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GS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 
 
 

1.20 版 本 
 

2013-2016.06 
 
 
 
 

使 用 说 明 书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上海循特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联 合 研 制 
 
 
 

 
 



 

  

《MGS 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 
 

介    绍 
 
    《MGS 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是西安交通大学流体机械究所与上海循特流体机
械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软件产品之一，在该系统中采用多项新技术，其中有： 
  ★ 采用图形界面和 32位编程技术，操作简单，使用方便，操作者无师自通； 
  ★ 采用图文排版技术，使文字、曲线与图形在本系统内一次完成及输出； 
  ★ 采用模拟显示技术，可直接在屏幕上显示所制作的报告，所见所得； 
  ★ 全面支持WinXP。 
 
  《MGS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可完成如下功能: 
 
  ★ 支持风阀测试五种类型: 风阀等百分比阻力特性试验；风阀全开阻力特性试验; 风
阀内泄漏特性试验; 风阀外泄漏特性试验和风阀开启差压特性试验； 
  ★ 根据屏幕显示的试验装置图输入试验装置数据和测试数据； 
  ★ 自动处理试验数据，计算结果自动生成表格； 
  ★ 自动绘制测试风阀的特性曲线； 
  ★ 自动生成 Excel格式阀门试验报告； 
  ★ 支持直接读入《MGS试验数据采集系统》的采集数据(文件)功能； 
  ★ 符合 JB/T7228-1994风阀测试国家标准及 AMCA500-D标准。 
 
 
 

  欢迎来 Email免费索取 MGS风机软件产品资料及演示版软件。 
  邮箱: fansoft@fansoft.cn 
  网址: www.fansoft.cn 
  电话: 136-6929 6450, Fax:029-8221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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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MGS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软件安装 
 
一、 安装环境要求 
     本软件安装在硬盘中使用。计算机软件、硬件环境: 

计 算 机 Pentium 系列计算机。 

内    存 不小于 512MB。 

硬    盘 剩余空间不小于 512 MB。 

打 印 机 在Windows下使用的 USB打印机。 

软件环境 WinXP中文操纵系统。 
 
二、 安装《MGS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软件 
   先将软件压缩文件 ValExp版本 Ver1.20.zip复制到 D盘跟目录(D:\)中。将压缩为解压缩到某一目录中。 
   打开资源管理器，找到 D:\ValExp版本 Ver1.20\ValExp目录，双击 Install.exe文件。 

 

屏幕显示软件安装界面后，单击【开始安装】按钮，系统提示“输入安装目标盘”对话框。 
如需要更改安装目标盘，单击【目标盘】条目，即可输入安装目标盘符，单击【确定】按钮，开始

安装系统。 
软件安装完成后，提示系统安装完毕。 
如果安装成功，则软件安装在该目标盘的\MGS\VALEXP子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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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MGS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使用说明 
 
    运行《MGS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软件后，系统显示《MGS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主菜单。 

 

一、文件菜单 
    【文件】下拉式子菜单包括以下功能: 
  1. 新建文件: 建立新的数据试验文件。选择本菜单功能后，如当前试验数据
文件未保存，在显示【新建文件】菜单之前显示【提示】，提示用户当前试验

数据文件未保存，是否要保存试验数据： 
 

 
 

     在选择本菜单功能后，如当前试验数据文件已保存，则直接显示【新建文件】对话框：(新建文件对
话框与打开文件对话框类同)。 
    确定按钮确认“文件新建”操作，取消按钮取消“文件新建”操作。在确定文件新建操作后，如果该
文件已存在，则显示【提示】，提示文件已存在，是否要覆盖此文件。 
 

 
 

  2. 打开文件: 打开已建立的数据试验文件。操作方法与【新建文件】类同。如当前试验数据文件未保存，
在显示打开文件菜单之前显示【提示】，提示用户当前试验数据文件未保存，是否要保存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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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存文件: 将试验数据保存到文件中。如果数据未改动,则不执行本功能；如果数据已改动,则显示数据
保存【提示】。 
 

 
 

