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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介

TTC后台软件可以管理所有T-TOUCH智能秤上的数据，同时也能将数据统一下发到秤上。

TTC后台软件分为两部分: 功能栏和主菜单. 功能栏包含主菜单上的功能和一些额

外的功能，主菜单上显示的是比较常用的功能。

在传输数据前，确保所有的秤和电脑在运行 TTC 后台软件的时候都必须在同一个网

络，在设置连接时用户必须获取所有秤的 IP 地址。

若有一些功能暂时无法使用，显示为灰色的图标（基本参数设置、权限设置等）。

秤上不需要更新数据除非用户把数据下载到已选择的秤上。

主要特征：操作简单、适用所有工业用智能秤、可自定义标签格式、可管理设置信

息、报表信息、管理产品信息、可更换语言等等。

本手册集中讲述适用于 T-Touch 工业系列智能秤的后台软件。

2.系统需求

运行此软件的电脑操作系统必须为微软 Windows XP 或以上.

3. 安装

1）打开 TTC后台软件安装包

2）双击运行 T-ScaleManager.exe程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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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屏幕出现登录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系统默认技术员用户名：tech，密码：tech，
管理员用户名：admin，密码：admin;

若要保存密码，勾选 ；

点击登录进入 TTC后台软件界面

注意：如果程序不能运行，请安装 NetFx20SP2_x86.exe 以及 SQLite 两个程序文件（这

两个文件都在 TTC后台软件安装包里画红线区域），双击打开安装即可。

4.软件主界面和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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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图标 说明

用来管理设备（秤）的信息

用来管理所有产品信息

用来管理客户信息

用来管理 ID1~ID6 信息

用来管理操作员信息

用来管理 ID 组合信息

用来设计标签格式

用来设计票据格式

用来设计总计设计格式

用来设计报表设计格式

用来管理报表信息

点击下发模块数据

用来管理追溯组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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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列表 说明

设备信息 管理设备（秤）的信息

部门信息 管理产品的部门的信息

产品 管理产品信息

ID1~ID10 管理 ID1~ID10信息

操作员信息 管理操作员信息

ID 组合 管理 ID组合信息

组别 管理组别信息

收据设计 点击进入收据打印格式设计

操作界面 暂无功能

标签设计 点击进入标签打印格式设计

报表管理 管理产品报表

备份/还原 暂无功能

数据下发 下发相关数据

发送文件 暂无功能

语言 从列表中选择更换语言，目前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

英文、西班牙文、俄文。

选择秤 从列表中选择应用的类型（P系列，L 系列，J 系列）

修改密码 点击修改登录账户密码

用户信息 管理用户信息

系统设置功能 点击进行系统设置

退出 退出后台软件

5.基本操作

5.1设备信息

设备信息可点击主界面上的 图标直

接打开，或者从工具栏中，选择“信息设置”

->“设备信息”打开界面。

此界面显示目前 TTC后台软件管理的所有智能秤的状态信息，会自动更新所有秤的连接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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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添加秤的信息

点击 按钮，屏幕显示设备信息界面

5.1.2输入秤的信息

输入秤号、秤名、IP 地址标*号的为必填项，

点击 键保存。

屏幕提示插入成功。

此时界面显示此台智能秤的连接状态（显示

在线）

若秤未连接网络，界面显示此台秤为断线

状态

注意：在进行后台操作之前，需将所有的智能秤连接网络，并能获取到每台秤上独立

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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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删除秤的信息

勾 选 条 目 ， 点 击 键 ， 点 击

删除。

5.1.4搜索秤的信息

秤的信息可以通过秤号来搜索，输入秤号，

点击 键，可查看相关秤的信息。

5.2 产品信息

产品信息可以点击主界面上 图

标打开，或者从工具栏中，选择“信息设

置”->“产品”打开界面。显示产品信息界

面，此功能显示存储在后台的 PLU /产品数

据。 该数据可以传送到秤。

5.2.1 产品信息按钮介绍

图标 功能

添加产品信息

删除产品信息

暂无功能

暂无功能

将产品信息从后台软件中传送到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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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的秤上检索产品信息

