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易测手簿软件用户手册 
Beijing UniStrong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UNISTRONG CONFIDENTIAL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is proprietary UniStrong Company 

第 1 页 共 21 页 

 
 手簿上位机软件 

 

版本 V1.0.0.0 

 
 
 

用 
户 
手 
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2006 年 8 月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易测手簿软件用户手册 
Beijing UniStrong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UNISTRONG CONFIDENTIAL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is proprietary UniStrong Company 

第 2 页 共 21 页 

终用户许可协议 
  

本《 终用户许可协议》（以下称《协议》）是您个人或单一法人或单一非法人单位与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合众思壮）之间有关本“软件产品”的协议，包括软盘、

光盘或其他形式介质储存的计算机软件、字体、随附的说明书等印刷材料，其他代理商、销

售商等非合众思壮的下属单位自行印制的印刷材料和包装除外。 

您一旦安装、复制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软件产品”，即表示您同意接受本《协议》各

项条款，如果您不同意本《协议》的条款，请不要安装或使用本“软件产品”，同时请您将

本“软件产品”退还给销售者； 

 

本《协议》授予您以下权利 
如果您仅是单一计算机用户，您可以在单一计算机上安装使用本“软件产品”的一份副

本，并允许您复制一份在另一计算机上以供备份用途； 

本“许可协议”对您有以下限制 
未经合众思壮的书面许可，本“软件产品”的全部或部分不得被仿制、出借、租赁、网

上传输、再发布等； 

本“软件产品”是被当成一个单一产品而被授予许可协议，不得将各个部分分开在多台

计算机上使用； 

严禁对本“软件产品”进行反向工程、反编译或反汇编； 

本《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本《协议》在您购买本“软件产品”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至您销毁本“软件产品”的全部及其副本之日起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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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欢迎使用易测手簿上位机软件 

亲爱的用户，欢迎使用北京合众思壮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易测手簿上位机软件。 

本软件作为易测手簿软件的配套软件，用于对易测手簿坐标数据的后处理，其功能包括：

坐标数据导入、坐标数据管理以及数据表格打印等。本软件界面友好，操作简洁，为更好地

使用易测手簿软件的强大功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1.2 阅读说明 

请仔细阅读此手册，以便快速地学会熟练使用本软件，在阅读本手册时，您需要事先

了解一些书写规约： 

【功能描述】：对软件功能进行详细的介绍。 

【操作说明】：使用当前功能应遵循的具体步骤。 

【要点说明】：表明在此之后是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请仔细阅读。 

1.3 系统需求 

 硬件需求 

CPU 低主频≥206 MHZ、推荐配置≥400MHZ； 

内存推荐配置 64M 或以上。 

 软件需求 

支持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98、Windows 2000 以及 Windows XP。 

1.4 特别声明 

 本手册内容仅供使用者参考，若内容及步骤与您正在使用的软件功能有所不同，则以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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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为准，我公司将不另行通知。如有疑问，欢迎致电本公司商务部或者向公司授权的经

销商进行咨询。 

1.5 系统安装 

1． 首先运行软件安装包内的安装程序 SETUP.EXE，进入安装程序向导。如图所示： 

 

 

2． 安装程序显示欢迎画面，点击“下一步”按钮。 

 
 

3． 选择安装程序安装文件的目的文件夹，如果选择默认安装路径，则直接点击“下一

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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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下一步”按钮。 

 
 

5． 安装程序开始复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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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完成”按钮完成程序安装。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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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菜单、工具栏按钮介绍 

2.1 系统菜单 

系统菜单包括五部分：文件、编辑、查看、系统以及帮助。系统功能主要通过五组菜单

实现。如下图所示： 

 

       

  

 

主菜单关联的子菜单功能说明如下： 

♦ 文件 

新建：新建一个坐标数据项目。 

打开：打开坐标数据项目。 

保存：保存当前坐标数据项目文件。 

另存为：保存当前坐标数据项目到指定目录。 

关闭：关闭坐标数据项目。 

导出至 DXF 文件：导出坐标数据至 DXF 格式的文件。 

打印预览：对打印设置样式作预览。 

打印：打印当前页面数据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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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退出手簿上位机系统。 

 