如果该文件不能打开写入，则显示【提示】，提示用户文件不能打开，按【确定】。 
  4. 另存文件: 把试验数据保存到另一个指定文件中。操作方法与【新建文件】类同。 
  5. 保存设置: 保存试验数据处理系统的设置数据。如果设置数据未改动,则不执行本功能。保存设置数
据时显示设置数据保存【提示】。 
  6. 退 出: 退出《MGS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如当前试验数据文件未保存，则显示【退出系统】对
话框: 选择对应的【存盘】【不存盘】【取消】按钮。  
 
二、 装置数据 
   功能：编辑测试装置数据。 
 1.【关 闭】按钮: 关闭“风阀测试装置数据”对话框。  
 2.【存 盘】按钮: 数据存盘。 
 3.【测试风阀】条目: 输入/修改测试风阀的型号; 如果风阀检测信息中设置风阀型号和规格,则会自动用
风阀型号和规格填入【测试风阀】。 
4. 阻力测试【流量测量方法】条目: 对于风阀阻力特性测试，可选【锥形进口喷嘴】或【弧形进口喷嘴】。 
   D3为风管直径，d5为锥形或弧形进口喷嘴直径。 
5. 阻力泄漏【流量测量方法】条目: 对于风阀泄漏特性测试，可选【管道内孔板】。 
   D6为风管直径，d6为孔板孔径。 
6. 测试装置数据条目: 点击数据区域,即可输入/修改数据。 
7. 风阀尺寸: 可以多种形式输入风阀面积给(面积、长 x宽、直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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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等百分比阻力测试数据 
    功能：用于编辑风阀等百分比阻力测试数据。 
    在主菜单中单击【阻力测试】条目后, 显示【风阀等百分比阻力测试数据】对话框: 
 1. 【大气压力 Pa】、【大气温度 ta】、【湿球温度 tw】、【相对湿度φ】、【测试日期】等均为输入
条目输入，用鼠标移到所要输入的项目中，单击鼠标左键，即可输入对应的参数。  
 2. 【相对湿度】开关按钮：用于切换输入【湿球温度 tw】和【相对湿度φ】； 
   未选中状态：输入【湿球温度 tw】，此时相对湿度φ值对计算不起作用； 
   选中状态：输入【相对湿度φ】，此时湿球温度 tw值对计算不起作用。 
 3. 【试验点数】条目: 该条目显示试验点数, 是只读条目, 不能直接修改它, 它随【增加/删除试验点】
条目自动改变.   
 4. 【增加试验点】条目: 增加一个试验点，新增的试验点排在最后。 
 5. 【删除试验点】条目: 先试验数据列表中点击要删除的数据点(列表行), 然后点击【删除试验点】条目。
如要恢复被删除的数据点(列表行), 点击【增加试验点】条目即可。 
6. 【导入数据】条目: 将测试试验数据自动输入到处理系统数据中。  
7. 【数据处理】条目: 将试验数据处理成结果,并更新本界面的显示。 

 8. 【排序】条目: 将试验数据按开度α从小到大排列. (排列方式可在【设置参数】中设置)  
 9. 【存盘】条目: 数据存盘, 试验数据按开度α排序。 
10. 【关闭】条目: 关闭【风阀等百分比阻力测试数据】对话框。 
11. 试验数据输入/修改: 在试验数据列表中点击要修改的数据点(列表行), 然后双击要修改/输入的数据, 
屏幕显示输入框, 在输入框中输入/修改数据, 然后按回车或单击鼠标。 
 

 
 
