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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选项
1.1 简介

利用“信息”选项，您可以在完成采集后立即在要永久存储的输入掩码中添加

附加信息。 您可以自由编辑输入字段、添加数字或字符串区，或者甚至可以在

开始测试之前将其设置为必填项。

如“Perception”手册中的“信息表单”一章所述，“信息”选项可在基本信息

表单中增设功能。 有关基本操作，请参阅该章内容。 在此附录中，我们会对其

他工具和选项进行说明。

安装了该选项后，信息表单就能够提供附加工具。

1.1.1 如何安装“信息”选项

Perception 软件的启动需要 HASP 密钥。 HASP（软件的硬件保护）是一种基

于硬件（硬件密钥）的软件版权保护系统，可以避免软件应用程序的非法使用。

每个 HASP 密钥中都含有一个唯一的 ID 号，用于根据所购买的功能和选项对程

序进行个性化设置。 另外，密钥还可用于存储许可参数、应用程序和客户特定

数据。

如果您单独购买了“信息”选项，您将收到个性化的“密钥文件”。 您可使用该

文件解除对附加功能的锁定。

您可在帮助 关于 Perception 中找到密钥的序列号。

更新密钥信息：

1 选择帮助 更新密钥...
2 在“打开”对话框中找到密钥文件 (*.pKey)，然后单击打开。

3 如果一切正常，您将会看到以下消息：

图 1.1: 软件复制保护对话框

4 单击确定。

完成安装后可转至帮助 关于 Perception 更多...查看安装的所有选项。

需要重新启动程序才能使更改生效。 “信息”选项现已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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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信息表单

A 工具

B 字段

C 所选字段的描述

D 页面控制

E 行指针

F 条目列表

G 备注区

A 工具 系统提供的工具，用于添加、删除和清除具有字段的行。 这些工具

对当前所选行执行操作。 当前所选行用行指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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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信息表单工具

1 在当前所选行之上插入行

2 在当前所选行之下插入行

3 删除行

4 清除行

B 字段 使用字段按钮添加和修改字段。

图 1.4: 信息表单字段

1 添加字符串/文本字段

2 添加数字字段

3 所选字段的属性

4 恢复所有字段

C 描述 在此对所选字段给予描述。 该描述是字段属性之一。

D 页面控制 当使用多个页面时的标准页面控制。

E 行指针 行指针用于标记内含字段的当前/活动行。

F 备注区 “备注”字段可以编辑。 其内容可为文本或变量。

G 条目列表 条目字段所在区域。 每个字段占据一行。 这些行的排列与“数

据库”中的行排列方式相同。 行指针用于标记当前/活动行和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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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添加和修改字段

您可以在字段列表中添加字段。 当添加字段时，需对该字段的属性进行设置。

如果需要，您可以之后再修改该字段属性。

一共有两种字段类型： 字符串类型和数字。 字段将添加于当前行之上或之下的

行中。 定义的字段是 Perception 数据来源的一部分。

添加字段：

按以下步骤添加内含字段的行：

1 单击条目字段列表中的某行将其选中。

l 行指针将会随之移动至该行。
2 单击相应工具：

l 在所选行之上插入行  可在当前所选行之上插入一行。

l 在所选行之下插入行  可在当前所选行之下插入一行。

l 插入的行是一个空行。
3 单击相应字段按钮：

l 创建 s 字符串字段  可添加一个用于输入文本条目的字段。

l 创建 a 数字字段  可添加一个用于输入数字的字段。

4 在弹出的相应对话框中进行设置。

5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修改字段：

按以下步骤修改已定义的字段属性：

1 单击条目字段列表中内含您要修改的字段的行。

l 行指针将会随之移动至该行。
2 单击属性 按钮。

3 在弹出的相应对话框中进行设置。

4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移除字段：

执行以下操作：

l 要移除字段和相应行，请单击删除选择的行  工具。

l 要移除字段但保留相应行，请单击清除选择的行  工具。

l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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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所有字段：

从外部文件载入信息后，因对数据来源列表进行更新。 有关载入信息的详情，

请参阅“Perception”手册中的“信息和设置/载入信息”章节。

执行以下操作：

l 单击恢复所有字段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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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字段属性