暂无功能

暂无功能

导入或导出产品信息从 excel 工作表到后台办公软件或从后台办公软件

到 excel工作表。

5.2.2 添加产品信息

点击 按钮，输入相关产品信息

基本信息：输入序号、产品名称、此二项标

*号为必填项，其他信息可根据需要进行设

置。其中组别信息需要在组别信息模块预先

设置好，才可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点击 键保存

5.2.3 删除产品信息

勾选商品，点击 键，点击 删

除

5.2.4 下载

点击 键将产品的信息下发到秤上

选中商品，点击 键，勾选需要下发产

品信息的目标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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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键，界面提示同步成功。

产品信息下发成功。

5.2.5 接收产品

点击 键，勾选需要回收产品信息的

目标秤，

点击 键，界面提示同步成功。

后台产品信息界面显示目前所选中目标秤

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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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导入导出

此项可以用来导入或导出产品信息从 excel工作表到后台软件或

从后台软件到 excel工作表。

点击 键，点击 键，

将产品信息从后台软件导出到 excel工作表，

此文件将保存在 scale_data文件夹里，点击

键保存。

点击 键，点击 键，

将产品 excel 工作表导入到后台软件里，选

择 product.csv 文件，点击 键打开

5.3客户信息

客户信息可以点击主界面上

图标打开，或者从工具栏中，选择“信息

设置”->“客户”打开界面。显示客户信

息界面，用来管理客户相关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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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添加客户信息

点击添加按键，跳出客户信息编辑界面，输入

相对应的信息，序号和公司名称标*号为必填

项，点击 按钮保存

5.3.2 删除客户信息

勾选不需要的客户信息，点击 或

删除按钮，点击 删除

成功

5.3.3 下发客户信息

勾选需要下发的客户信息，点击 按

钮，勾选目标秤

点击 键，界面提示同步成功。

5.3.4 回收客户信息

点击 按钮，勾选目标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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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键，界面提示插入成功。

此时界面显示从目标秤上回收的客户信息。

5.4 ID1~ID10信息

ID1~ID6 信 息 可 以 点 击 主 界 面 上

图标打开，或者从工具

栏中，选择“信息设置”->“ID1~ID10”
打开界面。显示 ID 信息界面，用来管

理 ID 相关信息设置。

具体操作步骤参考 5.3客户信息进行添

加或编辑

5.5操作员信息

信息可以点击主界面上 图标

打开，或者从工具栏中，选择“信息设置”

->“操作员”打开界面。显示操作员信息

界面，用来管理操作员相关信息设置。

a) 管理员: 管理员可以管理秤上所有账号。这些账号不能更改秤上技术员的密码。

b) 操作员:普通用户.这些用户对秤上功能性设置的访问受限，他们的帐户将由技术人员

或管理员帐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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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添加用户信息

点击 按钮，输入用户名，密码，

电话，地址等信息

点击 键保存信息，屏幕提示插入成功。

5.5.2下发用户信息

勾选相对应的用户

点击 发送用户信息到秤上，跳出选

择秤的窗口

勾选需要下发的秤，点击 ，界面

提示传送进度，传送成功后，屏幕显示文件

同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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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删除用户信息

勾选需要删除的用户，点击 ，点

击 删除用户信息

5.5.4搜索用户信息

在用户名空白框处输入用户名，点击

键搜索用户信息

5.6 ID组合信息

ID 组 合 信 息 可 以 点 击 主 界 面 上

图标打开，或者从工具栏中，

选择“信息设置”->“ID组合”打开界面。

显示 ID 组合界面，用来管理 ID 组合相关信

息设置。

具体操作步骤参考 5.3客户信息进行添加或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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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组别信息

组别信息可以从工具栏中，选择“信息设

置”->“组别”打开界面。显示组别界面，

用来管理组别相关信息设置。

具体操作步骤参考 5.3 客户信息进行添加

或编辑

5.8标签设计

标签设计可点击主界面中的 图标打

开界面，或者从工具栏中，选择“高级设置”

-> “标签设计” 打开界面，此功能可以让用

户自行设计标签格式并下发打印格式到秤上。

5.8.1界面介绍

序号 名称 备注

1 工具栏 工具栏上的图标跟办公软件上的图标一样，文件列

表里有新建（新建标签）、打开（打开已经保存好的标

签）、保存（保存编辑好的标签），打印（打印需要的标

签）；编辑（剪切、复制、粘贴、删除等）；标签（下载、

清空表）；标签模板和标签名称

2 功能菜单栏 双击各个功能图标按钮，在空白处添加对象

3 标签编辑区 可在此空白处编辑

4 属性设置区 对所选的对象进行相关数值的改变或调整

5.8.2 按键图标功能介绍

图标 功能

条码按钮

文本编辑，可以输入需要的文字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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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相关信息编辑，标签在秤上使用时显示相应的产品信息（包括序

