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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棉花加工检验平台是为加工企业提供的一个棉花加工数据查询、

检验数据查询、棉包组批、入库管理、棉包数据分析的一个综合网络

操作平台。 

2 功能和框架说明  

2.1 功能模块 

业务操作：加工数据上传、棉包组批、修改组批、预约信息管理、自

用棉公检申请、二次组批申请、二次组批管理、二次组批审核； 

数据查询：棉包数据查询、批次数据查询、籽棉上报查询、仓库预约

进度查询； 

棉花工具：升贴水计算、成本计算； 

统计分析：数据简报、质量分析； 

销售管理：合同管理,客户管理； 

系统设置：用户查询、角色； 



2.2 业务流程介绍 

 

 

3 软件操作介绍 

在 IE8 及其以上浏览器，或者 360 极速浏览器等，搜索地址栏输入如

下网站： 

内地用户：https://bj.cottech.com/ 

新疆用户：https://xinjiang.cottech.com/cottonnew 

见登录页面 如图 1 

http://xinjiang.cottech.com/login/


 

                          图 1 

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登录成功，进入首页并弹出提示信息。 

 

点击确定进入首页。见图 2 



 

                       图 2 

在首页点击籽棉收购价格图表，进入籽棉收购价格详细页面。见图3。 

 

                        图 3 

3.1 业务操作  

  业务操作有加工数据上传、棉包组批、修改组批、预约信息管理、

自用棉公检申请、二次组批申请、二次组批管理、二次组批审核等功



能模块。见图 4。 

 

图 4 

 

3.1.1 加工数据上传 

加工数据上传是企业用户运用采集器来采集的棉包数据信息，在

断网无法自动上传加工数据的情况下，通过手动方式上传加工数据。 

加工数据上传会根据相应的加工企业代码及生产线判断数据是否

准确。 

加工数据上传有上传预览、删除条码、数据还原、保存、打印等

功能操作。见图 

 



 

                      图 3 

点击上传预览读取加工的棉包数据。见图。 

 

选择列表中某条数据后点击删除条码，会给用户弹出提示信息“是否

要删除信息”。点击确定就删除该条数据。 

数据还原是针对刚才删除条码操作的，还原已删除的条码。 

保存即是保存当前要上传的加工数据。 



打印是打印棉包加工信息统计报表及其汇总信息。见图 

 

3.1.2 棉包组批 

棉包组批是对已上传的加工数据进行组批操作。点击棉包组批菜单弹

出其页面并显示查询条件。见图。 

 

根据操作条件，设置查询参数。也可以直接一键组批。 

在棉包组批有组批、重新筛选、查询、添加、删除等操作。见图。 

组批、 



 

组批：根据筛选条件筛选出满足条件的棉包进行组批。组批的最大包

数是 186包，超过 186无法组批。组批时根据序号生成组批号。点击

组批会提示组批成功。 

查询：根据包号范围查询满足要求的棉包数据。 

删除&添加：针对组批过程中对棉包进行调整时，可以删除或者添加

多个棉包。删除是将待组批的棉包删除移到未参与组批的棉包列表，

添加是将未参与组批的棉包添加到待组批的棉包列表中。 

见图。 



 

 

3.1.3 修改组批 

修改组批是将已组批未预约入库的批号的棉包数据进行调

整修改。见图。 

 

筛选条件：根据时间、操作类型、批号来筛选满足条件的数

据。 



保存：对要修改的批号的棉包数据进行添加或者删除后保存，

保存成功即修改组批成功。 

撤销：选择一个组批号操作撤销，即是撤销该入库批号。 

查询：即根据包号范围查询。 

删除&添加：针对修改组批过程中对棉包进行调整时，可以删除或者

添加多个棉包。删除是将待组批的棉包删除移到未参与组批的棉包列

表，添加是将未参与组批的棉包添加到待组批的棉包列表中。 

 

3.1.4 预约信息管理 

预约信息管理是对已组批的批号预约入库信息管理。见图。 

 

搜索：根据批号、预约号、申报日期、状态等条件可以搜索

到相关数据。 

操作：有提交入库公检申请、打印过磅单、打印入库公检申

请、下载汇总表、导出申请表。见图。 



 

