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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套打概述 

套打概述？  

友商在线系统为了满足用户对业务单据输出格式的特定需要，特别推出

了套打设计器，用户可以通过套打设计器实现对几十种业务单据的套打

设计功能。 

系统的全部业务单据都能够执行打印功能。 但是，很多企业对业务单据，

特别是重要的、传递给往来业务单位的单据，由于其固有的业务格式和

双方的特殊业务约定等因素的影响，需要规定不同于单据屏幕显示的打

印输出格式和数据。 因此，系统特为这些需求提供的套打打印功能，即

能由用户自由定义打印格式和输出内容，满足用户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 

系统提供的单据套打设置是系统的重要辅助工具，它不仅为单据提供了

丰富的业务自定义功能，体现了系统功能的延展性和灵活性，同时对丰

富系统功能、完善的业务控制都有重要意义，对于用户提高自身业务水

平和保证制度规范无疑也是大有裨益的。 

套打流程  

要使用单据套打功能时，需要做如下几个步骤：安装套打设计器、安装

套打打印工具、设计套打模板、保存套打模板和打印业务单据。 

 安装套打设计器和套打打印工具参见第二章 

 使用套打设计器设计套打模板见第三章 

 保存模板时见第四章。 

 打印业务单据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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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套打设计器

设计套打模板

保存套打模板

安装套打打印工具

打印业务单据

 

2 安装套打工具 

安装套打设计器  

进入在线管理系统，点击“打开主菜单-下载套打工具”链接，如图所示。 

在弹出的“文件下载”对话框中，点击“运行”按钮 

步骤 1 双击 YS_NoteDesign.exe 文件，出现“安装向导 － 金蝶友商在线套打设

计器 ”的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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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套打设计器安装向导页面 

 

步骤 2 在图 2-1 所示的登录界面中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准备安装向导，如

图所示。 

 

图2-2 准备安装页面 

 

步骤 3 在图 2-2 所示的准备安装界面中单击“安装”按钮，进入安装页面，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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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套打设计器安装页面 

 

步骤 4 系统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退出安装页面。 

安装套打打印工具 

步骤 1 进入友商在线系统，在主菜单中点击“下载套打工具链接”，如图所示。 

 

图2-4 主菜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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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在下图所示的文件下载界面中单击“运行”按钮，进入准备安装向导，

如图所示。 

 

图2-5 准备安装页面 

 

步骤 3 在下图所示的向导界面中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准备安装向导，如

图所示。 

 

图2-6 安装向导页面 

步骤 4 在下图所示的准备安装界面中单击“安装”按钮，进入安装页面，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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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准备安装页面 

步骤 5 系统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退出安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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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套打设计器使用 

套打功能是通过套打设计器设置套打模板来实现的。套打模板保存为

NDF 格式的文件。 

无论账套处于初始化设置阶段还是日常业务处理阶段，也无论当前是否

进行业务操作，都可以在操作系统桌面上，点击“ “开始-程序-友商在线

套打设计器金蝶友商在线套打设计器”，打开友商在线套打设计器，设计

套打模板。 

在这个空白界面上，可以执行打开操作，也可以新建套打模板。 

为了便于介绍，先介绍一些套打基本概念：  

3.1 套打基本概念 

供应链单据的套打基本概念包括： 

1、表头、活动表体、表尾，是表的基本结构，其中表头是指单

据的表头固定内容部分，一般是首行；表尾是指单据的表尾

内容一般是末行；而活动表体指的是凭证中的分录区域或账

簿中的条目区域。 可以参考上图所示的三部分位置。 

2、页眉、页脚，是指整页的页眉/页脚，而不是针对单据而言。 

3、层，即一种具有属性的对象容器，在里面可以包含多个对象。 

层可以增加，也可以删除。 分层后，用户可打印特定的图层，

比如：可分别选择打印表格层、内容层。 

4、对象，即设置对象，包括表头、活动表体、表尾，直线，矩

形，文本，图形等。 

5、对象属性，一般的对象均具有颜色和线条、大小及位置、文

本内容、文本属性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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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活动文本，在套打原始单据中除直线、固定文字、图形等，