号、产品编码、产品、产品缩写、组别、产品备注、上限、下限、List
No）

操作员、客户变量编辑，标签在秤上使用时显示相应的操作员信息（包

括操作员、客户、客户条码、地址、联系电话、联系人、公司备注）

价格变量编辑，标签在秤上使用时显示相应产品的价格信息（包括价

格、总价、价格单位）

称重变量编辑，标签在秤上使用时显示相应产品的称重信息（包含净

重、毛重、扣重、称重单位、总重、数量、总数、单重、单位）

日期变量编辑，标签在秤上使用时显示相应产品的日期信息（包含日

期、时间、有效期日期等）

备注变量编辑，标签在秤上使用时显示相关产品的备注信息，如果产

品的信息比较多，可在此处备注

直线、矩形、椭圆编辑，拖住此直线图标可在标签上画直线、矩形、

椭圆

图片，标签上可以显示插入的图片 logo，建议插入黑白图片

下载按钮用于将标签设计传输到秤。 一旦标签设计被保存，它可以

被转移到任何现有的和连接的秤。 然后单击开始以继续传输过程。

5.8.3. 新建打印格式

点击 按钮显示标签设计界面或

者从工具栏中，选择“高级设置” ->“标

签设计” 打开界面.

每个标签格式都包含一个格式名称和一

个标签大小。格式名称将决定秤的使用

人员将看到的标签名称，或是要将标签

格式对应产品时的名称。标签大小设置

应当与实际打印的标签纸大小符合。

格式名称

每个格式有两个名称: 1. 标签名称,2. 格式文档名称。

1. 标签名称可以在以下输入框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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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名称不是必填项，如果留空，标签名称将会以格式文档名称命名。例如，若果格式

文档名称为”example.fmt”，标签名称会自动定义为”example”。

注： 标签名称和格式文档名称都只能包含英文字符，数字，空格，和下划线。
标签大小

标签大小必须要被设置，且尽可能与实际

打印标签的大小相符。标签大小包括宽和

长。例如，默认值为 50x40，指的是 50mm
宽，40mm高。

你可以从标签模板的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

的标签尺寸。

或者点击标签模板空白处区域，输入客制

的标签尺寸

比如：50x45
5.8.4添加条形码

现在支持的条码格式为 EAN8 和 EAN13，
code 128等。

选择 图标后，一个条码图示将会出

现

在编辑器中。选取生成的条码后，点击

进行相关参数编辑

右图圈内的内容为设置的条码

格式：圈起的内容为条码格式，其中的字

符可从左侧察看。在“基本符号”下可以

选取内容添加到条码格式中，或者可以在

“其他符号”下拉条选取更多内容，并按

”写入”写入条码格式。

注: 当添加条码变量时需要确定条码格式

不会超过条码长度测试。

注: 条码格式编辑必须根据格式的规则，

如 EAN13 必须要使 13 个字符长，并以’C’
（校验码）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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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1. 添加条码到标签编辑器

打开条码编辑器参照下面参数设置：2 字

符固定编码，5 字符商品条码，5 字符净重

添加打印格式名称，比如“总数”

设置完成后点击 确认

5.8.4.2. 选择条码格式到标签

点击条码添加条码格式，拖动条码至合适

位置

条码类型或格式可以在右侧参数中设置

.
点击 barcode editor,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合

适的条码格式

5.8.5添加定量文本

定量文本是在编辑标签格式时固定下来的字段，此字段不会根据不同产品或重量而更

改.

