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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票高级打印

1.1 开启高级打印功能

      前台和后台均可进入小票打印设置界面，操作路径：【系统设置】 - 【打印设置】，勾选[启用高级打印]，选择小票
打印机型号，勾选[启动打印]，保存设置。

1.2 高级打印编辑界面

      启用高级打印后点击[点我进入高级设置]，即可进入编辑界面。

E. 编辑/预览窗口

A. 框体调整工具
B. 部件选取工具

C. 文字编辑工具

D. 已添加部件列表/系统参数列表

F. 对象属性设置工具

G. 视图/页面切换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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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框体调整工具：可以快速调节框体的大小以及对齐，用好这些工具不仅可以大幅提高编辑速度，还能让小票看起
来整齐美观。
      B. 部件选取工具：方便添加所需要的各种部件框体，包括静态文字框、系统变量框、图形框、条码、分割线等等。
部件也可以通过在编辑窗口内鼠标右键的方式添加。
      C. 文字编辑工具：设置文字的字体、大小、对齐方式等。
      D. 已添加部件列表/系统参数列表：这里列出了已经添加了哪些部件，还有可用的系统变量参数。系统变量参数非常
重要，如果发现某一项打印结果和设置的不一样，或者打印是空白，那么很有可能是参数选择错误或者缺少参数。
      其中，明细网格下的[记录集]所列出的是商品销售属性，包括商品名称、单位、数量、折扣价等等。明细网格就是小
票中商品信息的那部分，是一个动态的表格，行数可以根据商品数量自动设定，在教程后面会详细说明。
      最下面的[参数集合]所列出的是收银属性，包括单号、收银员、日期、会员信息等等。
      [记录集]和[参数集合]不可混用，[记录集]只能用在明细网格（商品表格）中，表格外使用[参数集合]。
      E. 编辑/预览窗口：直观的编辑窗口，可以在上面直接移动编辑对象（推荐使用框体调整工具）
      F. 对象属性设置工具：这里可以设置详细的属性，也是整个编辑当中最难的一部分，只要多尝试就能发现很多意想不
到的效果。在教程后面会详细说明。
      G. 视图/页面切换栏：这里可以切换编辑和预览，缩放大小，以及很重要的[页面设置] 。

1.3 准备工作

      了解了编辑界面后就可以开始编辑了，不过在编辑前可能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编辑一个怎样的模板最适合我？我们
软件内置了一个小票模板，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单的修改，可以满足大部分店铺的需求。如果内置的模板满足不了您的
要求，可以找一个实物样板作为参考进行编辑。当然您掌握了编辑技巧后也可以自己设计制作一个个性的模板。
      本教程将以全新制作一个小票模板为例，给出常见的编辑方法和技巧。当然，教程无法覆盖所有的功能和方法，需要
变通和个性的想法，如果您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帮助您解决。
       在编辑之前您需要首先准备以下内容：
① 小票打印纸的规格（有的打印纸实际尺寸和标示的有出入，最好用尺实际测量一下）
② 店铺的LOGO图片文件（如果需要的话，图片请使用BMP单色位图，后面会详细说明）
③ 店铺的二维码图片文件（如果需要的话，图片请使用BMP单色位图，后面会详细说明）

1.4 编辑模板

      【案例背景】一家服装店，小票纸的规格标示宽度为70MM，实际测量的宽度为68MM，小票打印的内容要求：顶
部要有店铺的LOGO，主体部分包含单号、下单时间、收银员、会员信息，结账信息要有现金支付和刷卡支付，商品列表
方面要有名称、数量、单价、折扣以及折后价格，还要有数量和金额的合计，应付的金额抹去小数位。小票的底部要有欢
迎语和二维码。LOGO和二维码图片如下：

图1. LOGO图，JPG格式                                                       图2. 二维码图，JPG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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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页面设置

      1.4.1.1 将默认模板的内容全部清除
      操作方法：依次选中报表头、明细网格、报表尾等部件，【右键】-【删除】或按键盘【Delete】键。

      1.4.1.2 设置页面
      操作方法：点击底部【页面设置】，选择打印机，如果纸型和实际一致则按默认设置即可。本例中打印纸宽度与标示
的不一致，则设置成实际宽度，6.8，其他设置不动      注意：这里单位是厘米（CM），不是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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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添加报表头
      操作方法：编辑窗口任意空白处鼠标【右键】-【新增】-【报表节】-【报表头】
      （其他部件的添加方法也是一样的，教程后面就不再重复）

