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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感谢您安装 Quick Devis®免费版。 

 

只要您的经营范围属于对物资和劳动力的管理，Quick Devis®免费版能够针对您的经营

活动为您实现任意领域的预算报表。您可以在预算表中包括最多三种不同的劳动力类型

（例如：设计室人员、工厂人员及现场人员）以及最多 250 行客户预算清单（每行可以

包括最多 10000 个预算表行）。 

 

如果您需要进行更精确的价格研究，或者您的预算表尺寸非常庞大，我们建议您使用

Quick Devis®企业版。企业版中最多可以定义 99 类物资、99 个劳动力类型以及最多

32700 个的预算清单行。您还可以自定义字段以适用于绝大多数预算方法。 

 

Quick Devis®免费版是完全免费的，我们只需要您在我们的网站上注册您的信息。对这

个免费版本我们不提供电话技术支持。您的所有支持请求请使用英语或法语描述并通过

电子邮件发送到 support@quick-devis.net。IAES 不能保证回复时限。 

 

如果您需要回复的时限保证，请访问 www.quick-devis.net 以获取 Quick Devis®企业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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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版权版权版权 
 

Quick Devis® 免费版是由 IAES sarl - 11, allée Buffon - 94 700 Maisons Alfort （法国）

制作完成的。 

 

对本用户手册中的内容的修改将不会另行通过。其中包含的企业名称、金额、系数以及

使用的各项参数仅是为示范所用的虚构数据。如果与现实情况相同或雷同的数据或名

称，纯属偶然。 

 

未经 IAES 书面许可，任何对 Quick Devis® 免费版以及其文档的全部或部分的复制行为

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同样，任何以探究软件程序内部运行原理为目的的对全部或部分的

程序的反编译将会受到法律制裁。 

 

Quick Devis® 是注册商标。Quotalys 2002-2005 和 IAES 1991-2001 拥有对其的所有版

权。Quick Devis® 免费版及其文档的所有权归 IAES 所有。 

 

Quick Devis® 免费版中或其文档中提及的商标： 

 

Formula One 是 Tidestone Technologies Inc 的注册商标 

 

IBM, PC 和 PS 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Windows, Excel, Word, Access, Visual Basic, Visual C++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所使用的商标属于各自所属公司所有。 

 

需要获取更多 Quick Devis® 的分销管理权，请联系： 

 
support@iaes-software.com 
sales@quick-devi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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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协议许可协议许可协议许可协议 
 

安装 Quick Devis®免费版之后，IAES 向您授权对一份 Quick Devis®软件拷贝的使用。

这份授权是专有的，不可转让的。您可以在任意数量的计算机上安装 Quick Devis®免费

版，但是您必须为每一台计算机在线注册您的许可证。 

 

Quick Devis®免费版的用户手册以及同属的软件，不包括任何保证。我们力图使文档尽

可能详尽，软件尽可能可靠，但是文档中仍可能有欠考虑之处，软件中可能有不完善之

处。 

 

任何情况下，IAES 以及其分销商不对任何由于用户手册疏漏或软件缺陷直接或间接造

成的损失负责。 

 

某些国家或政府可能会对上述保证有所限制。这种情况下，请用户自己知晓相关法律条

款。如果上述保证无法达到法律要求，请用户卸载 Quick Devis®免费版。对任何争议，

Créteil(法国)商业法庭是唯一的仲裁机构。 

 

重要提示：安装 Quick Devis®免费版表示无条件接受上述条款。如果您对上述条款存在

任何异议，请不要安装 Quick Devis®免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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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安装安装安装 Quick Devis®免费版免费版免费版免费版 
 

Quick Devis®免费版不能安装在物理载体上，它只能从 www.quick-devis.net 上下载。

它可免费下载但需要在线认证。 

 

在安装此产品前, 我们建议您先阅读本章节以便了解正确运行 Quick Devis®免费版的硬

件要求。 

 

Quick Devis®免费版可在 Microsoft Windows 2000, Microsoft Windows XP 或 Microsoft 

Windows 2003 下运行. 

 

Quick Devis®免费版建议的基本配置为 : 

 

IBM PC/PS 或兼容机，最低配置 Pentium III 700 Mhz 处理器 

128 MB 内存 

50 MB 的硬盘空间 

 

以上是保证 Quick Devis®良好运行的最低配置。 Quick Devis®也可以通过在硬盘虚拟

内存运行于更低配置的计算机，但运行速度可能非常慢，而且可能影响程序稳定性。 

  

以上所要求的硬盘容量是应用程序大约所要占用的空间。预算表和数据库文件通常比较

大，因此需要预留一个较大的空间以保证程序良好运行（无需经常备份）。 

 

为安装 Quick Devis®免费版, 请运行您事先在 http://www.quick-devis.net 上下载的

qd607fe.exe 文件。 

 

当安装程序开始时,只需按屏幕上出现的指令逐步进行。 

 

当 Quick Devis®安装完毕后， 您将可以访问下列菜单 : 

 

           Quick Devis®免费版 

           卸载 Quick Devis®免费版 

 

该组程序的图标将自动出现在“开始”菜单中，“程序”菜单中的“  Quick 

Devis®V6”的程序组中。 

 

建议您在安装程序时使用’计算机管理员’登录。因为使用您的用户帐户，操作系统可能会

拒绝新组件的安装。请联系您的管理员以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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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所安装的 Quick Devis®免费版没有被列入’开始’菜单中, 可能是因为您的计算机要

求’管理员’权利以进行安装。在这种情况下请卸载程序，待取得所需权限后重新进行安

装。 

 

在每次打开 Quick Devis®免费版时，如有新的版本，您将通过屏幕右下方的一个小窗口

被告知。您可点击此窗口以进行更新。 

 

Quick Devis®免费版不能与 Quick Devis®企业版并存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如果您安装一

个版本，它将自动代替另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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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手册阅读手册阅读手册阅读手册 
 

本手册是为在此前对此产品无任何认识或无任何培训的使用者设计的。本手册不会解释

何为预算表，而是侧重于解释在 Quick Devis®免费版中的建立和使用预算表的方法。 

 

阅读本用户手册需要您具有对操作系统的基本知识，举例来说: 打开窗口或保存文件。

关于对操作系统的使用方法，请参阅操作系统的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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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与定义术语与定义术语与定义术语与定义 
 

开始使用 Quick Devis®企业版之前，请明确以下在本手册以及应用程序中使用的术语与

定义： 

 

预算清单：也称做“预算详表”，显示所要提交给客户的内容与形式。这是预

算表的第一级分解。 

明细表: “明细表”表示的是预算清单的一个细节，用户可以在其中填写数

据。 

品名表：“品名表”是根据不同的类别特征对预算表的重新排序（如厂

商、类别等）。 

间接费用：“间接费用”是用来输入那些在明细表中没有注明的信息，如工程费

用。也用于输入利润率和工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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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许可证注册许可证注册许可证注册许可证 
 

第一次运行时， Quick Devis®免费版会邀请您注册您的许可证。 您可以选择“三天以

后提醒我”以跳过这个步骤。 

 

 
 

如果要注册您的许可证，请点击“注册”并填写弹出的Web页表格。表格中的信息只会

被用于信息统计和完善我们的服务。IAES将严格对信息保密。 

 

注册 Quick Devis®免费版软件需要您的计算机已被连接到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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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Devis®免费版配置免费版配置免费版配置免费版配置 
 

在注册了 Quick Devis®免费版之后，应用程序将邀请您对软件进行配置以便于您的使

用。这些配置是用于定义例如您将会用来保存您的预算表的文件目录，以及预算表模板

中的各项数据。 

 

您可通过‘？’菜单中的‘配置预算表’功能随时更改这些配置。 

 

 
 

当出现这个信息时按‘下一步’按钮以开始 Quick Devis®免费版的参数设置。 

 

 
 

当上述的窗口出现时，点击‘重新定义’按钮以指定存储您的预算表、邮件模板和商品

数据库的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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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您可以在创建所需的目录。 

 

设定完成所有目录后，点击“OK”按钮进行保存，然后点击“初始配置”窗口下方的

“下一步”按钮。 

 

重要提示：在 Quick Devis®免费版中，商品数据库的保存目录不能位于网络上，因为此

版本不能共享数据。如果您需要共享数据库请，使用 Quick Devis®企业版。 

 

 
 

请为保存客户数据的文件命名并指定文件保存位置，然后点击“保存”按钮。点击“初

始配置”窗口下方的“下一步”按钮。Quick Devis®免费版将会自动生成“客户”数据

库。 

 

提示：如果您的“客户”数据库已在先前的 Quick Devis 中建立，请直接点击“下一

步”按钮以跳过这一步。 

 

 
 

接下来的步骤是用来指定您第一个预算模板的名称。建议您单独为预算模板建立一个目

录以免与预算文件混淆。 

 

模板是一个标准预算。它通常是一个空的但包含着您工作常用的参数的预算表（颜色、

工时率、注释⋯⋯）。 

 

模板建立完成后，请点击“保存”按钮，然后点击“初始配置”窗口中的“下一步”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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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如果想修改您的模板，您可以简单地将其象打开其它预算一样打开进行编辑。 

 

 
 

随后请输入您最常使用的增值税率。如果您希望在预算表中显示含税价格，请选取相应

的复选框。 

 

点击“OK”使设置生效，然后点击“初始配置”窗口下方的“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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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可以设置您的预算清单中与明细表对应的单元格的底色和预算清单表头的底色。 

 

这些颜色仅在您的间接费用中有效，而不会在报表生效。 

 

点击“OK”使设置生效，然后点击“初始配置”窗口下方的“下一步”按钮。 

 

 
 

随后您可以对明细表格式进行配置。所显示的列以及它们的显示顺序如上图窗口中右边

列表所示。您可以在列表中拖动各列以调整它们的显示顺序。点击“隐藏列”按钮将隐

藏所选的列。您也可以在左边隐藏列的列表中选取所要显示的列，然后点击“显示列”

按钮将它们加入到显示列的列表中。 

 

您也可以使用上图窗口右边“列属性”中的各项功能为所选列设置颜色、宽度、数字格

式以及对齐方式等。 

 

您可以使用“一般属性”窗口中的列表及按钮，设置明细表中使用的字体以及明细表上

下端的水平条的颜色。 

 

点击“确定”按钮使设置生效，然后点击“初始配置”窗口下方的“下一步”按钮。 

 



Quick Devis
® 免费版                                                                                                               用户手册 

Quick Devis
®
 免费版 © IAES (1991-2007)                                                                                          Page 19/108 

 
 

如果您希望在您的预算中使用多种货币，请为每种货币设置由三个字母组成的货币代

码，以及它们相对于基准货币的比率。 

 

基准货币是您用于提供服务时使用的货币。要改变基准货币请在“基准”后的“货币”

列中选择所需的货币代码。 

 

然后点击“初始配置”窗口下方的“下一步”按钮继续配置您的预算表模板。 

 

 
 



Quick Devis
® 免费版                                                                                                               用户手册 

Quick Devis
®
 免费版 © IAES (1991-2007)                                                                                          Page 20/108 

现在开始对要在您的预算表模板中使用的劳动力类型进行编辑。在 Quick Devis ®免费

版中，您最多可以定义三种劳动力类型。 

 

如果需要定义更多的劳动力类型，Quick Devis ®企业版支持在每个预算表中定义最多

99 种劳动力类型。 

 

要指定一个劳动力类型，请填写黄色列。您可以使用下拉列表填写“货币”和“时间单

位”列。如果您选择使用一个特殊的时间单位表示您的劳动力类型，请设定您所使用的

时间单位与小时之间的换算关系。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定义了三种以欧元表示的劳动力类型：现场人员、设计室人员和

工厂人员。对于设计室人员类型，我们设置了以“七小时/天”为单位。 

 

设置完您的人员类型后，请点击“初始配置”窗口下方的“下一步”按钮。 

 

 
 

最后一步是设置您在预算表中希望使用的各种附加费。上例中我们定义了“工程设备安

装”和“起重机械”费用。您也可以将这些费用表示为物资的金额和劳动时间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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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如果您需要设置您自己的系数计算公式和销售页，Quick Devis®企业版中提供了

20 个自由标签页用于集成您自己的 Microsoft Excel 格式的计算页。 

 

请点击“初始配置”窗口下方的“下一步”按钮以完成设置。 

 

 
 

再次点击“下一步”按钮将显示以下信息： 

 

 
 

您可以点击“关闭”按钮退出设置工具，然后使用您创建的模板建立您的第一个预算

表；或者点击“打开样本”按钮打开一个预算表样本，但是这个预算表样本不是根据您

的模板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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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估计建立估计建立估计建立估计 
 

使用“文件” 菜单中的“新预算表”功能或点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将创建新的预算表。 
 

请指定一个文件名和它的保存位置。点击确定之后，您会看到一个根据事先配置好的预

算表模板建立的新预算表文件。如果您没有事先配置的模板，程序将建立一个空白预算

表文件。 

 

 
 

现在用户可以通过 按钮创建预算清单。这两个按钮分别用来建立与光标位置科目同

级的科目（当光标在A处时建立科目B）或下级科目（在光标在A处时建立科目A1）。在

第二种情况下，A从一个明细表变成一个分支。 

 

如果您误操作，您可以使用 删除光标所在位置的科目或者分支。 

 

您可以手动在“科目标识”栏中输入您所需要的内容以替代默认标识。您可以使用同样

的方法指定“名称”、“单位”和“数量”等列中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在科目下插入说明文字或者根据客户需要调整清单格式，可以通过菜单栏中

的“编辑”菜单下的“插入行”和“删除行”功能来完成。 

 

完成明细表设置后，您可以点击 按钮重新索引明细表以优化计算并确保其完整性。 

 

所有针对“明细表”的操作在后面的明细表章节中有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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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界面下的通用操作不同界面下的通用操作不同界面下的通用操作不同界面下的通用操作 
 

许多Quick Devis免费版的功能在绝大多数介面下可以被使用，而且在不同界面下的使用

方法完全相同。这些功能是： 

 

新建预算表  “文件”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创建一个预算表或者根据指定的模板创建预算表。对预算模板的定

义可以通过 

“？”菜单中的“配置预算表”功能完成。您需要为新建的预算表指定一个名

称。 

 

如果您已经通过“配置预算表”功能定义了多个预算表模板，当您选择“新建预

算表”功能  

时，程序会弹出窗口让您选择建立新预算表所要使用的模板。 

 

打开预算表 “文件”菜单 

 

这项功能用来打开一个已存在的预算表文件。预算表文件的后缀是.DVZ 或者

是.DEV。 

 

上述第一种文件格式是用ZIP格式压缩的预算表文件。第二种文件格式是未经压缩

的预算表文件   （Microsoft Access文件格式）。 

 

