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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目的

本手册指导企业用户使用中国检验检验网上申报系统进行产地证申报及出入境报检的

相关操作说明。通过使用本手册，能够使相关人员了解到：

(1) 本系统的功能和整体组成结构；

(2) 本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使用方法；

(3) 本系统一般操作故障的解决办法；

(4) 服务支持途径。

1.2 范围

使用者范围：使用本系统的人员，以及希望了解本系统功能的其他人员。手册包括以下

主要内容：

(1) 系统概述；

(2) 详细功能介绍

2 系统概述

2.1 功能框架图

2.1.1 软硬件环境

企业系统配置：硬件配置 （512M 内存以上、30G 硬盘、100M 网卡、2.4GHZ CPU）；软

件配置（操作系统：WindowsXP 或更高、浏览器 IE8 及以上浏览器；Internet 上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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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指南

3.1 系统注册与登录

本系统支持用户名密码方式登录。下面详细介绍这种登录方式的注册方法。

3.1.1 操作方法

3.1.1.1 注册

新用户登录此系统前，应先在报检单位报检员系统或产地证备案系统中做好企业备案，

开通相关业务权限，维护企业基本信息（联系人手机号或联系人邮箱）。如需做出入境报检

业务或产地证业务，需在本系统注册，根据注册完成后即可登录。

图：注册页面

注册出入境报检业务：

录入用于登录本系统的用户名、密码和确认密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和验证码；勾选

出入境报检的复选框，录入 ECIQ 通讯账号和 EIQ 通讯账号密码，输入报检单位报检员系

统的报检单位注册号，选择联系人手机号或联系人邮箱验证，获得验证码，此手机号和邮

箱需和报检单位报检员中保持一致，获得验证码后，进行报检企业信息验证；验证通过后

有相应的提示信息，点击【注册】按钮，注册成功后跳转到登录页面并将报检单位报检员

中的企业信息同步到系统中。

注册原产地证书申报业务：

录入用于登录本系统的用户名、密码和确认密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和验证码；勾选

原产地证书申报的复选框，输入产地证备案号，选择联系人手机号或联系人邮箱验证，获

得验证码，此手机号和邮箱需和产地证备案信息中保持一致，获得验证码后，进行产地证

备案信息验证；验证通过后有相应的提示信息，点击【注册】按钮，注册成功后跳转到登

录页面并将产地证备案中的企业信息同步到系统中。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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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一个企业只允许注册一个企业账号。

3.1.1.2 登录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中国电子检验检疫网上申报系统的访问地址,进入登录页面，

如下图所示。

图：登录页面

企业登录输入该企业的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或回车键，即可进

入本系统。

3.1.1.3 找回密码

企业用户才可以使用找回密码功能，个人用户如需修改密码，需企业用户在个人账号维

护中进行修改。注：找回密码的手机号必须是企业注册信息的手机号。

3.1.1.3.1 操作步骤

单击“找回密码”超链接，进入找回密码页面，录入企业的用户名，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或联系人的邮箱，点击【找回密码】按钮，会将原密码发送到联系人手机或联系人邮箱中。

图：找回密码页面

3.2 退出系统

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要退出系统，可以点击系统页面中左侧功能树下面的【关闭窗口】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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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用户管理

只有企业权限的用户有此功能。

3.3.1 企业信息维护

用户可以手工同步信息，保证本系统的企业信息与报检单位报检员系统或产地证备案

系统中的企业信息保持一致；可以增加或取消企业的业务权限。

3.3.1.1 操作方法

单击左侧菜单栏中的企业信息维护功能，如下图所示。

图：企业信息维护页面

1、功能按钮

 企业信息同步

企业在报检单位报检员系统或产地证备案系统中，修改了基本信息，如联系人、联系

方式、企业邮箱时，点击【企业信息同步】按钮，会将修改的信息同步到系统中。

 保存

企业可以增加或取消业务设置，增加或取消后，点击【保存】按钮。刷新后，系统的

菜单会跟随设置的业务权限进行变化。

3.3.2 个人账号维护

企业用户可以在此菜单下维护企业的个人账号，并设置个人用户的业务权限和数据查看

权限。

3.3.2.1 操作步骤

单击菜单栏中个人账号维护功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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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个人账号维护页面

