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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要信息、手册概述 

1.1.概述 

    迅杰软件设计是专业的软件开发技术团队；专注高品质软件、网站的

开发建设！提供开发、维护等一体化的专业的服务。为您打造贴身的应用，

提供小程序制作、论文系统等服务（毕业生源码设计和中小企型企业网站

开发、桌面应用开发）。 

 

本手册针对 C#（Winform、WPF、ASP.NET MVC、WebApi）和 C++(Qt)、

HTML5(API Cloud 安卓)等提供相关源程序和软件设计定制，欢迎访问

http://www.51diysoft.cn。 

http://www.51diysof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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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官方邮箱：mailto:services_51diysoft@126.com，淘宝店是：

迅杰软件设计全棧店，https://shop126634915.taobao.com/。 

 

本手册将介绍相关源码系统和软件截图，旨在更好的学习和研究技术，

也欢迎收藏，如果您觉得作品还可以，如需购买请使用官方旺信交流保障

您的权益。 

1.2.授权 

本手册由迅杰软件内部使用，未经授权严禁复制和转载。 

1.3.支持和服务 

本手册将由迅杰软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远程服务；  

1.4.名词定义及缩略词 

缩写、术语 解 释 

本系统  

本手册  

mailto:services_51diysoft@126.com
https://shop126634915.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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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安装部署条件  

（1）查看 web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的操作系统是否已经安装完成，

web 服务器服务器需要安装 IIS 服务，并连接足够大的数据库存储设备，

存储设备的空间根据用户情况进行配置。本说明以 Windows2008 R2 版本

的操作系统环境为例进行介绍。 

（2）查看 IIS软件是否部署到 web服务器上、查看 SQL Server2012

软件是否部署到数据库服务器上。本说明以 SQL Server2012版本的部署环

境为例进行介绍。 

2. 相关作品展示 

2.1.千草医药 GSP管理系统（C# Winform） 

 

类型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VS2010  

语言 C#  WinForm     

数据库 SQLServer2008 R2   

视频连接 查看视频  

淘宝地址 查看宝贝  

赠送 毕业论文  

功能说明： 一、基础信息管理 

       包括药品字典、供应商管理、价格标签、

货位管理、用户信息管理 4 个主要模块。 

二、采购管理 

    包括药品入库、入库单查询、药品出库、

出库单查询 4 个主要模块。 

三、库存管理 

包括调整价格、药品拆零管理、货位管理、

商品报警、库存盘点、盘点单、损益单等 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1NjUxMTQ4.htm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1623672514.3.BszCbn&id=52058083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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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块。 

  

 四、销售管理 

     包含药品销售、销售营业额、收银员交

班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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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基于高德的 LBS定位系统(PC+移动端) 

类型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VS2013  

语言 C#  ASp.NET MVC    

数据库   

视频连接   

淘宝地址   

功能说明: 

支持浏览器定位、手机定位的流量和 wifi 定

位，建议使用手机定位更精确。 

PC 定位： 

 

手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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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扫我体验哟） 

 

 

 

2.3.一卷通智能助手（Winform ） 

类型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VS2010  

语言 C#  Winform  

数据库 SQLServer2008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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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连接 查看视频  

淘宝地址 查看宝贝  

功能说明 

一卷通智能助手是出题、考试、评分为一体

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支持.net4.0 环境，

SQL2008R2 数据库。 

1、支持题库管理 

题库类别、题目添加修改和删除（选择题、

填空题、判断题、问答题等） 

2、试卷管理 

根据选择的题目生成试卷 

3、模拟考试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考试、并可以预览试卷

的整体难度（灵活性高），支持导出到 Word

和 PDF 格式 

，考试接手后会自动生成得分和奖状 

4、错题本管理 

支持错题的记录和复习 

5、支持软件锁定功能 

防止其他人非授权操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IxODk0OTM2.html?from=s1.8-1-1.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20141002.4.eMShn0&scm=1007.10009.18476.100200300000004&id=520579832632&pvid=2c3092fe-618d-4d50-ac2e-11eb6eab9d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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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网络刷新助手（Winform ） 

类型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VS2010  

语言 C#  Winform  

数据库 无  

视频连接   

淘宝地址 网站刷新助手  

功能 1、可以设置开机自动启、设置刷新的页面网

页，提高网站访问量，但最好是要更换 IP 

2、IP 设置支持自动获取 IP 地址，也可以在

系统中直接设置 IP，为您免去点击网络不会

设置的情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1623672516.7.BvcqFz&id=5205816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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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注册机生成工具（Winform ） 

类型 说明 备注 



          