如果需要了解.DEV 文件和.DVZ 文件之间的区别，请参阅“预算表文件格式”章

节。 

 

在建立新的预算表文件时，一个未经压缩的.DEV文件会被自动创建。当第一次保

存该预算表时，该文件会自动被存储为.DVZ文件格式。 

 

如果您希望在Microsoft Access中打开.DVZ结尾的预算表文件，您需要事先将其解

压。这项功能可以通过菜单栏中“工具”菜单下的“解压缩工具”完成。 

 

关闭预算表 “文件”菜单 

 

这一功能用来关闭当前预算表。必要时系统会提示您保存文件。  

保存预算表 “文件”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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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功能用来将预算表以其原来名称保存在磁盘上。需要了解更多Quick Devis®

免费版的文件 

保存规则，请参阅“预算表安全”章节。 

 

另存预算表为…  “文件”菜单 

 

这项功能用来将预算表以其它名称保存在磁盘上。需要了解更多Quick Devis®免

费版的文件保 

存规则，请参阅“预算表安全”章节。 

 

打印范围 “文件”菜单 

 

这项功能用来将选定的单元格定义为打印范围。这一功能可以在“预算清单”和

“间接费用”标签页中使用。 

 

您也可以通过“页面设置”功能更改打印范围。 

 

页面设置 “文件”菜单 

 

这项功能用来定义常用页面设置参数。在不用的标签页下调用该功能，所显示的

参数会有所不同。 

 

有时，有一些明细表已经有预先设定的页面设置参数。  

 

打印预览 “文件”菜单 

 

这项功能会根据页面设置生成所选打印范围的输出预览。 

 

预算报表生预算报表生预算报表生预算报表生成器成器成器成器 “文件”菜单 

 

使用预算报表生成器可以生成不同类型的报表。“预算报表生成器”章节详细介

绍了它的功能。 

 

访问访问访问访问商品商品商品商品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 “ 数据” 菜单 y 

 

这项功能用于打开商品数据库。“商品管理”章节中详细介绍了它的功能。 

 

Ms Word 邮件邮件邮件邮件 ◊, “文件”菜单 

 

这项功能通过使用管理数据库自动建立 Microsoft Word 文档。 “标准邮件模板”

章节中详细介绍了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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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功能需要 Microsoft Word 97 或者其更高版本。 

           

导出至导出至导出至导出至 Microsoft Excel “文件”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将当前显示的数据导出至 Microsoft Excel。根据显示内容的不同，

导出的内容如下列表： 

 

• 预算清单：所有的行和列 

• 明细表：当前明细表或所选内容 

• 品名表：整个品名表或所选内容 

• 间接费用：整个工作簿 

 

这项功能需要 Microsoft Excel 97 或者更高版本。 

 

预算申报 “工具”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指定客户的联系方式，以应用于报告生成器以及标准邮件模板中。

“预算管理”章节详细介绍了它的功能。 

重新计算重新计算重新计算重新计算   “计算”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只计算当前显示的内容而不进行汇总计算。在您的电脑系统性能不

是很高的情况下，这项功能可以帮助您快速刷新数据。 

 

汇总计算汇总计算汇总计算汇总计算   “计算”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完整计算预算的所有数据，包括成本价格、销售价格以及对所有显

示内容的刷新。如果在预算清单销售价格列中存在 #N/A 请使用这项功能显示有效

的销售价格。 

 

重新索引预算重新索引预算重新索引预算重新索引预算   “工具”菜单 

 

这项功能根据内存和硬盘中存储的数据重新建立预算，并检查预算的完整性。当

系统提示您检测到预算中的异常情况并要求您重新索引时，请使用这项功能。您

也可以在您完成预算希望对预算的完整性进行检查时调用这项功能。 

 

Quick Devis 的算法设计会自动在每次重新计算以及每次打印要求时对预算完整性

进检查。如果您在重新计算或要求打印时遇到错误信息，请首先尝试重新索引您

的预算。  

 

明细表及品名表的显示明细表及品名表的显示明细表及品名表的显示明细表及品名表的显示  “选项”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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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功能用于定义显示明细表和品名表中的列的顺序、格式和颜色。 

 

 
 

根据您调用这项功能时所在的页，您可以对明细表或品名表分别进行定义。明细

表及品名表的显示可以不同。 

 

在定义窗口中，窗口左边显示的是被隐藏的列。您可以将所需列加入到窗口右边

使之显示。窗口右边包含了所有显示列以及它们的显示顺序。 

 

要加入某一列，请在窗口左边列表中选择所需内容，然后点击“显示列”按钮；

要隐藏某一列，请在窗口右边的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内容并点击“隐藏列”按

钮。 

 

要改变列的显示顺序，在窗口右边选择要移动的列，按住鼠标左键将列拖动到需

要的位置。 

 

要恢复默认显示设置，请点击“恢复默认显示”按钮。 

 

您可以调整窗口右边列表中各项的格式，例如：数字格式、对齐方式、背景颜

色、字体以及列宽度等等。对于列宽度您也可以直接拖动列分隔符进行调整。 

 

如果需要为某一列指定颜色，请在窗口右边的列表中选中该列并选择背景颜色，

然后确定。您同样可以通过“标题栏背景色”修改每个明细表上方和下方的标题

栏的颜色。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新预算表新预算表新预算表新预算表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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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功能允许指定最多 100 个预算模板，以便将来建立新预算时使用。预算模板

中包括了预算表设置：颜色、工时率……使用时请首先加载模板文件，然后用新

的名称保存。 

 

 
 

如果您在模板列表中指定了多个预算模板，在您建立新的预算时 Quick Devis®免

费版将要求您指定您希望使用的预算模板。如果列表中只有一个预算模板，Quick 

Devis®免费版将自动选用这个模板建立新的预算。 

 

如果您在模板列表中没有预算模板，Quick Devis®免费版将生成一个标准格式的

空白预算。您需要逐个指定所有参数，或者使用“加载设置”功能从另外一个预

算表加载设置。 

 

要向列表中加入预算，请点击“添加文件”按钮，然后选择要添加的文件。要从

列表中删除一个预算，请首先选择要删除的预算，然后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您可以单击列表中的预算名称，然后为列表中的预算指定一个更加容易理解的名

称，以代替文件本身的名称。您可以拖动列表下方的滑动杆查看这个名称对应的

文件。 

 

从预算表加载设置从预算表加载设置从预算表加载设置从预算表加载设置  “工具”菜单 

 

这项功能使您可以利用一个预算或一个预算模板的各项设置来设置您的预算。此

功能可以加载绝大部分的设置，包括价格计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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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列表中指定要加载的内容，并点击窗口下方的下拉列表选择需要的预算。 

 

例如您可以先建立一个空白预算，然后从一个预算模板中导入您的工作环境。但

是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工具”菜单中的“新预算表设置”功能指定预算模板。

这样新建的预算表将自动继承预算模板的各项设置。 

 

优化当前预算表优化当前预算表优化当前预算表优化当前预算表  “工具”菜单 

 

这项功能通过减小预算文件大小来提高访问速度，以对其进行优化。 

 

修复当前预算表修复当前预算表修复当前预算表修复当前预算表  “工具”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修复已打开的预算表。如果 Quick Devis®免费版式提示您预算表已

损坏，请使用这项功能进行修复。如果修复过程失败，请关闭该预算表，然后使

用“工具”菜单中的“修复预算表或数据库”功能尝试修复。 

 

优化预算表或数据库优化预算表或数据库优化预算表或数据库优化预算表或数据库  “工具”菜单 

 

这项功能通过减小预算文件或商品数据库文件大小来提高访问速度，以对其进行

优化。为保障数据安全，Quick Devis®免费版将自动保存优化前版本。优化过程

结束后程序会建议您删除优化前版本。 

 

删除预算表或数据库删除预算表或数据库删除预算表或数据库删除预算表或数据库  “工具”菜单 

 

这项功能可以代替操作系统中的删除的功能，以便直接在 Quick Devis®免费版中

删除预算表或数据库。 

 

修复预算表或数据库修复预算表或数据库修复预算表或数据库修复预算表或数据库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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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功能用于修复例如无法打开的预算表或商品数据库。为保障数据安全，Quick 

Devis®免费版将自动保存修复前版本。修复过程结束后程序会建议您删除修复前

版本。 

 

修复预算表时，系统会建议您删除预算清单和间接费用页。请仅在修复失败时勾

选相应的复选框。Quick Devis®免费版将自动重新建立这些页。 

 

压缩预算表压缩预算表压缩预算表压缩预算表  “工具”菜单 

 

当保存一个预算表时，系统将自动对其进行压缩。如果您希望在不打开文件的情

况下手动压缩一个.DEV 文件为.DVZ 文件，您可以使用这项功能。 

 

解压缩预算表解压缩预算表解压缩预算表解压缩预算表  “工具”菜单 

 

.DVZ 文件是已压缩文件；.DEV 文件是未压缩文件。如果您希望在 Microsoft 

Access 中查看文件内容，您需要事先将其解压缩。这种情况下请使用这项功能对

预算表进行解压缩。 

 
 

性能与安全性能与安全性能与安全性能与安全  “工具”菜单 

 

在调用这项功能前需关闭所有正在使用的预算表文件。如果仍有未被关闭的文

件，系统会列出这些文件。 

 

 
 

为了加快处理速度并保障数据安全，所有的预算表在处理过程中被保存在一个本

地磁盘缓存中。为获得最佳速度，这个磁盘缓存最好位于磁盘的根目录。如果计

算机中有多个用户，最好将磁盘缓存定义在该用户帐户下。 

 

Quick Devis®为每一个预算表保存了一定数量的早期版本，以便恢复对预算表的

修改。当早期版本数量到达最大值时，系统会自动用最新的一个版本替换一个最

早的版本（先入先出）。这个数量越大，安全性能越高，但同时占用的空间也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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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清楚如何设置，请允许 Quick Devis®免费版来决定针对您系统的最优设

置。您可以点击“恢复默认值”按钮回到自动设置。 

 

恢复预算表恢复预算表恢复预算表恢复预算表  “工具”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恢复预算表的先前版本、恢复非正常关闭的预算表或者恢复预算表

优化前版本。这项功能包括三个标签页： 

 

• 最后使用的文件或最后修复的文件 

• 恢复前最后一个文件 

• 最后保存的文件 

 

每次您保存一个预算表时，Quick Devis®免费版会自动在“最后保存的文件”中

留下记录。您可以在这个标签页中点击“恢复文件”按钮找回这些文件。 

 

最后使用的文件或最后修复的文件中保存了所有经过磁盘缓存的文件的记录。 

 

Quick Devis®免费版会自动恢复如断电等造成的非正常关闭的文件。在第二个标

签页中 Quick Devis®免费版保存了原始的预算表文件（恢复前）。 

 

如果您希望清理您的磁盘（会暂时失去安全保障），请点击“删除所有文件”按

钮。您也可以点击“删除该文件”来删除所选的单个文件。 

 

通过互联网更新通过互联网更新通过互联网更新通过互联网更新 Quick Devis®  “ ?”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更新 Quick Devis®免费版。使用这项功能之前请确认没有正在被使

用的预算表。 

 

如果您使用的是始终在线的 Internet 连接， Quick Devis®免费版会在每次运行时

自动查找可用的更新，并在屏幕右下方的提示您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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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清单预算清单预算清单预算清单 
 

客户预算清单设置完成后，您会得到如下方显示的预算表。您也可以打开 Quick Devis®

附带的预算表样本。预算表样本存储在您配置应用程序时指定的用于存储预算表文件的

目录中。 

 

 
 

上面的预算表中的预算清单中包括了一个含有小计和合计的三级目录树结构。Quick 

Devis®免费版支持最多八级结构。 

 

一般价格预算清单是由一张含有目录树结构的计算表结成的，其中包括了章节、子章节

以及价格科目（明细表）。 

 

要建立一个价格预算清单，您可以使用下述“组织”菜单中的功能： 

 

建立科目建立科目建立科目建立科目  “组织”菜单 (shift + F4) 

 

调用这项功能将在光标所在的科目下方创立一个新的同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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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分支中最多可以建立 253 个科目。 

 

建立子科目建立子科目建立子科目建立子科目  “组织”菜单 (shift + F5) 

 

调用这项功能将在光标所在的科目下创立一个新的下级科目。光标所在处的科目

将自动成为一个分支。 

 

如果光标所在处的科目包含明细表行，这些明细表行将自动转移到新的下级科目

中。 

 

删除科目或分支删除科目或分支删除科目或分支删除科目或分支  “组织”菜单 (shift + F6) 

 

这项功能用来完整地删除光标所在处的一个科目或分支，包括所包含的分支、子

科目以及明细表。这项操作不可恢复。  

 

复制科目或分支复制科目或分支复制科目或分支复制科目或分支  “组织”菜单 (shift + F11) 

 

这项功能用于将光标所在位置的分支或科目复制到缓存中，包括所包含的分支、

子科目以及明细表。 

 

这项功能将同时复制与这些科目相关的表格部分，也包括其颜色、字体以及字

号。 

 

这项功能可以用于在同一个预算表中或者在多个同时打开的预算表间传输数据。 

 

剪切科目或分支剪切科目或分支剪切科目或分支剪切科目或分支  “组织”菜单 (shift + F10) 

 

这项功能与“复制科目或分支”功能几乎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此功能在数据复制

完成后删除原始数据。此功能不可恢复。 

 

粘贴科目或分支粘贴科目或分支粘贴科目或分支粘贴科目或分支  “组织”菜单 (shift + F12) 

 

这项功能用于将由“复制科目或分支”或者“剪切科目或分支”功能放置在缓存

中的内容粘贴到预算表中光标所在处。 

 

系统将提示您选择将粘贴内容放置在光标所在处的同级或下级科目或分支中。 

 

如果源预算表中的字体、字号和颜色与目标预算表不同，建议您在粘贴后重新索

引预算表以统一格式。 

 

这项功能可以用于在同一个预算表中或者在多个同时打开的预算表间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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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或折叠分支展开或折叠分支展开或折叠分支展开或折叠分支  

 

通过点击窗口左边目录树上的“+”或“-”可以展开或折叠分支。 

 

这项功能不会隐藏表格中的行。目录树的折叠或展开状态会保存在预算表中。 

 

展开所有分支展开所有分支展开所有分支展开所有分支 “组织”菜单 

 

您也可以使用这项功能一次展开所有分支。 

 

您可以象使用所有电子表格一样，双击 “科目标识”、“名称”、“单位”及“数量”

列中的单元格并填写所需数据。 

 

不同单元格的容量如下表所示： 

 

科目标识 15 个字符 

名称 255 个字符 

单位 10 个字符 

数量 0 到 9999999999.99 

 