      将报表头高度适当拉长，方便编辑
      操作方法：鼠标点住报表头下边缘往下拉，或者在右侧【对象属性设置框】中的【布局】高度一栏中修改数值，单位
厘米。
      （其他部件的长度修改方法也是一样的，教程后面就不再重复）

      1.4.2.1 添加图像框
      顶部首先要设置店铺的LOGO，用到的是【图像框】
      操作方法：鼠标在空白处【右键】-【新增】-【部件框】-【图像框】，或从工具栏中直接点击图像框按钮添加。
      备注：【图形框】是方形、三角形、圆形等图形，【图像框】是可自定义图片的，注意区别
     （其他部件的添加方法也是一样的，教程后面就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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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图像
      小票打印机支持的图片格式为BMP位图，虽然JPG格式的图片有些也能打印，但效果会差很多，所以我们要对图片进
行格式转换。网上有很多转换的软件，我们以最常见的Photoshop为例。
      操作方法：
      第一步：调整尺寸  打开图片文件后点击上方菜单中【图像】-【图像大小】，或用键盘快捷键[Ctrl]+[Alt]+I，宽度改
为不大于打印机宽度的数值，比如6.6厘米，分辨率改为150，记下高度的数值1.71厘米。修改完后点击【确定】。

      第二步：转换格式  点击上方菜单中【图像】-【模式】，位图是灰色，不能直接转换，点击【灰度】，即转换为黑白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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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点击上方菜单中【图像】-【模式】，点击【位图】，转化为黑白的位图格式。
      备注：转换成位图后，原来越深的颜色转换得到的颗粒越浓密，打印越清楚，因此如果觉得打印不够清晰，可以调整
图片的颜色，理论上全白底黑字的LOGO图转换效果最好。

      第三步：保存  点击上方菜单中【文件】-【储存为】，选择BMP格式保存。

      1.4.2.2 编辑图像框
      第一步：调整尺寸和位置  回到模板编辑器，选中刚才
添加的图像框，在右侧的【对象属性设置工具】中修改
【布局】下的【大小】以及【位置】的数值。
      【大小】的数值格式为“宽度,高度”，中间的逗号不
能少，宽度不大于打印纸宽度，这里修改为6.60厘米，高
度是刚才转换图片格式时记下的1.71厘米；
      【位置】的数值格式为“横坐标起点，纵坐标起点”，
根据锚定的设置，也就是图像框左上角的坐标位置。通常
打印机打印时有自动设置边距，因此可以将这个坐标设置
为“0.00,0.00”，这里我们将纵坐标起点设置为0.2厘米，
可根据自己的要求设定。
（其他部件的大小和位置设置方法也是一样的，教程后面
就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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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添加图像  将右侧【对象属性设置工具】的滚动条下拉，找到【数据】栏，点击【图像】右侧的“...”按钮。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载入】，选择刚才转换好的的BMP格式图片，再点击【确定】。这时在编辑窗口中可以看到
图像框中已经填充了LOGO图。

①

②

      1.4.2.3 添加静态文字
      除了图像外，文字是编辑当中更多被用到的内容。
                                                              
                                       单号： 2016452158796

      在上面这个示例中，前面部分“单号：”是固定不变的文字，称为静态文字，后面的数字则会根据系统数据的变化而
变化，称为字段。因此，一项完整的信息文字通常需要添加两个框体，一个【静态框】，一个【字段框】。
      备注：【静态框】或【字段框】也可以单独设置，比如欢迎语，价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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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方法：
      第一步：添加【静态框】   鼠标右键【新增】-【部件框】-【静态框】或者顶部【工具栏】中选择【静态框】添加。

