申请单、报失注销申请单，此外，用户还可以利用这

些格式作为卡片模板，对其进行修改，以满足自己要求。有关说明如下：见（图 4.2.1）。卡

片具体操作与“第一节  明细表”一致，此处不详述。 

 

图 4.2.1、卡片有关信息 

一、特点： 
1、 格式：固定卡片及自定义卡片。 

2、 输出内容：卡片明细、空白卡片。 

3、 卡片中能反映仪器设备原始信息、单位调转、单价增减信息。 

二、具体操作： 
与“3.1  明细表”一致。 

卡片一式几份：可按用户要求输出一式数份，如：部级、司级、处级。 

三、卡片介绍： 
1、 仪器设备卡片(一)：主机原始信息、变动信息及附件信息，数据自 S_ZJ.DBF、

S_FJ.DBF、S_BDK.DBF。 

2、 仪器设备卡片(二)：主机目前信息，数据来自 S_ZJ.DBF。以填充方式打印。 

3、 仪器设备卡片(三)：变动信息及附件信息，数据来自 S_FJ.DBF、S_BDK.DBF。 

4、 固定资产卡片(四)：附件信息，数据来自 S_FJ.DBF。 

5、 仪器设备卡片: 主机原始信息、变动信息, 数据自 S_ZJ.DBF、S_BDK.DBF。 

6、 标签：仪器设备原始信息，数据来自 S_ZJ.DBF。可贴于具体仪器设备上。 

7、 报废申请单：仪器设备报废申请单,数据来自 S_ZJ.DBF。 

8、 报失注销申请单：仪器设备丢失报销申请单, 数据来自 S_ZJ.DBF。 

9、 仪器设备验收单: 主机原始信息, 数据自 S_ZJ.DBF. 

10、 仪器设备验收单附单: 仪器设备出厂号信息，数据来自 S_ZJ.DBF。 

11、 仪器设备附件验收单: 仪器设备附件信息，数据来自 S_FJ.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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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统计表 

  本功能包括十几种固定格式的统计报表。每种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各基本库。其统计

方法是：直接根据主机库（Ｓ＿ＺＪ．ＤＢＦ）、变动库（Ｓ＿ＢＤＫ．ＤＢＦ）、附件库（Ｓ

＿ＦＪ．ＤＢＦ）数据进行随时统计，以求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其特点是统计、打印一体化，

能追回历史。 

 
图 4.3.1、统计表有关信息 

 

一、 功能： 

１． 报表类型：统计表类型分为变动统计表和性质统计表。 

  变动统计表： 

          １)仪器设备分户增减变动表 

          ２)仪器设备分类增减变动情况表（按 16 大类） 

          3)仪器设备分类增减变动情况表（按 6 大类） 

          4)仪器设备分类增减变动情况表（按 10 大类） 

          5) 普通高等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增减变动情况表 

          6) 普通高等学校固定资产增减变动情况表 

          性质统计表： 

         １)分户查询统计表 

         ２)单位性质分户统计表 

         ３)现状分户统计表 

         4)仪器设备分类分户统计表（按 16 大类） 

         5)资金来源分户统计表 

  6)年代分户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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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国别年代统计表 

   8)管理方式分户统计表 

9)评估仪器设备更新分户统计表 

10) 仪器设备更新分户统计表(一) 

11)仪器设备更新分户统计表(二) 

   以上均为固定格式统计表，各报表统计数据范围可由用户自行设置。 

   用户也可自行定义统计报表格式。 

  2、报表输出内容：统计表明细、封面、空白报表 

可对上述统计报表输出明细内容、报表封面、空白报表。 

  3、报表输出条件 

可分别设置： 

1）单位条件——默认：全部单位 

2）时间范围——默认：从单位建立年份至今 

3）单位级别——默认：全部级别 

4）单位性质——默认：全部性质 

5）特殊条件（随机条件）——默认：无，输入除上述条件外，其它特殊条件 

  4、报表输出顺序：无序、有序 

对上述任意报表进行内容排序输出，排序字段及排序级别自定。默认：不排序 

  5、输入报表信息 

对报表的报头名、制表单位、制表人、制表日期等信息进行更改输出。 

  6、报表边距设置 

更改输出报表的左边距、上边距、下边距，以利于报表的装订。 

  7、输出方式：预览、打印 

    对所选报表进行预览——屏幕显示和打印——打印纸输出。 

  ８、操作步骤： 

选择报表类型 → 设置报表输出条件（可按默认值） → 单位性质（默认：所有单位） 

→统计方式(默认：所有单位)→选择打印机→ 输入报表信息（可按默认值）→ 内容输出。 

 二、制表过程 
  其具体操作见（图 4.3.1），大致与““第一节  明细表”一致，具体操作： 

1、 确定制表类型。见(图 4.3.２) 

 

图 4.3.２ 制表类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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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统计条件： 

（1）仪器设备使用单位：输出用户选中单位的有关仪器设备统计信息。 

（2）数据入帐日期或注销日期：可输入需统计数据的时间范围。 

（3）单位性质：可选择打印数据的单位性质，单位性质分为教学、科研、行政、后勤、

生产、公司、其它等，用户全选或全不选均表示全部选中所有单位性质。 

（4）特殊条件：用户可根据此参数，输入除上述条件外，其它特殊条件。 

３、输出方式： 

（１）单位级别：可选择打印数据的单位级别，单位级别分为 7 种——总计、一级、

二级、三级、四级、五级、 低级。 

（２）统计值为 0 记录是否输出：确定仪器设备总台件为零的单位是否反映在报表

上，如需反映，则系统按单位库中的单位排列顺序反映在报表上。 

４、年限间隔：在输出“年代分户统计表”和“国别年代统计表”时，需输入此项参数，

如：想按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年至１９

７９年、１９８０Ä 至１９８９年四个阶段进行输出，则年限间隔需输入９年。 

５、选择打印机： 

   本系统默认打印机为 Epson LQ-1600K，如您不是使用此类打印机时，可点击此按纽，

见（图 4.3.3） 

 
图 4.3.3、选择打印机 

６、确定表上信息： 

  表头名：用户可根据此框修改输出报表的表头名，如将“仪器设备总帐”改为“仪器设

备明细帐”等。 

    制表单位、制表日期、制表人：此三项信息，系统会原本反映到报表上。 

7、确定输出： 

确定输出条件后，就可点击‘内容输出’，这时系统再次提示本次输出条件，见（图

4.1.６）。条件再次确认后，系统就让用户选择输出方式见（图 4.1.7）。 

（１） 预览：在屏幕上显示将打印的报表，见（图 4.1.8） 

（２） 打印：打印报表，见（图 4.1.9）． 

   注： 

  ①“中断打印”的操作： 

  开始→设置→打印机→确定打印机种类（如：ＬＱ－１６００）→打印机（Ｐ）→清除

打印文档（Ｇ）． 

  ②“中断恢复”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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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图 4.1.9）中的打印起止页号，可进行“恢复中断打印”的操作。在‘恢复中断

打印’操作时，本次输出条件的设置应与上次中断打印的输出条件一致。 

 三、注意事项： 
  １、输入入帐日期时，用户自己必须清楚地确认您将统计的数据范围：如输入１９９７

年４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则性质统计表中只统计入库时间在１９９７年４月至１９９７

年１０月之间仪器设备，而变动统计表中，本期发生数只包括入库时间和注销日期在１９９

７年４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之间仪器设备，期初数为１９９７年３月底数，期末数为１９

９７年１０月底数。 

  ２、变动统计表中的年初数（或期初数）均是由年末数（或期末数）－本年（或本期）

增加数＋本年（或本期）减少数得之而来。 

  ３、变动统计表中年末数和性质统计表中的总合计数均来自于仪器设备库（S＿ＺＪ．Ｄ

ＢＦ）数据。该数据在仪器设备库（S＿ＺＪ．ＤＢＦ）无错的情况下，一般不会错。因此

核对统计报表时，只能将本次报表的年初数（或期初数）与上次报表核对，如报表是连续的，

则表示本次处理数据无错，否则数据有错，原因有可能在于本期发生数有错，您查原因时，

可重点核对变动库（S_BDK.DBF）、附件库（S_ＦＪ.DBF） 

 

第四节    图  形 

本功能可根据相应统计数据以 10 种图形方式进行输出，以便使统计数据具有图表并茂

之功能，供决策者作出明智、准确的决策。图形具体操作见（图 4.4.1），与“第三节 统计

表”大致相同。 
1、统计图种类 
1) 仪器设备分布图 
2) 仪器设备现状分布图 
3) 仪器设备单位性质分布图 
4) 仪器设备分类分布图（按 16 大类） 
5) 仪器设备资金来源分布图 
6) 仪器设备国别分布图 
7) 仪器设备年代分布图 
以上统计结果均可采用多种图形方式输出： 

 
图 4.4.1、图形生成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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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图过程 
选择制图类型 → 设置图形输出条件（可按默认值） → 输入报表信息（可按默认值）

→ 内容输出。见下图 4.4.２： 

 
图 4.4.２、图形输出方式 

① X 轴显示 
  X 轴坐标以代码显示或以名称显示 
② 输出内容 

  分为金额图、台件图、金额台件图 
③ 显示列数 

  当 X 轴显示列数太多时，可选取其中片段显示，选取从 n1 到 n2 列显示图形。 
 单击“确定”，见下图 4.4.３： 

 

图 4.4.３、图形显示 
1）图形类型 

分为平面图、三维立体图 
①直方图；②柱形图；③折线图；④面积图；⑤圆饼图等。      

2）显示选项 
   可加图例、图形标题 
3）输出方式 
  分为屏幕显示、图形报表预览、图形报表打印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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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维护 

 

一、确认系统参数（7-A） 

    具体操作请查看“第二章  数据管理 中的 第二节  系统参数及字典库准备”。 
 

二、初始化数据库（7-B） 

    具体操作请查看“第二章  数据管理 中的 第二节  系统参数及字典库准备”。 
 

三、单位库维护（7-C） 

具体操作请查看“第二章  数据管理 中的 第二节  系统参数及字典库准备” 
 