您可以使用下述功能管理注释行： 

 

插入行插入行插入行插入行  “编辑”菜单 (ctrl + L ou shift + F1) 

 

这项功能用于在光标所在处上方插入一行。如果在调用此功能之前已经选择了多

个行，那么程序将在所选第一行上方插入与如选行数相同数量的行。 

 

注意，所选第一行必须位于两个科目或分支之间，而不能在分支前插入行。 

 

删除行删除行删除行删除行  “编辑”菜单 (ctrl + D ou shift + F2) 

 

这项功能用于删除光标所在位置的行或所选择的行。 

 

要删除的行必须位于两个科目或分支之间，而不能同时删除多个科目间的行。 

 

您可以对“名称”和“单位”列中的单元格使用传统的“剪切”、“复制”和“粘贴”

功能。 

 

剪切剪切剪切剪切  “编辑”菜单 (ctrl + X) 

 

这项功能复制并擦除所选单元格。单元格中的内容被暂时放置在缓存中。它只能

在当前用户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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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复制复制复制  “编辑”菜单 (ctrl + C) 

 

这项功能复制所选单元格。单元格中的内容被暂时放置在缓存中。它只能在当前

用户中使用。 

 

粘贴粘贴粘贴粘贴  “编辑”菜单 (ctrl + V) 

 

这项功能将缓存中的内容复制到所选的单元格中。被粘贴的单元格容量必须与源

单元格容量匹配。粘贴后系统将根据单元格内容自动调整行高度。 

 

擦擦擦擦除除除除  “编辑”菜单 (del) 

 

这项功能擦除所选单元格中的内容并自动调整行高度。 

 

提示：您可以在“科目标识”列中的所有行中输入数据，即便这些行没有相对应的科

目。这个特性不适用于“单位”和“数量”列。 

 

在“科目标识”列的没有对应科目的行中输入内容可以用来建立不需要小计的章节。 

 

如下例所示，C.4 是一个虚似章节，它在 Quick Devis®免费版中不对应任何章节，而仅

仅是科目 C.3 下的一行。 

 

下例中只有章节 B，C 和 D 是由小计生成的真正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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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价格预算清单建立完成后，请调用“重新索引预算表”功能。 

 

重新索引预算表重新索引预算表重新索引预算表重新索引预算表   “工具”菜单 

 

这项功能通过根据预算表的目录树结构重新编制预算清单来保障预算表的完整

性。建议您在对目录树每次重要操作后调用此功能。例如：复制/粘贴分支、预算

间传输数据、删除分支…… 

 

预算清单中的“名称”列支持大多数常用电子表格中的格式功能： 

 

字体字体字体字体   

 

您可以在字体下拉列表中为选定的单元格指定字体。您也可以直接在下拉列表中

输入字体名称。此功能只能用于“名称”列。 

 

字号字号字号字号   

 

您可以在字体下拉列表中为选定的单元格指定字号。您也可以直接在下拉列表中

输入字号。此功能只能用于“名称”列。 

 

虚拟章节虚拟章节虚拟章节虚拟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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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字符字符字符颜色颜色颜色颜色   

 

这项功能用于设置选定内容的颜色。此功能只能用于“名称”列。 

 

调用这项功能后，您必须选择一个颜色或者选择取消以继续工作。要指定一个颜

色只需直接点击所需的颜色；要取消操作，请点击鼠标右键或点击列表上方的基

础色。 

 

粗体粗体粗体粗体 / 斜体斜体斜体斜体 /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   (ctrl + G, ctrl + I, ctrl + U) 

 

这项功能用于设置选定单元格内容的粗体、斜或下划线。此功能只能用于“名

称”列。 

 

对齐文字对齐文字对齐文字对齐文字   

 

这项功能用于对所选单元格进行左对齐、居中或右对齐操作。此功能只能用于

“名称”列。 

 

定义字体定义字体定义字体定义字体   “格式”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定义所选内容的字体属性。此功能只能用于“名称”列。 

 

您可以在这个窗口中设置字体、字号、颜色及字样。 

 

记号笔记号笔记号笔记号笔    

 

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显示或关闭记号笔栏 。 

 

在预算清单中使用记号笔时，首先选择颜色，然后在起点处按住鼠标左键并移动

鼠标指针到终点，最后松开鼠标键。 

 

要删除一个标记，请选择带有红叉的记号笔，然后点击记号即可。 

 

Quick Devis®免费版中可以定义用于整个预算清单的格式设置：间隔行的高度、科目/小

计/合计的字体以及显示比例。 

 

调整间隔行调整间隔行调整间隔行调整间隔行  “格式”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调整科目之间间隔行的高度。“名称”列中的各行将根据内容自动

调整高度以完整显示其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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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字体科目字体科目字体科目字体“格式”菜单 

 

这项功能可以对预算表中不同类型的条目定义不同的字体： 

 

• 科目 

• 小计 

• 合计 

 

 
 

需要说明的是“名称”列以外的科目的字体只能为黑色。 

 

对齐对齐对齐对齐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格式”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对齐小计和对齐合计。 

 

设定字体设定字体设定字体设定字体  “格式”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为预算表中目录树的各级结构分别定义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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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首先用鼠标点击要修改的各级结构，然后再窗口下方为其指定字体、字号、颜

色、字样以及对齐方式，最后点击“应用”按钮完成设定。 

 

字体设定不会自动应用于新建的科目。要对新建的科目应用字体设定，您需要重

新调用此功能并点击“应用”按钮。 

 

设定列宽度设定列宽度设定列宽度设定列宽度  “格式”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调整所选列的宽度。您可以指定一个数值或者使用默认值，也可以

更改默认值。 

 

显示比例显示比例显示比例显示比例  “格式”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设定预算清单的显示比例。有效的数值范围是 50% 到 150%标准显

示尺寸。 

 

您可以像在电子表格中一样在预算清单中搜索文字： 

 

搜索搜索搜索搜索   “编辑”菜单 

 

您可以使用此功能在整个预算清单中进行搜索。您可以选择各种搜索条件。 

 

 
 

对于预算清单，软件具备各种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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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打印打印打印   “文件”菜单 

 

这项功能可以以不同形式打印当前预算清单： 

 

 
 

“打印预算清单的指定范围”将根据“页面设置”功能中的设定，只打印由“打

印区域”功能指定的范围。 

 

另外的三项功能用于打印包含三项不同内容的完整的预算清单。软件将自动调整

打印属性以适应打印内容及纸张类型。 

 

您可以点击“预览”按钮预览打印结果。“页面设置”按钮仅对“打印预算清单

的指定范围”有效。 

 

显示显示显示显示栅栅栅栅格格格格  “窗口”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显示预算清单中的栅格。 

 

解除解除解除解除/锁定表头锁定表头锁定表头锁定表头  “窗口”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锁定预算清单中第一行或第二行或者解除锁定。如果锁定表头，这

两行在文档滚动时将固定不动。 

 

Quick Devis®免费版包含了一个用于评估一个章节或一个科目成本细节的工具。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计算”菜单 (F12) 

 

这项功能用于查看一个科目或分支或完整预算表的价格总揽。这项功能所显示的

是调用此功能时光标所在处的科目或分支的摘要。 

 

如果您希望显示整个预算的摘要，请在调用功能前将光标置于预算表的第一行或

合计行。 

 

您可以点击“打印”按钮打印显示的摘要，或者点击“导出至 Ms Excel”按钮将

摘要输出为 Ms Exce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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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表明细表明细表明细表 
 

明表细表用于以表格形式列出预算清单中每个科目的细节。 

 

要打开明细表，您可以点击窗口下方的明细表标签页或者双击预算清单中的科目。您也

可以按 F4 键打开光标所在处的科目的明细表，再次按下 F4 时将回到预算清单中。 

 

明细表范例： 

 

 
 

如在预算清单中一样，窗口的右边可以找到科目目录树。 

 

您可以使用“明细表或品名表的显示”功能方便地改变明细表的显示方式以适应您的使

用习惯。在不同界面下的通用操作不同界面下的通用操作不同界面下的通用操作不同界面下的通用操作章节中详细地介绍了此功能。 

 

您可以使用窗口右边的滑动杆在不同科目的明细表中移动。要在整个预算表中移动，请

使用窗口左边的目录树或者使用位于窗口右边的箭头。您也可以使用箭头下方的复选框

扩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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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明细表中输入一行，您可以像使用电子表格一样手动填写每个字段。要修改字段，

请在字段上双击或按 F2 键。 

 

其他用于在明细表中插入或修改数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述。 

 

使用这些功能前，需要熟悉一下如何在明细表中选择行：您可以通过按住鼠标左键的同

时移动鼠标或者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移动光标。要只选择一行，请按住 SHIFT 键的同

时按下右箭头或者左箭头。 

 

如果您希望对明细表中全部行进行操作，您可以使用这项功能： 

 

选择所有选择所有选择所有选择所有 “编辑”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选择当前明细表中的所有行。 

 

这些选取功能与电子表格中很相似，不同处在于这里的选择是针对行而不是单元格。 

 

剪切行剪切行剪切行剪切行  “编辑”菜单 (ctrl + X) 

 

这项功能用于复制然后删除所选择的整行。复制的内容被放置在硬盘中的临时缓

存中，因此可以用于后继的 Quick Devis®免费版程序。 

 

复制行复制行复制行复制行  “编辑”菜单 (ctrl + C) 

 

这项功能用于复制所选择的整行。复制的内容被放置在硬盘中的临时缓存中，因

此可以用于后继的 Quick Devis®免费版程序。 

 

粘贴行粘贴行粘贴行粘贴行  “编辑”菜单 (ctrl + V) 

 

这项功能用于插入事先复制的或剪切的完整行。 

 

复复复复制单元格制单元格制单元格制单元格  “编辑”菜单 (ctrl + M) 

 

这项功能用于复制光标所在处的一个单元格。 

 

粘贴单元格粘贴单元格粘贴单元格粘贴单元格  “编辑”菜单 (ctrl + Q) 

 

这项功能用于将预先复制的单元格内容粘贴到光标所在处的单元格当中。接受数

据的列必须与数据源匹配（文字或数值）。 

 

在光标前插入行在光标前插入行在光标前插入行在光标前插入行  “编辑”菜单 (ctrl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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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先选择了多个行，这项功能将在第一个所选行前插入与所选行相同数量的

行。如果在调用此功能前没有选择行，程序将会提示您输入在光标所在处前要插

入的行的数量。 

 

删除行删除行删除行删除行  “编辑”菜单 (ctrl + D) 

 

这项功能将删除所选行，如果在调用此功能前没有选择行，程序将提示您输入从

光标处开始要删除的行的数量。 

 

汇编汇编汇编汇编  “编辑”菜单 (F11) 

 

 “汇编”是一个多项剪切板。当您需要重复复制某些数据时此功能将非常有用。 

 “汇编”章节中详细介绍了其功能。 

 

根据指定编号插入商品根据指定编号插入商品根据指定编号插入商品根据指定编号插入商品  “数据”菜单 (Ctrl + W) 

 

这项功能可以通过输入数据库的助记符加上商品编号从数据库中插入一个或多个

商品。 

 

数据库助记符必须包括三个字符。您可以通过“定义查找前缀”菜单来定义助记

符。请查阅该手册中的定义前缀章节。 

 

根据编号查找的语法格式是： 

 

MGE20200（插入 Merlin Gérin，数据库中编号为 20200 的商品）如果该编号存

在，商品将自动被插入；如果该编号不存在，系统将显示数据库中编号最相近的

商品。 

 

MGE C60N 2x4A（插入 Merlin Gérin，数据库中名称为 C60N 2x4A 的商品）如

果该名称存在，商品将自动被插入；如果该名称不存在，系统将显示数据库中名

称最相近的商品。 

 

您也许已经注意到，如果助记符与查找关键字之间没有空格，则是根据编号进行

查找；如果助记符与查找关键字之间有空格，则是根据名称进行查找。 

 

您也可以一次输入多项查找，要使用多项查找，请在调用此功能前选择多个查找

行。 

  

向下复制向下复制向下复制向下复制 “编辑”菜单 (ctrl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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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功能用于将光标所在处单元格中的内容复制到它下面的单元格中。您可以指

定要复制数据的单元格的数量。如果您指定的数量大于明细表剩余行数量，复制

操作不会超过明细表最后一行。您可以对所有列进行此操作。 

 

复制预算清单首行复制预算清单首行复制预算清单首行复制预算清单首行  “编辑”菜单 (ctrl + Y) 

 

这项功能用于将与明细表对应的科目的首行复制到明细表中光标所在位置。此功

能可以避免当明细表只有一行时需要对预算清单中数据的复制。 

 

这项功能同时会复制预算清单中显示的数量与单位。 

 

显示预算清单的所有行显示预算清单的所有行显示预算清单的所有行显示预算清单的所有行  “编辑”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在明细表中显示包括章节在内的预算清单中的所有行。 

 

明细表中还可以对预算表或数据库进行数据搜索。 

 

在数据库中找到光标所在处的商品在数据库中找到光标所在处的商品在数据库中找到光标所在处的商品在数据库中找到光标所在处的商品 r  “数据”菜单 (Ctrl + F3) 

 

这项功能用于打开光标所在处的商品所属的数据库，并标出商品所在位置。 

 

这项功能尤其在需要快速替换商品时或者在需要修改尺寸时有用。 

 

搜索搜索搜索搜索   “编辑”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在明细表（如“名称”、“编号”、“类别”、“制造商”、“用

户字段”等）中搜索文字。 

 

搜索操作总是从光标所在位置开始，由左向右，然后由上至下。如果没有相应内

容，搜索将自动返回到预算表开头继续搜索。 

 

 
 

按 F3 键可以继续搜索下一条匹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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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表具备格式设置功能： 

 

粗体粗体粗体粗体 / 斜体斜体斜体斜体 / 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   (ctrl + G, ctrl + I, ctrl + U) 

 

这项功能用于设置文字的粗体/斜体/下划线。它只能应用于“名称”列，并只针对

整个单元格。 

 

记号笔记号笔记号笔记号笔    

 

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显示或关闭记号笔栏 。 

 

在明细表中使用记号笔时，首先选择颜色，然后在起启点处按住鼠标左键并移动

鼠标指针到第二个点，最后松开。要删除一个标记，请选择带有红叉的记号笔，

然后点击标记即可 

 

显示栅格显示栅格显示栅格显示栅格  “窗口”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显示明细表中的栅格。 

 

在明细表中您可以取消最后一项操作，即使这项操作是针对预算表的。 

 

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编辑”菜单 (ctrl + Z) 

 

这项功能允许取消对明细表的最后一项操作。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取消，但是如果

您退出明细表至另外一个介面，取消功能将失效。调用商品管理不作为另外一个

界面处理，因此插入商品操作可以被取消。 

 