      第二步：编辑静态文字    方法一，鼠标选中刚才添加的静态框，再点击一下，即可直接在静态框内编辑；方法二，
双击静态框，即可弹出编辑框；方法三，选中静态框后在右侧【对象属性设置工具】-【数据】栏下的文本中编辑。
      这个框我们输入“订单号：”（不含引号）
（静态文本编辑方法相同，教程后面不再重复）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第三步：调整尺寸和位置    文本框的尺寸如果太小，文字显示不全；如果太大，其他部件放不下，整体也不美观。框
体的大小是由文字的大小和多少来决定的。下面给出一张《字号与尺寸对照表》，由于静态框的文字内容是固定的，就可
以通过简单的计算来确定框体的尺寸。
      以系统默认的宋体五号来说，单个字体尺寸为3.7毫米，我们可以将框体的高度设为5毫米，长度设为15毫米。
      小技巧：计算时应加上1毫米左右余量，再取整毫米数，方便计算，也能让排版更加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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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磅数 毫米 英寸 像素 宋体 黑体 楷体

初号 42 14.8 0.58 56 宋体初 黑体初 楷体初
小初 36 12.7 0.50 48 宋体小初 黑体小初 楷体小初
一号 26 9.2 0.36 34 宋体一号 黑体一号 楷体一号
小一 24 8.5 0.33 32 宋体小一 黑体小一 楷体小一
二号 22 7.8 0.31 29 宋体二号 黑体二号 楷体二号
小二 18 6.3 0.25 24 宋体小二 黑体小二 楷体小二
三号 16 5.6 0.22 21 宋体三号 黑体三号 楷体三号
小三 15 5.3 0.21 20 宋体小三 黑体小三 楷体小三
四号 14 4.9 0.19 18 宋体四号 黑体四号 楷体四号
小四 12 4.2 0.17 16 宋体小四 黑体小四 楷体小四

五号 10.5 3.7 0.15 14 宋体五号 黑体五号 楷体五号

小五 9 3.2 0.13 12 宋体小五 黑体小五 楷体小五

六号 7.5 2.6 0.10 10 宋体六号 黑体六号 楷体六号

小六 6.5 2.3 0.09 8 宋体小六 黑体小六 楷体小六

七号 5.5 1.9 0.08 7 宋体七号 黑体七号 楷体七号

八号 5 1.8 0.07 6 宋体八号 黑体八号 楷体八号

字体大小对照换算表

      文本框的尺寸和位置操作方法和图像框一样。所有左侧的部件都向左侧顶齐，也就是位置的前面个数值为0，纵向只
要和LOGO框距离合适位置即可，这里设置2.5。
      第四步：字体设置   文本对齐设置，选择左对齐，字体和字号按默认的，不变。您也可以按自己的要求进行设置。
      备注：一般宋体类的字体打印效果比较好，五号和小五号是最常用的小票字号。

      1.4.2.4 添加字段
      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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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添加【字段框】   虽然字段框也可以和静态框一样，鼠标右键【新增】-【部件框】-【字段框】或者顶部
【工具栏】中选择【字段框】添加，但这样添加后字段框是空白的，还需要自己编辑，很麻烦。这里推荐用一种很简单
直接的方法：右侧【系统参数列表】中找到【参数集合】，鼠标点住【单号】拖进编辑窗口。这样字段框中已经包含了
单号的系统参数。

      第二步：调整尺寸和位置   字段框的高度应该与前面静态框一致，也为0.5厘米。由于字段框的内容是动态的，我们不
知道有多长，因此我们可以将宽度设置得尽可能大，也就是总宽度（这里指设置的LOGO宽度）6.6厘米减去静态框宽度
1.5厘米，为5.1厘米。
      位置的设置方法，我们可以和静态框一样根据左上角的坐标位置来确定，但是这样需要一些计算，很麻烦，这里用到
的小技巧是利用顶部的【框体调整工具】方便快速地进行调整。
      操作方法：
      先选中前面的静态框【订单号：】，按住键盘的【Shift】键再选中字段框【单号】，首先点击【框体调整工具】中的
        按钮让两个框体顶部对齐，再点击        按钮让两个框体高度相同，最后点击         移除水平间距按钮让两个框体贴
在一起。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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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同样的方法再添加【时间】、【收银员】、【会员卡】、【积分】等框体，使用【框体调整工具】调整尺寸和位置
再多的框体也可以很快地设置好。如果是调整上下关系的框体，选中两个框体后先点击        按钮使左侧对齐，再分别点
击          按钮使宽度和高度相等，最后点击        移除垂直间距。
      小技巧：有时候添加的框体左右或者上下没有直接相邻的框体，这时候添加一个临时的框体填充，调整完了再删除。