四、 全开阻力测试数据 
    功能：用于编辑风阀全开阻力测试数据。 
    在主菜单中单击【阻力测试】条目后, 显示【风阀全开阻力测试数据】对话框: 
 1. 【大气压力 Pa】、【大气温度 ta】、【湿球温度 tw】、【相对湿度φ】、【测试日期】等均为输入
条目输入，用鼠标移到所要输入的项目中，单击鼠标左键，即可输入对应的参数。  
 2. 【相对湿度】开关按钮：用于切换输入【湿球温度 tw】和【相对湿度φ】； 
   未选中状态：输入【湿球温度 tw】，此时相对湿度φ值对计算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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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状态：输入【相对湿度φ】，此时湿球温度 tw值对计算不起作用。 
 3. 【试验点数】条目: 该条目显示试验点数, 是只读条目, 不能直接修改它, 它随【增加/删除试验点】
条目自动改变.   
 4. 【增加试验点】条目: 增加一个试验点，新增的试验点排在最后。 
 5. 【删除试验点】条目: 先试验数据列表中点击要删除的数据点(列表行), 然后点击【删除试验点】条目。
如要恢复被删除的数据点(列表行), 点击【增加试验点】条目即可。 
6. 【导入数据】条目: 将测试试验数据自动输入到处理系统数据中。  
7. 【数据处理】条目: 将试验数据处理成结果,并更新本界面的显示。 
8. 【存盘】条目: 数据存盘, 试验数据按开度α排序。 

 9. 【关闭】条目: 关闭【风阀全开阻力测试数据】对话框。 
10. 试验数据输入/修改: 在试验数据列表中点击要修改的数据点(列表行), 然后双击要修改/输入的数据, 
屏幕显示输入框, 在输入框中输入/修改数据, 然后按回车或单击鼠标。 
 

 
 
五、 内泄漏测试数据 
    功能：用于编辑风阀内泄漏测试数据。 
    在主菜单中单击【泄漏测试】条目后, 显示【风阀内泄漏测试数据】对话框: 
 1. 【大气压力 Pa】、【大气温度 ta】、【湿球温度 tw】、【相对湿度φ】、【测试日期】等均为输入
条目输入，用鼠标移到所要输入的项目中，单击鼠标左键，即可输入对应的参数。  
 2. 【相对湿度】开关按钮：用于切换输入【湿球温度 tw】和【相对湿度φ】； 
   未选中状态：输入【湿球温度 tw】，此时相对湿度φ值对计算不起作用； 
   选中状态：输入【相对湿度φ】，此时湿球温度 tw值对计算不起作用。 
 3. 【试验点数】条目: 该条目显示试验点数, 是只读条目, 不能直接修改它, 它随【增加/删除试验点】
条目自动改变.   
 4. 【增加试验点】条目: 增加一个试验点，新增的试验点排在最后。 
 5. 【删除试验点】条目: 先试验数据列表中点击要删除的数据点(列表行), 然后点击【删除试验点】条目。
如要恢复被删除的数据点(列表行), 点击【增加试验点】条目即可。 
6. 【导入数据】条目: 将测试试验数据自动输入到处理系统数据中。  
7. 【数据处理】条目: 将试验数据处理成结果,并更新本界面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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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存盘】条目: 数据存盘, 试验数据按开度α排序。 
 9. 【关闭】条目: 关闭【风阀内泄漏测试数据】对话框。 
10. 试验数据输入/修改: 在试验数据列表中点击要修改的数据点(列表行), 然后双击要修改/输入的数据, 
屏幕显示输入框, 在输入框中输入/修改数据, 然后按回车或单击鼠标。 

 
 
六、 外泄漏测试数据 
    功能：用于编辑风阀外泄漏测试数据。 
在主菜单中单击【泄漏测试】条目后, 显示【风阀外泄漏测试数据】对话框: 

 
 1. 【大气压力 Pa】、【大气温度 ta】、【湿球温度 tw】、【相对湿度φ】、【测试日期】等均为输入
条目输入，用鼠标移到所要输入的项目中，单击鼠标左键，即可输入对应的参数。  
 2. 【相对湿度】开关按钮：用于切换输入【湿球温度 tw】和【相对湿度φ】； 
   未选中状态：输入【湿球温度 tw】，此时相对湿度φ值对计算不起作用； 
   选中状态：输入【相对湿度φ】，此时湿球温度 tw值对计算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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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试验点数】条目: 该条目显示试验点数, 是只读条目, 不能直接修改它, 它随【增加/删除试验点】
条目自动改变.   
 4. 【增加试验点】条目: 增加一个试验点，新增的试验点排在最后。 
 5. 【删除试验点】条目: 先试验数据列表中点击要删除的数据点(列表行), 然后点击【删除试验点】条目。
如要恢复被删除的数据点(列表行), 点击【增加试验点】条目即可。 
6. 【导入数据】条目: 将测试试验数据自动输入到处理系统数据中。  
7. 【数据处理】条目: 将试验数据处理成结果,并更新本界面的显示。 
8. 【存盘】条目: 数据存盘, 试验数据按开度α排序。 