四、管理员库维护（7-D） 

具体操作请查看“第二章  数据管理 中的 第二节  系统参数及字典库准备” 
 

五、数据备份（7－E） 

具体操作请查看“第二章  数据管理 中的 第七节  数据备份” 
 

六、数据安装（7－F） 

具体操作请查看“第一章  数据管理 中的 第七节  系统更新（或重装系统）中的数

据安装”。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编制 
 

 86 
 

七、查询分类号（7-G） 

主要用于正查或反查分类号：见（图 5.1.1） 

 
图 5.1.1、查询分类号 

具体操作： 

正查：选择分类号字段→选择表达式“＝”→输入分类号内容→加入列表→数据整理（排

序）→浏览 

反查：选择仪器名称字段→选择表达“＄”→输入仪器名称内容→加入列表→数据整理

（排序）→浏览 

八、查询国别码（7-H） 

主要用于正查或反查国别码见（图 5.1.2）。 

 
图 5.1.2、查询国别码 

 

具体操作与“查询分类号”操作一致 

九、用户注册（7-I） 

主要确定用户名、口令及记帐人、当前仪器编号的 大编号、仪器编号的起止流水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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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5.1.3）。 

 
图 5.1.3、用户注册 

十、高级使用（7－J） 

具体操作请查看“第二章  数据管理 中的 第四节  数据修改 中的高级使用” 

十一、形成国标分类号（7－K） 

本功能主要用于为主机库(S_ZJ.DBF)、附件库(S_FJ.DBF)、变动库(S_BDK.DBF)形成

国标分类号（财政部分类号）。 
 

十二、形成自定义分类号（7－L） 

     本功能主要用于为主机库(S_ZJ.DBF)、附件库(S_FJ.DBF)、变动库(S_BDK.DBF)形成

自定义分类号。形成的自定义分类号将放入主机库(S_ZJ.DBF)、附件库(S_FJ.DBF)、变动库

(S_BDK.DBF)的<国标分类号>字段中。调用此功能前请选调用[确定自定义分类对照表

（4-W）]功能。 
 

十三、形成管理人员库（7－M） 

本功能主要用于以现有主机库(s_zj.dbf)中的领用人形成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库，以便免

去用户再输入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库。 
 

十四、形成国别（7－N） 

本功能主要用于为主机库(s_zj.dbf)形成国别字段内容。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编制 
 

 88 
 

 

十五、形成管理级别（7－O） 

本功能主要用于为主机库(s_zj.dbf)形成管理级别字段内容，管理级别由用户按单价区

间自定义。见（图 5.1.5） 

 
图 5.1.5、设置单位权限 

     用户自定义 A—G 的单价区间，以便再调用[统计表]中的[管理方式分户统计表]，形成

单价区间表。 

 

十六、单位调整（7－P） 

本功能主要用于调整本系统中（如：主机库 S_ZJ.DBF、附件库 S_FJ.DBF、变动库

S_BDK.DBF）的单位编号，执行本功能后,有可能影响统计报表的连续性。具体操作如下： 
点击本菜单，出现（图 5.1.6） 
 

 
图 5.1.6 

  按要求调整新单位编号，并按［ＣＴＲＬ＋Ｗ］退出。 
 

十七、报表菜单调整（7－Q） 

主要用于调整明细表、卡片和统计表中菜单，用户可通过此功能将自己常用的报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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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菜单前面，以便调用。具体操作如下： 
 

图 5.1.7 
点击［确定］，出现（图 5.1.8） 

 
图 5.1.8 

按要求调整新序号，并按［ＣＴＲＬ＋Ｗ］退出，出现（图 5.1.9） 

 

图 5.1.9 

十八、领用人调整（1－B-H） 

本功能主要用于调整本系统中的主机库(s_zj.dbf)、变动库(s_bdk.dbf)中的领用人。具体

操作如下： 
点击本菜单，出现（图 5.1.10） 

 
图 5.1.10 

  按要求调整改后领用人，并按［ＣＴＲＬ＋Ｗ］退出，出现（图 5.1.11） 
 

图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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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要求选择，如按［Ｙ］，出现（图 5.1.12），如按［Ｎ］，出现（图 5.1.13）， 

 
图 5.1.12 

 
图 5.1.13 

十九、数据核对（7－S） 

主要用于核对与主机库(S-ZJ.DBF)结构相同的二个数据库内容不同之处,如仪器设备记

录数是否一一对应,它们的分类号、单价、领用单位号等与统计表有关的字段内容是否相同，

并可以打印出核对结果。具体操作如下： 
点击本菜单，出现（图 2.4.47） 

图 2.4.47 
 
    点击源始库[选路径及文件名]和目标库[选路径及文件名]后，出现（图 2.4.48） 
 

图 2.4.48 
点击[核对]，如选择的二个数据库内容不同，则出现（图 2.4.49） 

 

图 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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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Y]，则出现（图 2.4.50） 

图 2.4.50 
    浏览完后，按［ＣＴＲＬ＋Ｗ］退出，出现（图 2.4.48）,点击[输出]，出现（图 2.4.51） 

 

图 2.4.51 
点击[预览]，可查看核对结果，点击[打印]，可打印核对结果，点击[导出]，可将核对结

果转换成 EXCEL 型、纯文本型、Dbase-Ⅲ dbf 型文件。 
 

二十、接受老系统数据（7－T） 

具体操作请查看“第一章  系统概述 中的 第五节  新老系统数据移植  中的  数据

转换”。 

二十一、形成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数据（7－v） 

该功能主要用于将此系统中的基本数据如：主机库（s_zj.dbf）、变动库（s_bdk.dbf）、
单位库（s_dw.dbf）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软件》要

求，形成与其相应数据，以便二软件数据共享。图 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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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2 形成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数据 

二十二、调整仪器设备使用年限（7－W） 

主要用于调整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图 2.4.53，以便调用[统计表]中的[评估仪器设

备更新分户统计表、仪器设备更新分户统计表(一)、仪器设备更新分户统计表(二)]。 

 
图 2.4.53 调整仪器设备使用年限 

二十三、确定自定义分类对照表（7－X） 

本系统除能按教育部及国家标准对固定资产分类外，还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形成自己所

要求的资产分类，本功能是根据教育部的 16 大分类，按用户要求，形成资产分类对照表，

为调用[形成自定义分类号（４－L）]做准备。图 2.4.54 

 
图 2.4.54 确定自定义分类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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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重新形成主机库的仪器编号（7－R） 

本功能主要用于为主机库（s_zj.dbf）、变动库（s_bdk.dbf）、附件库（s_fj.dbf）重新形

成仪器编号，在此系统前，请调用[确认系统参数（４－A）]先确定好仪器编号的编写规则，

再调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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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网上数据 

一、上网数据准备（6－A） 

本功能主要用于确定上网的主机库（S_ZJ.DBF）、精密贵重仪器使用库（S_SY.DBF）、
精密贵重仪器共享信息库（INTERNET.DBF）、精密贵重仪器效益评价库（S_PJB.DBF）、单

位库（S_DW.DBF）等数据内容，是否可以在网上修改。假如不让修改，可调用此功能将这

些库中的“标志“字段内容改为“5”即可 

二、形成上网数据（6－B） 

主要是把主机库(s_zj.dbf)、单位库（S-DW.DBF）、变动库(S-BDK.DBF)、管理人员库

（S-RYK.DBF）、附件库（s_fj.dbf）、代码库（mk1.dbf）、设备名库（s_sbmk.dbf）、教学科

研明细上报库(wj0) s_ybsb.dbf、精密贵重仪器年使用情况库(wjg) s_jmsb.dbf、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增减上报库(wj2) s_jgsb.dbf、贵重仪器设备共享信息库（internet.dbf）、贵重仪器设备共

享信息库(internet.dbf)、精密贵重仪器年使用情况库(s_sy.dbf)、精密贵重仪器效益评价表

(s_pjb.dbf)等转换成上网数据，并传送到服务器相应的数据库中。见图 6.1.1 

 
图 6.1.1 形成上网数据 

请按图 6.1.1 提示，先选择上网数据库，再确定上网数据条件、SQL Server 所在服务器

IP 地址、SQL Server 用户名(一般默认为：sa)、密码及服务器 SQL Server 中本系统的数据库

名(默认为：sb2003)。 

三、下载网上数据（6－C） 

    主要是接收下级单位（如各系、室）通过本系统 WEB 版输入的本期数据，如：主机库

(s_zj.dbf)、单位库（S-DW.DBF）、贵重仪器设备共享信息库(internet.dbf)、精密贵重仪器年

使用情况库(s_sy.dbf)、精密贵重仪器效益评价表(s_pjb.dbf)。见图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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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下载网上数据 

请按图 6.1.2 提示，选择下载的库名，确定上网数据条件、SQL Server 所在服务器 IP 地

址、SQL Server 用户名(一般默认为：sa)、密码及服务器 SQL Server 中本系统的数据库名(默
认为：sb2003)。 

 

四、审核下载数据（6－D） 

主要是审核通过“下载网上数据”功能形成的，并存放在主机下载库(s_zjn.dbf)、单位

下载库（s_dwn.DBF）、贵重仪器设备共享信息下载库(intern.dbf)、精密贵重仪器年使用情况

下载库(s_syn.dbf)、精密贵重仪器效益评价下载表(s_pjbn.dbf)，审核时，只需填写“标志”

字段内容，填写“标志”字段内容请按如下规则：见图 6.1.3 
                   1．通过  2．不通过  3．删除 
 

 
图 6.1.3  审核网上数据 

填写完后，按[CTRL+W]存盘退出，依次出现（图 6.1.4）、（图 6.1.5） 
 

五、对下载数据查错（6－E） 

本功能主要对下载库：主机下载库(s_zjn.dbf)、单位下载库（s_dwn.DBF）、贵重仪器设

备共享信息下载库(intern.dbf)、精密贵重仪器年使用情况下载库(s_syn.dbf)、精密贵重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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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评价下载表(s_pjbn.dbf)进行查错，如有错，将提示是否打印错误信息。用户可根据查错