①                     ②                                  ③

      1.4.2.5 添加分割线
      完成文字框的添加后可以添加一条分割线，既方便了阅读，也能增加美观度。
      操作方法：
      右键添加【线段】部件，或在顶部【工具栏】中选择【线段】，在编辑框中（此时光标是十字）拖放添加一条线段，
如果线段不是水平的，用鼠标拖动一端至大约水平的位置，线段会自动调整到水平。
      在右侧属性工具中将线段大小改为6.60,0.00，位置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线段默认为实线，也可以改为虚线，操作方法：
      右侧属性栏中【外观】属性下点开【线段】前面的       【画笔样式】中点击“...”修改。我们这里添加虚线，然后复
制粘贴，调整位置，做成双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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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 调整报表头
      报表头部分已经完成了，将报表头下端拉到分割线下面合适的位置。
      小技巧：为了方便编辑，可以点击下方缩放按钮将编辑框方法为200%或400%；在编辑过程中可以点击下方视图切
换按钮，切换到预览视图，随时查看预览效果。

1.4.3 添加明细网格
      【明细网格】是小票中商品列表部分，一般包括商品名称、数量、价格、折扣等信息。【明细网格】其实是由【静态
框】（标题）和【动态框】（参数内容）组成的一张表格，表格高度会根据内容自适应。
      操作方法：
      第一步：添加明细网格框体  鼠标右键
【新增】-【报表节】-【明细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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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添加字段集  在刚添加的【明细网格】上鼠标右键【字段集合】
      备注：【字段集合】就是右侧【系统参数列表】中【明细网格】下的【记录集】，不是下面的【参数集合】。如果是
在原有模板上修改编辑，【记录集】已经存在，不需要再生成。

      第三步：添加字段  在弹出编辑框内点击【增加】按钮添加字段，[名称]和[数据字段名]中都输入需要添加的参数名，
在[类型]中选择相应的类型。本例中我们添加商品名称、数量、折前价、折扣、折后价。添加完毕后点击【关闭】。
      附表：记录集参数。

记录集参数 

参数 商品名称 数量 折前价 折后价 金额 规格 条码 单位 编码 类别 折扣 尺码 颜色 货号 

类型 字符串 浮点数 浮点数 浮点数 浮点数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浮点数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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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生成列  在【明细网格】上鼠标右键选择【自动生成列】，明细网格会根据添加的字段自动生成。

      第五步：调整明细网格   自动生成列的明细网格宽度也许会超出纸张，而且带有边框，我们需要调整。
      ①去边框    选中明细网格，在右侧【属性设置工具】中，将[边框] - [样式]中的四面边框都选择[否]
                       将[行线]中的[显示行线]选择为[否]，将[列线]中的[显示列线]选择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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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调整宽度    点击标尺位置选中需要调整的列，可以用鼠标直接拖动调整宽度，也可以在右侧【属性设置工具】中编
辑[宽度]的数值。
      小技巧：一般商品名称宽度设置大些，价格类的设置适中宽度，而数量、折扣等可设置小写，结合预览视图进行设置，
也可以通过计算来设置宽度。

      ③调整细节    标题行中的静态文字可以修改，比如“商品名称”改为“品名”或者“商品”，“折前价”改为“单
价”，“折后价”改为“金额”。注意：内容行中的字段不可以更改。
      小技巧：商品名称字段通常文字比较多，不能在一行中显示完全，我们可以设置成自动换行显示。
                   操作方法：
                   选中内容行中的商品名称参数框，在右侧【属
                   性设置工具】中，[外观] - [文字格式]下的[文
                   字自动绕行]选择为【是】，再将下面[行为]下
                   的[可伸展]选择为【是】。
                   最后将明细网格中的文字对齐方式设置一下，
                   使整体看起来整齐美观，明细网格部分就编辑
                    完毕了。