 9. 【关闭】条目: 关闭【风阀外泄漏测试数据】对话框。 
10. 试验数据输入/修改: 在试验数据列表中点击要修改的数据点(列表行), 然后双击要修改/输入的数据, 
屏幕显示输入框, 在输入框中输入/修改数据, 然后按回车或单击鼠标。 
 
七、 开启差压测试数据 
    功能：用于编辑风阀开启差压测试数据。 
    在主菜单中单击【泄漏测试】条目后, 显示【风阀开启差压测试数据】对话框: 
 1. 【大气压力 Pa】、【大气温度 ta】、【湿球温度 tw】、【相对湿度φ】、【测试日期】等均为输入
条目输入，用鼠标移到所要输入的项目中，单击鼠标左键，即可输入对应的参数。  
 2. 【相对湿度】开关按钮：用于切换输入【湿球温度 tw】和【相对湿度φ】； 
   未选中状态：输入【湿球温度 tw】，此时相对湿度φ值对计算不起作用； 
   选中状态：输入【相对湿度φ】，此时湿球温度 tw值对计算不起作用。 
 3. 【试验点数】条目: 该条目显示试验点数, 是只读条目, 不能直接修改它, 它随【增加/删除试验点】
条目自动改变.   
 4. 【增加试验点】条目: 增加一个试验点，新增的试验点排在最后。 
 5. 【删除试验点】条目: 先试验数据列表中点击要删除的数据点(列表行), 然后点击【删除试验点】条目。
如要恢复被删除的数据点(列表行), 点击【增加试验点】条目即可。 
6. 【导入数据】条目: 将测试试验数据自动输入到处理系统数据中。  
7. 【数据处理】条目: 将试验数据处理成结果,并更新本界面的显示。 
8. 【存盘】条目: 数据存盘, 试验数据按开度α排序。 

 9. 【关闭】条目: 关闭【风阀开启差压测试数据】对话框。 
10. 试验数据输入/修改: 在试验数据列表中点击要修改的数据点(列表行), 然后双击要修改/输入的数据, 
屏幕显示输入框, 在输入框中输入/修改数据, 然后按回车或单击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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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测试风阀信息 
    功能：用于编辑测试风阀信息。 
 

 
右击鼠标可以快速输入默认的检测风阀信息。 
中文报告采用中文的默认的检测风阀信息，英文报告英文的默认的检测风阀信息。 

九、 导入风阀测试数据 
    功能：用于浏览或导入【风阀特性测试系统】的采集文件数据。  
单击下拉式菜单【数据输入】, 再单击【导入风阀测试数据】条目后, 显示【导入风阀阻力、泄漏特

性测试数据】对话框。  



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循特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联合研制  《MGS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 

 10

 
    点击【选择文件】按钮，选择打开一个采集系统的文件，可以*.CLT文件，也可以是*.CLT.TXT文件，
系统将自动读入所选择的文件。 
    点击类型:【等百分比阻力测试】选择菜单，更改成所需要的测试类型。 
    点击【转换成等百分比阻力测试数据(EquOpen)】按钮(此按钮的名称会根据类型选择的不同而变化)，
显示“采集数据转换成试验处理”对话框。 

通过本对话框可以相应的参数，包括设置“试验数据与采集数据”对应表，如果采集系统中用的参数

符合 JB/T7228名称，则可以右击鼠标，选择“参数名自动识别”来自动填写“试验数据与采集数据”对
应表。 
1. 使用采集文件名：开关按钮：为未选中状态时，转换后保持试验数据处理文件名不变。如果为选中状
态时，转换后试验数据处理文件名变为采集系统数据文件所对应的的文件名，扩展名为*.INV。例如: 采集
文件为 FanClt.Clt，则对应的数据处理系统的文件为 FanClt.INV。 
2. 【生成处理系统数据】按钮：根据本对话框的设置，开始将采集数据转换为试验数据处理系统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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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绘制曲线 
    功能: 绘制风阀等百分比阻力特性曲线。  
在主菜单中单击【绘制曲线】条目后, 显示【风阀特性曲线】对话框:  