表修改数据，直至数据准确。 

六、将下载数据拼入相应库中（6－F） 

主要把主机下载库(s_zjn.dbf)、单位下载库（s_dwn.DBF）、贵重仪器设备共享信息下载

库(intern.dbf)、精密贵重仪器年使用情况下载库(s_syn.dbf)、精密贵重仪器效益评价下载表

(s_pjbn.dbf)中通过了审核的记录分别拼入主机库(s_zj.dbf)、单位库（s_dw.DBF）、贵重仪器

设备共享信息库(internet.dbf)、精密贵重仪器年使用情况库(s_sy.dbf)、精密贵重仪器效益评

价表(s_pjb.dbf)中。 
 

八、 网上数据审核（6－H） 

网络上登记，单没在 IE 浏览器验收，通过本功能完成验收   

 

九、 网上数据高级操作（6－I） 

     对服务器上对应数据库进行高级使用，操作和 7_J 一致。 

十、 网上数据变动恢复、备份、安装、输入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编制 
 

 97 
 

第七章  合并数据 

一、仪器、低值品、家具数据合并（7－A） 

本功能主要用于将仪器设备管理系统、低值品管理系统及家具管理系统中的数据转换

至本系统中，以便调用[统计表]功能。见图 7.1.1 

 
图 7.1.1 仪器、低值品、家具数据合并 

请按图 7.1.1 提示，先选择合并数据库，再[选源库数据路径及文件名]，然后再点击[确
定]依次安装以上各库即可。 

 

二、删除仪器、低值品、家具合并数据（7－B） 

    主要是删除来自仪器设备管理系统、低值品管理系统及家具管理系统中的合并数据。当

您调用[仪器、低值品、家具数据合并（7－A）]及[统计表]功能后，即可调用此功能，将仪

器设备管理系统、低值品管理系统及家具管理系统数据回到各子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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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数据上报 

第一节    选定上报单位 

用户在上报前，请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确定上报单位范围，见图 8.1.1 

 
图 8.1.1 选定上报单位 

第二节    教育部仪器设备数据 

 
  为方便用户每年向教育部报送数据软盘及报表，我们按教育部《关于报送高等学校实验

室信息统计数据的通知》教高厅函[2006]45 号文件要求，编制了上报程序。如今后国家教育

部上报数据要求发生变化，用户只需修改相应的数据库和上报条件即可。 
一、特点： 

1、 系统默认条件完全满足教育部《关于报送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的通知》教

高厅函[2006]45 号文件要求。 

2、 上报条件可由用户自定义。 

3、 各种上报数据均能形成*.TXT 文件、打印报表及封面。 

二、上报内容及条件： 

  １、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表，上报文件名为：SJ199999.TXT   
   上报条件：教学、科研单位中，单价在人民币 800 元(含)以上，使用方向为教学

或科研的仪器设备。《高等学校固定资产分类及编码》中的 01 类(房屋及构筑物)、02类(土

地及植物)、11 类(图书)、13 类(家具)、15 类(被服装具)、16 类(牲畜)不属于上报范围。

计算机软件作为仪器设备的附件上报，不作为单台件上报。 

 
  ２、贵重仪器设备表，上报文件名为：SJ39999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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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报条件：贵重仪器设备是指《高等学校固定资产分类及编码》的 03 类（仪器

仪表）中单价在人民币 40 万元（含）以上、使用方向为教学或科研的仪器设备。计算机软

件作为仪器设备的附件上报，不作为单台件上报。 

 
  ３、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增减变动情况表，上报文件名为：SJ299999.TXT 

  上报条件：教学、科研单位中，单价在人民币 800 元(含)以上，使用方向为教学、

科研的仪器设备。《高等学校固定资产分类及编码》中的 01类(房屋及构筑物)、02 类(土地

及植物)、11 类(图书)、13 类(家具)、15 类(被服装具)、16 类(牲畜)不属于上报范围。计

算机软件作为仪器设备的附件上报，不作为单台件上报。金额以万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  

 
 

三、上报前准备工作： 

   1、将需上报的数据录入主机库中。 
    2、数据查错（1-C) 

3、上报贵重仪器设备表，则需输入贵重仪器设备年使用情况信息（1-A-D） 

4、选定上报单位（5-A） 

四、操作： 
  本功能具体操作大致与“第四章  报表及图形 中的 第一节  明细表”相同。下面主要

介绍其不同之处：上报数据时，需输入有关信息见（图 8.2.1） 

 
图 8.2.1、数据上报有关信息 

  1、确定上报类型。 
    2、确定学校代码：该代码是国家教育部给学校规定的五位学校代码，用户可从中选择

自己学校代码。   
  ３、确定上报文件名：上报数据软盘文件名 
  ４、确定上报条件。 

（１）设备使用单位：确认上报单位。 
（２）单位性质：可按七种单位性质进行上报，如：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生产、

公司、其它。 

（３） 数据起止日期：确认本次上报的起止日期。如：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编制 
 

 100 
 

     SJI: 2006.09.01-----2007.08.31 

          SJ2: 2006.09.01-----2007.08.31  

          SJ3: 2006.09.01-----2007.08.31 

（４）特殊条件：用户可根据此参数，输入除上述条件外，其它特殊条件。 
5、 修改及显示上报格式：修改及显示上报格式：用户可通过此参数查看本次上报格式，

并可对其进行修改，使之与上报要求一致，有关操作见（图 8.2.3）。更详细操作，

请查看有关 Foxpro For Windows 书中的对库修改内容，用户操作时，必须慎重，以

免与上报要求不符。 

    

 
         图 8.2.3、修改上报传送格式 

注意：此处可将购置日期、出厂日期由原来的 4 位改为 6 位。 
  ６、统计方式：在打印上报统计表时，用户可通过此项选择输出方式，如：只打印一级、

三级单位等。   
    注意：上报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增减变动情况表时，必须按教育部上报文件要求，

上报哪一级，如：校、室级。 
7、 确定表上信息。    

  表头名：用户可根据此框修改输出报表的表头名、制表单位、制表日期、制表人等，

系统将会原样打印在报表上。 

8、 输出：确定输出条件后，就可点击‘内容输出’，这时系统再次提示本次输出条件。

条件再次确认后，系统就让用户选择输出方式见（图 8.2.4）。 

 
图 8.2.4、输出方式 

（１） 预览：在屏幕上显示将打印的报表 

（２） 打印：打印上报报表． 

  （３）拷贝：按教育部文件要求形成ＴＸＴ文件，并将其拷入软盘，在拷贝时应注意：   
     ①事先准备好足够的空间（建议放到当前目录或其他盘下）   
     ②拷贝完后，请在软盘标签上写上如下说明：   
        学校名称：用汉字写出学校全名。 

在当前字段前插入字段 

删除当前字段 

确认 

放弃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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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上报文件名。 
        上报仪器设备总数  台件。   
  注意：上报时，可按教育部要求，打印报表封面格式、以便与内容装订成册。   
五、注意事项   

１、在上报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增减变动表及软盘时，统计数字可由计算机根据输入的

基本数据生成。统计数据生成后，用户可对其进行修改 , 注意以下要求： 
上学年末实有数+本学年增加数-本学年减少数=本学年末实有数 

“上学年末实有数”应与上学年上报数据的“本学年末实有数”一致。   

 
３、在上报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增减变动表及软盘时，有金额无台件，属正常现象（如：增

加附件）。   
４、在拷贝、预览或打印内容时，系统会自动形成上报数据，并对其进行查错，如发生数据

有错，系统会提示用户，用户可通过有关功能修改数据， 后重新调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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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条形码打印、资产核查 

第一节    标签打印 

第二节    联机核查 

第三节    脱机资产核查（HT3200） 

第四节 脱机资产核查（PDA） 

注意： 以上 4 章节见本系统说明书第三部分 资产核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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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 
 

WEB 版 
 
 
 
 

使 用 说 明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编制 
 

 104 
 

第一章 功能与目标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一步成熟，采用 B/S 及浏览服务方式，客户端用户

不用安装管理软件，只需利用 Windows 所带 IE 浏览器就能进行管理，即各院、

系、室管理人员只需像平时通过浏览器访问国内外互连网的网站，就能使用本系

统。实际上就是访问仪器设备管理网站。 

本系统采用 B/S 结构，后台服务器采用 Window NT、Window2000、Window2003

与 IIS 构造 WEB 服务器，数据库采用 Ms Sqlserver 2000,客户端无须安装软件，

利用 Window 带的 IE5.5 以上即可。 

本系统继承与扩展原北化软件的管理功能。本系统主要特点： 

一、由主管部门对各院、系、室管理用户或其他有关业务部门进行授权管理，

依管理职能实现个性化网络管理，仪器设备管理由单纯的纵向管理向横向管理拓

展，很好解决了与财务、科技、人事等部门协调管理的要求。 

二、院、系、室用户无须在客户机安装软件，只要能通过 IE 访问互连网站，

即可实现管理. 所以软件更新只需在服务器进行，无须通知院、系、室用户，大

大降低管理人员对计算机技术的要求。 

三、管理功能着重解决横向管理要求，协调与院、系、室、其他职能部门的

关系，主要如下功能：(按仪器设备本身的管理) 

