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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文具用品行业 适用人群：文具销售和采购人员，办公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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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工具  

一、 书写工具分类目录 

（1）、 铅笔系列：普通铅笔、彩色铅笔、绘图铅笔、自动铅笔、环保铅笔、木工铅笔、特种铅笔； 

（2）、 圆珠笔系列： 

（3）、 钢笔系列：普通钢笔、财务专用钢笔、美工钢笔、名钢笔； 

（4）、 水性笔系列：中性笔、嗜喱笔、签字笔、必备笔、水解笔、白板笔、秀丽笔、莹光笔、 

（5）、 油性笔系列：箱头笔（双头笔、记号笔）、麦克笔（广告笔）、漆油笔、投影笔、绘图笔（针

笔）. 

（6）、 宝珠笔系列： 

（7）、 毛笔系列： 

（8）、 其它笔系列：水银笔（银笔芯）、拉线笔（撕纸蜡笔）、对笔、粉笔、电话笔、教师笔、镭射

笔； 

（9）、 替芯系列：铅笔芯、圆珠笔芯、定位笔芯、四色笔芯、中性笔芯、宝珠笔芯、铁笔芯； 

（10）、 书写油墨：钢笔墨水、箱头笔水、白板笔水、墨汁、笔胆、莹光笔水； 

 

 

（1）、 铅笔系列： 

铅笔的制件过程：将松木切成铅笔块在切成铅笔板；将铅笔板上蜡和着色；将铅笔板切出用于安放铅

芯的槽； 将用石墨和粘土制成的铅芯放入槽中；将第二块铅笔板与安方了铅芯的第一块铅笔板粘合在一起，

做成三明治；将三明治制成铅笔形状；将三明治做成单个的铅笔，平整的排列；给每个铅笔上漆；在铅笔

的一端安装金属箍（用于将橡皮装在铅笔上）；在每个铅笔装上橡皮并压紧。 

在中国铅笔业习惯计量单位为“罗”，1罗=144 支。 

影响铅笔的品质质量的因素可归纳为：木材、铅芯、油漆、印刷、外设等几部分。 

铅笔系列种类：普通铅笔、彩色铅笔、绘图铅笔、自动铅笔、环保铅笔、木工铅笔、特种铅笔 

1. 普通铅笔：外形设计及铅笔杆形状丰富多样（如六角形、圆形、三角形）末端均有配橡皮擦，主

要以学生为使用对象。 

2. 彩色铅笔：主要用于绘画、暂时性的标识。包装：有 6 色、8 色、12 色、18 色、24 色、26 色、

36 色、50色。 

3. 绘图铅笔：用于设计与绘图为多，规格有 6H、5H、4H、3H、2H、H、HB、B、2B、3B、4B、5B、6B。

H 代表硬度（硬铅）决定于粘土在铅芯中的含量，B代表书写的浓度（软铅）决定于石墨在铅芯中的含量，

HB 为中性铅（介于粘土与石墨的成份相等）；其中 2B 铅笔为国家规定高考试专用笔。 

市场消息：因市场上出现有很多是劣质铅笔（特别 2B 铅笔），会给考生们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有着

将近 50 年历史的中华牌铅笔是市场造假者的“最爱”。为了有效地保护消费者以及企业的切身利益，因此，

中国第一铅笔股份有限公司推出可以上网查验真伪的“中华牌考试专用铅笔套装”。新套装采用了由国家

信息中心监制的“产品身份码”数码防伪系统，消费者可以通过电话、短信和互联网等工具，轻松获知产

品的真伪。 

4. 自动铅笔：活动铅笔按其出芯方式不同分为脉动式和坠芯式。当外力每作用于出芯机构一次，铅

芯则输出一定长度值的为脉动式活动铅笔，当外力作用于出芯机构时，铅芯在重力作用下自由坠落的为坠

芯式活动铅笔。 

根据活动铅笔零部件所用的材料和结构不同，可分为高级、中级和普级活动铅笔。具有金属机芯和金

属笔杆或笔杆表面经装饰性工艺处理的活动铅笔为高级品；结构简单的塑料笔杆活动铅笔为晋级品，介于

两者之间者为中级品。规格有：0.3、0.5、0.7、0.9。 

5. 环保铅笔：以报纸和铅芯一起放入研制的机器中卷制成的。在卷起来的过程中加入化学制品，报

纸重新还原成纸浆。卷制完成后，用塑料膜套膜，进行外包装。且每支环保铅笔的成本要比木制铅笔便宜

0.02 元。记得刚上市时每支 0．50－0．60 元，现在卖价在 0．30 元，但销量极少。主要是由于小学生爱

用卷笔刀削铅笔，环保铅笔不太好卷，容易卷坏卷笔刀。因此有环保铅笔上加入一条细绳以助易撕。 

6. 木工铅笔：主要是木工匠人用得多。形状椭圆扁状，中间的长方形石墨芯很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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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种铅笔： 

（2）、 圆珠笔系列： 

又名原子笔，由于不用加水且携带方便之优点而被广泛使用。分圆珠笔、四色笔、按制圆珠笔三种。 

品牌有：华明（杭州）、晨奇、施耐得、好得利、俊发、琪美、多咪呢、瑞文、文昌（浙江）、真彩、

西瓜太郎、南韩、百乐、东洋、白金、三菱、斑马。 

根据圆珠笔零部件所用的材料和结构不同，可分为高级、中级、和普级圆珠笔。具有金属笔芯的金属

杆套或圆珠笔的外表零配件经装饰性工艺处理的为高级品；塑料笔芯和塑料杆、套并结构简单的为普级品；

介于两者之间的为中级品。 

圆珠笔（原子笔）的使用常识： 

1)、 球珠收口过程：圆珠笔笔头有球珠和球座组成，墨水通道有五沟。球珠放入球座上，球座收口，

包住球珠，让球珠不至于掉出，完成笔头加工。 

2)、 圆珠笔书写原理：球珠在球座内可以自由转动。圆珠笔的油墨通过球座中的五个沟流向球珠上，

笔在书写时，摩擦力带动球珠转动，从而流向球珠的油墨不断转印到书写物上。 

圆珠笔的昌油原因：圆珠笔在书写时，一部分油墨从球珠转达印到书写物上，请看球珠被印后变白，

另一部分油墨会随球珠转动带回球座内。好的笔头，随球珠转动将油墨被带回球座较彻底，油墨沾在球座

头外面较少，比较干净。较差的笔头，油墨会大部分沾在球座头外面，无法带回座内，即我们所称的冒油

现象。 

（3）、 钢笔系列： 

  自来水笔是如何产生的？ 

自来水笔于 19世纪末叶产生在西半球，距今已有一百余年历史。自来水笔的前身是醮水钢笔，醮水钢

笔的前身是羽毛笔，而羽毛笔的前身则是埃及和波斯人制造的芦管笔。 

  最早的芦管笔是怎样制作的？ 

芦管笔是采用埃及和波斯湾一带所产的芦苇竹管，经过简易的化学处理和清洗，烘干等工艺后，把一端削

成斜尖形，醮上墨汁书写。这种笔仅适宜书写结构简单的文字。 

  羽毛笔又是怎样制作的？ 

公元 7 世纪出现于欧洲的书写工具，羽毛翎管经过去脂处理以后，把端面削成斜尖形醮上墨汁进行书

写，效果比芦管笔好得多。羽毛笔由于外形美观，书写时显得风度潇洒。因此它在欧洲各国风行一时，经

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欧洲许多经典著作中都留下了羽毛笔的不朽墨迹。 

  醮水钢笔是怎样产生的？ 

由于羽毛笔质量上并不耐用，因而人们再一次寻求新的书写工具。17 世纪 50 年代，法国市场上出现了最

初的醮水钢笔，代替了沿用一千多年的羽毛笔。由于它的笔尖采用钢材制造，所以称为"钢笔"。 

品牌：英雄、贵冠、天伦、西瓜太郎、亚文、文冠、带文  

名钢笔：品牌：派克（美国）、利是（德国）、万宝龙（德国）、都彭（法国）、圣罗兰（法国）、登喜路

（法国）、威迪文（法国）、乐多（日本）、犀飞利（美国）。 

钢笔按吸水方式有：螺旋式、挤压式、抽取式、活塞式。 

钢笔系列种类分：普通钢笔、财务专用钢笔、美工钢笔、名钢笔； 

1、 普通钢笔： 

  自来水笔按笔尖材料不同分为金笔、铱金笔、钢笔三大类。 

  金笔笔尖：它的基体金属用金合金制成。其中含金成份有 14K（含黄金 58.33%），12K（含 黄金 50%）

两种。 

 铱金笔笔尖：铱金笔笔尖基体用耐磨不锈钢制成，尖端亦焊接铱粒（是指笔尖尖端焊接耐磨合金

小球体）；铱金笔按零部件结构和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高级铱金笔和普通铱金笔两种。 

 钢笔笔尖：一般也用耐酸不锈钢制成，但尖端不焊接铱粒。 

  自来水笔的笔尖造型结构就可分为明尖型，半明尖型，暗尖型三种 

 明尖型：明尖型的笔尖大部或全部外露。有传统的瓦片形，新颖的抱脚形，镶嵌形和圆锥体形（又

称大包头形） 

 半明尖：半明尖的笔尖一部分外露于尖套或笔项，有弧形，平板形和三角形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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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尖型：暗尖型的笔尖几乎全部被尖套所包覆，仅少量书写端外露。暗尖型笔尖呈圆筒状，也称

为圆筒形笔尖。我国当前生产的自来水笔品种以暗尖型居多 

2、 财务专用钢笔： 

3、 美工钢笔： 

4、 名钢笔：在铸笔时所选用的材料方面都很稀有或特殊物质，然后经人手雕刻加工精细有图纹，在

采取在钢笔中先进的真空抽水方式，让钢笔的款式优雅大方。 

不同笔尖材质代表分：“925”代表纯银； “750”代表 18K 金； “585”代表 14K 金； 23K 直接镀金； 

24K 代表纯金。 

如万宝龙的笔尖分类：F（中细）→0.5， X（特细）→0.3， M（中粗）→1.0   B（特粗）→3.8。 

如何选购金笔： 

笔尖用金、合金片冲制，在笔尖的顶端，点焊着铱粒的自来水笔，称为金笔。金笔尖按黄金的含量（成

份），分为 12K 和 14K 两种。名优、名牌金笔，在笔套口处或笔 尖表面，均有明显的商标牌号、型号，在

商品的包装内，均有质量检验“合格证”、 生产厂名、产地和检验人员的姓名或代号等标记、标志；在金

笔尖的尾部背面，均有明显的黄金含量钢印（即 12K 或 14K）字样的牌号。  

      假冒伪劣商品，如以镀金笔尖、镀钛仿金笔尖来冒充金笔；也有冒用正规生产的名优、名牌金笔的牌

号、型号，装配上同样牌号的仿金铱金笔尖来充当金笔；有的是从国外走私进来，冒充进口金笔。 

消费者在选购金笔时，怎样来自我保护，鉴别假冒伪劣金笔呢？ 

1）．首先观看笔尖尾部背面，是否有明显的黄金含量钢印标志，即 12K（50％）或 14K（58．3%或 58．5

％）字样和牌号（包括进口金笔）。 

2）．从笔尖的侧面，观看笔尖头部铱粒与金、合金笔尖的焊接处，两者之间的弧线，是否黄，白分明，

清晰可辨。如果黄、白分明不清或笔尖顶端的铱粒全部呈黄色或略带黄色，这就可判断这支金笔，肯定是

假冒伪劣的镀金笔或是镀钛仿金的假冒金笔。 

自来水笔的使用与保养  

1)、 保护金属部件的表面镀金(铂金)层，防止硬质金属件相互磨擦碰撞，并避免接触酸性碱性溶液，

经常用软布揩拭，保持金笔笔身常新。 

2)、 吸水器墨水囊两用结构，请优先使用墨水囊，可保持出水流畅。 

3)、 使用吸水器时请选用无沉淀墨水，调用墨水或停用贮放前，按照吸墨水方法用清水洗涤内部，

甩干贮放或调用墨水。 

4)、 请勿吸用含额胶质的黑墨水，以防淤阻书写结构，影响出水。 

5)、 塑料零件不能接触高温(65°C)及酒精等有机溶剂。 

6)、 书写结构不宜自行拆装，以免零件失落或损坏。 

7)、 墨水囊及吸水器的使用：A、替换墨水囊：取下旧墨水囊，用力将新墨水囊推入自来水笔的前端，

备用墨水囊可按图示方向放入笔杆。B、插入旋转式吸水器：可用力将它推入自来水笔前端，然后旋转吸水

器尾部，先逆时针旋转至空气排出，再顺时针旋转，即吸入墨水。C、插入压簧式吸水器：用力将它推入自

来水笔的前端，然后动弹簧片，即吸入墨水。 

8)、 金笔的清洗：取出墨水囊或墨水吸水器，将笔尖和自来水笔前端浸在温水中至渍积物软化。插

回吸水器后，将笔尖浸在温水中，然后手握旋转式吸水器尾部，以逆时针或顺时针方向转动，(压簧式吸水

器为连续压动弹簧片)直到水变清为止，最后用软布擦干待用。 

（4）、 水性笔系列： 

1、 中性笔、嗜喱笔：中性笔是介于原子笔与钢笔之间的笔。有钢笔的流畅清渐的书写效果，且可换

芯，颜色多样，特殊颜料墨液，耐水性。市场上的品牌有：三菱、斑马、东洋、白金、白雪、写乐、金万

年、真彩、西瓜太郎、晨奇、 宝克、俊发、多咪尼、瑞文、好得利、史努比。 

2、 签字笔、必备笔：产品方面有可加水或是真空的。特性有钢笔的书写流畅，又具圆珠笔的携带和

书写方便，款式多样，因而在笔类中占有相当位置。 

签字笔的墨液分染料和特殊颜料两种，其特性：染料的墨液会散水，颜料墨液具有耐性。采购对象多

为办公室人员或写字楼。 

市场品牌：斑马、三菱、东洋、迪诺、乐多、成路、百乐、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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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秀丽笔：是指笔尖部分用纤维体（类似于毛笔）的做成软性塑胶，书写起来更可体用笔者一笔一