添加或修改字段后，会弹出属性对话框。 在此对话框中既可定义变量本身，也

可定义该变量在表单中的行为。

1.3.1 字符串字段属性

字符串字段属性可定义字符串字段中的内容及其行为。

图 1.5: 字符串字段属性

A 字段标签

B 默认值

C 描述

D 字段选项

E 限制

F 相关变量

A 字段标签 此条目定义了显示于条目框之前的字段行中的文本。

B 默认值 最初显示的值/字符串。 默认值以斜体形式显示。 当您修改了该值

并再输入与默认值相同的准确值时，默认值将再次以斜体显示以表明其默

认状况。

C 字段描述 选择该字段后，在此输入显示于信息表单左侧的任务窗格“字段

描述”部分中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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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字段选项 选择以下一个或多个选项：

l 必填 指明要开始采集则必须在字段中填入数据。 如若没有输入任何

值，则将不会开始采集。当在此情况下请求开始采集时，将会显示一

个弹出对话框。

l 只读 选择此选项表明其中的值仅用于提供信息，不能修改。

l 永久 若要保留源自载入文件的修改后的值，则选择此选项。 例如，载

入文件时将会载入变量及其内容。 当修改该值并再次载入文件时，修

改的值会被载入的值所取代，除非选择了该“永久”选项。

E 限制 若要根据限制对输入进行测试，则选择此选项。 若是文本字符串，

则该限制即为文本的最短和最长长度。

F 变量 相关变量的名称。 该变量将成为 Perception 数据来源中的一员，可

在数据来源导航“活动 > 信息”中找到。

1.3.2 数字字段属性

数字字段属性可定义数字字段中的内容及其行为。 该对话框与字符串字段属性

对话框相似。

图 1.6: 数字字段属性

A 字段标签

B 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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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描述

D 字段选项

E 限制

F 数字格式

G 单位

H 相关变量

A 字段标签 此条目定义了显示于条目框之前的字段行中的文本。

B 默认值 最初显示的值。 默认值以斜体形式显示。 当您修改了该值并再输

入与默认值相同的准确值时，默认值将再次以斜体显示以表明其默认状

况。

C 字段描述 选择该字段后，在此输入显示于信息表单左侧的任务窗格“字段

描述”部分中的文本。

D 字段选项 选择以下一个或多个选项：

l 必填 指明要开始采集则必须在字段中填入数据。 如若没有输入任何

值，则将不会开始采集。当在此情况下请求开始采集时，将会显示一

个弹出对话框。

l 只读 选择此选项表明其中的值仅用于提供信息，不能修改。

l 永久 若要保留源自载入文件的修改后的值，则选择此选项。 例如，载

入文件时将会载入变量及其内容。 当修改该值并再次载入文件时，修

改的值会被载入的值所取代，除非选择了该“永久”选项。

E 限制 若要根据限制对输入进行测试，则选择此选项。 如果是数字，则该

限制即为该数字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F 格式 您可以在多个输出格式之间进行选择：

l 工程记数：科学记数法的一种，其中 10 的幂次必须为 3 的整数倍。

10 指数用千或毫等表示。

l 浮点： 带小数的数值，非固定‘布局’。
l 科学记数：非常大或非常小的数值的速记法。 科学记数法是用一个位

于 1 到 10 之间的十进制数和 10 的幂之积表示的。

您可以为每种输出格式选择有效位数。

G 单位 输入变量的单位。

H 变量 相关变量的名称。 该变量将成为 Perception 数据来源中的一员，可

在数据来源导航“活动 > 信息”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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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必填信息弹出式对话框

用户在使用 Perception 时有时需要填入有关其项目的特定详情。 当您需要在特

定字段中输入开始某采集之前必须注明或填入的数据或重要信息时， 单击字段

菜单中的属性按钮或右击字段名称，指向字段并选择属性，然后选择行<x>的属

性对话框中的必填复选框。

说明 如果您想添加便于用户在填入数据之前能够看到的任何限制或数据格式，确保
填入经过周详考虑的字段描述和字段名称。

如果在某数据字段没有按规定填写的情况下尝试开始采集，则会显示一个弹出

式对话框。 其中可能包括所填数据的错误格式、不符合规定或限制的数据或指

明没有在必填字段中填入数据等信息。

图 1.7: 必填信息对话框

A 字段描述文本

B 字段条目中出现错误

C 字段名称提示文本（未填）

说明 必填信息框的大小可以调整以适应较长的字段条目。

要激活继续，必须正确填写所有字段。 单击继续后将开始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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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页面处理

与其他多种地方一样，信息表单也允许您创建多个页面，每个页面都有其各自

的信息。

信息表单的页面处理仅限于一些基本功能： 添加和删除页面、逐步浏览页面。

添加页面：

l 选择信息 ► 添加页面，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添加页面  按钮（可用时）。

这样就会在页面列表末端添加一个页面。

删除页面：

1 选择信息 ► 删除页面，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删除页面  按钮（可用时）。

2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l 这样就会删除当前页面。
l 之后页面列表将重新编号。

图 1.8: 信息表单页面控制

A 页面字段

B 上一页

C 下一页

要翻阅页面，请单击下一页按钮和上一页按钮。 在页面字段中您还可以：

l 单击：下拉列表中会显示所有可用页面。 此时会突出显示当前活动页面。

在列表中单击页面名称可以直接跳转到该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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