其它根据证、账、表的实际情况需要从数据库中取数进行打

印的对象。 

3.2 套打设置方法 

套打设计器上的功能非常复杂，现从不同功能来介绍制作或修改

套打模板的方法。 

3.2.1 新建套打模板 

如果用户的套打方式非常特殊，无法通过修改预设模板的方式来

实现，则应该新建套打模板，方法是（1）使用工具条上的[新建]

按钮；（2）选择[文件]→[新建]菜单，则系统显示“新建套打

格式”界面，在该界面可以执行新建操作，其中 

1、单据类型，是要进行套打模板设置的单据类型，系统提供全

部单据，使用下拉列表框选中某种单据类型即可。 

2、单据名称，即所要设计的单据格式文件名称，用户应该直接

录入。 保存后，在当前界面选择[编辑]→[单据名称]菜单，

就可以查看并重新修改该字段内容。 

设置确定后，使用[新建]按钮，即可显示一张空白的、包括表头、

活动表体和表尾的模板，用户设置后，（1）使用工具条上[保存]

按钮；（2）选择[文件]→[保存]、[另保存为二进制类型]；（3）

直接使用快捷键 F2，系统会弹出“另存为”界面，要求用户将

该模板以 NDF文件形式保存在当前客户端的目录下。 另外，使

用[文件]→[另保存为文本文件类型]，系统会将其保存为 INI

形式文件。 

单据类型、单据名称、文件名称三种设置的使用方法是（1）单

据类型是确认该模板是哪种业务单据套打时使用，用于为套打模

板自动分类；（2）单据名称会用于注册套打模板时，显示在“打

印选项”界面的<套打单据>栏中；（3）文件名称是该单据模板

的保存名称，在套打设计器中按文件名称查找并打开单据模板。 

3.3 套打设置 

无论新建还是预设模板，如果要进行设置，首先要确定该模板的

总体设计。 在“K/3套打设计器”界面，先用鼠标选中对象，

选择[编辑]→[套打设置]菜单，系统即弹出“设置”界面，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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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界面包括三个页面，分别可以执行三项设置： 

1、层“属性”页面，可以确定当前选中内容在第几层、设置当

前层的文字/线的颜色、打印时是否打印该层的对象，并可以

增加、删除当前层等等。 

2、 “表单元”页面，即选择在当前套打格式中是否存在表头、

活动表体、表尾。 一张表并不是三种表单元都为必须。 

3、 “条目”页面，用于设置活动表体中条目的高度。 

设置后，使用[确定]即可保存设置并退出当前界面。 

3.3.1 设置表头、活动表体、表尾属性 

针对表头、活动表体和表尾可以先行设置属性， 方法是用鼠标

选中表头、活动表体和表尾之一，（1）使用工具条上[设置当前

选择对象的属性]按钮；（2）选择[编辑]→[对象属性]菜单；（3）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对象属性]菜单；（4）直接使用快捷键 F4；

（5）直接用鼠标双击该对象，都可以调出“属性”界面。 该界

面包括三个子页面，分别为颜色和线条、大小及位置和其它页面。 

下面分别介绍： 

1、颜色和线条，包括表头、活动表体和表尾的填充颜色，线条

颜色，线形，线的粗细等设置，方法与 OFFICE设置方式基本

一致。 

2、大小及位置，包括表头、活动表体和表尾的尺寸和位置信息

的设置，用户可以根据自身打印纸张大小格式等进行设置。  

其中，表头、活动表体和表尾的高度、宽度也可以通过鼠标直接拖动的

方式来实现；另外，活动表体记录数的确定也可以直接通过选中活动表

体，然后用鼠标向上、向下拖动来实现。 

表头、活动表体和表尾大小的确定要受其包含的固定文本、或活动文本

的制约，即其缩小的极限是由边缘部文本的位置决定的；同样，表头、

活动表体和表尾中包含的文本的大小设置也受到表头、活动表体和表尾

的制约，即其扩大的极限是由表头、活动表体和表尾等表格的大小决定

的。 

其它，是对表头、活动表体和表尾的其它设置，包括是否锁定该对象，

对象名称，对象所属的层，位置基准，以及相关打印选择等等。 用户按

照自己的需要设置。 

3.3.2 设置对象属性 

对于单据模板来说，对象属性的设置是非常重要的。 方法是首先选择一

个文本对象，（1）使用工具条上[设置当前选择对象的属性]按钮；（2）选

择[编辑]→[对象属性]菜单；（3）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对象属性]菜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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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使用快捷键 F4；（5）直接用鼠标双击该对象，都可以调出“属性”