划的粗细线条。用途：用于在宴会上的嘉宾题名册上的签到。 

4、 白板笔：用于白板书写，书写完后可加水在用，但效果不明显。适合范围：办公室、工厂、学校、

机关、酒店使用。 

白板笔笔水材料主要由颜料和酒精做成，因酒精具挥发性、易擦拭、速干色泽光艳，也因同样原因，

故在使用时应注意书写完后套上笔帽，此因素最易犯错，使白板笔很快使用完。白板笔一般不提倡加墨水

继续使用（除指明有加水外），因加水时需将笔杆打开，在笔芯中加入白板笔水，可继续使用，但影响外型。

白板由于使用的是酒精成份墨水形成了易挥发。市场品牌有：日本雅丽、白金、飞龙、施德楼、东洋、斑

马、雄师、比克、东亚、。 

5、 水解笔：所谓的水解笔又称为水洗笔或可褪色笔，是会规定的时间之内用此笔所书写痕迹会自动

退化消失。因有自动褪色功能请不要用在签发支票、证卷、永久性资料。可书写于纸、布料、毛料、木料、

塑料等各种介质表面，广泛应用于临时标记、设计、绘画、缝纫、刺绣等各行业。一量水解笔未按时消失，

请即时用去迹笔消除痕迹，以免变黄。 

6、 莹光笔：莹光笔是选用荧光原料，特别的环保墨液，防水防晒，防直功能原料制成可反射发光的

笔，特点是颜色多样特别、鲜明且历久不变色，适于作记号、核对用，并可用于传真纸上。适合办公室及

界人士选用/莹光笔有扁头和圆头之分，荧光笔的颜色有八种之多，没有黑和白色。 

市场品牌：斑马、东洋、迪诺、西瓜太郎、斯派雅、白金、施德楼、真彩。 

（5）、 油性笔系列： 

1、 箱头笔：又称双头笔、记号笔、奇异笔、万能笔；笔水材料主要由漆油颜料和水做成；特性不可

擦试，多用于做记号、POP 广告的使用。有单头和双头两种。双头又分大双头和小双头。现市场上假货冒

充很多，特别是斑马的箱头笔。主要通过印刷效果和书写的颜色来区分。主要用于纸箱、纸盒、玻璃、塑

料的表面。雅丽牌的，70是圆头，90 是扁头。 

品牌有：斑马、雅丽、马牌、东洋、白金、樱花。 

2、 漆油笔：是指在油性笔的基础上加深了油墨（附加金属颜料）的密度，覆盖力更强，永久不裉色，

不易擦掉，可书写于多种物体表面（特别是金属表面），墨法成固体状，故每次使用前应先摇晃以利书写。 

 漆油笔的油墨里带有金属性原料，故而比油性笔更具有耐久性，其特点是： 

1)、 快干、防水。 

2)、 油性不透明，可广泛使用于玻璃、纸张、塑料、金属、木材等，主要是用于广告。 

3)、 笔套备有防滚动装置。 

  漆油笔的使用方法： 

1)、 将笔杆末端轻力撞击平面使笔杆里面的圆珠松脱。 

2)、 盖紧笔套，摇动笔杆，令圆珠在杆内滚动。 

3)、 把笔咀轻压在纸上，笔嘴轻微往内缩，直至墨液渗出。 

4)、 使用前在纸上尝试书写。 

品牌有：斑马、三菱、雅丽、东洋、樱花等； 

3、 投影笔：主要用于投影胶片的书写。品牌：施耐德、辉柏嘉。 

4、 绘图笔（针笔）：又称针笔。特点是：针笔的笔尖有不同的粗细之分，可按照在画图过程中选择使

用。用于用描图纸的手工书写。 

按笔尖的粗细可分为：0.1、0.2、0.3、0.4、0.7、0.8、0.9、1.0。 

按笔的类型可分为：针笔（可任意更换墨水及笔尖的粗细）、纤维笔（一次性使用的绘图针笔，不可加

墨或换笔尖）。 

品牌有：上海的英雄、德国的施耐德、日本三菱（纤维笔）。 

（6）、 宝珠笔系列：据体性质与原子笔相类似。整支笔的笔杆材料用生铁、树脂制成，款式以圆珠

笔中的按动式为主。所使用的笔芯较为粗。 

（7）、 毛笔系列：毛笔可算是中国独有的品类。传统的毛笔不但是古人必备的文房用具，而且在表

达中华书法、绘画的特殊韵味上具有与众不同的魁力。不过由于毛笔易损，不好保存，故留传至今的古笔

实属凤毛麟角。毛笔的制造历史非常久远，早在战国时，毛笔的使用已相当地发达。中国的书法和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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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与毛笔的使用分不开的。 

最早的毛笔，大约可追溯到二千多年之前。西周以上虽然迄今尚未见有毛笔的实物，但从史前的彩陶

花纹、商代的甲骨文等上可觅到些许用笔的迹象。东周的竹木简、缣帛上已广泛使用毛笔来书写。湖北省

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发现了春秋时期的毛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笔。其后，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出土

的战国笔，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出土的秦笔，及长沙马王堆、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

甘肃省武威市、敦煌市悬泉置和马圈湾、内蒙古自治区古居延地区的汉笔，武威的西晋笔等都是上古时代

遗存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分类： 普通书法笔：狼毫、白云. 

绘画用毛笔：油画笔、水粉笔、水彩笔、油刷、眉笔。 

1)、 从性能上分：则有硬毫、软毫、兼毫。 

  软毫笔：一般是用羊毛加工制成，特点是柔软、含水量大。大小型号，品种也很多，大型的如“提

斗”、“抓笔”等，中小型的如“鹤劲”、“鹤脚”等等。 

  兼毫笔：是用硬毫与软毫相间制成的，刚柔适中。我们现在常见的如“紫毫”，大中小“白云”等。 

2)、 从笔管的质地来分：有水竹、鸡毛竹、斑竹、棕竹、紫擅木、鸡翅木、檀香木、楠木、花梨木、

况香木、雕漆、绿沉漆、螺细、象牙、犀角、牛角、麟角、玳瑁、玉、水晶、琉璃、金、银、瓷等，不少

属珍贵的材料。 

3)、 从笔的用途来分：有山水笔、花卉笔、叶筋笔、人物笔、衣纹笔、设骨笔、彩色笔等。 

4)、 从笔的长度分：长、短、大、小，运用起来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如画大幅的画用大笔，画小幅

的画用小笔。这些都是一般的规律，但又不能拘泥，如有的画者爱用羊毫，有的爱用狼毫，也有的爱用大

笔作小画，认为这样能收到意酣墨饱的效果。 

从笔毫的原料上来分：就曾有兔毛、白羊毛、青羊毛、黄羊毛、羊须、马毛、鹿毛、麝毛、獾毛、狸

毛、貂鼠毛、鼠须、鼠尾、虎毛、狼尾、狐毛、獭毛、猩猩毛、鹅毛、鸭毛、鸡毛、雉毛、猪毛、胎

发、人须、茅草等。 

现在我们常见的品种有“石獾”、“狼毫”、“兰竹”、“叶筋”、“红毛”、“羽箭”寺，其笔型大小不一。 

（8）、 其它笔系列： 

1、 银笔（银笔芯）：用途主要在皮革书写专用工具。 

2、 拉线笔（撕纸蜡笔）： 

3、 对笔： 

4、 粉笔：粉笔是一种传统笔，而现市场上主要以无尘粉笔主，它是采用几种化学原料相互反应，使

石膏粉分子粘结聚集，从而增加了粉笔分子的重量，擦墨板时，粉尘迅速下落，不至于飞飘从而起到消尘

的作用。  

粉笔品质特性：是否具有光滑，不粘手，不粘衣，不会风扬，还可加香，加色等显著特点。 

 普通粉笔制作的原料：石膏粉、水、化石粉等：  

无尘粉笔制作的原料：石膏粉、轻质碳酸钙、双飞粉（大白粉）、滑石粉及其他化学物品。 

5、 电话笔：主要应用于银行,邮局,学校家庭等广泛场合.  

6、 教师笔： 

7、 镭射笔：又称激光笔，用途：主要应用在大型联合演讲、培训及方向指示等。在选激光笔时主要

了解其笔的可达镭射距离、波长、使用的电池。 

（9）、 替芯系列：铅笔芯、圆珠笔芯、定位笔芯、四色笔芯、中性笔芯、宝珠笔芯、铁笔芯； 

（10）、 书写油墨配件： 

1、 钢笔墨水、 

2、 箱头笔水、白板笔水、 

3、 墨汁： 

墨给人的印象似稍嫌单一，但却是古代书写中必不可缺的用品。借助于这种独创的材料，中国书画奇

幻美妙的艺术意境才能得以实现。墨的世界并不乏味，而是内涵丰富。作为一种消耗品，墨能完好如初地

呈现于今者，当十分珍贵。 

  在人工制墨发明之前，一般利用天然墨或半天然墨来做为书写材料。墨的发明大约要晚于笔。史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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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纹饰、商周的甲骨文、竹木简牍、缣帛书画等到处留下了原始用墨的遗痕。文献记载，古代的墨刑（黥

面）、墨绳（木工所用）、墨龟（占卜）也均曾用墨。经过这段漫长的历程，至汉代，终于开始出现了人工

墨品。这种墨原料取自松烟，最初是用手捏合而成，后来用模制，墨质坚实。据东汉应劭《汉官仪》记载：

“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愉麋大墨一枚，愉麋小墨一枚。”愉麋在今陕西省千阳县，靠近终南山，其山

右松甚多，用来烧制成墨的烟料，极为有名。 

  从制成烟料到最后完成出品，其中还要经过入胶、和剂、蒸杵等多道工序，并有一个模压成形的过程。

墨模的雕刻就是一项重要的工序，也是一个艺术性的创造过程。 墨之造型大致有方、长方、圆、椭圆、不

规则形等。墨模一般是由正、背、上、下、左、右六块组成，圆形或偶像形墨模则只需四板或二板合成。

内置墨剂，合紧锤砸成品。款识大多刻于侧面，以便于重复使用墨模时，容易更换。墨的外表形式多样，

可分本色墨、漆衣墨、漱金墨、漆边墨。 

  中国画的用墨也是很讲究的。墨分“油烟”和“松烟”两种，油烟墨用桐油或添烧烟加工制成；松烟

墨用松枝烧烟加工制成。油烟墨的特点是色泽黑亮，有光泽：松墨的特点是色乌，无光泽。中国画一般多

用油烟，只有着色的画偶然用松烟。但在表现某些无光泽物如墨蝴蝶，黑丝绒等，也最好用松烟。中国画

的墨，一般是加工制成的墨锭，我们在选择墨锭时，就要看它的墨色。看墨泛出青紫光的最好，黑色的次

之，泛出红黄光或有白色的为最劣。磨墨的方法是要用清水，用力平均，慢慢地磨研，磨到墨汁浓稠为止。

用墨要新鲜现磨，磨好了而时间放得太久的墨称为宿墨，宿墨一般是不可用的。但也有画家喜用宿墨作画，

那只是个别的。 

  我们现在有多种书画用墨汁，如“中华墨汁”、“一得阁”、“曹素功”等，可以代墨使用。一般来说，

画工笔，最好用研磨的墨，写意画，因用墨量大，可用书画墨汁。 

  说到中国画的用墨，还需说说中国画的用色。“文房四宝”中的墨，就应该包含有色的意思，因为色也

是中国画的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色在绘画上我们又把它称为颜料，中国画的颜料与西洋画的颜料是不同

的。西洋画的颜料都是化学品。中国画的颜料有两种性质，使用起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其一种是植物质

的，如花青、滕黄、胭脂、牡丹红等，性能是透明、质细，但年久会褪色；另一种是矿物质的，如朱砂、

朱漂、头青至三青、头绿至三绿、赭石、石黄、白粉等，性能是不透明，有覆盖力，年久不褪色。中国画

的颜料比西洋画的颜料种类简单。但给人的感觉却不同，它们使中国画的色彩具有了自己独立的风格。今

天，中国画家们为了更丰富地表现生活，也兼用了一些西洋画的水彩、水粉颜料，但这只可适当的搭配，

一定要保持中国画的色彩特点；如果西洋画的颜料用过了头，就不像中国画了。 

 

4、 莹光笔水、； 

5、 砚台： 

砚，是磨墨用的。要求细腻滋润，容易发墨，并且墨汁细匀无渣。砚也有石砚、陶砚，砖砚、玉砚等

种类之分，最负盛名的是广东产的端砚和安徽产的歙砚。不过，作画用砚，也不一定那么讲究，一般选择

那种石质好，砚池深、稍大有盖的，研磨时发墨快、水份不易挥发的就可以了。 

    在古代的文房书斋中，除笔、墨、纸、砚这四种主要文具外，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其他器具，它们也

是组成文具家族中必不可少的一员。明代屠隆在《文具雅编》中记述了四十多种文房用品，通常较为常见

的有： 

 笔掭：又称笔砚，用于验墨浓淡或理顺笔毫，常制成片状树叶形。 

 臂搁：又称秘阁、搁臂、腕枕，写字时为防墨沾污手，垫于臂下的用具。呈拱形，以竹制品为多。 

 诗筒：日常吟咏唱和书于诗笺后，可供插放的用具。多以竹制，取清雅之意。 

 笔架：又称笔格、笔搁，供架笔所用。往往作山峰形，凹处可置笔。也有人物和动物形的，或天

然老树根枝尤妙。 

 笔筒：笔不用时插放其内。材质较多，瓷、玉、竹、木、漆均见制作。或圆或方，也有呈植物形

或他形的。 

 笔洗：笔使用后以之濯洗余墨。多为钵盂形，也作花叶形或他形。 

 墨床：墨研磨中稍事停歇，因磨墨处湿润，以供临时搁墨之用。 

 墨匣：用于贮藏墨锭。多为漆匣，以远湿防潮。漆面上常作描金花纹，或用螺细镶嵌。 

 镇纸：又称书镇，作压纸或压书之用，以保持纸、书面的平整。常作各种动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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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注：注水于砚面供研磨，多作圆壶、方壶，有嘴，也常作辟邪、蟾蜍、天鸡等动物形。砚滴：