1．院、系、室管理人员按主管部门设置的本期，在网上实时进行本期仪器

设备数据的输入修改删除及打印验收单； 

2．主管部门审核院、系、室输入的验收单，验收合格转入后台仪器设备库，

打印卡片及帐目； 

3．财务部门与仪器设备部门可实时对帐，在网上给予仪器设备部门标示，

实时核帐； 

4．学校内部人员可网络提交仪器设备报废、丢失、转出等申请，由主管部

门审核； 

5．保留了原北化软件先进使用的管理功能（具体见相关说明书）； 

6．强大的组合查询和统计功能； 

7．院、系、室可在网上随时查询和打印本院、系、室的帐目，无须到仪器

设备主管部门打印，打印灵活多样，既有固定表，又有灵活制表； 

8．主管部门通过后台管理程序（即：管理员客户端或单机版程序）进行日

常管理。 

   总之，各校可根据本校机构职能设置为每一网上操作用户设置需求，由单一

纵向管理扩展到部门间横向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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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框  图 
 
 

 

1、设备登记 

 
 
2、设备验收 
 
3、主机管理 
 
4、财务核对 
 
5、变动申请 
 

 

 

 

 

 

 

 

 

 

 

 

 

 

 

6、数据分析 

 

 

 

 

 

 

 

 

 
 
 
 

A、添加 

B、快速修改删除 

C、浏览修改 

D、浏览删除 

E、成批处理 

A、快速修改 

B、浏览修改 

C、组合查询 

A、报废申请 

B、丢失申请 

A、按仪器编号查询 

B、按领用单位号查询 

C、按领用人查询 

D、按分类号查询 

E、按仪器名称查询 

F、按购置日期查询 

G、按型号查询 

H、按规格查询 

 

 

 

 

 

 

 

 

A、快速查询主机

信息 

 

 

 

 

 

A、公共查询 

 

 

 

 

 

C、按单位查询 

 

A、按分类号查询 

B、按仪器名称查询 

C、按购置日期查询 

D、按型号查询 

E、按规格查询 

F、按其他条件查询 

A、登记设备 

B、主机设备 

C、变动设备 

D、附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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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组合查询 
 
 
6、数据分析 
 
 
 
 
 
 

E、字典库查询 
 
 
 
 
 
 
 
 
6、报表打印 
 
 
 
 
 
 
 
 
 
 
 
 
7、精仪管理 

A、分类号 

B、国别 

C、其他字典库 

A、主机卡片 

 

 

 

 

 

B、明细账 

 

 

 

 

C、统计表 

 

 

 

 

A、仪器设备登记表 

B、设备总账 

C、设备分户账 

D、分户明细账 

E、仪器设备分类账 

F、设备财务账 

G、仪器设备分户台账 

H、仪器设备分类台账 

I、设备变动分户账 

J、设备变动账 

K、仪器设备待报废账 

L、丢失仪器设备账 

M、精密仪器明细账 

A、效益评价 

 

B、精仪使用情况 

 

C、精密仪器共享信息

A、填写精仪效益评价表 

A、填写精仪使用情况 

B、历年精仪使用情况 

A、填写精密仪器共享信息 

A、全部主机 

B、全部变动信息 

C、全部附件信息 

D、附件信息 

E、年使用情况 

F、精密仪器年度评价表 

G、单位信息 

H、一般设备上报 

I、增减变动上报 

J、精密仪器上报 

K、共享信息系统 

L、用户递交的待报废设备 

M、、用户递交的丢失设备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编制 
 

 107 
 

 
 
 
 
 
 
8、精仪管理 

 

 

 

 
 
 
 
 
 
 
 
 
 
 
 
 
 
 
 
9、系统维护 
 
 
 
 
 
 
 
 
 
 
 
 
 
 
 
 
 

A、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明细表 

B、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增减变动情况表 

C、教学科研贵重仪器设备 

D、Email 上报数据 

 

 

A、系统维护 

 

 

 

 

 

B、数据备份恢复 

 

 

 

 

 

 

C、高级使用 

 

 

 

 

 

 

 

 

 

D、字典库浏览 

 

 

E、清库 

F、单位管理 

G、用户按理 

H、设置本期时间 

I、整理设备登记库 

J、整理本期设备数据 

K、设置修改字段 

L、设置公共查询字段 

M、数据备份 

N、 数据恢复 

A、单位库 

B、设备登记库 

C、主机设备库 

D、后台传送的变动信息 

E、一般仪器上报 

F、增减变动上报 

G、精密仪器上报 

H、精密仪器年度评价表 

I、设备名称库 

J、国别库 

K、字典库 

L 任意库 

A、国别 

B、分类代码 

C、国别库 

D、现状 

E、经费科目 

F、使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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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 结 构 
 
 
 

 
 
 
 
 

设备主管部门 校本部各院、系、室 

校分部各院、系、室 
异地其他用户 

设备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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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据结构 
仪器设备管理系统 WEB 版所涉及到的数据库如下，其库结构与仪器设备管理

系统管理员客户端或单机版系统一致： 

1、仪器设备主机库数据项（s_zjall） 
范围：本单位所有在用、多余、待修、待报废、调入、转入等仪器设备数据信息。 

 

二、仪器设备本期主库（s_zj）：存放本期各院、系、室在网上输入且未通

过仪器设备主管部门审核的所有在用、多余、待修、待报废、调入、转入等仪器

设备数据信息。其数据结构与仪器设备主机库数据项（s_zjall）一致。 

 

三、单位数据项（S_DW） 
范围：全校所有单位，包括教学、科研、后勤、行政、生产等单位。 

9、 贵重仪器设备年使用情况数据项（S_SY） 
    范围：单价在人民币四十万元以上（含四十万元），且分类号 03 类的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该库数据是按学年存入每台大型贵重精密仪器年使用情况，并每年作为大型贵重精密仪

器年使用情况数据上报教育部。 
10、 贵重仪器设备共享信息库数据项(internet) 
    范围：单价在人民币四十万元以上（含四十万元），且分类号 03 类的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的共享信息。供各高校网上查询。 
11、 贵重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评价表数据项(s_pjb) 
    范围：单价在人民币四十万元以上（含四十万元），且分类号 03 类的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的年度效益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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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硬件软件要求 

  

一、硬件要求 

1、 客户端（浏览器端） 

   普通 PC 机，PIII/128M/10G /鼠标/网卡或 Modem,平时能上网即可，可带

宽行打印机，或连接网络打印机， 

 [注]：15 寸/17 寸以上彩色显示器较佳 

2、 服务器 

   可由普通高档微机充当服务器，有条件可用专用服务器，配置如下 

PIII/PIV…/1G/40G/网卡，能安装 Windows NT/98/2000/2003/Me 

  

二、软件要求 

1、客户端（浏览器端） 

  Windows/95/98/Me/2000/Server 

  Internet Explorer 5.0 以上（Windows98 SE 即 Windows 98 第二版）或

之后微软公司的 Internet Explorer  

 [注]：必须带 Internet Explorer 5.0 及以上版本 

建议使用 Microsoft 免费提供的 新浏览器 IE 6.0 

2、服务器端 

Windows 2000/2003 Server+IIS5.0 

数据库采用 MS  Sql Serv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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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装仪器设备管理 Web 版 

安装步骤 

本软件只需安装一台服务器上，客户（浏览器）无需安装软件，即在服务器

上构造一网站，服务器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确认服务器满足上述硬件软件条件 

二、如果本系统安装在学校已有的网站上，请与网站管理员联系，确定固

定的 IP 地址。 

三、安装 Windows/2000/2003 Server  

四、如安装 Windows 2000 Server 好安装相应 SP1.0 或 2.0 及以上版本  

五、安装 PWS 4.0 或 IIS  

六、安装 Ms Sql Server 2000 

使用 Administrators 组成员的身份登陆到 Windows 2000/2003 Server,然

后将 Sql Server 2000 安装光盘插入光盘中，此时该光盘根目录中 Autorun.exe

程序自动运行。 

注意： 

1．采用典型安装即可，也可自定义安装，但必须安装 Server 

Components,Management Tools,Client Connectivity 

2．字符集和排序采用默认的即可 

3．动态库和网络协议必须安装 TCP/IP 

4．设置账号推荐采用 SQL SERVER 2000 的安全机制 

5．客户端在连接一台基于 Windows 9X/Me 平台的 Sql server 2000 时，网

络协议应修改成 Windows NT/2000 和 Window 9x 都支持的网络库，如 TCP/IP,否

则连接失效。 

6．网络器实用工具用于配置服务器支持的网络库及其参数，用 TCP/IP 协议 

七、启动 MS Sql server 2000 

安装完 MS Sql server 2000 后，在 Windows“开始” 状态条右下角出现

MS Sql server 2000 图标,如下图，表示已启动了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双击图标，出现下图，在“当启动 OS 时自动启动服务”前面方框打勾或执

行:开始---〉程序---〉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服务管理器 

双击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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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机器启动会自动启动 Sql server 2000 

 

 
八、安装仪器设备管理系统 WEB 版  

1、安装仪器设备 WEB 版  

出现以下画面， 

 
选择“安装仪器设备管理系统 WEB 版”。 

 

点击“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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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依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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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等，序列号，可以根据需要填写，没有要求 

 
目的文件默认安装在 c:\inetpub\bhsoft\gdzc,可以通过“浏览”按钮

修改安装路径 

 
安装方式有三种，你可直接选择典型，执行“下一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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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站点可以做独立服务器，但建议采用虚拟目录方式运行，这样不会

干扰原有站点 

 

请输入 Ms Sql Server 主机的名字，和进入 Sql Server 的管理用户名和密

码具体可以咨询安装 ms  sql server 的人员。 

系统安装完后，所有数据及程序均安装在“sbweb”文件夹中。 

 

九、按以下步骤查看虚拟目录“sbweb”是否建立： 

开始→程序→管理工具→Internet 服务管理器→默认 WEB 站点→查看虚拟

目录“sbweb”是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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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建立，请按如下过程建立： 

上图中选定“默认 WEB 站点”，→右键→新建→虚拟目录，依次出现： 

 

 

 

 

 

 

 

 

 

 

 

 

 

 

 
 

 

 

 
点击“下一步”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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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别名如：“sbweb” ，点击“下一步” 按钮。 

 

 
 

确定您安装仪器设备管理系统的路径如：“c:\sbweb” ，点击“下一步” 