第15页



1.4.4 添加报表尾
      操作方法：
      鼠标右键，【新增】-【报表节】-【报表尾】，在报表尾中，我们需要添加结帐信息，包括数量和金额的合计，付款
方式和付款金额等。

      1.4.4.1 添加统计框
      首先我们添加一条分割线，和明细网格区分，使用单虚线。
      添加一个内容为“合计：“的【静态框】，设置与商品名称列一样的宽度。
      合计的字段框不是一个简单的变量，而是统计变量，因此我们需要添加【统计框】。
      操作方法：
      第一步：添加框体   鼠标右键，【新增】-【部件框】-【统计框】，或者顶部工具栏中选择【统计框】添加。

      第二步：编辑框体   右侧【属性设置工具】中找到【数据】，在[数据字段]中选择需要统计的字段。这里我们添加一
个[数量]和一个[折后价]。
      合计的金额需要抹零取整数，点击[数据]中[格式]右侧的”...“，在打开的设置框中选择0格式。
      备注：如果是金额统计，还可以在[格式]中选择金额的相关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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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调整框体   将添加的各个框体使用框体对齐工具调整对齐，按需要设置格式，添加分割线，这一部分就编辑
完毕了。如下图所示。

      1.4.4.2 添加欢迎语以及二维码
      最后的欢迎语和二维码可以直接在报表尾上继续添加。欢迎语用【静态框】，二维码转换成BMP格式后用【图像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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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试打印和修改
      
      到此，小票模板就全部编辑完了，点击保存到默认位置（注意：文件名为”小票样式.grf“，当前版本暂不支持修改
文件名）。在【预览试图】中初步检查，没有问题后进行试打印，发现有问题再进行修改。

1.6 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问题：打印后发现右边显示不完整
      解答：首先检查页面设置是否正确，用尺量纸张宽度，是否和设置的一致。 设置正确后如果还是现实不完整，请将
框体宽度缩小一些再试打。因为不同的打印机默认的边距不同。

      问题：打印出来的字很不是很清晰
      解答：检查字体设置，设置为默认的宋体或华文中宋等打印效果较好的字体，还可根据需要设置更大的字号或者加粗。

      问题：打印出来很不清晰，很淡
      解答：可能是打印纸的热敏涂层失效了，建议更换新的打印纸，另外清洁打印机的打印头。

      问题：打印出来是乱码
      解答：打印乱码一般是由于打印机驱动错误导致的，请将驱动安装正确，如果是票据/标签两用打印机，请检查是否
正确切换模式及驱动。另外检查软件打印设置所选择的打印机型号是否正确。

      问题：我需要添加的字段在参数列表里找不到
      解答：某些字段可能需要自己添加，还有一些字段并没有加入，可在线咨询客服获取帮助。

      问题：高级打印编辑好像很难，看了好头疼
      解答：相对简易打印来说，高级打印确实难度大很多，但功能强大，自定义程度高，推荐您学习使用。只要掌握了
一些编辑技巧，其实高级打印也很容易。如果您对打印的要求并不高，那么简易打印也是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的。教程
肯定没有把所有的功能和技巧都讲到，如果您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在线咨询我们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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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签高级打印

2.1 开启高级打印功能

      操作路径：①进入后台，【系统设置】 - 【商品管理】-【标签打印】      ②勾选[高级模板设置]      ③选择条码打印
机型号      ④点击[确定选择]      ⑤关闭标签批量打印窗口

①

②

③

④

⑤

2.2 准备工作

      标签高级打印的编辑界面和小票是一样的，只是默认模板不同。在编辑模板之前，同样需要准备标签打印纸的规格尺
寸，和小票纸不同，标签纸尺寸较小，内容较少，最主要的是条码，如果已经掌握了小票高级打印编辑，那么标签就很容
易了。
      【静态框】、【字段框】、【图像框】等编辑方法和小票一样，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请查阅小票高级打印内容。
这里主要介绍【条码框】的编辑以及旋转角度的标签编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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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条码编辑

      条码编辑以常见的不旋转标签为例。首先进入标签高级模板编辑。
      操作方法：
      打开后台，【系统设置】-【商品管理】-【标签打印】，点击【点我进入标签模板设置】按钮。

