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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扬纺织胚布管理系统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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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常见问题处理 

1、无法获取生产品种？ 

处理方式： 

1.1 检查软件左下角的服务器连接状态 

 

1.2 选择生产品种类别，左上角点击刷新按钮 

 

1.3 选择品种过多时，可以关键字过滤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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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法选择到对应机台 

           

 

3、录入错误重量信息修改 

处理方式： 

1） 选择被录入的错误信息，然后点击“X”进行删除 

2） 切换称重输入模式，手工录入重量信息 

 

 

 

 



                                                                              V1.2 

苏州悠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yoyang.cn 

地址：常熟市梅李镇华联路双创产业园    电话：0512-52342122 

4、未及时做生产品种设置 

处理方式： 

1） 点击规格，批号，克重，所需要修改的，弹出输入框录入需要修改的内容 

2） 品名无法修改，无法输入中文，可以选择原有匹配品名的基础信息 

 

5、修改系统参数配置 

处理方式： 

1） 双击软件顶端“悠扬布匹称重系统字样”，弹出密码输入 

2） 联系悠扬服务人员，输入密码，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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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打印机故障，如何补打标签 

处理方式： 

1） 点击历史码单 

2） 选择对应时间点，机台布匹信息，点击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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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登录 

 

蓝底白字 YOYANG 图标进入打卷系统 

         

点击输入框弹出数字按键，输入工号密码，登录系统 

 

 

 

 

 



                                                                              V1.2 

苏州悠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yoyang.cn 

地址：常熟市梅李镇华联路双创产业园    电话：0512-52342122 

      设备关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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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打卷功能 

1、剖布入库 

 

1.1 选择机台：点击机台号后面空白处 

 

弹出机台选择窗口，可以大致输入机台号索引出所有机台信息，也可以直接输入指定机台号，进行选定

机台。 

选择完成后，如果前台系统有制定机台生产型号计划工作，系统会直接调取相应产品规格信息。如果未

提前制定，也可以通过在操作机上直接输入产品规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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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择布匹类别：根据设备分切情况，选择 A,B 面布匹数据（或者指

定数据） 

点击主界面布匹选择“ 无 ”的位置，弹出布匹类型选择： 

 

类别名称可以根据需求，后台进行修改内容 

选择正在进行打卷面类别“ A 面 ” 

1.3 开始打卷 

基础数据录入完成，开始打卷准备操作，点击界面开始操作 

 

点击开始打卷，显示结束打卷即已开始打卷工作 

完成打卷工作后，点击结束打卷，打印出打卷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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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称重 

分为二种模式称重：通过 正常 按钮，点击切换 手录 代表当前称重模式 

模式一、自动获取重量，手工点击确认 

模式二、手工录入重量（主要用于修改称重重量数据） 

 

1.5 结束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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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打印码单 

 

2、单卷入库 

适用 1：不分机台每卷布匹进行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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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2：按照机台每卷布匹进行贴标 

 

使用 3：分 AB 面不分机台每卷布匹进行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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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4：单卷质检疵布米数或生产米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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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选择机台：点击机台号后面空白处 

 

弹出机台选择窗口，可以大致输入机台号索引出所有机台信息，也可以直接输入指定机台号，进行选定

机台。 

选择完成后，如果前台系统有制定机台生产型号计划工作，系统会直接调取相应产品规格信息。如果未

提前制定，也可以通过在操作机上直接输入产品规格信息。 

 

2.2 分 AB 面打卷需要操作，不分 AB 面时无需操作 

选择布匹类别：根据设备分切情况，选择 A,B 面布匹数据（或者指定数据） 

点击主界面布匹选择“ 无 ”的位置，弹出布匹类型选择： 

 

类别名称可以根据需求，后台进行修改内容 

选择正在进行打卷面类别“ A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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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卷打卷需要开始结束，单卷打印无需操作 

开始打卷 

基础数据录入完成，开始打卷准备操作，点击界面开始操作 

 

点击开始打卷，显示结束打卷即已开始打卷工作 

完成打卷工作后，点击结束打卷，打印出单卷标签 

2.4 称重 

分为二种模式称重：通过 正常 按钮，点击切换 手录 代表当前称重模式 

模式一、自动获取重量，手工点击确认 

模式二、手工录入重量（主要用于修改称重重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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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点击称重时打印单卷布匹信息标签 

 

 

 

3. 打卷喷码机操作流程 

喷码枪共分为 3 个部分：墨盒，喷码枪，电池 

 

 

 



                                                                              V1.2 

苏州悠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yoyang.cn 

地址：常熟市梅李镇华联路双创产业园    电话：0512-52342122 

 

 

将墨盒放入凹槽中，全部嵌入后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