提交入库公检申请：是选择一个预约号提交入库公检申请。

见图。 

 

打印过磅单：选择一个预约号 打印过磅单。见图。 



 

打印入库公检申请：选择一条已申请预约入库的批号。打印

入库公检申请。见图。 

 

下载汇总表：是下载预约入库申请信息汇总表，点击下载汇

总表弹出下载 txt 格式的数据。见图。 



 

导出申请表：将预约入库申请的所有信息导出，点击导出申

请表弹出下载。见图。 

 

在预约信息管理页面列表点击预约号，可以查看预约申请的

详情信息。见图。 



 

对列表中已提交公检申请的预约号可以修改，点击修改即可。

见 图 。

 

 

3.1.5 自用棉公检申请 

自用棉公检申请是自用棉的入库公检申请信息管理。见图。 



 

搜索：根据组批日期、入库批状态查询相关数据。 

操作：自用棉入库公检申请、打印过磅单、下载汇总表。 

1、选中一条数据点击自用棉入库公检申请。弹出其详情页

面对基本信息编辑或者打印过磅码单。见图。 

 

2、选择一条数据，直接点击打印过磅码单。见图。 



 

3、选择一个批次 点击下载汇总表，弹出下载窗口。见图。 

 

 

 

 

 



3.2 数据查询 

 数据查询有棉包数据查询、批次数据查询、籽棉上报数据查询、仓

库预约进度查询等功能。见图。 

 

3.2.1 棉包数据查询 

棉包数据查询是根据查询条件查询满足条件的棉包数据。棉包查询分

普通的搜索和高级搜索。见图。 

 

搜索：可以根据包号、生产线、生产日期等条件来搜索数据。 

高级搜索：根据组批状态、加工类型、批号等等的查询条件来搜索数



据。见高级搜索条件框。见图。 

 

说明：高级搜索的的条件，当公检状态是已公检的，涉及检验相关的

查询条件均可使用。 

操作：有导出扫描终端数据、导出唰唛数据、导出 excel、打印信息

统计报表等。 

组批：在此页面新增组批、一键组批操作的入口。 

3.2.2 批次数据查询 

批次数据查询是对入库组批的数据经常各类查询操作。批次数据查询

分搜索和高级搜索。见图。 



 

搜索：根据仓库、组批日期、批号、生产线等条件来都搜索批次数据。 

操作：有导出所有、导出勾选。导出所有即根据查询条件搜索的数据

全部导出，导出勾选是将勾选的数据导出。 

发布：选择一条批号数据 发布操作。 

高级搜素：根据快捷条件、入库状态、公检状态等等，搜索出更精准

的批次数据。见高级搜索条件框。见图。 



 

在批次数据列表批次状态分未预约和已预约，未预约的批次可以修改

组批。已预约的批次是无法修改的。 

 



 

根据高级搜索设置已公检，搜索到已公检的批次数据。点击批次可以

查看批次详情。见图。 

 

操作： 



打印重量证书、棉包重量证书打印； 

打印单包证书、棉花单包证书打印； 

打印多包证书、棉花多包证书打印； 

打印加工过称码单、棉花过称码单打印，其中批次重量是加工后的重

量，此时尚未入库公检 

打印检验过称码单、棉花过称码单打印，其中批次重量是入库公检后

的重量，此时已公检 

打印信息统计表、棉包信息组批统计报表打印 

打印信息汇总表、棉花组批汇总表打印 

导出常规 Excel、棉花数据导出 

导出入库核查 Excel、入库核查数据导出。 

3.2.3 籽棉上报查询 

籽棉上报查询是对籽棉上报的数据进行搜索。籽棉上报查询分搜索和

高级搜索。见图。 

 



搜索：根据单号、过磅日期、单号状态 搜索满足条件的数据。 

高级搜索：根据发票状态、身份证号、种植年度、车号等条件搜索。 

导出：导出籽棉信息表。 

3.2.4 仓库预约进度查询 

仓库预约进度查询是对内地监管棉花预约入库进度查

询。见图。 

 

根据区域、时间等刷新看到每个仓库的预约量状态等。 

                         

