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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介绍 

世新单据打印软件是一个通用单据打印软件，适合打印快递单、出货单、支票等各种单据。

软件内置了几种常用单据模板，用户可以方便地创建单据模板，根据需要设置录入字段。 

 

世新单据打印软件使用所见即所得的设计方式，用户可以方便地看到单据录数据后的实际效

果。 

1.1 系统要求 

运行世新单据打印软件需要 Windows XP(SP3)/Vista/7/8/10 操作系统，推荐使用 Windows 

7/8/10。世新单据打印软件安装程序将自动检测并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1.2 术语 

下面是世新单据打印软件中使用的一些术语： 

【模板】单据模板是指用于录入单据数据的模板，单据模板由字段组成。 

【字段】字段是指单据上的一个录入区域，在世新单据打印软件中可以为每个单据添加多达

100 个字段。 

1.3 使用功能键 

世新单据打印软件中的功能键定义如下： 

功能键 功能描述 

Ctrl + I 录入单据。 

F5 刷新录入的单据。 

Ctrl + P 打印单据。 

1.4 计算机坐标系统 

下面是计算机中使用的坐标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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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单据模板 

使用世新单据打印软件可以方便地设计单据模板。为了能够直观地看到模板效果，需要准备

一张空白单据的扫描图片。 

 

下面以顺丰速运快递单为例讲解如何设计单据模板，首先扫描一张空白快递单（推荐图片宽

度 1024 像素），保存为图像文件“顺丰速运-1024.png”，如下图所示： 

 

2.1 新建模板 

运行世新单据打印软件，点击“新建模板” 按钮新建一个模板，然后在单据模板列表中

单击新建的模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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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编辑模板 

选中新建的模板后点击“编辑模板” 按钮编辑选中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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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模板名称为“顺丰速运”，用尺子测量快递单的长度和宽度然后输入到软件中。点击“浏

览”按钮选择准备好的快递单扫描图片“顺丰速运-1024.png”。点击“保存”按钮可以在预

览窗口中看到快递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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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添加字段 

一个单据模板可以添加多达 100 个字段，每个字段可以设置位置、字体、缺省值等属性。编

辑模板时点击“字段”选项卡切换到字段页面。 

 

下面我们添加一个字段用于录入“寄件公司”，首先修改字段名称为“寄件公司”，然后在预

览窗口的快递单图片上用鼠标在的寄件公司录入数据处拖拽出一个矩形，软件自动将矩形的

位置和尺寸添加到字段属性的位置及尺寸编辑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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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按钮添加这个字段，预览窗口中半透明的绿色矩形框表示当前字段的位置和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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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字段属性 

下面是字段各属性的说明： 

属性 说明 

名称 字段名称 

缺省值 字段的缺省值，录入单据时自动填写到单据中 

字体 字段文字的字体 

字号 字段文字的尺寸 

颜色 字段文字的颜色 

常用词 如果设置了常用词，录入单据时可以从常用词列表中选择输入 

粗体 字段文字是否粗体 

斜体 字段文字是否斜体 

自动换行 当字段文字超出字段宽度时是否自动换行 

录入单据时隐藏 如果选择是，那么录入单据时不显示这个字段的输入框 

左(mm) 字段位置左（单位：毫米） 

上(mm) 字段位置上（单位：毫米） 

宽(mm) 字段位置宽（单位：毫米） 

高(mm) 字段位置高（单位：毫米） 

2.3.2 日期时间通配符 

使用日期时间通配符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日期和时间自动输入字段数据，下面是日期时间的

说明，使用通配符时注意通配符区分大小写。 

通配符 说明 

%yyyy 系统日期的年，4 位 

%yy 系统日期的年，2 位 

%MM 系统日期的月，不足 2 位时加前缀 0 

%M 系统日期的月 

%dd 系统日期的日，不足 2 位时加前缀 0 

%d 系统日期的日 

%hh 系统时间的时，不足 2 位时加前缀 0 

%h 系统时间的时 

%mm 系统时间的分，不足 2 位时加前缀 0 

%m 系统时间的分 

%ss 系统时间的秒，不足 2 位时加前缀 0 

%s 系统时间的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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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录入单据 

点击一个设计好的单据模板，打开模板录入数据。软件按照模板字段的序号依次读取各个字

段并显示字段编辑框，字段编辑框的显示规则如下： 

 每行显示 2 个字段的编辑框。 

 按照字段序号的顺序显示字段编辑框，序号为奇数的字段输入框显示在左侧，序号为偶

数的字段输入框显示在右侧。 

 设置为隐藏的字段的编辑框不显示。 

 如果同一行的 2 个字段中的一个设置为隐藏，那么另外一个字段编辑框将占满整行。 

 如果同一行的 2 个字段全部设置为隐藏，那么该行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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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用词 

如果一个字段设置了常用词，那么录入单据时可以快速从常用词列表中选择一个词语输入到

字段输入框中。在世新单据打印软件中可以创建多个常用词组，每个常用词组可以添加多个

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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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见问题 

5.1 打印内容出现偏移的解决方法 

如果出现打印内容偏移的情况，可以在“选项”窗口中进行偏移校正。 

 

5.2 如何备份恢复单据模板 

世新单据打印软件支持导入导出单据模板，将设计好的单据模板导出到一个文件即实现了备

份，将备份的模板文件导入软件即实现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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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联系世新软件 

世新软件开发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shixinsoft.com 

E-mail：sales@shixinsoft.com 

 

http://www.shixinsoft.com/
mailto:sales@shixin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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