1、功能按钮

 增加

点击【增加】按钮，进入个人账号增加页面，录入个人账号的用户名、密码、勾选业

务权限和数据查看权限，点击【保存】按钮，在查询列表中查询到增加的个人账号数据。

图：个人账号增加页面

 修改

选中一条个人账号数据，进入个人账号修改页面，修改个人账号的密码、业务权限和

数据查看权限，点击【保存】按钮，查询列表中可查看到修改后的数据。

 删除

选中一条个人账号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弹出确认删除的提示信息，点击【确定】

按钮后，查询列表中将查询不到删除的数据。

3.3.3 密码修改

企业用户可以用此功能修改企业的登录密码。

3.3.3.1 操作步骤

单击菜单栏中密码修改功能，如下图所示。



第 6 页 共 32页

图：密码修改页面

1、功能按钮

 保存

录入原密码、新密码和确认密码，点击【保存】按钮。用户再次登录时将使用新密码登

录系统。

3.4 出入境报检

出境、入境、出境包装报检、尸体棺柩报检、集装箱适载报检和场站划拨报检将报检

数据发送给主干系统。

建议进行货物报检申报时，应先维护好报检证默认信息，减少单据填写量。在报检信息

维护—>报检默认信息维护中，填写好需要设为默认的信息，点击【保存】或者【保存并继

续】，如下图所示。以后新建报检单据时，这些默认信息就会自动填入。

图：出境报检默认信息维护页面

如果该企业的报检类别为代理，建议进行出入境报检时应先维护好该企业的收货人、发

货人及生产单位信息，在报检信息维护—>收发货人设置，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收发货人

数据，维护好的数据，用于录入页面的发货人、收货人一栏以及生产单位，在录入页面的

发货人编码中输入 3 开头的发货人编码，会将维护好的 3 开头的发货人编码以下拉的方式

显示出来，选中数据后，会将发货人编码、发货人中文、发货人英文及地址自动带出自动。

可点击此处展开隐藏录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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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收发货人设置列表页面

图：出境货物报检录入页面

3.4.1 出境货物报检

企业可以对出境报检单进行申报、修改、查看、删除、打印等操作，手动获取主干系统

的回执信息。

3.4.1.1 操作方法

单击菜单栏中出境货物报检功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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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出境报检查询列表页面

1、条数设置

在分页显示前有条数设置控件，可根据企业需要设置每页的显示条数。默认显示为 15
条。

2、功能按钮

 查询

在查询条件栏中输入报检号、发票流水号、申报状态、发货人编码、收货人名称、报

检开始日期、报检结束日期、合同号等，企业录入相应的查询条件可查询到相应的报检单

数据。

 重置

点击【重置】按钮后，会将输入的查询条件清空。

 新建

点击【新建】按钮，跳转到报检录入页面，录入数据项后，点击【暂存】按钮，数据

保存到本地；点击【申报】按钮，数据发送到主干系统。

 复制

选中一条报检信息，点击【复制】按钮，跳转到报检详细信息录入页面，修改所需数

据项后，点击【暂存】按钮，数据保存到本地；点击【申报】按钮，发送到主干系统。

 修改

操作方法同“复制”操作。

 删除

选中一条或多条申报状态为“暂存”的报检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删除成功后页

面将查询不到删除的数据。

 获取回执

点击【获取回执】按钮，手动获取主干的回执信息。点【查看回执】后在下方可以看

到相应报检单的回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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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回执信息