您可以使用下述功能直接由明细表向商品数据库添加商品。 

  

保存商品至数据库保存商品至数据库保存商品至数据库保存商品至数据库“数据”菜单 (Ctrl + E) 

 

这项功能用于保存选定的行到指定的商品数据库中。要将选定的行保存到数据库

中，要求所选行包括至少一个下述字段：“名称”、“编号”、“类别”、“制

造商”或“用户字段”。如果您希望保存到 Internet 数据库中，所选行必须包括

“编号”字段，因为 Internet 数据库是根据编号区别商品的。 

 

如果该商品已经存在于数据库中，系统会提示您是否希望替换。 

 

当且仅当下列五个字段值（“名称”、“编号”、“类别”、“制造商”或“用

户字段”）完全相同时（不区分大小写），两件商品被认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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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 Internet 数据库，当编号相同时，两件商品就被认为相同。 

 

提示：不建议将商品保存到 Internet 数据库，因为当 Internet 数据库被更新时，这

些商品将会被删除。然而，您可以向 Internet 数据库中写入例如劳动时间或人员类

型，因为这些信息在更新时会被保存。 

 

更新数据库中的商品更新数据库中的商品更新数据库中的商品更新数据库中的商品 “数据”菜单 (Ctrl + T) 

 

这项功能使用明细表中的数据更新商品数据库中的商品信息。这些商品必须已存

在于商品数据库中。您可以使用此功能丰富商品数据库中劳动时间或人员类型等

信息。 

 

如果您修改一个来自 Internet 数据库的商品的编号字段，那么您将不能够在

Internet 数据库中对齐刷新，因为这类数据库是根据编号识别商品的。 

 

对于本地数据库，对商品的识别是根据下列五个字段（“名称”、“编号”、

“类别”、“制造商”或“用户字段”）。如果您修改其中一个的值，商品将不

能被商品数据库在更新时识别。 

 

您也可以从商品数据库更新明细表中的行： 

 

更新行更新行更新行更新行 “数据”菜单 (Ctrl + J) 

 

这项功能可以帮助您从源数据库更新明细表中的商品。如果数据库被更新，那么

明细表中的数据将立即被更新。 

 

一般情况下，这项功能自动更新单价及折扣。您也可以同时选择相应的复选框对

单位时间以及人员类型进行更新。 

 

要使更新生效，必须保证商品在数据库中能够被识别。为此，Quick Devis®免费

版使用“源数据库字段”保存商品的数据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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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Internet 数据库，程序在数据库中根据商品编号进行搜索。如果找到则对其更

新。Internet 数据库在比较商品时忽略其它关键字段（“名称”、“制造商”、

“类别”及“用户字段”）。 

 

如果不是 Internet 数据库，要使商品能够被识别，必须保证商品的以下字段（“名

称”、“编号”、“类别”、“制造商”或“用户字段”）在明细表中和数据库

中相同（不区分大小写）。 

 

如果有意使某些字段不同（例如：在数据库中改变名称），您可以取消勾选相应

的复选框，以说明该字段不作为比较对象。您也可以选择是否用数据库中该字段

的值代替明细表中相应的值。 

 

点击“更新”按钮，即可开始更新过程。复选框的状态将一直保存到退出 Quick 

Devis®免费版为止。 

 

您可以从外部工具，例如：CAD 软件向明细表插入数据。  

 

 插入插入插入插入 Excel 科目框架科目框架科目框架科目框架  “数据”菜单 

 

这项功能可以从 Microsoft Excel™格式的表格或 CSV 格式的表格向明细表中导入

数据。例如，您可以导入一个只包含编号和数量数据的表格，然后借助“更新

行”功能使这些数据生效。 

 

如果打开 Microsoft Excel™文件被拒绝，可能是由于文件中包含图表或宏指令等

不被支持的元素。在这种情况下请将数据复制到新的 Microsoft Excel™工作簿中

并保存，然后重新从新导入的文件开始。 

 

对于 CSV 文件，Quick Devis®免费版将自动检测所使用三种类型的分隔符：

“  ” 、“,”以及制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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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件被显示在屏幕上时，您需要指定各列的用途。将光标移动到一列的表头，

然后点击“更改列名称”按钮，或者双击该单元格；随后选择相应的字段名并确

认。 

 

要删除对一个字段的定义，并取消导入该字段，请将光标移动到表头并按下 Del

键。 

 

完成对各列的定义后，请选择要导入的行，然后点击“导入至当前明细表”按

钮。 

 

 提示：对各列的定义将被保存以应用于今后的导入操作。 

  

下述功能可以帮助您在不打开数据库的情况下快速导入商品： 

 

定义搜索前缀定义搜索前缀定义搜索前缀定义搜索前缀  “数据”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为您的数据库指定由三个字符组成的助记符。这样您就可以使用

“根据指定编号插入商品”功能，用助记符加上商品编号，或助词符加空格加商

品名称向明细表中插入商品。 

 

请查阅该手册中的定义前缀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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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表品名表品名表品名表 
 

品名表是用于根据不同的条件对预算表进行重新排序，以便在申报预算表之前比较不同

的比率，查看人力消耗，大件物资重量以及准备定单列表等等。 

 

您可以点击窗口下方的“品名表”标签页或者通过鼠标右键的菜单来访问品名表。 

 

如下图所示： 

 

 
 

您可以打印品名表中的数据，或者将数据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Quick Devis®免费版不支持对品名表的直接修改。如果您想直接修改品名表，请使用

Quick Devis®企业版。 

 

您可以在菜单栏中找到用于品名表的各项功能： 

 

品名表重新排序品名表重新排序品名表重新排序品名表重新排序  

 

您可以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排序的条件。排序条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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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商 

• 类别 

• 编号 

• 名称 

• 用户字段 

• 人员类型 

 

使用这些不同的排序条件可以对包括相同字段的商品进行重组，并对每种类型提

供小计。 

 

隐藏无值行隐藏无值行隐藏无值行隐藏无值行  “编辑”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显示明细表中含有数量值的行、预算清单中含有数量的行以及物资

或劳动力总额的行。 

 

如果此功能按钮被按下，而您在品名表中看不到某些有值的行，这可能是因为预

算清单中含有明细表的科目无数量值，或者包含这个科目的分支无数量值。 

 

在数据库中找到在数据库中找到在数据库中找到在数据库中找到光标所在光标所在光标所在光标所在处的商品处的商品处的商品处的商品 r  “数据”菜单 (Ctrl + F3) 

 

这项功能用于打开光标所在处的商品所属的数据库，并标出商品在数据库中所在

的位置。 

 

搜索搜索搜索搜索   “搜索”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在整个品名表中搜索文字。您可以选择搜索的顺序，先行或先列。

您也可以指定只包含指定文字的单元格。您也可以指定是否区分大小写。 

 

如果您希望修改品名表的版式，请使用“明细表或品名表的显示”功能，此功能将在

“不同界面下的通用操作”中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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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费用间接费用间接费用间接费用 
 

间接费用用于应用各种销售系数以及确定相应的利润空间。Quick Devis®免费版允许在

同一预算中最多运用四个不同系数。这些系数分布于： 

 

• 每种人员类型一个系数 

• 所有物资一个系数 

 

为了保证数据可靠，需要对间接费用进行刷新。需要时，在页面的左上角会出现不停闪

烁地“重新计算”字样。您只需点击这个字样就可以为预算表进行数据刷新。 

““““销售页销售页销售页销售页””””标签页标签页标签页标签页 
 

Quick Devis®免费版根据所输入的各种系数以及费用，在销售页中自动计算利润。 

 

如果您需要更高级的价格分析和系数确定功能，请使用 Quick Devis®企业版。在 Quick 

Devis®企业版中，您可以直接使用您自己的 Microsoft Excel 格式的算式，而且没有复

杂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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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Devis®免费版会自动填写销售页中的白色单元格。与客户相关的数据是在申报预

算表时需要使用的。对于“人员”标签页，其中的人员类型以及相关比率需要您来填

写。 

 

您可以直接填写或以 Microsoft Excel 算式填写黄色的单元格中的各项系数。文档下方的

表格是用来填写各项附加费的。 

 

根据这些人员成本，物资成本和附加费用，Quick Devis®会自动计算出运作成本，并与

根据物资和人力系数得出的销售价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是由算式（（（（销售价格销售价格销售价格销售价格 –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销售价格销售价格销售价格销售价格得出的利润率。 

 

所输入的系数必须能够抵销附加费用，以保证利润率大于零。 

 

““““人员人员人员人员””””标签页标签页标签页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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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标签页用于定义明细表中可以访问的劳动力资源。您可以按您的需要定义三种

不同比率和单位的劳动力类型。如果需要，Quick Devis®企业版提供了对最多 99 种人

员和物资类型的定义。 

 

 
 

如果您的劳动力资源单位不是小时、分钟或秒，您需要在 Quick Devis®免费版中指定您

使用的单位与小时之间的换算关系。 

 

如果您没有指定劳动力资源使用的货币，Quick Devis®免费版将自动使用基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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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类别类别””””标签页标签页标签页标签页 
 

 “类别”标签页中根据“类别”字段对明细表中所有商品进行排序，并对预算表中使用

的每种类别以及相应的劳动力成本做出汇总。 

 

 
 

这项功能可以帮助您对您的物资以及人员类型进行分类。一个预算表中类别的数量没有

限制，但是 Quick Devis®免费版只考虑前 250 个类别。未被显示的类别会在文档下方

“未列举类别”行中显示。 

 

 ““““货币货币货币货币”””” 标签页标签页标签页标签页  

 

Quick Devis®免费版中最多可以定义 99 种货币及其与基准货币之间的比率。如果您在

明细表中选择显示“货币”列，您可以为每行指定其所使用的货币。在没有指定货币的

情况下，系统将自动使用基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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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入一个货币，请输入它的由三个字母组成的代码，如果需要您也可以输入该货币对

基准货币比率，或者基准货币对该货币比率。 

 

如果您希望将预算表设置为不同于基准货币的另一种货币，请在窗口中“基准”的右

边，“货币”的下方的下拉列表选择需要的货币。 

 

重要提示：在改变预算表的基准货币后，请确认您的预算表中所有的物资项都有已指定

的货币。如果物资项没有指定货币，更改基准货币将造成前后价格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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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组织重新组织重新组织重新组织 
 

Quick Devis®免费版提供了一个“重新组织”的界面，在这里您可以在一个报价单中方

便的移动。您可以借此实现例如增加项目或者更改预算清单组织结构等操作。 

要进入“重新组织”模式，请单击应用程序窗口下方相应的标签或者单击鼠标右键，在

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此功能。 

 

 
 

该模式下，在所需的位置或者项目上按住鼠标左键不放，移动鼠标至所需位置，然后松

开鼠标左键即完成移动目标的操作。  

当您在宿主位置上松开鼠标按键时，程序会提示您选择将被移动科目或分支置于宿主之

后同级的位置上或是作为宿主的下级科目或分支。在后一种情况下，宿主当前的内容

（明细表）将会因为宿主变为一个分支而被删除。因为分支不能直接拥有明细表。 

 

如果在重组过程中误操作，您只需在离开“重新组织”标签页时，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

放弃更改即可。如果操作没有错误，请在弹出窗口中确认重组，Quick Devis®免费版将

会根据您的安排自动完成预算单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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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选项中的内容用来设定Quick Devis®免费版的工作方式或者针对某一预算的工作方式。

“计算”，“显示”和“目录树”等选项的设置将应用于当前预算表。“默认设置”中

的设置应用于所有Quick Devis®免费版。 

          计算选项计算选项计算选项计算选项 “选项”菜单 

 

其中的设置用来指定增值税率以及是否在预算清单下方显示税后价格。请根据情

况设定或选择该页内容。 

 

 
 

这些选项仅对调用它的预算表生效。如果想使这些选项在所有新建预算表中生

效，请在模板中设置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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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显显显示选项示选项示选项示选项 “选项”菜单 

 

其中的设置用来定义在明细表中使用的颜色。您可以指定价格单元格（此价格单

元格与明细表相符）以及明细表头的背景色。 

 

 
 

您可以点击相应按钮恢复到默认颜色设置。此时程序将应用系统颜色。 

 

这些选项仅作用于当前预算表，使用预算报表生成器，您可以随意选择表头颜

色。 

 

如果想使这些显示选项在所有新建预算表中生效，请在模板中设置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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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入选项舍入选项舍入选项舍入选项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其中的设置用来设定在预算清单及明细表中的价格的舍入规则以及预算清单中数

量的舍入规则。 

 

建议使用如下图所示的最低建议精度。使用过高的舍入级别时，最终的计算结果

将会受到“明细表”中每行的舍入操作造成的误差影响。其误差将是所有“明细

表”行舍入误差的总和。 

 

 
 

您可以选择指定预算清单中小数的位数。根据事先所选的数量及明细表中售价的

舍入级别，该参数将提供几个数值供选择。 

 

这些限制是为了保证报表中的由明细表表示的每个分解计算的正确性。换句话

说，保证所显示的数量乘以所显示的单价所得的计算结果与相应行的总价一致。

同样，也保证所有行所显示的近似值和与项目基础的总值一致。 

 

重要提示：如果您调整一个预算表中对数量的舍入到一个更高的级别，Quick 

Devis®免费版可能会修改明细表显示的数量值，而且此操作不能恢复。在这种情

况下，建议您事先保存以留下记录。 

 

这些舍入选项仅对调用它的预算单生效。如果想使这些选项在所有新建预算表中

生效，请在模板中设置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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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树选项目录树选项目录树选项目录树选项 “选项”菜单树树树树 

 

其中的设置用来设定位于窗口左边的目录树的显示，以及预算清单中各级科目的

明细表模式。 

 

 
 

Quick Devis®免费版允许为预算表的分支输入任意数量值以增加分支数量。对习

惯于不使用分支数量值的用户，此功能可能会引起错误。 

 

如果您希望禁止对分支指定 1 以外的数量值，请勾选相应的复选框。Quick 

Devis®免费版会自动将预算表中不为 1 的分支数量值替换为 1。 

 

如果想使用如下逻辑为您的预算表编号：项目用 1，一级项目用 1.1，二级项目用

1.1.1 等等。请在新科目项中输入 1；在扩展项中输入.1。 

 

如果您想使用字母编号，请在新科目项中输入 A，在扩展项中输入 A.1 或 A.A。 

 

该逻辑编号设置仅作用于在应用这些参数之后生成的科目上。如果想以此逻辑重

新编号整理预算表，请选择“编辑”菜单中的“重新对所有科目编号”功能。 

 

这些目录树选项仅对调用它的预算表生效。如果想使这些选项在所有新建预算表

中生效，请在模板中设置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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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默认默认默认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选项”菜单 