界面。  

在界面中，包括五个子页面，分别为颜色和线条、大小及位置、文本内

容、文本属性和其它页面。 下面分别介绍： 

1、颜色和线条，包括对象的填充颜色，线条颜色，线形，线的

粗细等设置，方法与 OFFICE 设置方式基本一致。 

2、大小及位置，包括对象的尺寸和位置信息的设置，用户可以

根据自身打印纸张大小格式等进行设置。 

3、文本内容，包括了固定文本和变动文本的设置： 

固定文本，打印时固定不变的文字文本，即打印时按用户输入的文本内

容打印； 

活动文本，是打印时按关键字检索单据上的业务数据，从而打印出业务

数据内容的文本。 

文本内容设置首先需要制定是否为活动文本： 如果是活动文本，则选择

或输入<关键字>，即单据上的字段名称或其它打印需要的字段设置。 如

果该字段属于数值类型（包括数量、单价、金额等类型），则可以选择或

输入数字格式。（如上图所示） 此外，还可以选择是否将负数数据显示

为红色的选项(数据项数字格式不为空的情况下)。 

如果不选择活动文本，则为固定文本，需要在<固定文本>下方输入固定

文本的内容。 

自定义单据的字段也可以在套打设置中进行设置和打印。 

对于单据中没有的字段，如供应商的电话、地址、开户银行及账号等基

础资料的属性，可以不要添加自定义字段，直接在套打中新增该字段，

然后进行打印即可。但对于供应商的编码，目前只通过短代码，如果需

要使用长代码，需要在自定义单据中新增该字段，再进行套打设置。 

（1）<关键字>中包括的不仅是单据字段名称，还有其它特定需要字段，

如汇总金额、汇总数量等，如为了查证、处理方便，在表尾的活动文本

中增加页小计关键字，如“页小计—金额”、“页小计—税额”等，方便

对每页的数据进行打印；（2）对于汇总金额类的关键字，其数字格式有

很多种，可以按数字形式套打；可以按金额大写形式（全部的金额大写）

套打；还可以按照固定金额位的金额大写套打方式套打。 后者用于对已

印有金额大写格式的单据的套打，使用方法是在金额的固定文本“万”、

“千”等的前面逐个添加活动文本，选择关键字为“金额大写_万”、“金

额大写_仟”等<数字格式>；（3）数字格式支持中文大写、英文大写格式；

（4）数字格式如果需要套打多位小数，只需要在小数点后加 0 即可；（5）

对于备注、物料名称等字段，可以通过将文本属性中的自动换行选中，

这样打印时可以实现自动换行的功能，但如果是连续的数字和字母，则

不会换行； 

1、文本属性，即指定文字在打印时的一些设置，包括字体、颜

色、水平对齐方式、垂直对齐方式、字符间距、行间距，以



12 

 