 E-CIQ打印

选中一条报检数据，点击【E-CIQ打印】按钮，弹出 E-CIQ 打印页面。

 回执凭条打印

图：回执凭条页面

提示：

1、获取回执不是针对选中报检单的，是针对该企业所有报检数据的；

2、带有 的基础数据录入字段，可以采用输入代码或名称进行查询挑选。目前

只支持左匹配和全匹配。如离境口岸输入“3”或“厦门”，下方会显示出代码 3或厦门开

头的离境口岸。

3.4.2 入境货物报检

企业可以对入境报检单进行申报、修改、查看、删除、打印等操作，手动获取主干系统

的回执信息。



第 10 页 共 32页

3.4.2.1 操作方法

操作方法同 3.4.1“出境货物报检”。

3.4.3 出境包装报检

企业可以对出镜包装报检单进行申报、修改、查看、删除、打印等操作，手动获取主干

系统的回执信息。

3.4.3.1 操作方法

操作方法同 3.4.1“出境货物报检”。

3.4.4 无纸化申报

3.4.4.1 操作方法

单击报检查询如下图所示：

 无纸化申报

企业成功申报获得正式报检号及回执后，如需开展无纸化申报，可点击“随附单据“按

钮，即可前往无纸化申报页面，按无纸化申报要求完成相应申报。

 无纸化查询

如需查询无纸化申报情况，需首先在下拉菜单选择无纸化直属局，然后点击“无纸化

列表”，.进入无纸化系统对该直属局下的无纸化申报信息进行相应的查询。

提示：

1、在网上申报系统进行无纸化申报需首先获得报检号（或预检号），并满足 e-CIQ 的

无纸化布控要求（详见回执）。

2、网上申报系统目前仅支持无纸化申报及查询的链接，无纸化备案等其他功能仍需在

无纸化报检管理系统中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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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出境集装箱适载申报

企业可以对集装箱报检单进行申报、修改、查看、删除操作，手动获取主干系统的回执

信息。

3.4.5.1 操作方法

单击菜单栏中出境集装箱适载申报功能，如下图所示。

图：集装箱适载查询列表页面

1、功能按钮

 新增

点击【新增】按钮，跳转到报检录入页面，录入数据项后，点击【暂存】按钮，数据

保存到本地；点击【申报】按钮，数据发送到主干系统。

图：集装箱报检增加页面

 修改

操作方法同“新增”操作。选择数据的申报状态需为“暂存”或“已申报”。

 删除

选中一条或多条申报状态为“暂存”或“已申报”的报检数据，点击【删除】按钮，

删除成功后页面将查询不到删除的数据。

 获取回执

点击【获取回执】按钮，手动获取主干的回执信息。选中报检单后在下发可以看到该

报检单的回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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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回执信息

3.4.6 场站划拨报检

企业可以对场站划拨报检单进行申报、修改、删除操作，手动获取主干系统的回执信息。

3.4.6.1 操作方法

操作方法同 3.4.5“出境集装箱适载申报”。

3.4.7 尸体棺柩报检

企业可以对尸体棺柩报检单进行申报、修改、查看、删除操作，手动获取主干系统的回

执信息。

3.4.7.1 操作方法

操作方法同 3.4.5“出境集装箱适载申报”。

3.5 产地证申报

本系统共包括 21 种产地证书和 2种声明，可以进行申报、修改、复制、删除、打印等

操作，下面以“一般原产地证书”为例进行详细的介绍，其余产地证的功能操作与其相同。

建议进行产地证申报时，应先维护好产地证默认信息，减少单据填写量。在产地证信

息维护—>产地证默认信息维护中，填写好需要设为默认的信息，点击【保存】或者【保存

并继续】，如下图所示。以后新建产地证单据时，这些默认信息就会自动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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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产地证默认信息维护页面

如果该企业的产地证类别为代录入，建议进行产地证申报时应先维护好该企业的代理产

地证注册号，在产地证信息维护—>产地证委托人维护，可以增加、修改、删除产地证注册

号数据，维护好的数据，用于录入页面的企业注册号字段，在录入页面企业注册号下输入 1

开头的产地证注册号，会将维护好的 1 开头的产地注册号以下拉的方式显示出来，选中数

据后，会将产地证注册号自动写入企业注册号中。

3.5.1 原产地证书申请操作方法（以一般原产地证书为例）

单击菜单栏中一般原产地证书功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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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般原产地证书查询列表页面

1、功能按钮

 新建

点击【新建】按钮，跳转到产地证录入页面，录入数据项后，点击【暂存】按钮，数

据保存到本地；点击【申报】按钮，数据发送到产地证局端。

图：一般原产地证基本信息录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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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般原产地证货物信息录入页面

提示：如何进行产地证填写申报

在单据填写过程中，可以根据单据功能区域实际提示，按要求认真填写对应的每一栏。

如下图所示。

图：一般原产地证录入页面

下图为货物信息输入区示例。如有多个货物时建议勾选批量生成货物描述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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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于必填项，单据在“暂存”或点击“申报”按钮后，会进行必要的校验提示（如

下图示例），用户可以根据提示信息进行产地证相应栏目的修改；

建议用户在填写完毕后先点击“暂存”按钮，然后经检查确认无误的单据，点击“申报”