 

其中的设置用来指定访问预算表文件及邮件模板的默认路径。该设置同样用来设

置商品数据库存储的目录。 

 

点击“重新定义”按钮可以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新的文件夹。您也可以删除文字框

中的内容，这样程序将不会指派默认文件夹。这时将使用最后一次访问的文件

夹。 

 

 
 

对于商品数据库则必须指定一个目录。没有这个文件夹您将无法访问该数据库。

您也可以通过“商品管理”中的“路径”按钮指定该数据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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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库管理功能公共数据库管理功能公共数据库管理功能公共数据库管理功能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您可以从制造商处获取付费或免费的在线价格数据。要获得可用的

制造商列表，请使用“数据”菜单中的“Web 地址”功能。 

 

Web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数据”菜单 

 

这项功能用于选取一个数据给供应商，以便从他那里获得对价格数据的更新。此

功能需要具备 Internet 连接。 

 

列表中所列出的供应商是经过 Quick Devis 免费版认可的，保证了其数据的兼容

性。请访问供应商的网站或与他们直接联系，以获取详细注册消息。 

 

注册后您就可以通过 Quick Devis 免费版中的“通过互联网更新数据库”功能下载

数据库了。下载的数据库只能在注册的计算机上使用。 

 

重要提示：不同的供应商可能会在数据库中使用不同的编号编码方式，所以如果

您更换数据供应商，请为新的数据库建立单独的存储目录，或者隔离您的旧数据

库。当您尝试使用一个供应商的数据来更新另一个供应商的数据，有可能发生商

品丢失，而且您所添加的劳动时间以及人员类型等数据也可能丢失。 

 

您也可以使用“通过互联网更新数据库”功能试用供应商的数据库，但是在注册

前您只能导入每十个中的一个商品数据。 

 

通过互联网更新数据库通过互联网更新数据库通过互联网更新数据库通过互联网更新数据库 ‘数据’菜单‘‘‘‘数数据数数据数数据数数据’’’’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这项功能用来从公共互联网站点下载或者更新商品数据库，在使用这项功能之

前，请首先使用“web 地址”功能选择一个数据服务商。 

 

与网站的连接会自动建立，稍后在屏幕窗口左边会列出所有可用的数据库；在屏

幕窗口右边则显示已存在于本地目录中的 Internet 数据库。 

 

提示：与网站的通信使用 http 协议，并应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的各项参

数。如果遇到通信困难尝试使用其它数据服务商或者尝试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访问数据服务商的网站以确定该网站可用。 

 

您的数据服务商可能会为您提供多个数据库目录。点击位于左边列表下的下拉菜

单可以显示这些目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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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时，您需要指定存储数据库的路径（除非路径已经通过“配置预算

单”功能指定好路径）。（请点击“重新指定本地数据库路径”按钮，或者 Quick 

Devis®免费版数据库列表中的“路径”按钮）。 

 

在左边的列中选择您感兴趣的数据库（您可以按信 SHIFT 键选择多个数据库）之

后点击“添加选择”按钮，所选用的数据库则移动至右边的列中等待下载。 

 

您也可以点击“添加所有”按钮，下载所有可用数据库。 

 

相同地，您也可以在右边的列中选择“移除选择”或“移除所有”。 

 

如果您下载过数据库，在右边的列表中会列出存储在本地计算机上的数据库。此

时如果您只想更新这些数据库，只需点击“添加所可更新数据库”按钮。Quick 

Devis®免费版将只下载本地数据库中需要更新的数据库。 

 

需要更新的数据库会在右边窗口中用橙色三角形标示；在数据服务商站点上可用

但本地计算机中没有的数据库将在左边的窗口中以“new”标号标示。 

 

当您将所需的数据库用上述方法从左边列移到右边列后，点击“下载数据库”按

钮将开始以下操作： 

 

• 下载所选数据库 

• 转换至 Quick Devis®免费版格式 

• 与计算机中存在的数据库混合并保留您添加的数据（工作时间、人员类

型……） 

 

处理结束后，Quick Devis®免费版会显示一个下载报告。报告中会显示没有能够

被正确下载的数据库，您只需重新选择并下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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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您需要点击“下载折扣”按钮以下载空白折扣表，其中包括了不同供应商

的折扣值。您可以在下载数据库之前或之后下载折扣表。 

 

导入折扣表操作将与您计算机上的折扣表进行混合，并保留您自己的数据。要直

接应用新的折扣值，您需要调用“折扣管理”功能，并点击“传输”按钮。 

 

最后请点击“关闭用户”按钮回到 Quick Devis®免费版。 

 

您可以调用“访问数据库”功能显示所有下载的价格。如果下载后，在列表中仍

没有显示数据库，请点击“路径”按钮并检查所使用下载路径。 

 

需要更新数据库时，只需调用“通过互联网更新数据库”功能，并点击“添加所

有可更新数据库”按钮，Quick Devis®免费版将只下载需要更新的数据库，并在

保留您的数据的前提下对数据库进行混合。更新操作要求重新下载折扣表。点击

“下载折扣”按钮将下载并混合折扣表。 

 

Quick Devis®免费版中新旧数据库被保存在同一目录下。要删除旧数据库，请在

“访问数据库”功能中点击“删除”按钮。 

 

系统将询问您希望删除选定的数据库或是目录中所有过期数据库。 

 



Quick Devis
® 免费版                                                                                                               用户手册 

Quick Devis
®
 免费版 © IAES (1991-2007)                                                                                          Page 65/108 

提示：供应商的数据按月更新，所以没有必要太过频繁地使用“通过互联网更新

数据库”功能。 

 

如果屏幕提示“数据库已损坏”或类似消息，可能是由于您磁盘上的数据库已经

损坏，而不能与远程数据库混合。在这种情况下，请先尝试使用“工具”菜单中

的“修复预算表或数据库”功能进行修复。如果修复无效，请在下载新的数据库

前删除磁盘上的数据库。 

 

折扣管理折扣管理折扣管理折扣管理  “数据”菜单 

 

供应商提供的数据库，即公共数据库，仅包含公共价格而不包含折扣值。为了能

够设定您的折扣值，供应商提供一个与数据库相应的空白折扣表文件。 

 

您可以在“通过互联网更新数据库”功能中点击“下载折扣”按钮下载折扣表文

件。 

 

要在 Quick Devis®免费版为每个供应商指定所要使用的折扣值，请调用“折扣管

理”功能，并在当前折扣列中为每个供应商指定折扣值。 

 

在位于窗口左上的制造商列表中，会以三种不同的图标表示数据库状态：地球仪

表示您磁盘上的数据库与折扣表匹配（日期相同）；问号（？）表示折扣表不匹

配，需要更新；最后，带有红叉的地球仪表示网站上存在，但没有下载到本地计

算机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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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输入折扣值，请首先在窗口左上方的列表中选择一个制造商，然后窗口下方的

列表中填写。改变供应商时，系统将要求您对修改进行保存。 

 

为了避免价格与折扣之间的匹配问题，Quick Devis®免费版会检查折扣表是否与

价格匹配，并在左上方的列表中标出检查结果。如果不匹配，系统会在打开数据

库时提示您。 

 

如果在列表中有出错图标，请点击图标，并在窗口右上方查看错误具体情况。 

 

当您使用“下载折扣”功能下载折扣表后，对所有更新了价格的制造商，“当前

折扣”列中的数据会自动被复制“旧折扣”列中。您能够继续使用您的折扣值或

纠正与新价格不匹配的折扣值。 

 

如果您希望继续为所有供应商使用您现有的折扣值，请直接点击“传输”按钮。 

 

如果您只希望保留对某个制造商的某些折扣值，请先在窗口左上方列表中选择制

造商，然后在下方的列表中选择需要保留的折扣值，随后点击“复制”按钮，最

后在“当前折扣”中点击“粘贴”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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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如果您在更新数据库后没有保留您的折扣值，在下一次更新时您将永久丢

失您的折扣值。这是因为 Quick Devis®免费版在每次更新后会自动用当前折扣值

替换旧折扣值。如果您在第一次更新时没有重用折扣值，那么“当前折扣”列为

空白；在第二次更新时“旧折扣”列将被空白的“当前折扣”列覆盖。但是您可

以通过重命名“Remises.old”文件找回您最后一组折扣值。 

  

大部分供应商会在每个折扣编码后列出不适用的产品。要显示这些商品，请点击

查看产品按钮。再次点击此按钮将回到初始状态。 

 

点击“打印”按钮将打印显示的供应商的折扣表。 

 

技术背景：折扣文件被以 Microsoft Access 文件格式存储在与其相应的数据库所

在的目录中。这个文件的名称为“Remises.rem”。在每次调用“下载折扣”功能

进行更新后，系统会自动保存一个更新前的备份，称为“Remises.old”。您可以

使用这个文件恢复更新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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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管理商品管理商品管理商品管理 
 

商品管理功能是用来显示、编辑商品数据库中的内容以及插入商品到预算表中。 

 

点击 按钮即可显示可用的数据库列表。 

 

 
 

Quick Devis®免费版支持两种类型的商品数据库：用 表示的是 Internet 数据库，用 表

示的是私有数据库。您可以拖动数据库列表窗口下边缘进行纵向放大或缩小，以适应显

示内容。 

 

点击“新建”按钮可以建立新的私有数据库。新建的私有数据库被命名为“新数据

库”。要改变其名称请点击此数据库，然后输入您希望的名称，随后按回车键或点击窗

口空白部分使名称生效。 

 

Internet 数据库的名称不能够直接建立。您可以从供应商处下载获取 Internet 数据库。

详情请查阅“公共数据库管理功能”章节。 

 

要在管理功能中打开一个数据库，您可以双击数据库名称，或者点击“打开”按钮打开

光标所在处的数据库。 

 

只读模式下“商品管理”的完整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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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功能搜索功能搜索功能搜索功能 
 

要进行搜索，请文本框中输入要查找的商品名称的前几个字符。每输入一个字符系统会

自动将光标移动到最匹配的商品上。 

 

如果您需要在其它字段上每行搜索（例如编号字段），只须在列表中点击相应字段的表

头或者是勾选相应的复选框即可切换到被搜索的字段。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商品数据库左边的目录树搜索商品。在 Internet 数据库中，目录树是

根据“用户字段”进行排序的；在私有数据库中，您可以在生成目录树时指定要使用的

排序字段。 

  

当您用鼠标左键点击目录树上的项时，Quick Devis®免费版会根据“用户字段”或者其

它字段（私有数据库）对数据库自动排序，并将光标置于第一件相应商品上。整个商品

数据库都是可用的，即使是不符合搜索条件的商品也是可用的。 

 

当您用鼠标右键点击目录树时，搜索的关键字保持不变（如果之前是根据“名称”排

序，它将继续以“名称”排序），但是它会应用“过滤器”对商品进行筛选，不符合的

商品将不会显示。您之前的选择，如果不符合条件将不会被显示。 

 

如果要搜索关键字，关键字不一定是商品名称的头几个字符。搜索时请先根据您的选择

对数据库进行排序，然后在过滤器中输入关键字，确定后 Quick Devis®免费版将列出相

应的商品。如果您事先选择了商品，这些选择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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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中允许使用以下字符： 

 

• * ：代替任意多个字符或数字 

• ? ：代替任何单个或多个字符或数字 

• #：仅代替数字 

•  [x-y]：代替任意介于 X 与 Y 之间的数字（包括 x 和 y） 

•  [A-Z] ：代替介于 A 与 Z 之间的字符（包括 A 和 Z） 

•  [!x-y] ：代替除了 x 与 y 之间的任意数字（包括 x 和 y） 

•  [!A-Z]：代替除了 A 与 Z 之间的任意字符（包括 A 和 Z） 

 

下面是两个用“名称”排序时的搜索范例： 

 

• *XM*：显示所有名称中包括“XM”的商品 

• Relais 2## V*：显示所有名称由“Relais 2”开头，紧跟 2 个数字和一个字符

“V”，其后字符任意的商品。 

 

有效的过滤器（返回找到商品的）将被存储在最近使用的过滤器列表中，如果您希望清

除保存的过滤器列表，请点击“过滤”按钮，然后点击“清除”列表按钮。 

 

列表中只能保存最近 25 个过滤器。第 26 个将自动替换最旧的一个。 

 

窗口大小窗口大小窗口大小窗口大小 
 

只要您计算机中有足够的内存，您可以在屏幕上打开任意数量的商品管理窗口。这项功

能在您同时使用多个商品数据库时非常实用。 

 

要打开第二个数据库，请点击主窗口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后选择另外一个数据库。如

果需要，您可以同时在多个窗口中打开同一个数据库。 

 

如果点击商品管理窗口中的 按钮，程序将不会在新窗口打开数据库，而是在当前窗口

中打开数据库。 

 

您还可以利用以下功能改变窗口大小以有效利用屏幕显示更多内容： 

 

• ：用于显示或隐藏窗口左边的目录树 

• 用于使窗口中仅显示所选的排序列，从而缩小窗口尺寸。您可以使用键盘上的 <

左键>和<右键>在列之间切换。 

• ：用于关闭商品条目显示，将窗口缩小为一个菜单条。 

• ：用于回到正常显示模式 

• ：全屏显示数据库，以用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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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Devis®免费版会记住您关闭数据库时窗口的状态：窗口位置、排序字段……在下

次打开该数据库时，它的状态将和关闭前一样。 

 

向明细表中插入商品向明细表中插入商品向明细表中插入商品向明细表中插入商品 
 

插入商品操作可以在以下三种模式下进行：标准模式 ( )，缩小模式 ( ) 和编辑模式 

( ) 
 

要插入一件或多件商品，只须将所需商品用鼠标从数据库窗口中拖到明细表中所需位置

即可。 

 

您也可以点击 按钮将所选商品插入到明细表中光标所在行上方的行中。点击 按钮将

替换明细表中光标所在行上方的行中的商品或者替换明细表中所选行。 

 

您也可以一次添加多个选中的商品。您可以通过双击商品或在商品上按下“空格”键逐

个选择商品。在同一件商品上重复该操作将取消对它的选择。然后就可以象插入单件商

品一样，通过拖放操作或 和 按钮插入商品到明细表中。 

 

您也可以在在管理窗口中直接在商品上按住<CTRL>键的同时输入数量，这样就不用再

次到明细表中输入数量了。输入了数量的商品将被自动选中。 

 

提示：您可以点击 按钮取消所有选择。 

 

编辑数据库编辑数据库编辑数据库编辑数据库 
 

点击 按钮可以进入数据库编辑模式。在该模式下，要插入商品只能使用两个按钮功能

而不再能够使用拖放功能。 

 

您也可以从一个预算表中修改或者插入商品到明细表中，然后再从明细表中将这些商品

保存到，或者更新到数据库中。这个方法一般比直接在数据库中进行编辑的效率高。 

 

在编辑模式下，数据以全屏显示。其菜单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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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您可以直接对所有字段进行修改。要修改某一单元格，请双击它或将光标移到

其上，然后按 F2 键。 

 

修改时请注意下述格式要求： 

 

• 名称 ..........................................................最多 250 个字符 

• 编号 ............................................................最多 50 个字符 

• 类别 ............................................................最多 20 个字符 

• 用户字段 .....................................................最多 20 个字符 

• 制造商.........................................................最多 20 个字符 

• 单位 ............................................................最多 10 个字符 

• 公共价格 ............................................0 到 9999999999.99 

• 货币 ...................................................必须是 3 个大写字母 

• 折扣 ....................................................................... 0 到 95 

• 单位时间 ............................................0 到 9999999999.99 

• 劳动力类型............................................................. 0 到 99 

 

要新建商品，请点击 按钮，然后修改商品的各项内容。 

 

要删除一件或多件商品，请将光标移动到窗口中要删除商品最左边的空白列上，或点击

最左边空白列以选择要删除的商品，然后点击 按钮。 

 

编辑模式中也可以对数据库进行“减肥”以提高访问速度。要优化一个数据库，请点击

按钮。您也可以在不打开数据的情况下，使用“工具”菜单中的相应功能对数据库进

行优化。 

 

建立或编辑目录树建立或编辑目录树建立或编辑目录树建立或编辑目录树 
 

要建立或编辑目录树，请将数据库置于标准显示模式（ ），点击“显示目录树”按钮

（ ），然后点击结构编辑按钮（ ）。结构编辑窗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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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exemple ci-dessus, nous avons utilisé le ‘Champ Utilisateur’ de la base de 
données pour construire la structure arborescente. Les ‘Champs utilisateurs’ auront 
donc, dans cette base, la forme X 00 000 suivis d’un numéro d’ordre ou une suite de 
caractères.  