♦ 编辑 

新增：新增一条坐标数据记录到表格末端。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的坐标数据记录。 

修改：修改当前选中的坐标数据记录。 

 

♦ 查看 

连线：用连线的方式显示所选择的坐标点之间的相对位置。 

 

♦ 系统 

数据传输：PC 与手持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导出 DXF 文件选项：选择要导出至 DXF 文件的坐标数据类型。 

修改密码：修改系统的登录密码。 

 

♦ 帮助 

使用帮助：易测手簿联机帮助文档。 

关于：软件版权和版本信息。 

 

2.2 工具栏按钮 

工具栏按钮实现与之对应的子菜单功能，为使用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操作。如下图： 

 

从左至右依次为：新建项目，打开项目，保存项目，打印预览，增加纪录，删除纪录，

修改纪录，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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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功能  

3.1 用户登陆管理 

为了维护坐标点数据的完整性，系统需要用户提供唯一的登陆密码。此密码在首次登陆

系统时设定，以后每次登陆都将需用此密码。可以根据当前登陆密码登陆系统之后修改该密

码。 

3.1.1 密码设置 

【功能概述】 

用户第一次使用软件时，系统会提示建立登陆密码，如下图所示： 

 

 
【操作说明】 

1. 在“新密码”设置栏内输入要设定的密码。 

2. 在“确认新密码”栏内再次输入要设定的密码，点击“确定”按钮。 

3. 如果两次输入的密码不一致，则系统提示错误并请求重新设定。  

 

【要点说明】 

1. 密码设定保障数据不被他人改写，密码设定提倡个性简洁，设定后需牢记。 

2. 一旦密码设定成功，以后每次登陆系统都将需用此密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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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密码变更 

【功能概述】 

修改原始密码设置并以新密码代替。 

 
【操作说明】 

1. 选择 系统→修改密码，或者点击工具栏按钮“修改密码”，弹出密码修改对话框。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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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先输入当前系统密码，即旧密码。 

♦ 在“新密码”设置栏内输入要设定的密码。 

♦ 在“确认新密码”栏内再次输入要设定的密码，点击确定。 

  

【要点说明】 

3. 如果旧密码输入错误，则不能进行新密码设定。 

3.2 坐标数据导入 

【功能概述】 

使用系统对手簿坐标数据进行管理，首先使用“数据传输”将手簿坐标数据导入到手簿

上位机软件所在目录（见 3.3.4 节）。导入数据的文件格式为 EPT 类型的文件。 

 

【操作说明】 

1. 通过 USB 接口与 PDA 手簿相连。 

2. 将手持设备端手簿坐标数据文件（*.EPT）复制到 PC 端上位机软件所在的目录。 

  

【要点说明】 

确认数据文件复制到 PC 端上位机软件所在的目录。 

3.3 坐标数据管理 

坐标数据管理主要包括：坐标数据浏览和坐标数据编辑。其中编辑功能可分为对坐标点

记录的增加、删除、修改和排序。 

 

3.3.1 坐标数据浏览 

【功能概述】 

坐标数据成功载入后，系统界面如下图所示。主要包括菜单栏、工具栏、用于显示坐标

点数据的主画面以及 下方的状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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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画面包括四个页面，分别为：设计放样点页面、实际放样点页面、数据采集点页面以

及控制点页面。 

 

【操作说明】 

1. 点击不同的页面标签，浏览相应的坐标数据。 

3.3.2 坐标简易图 

【功能概述】 

以连线图形的方式显示选中坐标点的位置关系，并可进行连接顺序的调整。 

 

【操作说明】 

1. 首先，选中需要显示的一系列坐标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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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查看→连线，弹出坐标点连线画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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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坐标点列表：显示所有选中坐标点的点号。 

 显示设置：设置图形显示的内容，包括坐标点的点号、点名以及刻度。 

 图形显示区域：坐标点连线显示区域，区域下方的刻度指明坐标的范围。 

3. 在坐标点列表中，选中需要调整连接顺序的坐标点，点击“上移”或者“下移”按钮改

变其连接顺序。 

 