 
 1.【关 闭】按钮：关闭【风阀特性曲线】对话框。  
 2.【设置曲线】按钮：设置性能曲线的绘制范围。 
3.【保存曲线】按钮：将曲线保存到文件中,生成 Excel报告前需要先保存曲线(仅对等百分比阻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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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刷新】按钮：重新显示性能曲线。  
5.【试验点】开关按钮：未选中状态时，不绘试验点；选中状态时，绘试验点。  

 6.【网格线】开关按钮：未选中状态时，不绘网格线；选中状态时，绘网格线。 
 7.【彩色曲线】开关按钮：未选中状态时，黑白曲线；选中状态时，彩色曲线。 
8.【绘图区域】：绘图区域即曲线大小可以设置为自定义、450x400、500x450、550x550和 600x600
等五种方式。  
    单击【设置曲线】按钮后, 进入【风阀特性曲线设置】对话框。 

 
 
  1) 【<<】【>>】按钮, 可以改变修改上下限参数的类型，分别为风阀开度、风阀流量比、风阀阻力系
数。也可以通过类型按钮来选择。 
  2) 【上限】 【下限】参数, 对应参数的上下限数据。可以直接输入，也可以点击【-】【+】逐步修改。 
  3) 在【绘曲线】开关按钮, 可以设置是否绘制本参数曲线; 
  4) 在【试验点】开关按钮, 可以设置是否在曲线中绘制本参数的试验点; 
  5) 【计算上下限】按钮: 当曲线上限或下限为 0时, 单击该按钮可自动计算该值。 当【所有曲线】开
关按钮按下时, 单击【计算上下限】按钮则自动计算所有曲线的上下限值。 对于每次测试的第一次处理
试验数据时, 应计算所有的上下限值, 
以确保合理的曲线上下限值。 
  6) 【背景色】按钮, 此开关有效时，
允许设置曲线的背景颜色。 

  7) 【>>】按钮, 进入曲线详细设置方

式。  
  8) 【默认值】按钮, 设置当前曲线坐
标控制参数为默认值。 当【所有曲线】
开关按钮按下时, 单击【默认值】按钮，
则设置所有曲线坐标控制参数为默认

值。 对于每次更改曲线布局时时, 应设
置所有曲线的坐标控制参数为默认值, 
以确保合理的曲线控制参数。  
  9) 【关闭】按钮, 完成风阀特性曲线
设置。  
 10) 【刻度间隔】: 对应坐标刻度的间
隔值。  
 11) 【子刻度数】: 子刻度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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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拟合次数】: 曲线拟合次数。 
 13) 【曲线颜色】: 设置对应曲线颜色。 
 14) 【曲线指示位置】: 曲线标志的指示位置，为百分比。 
 15) 【网格线】开关按钮: 是否绘网格线。 
 16) 【细网格线】 开关按钮: 是否绘细网格线。  
 17) 【子刻度】 开关按钮: 是否绘子刻度线。 
 18) 【右侧坐标】 开关按钮: 坐标刻度及坐标值是否在右侧。  
19) 【试验点符号】: 是否显示试验点。 

 20) 【刻度小数位数】: 坐标刻度值的小数位数。 例如: 2 表示小数位数 2位，-2 表示小数位数 2位，
且去掉尾部的 0；10.02 => 10.02, 10.00=>10 
 21) 【刻度起始格】: 设置对应曲线绘制的起始位置，即从第几格开始。在风阀开度项目时，表示整个
曲线的 X坐标总的格数。 在其它项目时，表示对应曲线的起始格。 
 22) 【刻度终止格】: 设置对应曲线绘制的终止位置，即到第几格结束。在风阀开度项目时，表示整个
曲线的 Y坐标总的格数。 在其它项目时，表示对应曲线的终止格。 
 23) 【边界宽度】: 设置曲线到边界的距离。 
24) 【曲线名称与单位分隔符】: 设置曲线的名称与单位名称的分隔符。分隔符可以空、/、()等符号。 