又称水滴、书滴，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砚匣：又称砚盒，安置砚台之用。以紫擅、乌木、豆瓣摘及漆制

者为佳印章：用于钤在书法，绘画作品上，有名号章、闲章等，多以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等制成，也

有铜、玉、象牙章等。印盒：又称印台、印色池，置放印泥。多为瓷、玉质，有圆有方，分盖与

身两部分。 

6、 笔胆： 

7、 水彩水： 

 

修正工具  

二、 修正工具分类说明: 

（1）、 涂改液：  

（2）、 修正带：修正带、修正带芯; 

（3）、 消字灵： 

（4）、 橡皮擦：普通橡皮擦、绘图橡皮擦、沙胶； 

（5）、 擦  笔： 

修正工具分类说明: 

简述：主要用于在书写时写错字或公司文档存在有错漏的字进行修改。 

    市场上品牌有：长城、东洋、辉柏嘉、欧文、立泰、晴蜒、施耐德、COCO、北极熊（上海）、益而高（广

州）、多咪尼（广州）、多纳（浙江）、 雅思（福建）、晨奇、百利、西瓜太郎（福建）。 

（6）、 涂改液：从涂改液的外形设计来看，主要有瓶装和笔型两种。 

如何正确使用涂改液： 

涂改液容易因长时间静止存放的缘故，导致瓶内有沉淀物如不使劲摇匀的话会出现水质状态的物质，

而遮盖不住所要遮盖的字或图案，因此，要获得最佳涂改效果，必须使劲摇晃，使瓶内的沉淀物与水完全

融合，这样才能得到你所满意的效果。 

（7）、 修正带：修正带、修正带芯（最宽幅度是 8.4MM，最细是 2.5MM）。 

帶如何选购修正 ？ 

市面上有各式的修正带，选购的要项在其宽幅最好是 4. 2mm，因为 4.2mm 恰好是电脑印表字幅每行的行宽，

在修正时不易误修到别行字，且可一次就修正完毕，有些修正带的宽幅为 6mm，就不适用于电脑文件上。

另外，也要注意修正带的材质，最好选择覆盖率高、无毒性、厚度够的，即使是中性笔或墨水笔迹也可轻

易覆盖，一次 OK。 

涂改液与修正带的区别：涂改液：属液体成份，可用于任何纸张，可任意涂改，但须等其干固，而修

正带：属于固体粉带，覆盖力强韧性效果特性，无须等其干固。 

（8）、 消字灵： 

（9）、 橡皮擦：普通橡皮擦、绘图橡皮擦、沙胶； 

（10）、 擦  笔： 

 

文件管理用品  

三、 文件管理用品分类目录 

（1）、 快  劳：快劳、纸快劳、挂快劳； 

（2）、 文件夹：PP 文件夹、纸皮文件夹、报告夹（抽杆、拉边、拉口）、票据夹、电脑夹； 

（3）、 资料册： 

（4）、 档案盒： 

（5）、 文件袋：文件袋、档案袋、资料袋、白卷宗； 

（6）、 文件套： 

（7）、 风琴包： 

（8）、 文件管理用品配件：分类纸、内页袋、 

（9）、 名片册/名片盒： 



第 10 页 共 65 页 

（10）、 文档夹类用品：马尾夹、装订夹、票据夹、山型夹、磁性夹、连射夹、 

（11）、 文件管理架：文件盘（架）、资料架、书篮、书笠； 

文件管理用品说明: 

（1）、 快  劳： 

8、 快劳：又名档案夹，用途：保管大量的工作文件资料，多采用黑色与兰色。材料：纸板，PVC 包胶，

快劳的表面光滑度及硬度。 

 规格：2寸 A4、F4，3 寸 A4、F4，3孔或 4孔的快劳。 

 夹具：D型夹具，O型夹具（含 2孔、3孔、4孔）。 

9、 纸快劳：规格：A4、FC 

10、 挂快劳；规格：A4、F4；颜色：红、黄、蓝、绿等。 

（2）、 文件夹： 

1、 PP 文件夹、纸皮文件夹：用于保管使用频繁的文件，存取文件。材料：主要以纸板，PP 包胶。 

夹具：单强力夹，单弹簧夹，长杆夹，双强力夹，双弹簧夹，D型夹+板夹，长杆夹+板夹，弹簧夹+板

夹。 

2、 报告夹（抽杆、拉边、拉口）、票据夹：即时性的报告文件保管。税票保管、挂式资料用。 

3、 电脑夹：22 孔钢电脑夹：规格 A4、F/C；80 列、132 列 

（3）、 资料册：用于保管较为珍贵的图片及文件资料（商务办公用）。材料：PP 材料制成 

规格（页数分）：10页、20 页、30 页、40 页、60页、80页、100 页（在包含分无内纸与在内纸）。 

（4）、 档案盒：用于保管不经常用文件资料，储量大。材料： PP 料、牛皮纸 

规格：2cm、4cm、6cm。此是每个档案盒的厚度 

（5）、 文件袋：文件袋、档案袋、资料袋、白卷宗：用于对于自己的私人物品保管或身份文件等。 

材料：PP料、PVC 料、牛皮纸。 

款式：扣式、文件套、活页袋、透明有侧宽透明文件袋（A4、F/C）。 

牛皮纸厚度尺寸：150G、250G、350G、（3K、4K 即 A4、F/C）。 

（6）、 胶套系列： 

1. 文件套：用于做单页文档保护或存储。品种有：二页式、三页式、四页式 

2. 硬面胶套：用于对重要或贵重物品起保护作用，如营业执照、税票、照片 等。规格有：A3、B4、

A4、B5、A5、B6、A6、A7、A8。 

3. 热熔胶套： 

（7）、 风琴包：材料：PP料为主。颜色：黑、绿、红、蓝、黄、橙 

款式：票据分包（13 格、26 格等）、分类公事包（13 格、26 格等 A4F/C）有柄、无柄公事包（12 层、

13 层等，软柄及硬柄，A4） 

（8）、 文件管理用品配件： 

1、 分类纸：又称索引纸；主要用对快劳内的资料文件分类整齐有条理更加可方便对公司的文件管理、

查找。格式分：日期 1—31、月份 1—12、英文字母 A—Z、颜色（五色、十色、十二色） 

2、 内页袋： 

（9）、 名片册/名片盒： 

（10）、 文档夹类用品： 

1、 马尾夹： 

 按包装分：有纸盒装、卡装、筒装。 

 按规格分：51mm、41mm、32mm、25mm、19mm、15mm。 

2、 装订夹：主要用于相关资料（一套式）做固定作用，以免散乱、掉失。主要包装以盒装为主；每

盒 100pcs;规格为 80mm。 

按材质分：有塑料、铁质两种。 

3、 票据夹： 

4、 圆形夹：按规格分：75mm、63mm、50mm、38mm、31mm、22mm。 

5、 山型夹：按规格分：145mm、120mm、100mm、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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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磁性夹： 

7、 连射夹： 

（11）、 文件管理架： 

1. 文件盘（架）: 用于对单位内文件分类处理。如：待处理、已发、接收文件。文件架主要分：活动

式、固定式两种； 

2. 资料架: 用于对桌面的文件夹、快劳、资料册等陈列做摆放的支撑。资料架主要分：单格、两格、

三格、四格、八格。市场上品牌：勤必发、南泰利、和兴盛、钊盛 

3. 书篮: 存放或摆放杂乱的文档。 

4. 书笠: 主要起到支撑的作用。规格有：6寸、7寸、8寸、9寸。 

事务用品  

四、 事务用品分类目录 

（1）、 事务钉针类：大头针、回型针、书针、图钉、别针、千枚通、工字钉； 

（2）、 事务用刀类：介刀、剪刀、切纸刀、裁纸刀、开信刀、雕刻刀、纱剪刀、裁纸刀、钩刀、介

刀片、单面刀片、双面刀片； 

（3）、 事务机器类：订书机、打孔机、计数器、起订器、装订机、连射夹器、打墙机、射钉器； 

（4）、 事务油印类：印章类（连结印、转动印、号码印、原子印、会计科目章）；印油类（油印台、

泥印台、印油、打印油、朱沙印油、原子印油）； 

（5）、 事务粘贴类：液体胶水、固体胶水、强力胶、万能胶、浆糊； 

（6）、 事务塑胶类：笔筒、胶纸座、针盒、写字板、台垫、复写板、介刀板、过塑胶； 

事务用品分类目录 

（1）、 事务钉针类：大头针、回型针、书针、图钉、别针、千枚通、工字钉； 

1、 钉书针： 规格：10#、统一（24/6）、26/6、厚层书钉：23/8、23/10、23/13、23/15、23/17、23/19、 

美国书针 B8、B88。书针规格：10#书机的两针之宽为 8.4mm、高为 5mm。其它的书钉的两针之宽为 11.5mm、

高则取决于书钉的分母的大小。 

2、 回型针：规格：2#、3#、4#、8#。 

（2）、 事务用刀类：介刀、剪刀、切纸刀、裁纸刀、开信刀、雕刻刀、纱剪刀、裁纸刀、钩刀、介

刀片、单面刀片、双面刀片； 

（3）、 事务机器类：订书机、打孔机、计数器、起订器、装订机、连射夹器、打墙机、射钉器； 

1、 订书机：分类：10#书机、统一书机、厚层（重型）书机、加长书机（长臂）、钳式书机（手握式）、

电动书机。 

 10#书机：机身体积较小，方便携带实用。使用 10#书针，装订能力 8页以内。 

 统一书机：在市场上最常用的，是书机中主要成员。使用 24/6、26/6、24/8。装订能力在 20-50

页以内。 

 厚层书机：装订能力超强，主要用于大型文档装订。使用 100 枚 23/8-23/19 针。装订能力有 20-100、

30-140、50-210 页以内。 

 加长书机：长轨道专业订书机，进纸深度一般为 0-300mm，用于装订画刊书册中缝。使用 24/6、26/6、

24/8 书针。装订能力 40以内。 

 钳式书机：此类机主要按照力学原理来设计，让使用者在没有任何物品的支撑情况下，均可使用。

其使用 10#、24/6 书针。装订能力 10-25 页之间。 

 电动书动：电动书机是在后期书机系列中的新潮流。独特的外型设计。使在用时高效、轻松、方

便、实用书机，据现在很多的家庭或办公室均在使用。机身电源分干电池、直流电。用 10#、24/6、26/6

书针。装订能力在 20 页以内。 

 如何了解书机材质好坏：判断一台订书机的好与坏在于机器本身设计及压针片的材质是否好。 

2、 打孔机：包括：厂证打孔机、单孔、两孔、三孔、四孔、重型、电动。 

一般以所打纸的厚度决定其价格。规格：正规的打孔机，两孔距为 80MM，孔距（直径）为 5.5MM 或 6MM，

孔与边距 10MM。 

品牌有：利尔达（广州）、舒而佳（宁海）、欧文（东莞）、罗福斯（德国）、益而高（广州）、文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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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旗文、三木（浙江）、文达（浙江）、利尔达（广州）、惠胜（东莞）、益而高（广州）、罗福斯（德国）、

三木（浙江）、欧文（东莞）、旗文（广州）、舒而佳（浙江）、MAX、精良、手牌、好评、美国书机、KW。 

（4）、 事务油印类：印章类（连结印、转动印、号码印、原子印、会计科目章）；印油类（油印台、

泥印台、印油、打印油、朱沙印油、原子印油）； 

1、 印章类：包括连结印、转动印（日期、数字）、号码机、原子印、会计科目章 

2、 油印类：包括油印台、泥印台、印油（打印油、朱印油、原子印油）。印台主要分油印台与水印台

两种。 

市场品牌：雅丽、高誉、马牌、亚信（深圳）、三木（浙江）、益而高（广州）、利百代、新潮日 

（5）、 事务粘贴类：液体胶水、固体胶水、强力胶、万能胶、浆糊； 

（6）、 事务塑胶类：笔筒、胶纸座、针盒、写字板、台垫、复写板、介刀板、过塑胶。 

品牌有：三星（深圳）、益而高（广州）、亚信（深圳）、赞扬（浙江）、今日（广东台山）、泰奕（深圳）、

文达（浙江）、PMP、福乐等。 

商品有：笔筒（套装）、胶纸座、针盒、写字板、台垫、复写板、介刀板、海棉缸、点钞蜡、公章盒、

过塑胶。 

1、 笔筒：用于对办公桌面用品进得有条理物品陈放盒。 

2、 写字板：材质有塑胶、纸板、透明有机玻璃。规格有 A4、A5、B5、B6、F/C； 

3、 过塑胶：过塑胶按厚度可分有：5C、7C、10C； 

过塑胶的规格尺寸： 

型 号 尺  寸 型 号 尺   寸 

2R 95*66mm 4R 114*163mm 

3R 95*136mm 5R 185*135mm  
纸制本册类  

五、 纸制本册分类目录 

（1）、 笔记本系列：软抄、硬抄、线圈本、 

（2）、 记事本系列：工作手册、万用手册、活页簿、通迅录（电话本）、活页纸、草稿纸、光部、

行部、图画本； 

（3）、 便条纸系列：便条纸、便条盒 

纸制本册分类说明: 