3.3.3 坐标数据编辑 

【功能概述】 

坐标编辑功能包括增加坐标点、删除坐标点、修改坐标点和坐标点排序。首先确定要编

辑的坐标点类型，然后点击进入相应的坐标点画面。 

 增加坐标点：增加一个新坐标点到当前坐标集。 

 删除坐标点：删除当前光标定位处的坐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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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坐标点：修改当前光标定位处的坐标点数据。 

 坐标点排序：按照坐标点点号进行升序或者降序排列。 

【操作说明】 

1. 增加坐标点：选择 编辑→增加，或者点击工具栏按钮“增加纪录”，在弹出的坐标点对

话框中编辑坐标点数据，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如下图所示： 

 

 

2. 删除坐标点：首先选中要删除坐标点，光标定位到该坐标点所在的行，选择 编辑→删

除，或者点击工具栏按钮“删除纪录”。 

3. 修改坐标点：选择 编辑→修改，或者点击工具栏按钮“修改纪录”，在弹出的坐标点对

话框中修改坐标点数据，然后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4. 坐标点排序：选择 编辑→升序或编辑→降序，或者点击工具栏按钮 “升序”或“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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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设计放样点和控制点可以进行编辑、增加和删除操作。 

 数据采集点和实际放样点只能进行删除操作。 

3.3.4 数据传输 

【功能概述】 

用于 PC 端与手持设备之间双向传输数据。 

 

【操作说明】 

选择 系统→数据传输，弹出“数据传输”功能界面。如下图所示： 

 

其中，界面中央两个按钮为数据传输按钮，>>与<<表明数据的传输方向。按钮左侧为

PC 端目录文件结构，按钮右侧为手持设备目录文件结构。 

首先，需要确定数据的传输方向。如果是传输 PC 端的文件到手持设备，则先要确定源

文件所在的逻辑驱动器，然后展开目录结构，找到该文件并选中。之后确定文件传输的目标

位置（手持设备的主内存或扩充卡），找到该目录并选中。 

源文件与目标目录确定后，点击传输按钮“>>”开始文件传输，界面下方的进度条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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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文件传输的过程。 

如果是传输手持设备端的文件到 PC 端，操作步骤大体相同，但要注意数据传输方向是

相反的。 

 

【特别说明】 

 使用数据传输功能之前，首先确认手持设备与 PC 端已经成功建立连接。 

 因为是文件级的传输，所以必须选择“源文件”和“目标目录”，而不能传送一个目录

及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3.4 数据表格打印 

系统提供坐标数据的表格形式打印功能。其中包括打印预览和打印预览设置。 

3.4.1 打印预览 

【功能概述】 

正式打印之前，使用打印预览查看实际打印的效果。 

 

【操作说明】 

选择 文件→打印预览或者点击工具栏按钮“打印预览”，弹出预览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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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界面上从左至右四个按钮依次为：预览画面比例缩放按钮、打印报表按钮、查找文

本按钮和退出预览界面按钮。具体使用如下： 

预览画面比例缩放按钮：以不同比例显示预览表格画面。例如 50%。 

打印报表按钮 ：点击进入打印设置页面，说明见 2.4.2 节。 

查找文本按钮：点击进入文本查找页面，可以在预览画面内搜索文本。 

退出预览界面按钮：退出打印预览状态，回到系统主界面。 

3.4.2 打印设置 

【功能概述】 

设置打印报表的属性，例如打印页数、纸张大小等。 

 

【操作说明】 

选择 文件→打印或者点击工具栏按钮“打印”，弹出打印设置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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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成后，点击“确认”按钮开始打印坐标数据表格。 

 

【特别说明】 

由于坐标数据格式长度限制，打印设计放样点和控制点需采用 A4 纸，实际放样点和数

据采集点采用 A3 纸。 

3.5 坐标数据导出 

1. 手簿上位机软件完成对坐标数据的编辑后，利用“数据传输”功能将相应的.EPT 文件

复制到手簿软件所在的目录，使用手簿软件的“坐标导入”工具将数据导入到项目中就

可以使用了。 

2. 导出至 DXF 文件（图形格式），便于使用其它软件浏览和编辑。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选择 系统->导出 DXF 文件选项，选择导出的坐标数据类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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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选择 文件->导出至 DXF 文件。如下图所示： 

 

 

非常感谢您使用本公司的软件产品！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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