及当文本长度超出对象的长度时是否自动换行，是否自动缩

小字体，是否自动裁减等属性。 用户可以可以根据自身需要

设置。 

注意： 

供应链单据套打设计中，关键字选择“自动换行”，但套打

单据时，如字段内容为汉字则可以实现自动换行，如字段内

容为英文字母或数字时，则不能实现自动换行。  

2、其它，是对文本的其它设置，包括是否锁定该对象，对象名

称，对象所属的层，位置基准，以及相关打印选择等等。 用

户按照自己的需要设置。 

对于对象属性的设置一开始可能不容易设置的完全符合要求，可以通过

先设置一个文本对象，将各种设置相互对照，并试行打印反复比较，才

能真正满足打印设计的要求。 

3.3.3 绘制对象 

绘制对象是在当前模板中进行绘图设置，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功

能： 

1、直线，即可以在模板上描画直线图形，方法是（1）使用工具

条上[画线工具]按钮；（2）选择[绘制对象]→[直线]菜单；

（3）直接使用快捷键 CTRL+L，即可实现，方法同 OFFICE工

具的绘制方式类似。 

2、矩形，即可以在模板上描画方形图形，方法是（1）使用工具

条上[画矩形工具]按钮；（2）选择[绘制对象]→[矩形]菜单；

（3）直接使用快捷键 CTRL+R，即可实现，方法同 OFFICE工

具的绘制方式类似。 

3、文本，即可以在模板上增加文本框，方法是（1）使用工具条

上[文本]按钮；（2）选择[绘制对象]→[文本]菜单；（3）

直接使用快捷键 CTRL+T，即可实现，方法同 OFFICE 工具的

绘制方式类似。 

4、插入图形，即在模板上插入图形类文件，方法是（1）选择[绘

制对象]→[插入图形]菜单；（3）直接使用快捷键 CTRL+I，

即可调出筛选界面，用户可从中选择相关的图形文件。 

5、直角模式，当选取此模式时，所绘制的直线要么是水平线，

要么是垂直线，不能绘制斜线。 选择[绘制对象]→[直角绘

图模式]菜单，即可选中或取消相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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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本虚框，当选取此模式时，所有的文本对象显示表示其大

小和位置的虚框。 选择[绘制对象]→[文本虚框]菜单，即可

选中或取消相关设置。 

3.3.4 设置模板格式 

这是为方便用户批量设置模板格式而设置，通过设置模板格式可

以使单据套打模板显得整齐、美观，保证套打数据的正确和清晰。 

1、对齐，即使多个对象保持各种方式的对齐，方法是使用快捷

键 SHIFT选中多个对象，然后（1）使用工具条上[左端对齐]、

[右端对齐]、[顶端对齐]、[底端对齐]等按钮；（2）选择[格

式]→[左对齐]、[右对齐]、[顶端对齐]、[底端对齐]菜单，

系统自动对所选定多个对象以第一个对象为参考进行相关对

齐操作。 

2、调整大小，即使多个对象保持高度、宽度或大小的一致，方

法是使用快捷键 SHIFT选中多个对象，然后（1）使用工具条

上[宽度相等]、[高度相等]、[相同大小]等按钮；（2）选择

[格式]→[等高]、[等宽]、[高宽相等]菜单，系统自动对所

选定多个对象以第一个对象为参考进行调整。 

3、等距分布，即使多个对象水平或垂直的等距离分布，方法是

使用快捷键 SHIFT选中三个或三个以上对象，然后（1）使用

工具条上[水平等距分布]、[垂直等距分布]等按钮；（2）选

择[格式]→[水平等距分布]、[垂直等距分布]菜单，系统自

动对所选定多个对象在水平、或垂直方向上等距分布。 

4、高度扩充，即对在表头、活动表体、或表尾内部的对象的高

度扩充到最大。 方法是选中某个表头、活动表体、或表尾内

部的文本对象，然后选择[格式]→[高度扩充]菜单、或直接

使用快捷键 CTRL+K，系统自动实现该文本对象的高度扩充，

扩充的极限是表头、活动表体和表尾本身表格的高度。 

3.3.5 设置页眉/页脚 

这里的页眉/页脚是指设置整页的页眉/页脚，而不是针对单据而言，通过

选择[编辑]→[页眉/页脚]，系统弹出“页眉/页脚”界面，在该界面进行页

眉/页脚的相关设置。 

3.4 其它功能 

除了以上的功能外，还有其它一些基本功能，如对文本对象的剪切、拷

贝、粘贴、删除等功能，选择某文本对象，通过（1）选择[编辑]→[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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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贝]、[粘贴]、[删除]菜单；（2）直接使用快捷键 CTRL+X、CTRL+C、

CTRL+V、DEL，即可实现操作。 

以上各种方法结合使用，就可以设计出美观大方、而又经济适用的单据

套打模板。 

3.5 单据套打应用 

单据套打设计是 K/3 供应链系统的重要功能。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涵盖了全部业务单据的打印模式的设置和实现。 为了让用户更好地理解