（1）、 笔记本系列： 

品牌：渡边(深圳)、巨墨（深圳）、博文（温州）、萨克鼠（浙江）、益而高（广州）、超佳（浙江）、北

京可再贴（北京）、易利、七彩、添美、新明（顺德）、亚龙、七彩、添美、亚龙、齐心 

1. 软抄本： 

软抄可分为无线装订与有线装订两种，现市场大部分的客户是使用无线本。 

常用的规格尺寸有：A4、A5、A6、A7、B5、22K 

2. 硬抄本：硬抄以硬纸板加帖纸、喷漆、包角或磨砂为封面，便于内页保护和携带书写。 

常用尺寸：A4、A5、A6、A7、B5、22K、32K 

3. 线圈本：线圈本线：圈簿多为软抄，线圈活页纸，便于双面书写，不易损坏，内页不易脱落。 

常用尺寸：A5、A4、A7、B5 

（2）、 记事本系列：工作手册、万用手册、活页簿、通迅录（电话本）、活页纸、草稿纸、光部、

行部、图画本； 

在记事本方面主要的种类有：皮面式、磁性、塑胶式、布纹式、其它等。 

品牌：前通、金辉、锦厦、博文、渡边 

（3）、 便条纸系列：便条纸、告示贴、便条盒； 

品牌有：金辉、悦声、曙光、亚龙、益而高、3M、德国 INFO、品高 

1、 便条纸：常用尺寸有 75*75MM、90*90MM、127*76.5MM 等。 

2、 告示贴：俗称为能贴粘的便条纸，留言或提示用。 

3、 便条座：便条盒（皮革）、便条座（有机材料、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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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纸  

六、 办公用纸分类目录 

（1）、 办公用纸：复印纸、电脑纸、传真纸、复写纸； 

（2）、 其它纸品：收银纸、打码纸、照片纸、喷墨打印纸、转印纸、重磅纸； 

办公用纸分类说明: 

（1）、 办公用纸： 

1. 复印纸： 

市场上的品牌：春雷、佳美、歌柏、红歌柏、百兴、东坡、富城纸、3N、超鹰、啄木鸟、吉丽、瑞利

夫、金丝雀、小钢炮、金荷、精选、幸运鸟、佳印、添美、小蜜蜂、爱普生等。 

1)、 按复印纸种类分: 普通复印纸、彩色复印纸（纪州 A款、B款，佳美 A款、B款，多林 A、B、C；

主要颜色有：红、黄、绿、橙、肌色、天兰、蓝）。 

2)、 按复印纸规格分：A3、A4、B4、B5、8K、16K、A5。 

 A → 国际公制、 K → 中国、 B → 日本、 FC → 美国 

 复印纸幅面规格尺寸一览表： 

 

 

 

 

 

 

 

 

 

 

 

 

 

备注： 

 大度：可切‘A类纸’可切 8张 B4、18 张 B5、8张 8K、16 张 16K、8张 A3、16 张 A4、32 张 A5； 

 正度：可切‘B类纸和 K类纸’，可切 9张 B4、18 张 B5、8张 8K、16 张 16K 

3)、 按复印纸重量分：70 克（g） 、80 克（g）、箱/吨。 

 重量 70G、80G：是指面积（长*宽）为每平方米的纸重量。 

 箱/吨：指每吨大纸可切成品复印纸的箱数。 

4)、 复印纸决定其价格多少的因素是：纸张厚度、质量、规格大小和张数： 

5)、 复印纸的质量直接影响复印件的质量，在选用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纸的厚度：通常静电复印机的厚度规格为 46~80 克/平方米，经每平米重量（克）表示。 

 纸的密度：是指纸纤维的疏密与粗细程度。若纸的密度差（即纸的纤维太疏、太粗），则复印件图

像的分辩率就较差，且易产生纸屑、纸毛、纸粉，弄脏复印机，导致复印件卡纸、效果差，故应选用高密

度的处复印纸。 

 纸的挺度：纸的执行者挺度是指纸的质地坚挺程度。当纸的挺度较差时，在输纸通道内稍有阻力，

就会造成复印起皱以致于阻塞而不能复印。 

 纸的表面光度：是指挡纸表面的光亮程度。纸的光亮程度不能过高，否则对图像的定影不利。 一

般面颜色应为白色，不能选用灰白色。 

 纸的干燥程度：为保证复印质量，不降低纸的绝缘性能，复印纸含水量不能大，干燥程度应高，

否则会使复印件浅淡、底灰大，还易产生卡纸现象。复印纸保存应注意防潮，要放在干燥和通风良好的地

方。 

6)、 如何选择复印纸 

规格 宽度（mm） 长度（mm） 规格 宽度（mm） 长度（mm） 

A0 841 1189 B0 1000 1414 

A1 594 841 B1 707 1000 

A2 420 594 B2 500 707 

A3 297 420 B3 353 500 

A4 210 297 B4 250 353 

A5 148 210 B5 176 250 

A6 105 148 B6 125 176 

A7 74 105 B7 88 125 

A8 52 74 B8 62 88 

8K 270 390 16K 195 270 

大度 846 1194 正度 878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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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白  度：较为直观，一般较白的纸质较好。 

B、 厚  度：够不够厚，足不足克，较差的纸一般不足克。 

C、 杂  质：复印纸中含有一些其他物质，主要有荧光粉（剂）、滑石粉、硫酸铝等，一般杂质越多纸

质越差。 

D、 脆  性：由木浆纤维含量决定脆性，越脆纸质越差，好纸则有较大韧性，较柔软。 

E、 均匀度：好纸分布很均匀，将一张纸对强光一照，便可看出好坏。 

F、 含水率：就是纸的含水量，一般标准要求≤4.5﹪--505﹪，是影响纸质及复印纸质量的重要因素

之一。造成卡纸的原因之一，含水率过高复印后会变形，放空氧中会变形。 

G、 纸粉含量：组织结构不紧或杂质过多都会产生粉纸，影响复印机运作，产生卡纸的重要原因。 

H、 化学情况：喷墨要求指标的重要指标，一般纸质好的很少化水，检测方法即用墨水笔一划便知。 

I、 化水性质：与杂质相关，一般标准要求纸的性呈中性。较差的纸呈性，会腐蚀复印机零件，放空

气中会发生化学反应，文件保存时间较短。 

J、 木浆的含量（纤维度）：因为纸为木制，有很多小木纤维，一般木浆含量约越高纸质越好（将纸撕

出痕迹，对光可见纤维含量），一般要求纤维越多越均匀越密越好。（100﹪纯木浆） 

2. 电脑纸 

1)、 按其大小不同的规格，可分为 80 列（9.5*11 英寸）和 132 列（15*11 英寸）两种， 

2)、 按电脑纸的包装数（除单层外）分为 1000 张/箱、1200 张/箱、2000 张/箱； 

3)、 按电脑纸可分为 5层或 6层，又可分为单层白和多层彩，电脑纸的彩色顺序可分为白、红、黄、

绿、蓝。在电脑纸中，客户可按照所须订做电脑纸，也可在电脑纸上做相关的各类单据表格。 

品牌：添美（万江）、金丝雀、歌柏、佳美、金山（大岭山）。 

3. 传真纸： 

又称热敏纸，特点是在纸上用指甲在纸上划，可划出一条条的黑色线条。因传真纸表层涂有薄层的碳

墨粉。 

 传真纸的宽度一般规格有 210MM、216MM、257MM。 

 长度有 30MM、50MM、100MM 不等；因此有市场上的价格方面，注意传真纸的长度绝对影响价格（1

码=0.9144 米）。也对于在传真纸卷筒心有大芯与小芯之分。 

品牌：皇冠、益而高、王子、传美、金佳美、飞毛腿、富城。 

 

如何从办公用纸的外箱辨别是否正品？ 

第一、 为中文标识的必然要素。品牌、品名、纸张规格，如复印纸是（A4：210mm*297mm）克重（80g70g）、

传真纸是（210MM*30M/12 卷/箱等）、电脑打印纸（241MM*297MM/1600 页/箱）、生产执行标准、生产批号或

日期、质量检验合格章、生产商名称及地址、警示标志。 

第二、 为各厂家自行标识、如荣誉称号、电邮地址或网站、条码及各产品特性各宣传，传真纸和电

脑纸会标识纸芯规格、保存条件等。 

4. 复写纸： 

1)、 按种类分：普通复写纸、税票复写纸、打字复写纸； 

2)、 按颜色分：红、蓝、黑 

3)、 按版面分：单面、双面。 

4)、 按包装分：200 张、100 张、50张、40 张（2834）。 

5)、 按包装盒材质分：塑胶、纸盒 

6)、 规格尺寸分： 

规格 尺寸 规格 尺寸 

8 开 25.5 ×37cm 48 开 8.5×18.5cm 

12 开 22×34cm 1/3 开 11.3 ×22cm 

16 开 18.5×25.5cm 1/4 开 8.5×22cm 

32 开 12.75 ×18.5cm   

品牌：上海、上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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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它纸品： 

1、 收银纸： 

适用范围与功能说明：适用性广，可用于各种型号的 ATM/POS 机，可用于感热传真等。 

 按种类分：普通收银纸、热敏收银纸； 

 按规格尺寸（mm）：44*40、44*60、50*70、57*50、57*60、69*70、75*60、75*70、80*60、80*70 

 按层数分：单层、双层，注：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订做。须问请其相关内容。 

2、 打码纸： 

 

3、 照片纸： 

照片纸不同的用途可分：高质量光泽照片纸、高质量亚光照片纸、普通照片纸（经济照片纸） 

1)、 高质量光泽照片纸：专为家庭需求而设计，纸张光亮洁白，色彩表现鲜艳非常；其重量感和厚

度感媲美真实照片；有较强的防刮，防水性，适合打印各类高质量彩色照片和图片。 

高质量光泽照片纸的用途： 

 自己 DIY 照片。 

 拍成的照片可以打印 A4甚至 A3尺寸。 

2)、 高质量亚光照片纸：色彩丰富，画质细腻，质感类似于摄影行业的绒面纸。不论动态、静态、

白天、黑夜，高质量亚光照片纸是打印风景照片、个性照片等各类高质量彩色照片的理想选择。 

高质量亚光照片纸的用途： 

 想打印质感细腻，不需要很高光泽感的照片的理想选择。 

 适合打印风景照片，个性照片。 

3)、 普通照片纸（经济照片纸）：纸张表现色彩鲜明饱满，不易起褶皱；性价比极优，打印效果媲美

照片质量，适合打印各类彩色照片和图片。 

照片纸/经济照片纸的用途： 

 合理的价格使得使用照片纸可以轻松拥有自己的打印杰作。 

 如做把孩子的照片做成月历或是贺卡。 

 如日常照片、数码照片、高分辨率人像、广告完稿预览、海报、招贴画小样等。经济实惠的价格

更提供广泛制作个人作品的需求。 

4、 喷墨打印纸： 

5、 转印纸： 

转印纸让您独立制作纺织品。将图片打印到恤衫转印纸上，再用熨斗转印到浅色纺织品上就可以拥有

自己的恤衫、床单、窗帘……  

转印纸用途：将照片打印到恤衫转印纸上，用熨斗转印到纯棉或含有 50%以上棉的白色或浅色纺织品

上。 

6、 重磅纸； 

专长是将画面表现出质感，色彩浓重饱满，制作精致的仿绘画照片装扮家居或馈赠亲友，如爱普生重

磅粗面纸无疑是最好的选择！适合打印仿绘画照片、礼品盒图片等。 

磅粗面纸的用途： 

 制作精致的仿绘画照片装扮家居或馈赠亲友。 

 制作礼品盒等。 

展示用品  

七、 展示用分类目录 

（1）、 证件商品：厂证（套）、展会证、厂绳、厂扣、驾驶证、工作证套； 

（2）、 告示商品：白板、水板板、绿绒板、指示板、告示牌、价格座、价格卡、广告架； 

（3）、 展示商品：报纸架、报刊架、展示架； 

（4）、 配套商品：板刷、白板线、磁粒、磁条、磁片、白板架； 

展示用分类目录 

（1）、 证件商品：厂证（套）、展会证、厂绳、厂扣、驾驶证、工作证套； 



第 16 页 共 65 页 

市场品牌：南辉（广州）、齐心（深圳）、益而高（广州） 

1、 展会证：相应与厂证尺寸大一点，常用于各大小型展会中身份证明。产品种类有横式与竖式两种

（配绳、纸片）。 

2、 厂证（套）：主要用工厂、写字楼及各大型场所的出入与个人身份的证明。按产品种类分：有横式

与竖式。按材质分有：真皮、仿皮、软胶、硬胶。按开品方式分有：上开口、右开口、左开口。 

3、 厂绳：其是整个系列证牌配套之一。按品种来分：圆形厂绳、扁形（单层线、双层线两种）。 

  注意：客户需要在厂绳上印上相关自己个公司名称、标识等；其中厂绳是可以订做的， 注意让客

户提供相应的要求（例如公司的名称、LOGO、字体颜色、最低订货量、收押金 30%等）。 

（2）、 告示商品：白板、水板板、绿绒板、指示板、告示牌、价格座、价格卡、广告架、图表板； 

品牌：明珠（东莞）、啄木鸟、菊花、怡和（中山）、日通 

常用规格尺寸：30*45、45*60、60*90、90*120、90*150、90*180、120*150、120*180、120*240 

1、 白板：主要用于教室，办公室，酒楼，家庭等场所等，其用很广泛。 

1)、 按板的颜色分类：白板、墨绿板、黑板。 

2)、 构成：  铝框 + 面料（铁皮）+ 纸张 + 万通板 + 底托 + 挂钩 

面料表面：喷漆、防火板材料；          底板：万通板、锌铁板； 

面料铁皮：厚 0.3—0.5 厘米；           板角：直角（转角）。 

3)、 质量好差的标准（条件）： 

 表面是否光滑，有没有起泡；            是否坚固不变形，是否热胀冷缩； 

 酸碱不调的情况下是否被腐蚀；          是否易写易擦，而且历久常新； 

 正常情况下不生锈，不变黄； 

2、 告示板：适合不同高低书写角度,适用于学校,机关,办公室,是做简报,开会,说明之最佳用具 

3、 水松板：又称软木板，特点：可使用软木钉，图钉，装订文件，告示，留言便条等.绒布可依据客

户要求选用不同颜色。 

（3）、 展示商品：报纸架、报刊架、展示架； 

（4）、 配套商品：板刷、白板线、磁粒、磁条、磁片、白板架； 

财务用品  

八、 财务用品分类目录 

（1）、 凭证系列： 

（2）、 明细帐本系列： 

（3）、 单据表格商品： 

（4）、 财务配套商品：点钞蜡、海棉缸、会计科目印章 

（5）、 企业会计报表： 

财务用品分类目录 

（1）、 凭证系列： 

种类：现金付款凭证、现金收款凭证、复币现金付款凭证、复币现金收款凭证、银行存款付款凭证、

银行存款收款凭证、复币银行存款付款凭证、复币银行存款收款凭证、记帐凭证、复币记帐凭证、收款凭

证、复币收款凭证、转帐凭证、复币转帐凭证、付款凭证、复币付款凭证、记帐凭证封面、会计凭证封面。 

（2）、 明细帐本系列： 

1、 种类：总分类帐、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帐、销售明细帐、出纳帐、进销存明细帐、金额进