按钮。 

 

 
 
点击“下一步” 按钮。 

 

 
 

点击“完成” 按钮。 

注意：安装站点可以做独立服务器，但建议采用虚拟目录方式运行，这样不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编制 
 

 118 
 

会干扰原有站点。 

 

十、查看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下是否建立了“sbweb” 数据库 

“开始→程序→Microsoft SQL Server →企业管理器,鼠标依次点击“+”

系统出现下列画面，右边是本系统提供的表。 

 

鼠标在相应表上按右键，出现以下画面，选择 Return all rows 可

查表中数据，并可修改删除，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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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数据库无法绑定到 ms sql server ,可以启动 ms  sql server 的

查询分析器 

执行以下代码即可 

EXEC sp_attach_db @dbname = N'sb2003',  

 @filename1 = N'c:\sbweb\db\sb2003.mdf',  

执行成功，将把设备数据库绑定到 sql server 上 

其中 c:\sbweb\db\是系统默认安装路径，可以根据系统修改后实际路径

进行调整 

下面为在 ms sql server 2000 下的操作示意：绑定数据库 sbweb(物理

名:sb2003.MDF) 

选择“开始→程序→Microsoft SQL Server→查询分析器→如下图 

 
输入 login name 和 password 后按[OK],登陆成功后 

 
在文本框输入 EXEC sp_attach_db @dbname = N'sb2003',  

 @filename1 = N'c:\sbweb\db\sb2003.mdf' 

点击绿色三角按钮即可执行，完毕后会提示 Successfully attached 

database ‘sbweb’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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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系统数据库就安装完毕 

启动企业管理器（“开始→程序→Microsoft SQL Server →企业管理器）,

鼠标依次点击“+” 

系统出现下列画面，右边是本系统提供的表。 

 
鼠标在相应表上按右键，出现以下画面，选择 Return all rows 可

查表中数据，并可修改删除，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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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用 notepad 打开释放路径下的 global.asa 配置文件 

请按如下操作： 

桌面→“仪器设备管理系统配置修改(用记事本打开)”→右键→打开方式→

记事本，修改以下内容： 

session("department_code")="*****" 

session("department_name")="******大学" 

'以下为连接 SQL SERVER 的 IP 地址 

session("IP")="127.0.0.1" 

'以下为登陆 ms sql server 的用户名 

session("sqluser")="sa" 

'以下为登陆 ms sql server 的用户名的密码 

session("sqlpassword")="密码" 

'以下为 ms sql server 的数据库名称 

session("sql_db")="sb2005"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编制 
 

 122 
 

第五章     系统操作 
 

建议各学校按此管理思路操作系统，各学校可根据职能划分，调整本系统设

置，作为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管理系统的应掌握以下管理思路： 

1.指派院系管理者或向全校放开，登陆本网站，按权限，输入院系中采购的

仪器设备数据（修改、删除），资产部门已审核的数据就不能再修改删除； 

2.可打印仪器设备数据验收单（一式三份），经手人签字，（可暂时不打印），

随发票到资产部门； 

3.资产管理部门在网上进行审核，如准确无误，审核通过，可打印正确的验

收单和卡片（一式三份），签字，盖验收章，经手人签字，留下 2 联（定期把 1

联返回给院系资产管理员），1联给经手人随发票到财务报销； 

4.财务部门在输入财务凭单时，打开 IE 浏览器,审核验收单，如正确，做标

记（打勾），这样资产部门就能知道财务报账情况，实现两部门及时对帐； 

5.各院系资产管理员可在网上查询打印本单位仪器设备数据，提交报废； 

6.人事部门在办理人员调动或离退休人员，应上网查询该人员是否还是仪器

设备领用人； 

7.科研部门可在网上查询打印与科研有关的仪器设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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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管理员应做的准备工作 
 

使用之前，作为主管部门的系统管理员，事先做好以下工作： 

1．将管理员客户端或单机版数据安装至本系统中； 

2．为各院、系、室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定义用户名、密码及管理权限； 

3．设置本期时间。 

具体操作如下： 

一、将管理员客户端或单机版数据安装至本系统中 

请在客户端计算机上调用管理员客户端或单机版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并调用

《网上数据》功能上载数据，应上载数据有：主机库(s_zj.dbf)、单位库

（S-DW.DBF）、变动库(S-BDK.DBF)、管理人员库（S-RYK.DBF）、附件库（s_fj.dbf）、

代码库（mk1.dbf）、设备名库（s_sbmk.dbf）、教学科研明细上报库(wj0) 

s_ybsb.dbf、精密贵重仪器年使用情况库(wjg) s_jmsb.dbf、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增减上报库(wj2) s_jgsb.dbf、贵重仪器设备共享信息库（internet.dbf）、贵

重仪器设备共享信息库(internet.dbf)、精密贵重仪器年使用情况库

(s_sy.dbf)、精密贵重仪器效益评价表(s_pjb.dbf)，其具体操作参看《管理员

客户端或单机版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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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客户端计算机登录 WEB 系统 

启 动 Internet Explorer 浏 览 器 ， 在 地 址 栏 中 输 入 ：

http://***.***.***.***/sbweb 出现,依次如下图，选择用户名，输入密码，按

[登陆] 

 

图 5.1 

输入用户名（系统默认：管理员）、密码（系统默认：123），按[登录]，登

陆成功，出现如下画面： 

 
图 5.2 

 系统主菜单已标签方式存在，你可点击 上面标签，选择功能 

 

三、为各院、系、室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定义用户名、密码及管理权限 

1．将系统默认的管理员用户名（“super”）及密码(“111”)修改成管理员

自己的用户名及密码，按如下操作： 

依次点击[系统维护]→[用户管理]→[系统维护]→[用户管理]→[用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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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现如下画面：  

 

图 5.3 

修改用户名、密码，点击[保存] 

2．为各院、系、室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定义用户名、密码及管理权限，按如

下操作： 

依次点击[系统维护]→[用户管理]→[用户添加]，出现如下画面： 

 

 

 

 

 

 

 

 

 

 

 

 

 

图 5.4 

输入用户名、确定所属单位、密码、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超级用户（主管

部门）、领导、财务、授权管理用户做变动等。 

确定所属单位：这也是该用户能管理的单位范围，比如选择 01，即说明能

管理 01 及下属单位设备，选择 00，即说明该用户管理全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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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角色： 
普通用户：即只能查询该用户所属单位设备数据和递交报废、打印报废、丢

失申请单 
管理单位：在普通用户权限基础上，增加了可以对所管单位新购设备数据进

行输入、修改、删除、查询打印等功能 
主管部门：在管理单位权限基础上，增加了可以对所管单位新购设备数据进

行验收等功能。 
领导：查询全校数据及有关全校设备情况的统计表 
财务：在普通用户权限基础上，增加了财务验收功能。 

授权管理用户做变动：可以对历年数据按主管部门所给的修改字段进行修

改。 
 

四、设置本期时间 

由仪器设备主管部门的管理员确定各院、系、室输入几月至几月仪器设备数

据。 

依次点击[系统维护]→[设置本期时间]，出现如下画面：  

 

图 5.5 

如增加新的本期时间，可点击[设置新的本期时间范围]。 

第二节 新购（本期）仪器设备  
 

一、新购（本期）仪器设备录入 

1．新购（本期）仪器设备录入 

各院、系、室可以以[管理用户]身份输入自己所管辖的本期仪器设备信息，

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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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说明： 

  “仪器编号”字段用户可以不输入，待用户输入完仪器设备信息后，

点击[保存]后，系统自动生成，生成规则为：前 4 位为本期年份，后 4

位为当年购置流水号。  

 通过 可以反查分类号、国别等内容。 

 设备信息输入完后，按[保存]可以打印或浏览此设备信息。 

 当您输入数台相同仪器设备时，可输入“成批条数”，系统自动形成数

条数据至仪器设备库中。 

2．快速浏览修改 

 

 

 

 

 

 

 

 

                          

图 5.7 
双击修改记录，出现如下图，这是就可以修改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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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浏览修改 

 
 

 

 

 

 

 

 

图 5.8 

4、浏览删除 

当您要删除本期仪器设备库信息时，可以调用本功能。 

 

 

 

 

 

 

 

 

 

图 5.9 

点击 ，即可删除。 

5、组合查询 

您可以自由组合查询条件，找到要查询的本期仪器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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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图 5.11 

 

 

 

 

 

 

 

 

 

图 5.12 

操作步骤： 

1．数据项（选择显示字段, 图 5.10）→条件（选择字段→操作符→输入内

容→加入条件列表→选择并且，或者等, 图 5.11）→生成查询→排序(图 5.12) →

执行查询(图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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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6、成批处理 

本功能主要用于批量修改数据。 

 

 

 

 

 

 

 

 

 

 

图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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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操作步骤： 

成批处理（选择成批处理字段→选择处理类型：替换成、增减值、成批删除

→输入内容图 5.14）→条件（选择字段→操作符→输入内容→加入条件列表→

选择并且，或者等, 图 5.15）→生成查询（图 5.15）→执行成批处理（图 5.14）； 

 

 

二、字典库 

您可以浏览有关字典库内容如：单位、分类代码、国别码、现状、经费科目、

使用方向。 

 

 

图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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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设备验收 
 

 

 

 

 

 

 

 

 

 

图 5.16 

仪器设备主管部门可通过本功能审核数据，如想修改审核数据，可点击仪器

编号，将显示该仪器设备卡片信息，供您修改。 

    可通过选择审核列的方框打勾表示通过审核，点击 即可。 

审核结果进入后台仪器设备库，本期仪器设备库中已删除，该仪器设备信息

在本期仪器设备库就不能查看到了。 

点击仪器编号 ，可显示及修改此设备信息，如下图： 

 

 

 

 

 

 

 

 

 

 

 

 

 

图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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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主机管理 
一、快速修改 

该功能可以按[管理员]所定义的历年设备库修改字段内容。见下图： 

 

 