在上面的的中，我们用数据库中的“用户字段”建立了一个目录树。在这个数据库中，

“用户字段”将以 X 00 000 形式表示。 

 
Ainsi, le code A 01 002 001 appartiendra aux ‘Chauffe eau gaz’ et le code B 01 003 
appartiendra aux ‘Armoires électriques’. Voici la forme de la structure arborescente 
ainsi créée. 

上例中，A 01 002 001 代表“燃气热水锅炉”；B 01 003 表示“电器柜”，如下图所

示，所建立的目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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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Excel 中相应的结构编辑按钮建立或修改您的目录树结

构。建议您使用 Quick Devis®免费版建立目录树，然后导出为 Microsoft Excel 文档。

这样可以避免格式上的错误。 

 

您可以使用“数据”菜单中的”转换为商品数据库”功能，在将 Microsoft Excel 文档转

换为商品数据库的同时，自动建立目录树。 

 

提示：Internet 数据库中的目录是由制造商制定的，不能够被修改。 

 

导出数据库到导出数据库到导出数据库到导出数据库到 Microsoft Excel 
 

要将一个数据库中的内容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中，请在标准显示模式（ ）或编辑模

式（ ）中点击 按钮。Quick Devis®免费版将要求您选择具体的导出内容： 

 

 
 

您可以选择导出数据库中的所有商品、符合当前过滤器要求的商品或者您选择的商品。

这项功能将自动打开 Microsoft Excel 并建立一个标准的框架，以便在 Microsoft Excel

中进行编辑和将来使用 Quick Devis®免费版中的“数据”菜单的“转换为商品数据库”

功能导入到 Quick Devis®中。 

 

提示：为了保护数据版权，对 Internet 数据库不能使用数据导出功能。这项功能仅限使

用于私有数据库。 

 

识别商品识别商品识别商品识别商品 
 

私有数据库中的商品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进行识别： 

• 仅通过“编号”字段 

• 通过“名称”、“编号”、“类别”、“制造商”及“用户字段” 

 



Quick Devis
® 免费版                                                                                                               用户手册 

Quick Devis
®
 免费版 © IAES (1991-2007)                                                                                          Page 75/108 

当仅使用“编号”字段进行识别时，当您修改某个商品的例如“名称”字段时，这件商

品对于 Quick Devis®免费版来说与修改前是同一件商品。进行数据库更新时，新的名称

将会替换明细表中当前修改后的名称。 

 

这类数据库中，商品的唯一身份标识是它的编号。数据库中的每个商品的编号必须都不

相同。当进行数据更新时，数据库中与旧商品同编号的商品将替换数据库中的商品。 

 

使用这类数据库，需要严谨数据库管理。 

 

相反，如果您不希望花太多精力管理“编号”字段，您可以选择根据所有字段识别商

品。这时，只要改变上述关键字段中的任一项的值，Quick Devis®将不能在更新时找到

该商品。您可以用这类数据库保存至少有关键字段中任一项值而没有编号的商品。 

 

点击 按钮可以在两种模式间转换：当按钮被按下时，表示使用的是以“编号”方式识

别商品；相反，则使用 5 个关键字段进行识别； 按钮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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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汇编汇编汇编 
 

Quick Devis®免费版中的汇编工具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可以包括一千个页的剪贴板。它不

是一个数据库，其中不包括搜索功能。每个剪贴板页中可以包括最多一万个行。 

 

要向汇编中加入数据，请首先在明细表中选择需要的数据，然后调用汇编功能。这时，

汇编里“写入”模式里打开。请随机选择要保存在其中的汇编页的号码，然后点击“写

入汇编”按钮。 

 

汇编会保存明细表的所有列，包括隐藏列，但是只有所选的第一行会被显示在汇编列表

中。 

 

 
 

如果要从汇编中向明细表中插入数据，首先请取消所有选择，然后调用汇编。这时汇编

将以“读取”模式打开。在汇编中选取要插入的数据，然后点击“插入预算表”按钮即

可将所选择的行插入到预算表。 

 

汇编中的数据存储在磁盘中相应的用户帐户中，因此同一台计算机上的不同用户可以各

自拥有不同的汇编。 

 

点击“保存汇编”按钮然后为其命名，这样您可以建立任意数量的汇编。保存的汇编会

在汇编列表中显示，您可以任意在其中选择所需的汇编。 

 

点击“删除汇编”按钮，然后选择一个汇编，即可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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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删除一个汇编中的某一项，请首先选择该项的编号，然后点击“从汇编移除”按钮。 

 
 

 
 

汇编工具只是剪贴板工具的延伸，它不具备通过互联网进行数据更新的功能。因此，当

您使用一个一年前建立的汇编中的数据时，所插入明细表中的数据将是当时建立汇编时

的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来自商品数据库，您可以尝试使用明细表中的“更新行”功能更

新数据。 

 

如果您需要使用 Quick Devis®免费版之外的应用程序对汇编进行修改或访问，您需要知

道汇编文件是以.GLO 为扩展名的 Microsoft Access 格式的文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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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前缀定义前缀定义前缀定义前缀 
 

使用数据库前缀可以在不事先打开数据库的情况下，快速地从商品数据库向明细表插入

数据。使用的方法已经在“根据指定编号插入数据”功能中详细介绍。 

 

请使用下述功能定义数据库前缀：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搜索搜索搜索搜索前缀前缀前缀前缀  “数据”菜单 

 

 
 

请单击要编辑的项，然后再“前缀”列中输入所需内容。前缀必须是由三个字母

或数字组成。对于公共数据库，前缀通常已经被定义。 

 

完成后请点击“确定”按钮已保存您的前缀。您可以点击“初始化前缀”按钮恢

复预先定义的前缀。 

 

Quick Devis®免费版中路径代号始终是 9。使用 Quick Devis®企业版您可以使用

其它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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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表管理预算表管理预算表管理预算表管理 
 

为了便于使用标准邮件模板，需要为项目输入客户信息。为此 Quick Devis®免费版使用

一个用户数据库来存储这些信息。这个数据库为所有预算表共享。您可以使用“？”菜

单中“配置预算表”功能自动建立该数据库。此功能在前面配置 Quick Devis®免费版章

节中已详细介绍。 

 

如果您还没有配置 Quick Devis®免费版，您可以点击“新建客户数据库”按钮手动建立

该数据库，并为该数据库命名。 

 

点击 按钮可以打开如下所示的管理界面： 

 

 
 

您可以手动填写该表格或者点击“导入客户”按钮从列表中选择导入客户数据。 

 

点击“OK”按钮后新客户数据将生效。 

 

您可以在客户列表中通过点击表头来改变排序的关键字：客户号、公司、地址及联系

人。 

 

如果客户号不同，即使两个客户的其它数据均相同，这两个客户也将被视为不同的客

户。 

 

您可以通过点击“设置客户数据库”按钮并指定新的.QDC 文件来改变客户数据库。 

 

保存客户数据的.QDC 文件是以 Microsoft Access 格式保存的。您可以使用这个应用程

序建立或修改客户数据库。但请注意不要在字段中使用 Null 这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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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管理客户数据库，请点击“导入客户”按钮，并在下面所示的窗口中进行添

加客户、删除客户或其它修改操作。 

 

 
 

您同样可以将整个数据库导出为一个 Microsoft Excel 格式文件；也可以从一个包含客户

数据的 Microsoft Excel 格式文件向 Quick Devis 导入数据库。如果您使用导入功能，请

尽量使用由 Quick Devis 导出的文件基础上修改的文件，这样可以保证所使用的格式能

够被 Quick Devis 接受。 

 

如果需要，您可以重新将一个 Excel 文件导入到一个已存在的数据库文件中。这时，如

果 Excel 文件中指定的客户号已经存在于 Quick Devis 数据库中，Quick Devis 的客户数

据库将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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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报表生成器预算报表生成器预算报表生成器预算报表生成器 
 

预算报表生成器用于根据您的需要使用不同的概述展示您的预算表。 

 

一个概述中定义了一个报表的内容：所显示的列、页标题及详细的程度等。一旦被定

义，您可以将概述保存并在任意预算表中进行调用以生成指定的报表。 

 

所以，在 Quick Devis®免费版中只需调用相应的概述即可在报表生成器中自动生成所需

的格式报表。 

 

预算报表生成器是集成在 Quick Devis®免费版中的一个应用程序。 

 

预算报表生成器预算报表生成器预算报表生成器预算报表生成器   “文件”菜单 

 

 
 

预算报表生成器中的各项按钮用于指定所生成的报表以及形式。 

 

加载概述加载概述加载概述加载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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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功能列出最近加载或保存的 25 个概述。最近使用的概述被列在列表的最前

面，点击相应名称即可加载概述。 

 

您也可以点击“加载概述文件”按钮从一个文件中加载概述。 

 

您也可以点击“显示基本概述”按钮浏览 Quick Devis®免费版附带的概述。在这

些概述基础上进行修改以建立您自己的概述，可以避免对所有参数的修改。 

 

如果需要擦除请点击“清除概述列表”按钮，此后，列表将在使用过程中自动被

重新建立。 

 

点击“取消”按钮可以回到预算报表生成器界面。 

 

初始化预算报表初始化预算报表初始化预算报表初始化预算报表   

 

这项功能用于建立一个严格遵循预算清单格式的概述。其中不包含任何页标题，

您可以使用此功能建立一个无配置的预算报表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预算

报表。 

 

如果您在加载某个概述时遇到问题，使用此功能并重新尝试已确定问题是出现于

预算表或是您希望加载的预算报表中。（如果在空白概述情况下功能正常，那么

问题源自您的概述）您可能需要重新建立这个概述。 

 

报表报表报表报表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预算报表生成器中有三种报表类型： 

 

• 无明细表的预算清单与 Quick Devis®免费版式下的预算清单的显示相同 

• 包括明细表的预算清单中包括预算清单以及明细表中的行 

• 仅明细表主要用于编辑您希望得到的成本（而非您所输入的值） 

 

要选择一种报表类型，您只需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类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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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缩放缩放缩放    

 

这项功能用于改变报表在屏幕上显示的大小。它不会对打印或输出造成影响。 

 

显示名称或章节标识显示名称或章节标识显示名称或章节标识显示名称或章节标识    

 

这项功能用于有预算清单的报表类型，可以将章节标识加入小计名称中（例如，

科目小计：1）或将章节名称的第一行加入小计名称中（例如，小计：电器设备） 

 

章节名称的第一行最好不要太长，以便将这一行加入小计名称中。 

 

舍入舍入舍入舍入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您可以通过“选项”菜单中的“舍入选项”功能定义舍入级别。舍入级别被重新

定义后，调用预算报表生成器时将需要根据新的参数重新进行计算。 

 

大写数额大写数额大写数额大写数额   

 

这项功能用于在预算报表中以大写形式表示数额。此功能只能用于预算清单类的

报表。您可以以不同的语言或货币显示数额。 

 

 
 

如果您不希望使用默认货币，请输入该货币的名称以及单数和复数的表示形式。 

 

请同时指定货币及货币单位的性数。然后请指定要转换为大写的列（“I”表示要

转换的总额；“H”表示要转换的单价）。 

 

您可以选取相应复选框以在大写总额前显示“单位”列中的文字。例如，每套

12000 欧元。 

 

您可以在窗口下方的两个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语言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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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间隔行调整间隔行调整间隔行调整间隔行  

 

这项功能用于调整预算表中间隔行的高度。根据调用此功能时预算清单是否包括

明细表，窗口中的内容会有所不同：当包括明细表时，您可以设置每两个科目之

间的间隔行高度；当不包括明细表时，您可以设置明细表行的高度。 

 

            
 

首页首页首页首页标题标题标题标题  

 

 您可以使用这项功能设置预算报表首页的标题以及结构。 

  

 
 

要自定义一个预算报表，建议您在一个空的预算报表（点击 按钮）或一个预先

定义的一个预算报表基础上进行修改然后点击 按钮。您可以点击 按钮插入最

多五十个行。新的行将插入在所选行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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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您可以书写文字或需要的值，点击 按钮可以编辑格式。您也可以点击 按

钮从预算表中插入数据。 

 

如果希望为单元格加上边框，请首先选择单元格，然后点击 按钮。 

 

您也可以点击 按钮导入.WMF 格式的您自己的徽标；您也可以从 Microsoft 

Excel 或者 Word 直接复制图像然后粘贴到报表中。 

 

点击 按钮可以显示所有有用的列。要隐藏列，请首先选择要隐藏的列，然后点

击 按钮。 

 

完成页标题定义后，您可以再次点击 按钮回到报表。要保存您的报表，请点击

按钮并指定名称。 

 

其它页的其它页的其它页的其它页的标题标题标题标题  

 

点击这个按钮可以对从第二页开始一直到最后一页的标题进行编辑。它的用法与

首页标题的编辑方法相同。 

 