3.3 棉花工具 

棉花工具有升贴水计算、成本计算等功能。 

 

 



3.3.1 升贴水计算 

升贴水计算是根据批号及贴水方案计算出该批次的升

贴水。见图。 

 

列如输入批号：65122181126  贴水方案：棉协，点击

计算得出升贴水。见图。 

 

 

3.3.2 成本计算 

成本计算有皮棉折籽棉收购价格、籽棉折皮棉成本价格。



见图。 

 

    

皮棉折籽棉收购价格：根据需要调整的参数输入数值后

计算。根据籽棉价的计算公式检查计算的数据是否正确。见

图 。

 

 

籽棉折皮棉成本价格：  根据需要调整的参数输入数值

后计算。根据皮棉加工成本计算公式检查计算的数据是否正

确。见图。   



                   

3.4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主要是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有数据简报、质量分析

等功能。 

 

3.4.1 数据简报 

数据简报是每周汇总一个有关加工、入库与公检的数据简报。

见图。



 

 

 

3.4.2 质量分析 

      质量分析是对棉包质量汇总及指标的分析。见图。               

 



3.5 销售管理 

  销售管理有：合同管理、客户管理等功能。  

 

 

3.5.1 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是对企业签订的合同信息进行相关的管理。合同管理有

搜索、添加、作废、修改、打印等功能。见图。 

搜索：根据签订日期、合同号、是否作废来搜索满足条件的合同信息。 

添加：添加合同信息。见图。 



修改：在合同管理列表选择一个合同号点开，即可编辑修改

保存。 

打印：在合同管理列表选择一个合同号 点击打印即可。 

3.5.2 客户管理                    

客户管理是对客户信息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查询等操作。见图。 

 

搜索：根据客户名称搜索 



添加：添加客户信息。见图。 

 

删除：在客户信息列表选择一条客户信息删除，删除操作会提示用户

是否确认删除。 

修改：在客户信息列表选择一条客户信息，点击客户名称即弹出修改

页面。  

3.6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是对棉花加工检验平台的用户及系统配置相关的信息进行

管理。 

3.6.1 用户查询 

用户查询是对棉花加工检验平台的用户进行查询、添加、编辑等。见图。 



 

搜索：根据用户名搜索用户信息。 

添加：添加一条用户信息。见图。 

 

编辑：在用户信息列表选择一条用户进行编辑。 

 

3.6.2 角色 

角色是给棉花加工检验平台添加角色设置。见图。 



 

搜索：根据角色名搜索 

添加：添加一条角色。见图。 

 

修改：在角色信息列表选择一条角色信息修改，即编辑数据保存。 

删除：在角色信息列表选择一条角色信息删除，会提示用户是否确认

删除。 

 

 

 



4 其它操作说明 

Pdf 阅读器 

打印报表插件 

消息 

个人信息维护 

4.1 操作控件配置 

在使用棉花加工检验平台还需要配置安装 pdf阅读器、打印报表查询

插件。 

在平台右上角点击【pdf 阅读器】。弹出下载窗口。下载并运行

Adobe+Reader+XI_11.0.exe。见图 

 

 

在平台右上点击【打印报表插件】弹出下载窗口。下载并运行

install_lodop32.exe。见图。 



 

4.2 消息管理 

在平台右上角点击 弹出消息页面。见图。 

 

根据标题、时间段、状态 查询相关的消息信息。 

4.3 个人信息维护 

 

在平台有上角将鼠标放在此处，会显示个人信息、上传图像、退出。 



个人信息： 

点击个人信息跳转到个人信息页面，可以对信息进行编辑并保存。见

图。 

 

上传图像 

点击上传图像跳转到上传图片页面。上传图片不能超过 5Kb。见图 

 

退出： 

点击退出，退出该平台。会提示用户是否确认退出。退出跳转到登录

界面。 



5 常见问题解答 

1 登录失败，请检查登录账号信息是否准确。  

2 浏览器兼容性问题，遇到浏览器界面加载数据不全，请使用 IE8 以

上浏览器。 

3 查询信息加载时间过长或者失败，请检查网络是否异常或者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