 

 

 

 

 

 

 

 

 

图 5.18 

双击修改数据，即可显示或修改设备信息： 

 

 

 

 

 

 

 

 

 

 

图 5.19 

二、浏览修改 

该功能可以按[管理员]所定义的历年设备库修改字段内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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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 

修改后，点击[保存]。 

三、组合查询 

您可以自由组合查询条件，找到要查询的主机设备信息。 
    具体操作请参看《新购（本期）仪器设备》中的《组合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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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审核 
 

财务主管部门可通过本功能审核仪器设备主管部门已通过审核的数据。（见

图 5.21） 

    可通过选择审核列的方框打勾表示可通过审核，点击 即可。 

可点击 显示审核设备的全部信息。（见图 5.22） 

审核结果反映后台主机设备库中。 

 

 

 

 

 

 

 

 

 

 

 

 

 

 

图 5.21 

 

 

 

 

 

 

 

 

 

 

 

 

图 5.22 

 

方框打勾表示可通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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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变动申请 
本功能可按用户要求打印报废申请单和报失注销申请单。（见图 5.23） 

 

 

 

 

 

 

 

 

 

图 5.23 

操作时，先输入报废或报失设备的仪器编号、报废或报失原因，然后按[提

交]即可打印或显示报废申请单或报失注销申请单。（见图 5.24） 

 

 

 

 

 

 

 

 

 

图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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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数据分析 
 

一、快速查询主机信息 

您可以以仪器编号、领用单位号、分类号、领用人、仪器名称、型号、规格、

购置日期定位，找到要查询的主机信息。（见图 5.25） 

 

图 5.25 

双击某条设备信息，即可显示该设备的全部信息。（见图 5.26） 

 
图 5.26 

二、公共查询 

该功能不需用户名和密码就可查询，最后查询的结果，只能说明本单位是否

有此类设备。查询时，您可以以分类号、仪器名称、型号、规格、购置日期或其

他条件定位，找到要查询的主机部分字段信息，这些主机部分字段是由[管理员]

确定的。（见图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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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7 

三、按单位查询 

该功能用户可以单位名称来定位查询设备信息，该功能可以查询以下设备信

息： 
1、登记设备：该类设备未经过设备主管部门验收。 
2、主机设备：该类设备是历年设备或已经过设备主管部门验收。 
3、变动设备：历年设备的变动信息，这些信息是管理员在客户端或单机版

下处理的报废、丢失、调拨、单价变动设备信息。 

4、附件设备：历年设备的附件信息，这些信息是管理员在客户端或单机版

下输入的附件信息。（见图 5.28） 

 
图 5.28 

操作步骤： 

1．双击选定某一单位； 

2．浏览选定单位的设备信息； 

三、组合查询 

您可以自由组合查询条件，找到要查询的设备信息，该功能可以查询以下设

备信息： 
1、全部主机：该类设备是历年设备或已经过设备主管部门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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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部变动信息：历年设备的变动信息，这些信息是管理员在客户端或单

机版下处理的报废、丢失、调拨、单价变动设备信息。 
3、全部附件信息：历年设备的附件信息，这些信息是管理员在客户端或单

机版下输入的附件信息。 
4、设备其他信息如：年使用情况、精密仪器年度评价表、单位信息、一般

设备上报、增加变动上报、精密仪器上报、共享信息系统、用户递交的

待报废设备、用户递交的丢失设备等信息 
具体操作请参看《新购（本期）仪器设备》中的《组合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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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报表打印 
一、 主机卡片 

可以打印设备卡片，见图 8.1。 

 

图 8.1 

输入打印条件、确定排序字段后，点击 ，出现图 8.2。 

 

 

 

 

 

 

 

 

图 8.2 

二、明细表 

可以打印设备各种明细表，如：仪器设备登记表、设备总账、设备分户账、

设备分户明细账、设备分类账、设备财务账、设备分户台账、设备分类台账、设

备变动分户账、设备变动账、仪器设备待报废账、丢失仪器设备账、精密仪器明

细账。见图 8.3。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编制 
 

 141 
 

 

 

图 8.3 

输入打印条件、确定排序字段后，点击 ，出现图 8.4。 

 

 

 

 

 

 

 

 

 

 

 

图 8.4 

 

第九节 系统维护 
一、系统维护 

1．清库 

可以清除用户选定库的信息，见图 9.1。 

 
图 9.1 

2．单位管理 

（1）设置单位 

可对单位库进行增、删、改，见图 9.2。 

此处打上勾，表示要清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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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2）浏览、打印 

可浏览、打印单位信息，见图 9.3。 

 
图 9.3 

（3）打印单位清单，见图 9.4。 

 
图 9.4 

3．用户管理 

可以添加、修改、打印/浏览用户名、密码及管理权限，见图 9.5。 

 

点击此处，表示要增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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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输入用户名、确定所属单位、密码、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超级用户（主管

部门）、领导、财务、授权管理用户做变动等。 

确定所属单位：这也是该用户能管理的单位范围，比如选择 01，即说明能

管理 01 及下属单位设备，选择 00，即说明该用户管理全校单位 
用户角色： 
普通用户：即只能查询该用户所属单位设备数据和递交报废、打印报废、丢

失申请单 
管理单位：在普通用户权限基础上，增加了可以对所管单位新购设备数据进

行输入、修改、删除、查询打印等功能 
主管部门：在管理单位权限基础上，增加了可以对所管单位新购设备数据进

行验收等功能。 
领导：查询全校数据及有关全校设备情况的统计表 
财务：在普通用户权限基础上，增加了财务验收功能。 

授权管理用户做变动：可以对历年数据按主管部门所给的修改字段进行修

改。 
 

4．设置本期时间 

由仪器设备主管部门的管理员确定各院、系、室输入几月至几月仪器设备数

据，见图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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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如增加新的本期时间，可点击[设置新的本期时间范围]。 

 

5．整理设备登记库 

可以删除本期新输入的无用数据，见图 9.7。 

 
图 9.7 

6．整理本期设备数据 

可以删除某期已下载到后台的设备数据，见图 9.7。 

 
图 9.7 

7．设置修改字段 

可以为管理单位用户设置修改字段，见图 9.8。 

点击此处，可以删除此记录 

此处打上勾，可以删除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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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8．设置公共查询字段 

可以为匿名用户设置公共查询字段，见图 9.9。 

 
图 9.9 

 

二、数据备份恢复 

1．数据备份 

可以将服务器下 SQL 数据库备份到服务器的 D:\sbweb\DB\sb.dat 下，这时

也可以将服务器的 D:\sbweb\DB\sb.dat 下的数据下载到本地机，以备今后数据

恢复。 

 

2、数据恢复 

可以将服务器的 D:\sbweb\DB\sb.dat 下的数据进行恢复。恢复数据时，请

参看第六章中的二、如何把备份出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sb” 数据

库数据进行还原？（在服务器端操作）. 
 

三、高级使用 

可以任意修改单位库、设备登记库、主机设备库、后台传送的变动信息、一

般仪器上报、增加变动上报、精密仪器上报数据、精密仪器共享信息、精密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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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评价表、设备名称库、国别库、字典库、任意库等信息，修改时，请按各库

字段要求进行修改、删除等，此处未设计任何安全措施，请用户操作时谨慎，见

图 9.10。 

 
图 9.10 

 

 
图 9.11 

 

 

四、字典库浏览 
可以浏览有关字典库内容如：国别、分类代码、国别码、现状、经费科目、使用方向，

见图 9.12。 

 

 
图 9.12 

点击此处，可将修改、删除

信息显示出来，见图 9.11 

点击此处，可将修改或删除信息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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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常见问题 
 
一、如何备份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下 “sb2003” 数据库数据？ 
步骤：（在服务器端操作） 

“开始→Microsoft SQL Server→企业管理器”,出现： 

 

 
 

选择“sb2003” 数据库点击鼠标右键→所有任务→备份数据库,出现： 

 

 
 

选择“添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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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件名”,输入或点击 按钮确定备份路径和文件名，点击

按钮即可。 

 

二、如何把备份出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sb2003” 数据库数据进行

还原？（在服务器端操作） 
步骤： 

“开始→Microsoft SQL Server→企业管理器”,出现： 

 

 
 

选择“数据库”点击鼠标右键→所有任务→还原数据库,出现： 

 
 

输入还原数据库：sb2005→从设备还原→选择设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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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添加”,出现： 

 

 

 

 

 

 

 

 

 

选择“文件名”,输入或点击 按钮确定被还原数据库的路径和文件名，

点击 按钮即可。 
 

三、仪器设备管理系统（WEB 版）安装好后，但在客户端进不了系统，原因何在？ 
步骤： 

1． 查看虚拟目录“sbweb”是否建立，其操作参看本书第 21 页。 

2． 查看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下 “sb2003” 数据库是否建立，其操作

参看本书第 23 页。 

3． global.asa 配置文件是否修改好了，其操作参看本书第 26 页。 

4． 网络是否联通。 

 
四、仪器设备管理系统（WEB 版）安装好后，但在客户端查询或帐目不能打印？ 

原因： 

1． 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的 ActiveX 控键是否允许。操作： 

桌面→Internet Explorer→右键→属性,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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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出现： 

 

 

 

 

 

 

 

 

 

把 ActiveX 控件和查件各项设置为启用即可。 

2． ODBC 中默认是否为 TCP/IP。操作： 

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数据源 (ODBC),出现： 

 

 

 

 

 

 

 

 

 

 

点击“添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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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SQL Server” →完成，出现： 

 

 

 

 

 

 

 

 

 

 

随意输入数据源名称→确定服务器 IP 地址→下一步，出现： 

 

 

 

 

 

 

 

 

 

点击 ，出现： 

 

 

 

 

 

 

 

 

 

 

选择 TCP/IP→确定→回上图，点“取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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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资产核查功能 

 
 
 

使 用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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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快捷的资产清查 

