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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 

1.1 技术支持信息 

服务热线：020-28187362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 83 号宝地广场 2楼 

网址：http://www.ruizhi.com 

1.2 用途 

本程序用于采集税控机发票信息，并将发票信息发送至平台，

平台再发送给服务器，企业凭发票电子数据申请贷款。 

1.3 使用环境 

Windows XP以上操作系统， 

航天、百望防伪税控开票系统。 

第2章 采集易安装说明 

2.1 运行安装包 

下载地址由供应商提供 

双击运行安装包 

 

 

 

运行安装程序后进入下图所示的“采集易程序安装向导”的欢迎界面，单击"下一步"按钮，

继续安装。 

http://www.ruiz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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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接受协议 

 

2.2 安装路径设置 

默认安装路径为“D:\采集易程序”，如果想要安装在其他位置，可单击“浏览”按钮，指定

安装路径。选择好安装路径后，点击“安装”即可。不建议装在系统盘（一般为 C 盘），因

为如果遇到系统重装等，会导致数据的丢失。(不允许安装在桌面或带空格的目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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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执行安装过程 

在下图所示的页面可了解进度情况。安装需要几分钟时间，请耐心等待，具体时间视计算机

性能而定。（若弹出未找到税控安装路径可忽略提示继续操作） 

 

 

安装税控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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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过程如遇到安装文件冲突，请点击“忽略” 

 



永辉金融      采集易客户端操作手册-V20200821 

第7页/共27页   

 

 

 

2.4 安装完成 

当出现如下界面，表示软件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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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采集易时有可能会弹出杀毒软件提示，请选择允许程序所有操作，并勾选不再提醒。 

 

第3章 采集易操作指引 

3.1 登陆 

在税盘接入电脑的情况下，双击桌面的采集易图标 ，选择对应的开票软件、税

号及对应证书口令，勾选“同意”之后点击 “确定”，采集易会自动运行，3秒之后自动隐

藏在任务栏下。（注意：选择航信开票软件的客户如果勾上 ，必须要

插入税盘。选择百望开票软件的客户无论如何都要插入税盘，否则会提示未插税盘）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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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开票软件后选择正确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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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手工采集操作 

如需要进行手工采集操作，在自动采集窗口中点击“打开主窗体”按钮会弹出手工操作界面 

 

销项 

1、 采集 

左上角选择对应发票日期范围，然后点击“采集”按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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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采集之后，自动窗口提示信息会有变化表明正在采集数据中，需要三步： 

上传数据—保存入库—更新结果 

上传数据完毕即完成数据的发送步骤，剩余两步可无需等待。 

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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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询过滤 

“采集”按钮旁的下拉三角形提供“查询”功能，可根据所选开票日期过滤已采集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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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级查询 

列表中每一列都能提供查询过滤功能，具体操作如下：点击表头的漏斗按钮，会出现当

前列所有值，选中其中一条即可实现过滤数据。如果数据太多无法查看，可点击 

（自定义），弹出自定义过滤对话框，可自定义约束条件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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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送 

查询后，选择对应数据，点击“发送”，如图： 

 

 

 

点击发送之后，自动窗口提示信息会有变化表明正在发送数据中，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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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发送之后，请注意数据状态已经变成“已发送”，下次采集是不会再采集此状态数据。 

 

 

进项 

5、 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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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查询参数设置： 

点击采集右边的小三角形，可从弹出框中查看确认平台地址、当前税号、确认平台版本号、

证书口令等，前三项默认从服务器中读取。请确保证书口令无误才能进行采集操作，否则可

能会存在锁盘的危险。 

 

点击“采集”按钮 

在小窗口可以看到正在采集进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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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送 

采集完成选数据进行发送，发送完成可看到数据是已发送状态 

 
 

3.3 进项采集出现 HttpRequest提示 

需要打开 IE 浏览器，工具-Internet 选项： 

去掉“检查服务器证书是否已吊销”项前面的√之后点击确定。 

重启采集易进行采集进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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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自动采集功能描述与说明 

此项功能在程序运行的情况下每隔 2 小时会自动发送一次开票数据（需保持税盘一直连接

着电脑） 

每次安装或打开采集易时在网络正常的情况下都会自动升级至最新版本 

3.5 检查自动采集是否正常运行 

查看桌面下方任务栏里有没有自动采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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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手工运行采集易快捷方式 

 

 

 

当弹出杀毒软件提醒的时候要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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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自动采集界面 

 

 

 

 

3.7 导出表格 

选择需要导出的数据，点击“发送”-“导出 Excel”，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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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4.1 使用采集易软件前需检查开票软件是否能正常打开 

目前支持采集税控软件是有：  

               
 

4.2 安装或运行过程出现杀毒软件阻拦提示 

 

请选中“不再提醒”，点击“允许程序所有操作”。否则可能因程序必要文件被删除导致程序

无法正常运行，或者无法正常开机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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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装过程提示文件无法替换 

 

 

出现原因：开票软件处于开启状态是会占用文件，导致文件替换失败，一般需要替换两个文

件。 

请点击“忽略”按钮。 

 

4.4 未找到开票软件 

 

一般只出现在使用百望开票软件的环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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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查看注册表使用快捷键 win+R 输入“regedit”回车，找到以下目录： 

32 位操作系统：计算机\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skfpkprj\skfpkprj 

64 位操作系统：计算机\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skfpkprj\skfpkprj 

如果没有该目录可手工添加，也可修改采集易安装目录下的 bw.reg 文件后执行该文件。 

执行后查看结果，应如下图： 

 

4.5 税控证书密码 

 
此处填写税盘的口令，错误次数过多会导致锁盘，请谨慎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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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税号不一致提示 

 

出现原因：登录页所选税号与插入的税盘税号不一致。 

请确认是否选对税号，或者是否插入对应税盘。 

 

4.7 百望开票软件多开票机号选择 

 

此时应选择正确的开票机号。请打开百望开票软件安装目录，在所选税号文件夹下有对

应开票机号相同名称的文件，查找修改日期最大（即最近修改）的文件名称，返回登录页，

选择对应文件名称的开票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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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企业税号未授权 

出现现象： 

 

解决方法：确认软件是否装在开票电脑上，客户开票软件是否是采集易支持采集版本（航

天，百望），如果确认无误还是此种提示，有可能是服务器授权数已满，请联系客户经理将

税号授权后再打开软件。 

4.9 查看已发送和未发送数据 

发送状态中有全部、已发送、未发送的选择，默认显示的是未发送的数据，需要看已发

送的数据请在发送状态中选择“已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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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找不到指定税号 

请打开安装目录下的 config.ini 文件，确认登录的时候是否选对开票软件。 

安装文件目录可以在采集易列表中，找到“打开安装目录”进行打开： 

 

 

双击打开该文件，并将税号一行“=”号后面的内容清空后保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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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退出后重新打开采集易会重新回到选择开票软件和税号的登录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