其设置全部过程，我们在这里集中介绍一下套打的应用。 

套打的应用通过以下途径来完成。 

3.5.1 设置套打选项 

供应链系统的业务单据提供普通打印和套打两种打印方式，系统

默认使用套打设置。 用户可以通过在每种类型单据上选择[文件]

→[使用套打]来使用或取消套打设置。 

3.5.2 设计套打模板 

通过套打设计器设计模板是套打最重要的步骤，即上面所详细介

绍的内容，这里不再赘述。 

3.5.3 套打设置 

注意： 

目前版本暂不支持套打设置功能。 

选择一种单据类型，打开任何一张处于任何状态的该类型单据，

选择[文件]→[套打设置]，则系统弹出“套打设置”界面。  

1、注册套打单据 

第一次进入应该首先选择“注册套打单据”页面，这里显示的是已注册

的套打单据，对于已经使用过套打的用户则先单击[自动搜索]，查找套打

模板。 只要选定 K/3 客户端安装的路径，系统就会自动搜索套打模板并

注册，并剔除非法格式文本，然后系统显示全部注册模板，单击[应用]

按钮，使注册成功。 用户也可以使用[浏览]按钮来手工查找模板位置。 此

外，用户还可以使用[预视]按钮来预览套打模板。 

一旦某一种单据注册了套打模板，则就可以直接进行打印选项的设置了。 

2、打印选项 

在该页面的<套打单据>上选择与<单据类型>一致的当前单据的套打模

板。 同时用户也可以在该界面设置一些基本套打选项，如定位、打印内

容、打印提示等。 最后，使用[确定]按钮，完成套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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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印空白行 

当用户选中该选项时，进行套打时如果单据有 2 行分录，打印的行数设

置为 5 行，则打印时只打印 2 行，如果单据有 8 行分录，打印的行数设

置为 5 行，则打印时一张打印为 5 行，一张打印为 3 行；但不支持表尾

的自动适应； 

选中该选项时，打印时支持一张单据打印为多张时打印在一张纸上，也

支持两张单据打印到一张纸上；  

不选中该选项时，统一按设置的行数进行打印。 

 汇总打印 

“使用汇总打印”：表示是否启用套打汇总打印功能； 

“物料汇总级次”：表示物料汇总的级次数 

“只打印汇总数据”：如果勾选上，表示在打印中只打印汇总的数据，而

不打印明细数据；如果没有勾选上，则表示打印明细和汇总数据； 

“使用基本计量单位汇总数量”：表示是否使用基本计量单位来汇总数量； 

在套打设置上选择使用汇总打印，将默认按物料＋辅助属性排序，即当

使用汇总打印时，默认优先按物料和辅助属性排序，允许再选择其它排

序字段； 

用户设置物料汇总级次为 n（n不等于 0）级时，且选中使用基

本计单单汇总数量时，会根据汇总的级次将物料的非基本计量单

位数量按基本计量单位数量进行汇总，打印时汇总行的计量单位

会取该类物料的第一行的物料的基本计量单位，数量为基本计量

单位数量的汇总数，金额为该类物料金额的汇总；汇总行的代码

和名称分别按汇总级别的物料代码和名称显示；汇总行的规格型

号、辅助属性、单价类型字段为空；汇总行的其它字段默认取该类物

料的第一行物料的数据；其它的字段默认取该类物料的第一行物料的数

据；当汇总级次为 0 时，汇总行代码处显示“汇总”，名称处显示“物料”，

其它按正常的汇总行显示； 

用户设置物料汇总级次为 n（n 不等于 0）级时，且不选中使用基本计单

单汇总数量时，会根据汇总的级次将物料数量直接进行汇总，打印时汇

总物料上的单位会取该类物料的第一行的物料的常用计量单位，金额为

该类物料金额的汇总；汇总行的代码和名称分别按汇总级别的物料代码

和名称显示；汇总行的规格型号、辅助属性、单价类型字段为空；汇总

行的其它字段默认取该类物料的第一行物料的数据；其它的字段默认取

该类物料的第一行物料的数据； 

使用汇总打印时，自定义的数量、金额类型的字段直接汇总，自定义的

单价类型、折扣率、税率、字符串类型汇总字段取汇总的第一行的数据。 

如果单据在序时簿上使用合并打印时不支持汇总打印；只有单据头的单

据不支持按物料汇总打印，对该部分单据，即使设置为汇总打印，也按

不设置进行处理； 



16 

 