迅杰软件      网址：http://www.51diysoft.com    官方 QQ:867928135 

                                                   

13 / 25 

 

开发环境 VS2010  

语言 C#  Winform  

数据库 无  

视频连接   

淘宝地址 查看宝贝  

功能 通过本机的硬盘序列号和 CPU 序列号

的部份序列号生成机器码，然后再通过一定

的计算方法生成注册码。在这里要说明的是

不同的计算机生成的注册码是不同的。 

可以用于授权自己的软件产品，还可以

自己修改部分字符串已改变加密方式。 

 

 

 

 

2.6. 腾讯街景地图调用 demo 

类型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VS2013  

语言 Javascript  

数据库 无  

视频连接   

淘宝地址   

功能 根据用户输入的地址匹配腾讯地图，并

显示街景地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518534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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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高德地图店铺展示和标记示例 

类型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VS2013  

语言 Javascript  

数据库 无  

视频连接   

淘宝地址   

功能 根据用户选择的行政区划，加载当前的

区域并可以在地图上显示点位信息，如果需

要结合自己的业务数据库系统，可以自己传

递数据到服务端完成经纬度的保存工作，可

以提供 C#的示例，java 等需要自己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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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网页表白 

类型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VS2013  

语言 Javascript  

数据库 SQL Server   

视频连接   

淘宝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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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或许你已经查看过百度的表白页面？ 

百度输入这串代码可以查看

52031608343。

 

但是是否还觉得不够尽兴？我们来完善

独特的表白页面展示。 

1、 留言代码自定义。 

520 前缀开头，后边可以自己修

改，手机号，特殊纪念日均可，

破除长度的限制； 

2、 背景音乐自定义。 

目前百度还未提供对应的音乐

加入。我们提供了部分音乐展

示，如果不能满足您的需求可以

添加网络音乐，用过 qq 空间的

都会吧，同时我们要求没有这么

严格哟。当然如果您无法找到此

音乐的，可以下载下来告知我们

具体的网盘地址等由管理员后

台管理，通过首页最下方的留言

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快添加的

哟，满足大家的需求。 

3、 邮件发送。 

当您填好信息后是不是容易忘

记呢，系统提供免费的邮件服

务，把您的留言代码自动免费发

送到您的邮箱。 

4、 短信发送（此功能需要联系管理员

看开通）。 

由于是个人网站作品展示短信

服务暂时关闭，需要的话可以联

系足作者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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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QQ第三方登录 

类型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VS2013  

语言 Javascript  

数据库   

视频连接   

淘宝地址   

功能 调用 QQ 第三方登录组件，集成到您的系统，

减少用户的交互复杂度，更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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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后会有提示信息的。 

 

当然您也可以点击查看，然后取消哟，可以到腾讯后台进行管理的，比如您登录了其他的网站

等可以重新授权，授权后第三方网站可以获取昵称、性别等部分信息详情查看腾讯的接口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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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支付宝支付 

类型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VS2013  

语言 C#  

数据库   

视频连接   

淘宝地址   

功能 此示例是 C#如何与阿里支付宝交互，完成商

品交易，使用此功能前需要自己到阿里云申

请支付宝企业帐号作为收款的账户，以及开

发者对应的信息授权。 

 

 

以下是测试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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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图片识别技术 

类型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VS2013  

语言 C#  

数据库   

视频连接   

淘宝地址   

功能 此示例用于图片的信息识别，要根据图片的

清晰度和复杂度来识别哟，图片越规则约容

易被识别哟，程序识别其中的文字。 

注意需要本机至少安装 office2007 环境。 

 

 

原图使用美图秀秀打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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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识别后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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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二维码生成 

类型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VS2013  

语言 C#  

数据库   

视频连接   

淘宝地址   

功能 网页上的第三方二维码通常是直接制作好了

的，但是每次要动态修改呢？那么我们必须

和服务端后台结合。 

此示例用于根据用户输入的信息服务端生成

二维码。 

 

 

 

2.13. 文库在线预览 

类型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VS2013  

语言 C#  

数据库   

视频连接   

淘宝地址   

功能 此示例用于展示文件的在线预览，使用的是

开源组件，需要本机安装 office2007 以上。 

 

 

2.14. 短信管理平台 

类型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VS2013  

语言 C#  

数据库   

视频连接   

淘宝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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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此示例用于阿里云短信的调用，仅仅为示例，

如果需要可以定制或者和其他业务系统结

合，配置文件中的 secret 为平台测试的密匙，

如果不能发送或者无法使用请与作者联系，

如有变更恕不通知。 

 

短信预览： 

 

手机查看短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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