销存帐、生产成本明细帐、应交税金明细帐、固定资产明细帐、低值易耗品明细帐、营业费用明细帐、、无

形资产明细帐、实收资本明细帐、短期投资明细帐、应收单据明细帐、管理费用明细帐、制造费用明细帐、

实物出入帐、材料数量帐、存货记数帐、材料数量帐、三栏明细分类帐、八栏明细帐、十三栏明细帐、十

五栏明细帐、十七栏明细帐、复币银行存款日记帐、复币现金日记帐、复币总分类帐、三栏复币明细帐。 

2、 前账本基本尺寸有 16K 和 25K 两种。 

 16K 帐本尺寸为 195*270MM，近似于 A4 大小，由本一般帐页页数为 100 页。 

 25K 帐本尺寸为 150*220MM，近似于 A4的三分之二大小，一般帐页数为 50页，适用于记帐帐目少

的小企业、公司，做帐拿取方便，节约使用，但其帐式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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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帐本的种类： 

 按用途分类：序时帐：分类帐：备查帐： 

 按外表形式分类：订本式：活页式：卡片式： 

4. 帐本的设置： 

 总分类帐都是采用三栏式：借方（收入）、贷方（支出）、余额。 

 明细分类帐：三栏式、数量金额式（原材料帐等）、多栏式（制造费用明细帐、财务费用）。 

5. 启用规则：税务局、财务局来检查，帐本首页必须记录齐全，不得遗漏、丢失。 

6. 帐户：（按用途、结构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盘存帐户：   例如现金、银行存款、原材料帐 

 结算帐户：   例如发债权、债利帐户（应收、应付帐户） 

 收入帐户：   例如主营业务收入、其它业务收入 

 费用帐户：   期间费用（包括：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财务成果帐户：利润表、利润分配表（副表）——合称损益表 

 财务成本计算帐户：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7. 帐本的更换：在大部分明细帐中，如总分类帐、日记帐都要每年更换一次。只有变动很小的部分

明细帐，如固定资产明细帐一般年末不需要更换。 

8. 帐本哪些帐目可以互相通用或互用： 

一般帐本都不能串用，但几多栏帐之间可以互相通用。如以下帐本： 

 十七栏帐     = 制造费用、营业费用、管理费用明细帐； 

 商品进销存帐 = 存货计数帐（但存货计数帐不能用于商品进销存帐）； 

9. 销售对象： 

 商业企业（流通性商贸企业，如有限公司、贸易公司）； 

 工业企业（制造业如制造厂、加工厂）； 

 服务业  （服务性行业，如酒店、娱乐场）。 

10. 任何一家企业、公司都有必须用的帐本：（15本） 

出纳帐、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帐、存货日记帐、进销存日记帐（务业除外）、营业费用明细帐、

总分类帐、管理费用明细帐、应收单据明细帐、固定资产明细帐、十七栏明细帐、无形资产明细帐、实收

资本明细帐。短期投资明细帐、低值易耗品明细帐。 

11. 帐本在销售过程中必须掌握的商用知识： 

1) 帐本鉴别方法： 

帐本是具有一定格式与若干帐页组成，以会计凭证为依据，对所有经济业务进行序时分类记录的本籍，

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帐册。登记帐本认真.细致、书写要求高，书写工具要用专业财会笔来按照楷书书写，

并且发生记帐错误要按照规定方法更正。 

A、 帐本的帐业纸张的吸水量类衡量—化水（专业术语） 

 纯木张即原木生产制造特点：耐用，吸水性好，不易变黄，而利用于帐本书写，保存长久，帐页

变色较少； 

 杂纸即混合纸生产制造特点：纸呈酸性，吸水时间长（空气中的水份）而变黄，从而改变帐本的

颜色，影响做帐书写，保存时间越长越明显。 

 帐页质量好的帐页纸由进口纸来做，其纸张的吸水性有严格要求标准，纸张不易变黄。纸张颜色

白，帐目格式清晰，书写做帐看起来很轻松、不费力。 

B、 帐式印刷：原印以碰撞式，用针式打印机来比喻，印刷帐格易产生帐目断线、偏线、变形，并且

颜色易组合搭配，看起来深浅不自然。 

C、帐目印刷的颜色深浅要均匀，色调要控制好，看起来轻松，不费力。 

D、帐页纸的厚度规定：用纸必须是 70G 的纸。 

帐本做帐是双面书写，必须要防止纸张渗透纸背而影响另一面书写做帐，纸张太薄，抗渗透性差。所

以帐页的厚度有严格的要求规定。 

E、帐本封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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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内衬用黄卡纸材料做，吸水封面就会跷起变形而不平，自纸紫追性差，易变形，影响帐本外

观，但相对来讲价格便宜。 

 封面内衬用白卡纸材料做，其吸水性好，不易跷起变形，帐本体美观，相对价格要贵。 

F、帐钉： 

  金属帐钉：钉的紧，不易松动，缺点是南方的天气潮湿，水气大，成本高易生锈而影响帐本。 

  塑料帐钉：钉的牢固，不易松动，不会生锈，成本低，美观大方，缺点是质量不坚硬，易断裂。 

2) 帐本的有横、竖式，有何区别： 

帐本的帐本有横、竖式，它们只是帐式不同，并没有什么规定和要求，根据做帐的会计做帐喜好习惯

罢了。 

3) 统一帐本的统一代表的含义。 

  帐本的销售网点要统一规范。 

  帐本的帐式要统一，并且质量要有保证。 

  帐本的零售价格要统一（必须遵守财务政局规定的零售价） 

（3）、 单据表格商品： 

1、 收据： 

  按内容分：单栏式、多栏式； 

  按格式分：二联、三联、四联； 

  按规格分：48K、32K 

2、 单据：有领料单、出库单、入库单、送货单、收款单、支出证明单、借款单、费用报销单、盘点

表。 

（4）、 财务配套商品：点钞蜡、海棉缸、会计科目印章 

（5）、 企业会计报表： 

1、 种类：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应交增值税明细表、主要财务指标季度快报表、现金流量表、所有

者权益表、资产减值准备明细、利润分配表、外商投资企业财务、外商投资基本情况、利润表（年度）、利

润表（旅游类月度）、利润表（旅游类年度）、会计报表封面、外商投资企业报表封面。 

2、 企业会计报表的尺寸分：8K 企业报表、16K 企业报表 

3、 分类： 

2) 按经济内容划分： 

 反映财务状况：资产负债表 

 反映财务成果：损益表（包括利润表、利润分配表） 

 反映费用成本：期间费用表、生产成本表 

3) 按服务对象划分： 

 对内报表：制造费用明细表、期间费用表、生产成本表 

 对外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须用）、财务状况变动表 

4) 按编制时间划分：月报、季报（所得税早报表）、半年报（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 

5) 按编报单位划分：单位报表、汇总报表 

4、 企业会计报表的格式： 

 单步骤（90%的报表是多步骤，主要是在大中型企业） 

 多步骤（50—100 人的小企业用利润表，约占 10%） 

5、 报表的销售对象或界定范围：所有企业都有应上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三种报表，

一般帐本和报表都不能串用。 

市场上的品牌：佛山扶西、深圳前通、深圳立信 

测绘工具  

九、 测绘工具分类目录 

（1）、 绘图用品：广告用纸、绘图用纸、绘图工具； 

（2）、 美术用品：颜料 

（3）、 测量工具：直尺、三角板、丁字尺、放大缩小尺、放码尺、卷尺、比例尺、游表卡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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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具分类说明： 

（1）、 绘图用品： 

1、 广告用纸： 

纸类品包括：莹光纸、卡（黑卡、白卡、色卡、珍珠板、泡卡）、色纸、即时贴、窗花纸、遮档纸、名

片纸、拷贝纸、皮纹纸、图案纸、水纹纸。 

1)、 莹光纸、卡（黑卡、白卡、色卡、珍珠板、泡卡）、色纸； 

以上纸张用于做手工、临时促销广告制作、表画、装饰、封面等。 

2)、 即时贴、窗花纸、遮档纸、名片纸： 

用于广告刻画、家居装饰。 

2、 绘图用纸：水粉纸、水彩纸、素描纸、描图纸、工程绘图纸、晒图纸、方眼纸、统计纸。 

1)、 水粉纸：纸张表面布满六角的坑，以用于在书画时水粉颜料偏位。 

2)、 素描纸：与其它办公用纸无很大区别，主要是纸面较为粗糙。 

3)、 水彩纸：纸张内层带有棉质材料，在画画时用于对水份与颜料的吸收。 

4)、 描图纸：纸张显半透明、纸内含蜡成份在内。主要用于各种 CAD 绘图仪及各种工程复印机，把

电脑的设计图列印，在用于晒图。 

品牌有：法国康颂、美国盖特威、 

 按种类分：描图纸分为有框描图纸和无框描图纸； 

 按包装分：卷装产品、平张产品（制版转印纸）： 

 卷装产品说明： 

按重量分有：55g、60g、70g、75g、80g、90g、110g、112g、115g； 

按常用规格分（宽度）： 620mm、880mm、900mm（长度方面不定，通常以米为单位）； 

按管芯分：30.2mm、51.2mm（2寸）、76.5mm（3 寸） 

 平张产品（制版转印纸）说明： 

按重量分有：53g、63g、73g、83g、93g、113g、153g、180g 

按常用规格分：A4（210X297）、B4（257X364）、A3（297X420）、A2（420X594）、A1（594X841）、A0（891X1260）、

K0（889X1194） 

按包装数量分：125 张、250 张、500 张 

5)、 工程绘图纸：用途：主要是将设计图已印在描图纸，转印出来。包装也可分为： 

 卷装产品： 

按重量可分为：80g、90g、95g、135g 

按规格可分为：440mm、610mm、620mm、880mm、914mm 

按管芯可分为：51.2mm（2 寸）、76.5mm（3 寸） 

 平装产品： 

按重量可分为：80g、90g、95g、135g 

按规格可分为：A4、A3、A2、A1、A0（891X1260） 

按包装数量分：125 张、250 张、500 张 

6)、 晒图纸：主要分为低速、中速、高速三种晒图纸；其主要代表出图的速度，但也有保质期限，

正常低中速晒图纸为六个月、高速为三个月。而且图纸的原包装为黑色，注不可轻易撕开，晒图纸见光就

影响晒出图纸效果。 

7)、 方眼纸：也称计算纸。用坐标线书画。 

8)、 普通用纸：白纸、拷贝纸、牛皮纸、皱纹纸、蜡光纸、吹塑纸、凤尾纸、油画布速写本。 

3、 绘图工具： 

（2）、 美术用品： 

1、 颜料： 

品种有：油画颜料、水彩颜料、水粉颜料、广告颜料、国画颜料、玻璃颜料、丙稀颜料、纺织颜、陶

瓷颜料、手工艺颜料、粉彩； 

1)、 油画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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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颜料，简称油画色，采用耐光颜料，精炼植物油，经过精心研磨制成，绘画流利，干燥程度好，

膏体稳定，能充分表现和保持作画良好的笔触，白色颜料不泛黄， 油画创作后，能否保证用油画颤料绘制

长久后画面不龟裂，所以很受画家欢迎，规格有多色配套和单色。 

在中高级油画颜料，大量选用进口颜料，耐光性特好，色彩鲜艳，颜色丰富，深受专业画家的欢迎，

其中高级油画颜料可与世界名牌油画颜料媲美。 

2)、 水彩颜料： 

简称水彩色，膏体细腻，含胶量较多，透明度较强，可以任意与水混合。色彩鲜艳，各色调和，不起

化学变化，可供不同层次的消费者任意选购。铝管水彩画颜料采用新的工艺。为保证客户使用安全卫生标

准，在产品上都会有欧共体安全卫生组织认可的“CE”标志。 

3)、 水粉颜料： 

4)、 广告颜料： 

 概念：广告画颜料简称广告色，用以绘制和设计各种美术图案，广告词语。广告色又是一种不透

明的水彩色，画家可以绘制水粉画，广告色含胶较轻，粉质较重，遮盖力强，画面干燥后不显胶光。另外

防水广告色是采用防水粘合剂，干后能耐雨淋水浸，抗水性好，使用方便，用途广泛，可直接使用，也可

加少量的水调匀使用。 

 广告颜料有：瓶装、软管装两种规格。 

 广告色的产品质量情况区分： 

 着色剂选用，是否具有色彩鲜艳，醒目的特征； 

 在日晒情况下，是否能保持不会干裂，牢度高，而且着力强、透气性好，抗水性是否佳； 

 另外能在多载体上作画或写字、纺织品上绘画； 

 对于印刷时是否具有耐洗、耐摩擦性能。 

广告色的颜色有：柠黄、桔黄、淡黄、中黄、土黄、灰、肉色、朱红、大红、深红、曙红、玫瑰红、

土红、淡绿、中绿、粉绿、翠绿、中绿、草绿、橄榄绿、墨绿、深绿、湖蓝、钴蓝、孔雀蓝、紫、群青、

青莲、白、钛白、黑、赫石、熟褐、深褐、 

5)、 国画颜料： 

中国画颜料，自古以来，均为片状，块状或粉状，很多中国画颜料，根据传统特点，采用天然矿物颜

料，高级耐光颜料，上等牛皮胶，经过精炼研磨，制成软管装的浆状。中国画颜料，冬季不冻，夏季不霉

不臭，色彩沉着，装裱时不会渗化或落色，高级中国画颜料，采用新工艺，颜料颗粒超细，耐光性特好，

色彩艳而不俗。 

6)、 玻璃颜料： 

7)、 丙稀颜料： 

8)、 纺织颜、陶瓷颜料、手工艺颜料、粉彩； 

2、 美术工具： 

绘画用品包括：调色剂、画夹、画架、调色盒、石膏像、油画布、油画刀、画扫、画布钳、喷泵、量

角器、圆规、比例尺、模板、曲线板、绘图仪、绘图板 

（3）、 测量工具：直尺、三角板、丁字尺、放大缩小尺、放码尺、卷尺、比例尺、游表卡尺、塞尺、

蛇尺 

市场品牌有：爱华（浙江）、骏博（宁海）、三木（浙江）、泰奕（深圳）、西瓜太郎（福建）、海鸟（浙

江）、蝴蝶、建设 

 