注意： 

当选择供应链整体选项：基础资料录入及显示采用短代码，则在

套打中选中汇总打印时，不管汇总多少级，汇总行上的物料名称

为该物料代码的物料名称；如果存在相同短代码时，则物料名称

携带为内码第一的物料名称。  

 合并套打打印 

可以通过序时簿[文件]→[合并套打所选单据]或[文件]→[合并套打全部单

据]来进行套打的合并打印。 

当用户选择合并套打单据时，如果单据头字段有不同但是并没有设置到

表体打印，则取数时取第一张单据的数据进行打印； 

当用户选择合并套打单据时，如果单据头字段有不同也已经设置到表体

打印，则打印时将单据头字段打印到单据体，取数对应取单据上的数据，

如单据号码在套打文件中设置在单据体打印，单据有 5 条分录，打印几

张单据时，将单据号码填充到每一条分录体中； 

如果在单据自定义中定义了单据头字段合并打印时打印到单据体，则在

套打模板中增加该字段单据体打印字段，用户可以在套打模板中定义该

字段； 

合并套打时按单据套打设置进行打印，即合并套打时可以支持按物料汇

总打印、排序、分页打印等；合并套打时，先合并到一张单据，再按一

张单据处理分页、按物料汇总和排序打印。 

3、分页设置 

在套打分页设置中可以对需要进行分页设置的字段进行设置，用户可以

选择按照仓库和仓位分页。 

分页打印同时支持排序，先分页再排序；分页时允许同时支持汇总打印，

系统则先按仓库分页再按物料进行汇总打印。 

4、排序设置 

可以在排序设置页签中对排序的字段进行设置，用户可以选择按物料、

辅助属性、仓库、仓位进行排序。 

当用户选择按仓库代码排序默认按仓库代码＋单据自然顺序排序的方式

并进行打印预览和打印；不选择按仓库代码排序但选择按物料代码排序

时，按物料代码排序进行打印；如果都不选，则按单据的自然顺序打印；

同时选择多个排序字段时，按排序的优先顺序进行打印和打印预览； 

3.5.4 套打打印 

注册了套打模板，就可以实际完成套打打印操作了： 

在单据界面上，（1）使用工具栏上的[打印]和[打印预览]按钮；（2）选择[文

件]→[打印]、[文件]→[打印预览]，就可以进行打印的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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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据序时簿上，使用快捷键 SHIFT 选中多张单据，然后选择[文件]→[连

续打印所选单据]、[连续打印全部单据]，系统自动根据所选单据执行打

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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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套打模板 

设计完成打印模板后，需将模板保存在套打打印工具目录的 Template 目

录下并与需将模板与已有的模板采用相同的命名。 

注意： 

客服需要提醒客户做好本地的模板的备份，以免电脑损坏造成模

板流失。  

具体操作： 

以保存成本调整单套打模板为例 

 套打打印工具安装在 C:\Program Files\kingdee\Youshang\ysnp2 下，则

套打模板需保存在 C:\Program Files\kingdee\Youshang\ysnp2\Template

目录下 

 已有成本调整单模板名称为“ys_costadjust.NDF”。 

步骤 1 在套打设计器界面，点击“文件-另存为”链接，如下图所示。 

 

步骤 2 在另存为对话框中中，确保模板保存在“C:\Program 

Files\kingdee\Youshang\ysnp2\Template”路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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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确保文件名为“ys_costadjust.NDF”，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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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印业务单据 

打印业务单据步骤如下： 

步骤 1 进入单据列表或单据编辑界面，如图所示。 

 

步骤 2 选择要打印的记录，点击“套打”按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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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点击“打开”按钮，如图所示。 

 

步骤 4 进入打印预览页面，进行打印页面设置和页面设计，如图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