点击 按钮，添加定量文本，拖动所选目

标至合适区域

右侧可更改的参数如下：

1. Font size: 最小字体大小为 10pt。
2. Text: 文字内容。

3. Location:位置，不能是负数。

4. Size: 大小，建议设置成可容纳文字的大小。

5. Height Ratio: 倍高，必须填入正整数。

6. Style: 正常或加粗。

数据变量

数据变量将根据实际情况在打印标签上显示不同的值。

右侧栏中的数据变量参数设置要求如下：

1.字体大小：最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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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置：必须是非负值。

3.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显示全文。

4.高度比：必须是整数。

5.对齐：左，居中，右。

6.风格：常规或粗体。

7.修复布局和固定文本：

添加三个固定文本（标签），如图所示：

1.序号，2.产品，3毛重

文本和字体大小可根据以下图示设置

5.8.6添加产品信息

序号 产品的序号，在产品信息中设置

产品编码 产品的编码，在产品信息中设置

产品 产品的名称，在产品信息中设置

产品缩写 产品的名称缩写，在产品信息中设置

组别 产品组别信息，在组别信息中设置

产品备注 产品备注信息，在产品信息中设置

上限 产品上限数值，在产品信息中设置

下限 产品下限数值，在产品信息中设置

List NO

点击 键输入名称及设置相应字体

点击 按钮，添加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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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侧一栏调整目标相关参数，可设置显示

的字体、大小、对齐方式，旋转角度等。

5.8.7添加操作员、客户信息

操作员 操作员名称，在操作员信息中设置

客户 客户名称，在客户信息中设置
客户条码 客户条码

地址 客户地址，在客户信息中设置

联系电话 客户的联系电话 ，在客户信息中设置

联系人 客户的联系人，在客户信息中设置

公司备注 客户公司备注信息，在客户信息中设置

点击 键输入名称及设置相应字体

点击 按钮，添加客户信息。

在右侧一栏调整目标相关参数，可设置

显示的字体、大小、对齐方式，旋转角

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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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添加产品价格信息

价格 产品的单价，在产品信息中设置

总价 产品的总价

价格单位 产品的价格单位，比如 RMB/kg

点击 键输入价格名称及设置相应字

体

点击 按钮，添加产品价格信息，拖

动所选目标至合适区域

在右侧一栏调整目标相关参数，可设置显

示的字体、大小、对齐方式等

5.8.9添加产品重量信息

净重 产品的净重数值

毛重 产品的毛重数值

扣重 产品的皮重值

重量单位 产品的重量单位，如 kg

总重 产品的总重

数量 产品的数量

总数 产品的总数

单重 产品的单重

数量单位 产品的数量单位 如 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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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键输入重量名称及设置相应字

体

点击 按钮，添加产品重量信息，拖

动所选目标至合适区域

在右侧一栏画圈处调整目标相关参数，

可设置显示的字体、大小、对齐方式等

5.8.10添加产品打印日期和时间

日期 打印日期

时间 打印时间

有效期 产品有效期，在产品信息中设置

第三方日期 产品推荐日期，在产品信息中设置

点击 键输入日期名称及设置相应字

体

点击 按钮，添加产品日期信息，拖

动所选目标至合适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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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侧一栏可调整目标相关参数，可设置

显示的字体、大小、对齐方式等

5.8.11 添加产品备注信息

ID1~ID10 ID1~ID10 名称

ID1产品编码~ID10 产品编码 ID1~ID10 产品编码

ID1 备注~ID10 备注 ID1~ID10 备注信息

点击 键输入日期名称及设置相应字

体

点击 按钮，添加产品备注信息，拖

动所选目标至合适区域

在右侧一栏可调整目标相关参数，可设置

显示的字体、大小、对齐方式等

5.8.12添加直线、矩形、圆形

点击 按钮添加直线或矩形或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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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横线，调整至合适长度

可选择线型图案，调整线宽

以及方向

5.8.13添加图片

点击 按钮，拖动目标至合适区域

在右侧一栏杂项设置里面，点击 按钮，

选择图片添加，目前只支持黑白图片，插入图

片如图显示

然后调整图片尺寸及位置，

图片

1.位置：必须是非负值。

2.尺寸：必须是非负值。

3.图像：选择 按钮，并在计算机上选择图像路径和图像文件名。图像只能是黑色和白

色。

4.格式：jpeg / png，黑白图片。

注意：以上物件都可以所有物件都可以被删除，剪切，复制，粘贴，可在键盘上按对应

的快捷键

1. 删除: Ctrl + Del
2. 剪切: Ctrl + X
3. 复制: Ctrl + C
4. 粘贴: Ctrl + V
也可以过右键选中的物件来进行以上操作。