    2.3.1 添加条码框
      第一步：页面设置   首先点击下方【视图/页面切换栏】中的【页面设置】，选择打印机型号，选择相应的纸型规格，
如果标签纸的实际尺寸与标示的不一致，选择自定义纸型后输入实际的宽度和高度。这里以常见的40*30规格为例。

    第二步：添加【报表头】   标签的模板通常只需要一个【报表头】即可。【报表头】添加方法与小票一样。与小票编
辑不同的是，标签的报表头高度是要固定的。选中【报表头】，在右侧【属性设置工具】中将[高度]设置为3.00。标签尺
寸较小，可以点击下方缩放按钮将视图放大到400%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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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添加【静态框】和【字段框】   【静态框】和【字段框】的添加方法和小票编辑一样。添加后调整尺寸和位
置，注意给条码预留位置。

    第四步：添加【条码框】   鼠标右键【新增】-【部件框】-【条形码】或者点击上方【部件选取工具】中的的【条形
码】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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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步：调整【条码框】   将【条码框】调整到合适的尺寸和位置

    第六步：编辑【条码框】   【条码框】添加后是空白的，我们还需要添加内容。
      操作方法：
      ①点击右侧【属性设置工具】中[数据]栏下[文本]右侧的”...”按钮，弹出[综合文本]编辑窗口
      ②点击[插入域]按钮，弹出[选择数据域]编辑窗口
      ③[引用类型]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参数]
      ④[参数]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条码}]，点击[确定]-[确定]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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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编辑条码类型   条码有很多类型，一般我们使用Code93和Code128这类通用性较强的条码类型。
      操作方法：
      点击右侧【属性设置工具】中[数据]栏下[条码类型]右侧的”...”按钮，选择[Code93]

2.4 旋转角度的标签编辑

      当打印方向和纸张方向不一致，或者一些特殊商品上，我们需要将标签的内容旋转角度。这里我们以最特殊的一种对
折标签为例来说明编辑的方法和技巧。
      
2.4.1 添加旋转线段

      拖动线段的一端即可任意旋转角度，我们添加一条较粗的竖直线段，用来强调该标签的阅读角度，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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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添加旋转框体

      第一步：添加调整框体      首先我们添加一个【静态框】，文字设置为“韩式精品”。在调整文字方向前先调整框体
的尺寸和位置。注意此时框体的宽度实际上是调整后的高度，而高度则是调整后的宽度。具体设置如下。

      第二步：调整文字方向      在右侧【属性设置工具】中[外观]下的[文字格式]，将[文字方向]设置为[从下至上从左至右
1]，将[文字对齐]设置为[中中]。
      备注：也可以通过将[文字角度]设置为90达到同样的旋转效果，但[文字对齐]设置就无效了；通过[文字方向]设置旋转
后顶部的文字对齐工具栏也将失效，只可以通过[文字对齐]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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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添加其他框体      继续添加其他框体，【字段框】的操作方法也和【静态框】一样。在设置时注意给另一边
条码框和价格等框体预留好位置。如下图所示。

      第四步：添加【条码框】      先按照常规水平方向添加【条码框】并设置好条码文本以及条码类型，然后调整【条码
框】的尺寸和位置，如下图所示。

      第五步：旋转【条码框】      将右侧【属性设置工具】中[外观]下的[输出方向]设置为[上到下]。
      备注：旋转后的[上]即为条码的[左]，如果选[下到上]，条码也能旋转，但条码方向相反，会导致扫描结果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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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步：添加其他角度框体      在【条码框】右侧添加【商品名称】以及【价格】的框体。如果还是按[文字方向]来
设置旋转，会发现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角度。这时就可以通过设置[文字角度]来达到我们的要求。
      保持[文字方向]为默认不变，将[文字角度]设置为270，即旋转270度。

2.5 试打印和修改

      到此，标签模板就编辑完成了，点击保存到默认位置（注意：文件名为”标签样式.grf“，当前版本暂不支持修改文
件名）。在【预览试图】中初步检查，没有问题后进行试打印，发现有问题再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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