按钮即可；

对于已申报的单据，可以在产地证申报系统功能区查看当前单据的申报状态，见下图示

例；对于申报状态错误的单据，用户可以根据回执信息提示进行相应产地证的修改；

图：产地证回执信息页面

 复制

选中一条产地证信息，点击【复制】按钮，跳转到产地证详细信息录入页面，修改数

据项后，点击【暂存】按钮，数据保存到本地；点击【申报】按钮，数据发送到产地证局

端。

 转证复制

勾选一条需要复制的证书数据，在转证复制证书类型列表中选中所需复制的证书类型，

点击复制按钮，进入所选证书类型的录入页面，页面的数据与之前被勾选的数据显示一致，

在此基础上修改所需内容，点击【申报】按钮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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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转证复制证书页面

 修改

操作方法同“复制”操作。

 删除

选中一条或多条申报状态为“暂存”的产地证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删除成功后

页面将查询不到删除的数据。

 更改证

选中一条证书状态为“新证”且申报状态为“申报正确”的产地证数据，点击【更改

证】按钮，跳转到更改证录入页面，录入数据项后，点击【暂存】按钮，数据保存到本地；

点击【申报】按钮，数据发送到产地证局端。

 重发证

操作方法同“更改证”。

 更改重发证

操作方法同“更改证”。

3.5.2 自贸声明申请操作方法（以中国-冰岛自贸声明为例）

其操作方法与一般原产地证书操作方法相同，区别在于在新建、复制、打开页面多增【同

步声明申报】按钮，点击该按钮后，在中国-冰岛自贸声明中增加一条声明申报数据，该声

明的录入项内容与之前的证书申报内容一致。

图：中冰证书页面

3.6 企业监管

3.6.1 监管产品维护

手动获取主干下发给该企业的监管产品，并对监管产品进行查询。

3.6.1.1 操作方法

单击菜单栏中监管产品维护功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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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监管产品查询列表页面

1、功能按钮

 查询

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列表中显示出符合查询条件的数据。

 重置

点击【重置】按钮后，会将输入的查询条件置空。

 查看监管企业信息

选择一条局端下发的监管产品数据，点击【查看监管企业信息】按钮，可以企业信息查

看页面。

 新建

选择一条局端下发的监管产品数据，点击【新建】按钮，跳转到企业监管产品录入页

面，录入产品名称，生产批类别等，点击【保存】按钮，提示保存成功后，可在选择的局

端监管产品下查看到企业维护的监管产品数据。

获取产品

直接点击【获取产品】按钮，系统后台会自动获取主干系统下发给该企业的监管产品数

据。

复制

点击监管产品数据前的 ，数据展开后会看见企业维护的监管产品，选中一条监管

产品信息，点击【复制】按钮，跳转到企业监管产品录入页面，可对数据项进行修改，进

行保存。

修改

操作方法同“复制”功能。

 禁用

点击监管产品数据前的 ，数据展开后会看见企业维护的监管产品，选中一条

监管产品信息，点击【禁用】按钮，废止标志由“未禁用”更新为“已禁用”。

 查看

点击监管产品数据前的 ，数据展开后会看见企业维护的监管产品，选中一条

监管产品信息，点击【查看】按钮，跳转到企业监管产品详细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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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质控标准维护

用户手动获取主干系统下发的质控标准，可进行查看和查询操作。

3.6.2.1 操作方法

单击菜单栏中质控标准维护功能，如下图所示。

图：质控标准查询列表页面

1、功能按钮

 查询

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列表中显示出符合查询条件的数据。

重置

点击【重置】按钮后，会将输入的查询条件置空。

查看

选中一条质控标准信息，点击【查看】按钮，弹出质控标准查看页面，页面显示出质控

标准下的监控项目，选中监控项目数据，点击【查看】按钮，弹出监控项目详细信息页面，

在页面中可以查看参数定义和评定指标。

3.6.3 企业档案

获取主干下发的企业档案基本信息后，将填写的详细信息上报给主干系统。

3.6.3.1 操作步骤

单击菜单栏中企业档案-企业信息维护功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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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企业档案基本信息页面

1、功能按钮

 获取企业档案

点击【获取企业档案】按钮，后台程序自动获取该企业的档案信息，获取成功后，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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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企业档案基本信息页面