 

包材劳保用品  

十、 包材劳保用品分类目录 

（1）、 包装设备：封口机：打包机： 湿水机：切割器： 

（2）、 胶粘制品：封箱胶（BOPP）：美纹胶：双面胶：海棉胶：文具胶：隐形胶：牛皮胶纸：警示胶：

布基胶带（卡基布牛皮胶带）：高温胶布：热熔胶条：  

（3）、 打包用品： 草球：打包带：马仔：胶圈：密封袋：收缩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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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动用品：电子手套、反光背心、头盔。 

（5）、 医疗用品：创口贴、白药： 

包材劳保用品分类说明： 

（6）、 包装设备： 

1. 封口机：用于对包装袋的入口处进行封口。常见规格有：20cm、30cm、40cm； 

2. 打包机： 手动打包机打包时用来固定打包带两端用；而自动和半自动打包机均是采取将打包机两

端加热致半溶化状态，以达到它们粘贴在一起的。 

打包机分为：手动打包机、半自（电）动打包机和自动打包机三种。 

3. 湿水机： 

4. 切割器：是结使用封箱胶纸方便切割的工具。切割器按照规格大小可分为：2＂、2.5＂、3＂ 

（7）、 胶粘制品： 

1、 封箱胶（BOPP）： 

1)、 构造与组成：主要由一个圆形的轴心(纸筒)和一种叫聚丙稀的薄膜(BOPP)为基材来组成的，BOPP

里面涂了一层压敏胶粘剂，这层压敏胶粘剂是一种不干粘胶，它的作用非常重要，它的性能好坏直接会影

响到整个产品的优劣。（正常情况下胶纸越厚粘性越好）。其颜色、规格多种多样，可满足不同的需要进行

选择和订做，但必须提供色板。最常用的有透明或米黄色，每支颜色可做 4000—5000 平方米。 

2)、 规格、胶型：胶纸的厚度用锚（u）来表示胶纸的长度用码（y）来表示 

厚度：38—80u/      常用封箱胶厚度多为：50u、48u、42u、40u、 

胶型：水性          1 码(y)=0.9144 米（m） 

3)、 性能和特点:具有较强的抗张力、韧性好、质轻粘力强以及可以印刷等特点；但有不防潮、不防

湿、不绝缘之缺点。 

4)、 产品的优劣识别方法:粘性是否良好、胶纸表面是否平滑无皱折、抗张力和韧性是否良好。 

一般情况下刚生产出来的封箱或文具胶都可以看到有气泡现象，这是正常的，但如果气泡现象特别严

重时可能是在生产过程中没拉紧而造成的。 

5)、 用途:封箱胶纸的用途比较广泛，普通用于封箱固定、封缺及捆扎等，也可以适用于其它方面的

用途。 

6)、 消费对象：由于用途比较广，消费对象较广泛。普通适用于各种企业、公司及个人；特别是制

造厂用量最大。 

品牌：好而得、冠宏、恒富美、金唛、金兴、晶华、升华、新时代、朗达、升华、珍宝、日光、南华 

2、 美纹胶： 

1)、 构造与组成:以皱纹纸为基材涂上以橡胶压敏胶制成，规格多种多样，有中、高、低温棉纸 

2)、 性能和特点:具有遮护性好、不脱胶、易撕不损伤保护层等优点。 

3)、 用途:适用物喷涂工程、电子、汽车家具、装饰喷涂保护等，也可适用于其它方面。 

4)、 消费对象:普遍适用于汽车喷涂厂、装饰工程公司、家庭、个人，及电子厂用量很大。 

5)、 规格:厚度：140—180u。 

6)、 产品的优劣识别方法:  粘贴力强度、皱纹纸纹路精细、纸质韧性等。 

常用规格：9MM*30Y、12MM*30Y、18MM*30Y、24MM*30Y 

3、 双面胶： 

1)、 构成与组成: 是在棉纸或泡棉纸的双面涂上高粘力之溶剂性压敏胶，以离型纸隔离。 

2)、 性能和特点:双面胶：具有粘力强、厚度均匀，一般都是油性胶，其中油性胶与水性胶的区别在

于油性胶可以防湿、防潮，而水性胶则不可以，黄油胶因需求量少所以属订货商品，所以没经营。 

3)、 用途:适用于家庭壁饰时固定挂勾或汽车边饰条和鞋业固定等用途。 

4)、 消费对象:用途广泛，普遍于企业、公司、工厂、个人、办公室等。 

5)、 规格和胶型:厚度：80—130u    胶型：水性、油性、黄油胶 

6)、 产品优劣识别方法: 粘性是否强、棉纸纸质量、胶纸卷扎松紧度。 

7)、 常用的规格有：6*12Y、9*12Y、12*6Y、12*12Y、15*12Y、18*12Y、24*12Y 

4、 海棉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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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棉胶与双面胶性质一样。只不过在胶厚度方面：后者厚很多，年粘贴膜柔软和粘合性比起双面胶更

佳。常用于家庭壁饰时固定挂勾等。 

5、 文具胶： 

构成与组成:文具胶与封箱胶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切割时规格较小，厚度：38—60u），但比封箱胶

要多样化，它包括的品种有：小芯文具、大芯文具胶、彩虹文具胶、荧光文具胶、卡通文具胶。 

产品介绍：香港好而得（华兴文仪集团有限公司）；此公司在香港已有 20 年历史，在香港的市场占有

率有 95%都在使用，现才进入中国内地市场销售,此产品的材质组成：由日本进口的玻璃纸薄膜与泰国

的天然大树胶做成。 

A) 产品特点：容易手撕(Esaily to tear by hand)、环保自然分解（Tearble and Biodegradable）、

胶纸表面的胶质不易掉落、粘贴后不留痕迹、粘贴力特强。 

B) 产品用途：相关的文件、损坏的物品粘贴及服装厂的使用也很多等； 

C) 产品规格尺寸： 

尺码（SIZE） 每筒（PER TUBE） 内盒数量（PER INNER BOX） 每箱数量（PER CARTON） 

1/2＂*25Y/36Y 12 rolls 30tubes 60tubes 

3/4＂*25Y/36Y 8  rolls 30tubes 60tubes 

1/2＂*60Y 12 rolls 15tubes 30tubes 

3/4＂*60Y 8  rolls 15tubes 30tubes 

市场对手品牌分析 

 现主要对手品牌有：美国 3M、日本不费时 

 市场的销量占有率：美国 3M（5%）、不费时（80%）（因好而得以前是帮不费时贴牌、因此不费时的

胶纸与好而得的胶纸是同一样的产品。） 

 市场的价格：不费时胶纸在香港的价格是 21—22 元，进入内地（加税）价格是港币 25 元，人民

币 27元左右。好而得在香港的价格在 20元，入内地价格是 22元左右。 

 好而得与不费时材质数据分析： 

品牌 胶纸的厚度 胶质厚度 前两者合计 胶纸的拉力度 

好而得 35Mic 18Mic 53Mic 877Min 

不费时 35Mic 17Mic 52Mic 387Min 

注：胶纸厚度对胶纸的拉力度（韧性）有直接的影响 

用途:  多用于书籍、文件的粘贴等方面。 

消费对象: 企业单位、公司办公室、学校和家庭、个人等。文具胶的品牌也有很多，其中质量最好的

是“3M”（美国）和“不费时”（日本）但价格贵；另外还有上海的“北极熊”、“宏昌”（广州） 

6、 隐形胶： 

隐形胶带以双轴拉伸聚丙烯薄膜为基材，涂以压敏胶粘剂制造而成，这种胶带可长时间放置和可移动

循环使用，胶带不会对表面造成破坏，且日久不会破裂，铅笔和大部分笔都可在胶带上书写，且影印、传

真时不留痕迹。是文件修补、粘贴、连接、封缄和保护等之佳品。 

7、 牛皮胶纸： 

1) 构造与组成：免水、湿水牛皮胶，由高等分子合成的热溶型压敏胶均匀涂布于经处理过的免水牛

皮纸背面卷成筒状。（免水牛皮胶：表面加有一层薄膜，便于解卷。胶水为不干胶。湿水牛皮胶：表面为

牛皮纸，便于基布牛皮胶，胶水经处理要水才粘） 

2) 性能和特点：免水、湿水牛皮胶：比其它类型的胶纸的压敏胶粘力更强，而且使用方便，不渗油，

端面整齐，解卷容易，但有韧性强度差之缺点。 

3) 产品优劣识别方法：纸质（免水牛皮胶）好坏、粘性是否很好，扩张力是否很强 

4) 用途：牛皮胶纸的用途很广泛，普遍适用于各种包装箱等包装材料。 

5) 消费对象：企业单位，托运公司，加工包装厂等。 

6) 规格：牛皮胶纸： 130—180u          免水牛皮胶纸：60mm*20y、   48mm*20y   

湿水牛皮胶纸：36mm*45m、48mm*45m、60mm*4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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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警示胶： 

1)、 用途：使用于道路表示时用于反射片相同，日夜间之辩认性好，多于标志，辩认，也经常用于

危险品，停车场，仓库划线，货车工程，车尾等的警示作用。 

2)、 性能及特点：具有良好的辩识效果和比较强的粘贴力，而具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常用有斑马

色，颜色有：黄黑相间，红白相间，绿白相间） 

3)、 规格：48mm*14m、48mm*25m 

9、 布基胶带（卡基布牛皮胶带）： 

以聚烯胶合布和橡胶粘剂组合而成。外观漂亮、粘贴力强，能用手撕断，使用方便，与 OPP 胶带相比

其防湿、防潮性能更优。适用于较重包装箱出口。 

布基胶带的规格：200—250u。常用规格：48mm*12m    

10、 高温胶布： 

11、 热熔胶条：长度在于 18MM 的圆形胶条。 

（8）、 打包用品：  

1、 草球： 

2、 打包带：适用于轻重体外包装捆扎之用。单位以重量为计“克（g）” 

1)、 性能和持点：胶带厚薄均匀，抗拉强度佳，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而尼龙打包带其性能更佳。 

2)、 构造与组成：以一种叫 PE料为基材，经高压加工而成（品种分为包芯和实芯，材料有 PE料和尼

龙料）其中 PE料可以生产包芯和实芯两种，而尼龙料只能生产实芯打包带，如接质量分实芯要比包芯好，

如按材料分则尼龙比 PE料好。 

3)、 产品优劣辩别方法：抗张力强、韧性好、胶带质地好。 

4)、 产品消费对象：多用于包装箱捆扎。 

3、 马仔：一种约一寸宽二寸长的铁片卷成筒状的物体叫马仔。 

4、 胶圈：用于对一套式文档进行固定的附做工作。 

5、 密封袋： 

6、 收缩膜： 

（9）、 劳动用品：电子手套、反光背心、头盔、 

（10）、 医疗用品：创口贴、白药、 

 

体育用品  

十一、 体育用品分类目录 

（1）、 球系列：蓝球、足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高尔夫球、按摩球、保龄球等； 

（2）、 球拍杆系列：乒乓球拍、羽毛球拍、网球拍、高尔夫球杆、粘球拍； 

（3）、 体育配件系列：柄皮、羽线、打气针、打气筒、 

（4）、 运动器材系列：乒乓球台、臂力器、扩胸器、跳绳、飞标板、哑铃、飞碟、滑板、滑冰鞋、

沙包、击手套； 

（5）、 护具系列： 

（6）、 健身器材系列： 

体育用品分类目录 

品牌：信华、瑞华、索德士冠军、世华、曼雷迪/强身/马琳/泰臣/狂人/冠王/隆镇/美士/斯创克、强

槐、步星/喜得龙/牛板/雄风格尔斯、国奥、冠星、星球、瑞丰、美尔登、格瑞特、太空之旅、大江南、金

鑫、永新得力、大一、堡发、金益、泉进、天秀、大华、美浪花、长江 

（1）、 球系列： 

1、 蓝球： 

1)、 蓝球的简述：外皮为特制耐用双色亚面皮，采用了防冷御紫外线的高科技方法，适用于各种场

地的比赛和全天候的大运动量训练胆和中胎有丁基制作而成，具有极强的密封性；存气性能也物别好，球

体弹性，圆度、重量及耐击性均符合国际蓝球比赛标准，球体材料印有标志。 

2)、 蓝球的材质：PVC 料、PU料、反牛毛皮。 



第 24 页 共 65 页 

 PU 篮球：是室内外两用球，它的外皮经过防水处理，即使在雨天也不必担心进水。 

 PVC 篮球：是室内外两用球，它的外皮经过防水处理，即使在雨天也不必担心进水。 

 合成皮篮球：是室内外两用球，它的外皮经过防水处理，即使在雨天也不必担心进水。 

3)、 蓝球技术参数标准： 

 重量：567—665g 

 反弹高度：1150—1450 

 球的圆周：75—77cm 

 