 25) 【曲线单位】: 设置曲线的单位名称。 
 26) 【字体名称】: 设置曲线中文字显示的字体名称。 
 27) 【字宽】: 设置字体的宽度。 
 28) 【字高】: 设置字体的高度。 
 
十一、 生成测试报告 
    功能: 生成阀门测试报告。 

单击下拉式菜单【测试报告】, 再单击【生成 Excel测试报告】条目后, 显示【生成风阀测试报告】
对话框。  

 
1. 根据风阀测试哪些是有效的数据, 选择对于的测试报告。 

 2. 【生成测试报告(Excel)】按钮: 生成 Excel 格式的测试报告。对于等百分比阻力测试报告,需要先在
【绘制曲线】中将曲线保存到文件中,否则生成 Excel 报告时会提示找不到曲线文件,否则曲线是以前别的
测试数据的曲线(仅对等百分比阻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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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测试报告只读模式 
    测试报告只读模式功能提供了保护已处理的测试数据文件，不被随意修改的功能，从而避免因操作失
误造成数据被修改的问题。 
    点击下拉式子菜单【试验报告】, 点击【测试报告只读模式】子菜单，然后点击【文件】【下拉式子
菜单【保存】 菜单。测试报告就设成只读格式，测试报告就不能修改，也不会重新处理数据。如果要修
改试验数据或测试报告，再点击【测试报告只读模式】下拉式子菜单，取消只读模式，然后点击文件保存。

如果是打开了带有只保护的试验数据文件，则在软件标题中的文件名带有(只读)字样。 
 
十三、设置菜单 
    【设置】下拉式子菜单包括以下功能 
1. 设置系统参数 
    功能: 设置系统参数, 包括背景颜色选项。  
    在主菜单中先单击【设置】, 再单击【设置系统参数】条目后, 显示【设置系统参数】对话框。 
1.1 【自动保存】开关按钮: 设
置是否自动保存数据。未选中