可对目标对象进行向左移动，向右移动，向上移动，向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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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4打印格式保存

保存方式与大部分 Windows 软件的保存方式相同：

1. “文件”->”保存” 或按下 ，如果是第一次保存，

系统会提示存取路径选项，scale_data>format_label
如果已经格式已经保存过，则会自动保存在之前保

存的路径。

2. “文件-> “另存为” 可让使用者重新将标签格式保

存于另一个路径。
Image 档案夹与 “.fmt” 文件

当成功保存标签格式时，会有两个文档被生成：

1. .fmt 文件 – 此文件包含标签格式信息。

2. Image 档案夹 – 此档案夹包含了标签格式所

用到的图片。

*注: 建议使用者将所有标签格式储存于同一路径 中，这样

可以帮助文件管理。并且需要保证 Image档案夹需要与相对应的.fmt文件存在于同一个

目录中。

5.8.15打印格式参数设置

点击标签设计编辑界面上的 按钮，界面

显示如图

可在此界面更改标签名称、文件名，设置

默认标签文件，也可根据列名查找对应标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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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6打印格式传送

在传送前，在你的电脑上进行标签格式保存。

确保要下传的秤与你的Windows系统存在于

同一个网域。

点击 键，选择需要更新打印格式的秤，

点击 下发

传送成功后，屏幕显示文件同步成功

文件下发成功后，返回到秤上，进入打印格式设置查看是否下发成功，

在打印前请进入打印格式选择需要的打印格式，进入参数设置>通讯>COM0,选择机种对

应的打印机类型

5.9总计设计

总计设计可点击主界面中的 图标打开界面，此功能可以让用户自行设计总

计设计格式并下发打印格式到秤上。具体操作步骤参考 5.7标签设计

5.10收据设计

收据设计可点击主界面中的

图标打开界面，或者从工具栏中，选择“高

级设置” -> “收据设计” 打开界面，此

功能可以让用户自行设计收据格式并下

发打印格式到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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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按钮介绍

图标 描述

分页符按钮，收据设计界面必须插入此分页符，否则下发到秤上不显示

文本变量编辑按钮，可以输入需要的文字

所有产品信息等变量按钮

产品信息条码按钮

5.10.2 添加分页符

点击 按钮，添加分页符至收据设计界面

选中分页符在右侧区域调整至合适位置，可选

择线宽、线型及放置方向

5.10.3 添加文本信息

点击 按钮，在收据设计界面插入相关文

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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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文本信息，在右侧一栏可调整目标相关参数，可设置显示的字体、大小、对齐方式等

5.10.4 添加变量信息

点击 按钮，在收据设计界面插入所需要

的产品、客户等相关对应变量信息

选中变量信息，在右侧一栏可调整目标相关参

数，可设置显示的字体、大小、对齐方式等

5.10.5 添加条码信息

点击 按钮，在收据设计界面插入条码

条码信息具体操作设置参考 5.8.4添加条码

5.10.6 保存收据格式

点击保存按钮，此时需输入格式文件名称

点击 保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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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方式与大部分 Windows 软件的保存方式相同：

1.“文件”->”保存” 或按下 ，如果是第一次保存，系统会提示存取路径选项，

后台>label
如果已经格式已经保存过，则会自动保存在之前保存的路径。

2. “文件-> “另存为” 可让使用者重新将标签格式保存于另一个路径。
Image 档案夹与 “.fmt” 文件

当成功保存标签格式时，会有两个文档被生成：

1. .fmt 文件 – 此文件包含标签格式信息。

2. Image 档案夹 – 此档案夹包含了标签格式所

用到的图片。

5.10.7 下发收据格式

点击 按钮，下发收据格式到目标秤上，

选中目标秤，点击 按钮进行传输

界面提示同步成功

注意：以上物件都可以所有物件都可以被

删除，剪切，复制，粘贴，可在键盘上按

对应的快捷键

1. 删除: Ctrl + Del
2. 剪切: Ctrl + X
3. 复制: Ctrl + C
4. 粘贴: Ctrl + V
也可以过右键选中的物件来进行以上操

作。 可对目标对象进行向左移动，向右移动，向上移动，向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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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报表设计