您可以在每页最多插入 10 行文字。 

 

附录页附录页附录页附录页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个按钮在您的文档最后加入附录页。它的用法与首页标题的编

辑方法相同。您可以象在编辑页标题一样在其中使用变量名和算式。 

 

注意：如果您希望应用一个作用于整个文档的算式，请确保您的算式包括行 1。例

如：SOMME (I1:I10000)将返回最终文档中行 1 至行 10000 的总和；SOMME 

(I2:I20)将仅作用于附录页，返回最终文档中行 1002 到行 1020 的总和（假设附录

页的第一行是行 1000）。 

 

您可以在附录页中最多插入 500 个行。 

 

插入插入插入插入/ 删除行删除行删除行删除行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这个按钮在所选行前插入行或删除所选行。如果事先没有选择行，新的行将加入

到页标题最末。 

 

单元格格式单元格格式单元格格式单元格格式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点击这个按钮可以定义选定单元格的格式：对齐方式、颜色、字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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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名称粘贴名称粘贴名称粘贴名称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点击这个按钮可以向预算报表标题中加入变量，这样预算报表中的内容会自动适

应预算中的值。 

 

您在这项功能中可以使用例如预算管理中的客户数据等内容（名称、地址、公司

等等）。 

 

定义边框定义边框定义边框定义边框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点击这个按钮可以定义所选单元格的边框。 

 

导入图形导入图形导入图形导入图形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使用这项功能可以将一个 WMF（Windows Metafile）的图形导入预算报表的标

题。 

 

如果您的图形不是 WMF 格式，您可以先将它们导入 Microsoft Excel 或者 

Microsoft Word，然后复制它们到剪贴板。随后调用 按钮功能并选择从剪贴板粘

贴出去。 

 

重要提示：请尽量避免使用大尺寸图形以免影响打印速度。对一个大尺寸图形，

即使您用鼠标改变其在页标题中的显示大小，它在内存中的大小是不变的，所以

请在导入之前缩小图形尺寸。 

 

显示所有列显示所有列显示所有列显示所有列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这个按钮用于显示预算报表中所有可用的列，也包括成本列。 

 

隐藏列隐藏列隐藏列隐藏列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这个按钮用于隐藏选中的列。 

 

剪切剪切剪切剪切  (Ctrl X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这个按钮用于将选中的单元格复制到剪贴板中然后删除这些单元格。 

 

复制复制复制复制  (Ctrl C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这个按钮用于将选中的单元格复制到剪贴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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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粘贴粘贴粘贴  (Ctrl X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这个按钮用于将剪贴板中的内容粘贴到事先选中的单元格中。 

 

设置字体设置字体设置字体设置字体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这项功能用于从一个下拉列表中为选中单元格指定字体名称。您也可以直接在列

表中输入所需的字体名称。 

 

字号字号字号字号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这项功能用于从一个下拉列表中为选中单元格指定字号。您也可以直接在列表中

输入所需的字号。 

 
 

粗体粗体粗体粗体 / 斜体斜体斜体斜体 / 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这项功能用于为选中单元格中的内容设置粗体、斜体或下划线。   

 

对齐文字对齐文字对齐文字对齐文字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这个四个按钮的功能分别是：将文字左对齐、居中、右对齐及将选定单元格中的

文字相对于这些列居中。请尽量使用相对于多列居中，而不要使用合并单元格功

能；因为合并的单元格将不能被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中。 

 

颜色颜色颜色颜色   (仅在编辑模式下可用) 

 

这两个按钮的功能分别是：改变选中单元格的底色和改变选中单元格的字体颜

色。 

 

要要要要显示显示显示显示的的的的目录树目录树目录树目录树  

 

这项功能用于在编辑模式下选择要隐藏的分支，此功能在需要仅打印部分章节时

很实用。 

 

当有部分分支被折起时，您可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展开所有”一次展开所有分

支，就像在预算清单中使用该按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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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页管理跳页管理跳页管理跳页管理  

 

这两个按钮的功能分别是：在光标所在处插入一个跳页和删除光标所在处的跳

页。 

 

您可以用鼠标拖放跳页符以变化它们的位置。 

 

跳页符不能放在页面之外，否则 Quick Devis®免费版将自动计算并决定跳页符的

位置。 

 

重要提示：跳页设置只在当前进程中使用。它们不能够被保存在当前用户中，因

为它们必须适用于所有预算表。如果您需要保存跳页，请使用 Quick Devis®企业

版。在这个版本中，您可以在预算表中保存预算报表的状态。 

 

定义列定义列定义列定义列  (仅在“仅明细表”模式下可用) 

 

这项功能用于定义要建立的明细表的概述。它的用法与在不同界面下的通用操作

章节中介绍的 

 “明细表及品名表的显示”功能相同。 

 

因此不能定义一个与建立预算使用的框架完全不同的明细表概述。这些显示会保

存在预算报表中，您可以在任意预算表中调用它们。 

 

显示预算清单中的所有行显示预算清单中的所有行显示预算清单中的所有行显示预算清单中的所有行  (仅在“仅明细表”模式下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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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功能用于在“仅明细表”编辑模式下显示预算清单中的所有行，包括章节

行。如果按钮没有被按下，只有预算清单中的行与所显示的科目相关的行会被显

示。 

 

显示所有行后，系统将自动显示每个章节的合计和小计，并在预算报表下方显示

总计。 

 

显示栅格显示栅格显示栅格显示栅格  

  

这项功能用于设定在打印和显示时栅格是否可见。 

 

保存预算报表保存预算报表保存预算报表保存预算报表  

 

这项功能用于将屏幕上所显示的预算报表及其设置保存到文件中。您可以将预算

报表保存到任意位置。Quick Devis®免费版将自动把它们添加到点击 按钮时所

显示的下拉列表中。 

 

打印打印打印打印  

 

这个按钮用于打印当前显示的预算报表。有两种打印方式可以选择：直接打印或

者通过 Microsoft Excel 打印。 

 

第二种方法将首先发送报表至 Microsoft Excel，然后借助 Microsoft Excel 的打印

功能进行输出。这种方法尤其在需要打印大文档时实用，因为 Microsoft Excel 的

打印模块远比 Quick Devis®免费版的高效。 

 

 
 

打印操作将遵循打印设置（ 按钮）中的参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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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相应的选项指定要输出的内容。 

 

打印设置打印设置打印设置打印设置  

 

这项功能用于选择打印机、纸张类型以及页面设置参数，也可以设置页眉页脚中

的文字。 

 

 
 

 “黑白打印”在使用黑白打印机输出彩色模式的明细表报表时很实用。 

 

除了打印机名称以外，所有的打印机设置将会被保存在预算报表中。在下次调用

该预算报表时，系统将自动设置打印参数。 

 

页眉和页脚可使用如下代码： 

 

• &F：显示预算表文件名称 

• &D：显示编辑日期 

• &P：显示页码 

 

提示：在报表中不能显示总页数，因为为了快速显示数据，Quick Devis 是在查看

或打印时逐步对跳页等进行计算。如果您需要在报表中显示总页数，请将文档导

出到 Microsoft Excel，然后在页眉或页脚中加入代码&N。 

 

打印预览打印预览打印预览打印预览  

 

这项功能用于预览打印结果。您可以使用上一页或下一页按钮查看所有页，或者

使用“转到”按钮直接查看指定页码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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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印预览中您也可以直接开始打印。 

 

返回到预算表返回到预算表返回到预算表返回到预算表  

 

按这个按钮可以用来关闭预算报表并返回到预算表。关闭时，显示的预算报表会

被保存以便下次打开预算报表生成器时使用。 

 

导出到导出到导出到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这项功能用于将预算报表中所有的数据和图形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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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为了向客户提交文档，需要删除某些隐藏列。如果需要在 Microsoft Excel 中

浏览文档以进行计算，每页的标题可能会过于繁锁。您可以在导出时勾选“删除

标题”复选框以避免这种情况。 

 

选择“传输打印设置”复选框将传输所有数据到 Microsoft Excel：颜色、页面设

置、打印区域等等以获得与显示完全相同的结果。 

 

如果您不选择“运行 Microsoft Excel”，Quick Devis®免费版将询问您输出使用

的文件名。 

 

上述两项功能需要 Microsoft Excel 97 或更高版本。 

 

导出到导出到导出到导出到 Microsoft Word  

 

 这项功能用于将所选内容导出到 Microsoft Word。 

 

 
 

 “将表格转换为文字”复选框用于将所选内容直接转换为 Microsoft Word 中的文

字内容，以便操作；如果不勾选该复选框，所选内容将直接以表格形式传送。 

 

第二个复选框用于防止传送小计和合计的注释。 

 

勾取第三个复选框将自动在导出后运行 Microsoft Word。 

 

 此功能需要 Microsoft Word 97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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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邮件模板标准邮件模板标准邮件模板标准邮件模板 
 

Quick Devis®免费版中的标准邮件模板是通过对 Microsoft Word 进行设置实现的。要使

用这项功能，您的计算机上必须已安装 Microsoft Word 97 和 Microsoft Excel 两个软

件。Excel 是与 Word 通信的桥梁。 

 

建立您自己的邮件模板的最佳途径是在 Quick Devis®免费版附带的邮件样本上进行修

改。这样可以避免许多错误，请一定使用 Quick Devis®免费版来编辑或访问邮件模板，

这样可以避免损坏其中包含的链接。 

 

开始之前，请打开 Microsoft Word 并在 “工具 > 宏 > 安全”菜单中开启宏：在安全级

别中选择中级或低级。 

 

运行 Quick Devis®免费版，打开一个预算表并在“工具”菜单中调用“申报预算”功

能，输入管理数据（客户、项目名称……）。随后调用“文件”菜单中的“Ms Word 邮

件”功能。 

 

在您所定义的邮件保存目录中选择“邮件样本”。对邮件保存目录的定义可以通过“配

置预算表”功能完成。如果您还没有进行这项操作，您可以在 Quick Devis® 免费版的

安装目录中（\Program Files\Quick Devis V6）找到邮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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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在打开文件过程中，请保持 SHIFT 键被按下，以防止 Microsoft Word 合并

域并保留域代码。如果系统出现运行请求，请肯定回复。 

 

文档打开后，应该如下图所示。您可以按您的意愿修改除域代码以外的内容。如果要添

加一个域代码，请使用 Microsoft Word 工具栏中“邮件合并”中的“插入合并域”功

能。 

 

您可以使用“工具 > 邮件合并 > 显示工具栏”功能打开工具栏。  

 

您也可以从标准邮件末的域列表中使用复制/粘贴功能插入域。 

 

编辑结束后，请一定将您的文档保存为.DOT（Word 模板）而非.DOC 文档。建议您将

该文档保存在您事先定义的邮件目录中。 

 

要查看您的邮件模板，只需调用“文件”菜单中的“Ms Word 邮件”功能，然后选择所

需的文件（这次不用按下 SHIFT 键）。如果提示运行请求，请肯定回复。您将会得到例

如下图所述的合并下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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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合并操作没有生效，您在文档中看到的是各个域而非它们的内容，请点击 Word 中

的 按钮，并确认在建立文档过程中严格遵循上述步骤，并检查所建立的.DOT 模板所

在的目录中有 QDWORDFS.XLS 文件。同时请确认 Microsoft Word 中的宏被启用。 

 

要确认 QDWORDFS.XLS 文件工作正常，请首先在 Quick Devis®免费版中打开.DOT

模板文件（同时按下 SHIFT 键）。文档在 WORD 中打开后，请点击“邮件合并”工具

条中的“打开数据源”按钮。然后选择 QDWORDFS.XLS 文件，随后指定使用 Excel

工作簿中的第一页作为数据源，最后将您的模板保存为.DOT 文件。 

 

建议：使用 Quick Devis®免费版附带的标准邮件模板。使用这个模板不会有合并等问

题，因为该模板中包含了一个 VBA 宏。这个宏可以自动检测安装目录以及数据源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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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表安全预算表安全预算表安全预算表安全 
 

为了保障数据安全，您对预算表所做的所有修改都被以“流水帐”形式保存在文件中。

这个文件以临时文件的形式被保存在您的本地磁盘上以提供良好的性能。 

 

Quick Devis®免费版打开预算表的主要步骤是： 

 

1. Quick Devis®免费版首先检查“缓存”目录中是否存在所要求文件的一个非正常

关闭的复件。如果是，则打开这个文件并提示文件被恢复。 

2. 相反，解压缩选择的.DVZ 文件至本地“缓存”目录（如果是一个.DEV 文件则简

单拷贝这个文件到“缓存”目录）。 

3. 打开本地目录中的解压缩文件 

4. 为可能出现的问题在文件中标记非正常关闭。 

 

Quick Devis®免费版关闭预算表的主要步骤是： 

 

1. 将当前工作预算表压缩到一个保存在“Last Save QDV”目录中的临时文件中。 

2. 如果压缩过程顺利结束（完整性检查），Quick Devis®免费版将此文件以临时扩

展名移动到原始位置。 

3. 如果移动操作正常结束，Quick Devis®免费版将删除原始文件并将临时扩展名更

改为正常扩展名。 

4. 最后，在文件中标记文件正常关闭，以避免在下次下载时重新索引。 

 

以上这些步骤预见了所有可能造成数据丢失的危险。如果您需要恢复预算表的前一个版

本，您只需调用“工具”菜单中的“恢复预算表”功能即可找回之前保存的版本。 

 

这些安全数据被存储在一个由“工具”菜单中“性能与安全”功能定义的堆栈中。为了

优化性能，这些文件被保存在本地磁盘中当前用户目录下（一般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Application Data\Quick Devis\） 

 

• CacheQDV：工作目录 

• LastSaveQDV：最后保存文件堆栈 

• RecoverQDV：被修复之前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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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表文件格式预算表文件格式预算表文件格式预算表文件格式 
 

Quick Devis® 免费版管理两种不同的预算表文件格式：扩展名.DVZ 和扩展名 .DEV。 

 

.DVZ 文件是以 ZIP 格式压缩的；.DEV 文件是未压缩的 Microsoft Access 格式文件，可

以用 Microsoft Access 直接打开。 

 

当您建立一个新的空白预算表时，一个未压缩文件（.DEV）会被自动建立；在第一次保

存时这个文件会被转换为压缩文件（.DVZ），同时原.DEV 文件会被删除（如果压缩过

程顺利结束）。 

 

如果您希望用 Microsoft Access 打开一个.DVZ 格式的文件，您需要事先使用 Quick 

Devis®中“工具”菜单中的“解压缩工具”解压缩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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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将将 Excel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转换转换转换转换为为为为商品数据库商品数据库商品数据库商品数据库 
 

Quick Devis®免费版可以将商品数据库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同时也可以将一个