2、 足球： 

1)、 足球的简述：足球由 32块皮块组成，全部为手工缝制，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内置丁基橡胶胆

襄，非常适合于各种草地的比赛和训练。 

2)、 足球的材质：PVC 料、进口 PV料 

3)、 足球的技术参数： 

 重量：296—468g 

 反弹高度：1150—1450 

 球的圆周：68—70 cm 

 

3、 排球： 

1)、 排球的简述：排球由 18块皮片组成，人工缝合；排球的大小在 4号、5号。 

2)、 排球的技太参数： 

 重量：260—290 克 

 反弹高度：1150—1450 

 球的圆周：64—66 cm 

 

4、 羽毛球： 

1)、 按照所用的材料分常见的有：硬质塑料、泡沫塑料、软木（进口软木、仿真软木、合成软木）

这三种，前两种主要用于低档的娱乐性用羽毛球，成本较低性能较差。中高档的羽毛球都是采用的天然软

木质的球头，而软木球头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整体软木球头、复合软木球头、再生软木球头 

目前球头有两种：一种是全软木球头，低品质的软木材料比较容易开裂，一种是台纤板球头软木复合（人

造材料），这种球头的强度比较好。 

从上述这三种球头的使用情况来看，耐打度均远远好于全软木的，因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软木的球

头平面会开裂，台纤板的球头基本没有开裂情况出现。拍感比较好的球头是后两种，打起来声音较清脆，

同时不粘拍。一般认为小颗粒碎软木球头一定没有后两种好。有一种认为复式软木－就是台纤板

（Complexcork）羽毛球，耐劳度（Durability）提升 30%以上。 

2)、 羽毛球羽毛的分类（原料等级差别） 

 鹅毛材质：中国大陆羽毛分三大产区 

 四川毛：每年 4月-7 月 

 华东毛：（安徽、江苏、浙江），每年 7月-10 月 

 东北毛：（东北三省），每年 10月-12 月 

制造好打、适重羽球，以四川毛为主，制造耐用、漂亮羽毛的球，以东北毛为主。 

 羽毛裁制率：一只鸭，左右翼，平均约各 16根羽毛。一只鹅，左右翼，平均约各 20 根羽毛。 

 比赛级（A）以上，左、右各翼，鸭约 3-4 根，鹅约 5-6 根 

 标准级（B），左、右各翼，鸭约 4根，鹅约 4根。 

 标准级（C），左、右各翼，鸭约 4根，鹅约 4根。 

3)、 台纤板球头的结构： 

球头上层为化纤材料约 13MM 左右，下层为软木。下层的软本有三种： 

 小颗粒碎软木，硬度在邵氏 60以下（台湾中华软木厂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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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颗粒碎软木，硬度在邵氏 60以上（上海东立球头厂专利）； 

 13MM 整体软木（上海崇明岛软木厂专利）硬度邵氏 60 以上。 

4)、 羽毛球的主要质量指标有三个： 

 羽毛球飞行稳定性：飞行稳定性的定义是：羽毛球实际飞行轨迹与理论轨迹的偏差，简称稳定性。

羽毛球在飞行状态下自身摇摆的程度分为四个级别（四档）： 

 A 级飞行：是羽毛球在飞行状态下，自身完全没有摇摆（晃动）；飞行轨迹是一条标准的直线（俯

视平面看）；羽毛球自身转速达到 350 转/分左右（直到飞行处于自由落体阶段时，仍不能十分清楚地看到

羽毛球的毛杆部份）。 

 B 级飞行：是羽毛球在飞行状态下，自身只有微小程度的摇摆（小晃动），飞行轨迹基本是一条标

准的直线（俯视平面看），羽毛球自身转速达到 350 转/分左右，直到飞行处于自由落体阶段时，仍不能十

分清楚地看到羽毛球的毛杆部份。 

 C 级飞行：是羽毛球在飞行状态下，自身会有小摇摆（较明显地晃动）；飞行轨迹是基本是一条直

线（俯视平面看）；羽毛球自身转速达到 300 转/分左右（直到飞行处于自由落体阶段时，可能会较清楚地

看到羽毛球的毛杆部份）。 

 D 级飞行：指是羽毛球在飞行状态下，自身会有明显地摇摆（明显的晃动）；飞行轨迹不定（从俯

视平面看）；羽毛球自身转速有快有慢。不能达到上述三种飞行标准的均属于 D级飞行球。 

 蛇形球：指点羽毛球在击发球后，从脱离拍面开始飞行时，由于自身转速超过标准，球速先快后

慢，造成飞行轨迹像蛇在草地上游动。这种球主要是发生在右毛球中。 

 转弯球：羽毛球在击发球后，从脱离拍面开始飞行时，由于自身转速超过标准，造成飞行轨迹有

一个明显地向左转弯的现象（面对飞来的羽毛球看）。这种球主要是发生在左毛球中。 

 飘球：指羽毛球在击发球后，从脱离拍面开始飞行时，由于自身转速低于标准，造成飞行轨迹没

有一定的规律，给人一种随运动场馆的气流而飘动的感觉（微小感觉），羽毛球在自由落体状态时，能很

清楚地看到羽毛毛杆。这种球在左右毛球中均可能出现。 

 羽毛球飞行速度： 

 速度与落点的关系：羽毛球的落点通常是用飞行速度来表示，而速度又是用羽毛球的重量间接来

表示，例：球筒上标明 50或 77 是指球的重量为 5.0 克或 77 格林（欧洲重量单位）。北京地区冬季一般要

用 5.1 克或 78 格林的球，夏季要用 5.0 克或 77 格林的球。广东地区冬季要用 5。0克或 77 格林的球，夏

季要用 4.9 克或 76格林的球。球友要根据自已所在地区的气温与球馆的温度来确定购买何种速度的球。 

 正确选择飞行速度： 

A． 市面上有些球虽然也是标注为 5.0，但重量很可能已在 5.1 克以上，那么在相同的打击力度下，其

速度就自然要快一点儿。这种球一般是采用了开大球口直径的方法，来增加飞行阻力，从而达到降低飞行

速度的目的。此种球的最大缺点是极易损坏球拍线。 

B． 由于厂家的工艺性不好，有时一筒球中会有 4.8 克-5.4 克的球出现，这对球友来说，是很难掌握

其飞行速度的。 

C． 羽毛球自身转速过高，会造成飞行速度偏慢，羽毛球自身没有转速，又会造成飞行速度过快。 

 羽毛球耐打度： 

羽毛球是个“昂贵的”运动。所以羽毛球的耐打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质量指标。对于耐打性，一般来说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量： 

 正常双打情况下，不小心打在毛叶上，羽毛不会立即就断掉； 

 双打比赛一般情况下一只球可以很顺利地打完一局球，单打比赛一般可以打完二局球（用球不是

很挑剔）； 

 大力杀球的情况下，只要不是劈杀球（球拍面与羽毛球侧面接触），一般情况下要能抵挡业余球手

20 拍以上的杀球，要能抵挡专业球手 12 拍以上的杀球。此时球的飞行稳定性应该还没有很大的改变，球

还能继续使用一段时间； 

 羽毛球两道线圈的胶水含量如何用肉眼判断呢？一般来说，眼睛直观地看上去，线圈的线迹基本

被胶水补满（量化一下，就是胶水固含量 0.55-0.6 克），就可认为是较好的球，如果仍能看到勾线的痕迹，

就证明胶水很少，以致于耐打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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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毛球在使用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不能很快变形。 

 

5、 乒乓球： 

分类：按乒乓球的直径可分：38mm、40mm 两种 

 

6、 网球： 

7、 高尔夫球： 

1)、 简述：在高尔夫的历史中，高尔夫球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改进，从石球、皮球、胶

皮球……一直演变到今天。目前的高尔夫球一般是液体芯，橡胶外壳，外壳上布满规则的凹

陷，这样既利于飞行，又能提高准确性。 

2)、 按结构划分高尔夫球的类型： 

从制成结构上看，市场上的高尔夫球主要按层次分为一层、二层和三层球 

 一层球的优势就在于价格便宜，而且耐磨，所以适合初学者做练习使用。不过从性能

上看，无论是飞行距离和准确性上，都比二层球和三层球要差。 

 二层球的核心是经过压缩处理的树脂制成的，球的表面也很坚硬，它的优点是飞行距

离最远，而且也耐磨，所以如果想要打出远一点儿的距离，则可以选用二层球。 

 三层球是由较软舍林(surlyn)及橡胶(balata)表面与高效缠绕内层、特殊核心组合而

成，其优点是非常容易控球，但在距离上就较二层球逊色，而且如果掌握不当也易磨损，另

外三层球是几种球中最贵的一种。 

 

8、 按摩球： 

9、 保龄球等； 

 

（2）、 球拍系列： 

1、 乒乓球拍： 

1)、 乒乓球拍的组成：球拍是由以下三个部份组成： 

 木拍：会因木质的不同而产生软硬度不一的质量。木质稍硬的适合快攻型球手使用，稍软的适合

弧圈球及削球手使用。 

 胶皮：分正贴及反贴两种（长胶属正贴的一种）。 

 海绵：有厚薄及软硬之分。厚海棉的速度会较薄海棉快。由于各人的手感不同，在选择海棉的软

硬度时，得视乎个人的感觉而定。一般来说，太硬的海棉使用者较少，而青少年球手则较适合使用稍软的

海棉，因这样可以提高击球时手上的感觉。 

2)、 测试乒乓球拍底板弹性大体上有如下规律： 

低挡胶合板底板: 1.5---2.0 次；        中挡专业底板: 2.5 次；  

高挡专业底板: 3.0-3.5 次；          玻纤／碳纤底板: 3.5---4.0 次  

超弹玻纤／碳纤底板:4.5 次,或 4.5 次以上,极少数能到 5次。 

3)、 球拍的分类及性能： 

乒乓球板的拍形状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类：圆形、方形和异形。 

（一） 胶皮拍： 

  简述：正胶短齿胶皮拍 球拍底板上贴一块胶皮，颗粒向外，颗粒高度在 1.5 毫米之内。 

  性能：弹力均匀，击球稳健，易于控制球，但其弹性差，击球速度慢，力量也不够强，可以产生

强烈旋转。 

（二） 海绵拍： 

 正胶海绵拍： 在海绵上贴一块颗粒向外的胶皮，颗粒的高度一般在 0.8-1 毫米之间，颗粒比较硬，

但缺乏粘性。以速度为主的球手会较多使用此类球拍，尤其是以中国式直板抉攻最有代表性。此类球拍发

力打出的球会略带下旋，但在拉球及制造旋转方面不及反贴胶皮强。 

 反胶海绵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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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在海绵上贴一块颗粒向内的胶皮，表面平整柔软，有较大的粘性。故以弧圈型选手使用者

较多；但也有部份使用反贴打快攻，主要是加强在发球、搓球方面的旋转质量。 

 性能：摩擦力大，能击出强烈的旋转球，但反弹力差，回球速度不如正胶海绵拍快，且不易控制

转球。由于反贴胶皮本身带有较大的粘性，  

（三）不同性能的球拍作用： 

1)、 长胶球拍：  

 简述：颗粒高度在 1.5-1.7 毫米之间，颗粒向外，柔软。可直接在底板上贴一块长齿胶皮，也可

在薄海绵上加贴一块长齿胶皮。使用者以打法多变的球手为主。他们通常会转换不同性能的胶皮来击球，

以增加在旋转、速度方面的变化。 

 性能：用长胶拍打球产生的旋转变化，往往使对手难以适应，并引起惧怕心理。它主要依靠来球

的旋转或冲力增加回球的旋转强度或旋转变化。用削球回击拉过来的弧圈球，则球更加旋转；对方拉过来

的上旋球用挡球回击，则变为下旋球；如来球下旋，用搓或推（拱）回击则变为上旋转；回削一般拉球或

对搓时，回球不转；发球多为不转球；控制球能力需要通过长期的训练才能形成，同时击球速度较慢，难

以发力攻球。 

2)、 生胶海绵拍：  

 简述：这种球拍是在较薄的海绵上贴一块生胶皮，其胶体的含胶量比正贴胶皮大，故颗粒比较柔软，

弹力较大，颗粒的高度一般在 0.8-1 毫米之间。 

 性能：弹性强，摩擦力较小，击出的球速度较快，略下沉，能减弱对方拉弧圈球的威力，在控制球

方面有一定的成效；但不易制造差异较大的旋转变化，击球时要更多地依靠运动员本身发力。 

3)、 防弧海绵拍： 

 简述：这种球拍是在一块结构松、弹力差的海绵上反贴一块厚而硬、粘性小、有些发涩的胶皮。 

 性能：这种球拍缓冲性能强，可减弱强旋转球的作用，常用于控制对方拉出的弧圈球，但减弱了

回球的速度和旋转强度。 

 

2、 羽毛球拍： 

一支球拍的拍形、重量、结构、材料、硬度与正确的穿弦；显然比它的颜色、包

装和价格更为重要。 

1) 拍形与甜区（sweet point） 

  拍形：是拍头的几何外形。现在一般有三种：a:传统的卵形 b:头部为方形的

ISO 拍形 c:弦面更大、的加大 ISO 形，还有较少见是 WILSON 的产品为拍框上宽下小

的“大榔头”形。 

  甜区：是球拍面的最佳击球区。当击球点在甜区时能给你足够的击球威力、控

球性、震动感很小。甜区的大小对球员是很重要的，而决定甜区大小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框形。 