 保存

修改数据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将信息保存在本地。

 上报企业档案

点击【上报企业档案】按钮，将企业基本信息、企业联系人信息、企业生产能力维护

信息、企业检测人员维护信息、企业主要设备维护信息、企业获证情况维护信息、原料供

应商维护信息、其他资料维护信息全部上报给主干系统。

 回执信息

点击【回执信息】按钮，〖回执信息查看〗页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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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回执信息页面

点击【获取回执】按钮，后台自动获取主干下发的该企业的企业档案回执内容，获取成功

后，提示获取回执成功。

（1） 企业联系人信息维护，如图所示：

图：企业联系人信息页面

1、功能按钮

 查询

在查询条件中输入职位、姓名，输入成功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的条件与查询结

果相匹配。

 增加

点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联系人信息〗页面，录入数据项完成后，点击【保存】

按钮，提示保存成功，返回到列表查询页面，可查看到增加的联系人信息，增加联系

人信息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企业联系人增加页面

 修改

选择一条联系人信息，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修改联系人信息〗页面，修改数据项

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提示保存成功。

 查看

选择一条联系人信息，点击【查看】按钮，进入〖查看联系人信息〗页面，可以查看联

系人的详细信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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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企业联系人查看页面

 删除

选择一条或者多条联系人信息，点击【删除】按钮，提示本操作是不可恢复的，你确

认要删除吗？点击【确认】按钮，联系人信息被删除。

（2） 企业检测人员维护，如图所示：

图：企业检测人员列表页面

1、功能按钮

 查询

在查询条件中输入姓名、岗位、专业，输入成功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的条件

与查询结果相匹配。点击【重置】按钮，将查询条件清空。

 增加

点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检测人员信息〗页面，录入数据项完成后，点击【保

存】按钮，提示保存成功，返回到列表查询页面，可查看到增加的检测人员信息，增

加检测人员维护信息页面，如图所示：

图：企业检测人员增加页面

 修改

选择一条检测人员维护信息，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修改检测人员维护信息〗页

面，修改数据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提示保存成功。

 查看

选择一条检测人员维护信息，点击【查看】按钮，进入〖查看检测人员维护信息〗页

面，可以查看检测人员维护的详细信息，如图所示：

图：企业检测查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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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

选择一条或者多条检测人员维护信息，点击【删除】按钮，提示本操作是不可恢复的，

你确认要删除吗？点击【确认】按钮，检测人员维护信息被删除。

 Excle导入

点击【Excle导入】按钮，进入〖检测人员导入〗页面，如图所示：

图：企业检测导入页面

点击<下载检测人员模板>的超链接，弹出如图所示：

点击【下载】按钮，将文档下载到本地，打开下载的文档，录入检测人员信息，如图所示：

在检测人员导入页面，点击【浏览】按钮，弹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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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文档，点击【打开】按钮，如图所示：

点击上图中的【导入】按钮，提示导入成功，查询列表中增加导入的检测人员信息。

（3） 原料供应商信息维护，如图所示：

图：原料供应商维护列表页面

1、功能按钮

 查询

在查询条件中输入供应商名称、供应商组织机构代码，输入成功后，点击【查询】按

钮，查询的条件与查询结果相匹配。

 增加

点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原料供应商信息〗页面，录入数据项完成后，点击

【保存】按钮，提示保存成功，返回到列表查询页面，可查看到增加的原料供应商维

护信息，增加原料供应商维护信息页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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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原料供应商维护增加页面

 修改

选择一条原料供应商维护信息，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修改原料供应商维护信息〗

页面，修改数据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提示保存成功。

 查看

选择一条原料供应商维护信息，点击【查看】按钮，进入〖查看原料供应商维护信息〗

页面，可以查看原料供应商维护的详细信息，如图所示：

图：原料供应商维护查看页面

 删除：

选择一条或者多条原料供应商维护信息，点击【删除】按钮，提示本操作是不可恢复

的，你确认要删除吗？点击【确认】按钮，原料供应商维护信息被删除。

（4） 其它资料维护，如图所示：

图：其它资料维护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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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打印