条码清查 手工清查 
通过标签打印机标签规范美观，节省制作时

间，准确度高； 
手工制作标签需定做，成本高，需要人为二

次处理，制作时间长，容易出现人为错误；

采用条码技术，由仪器编号生成唯一条码，

下一步盘查工作可采用设备自动盘查； 
手工制作标签不能采用条码技术，下一步资

产盘查工作要依赖于手工盘查； 
每次盘查只需有单人随机抽查即可完成，盘

点结果随时记录。 
每次盘查任务需要花费几个月时间、多人集

中盘查完成； 
一年一次的大型盘查变为随时清查 每年需要一至二次大型资产清查 
设备管理员在清查现场通过手持清查机屏幕

显示可以及时发现资产的变动和流失情况 
资产管理者通过帐本不能对资产的变动和流

失情况及时、准确的把握； 
清查方式只需要清查机下载资产库，对资产

设备上的标签条码一一进行扫描，清查机具

有信息存储功能； 

清查方式需要对照帐本，一一核对； 

盘点时间可减少 80%，错误发生率减少

99.98%； 
盘点核对时间长，容易出现错误，使资产管

理进入恶性循环； 
每次清查后，将清查机内的信息回传到电脑，

在几分钟内会自动生成打印出各种统计报

表。 

每次清查后做数据整理工作又复杂、又麻烦，

花费时间长，容易出现统计错误。 

 

第一章  打印机操作 

一、 如何实现条码标签的打印，其操作流程如何？ 

 这台专业打印机支持多种接口，配置 USB、串口、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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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开关设计在后面数据连接线插槽旁边，小巧的桌面打印机放置在有限的桌面空间上经

常有误操作的情况发生，设计在后面的开关可以有效地避免了这一情况地发生。 
这里按钮所选用的绿色也不是简简单单地随意一种颜色，在其内部同样有更多的按钮或是旋

钮采用这种颜色，另外一些按钮则为黑、白两种颜色，这正是前文提到的 OpenACCESS 设

计，绿色的旋钮是可以随意手动调节，这其中包括一些上纸、拆卸等操作。而黑、白两色的

按钮和旋钮则是不可以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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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动两侧的绿色卡子向上轻轻一提，就可以掀起打印机的上部，看到它的内部构造。平时通

过顶部半透明的黑色塑料挡板也可以看到内部上纸的运作过程，以便观察其是否处于稳定工

作状态。 
 轻扣两侧的绿色小卡子，打开打印机，在里面机壳上有图示的上纸操作提示，上纸操作照

图一步一步完成。 
它采用了传统的热敏型和热转印型打印方式，使用热敏纸或碳带。打印用纸为普通标签纸，

剥去一层隔纸可以直接粘贴在商品上。该款打印机打印分辨率为 203dpi（8 个点/毫米），打

印速度为 102 毫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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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盘点机器---》开始核查---》选择“核查单位”--》按扫描键即可开始核

查 

2。控制面版--》打印机---》Zebra  888-TT---》右键---》属性---》打印首选

项-》（如下图） 

 

如下图，鼠标点 Paper Size 

鼠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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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点 Customize 

 
如下图： 

 

输入 width:宽度: 6cm 
     height:(高度)：3cm 

选 择 user 
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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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条码标签大小和资产盘查系统安装好后，想打印条码标签如何操作？ 

答：请按如下操作： 

    点击[确定系统参数（5-A）]确定打印机→点击[条码打印（8-A）]→选择[打印标签单

位]→确定[排序字段]→[条码输出]→[标签类型]→[选择打印机]→预览或打印→确认 

 

三、 调用“条码打印（8-A）”预览或打印标签时，标签上没有条码，只出现

此处为 on,则打印出现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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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98001230*”为什么？ 

答：原因在于没有激活条码字库，您只需在第一次预览或打印条码标签时，激活一下条

码字库即可，以后就不用激活条码字库就能预览或打印条码标签了，具体操作如下： 

 
如上图，依次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 

 
双击此[字库] 

 
双击 [C39P36DMTT 字库] 

双击此[字库] 

双击此[开始] 

双击 [C39P36DMTT 字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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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完成]即可。再调用打印或预览条码标签就行了。 

 

四、 想打印 60*30mm，且已经印好校名和校徽的条码标签（如下图），应如何

操作？ 

 

答：先在打印机中定义 60*30mm 大小的标签→点击[条码打印（8-A）]→选择[打印标签单位]

→确定[排序字段]→[条码输出]→[标签类型：自制标签格式一（６０*３０）]→[选择打印

机]→预览或打印→确认,打印格式如下： 

 

后结果如下： 

 

 

五、 系统中提供了几种标签？ 

答：按大小分系统提供了四种，即：６０*30mm、６０*25mm、40*20mm、66*36。 
按格式分系统提供了四种，即 

点击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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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在白标签纸上 

 
打印在印好校名的标签纸上 

 
打印在印好格式的标签纸上 

 
打印在白标签纸上 

 
打印在白标签纸上 

 
打印在白标签纸上 

六、 因验收单是手工填写，且不是边验收边输机，而是集中到某时间集中输

入，但想验收设备时就给报帐设备人标签，能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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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以，您只需打印［入帐前标签１］格式： 

 

七、 想修改如下标签，将它改为：标签大小为 66*40mm，在学校名和设备名

称之间加入“设备使用单位”，设备编号栏该为“设备编号－经费科目－购置日

期，如何操作？ 

答：请如下操作： 
1．定义条码打印机认可的标签大小６０*４０mm 

 
 
2．点击[条码打印（8-A）]→选择[打印标签单位]→确定[排序字段]→[条码输出]→[标签

类型：自制标签 5（６０*３０）]→[选择打印机]→[修改标签]→确认 

 
 

 
 
 
 
 
 
 

确定标签大小

66*44mm 

假如[报表控件]未出现，请

退出整个系统，重新进入。 
上下调整[细节]条形安钮，

来改变标签大小。但此高

度不能超出标签纸高度，

否则，打印标签时，系统

将会出现“细节太大，不

能放入页中”的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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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具体操作，可以参照[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63 页“用户自定义及修

改报表”。 
上下调整[细节]条形安钮，可以改变标签大小，假如[细节]条形安钮向下移动太多，将

来运行系统时，系统会提示“细节太大，不能放入页中”。 
将目标①、目标②、目标③往下移动。 
 
 
 
 
 
 
 

 
 

在学校名和设备名称之间加入“设备使用单位”：点击目标④，移动鼠标至目标⑤处 
点击鼠标，出现： 

目标① 目标② 目标③ 

目标④ 
目标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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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达式”栏中输入：dwzh(领用单位号). 

 
           

点击目标⑥，出现： 

 
 
选中目标⑦、目标⑧，出现： 

点击目

标⑥ 

选中目

标⑦ 

选中目

标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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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出现： 

                 

 
 
调整目标⑨宽度，及字体。 
调整字体方法：选中目标⑨，点击如下图中的字体， 

 
 
 

调整目

标⑨宽

度，及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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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为“宋体”、字型为“粗体”、大小为“小四”。 

 
 
存盘，退出即可。具体操作可以参照[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63 页“用户

自定义及修改报表”。 
设备编号栏改为“设备编号－经费科目－购置日期”： 

点击此

处，即

可 存

盘，退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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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仪器编号]： 

 
 
在“表达式”栏中输入：仪器编号+“-”+经费科目+‘-’+购置日期，注意此处引号只能

是“英文时的引号”。 

 

点击[确定]，出现： 

 
存盘，退出即可。具体操作可以参照[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63 页“用户

自定义及修改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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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HT3200 资产清查 

1.HT3200 条码扫描终端 

 

ＨＴ３２００手持条码数据终端（清查机） 功能介绍 

1、手持条码数据采集系统应采用 symbol 的扫描引擎，快速、准

确地阅读多种一维条码，能有效地阅读残缺码、模糊码； 

2、手持条码数据采集系统通讯：一个串行口，高速红外通讯口

和标准红外通讯口； 

3、操作系统：HTOS 中英文操作系统；  

4、编程语言：HTBASE、C 语言、PASCAL 和 IBM 汇编； 

5、条码标签规范美观，节省制作时间，准确度高； 
6、采用条码技术，由仪器编号生成唯一条码； 
7、设备管理员在清查现场通过手持条码数据采集系统屏幕显示

可以及时发现资产的变动和流失情况； 

（一）后台管理（已融合在仪器设备管理系统中） 
 
 
 
 

 
 
 
 
 
 
 
 
 
 
 
 

 
 
A.条码打印 
 
 
 
 
 
 
 
 
 
C、 资产盘查 

 

A、条码标签 1 
B、条码标签 2 
C、条码标签 3 
D、条码标签 4 
E、设备清查总帐 
F、设备清查分户明细帐 
G、设备清查明细表

A、清查通讯 
 
B、设置清查数据项 
C、提示设置 
D、数据排序 
E、清查报表输出 
 
 

D、 传送数据到清查机 
E、 接收清查机数据 

A、 清查仪器设备帐 
B、 清查仪器设备分户明细帐 
C、 未清查仪器设备帐 
D、 未清查仪器设备分户明细帐 
E、 异常清查仪器设备明细帐 
F、手清查仪器设备明细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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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码扫描终端能存放仪器设备数据多少条记录？ 

答：能存放 2 万条数据。 

 

3.假如我校有 5 万条仪器设备数据，我该如何清查？ 

答：您可以先挑出几个要清查单位的数据传送到条码扫描终端，待这几个单位清查完后，将

条码扫描终端清查结果数据传送到仪器设备系统中，再挑出另外几个要清查单位的数据传送

到条码扫描终端即可。 

 

 

 
 
 
A.开始盘查 
 
 

 
 