状态: 设置数据改变后, 系统
不能自动保存设置到文件中。 
选中状态: 设置数据改变后, 
系统能自动保存设置到文件

中。【应用数据】开关按钮: 设
置是否自动保存应用数据。 
    未选中状态: 应用数据改
变后, 系统不能自动保存应用
数据到文件中。   
    选中状态: 应用数据改变
后, 系统能自动保存应用数据
到文件中。 
1.2 【关 闭】按钮: 关闭【设置系统参数】对话框。  
1.3 【数据从大到小排列】 开关按钮:  
    未选中状态：测试数据根据风阀开度α按从小到大排列; 
    已选中状态：测试数据根据风阀开度α按从大到小排列; 
1.4 【处理结果单位】条目: 可以对应参数在报告中的单位。例如：流量单位可以设置成 m^3/s、m^3/min、
m^3/h、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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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打印参数 
    功能: 设置打印控制参数, 包括页眉、页号、页边距等
选项。     
    在主菜单中先单击【设置】, 再单击【设置打印参数】
条目后, 显示【设置打印参数】对话框。  
 2.1 【打印机】选择钮条目: 设置打印机。目前只能使用
默认打印机。   
    如何更改打印机或如何将指定打印机设置为默认打印
机?  
    单击开始菜单, 鼠标移到设置(S)处, 在显示其子菜单
后, 鼠标移到打印机(P)处, 单击鼠 
标左键。显示打印机对话框, 鼠标移到要设置成默认打印机
的图标上, 单击鼠标右键, 在显示子菜单中, 再在设置默认
值(F)条目处单击鼠标左键。如打印机对话框中无打印机图标, 请参考Windows有关资料, 先安装打印机
驱动程序。     
 2.2 【打印页眉/页脚】开关条目: 控制在报告中是否打印页眉/页脚。   
 2.3 【打印页号】开关条目: 控制在报告中打印页号。 
 2.4 【打印首页页号】开关条目: 控制在报告中第一页是封面还是正文。 
 2.5 【字体宽度、高度】条目: 设置字体的宽度和高度。 
 2.6 【小字体宽度、高度】条目: 设置小字体的宽度和高度。如果报告的表格太宽，则打印时使用小字
体。  
 2.7 【曲线线宽】条目: 设置性能曲线打印是的线宽。 
 2.8 【纸张尺寸】条目: 显示默认打印机的当前纸张大。 
    如何更改打印机纸张大小?    
    单击开始菜单, 鼠标移到设置(S)处, 在显示其子菜单后, 鼠标移到打印机(P)处, 单击鼠标左键, 显示
打印机对话框；鼠标移到默认打印机的图标上, 单击鼠标右键, 在显示子菜单中, 再在属性(R)条目处单击
鼠标左键。显示 xxx打印机属性对话框, 单击纸张, 找出所需纸张, 单击它, 并选定纸张方向(横向、纵向), 
再单击应用(A)按钮, 完成设置。打印机对话框中无打印机图标, 请参考Windows有关资料, 先安装打印
机驱动程序。  
 2.9 【默认值】按钮: 将打印参数设置成默认值。  
 2.10 【左右页边距】条目: 设置报告页面的左右页边距。  
 2.11 【上下页边距】条目: 设置报告页面的上下页边距。  
 2.12 【页 眉】条目: 设置页眉内容。如检测单位为空时，使用页眉设置内容打印. 如检测单位不为空时，
此页眉设置内容无效. 
 2.13 【关 闭】按钮: 关闭【设置打印参数】对话框。 
3. 默认测试风阀信息 
    功能: 设置修改默认测试风阀信息。以便在输入测试风阀信息时，使用右击鼠标的自动填入的默认测
试风阀信息。中文界面则编辑中文默认测试风阀信息，英文界面则编辑英文默认测试风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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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帮助菜单 
【帮助】下拉式子菜单包括以下功能: 
  1. 关于《MGS 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 显示有关软件版
本信息。 
 
 
 

 
 

  2. 《MGS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介绍: 显示软件介绍。 
  3. 使用说明书: 显示《MGS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软件使用说明书。 
  4. 关于软件开发商: 显示《MGS风阀测试数据处理系统》的软件开发商信息。 
  5. 风机软件网站(www.fansoft.net): 进入 www.fansoft.net网站。 

 
十五、Language菜单 
【Language】下拉式子菜单包括以下功能: 
  1. Chinese: 使用中文版本。 
  2. English: 使用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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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问题 1： 插上软件锁后，不能运行本软件，提示【插入 USB软件锁，重新运行本程序。
fansoft@fansoft.net】 

处理方法： 拔软件锁，插入光盘，找到 G:\MGS风阀软件\USB锁驱动程序.DRV\InstDrv.exe
运行 InstDrv.exe程序，按提示删除软件锁的驱动程序，重启电脑。再运行 
InstDrv.exe程序，重新安装软件锁的驱动程序，重启电脑即可。 

 

   如出现其它问题，请将出现问题、微机配置、软件运行环境(如操作系统版本等)及软件子目录下的文

件目录等写下或打印出来，寄到以下地址： 
 

      710049 
      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 28号 
      西安交通大学流体机械研究所 
        张义云  收 

     Tel: 029-82667607, 136-6929 6450 
     Fax: 029-82218256,QQ:643115233 
     Email: fansoft@fansoft.cn 
 
 
 



 

 

 
 
 
 
 

MicroGraphic  Software 
 
 
 
 
 
 
 
 
 
 
 
 
 
 
 

Address: Room 3-12304, Dongfang Plaza, 
East Section No.1, Road Nan’erhuan, 
Xi’ an, Shaanxi, 710048 
P.R.China 

Te l: 86-29-82218256, 136-69296450 
Fax: 86-29-82218256 
━━━━━━━━━━━━━━━━━━━━━━━━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东段 1号 

东方广场 3号楼 12304室 
邮编: 710048 
电话: 86-29-82218256, 136-69296450 
传真: 86-29-82218256 
邮箱: fansoft@fansoft.cn 
网址: www.fansof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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