3.7.1传统模式打印

3.7.1.1 浏览器要求

本系统支持 IE8、IE9、IE10、IE11浏览器。

3.7.1.2 选择打印类别（证书、申请书等）

选中一条待打印数据，点击【打印证书】，弹出打印证书页面。（注：海峡证书入需打

印生产商随附清单应将下图阻止的窗口启用，否则将无法打印随附生产商清单）

图：打印证书页面

3.7.1.3 打印设置

需对 IE进行设置，以便进行是否套打。

在【设置】------->【打印】------->【页面设置】下设置：

 将打印背景颜色和图像的勾选去掉；

 启用收缩到纸张大小勾选去掉；

 右边距 6mm；左边距 9mm；上边距 9mm；下边距 6mm

 页眉和页脚下的选项均设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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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打印

图：页面设置

（2）需要直接打印出背景（表格）

需要将打印背景颜色和图象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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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打印设置

（3）打印出来有网址等不需要的文字—页面设置

请按照路径操作：打开 IE浏览器，文件→页面设置→清空图中所显示位置的“页眉和

页脚”；

3.7.2新模式打印

新模式打印分为两种，一种无图套打（新）和带图套打（新）。目前产地证均要求无图

套打，本环节将重点讲解无图套打。

3.7.2.1插件确认

打印前请先确认已从系统中下载并安装了 LODOP 控件。如果安装 LODOP后，页

面仍提示未安装，请清理缓存重开浏览器再试试行不行；如果还是提示未安装，请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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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到更高版本重试。（删除安装的 LODOP插件方法：到 C:\Program Files（X86）\
MountTaiSoftware下,删除 Lodop目录）

3.7.2.2选择打印类别（证书、申请书等）

选中一条产地证数据，点击【无图套打（新）】，弹出打印证书页面。

图：无图套打（新）页面

进入打印界面，在选择页面的左上方会显示出一个如下图的下拉选项，如图：

3.7.2.3套打设置

在查询页面下方点击【无图套打（新）】或者在证书查看页面下方点击【无图套打

（新）】，都可以进入打印界面（当然也可以点击【带图打印】，会把背景图也打印出来），

如位置不需调整则可直接点击【开始打印】按钮进行打印。

（查询列表界面）

（证书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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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打印】按钮）

3.7.2.4恢复默认状态

先点击【打印维护】按钮，在打印维护的界面的右上方，点击【复原】右边的下拉箭

头，再选择【恢复整体缺省】,最后点击【应用】按钮，再次打开预览页面，所有内容将恢

复到初原始位置。

3.7.2.5数据位置调整

（1）全体内容进行调整（整体偏移）

先进入打印预览页面，点击【打印维护】进入打印维护界面，然后点击如下图所示的鼠标

状的按钮,并对底图进行拖移到合理位置，实现信息的整体移动。

中的

注意：执行操作前，先将信息恢复到默认位置，执行完操作后都要点击“打印维护”界

面的【应用】对调整的内容进行保存

（2）调整单个信息项位置

注意：请避免使用单个信息调整，因为单个信息的调整可能导致单页显示与多页显示间

的冲突，从而信息位置显示错乱)
进入打印预览界面，再点击【打印维护】按钮，进入打印维护模式，通过打印维护界面左

边的选项栏选中调整方向进行位置移动打印项；或直接在‘宽/高’输入框中输入精确位置，

方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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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要修改第 15项：在页面左边一栏选中，页面上就会标识你所选中的内容，

如要修改选中项宽高，可以用鼠标点击选中的边缘部分进行拉伸或收缩，也可以选中之后

在页面上方对整体选项框的进行宽高的设置；如果有需要也可对字体和其大小、对齐方式

等等进行调整。

注意：在页面上方设置完宽或高之后鼠标焦点不要离开，按下 Enter键才会生效

注意：1、执行完任何操作之后都必须点击“打印维护”界面上的【应用】进行保存，才

能保证操作对下次也生效（上图红色圆圈所标注）；不应用只对当前生效！

2、位置调整完后， 请将滚动条的位置移回到原位（横向移到最左边，坚向移到最上边，

否则位置将固定在当前滚动条滚动后的位置）

3.7.2.6删除打印项

可以进入打印维护界面，选择打印项, 将打印项的高度和宽度均设置为 0。

3.7.2.7保存（打印内容图片化保存）

首先，进入打印预览界面，选择页面上方的【另存为图片】按钮，就可以将打印的内

容保存为图片（图片的命名默认为证书号）

4 技术支持说明

本系统为 B/S结构，操作方便，易于维护，性能稳定。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请

联系我们，我们将采用现场支持、网络支持、电话支持等方式进行技术支持。

联系电话：400-810-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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