报 表 设 计 可 点 击 主 界 面 中 的

图标打开界面，或者从工具

栏中，选择“高级设置” -> “报表设计”

打开界面，此功能可以让用户自行设计报

表格式并下发打印格式到秤上。

具体操作步骤参考 5.9 收据设计

5.12 报表管理

报表管理可点击主界面中的 图标打开界面，或者从工具栏中，选择“销

售管理” -> “报表管理” 打开界面。报表分为日报表、月报表、产品报表、客户报

表、ID 分组报表、操作员报表，均可从秤上接收到后台

5.12.1 接收报表

点击 按钮，从跳出的窗口选择

目标秤，点击 按钮，文件接收成功，

此时可在此界面查看各分类报表

5.12.2 查看报表

以日报表为例

点击 按钮，查看详细报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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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报表

将此页面的报表信息打印出来

将此页面的报表信息导出到电脑，以 excel 文档存储

返回到报表主界面

5.12.3 各类报表

月报表

产品报表

日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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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数据下发

数据下发可点击主界面上 图标打开或者从工具栏中选择“数据管理”>“数

据下发”打开界面，屏幕显示数据下发界面，此功能允许用户执行多种数据类型传输。

选择目标数据类型点击 开始传输数

据

5.14 TTC 设置

用户可在 TTC设置中选择秤的类型，可以切换语言，管理用户信息，更改密码和系统设

置

5.14.1 选择秤

用户可以在 TTC 后台软件中管理相应的秤或设备。

Label: SW15 条码秤

POS: SW12 收银秤

Industrial: SW40 工业秤

J7/M-Box: J 系列/ M-Box 应用

PE7：SW15 条码秤

Car：50卡车磅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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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语言

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对应的语言

- 目前支持

- 简体中文

- 繁体中文

- 英文

- 西班牙文

- 俄罗斯语

- 希腊文

- 荷兰语

- 韩文

- 法兰西语

- 加拿大语

5.14.3 用户信息 (TTC 后台软件)

用户信息从工具栏中选择“TTC 设置”>“用户信息”打开界面。用来设置 TTC 后台软

件中的用户账号信息

TTC 用户类型

a）技术人员：TTC软件的超级用户。 只能有一名技术员账户。 技术人员可以访问 TTC
后台软件所有功能，还可以在 T-Touch秤上设置技术员密码。

b）管理员：管理员可以管理 TTC上的帐户。 这些帐户无法更改秤上的技术员密码。 与

技术员相比，管理员可能对 TTC部分功能的访问受限。

c）操作员：普通用户。 这些用户无法访问 TTC功能性设置，他们的帐户将由技术人员

或管理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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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1 添加用户信息

点击 键,输入用户名称和密码等信息

点击保存键保存信息

5.14.3.2 删除用户信息

勾选对应的秤

点击 键删除信息，

点击“是”删除

5.14.3.3 技术设置

此选项可设置 SW40软件应用中的技术员密

码和删除秤上所有数据

点击 键, 窗口提示如图：

更改技术员密码:通过 TTC 后台软件可以更改 40前台软件进入技术设置的密码，默认密

码为 000000

下发密码到秤上

a) 确保目标秤与电脑在同一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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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输入密码点击 键, 会跳出秤的列表

c) 勾选目标秤，点击 键，下发密码到

秤上。

清除所有数据：可通过后台软件删除秤上所有数据

*注意：一旦删除数据，将不能恢复，请谨慎操作。
a) 确保目标秤与电脑在同一网络中

b) 点击 键, 会跳出秤的列表.

c) 勾选目标秤，点击 键，会把秤上

的数据都清除。

5.14.3.4 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从工具栏中选择“TTC设置”>“修改密码”打开界面。用来修改技术员的登

录密码
跳出修改密码窗口

默认用户名：tech
默认旧密码：tech
输入新密码及再次输入新密码确认，

点击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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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5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从工具栏中选择“TTC设置”>“系统设置”打开界面。用来设置后台软件的

操作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选项进行设置后台软

件操作，弹出设置窗口

1）系统登录需要密码验证：可设置

保存用户的登录信息。勾选此选项，

待下次登录后台软件时，登录时需要

输入密码；若不勾选，待下次登录后

台软件时，登录时不需要输入密码直

接登录

2）下载/上传时删除原数据:可设置

下载/上传新数据时删除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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