A、设置清查单位 
B、条码扫描清查 
C、键盘输入清查 
D、现状设置 
 
E、清查报表输出 
 

A、 建议报废 
B、 单位不符 
C、 已经报废 
D、 丢失 
E、 借出 
F、 调出 
G、 重复入账 
H、 报废留用

A、 条码扫描清查设备数 
B、 手输清查设备数 
C、 未清查设备数 
D、 异常设备数 

 
B、统计信息 
 

 
C、明细查询 
 

A、 条码扫描清查设备数 
B、手输清查设备数 
C、未清查设备数 
D、异常设备数 

 
D、数据通讯 
 

F、 传送数据到计算机 
G、 接收计算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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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PDA 资产核查系统登陆 

 
在手持终端机中点击资产盘查应用程序（AssetCheck.exe）启动系统。（程序默认位置为

我的设备\DiskOnChip\AssetCheck\AssetCheck.exe） 
程序启动后进入登陆界面，如图一所示： 

1.   在“单位编码”框中输入登录单位编号，按回车键进行其他项目的输入或用鼠标单击

其他需输入的项目框。 

2.  在“单位密码”框中输入密码，若密码有误，系统会提示您请再次输入。 

3.        当所有项目输入完毕后，单击“登录”按钮或按回车键（图二），进入主系统。（图

三） 

4. 当光标进入输入框的时间，系统将直接调用软键盘进行输入。点击屏幕右下角的“拼”

字能打开或关闭软键盘，点击“拼”旁边的黑色小三角可转换输入法。（通过这个方法

可将输入法转为手写输入） 

5. 输入的单位编码决定了进行资产管理的范围，即只能管理此单位及其下属部门的资产。 

6. 进入系统后点击相应的模块进入不同的功能操作。在主系统中可以点击“修改登陆用户”

重新进入登陆界面修改登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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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图二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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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PDA 资产盘点 

资产盘点模块实现对资产的清查，修改，新增功能。 
第二节 点击“资产盘点”，出现选择单位窗口（图四）。在选择单位窗口选

择盘点的单位，用触控笔在树型结构列表中选择所在的部门，如果

大的部门前面有展开标记“+”，则可以用触控笔点击“+”，再继续

选择下属部门。部门选择后，该部门的名称则显示在主界面的“部

门”文本框中。选择部门后，可以用触控笔点击“确定”按钮以确

认所做的选择，并返回主界面（图五）；如果要放弃刚才的选择，用

触控笔点击“取消”按钮，并返回主界面。 

 
    图四         图五 

第三节 主界面包括三种类型，扫描核查（图五），手工核查（图六），新增

盘盈资产（图七）。可点击屏幕下部的分类标签进入相应的审核模式。 
第四节 切换单位；可点击切换单位按钮更改当前盘查的单位。 
第五节 扫描核查；当选择扫描核查时，先按机身左侧银色扫描按钮扫描资

产上的条码，系统将自动与基础资产信息比对并显示相应的状态数

据。 
第六节 手工核查；选择手工核查时，系统将自动调用软键盘，利用软键盘

输入资产上条码对应的资产编号，点击旁边的确定，系统将自动与

基础资产信息比对并显示相应的状态数据。 
第七节 新增盘盈资产；选择新增盘盈资产可从手持终端机上录入一条新资

产的详细内容。这个模块适用于如果发现实物在现场，但没有标签，

经核实，确实是该单位设备，则应该能记录该情况(盘盈)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编制 
 

 173 
 

第八节 如果找到但与盘点单位不符（即出现别的单位设备在该单位发现

了），则提示单位不符，系统自动记录（图八）。（单位不符） 
第九节 如果没找到，根据现场核查，如果是已经报废，但实物没有处置，

则设置为“已经报废”。如果是已经报废，但实物留用，则设置为“报

废留用”。（图九） 
第十节 如果找到，则显示各数据项，用户根据管理员设置的可修改数据项，

根据现场设备属性信息修改数据项，修改后可保存。 (正常)。如果

根据设备实物，比较陈旧，可修改下方的盘点状态，设置为“建议

报废”。（图十） 

 
    图六         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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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八         图九 

 

    图十         图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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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十二 

第十一节 在资产盘查主界面下点击返回将返回主菜单。在返回时，系统将自

动效验选择清查的单位是否还有未盘查的资产，如果发现还有未盘

查的资产则提示是否察看当前单位未核查数据（图十一）。如果选择

否，直接退出到主菜单；如果选择是，进入审核未盘数据窗口（图

十二）。 
第十二节 在核查后，通过查询发现没有核查的设备，通过现场问讯，可通过

审核未盘数据窗口设置为资产状态为“丢失”，“借出”，“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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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PDA 统计查询 

统计查询模块实现对盘查资产的统计和查询功能。 
第十三节 点击“查询统计”，进入资产盘查统计查询主菜单中（图十三）。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图十六 
第十四节 统计信息；进入统计信息模块(图十四)，点击统计按钮，系统自动将

当前选择的单位的资产盘查情况进行统计并显示出来。 
第十五节 明细查询；进入明细查询模块（图十五），点下拉框选择查询当前单

位资产的各种状态，如果有一些状态没有列在下拉框中则表明该单

位没有这类状态的资产。 
第十六节 浏览未盘；进入浏览未盘模块（图十六），系统列出所有未盘查的数

据，在此窗口可直接修改未盘资产的状态为“丢失”，“借出”和“调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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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浏览移动；进入浏览移动模块（图十七），系统列出所有移动的数据

（“丢失”，“借出”）。 
第十八节 浏览盘盈；进入浏览盘盈模块（图十八），系统列出所有盘盈的数据。 

 

 
    图十七        图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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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PDA 资产变更 

资产变更模块根据各学院递交的报废等变动单，扫描变动单上的条形码，记录变动设备的仪

器编号，同时核查变动单信息是否正确，一批变动单处理完毕后，就可以手持 PDA 去现场

核查，如果确认报废，可做标记，现场处理完毕，PC 机可接受该批设备编号，进行后台成

批处理帐目与打印 
 

 
    图十九         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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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PDA 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模块实现对资产数据的导入与导出功能。（注：此功能由系统管理员所有且进入的

密码设置特殊，故注意不要将此部分内容提供给普通用户，以防造成数据丢失）。 
第十九节 进入方法；在登陆模块的单位编码中输入“0000000000”（十个 0），

在单位密码中输入“1111111111”（十个 1），点击“取消”按钮进入

主菜单，点击“系统维护”进入模块（图二十一）。 
第二十节 导入数据；当从 PC 机系统下传了基础数据文件后，点击更新各项

基础信息。（注意：更新数据将自动清除以前的数据，故更新前请确

认已经将盘点完成后的数据已经导出并上传到 PC 系统中了。） 
第二十一节 导出数据；当盘点完成后，请及时的进行导出数据，并上传到 PC

中。 

 
图二十一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单机或客户端）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编制 
 

 180 
 

附件 
一、高校固定资产管理现状 

高校资产管理经过手工管理---〉计算机单机管理---〉计算机网络化管理，提高了资产

管理水平及效率。学校对资产管理日趋重视，经常资产核查，但依然存在帐帐（资产帐与财

务帐）、帐实（资产帐与实物）不符，甚至边清边乱等情况，这主要因为资产管理具有信息

量大而复杂，涉及岗位、人员众多，处理流程繁琐，院系管理人员多为兼职，没有进行实物

核查有效的工具。鉴于此，北京化工大学国资处根据自身管理需要以及长期使用我校资产管

理软件的兄弟院校的建议，开发了本套资产条码清查系统。 

 

二、基于条码进行高校固定资产管理的意义： 

 帮助高校提高固定资产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帮助高校实现资产帐、卡、物统一，清查实物，现场修改电子帐，对高校整体资产了如

指掌。 

 采集资产基础数据，为高校资产管理、分析、经营提供数据基础。 

 有效跟踪资产动态，如报废、调拨、盘点、维修等数据，同时有机衔接了资产管理系统

与资产管理工作流程。 

三、功能介绍： 

1、资产新增（资产购买） 

 引入工作流、审批流和单据验证来管理资产采购。 

 移动计算协助为学校完成大批量、多品种、多供应商集中统一验收。 

2、资产登记 

 资产编码 

 录入资产属性信息               

3、资产标签印制 

 连接资产管理软件批量打印 

 制成具有防尘、防水、不易破损的 PVC 标签 

4、资产领用、调拨----增加说明 

 资产领用、资产借用\租赁\调拨 

5、资产转移和报废 

 保管员将申请报废的资产进行鉴定，现场进行甄别，防止张冠李戴。 

 资产保管员变更时，系统记录下变更信息的部门、保管员、位置等信息。 

6、资产现场作业 

 资产盘点：学校资产盘点使用移动终端对资产进行快速清查。移动终端盘点一改以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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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盘点、人为校验的落后操作方式，操作准确率高、工作效率高、劳动强度低，同时根

据盘点记录，进行现场修改确认，生成盘点报表。 

 

7、资产查询统计 

 系统提供分类统计报表 

 

四、硬件介绍： 

1、PHL5300 条码识别终端 

功能： 

条码扫描 

智能商务 PDA，支持手写输入 

移动商务电话 

2、Zebra 条码打印机 

功能： 

条码打印，外形小巧、功能强大，首张出纸速度快 

自带中文字库 

支持多种连接方式：串口、并口以及 USB 接口 

 

五、 具体价格 

   一套   19800 元 （含 PHL5300 一台，标签打印机一台及相关软件）。 

 

六、联系方式：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 

 Tel:010-64433871,64439008 

 Fax: 010-64414504 

  

七、资产盘点时间分析 

根据高校资产盘点时间统计，假设一个高校有 5 亿元固定资产，资产总数计 3 万件： 

 人工操作+盘点清单 自动识别终端操作 

每件资产每次盘点时间 5 分钟 15 秒 

按每件资产盘 2 次，共花时间 10 分钟 30 秒 

所有资产盘点时间 10*30000=300000 分钟 30*30000=900000 秒 

共花时间，按每个工作日 8 小时，

每月 20 个工作日 

约 600 人.工作日 约 30 人.工作日 

结果需要 30个人1个月完成盘点 6 人 1 周时间完成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