Excel 文件转换为商品数据库，例如，导入保存在 Excel 文件中的价格数据。 

 

要进行这样的转换，需要事先建立一个通过 Excel 中“复制/粘贴”功能来完成的空白框

架文件。您可以使用下述功能建立空白框架： 

 

创建一个新的框架创建一个新的框架创建一个新的框架创建一个新的框架  “数据”菜单 

 

以任意名称保存所创建的框架，并打开包含您数据的文件。 

 

 
 

使用复制/粘贴操作逐个填写每一列。请不要忘记填写“货币”字段中的由三个字母组成

的货币代码。 

 

您也可以在 Excel 工作簿中的“Tree View”标签页中添加目录树。 

 

请参阅创建或编辑目录树结构章节。 

 

请在所需的字段前划上 X 以建立目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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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填写 Excel 框架后，请将其保存然后调用： 

 

 
 

转换一个框架转换一个框架转换一个框架转换一个框架  “数据”菜单 

 

指定您保存的文件，然后点击“转换”按钮，根据提示为新数据库命名并将数据库保存

在 Quick Devis®免费版的数据库接收目录中。 

 

转换顺利结束时，系统会提示“转换结束”。相反，系统会提示错误并在待转换框架中

的列 N 中显示错误商品。请改正错误并重新进行转换。 

 

如果指定的商品数据库已经存在，Quick Devis®免费版会建议您替换或者加入商品至数

据库。如果选择加入商品，系统将在已有数据库中添加不存在的商品。这种情况下，数

据库会作为本地数据库，而对商品的比较是根据五个关键字段（“名称”、“编号”、

“类别”、“制造商”及“用户字段”）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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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在 Quick Devis®免费版中打开数据库，然后将数据库内容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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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将一个将一个将一个 Excel 文件转换为预算表文件转换为预算表文件转换为预算表文件转换为预算表 
 

Quick Devis®免费版支持将一个 Microsoft Excel 格式的文件转换为一个可以在 Quick 

Devis®免费版中操作的预算表。 

 

为此，请按照下述格式准备 Excel 文件： 

 

 
 

名称必须被保存在列 C 中，并且不能超过 255 个字符；单位必须保存在列 D 中，并且

不能超过 10 个字符；数量必须在列 E 中保存为数字格式；科目标识必须在列 B 中保存

为文本格式，并且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列 A 中根据预算表“深度”进行编号，取值范围是 0 到 7。在例子中，行 1 作为预算表

标题（只能为 0 级），行 2 和 22 作为章节而行 3、10 和 16 作为子章节。 

 

行 5 到 9、11 到 15、17 到 21 及 24 到 28 作为分支的两端，用于“明细表”。 

 

如果需要，如上例所示，在行 4 和 23 之间，您可以在两个科目之间插入任意数量的

行。这些行中的数据将属于包含它们的科目。 

 

编号完成后，您可以调用下述功能将文件转换为 Quick Devis®免费版预算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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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将一个将一个将一个 Excel 文件转换为一个预算表文件转换为一个预算表文件转换为一个预算表文件转换为一个预算表  “文件”菜单 

 

您只需指定 Excel 文件的名称，即可将其转换为预算表文件。转换完成后，您可以通过

“工具”菜单中“从预算表加载设置”功能从一个预算表中加载您习惯使用的间接费

用，例如：工时率、明细表列的显示方式、颜色设置…… 

 

转换时，Quick Devis®免费版将保留列 C 中的大部分属性：斜体、粗体、下划线、字

号、字体、颜色等。单元格底色将不会被复制，其它列的属性也不会被保留。 

 

重要提示：Quick Devis®免费版不会保留 Excel 文件中的所有属性，例如：宏、图形以

及动画。为了保障转换质量，建议以一个空白 Excel 工作表为基础，使用“特殊粘贴/数

值”和“特殊粘贴/格式”功能向其中粘贴需要转换的数据。请不要复制整个页面，而仅

复制所需的单元格。这项操作可以保证 Excel 文件中没有不被 Quick Devis®免费版支持

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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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解决方法问题与解决方法问题与解决方法问题与解决方法 
 

销售页的金额显示为空销售页的金额显示为空销售页的金额显示为空销售页的金额显示为空，，，，但是明细表中已经输入了数据但是明细表中已经输入了数据但是明细表中已经输入了数据但是明细表中已经输入了数据 

 

请检查预算清单中明细表的各个科目都具有数量值。请同样检查预算清单中的各个分支

也包含数量值。 

 

要保证所有分支的数量都等于 1，您可以在“选项”菜单中“显示目录树”功能中选择

相应的复选框。 

 

Quick Devis®免费版不稳定并经常停止运行免费版不稳定并经常停止运行免费版不稳定并经常停止运行免费版不稳定并经常停止运行，，，，而且没有解释原因而且没有解释原因而且没有解释原因而且没有解释原因 

 

这种不稳定可能是在 Quick Devis®免费版之后安装的程序改变了本产品的某些部件。在

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首先使用操作系统“开始”菜单中“删除 Quick 

Devis®免费版”功能，并指定手动卸载，然后点击“选择所有”以完全卸载本产品；随

后，重新安装 Quick Devis®免费版程序。 

 

Quick Devis®免费版在新建预算表时非常地慢免费版在新建预算表时非常地慢免费版在新建预算表时非常地慢免费版在新建预算表时非常地慢 

 

Quick Devis®免费版使用 Microsoft Jet 数据库引擎，该引擎同时被 Microsoft Access 使

用。对该引擎的访问有时会受到某些防病毒软件从网络进行远程实时监控。这类安全工

具会极大地降低访问速度，请将计算机从网络断开，关闭 Quick Devis®免费版，然后重

新打开。如果问题得到改善，请联系您的网络管理员，他会帮助您更改安全工具的设

置，以解决问题。如果断开网络并未解决问题，请设置您的本地防病毒软件，以使其不

过滤程序对本地磁盘的访问，而仅过滤与外部程序的数据交换。 

 

无法访问某个商品数据库无法访问某个商品数据库无法访问某个商品数据库无法访问某个商品数据库 

 

如果您无法访问某个商品数据库，请尝试使用“工具”菜单中的“修复预算表或数据

库”功能修复该数据库。安全起见，您也可以在修复之后调用“工具”菜单中“优化预

算表或数据库”功能优化该数据库。如果这是一个 Internet 数据库，可能是您的计算机

没有对它的访问权限，请联系您的数据库供应商以为该计算机获得访问权限。 

 

从从从从 Excel 预算清单进行转换时预算清单进行转换时预算清单进行转换时预算清单进行转换时，，，，无法读取无法读取无法读取无法读取 Excel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建议以一个空白 Excel 工作表为基础，使用“特殊粘贴/数值”和“特殊粘贴/格式”功

能向其中粘贴需要转换的数据。请不要复制整个页面，而仅复制所需的单元格。这项操

作可以保证 Excel 文件中没有不被 Quick Devis®免费版支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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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商品数据库时转换为商品数据库时转换为商品数据库时转换为商品数据库时，，，，无法读取无法读取无法读取无法读取 Excel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为保证转换质量，请使用“数据”菜单中的相应功能导出一个空白框架，然后使用“特

殊粘贴/数值”功能向其中粘贴需要转换的数据。但请避免以一个空白 Excel 文件为基础

建立框架。 

 

在预算报表生成器加载一个概述时在预算报表生成器加载一个概述时在预算报表生成器加载一个概述时在预算报表生成器加载一个概述时，，，，提示提示提示提示““““无法读取剪贴板无法读取剪贴板无法读取剪贴板无法读取剪贴板””””错误错误错误错误 

 

这个问题可能源于要加载的概述文件出现异常，或者它无法被整个加载到内存中。请在

预算报表生成器中使用相应按钮建立一个空白概述。关闭然后重新调用预算报表生成

器，加载新的空白概述。如果运行正常，请在该空白概述基础上重新建立所需的预算报

表，保存它并删除有问题的概述。为了能够在配置较低的系统上快速加载预算报表，请

尽量避免使用大尺寸的图形。请在导入之前使用第三方图形程序缩小图形。 

 

无法计算销售价格无法计算销售价格无法计算销售价格无法计算销售价格 

 

如果在预算清单中的销售价格列中持续显示#N/A，您的预算表可能已经损坏。请尝试使

用“工具”菜单中的“修复当前预算表”功能尝试修复，然后重新索引您的预算表，并

运行计算操作。如果问题依旧，请使用“工具”菜单中“恢复预算表”功能恢复到您预

算表的前一版本。 

 

无法加载保存的预算表无法加载保存的预算表无法加载保存的预算表无法加载保存的预算表 

 

您的预算表可能已经损坏。请尝试使用“工具”菜单中的“修复当前预算表”功能尝试

修复。然后使用“工具”菜单中的“优化预算表或数据库”功能尝试优化。然后重新尝

试打开预算表。如果问题依旧，请使用“工具”菜单中“恢复预算表”功能恢复到您预

算表的前一版本。 

 

更新公共数据库时某些数据库无法被更新公共数据库时某些数据库无法被更新公共数据库时某些数据库无法被更新公共数据库时某些数据库无法被下载下载下载下载 

 

这可能是由于您计算机上保存的数据库已损坏，或者 Quick Devis®免费版无法保证与远

程数据库的混合。请尝试使用“工具”菜单中的“修复当前预算表”功能尝试修复。然

后使用“工具”菜单中的“优化预算表或数据库”功能尝试优化。然后重新尝试更新。

如果问题依旧，请删除问题数据库，或将其隔离（以保护您的个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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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Devis® 免费版与免费版与免费版与免费版与 Quick Devis® 企业版的企业版的企业版的企业版的

功能比较功能比较功能比较功能比较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免费版免费版免费版免费版 企业版企业版企业版企业版 

预算预算预算预算     

价格预算清单或预算表详情大小 

最多 250 个科

目于 65000 行 

最多 32000 个

科目于 65000 

行 

以概述模式显示预算清单  无 有 

明细表容量（科目详情） 

每个科目

10000 行 

每个科目

10000 行 

自定义明细表 有 有 

明细表中用户自定义字段（重量、容积、特定计

算） 无 有 

多分类品名表 

有：仅对报告

及单一预算表 

有：交互式多

预算表 

对管理系统（ SAP, Oracle Application...）的开放输

出 无 有 

拖放式结构整理 有 有 

预算表间科目或分支的复制／粘贴 有 有 

荧光记号笔 有 有 

选项管理 

仅由数量的改

变 

由数量或规格

文档 

强制预算清单价格 无 有 

强制预算清单系数 无 有 

保障利润空间的自动补偿 无 有 

预算清单中自定义列 无 有 

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有 有 

导入自 Microsoft Excel 有 有 

与外部 Microsoft Excel 文档动态同步 无 有 

支持双向纸张预算清单扫描 无 有** 

工作组成员同时作业于同一预算 无 有 

舍入管理 

从百分位到十

位 

从百分位到百

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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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与预算表有关联的 Microsoft Word 的动态规格

文档 无 有 

生成标准邮件（信件、发票⋯⋯） 有 有 

导出工程进度栏；提前结算等。 无 有 

密码保护 无 有 

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     

Web 商品数据库 
有：仅

Internet** 

有： Internet** 

或 Intranet 

个人商品数据库 有 有 

虚拟商品数据库 无 有 

组数据库 无 

有：没有复杂

程度限制 

汇编 

每个汇编 1000 

个集合；每个

集合 10000

行；汇编数量

有限制 

每个汇编 1000 

个集合；每个

集合 10000

行；汇编数量

无限制 

技术配置工具 有*** 有*** 

数据库路径  单一本地路径 十个网络路径 

数据库数量 无限制 无限制 

数据库大小 

每个数据库最

大 2GB 

每个数据库最

大 2GB 

记名式权限管理 无 有 

与 Excel 之间导入／导出商品数据库 有 有 

导入 SQL Server、Oracle⋯⋯数据库 无  有 

管理 Web 折扣数据库 有 有 

管理条件折扣 无 有 

商品数据库中的强制销售价格（call-off 合同） 无 有 

商品数据库中的目录树结构 有 有 

商品中包含 Microsoft Excel 文档（动态计算） 无 有 

商品中包含 Microsoft Word 文档（技术规格） 无 有 

从明细表更新商品 有 有 

从明细表保存商品 有 有 

生成预算的特定数据库 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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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选定内容更新行 有 有 

更新整个预算表 无 有 

导入 Excel 文档到明细表并使生效 无 有 

根据条件搜索商品 有 有 

根据明细表中的商品自动在数据库中定位 有 有 

商品数据库中的清晰语言指令 无 有 

商品数据库中的扩展字段（重量、体积等等） 无 有 

商品数据库优化 有 有 

项目间接费用项目间接费用项目间接费用项目间接费用     

计算间接费用 有：预先建立 

有：可完全自

定义 

兼容 Microsoft Excel 导入 有 有 

支持多种货币 

有：每个预算

中最多 99 种 

有：每个预算

中最多 99 种 

供应商类型及 OEM 供应商类型 无 有，最多 99 种 

劳动力（工时率）类型 

3 有，最多 3

种 

99 有，最多

99 种 

自动确定销售系数 无 

有，3 种不同

方法和自定义

方法 

应用销售系数 

有，每个预算

表中最多 4 个 

有，每个预算

表中最多 200

个 

间接费用计算中的自由标签页 无 有，最多 22 页 

从 Excel 文档向间接费用导入数据 无 有 

间接费用中根据类别建立摘要 有 有 

间接费用中根据用户定义字段建立摘要 无 有 

间接费用中根据制造商建立摘要 有 有 

间接费用中根据扩展字段建立摘要（重量、尺寸

等） 

Non 

无 

Oui 

有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用户管理 

有，位于本地

数据库 

有，位于本地

或网络数据库 

预算表私有数据（名称、类型等） 有 有，集中式 

预算表、客户信息、会计及项目类型的集中管理 

 

无 

有，本地或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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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管理数据建立 Microsoft Word 标准邮件 有 有 

预算表审阅 无 有 

报表报表报表报表     

自定义预算报表生成器 有 有 

报表中的分支重组 有 有 

报表中明细表的显示 有 有 

隐藏价格细节 无 有 

客户报表中加入自定义列 无 有 

成本报表中显示自定义列 有 有 

成本报表列中显示指定和自定义的计算字段 无 有 

报表数量 无限 无限 

预算表中存储报表（图片/图表册/邮件跟踪）  无 有 

客户报表中多种语言大写数字 有 有 

根据预算清单合同筛选的报表 无 有 

自定义报表（与预算清单框架无关联） 无 有 

报表中可自定义目录树和结构化目录树 无 有 

导出报表到 Microsoft Excel 有 有 

导出报表到 Microsoft Word 有 有 

直接导出到邮件 无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