  ISO 头形又细分为两种： 

一种拍头变方的长度有 8个线孔俗称[大方头]如 YONEX Ti-5、VICTOR LEADER 等。 

一种有 6个线孔俗称[小方头]其拍框要略大一些如 YONEX Ti-6、Ti-8 等。  

2)  硬度、扭力和控球性的关系 

 硬度： 击球时球在球拍上的停留时间只有千分之四到六秒。在击球前的挥拍过程中和球拍击到球

时，拍杆有一个弯曲和复原的过程，在球拍尚未回到原位以前球已经飞离了拍面。在球员力量相同的情况

下，拍杆越软在击球前的挥拍过程中越容易弯曲，弯曲幅度也更大，从而带动拍头以更大的角速度移动，

产生更大的击球力量 。拍杆越硬则击球时能传递给球的力量就越少 ，但更能减低击球震动的传递。对于

拍框而言，拍框的硬度越大接触球时就越不易发生变形和扭动，越能把更多的力量传给羽球，同时传递的

震动也越少。 

 扭力：所谓扭力就是指，当球拍击球时，球拍面产生扭转的幅度大小。扭力越小对球的控制性就

越好。 

 硬度与控球性的关系： 

 方向的控制性：当球拍击球时，球可根据击球的方向或角度回击。拍杆、拍框越硬对于方向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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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稳定性越高而且当球并非打在拍面的甜区时，越硬的球拍扭力越小。 

 深度的控制：这是指被回击的球飞行的距离（落点）的控制。深度的控制和球员本身的力量有关，

力量相同的清况下，拍杆越软对深度的控制性就越好。 

3) 重量、平衡点与长度 

 球拍的重量：每一支球拍都应该标出了它的重量，一般通用的标法为 U、2U、3U。也有的产家采用

自己的标示如：胜利牌（VICTOR）的羽拍，它的重量标为 W1、W2 等对应于 2U、3U，最常见的还是前一种。

一般全碳羽拍的重量大多为 2U(90-94 克)或 3U(85-89 克)，而铝框羽拍的重量一般在 U(95-99 克)以上， 2U

的重量是比较好的。 

 球拍的平衡点：更靠近拍头，就叫[头重]；球拍的平衡点更靠近拍柄，就叫[头轻]。一般平衡点

是从球拍底部向上量，以厘米和英寸为单位计之。根据力学原理，重量对挥拍的感觉成正比，而平衡点对

挥拍的感觉成平方正比，头重的球拍由于拍头惯性更大，打出的球更有力量但挥拍灵活性略差，更适用于

进攻同时也是那些力量不足的球友选择，因为头重的球拍虽然降低了你的击球速度，但是却可以使你更容

易把球打到后场。头轻的球拍虽然较为灵活，但打出的球较少力量，而且球拍传递的震动也会较大，不适

用于大力击球的球员，更适用于防守控制型球员以及追求速度的球友，因为这种球拍的连续挥拍的速度会

快很多。当然如果你力量已经象专业人士靠拢，那你就可以在使用头重的球拍加强威力的同时拥有速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同样型号的专业用羽拍比我们买到的商业用羽拍更沉！为了精确的控制平衡点，

一款优质的羽拍在成型后，会在拍柄内加装平衡配重，把柄底部的塑料底柄取下，会看见木质拍柄下部说

拍柄的 1/3 长度为空心圆柱，内镶嵌有一塑料制的棒装物，它的用途就是调整羽拍的的重心，使同一型号

的羽拍拥有相同的平衡点， 

 标准羽拍的长度为 664 毫米，而加长羽拍的长度一般为 674 毫米。 

加长的最主要部分为拍杆拍柄，有一些型号的拍框也有些许加长。加长羽拍的最大优点是提高了击球点、

加大了拍杆的闪动性。加长羽拍的最大优点是提高了击球点，能击出落地角度更大的杀球并加快了球的速

度，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攻击性扩大了接球的区域，如果你喜欢杀球，加长型羽拍的确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4)、 拍框截面与接头的意义 

 拍框的截面有以下三种基本形式：半圆截面、多面截面、平行截面。 

 箱形截面是较早出现的设计，它的最大优点是控球性能出色，但挥拍的空气阻力较大。 

 翼型截面是出现的较晚也是现在用的最普遍的设计，它的优点是空气阻力小，挥拍更快容易击出

快速、凶狠的回球，由于截面较薄其控球性略显不足。 

 半圆形截面其特点为： 拍框只有 9mm 阔及 5.5mm 厚，从横截面来看，比传统拍框纤细了 25%，能

减低风阻及增加击球速度。而负面影响是拍框的强度和扭力性能下降。我个人的感觉是 SLIM10 更适合于单

打而其双打的感觉不是太好。 

 接头从外形上看有 T 形和 Y 形，从工艺上看有内置和外置。内置接头采用高强度碳纤维制成，从

拍杆和拍框内部把他们联为一体，它克服了外置接头的弊病，但其工艺要求较高。主要用于全碳羽拍和铝

框碳杆一体羽拍。 

5)、 材料与球拍的关系 

 羽拍的材料包括：碳纤维、钛合金、高强度碳纤维等 

下表可以让你了解几种材料的性能和大致的成本： 

材料 硬度 强度 减震 大概成本 RMB￥/KG 

高 强 度 碳 纤 维

(HighModulusGraphite) 
8 7 4 157 

碳纤维 5 8 4 45 

铝合金(Aluminum) 2 4 1 15 

木材(wood) 1 1 10 4 

在选择球拍是一定要注意，不要把铝框碳杆的一体球拍误认为是全碳羽拍。这有三种方法可以采用， 

一是用手摸摸拍框由于铝合金的导热性好其拍框模上去是凉的而碳框则是温的。 

二是看拍框上的走弦槽铝框的为内凹的浅弧形，碳框的为内凹的梯形。 

三是感觉重量，铝框的拍头明显偏重。作为铝框向全碳过渡的产品我感觉其价格偏高而性能偏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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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好的选择。 

6)、 各类球拍的特性：球速更快 甜区更大 扭力更小 更灵活 更减震 更好的方向控制性 更好的深

度控制性。 

7)、 选购羽毛球拍常见问题解疑： 

 是不是越贵越好？ 

羽拍的价格是和他的材料、工艺相关的。羽拍是主要提供给专业选手用的，对业余选手不一定适用，而且

一般的业余选手也很难感觉出不同型号的些微区别。所以最主要的是挑选一款你最顺手的而不是只看价格。 

 怎样根据羽拍的性能参数来选择合适的羽拍？ 

总体原则是力量小的选拍杆软也就是分数低的和轻一点的，进攻型的选拍杆硬的重一点的。控制性能得分

则是越高越好。在列表中分数越大表示拍杆越硬、控球性能越好、越易于打出大力量的击球。 

 有的羽拍在拍杆的型号后面有时会印有 SP 字样是什么意思？ 

SP 的字样表示该羽拍由 yonex 新加坡总公司销售，现在通过商业渠道销售的羽拍全都来自 yonex 新加坡公

司。仅有提供给各国代表队的羽拍来自日本。 

 羽拍椎柄上贴有的如 2UG3 是什么意思？ 

前面的 xU表示羽拍的空拍重量：U—95~100 克、2U—90~94 克、3U—85~89 克、4U—80~84 克，一般 yonex

羽拍的常见重量为 2U、3U、4U。Gx 表示拍柄的粗细：G1最粗 G5 最细。 

 为什么有的羽拍的椎柄上打有一排数字？ 

椎柄上打的数字分两种 

 阿拉伯数字这表示该羽拍的销售地区， 4—香港东南亚地区、3—北美地区、5—中国大陆地区。 

 除了较大的数字还有一串小的数字和英文字母，这种羽拍是 yonex 提供给各国代表队的，前面的大

数字仍然代表地区，小数字为羽拍的编号每只不同，最后的英文字母代表国家如：CH—中国（CN、CP 为赞

助中国国家队的拍子）、CD—加拿大。 

 有的羽拍型号后面有 long、swing power 等标识是什么意思？ 

这些标识的意义如下：long—加长型比普通羽拍长 10mm，有助于球员扩大其接回球范围，增强攻击性， 

 

3、 网球拍： 

 

1)、 网球拍的材料 

对于网拍材料（木或铝）、现当今的网拍材料更轻，更硬，更耐用也更能吸收震荡与振动。 

下表让你了解各种材质的性能与大约成本。 

材料 硬度 强度 消震 
大约成本 

（美元／磅） 

超刚性碳纤维 10 10 5 65 

钛 2.5 2.5 3   

高张力碳纤维 8 7 4 42 

克维拉纤维 2 10 7 16 

碳纤维 5 8 4 12 

玻璃纤维 1 6 4 4 

高粘性碳料聚合物 3 8 8 48 

铝 2 4 1 4 

木 1 1 10 1 

对应网球拍的材料能适应哪种类型的球员（如下表）： 

品名 石墨 搪瓷 硼 玻璃纤维 钛合金 

硬度 较硬 非常硬 极硬 不硬 硬 

弹性 一般 差 差 较好 适中 

适应于 中等力量型 强力型 技术型 全面型 全面型 

2)、 网球拍指标含义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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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球拍拍面大小： 

在 20年前，都是使用拍面大小为 65－70 平方寸的球拍打球。网球拍依拍面大小基本可分为四种： 

 小拍面：穿线面积小于 94平方寸；一般适合力量较大，动作稳定的中-高级业余球手 

 中拍面：穿线面积介于 95－104 平方寸；一般适合力量中等，动作比较稳定的中-高级业余球手 

 中大拍面：穿线面积大于 105－115 平方寸；一般适合力量较弱，动作不够稳定的初-中级业余球

手 

 大拍面：穿线面积大于 116 平方寸；一般适合力量弱的女士和中老年初级业余球手 

拍面愈大的球拍，甜区就愈大，威力也跟着愈大。 

 拍长： 

 27 英寸/69 厘米    为标准长度 

 27 英寸/69 厘米以上的为加长球拍  一般认为加长球拍在球拍力量，发球威力方面会有增加，但

会损失在网前截击的灵活性。 

 拍厚：一般认为球拍的厚度越厚，球拍越不容易变形，力量就越大，灵活性越差，反之亦然。 

 重量 ： 

 空拍 260 克以下的重量只适合力量弱小的女士和中老年初级业余球手 

 空拍 260-300 克的重量适合力量中等的 初-中级选手，是目前国内最流行的重量 

 空拍 300-320 克的重量 适合 力量中上的中高级球手使用 

 空拍 320 克以上的重量 适合力量强大的高级球员使用 

 硬度: 球拍硬度的数值越高，说明球拍在受到网球撞击拍面的时候的变形越小，造成球拍本身的

力量越大，但是这样球在拍面上停留的时间越 短，越少时间对球的方向进行控制。 

 力量小的初级球员的第一要求是把来球打回去，所以选择高硬度的威力球拍。 

 力量大的中高级球员的第一要求是把球控制住，所以选择低硬度的控制球拍。 

 平衡： pts 是 points 的缩写， 1 points= 1/8 英寸=0.31 厘米。  

重量均衡型球拍的重心是球拍的中点， 

 1 pts 头重型 球拍的含义是 球拍的重心由中点  向拍头方向偏了 0.31 厘米  

 1 pts 头轻型 球拍的含义是 球拍的重心由中点  向拍柄方向偏了 0.31 厘米     

 挥拍速度和长度：  

 你的对手回球的速度比较慢，而你的力量不强 ，就尽量选择挥拍速度偏慢和长度偏短的球拍； 

 你的对手回球比较快速，而你的力量较强 ，就尽量选择挥拍速度偏快和长度偏长的球拍  

3)、 网球拍主要划分为三大类。 

其一：力量型（Power or Game Improvement Racquets）。这个类型的网球拍的特征是拍面大 (107-135 

sq. in.) ，重量较轻（8-9.5 ounces），较长（27-29 inches），较硬和重量分布以头较重（或均匀分布），

以保持击球区有足够的重量。适合挥拍动作较短和较慢，因此需要从球拍获得更多力量的选手使用。 

其二：控制型（Control or Player’s Racquets）。主要为职业选手和水平较高的选手选用。这类球拍的

典型特征是重量较重(11.5-13+ ounces),  拍面较小(85-98)和较窄，重量分部以头较轻，这样便可保持球

拍较好的可操控性。这类球拍的力量通常比第一类球拍有所减弱，因此较为适合自身拥有足够力量而在希

望追求控制的职业和高级选手使用。 

第三类：中高级型（‘Tweener Racquets）。这个类型的网球拍结合了力量型和控制型的一些特点。他们

通常较轻（9.5-11 ounces），重量分部从头部稍轻到头部稍重均有，拍面大小通常为中(95-102 square 

inches)，长度通常为加长(27.5-28 inches)。这类网球拍可以提供中低至中高程度的力量，最受追求提高

场上控球能力的中高级选手的欢迎。 

4)、 网球线的正确观念 

 线的构造：线的构造基本上有两种： 

 一是羊肠线：羊肠线的击球性能较佳 

 二是合成尼龙线：尼龙线的寿命较长。  

 线径：较细的球线（直径 1.3mm 以下）有较佳的球感与击球性能；较粗的球线（直径 1.4mm 以上）

耐用度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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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力：第一个原则是球线的张力只有介于厂商所建议的磅数内时，球拍的性能才可以充分发挥。 

低张力的球线能产生更大的威力；较松的球线能使线床将球推得更快、更深，就像跳“跳床”一样。反之，

球线张力愈高，击球威力就愈小，但对于击球深度（距离）的控制却愈佳。太紧的线床弹性有限，所以球

线给球的弹弓效应就愈小。 

换线的频率：球线不应该打断了才更换。因为球线被绷紧后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弹性疲劳而变得呆滞。

例如：您平均一周打三次球，那么您一年至少要换三次球线，也就是每四个月要换一次。即使您没有每周

打球，但是也应该一年换一次球线。 

 

4、 高尔夫球杆： 

1)、 简述：一整套球杆中常见的有九支铁杆，从三号铁杆到九号铁杆是七支，另外还有挖起杆和沙

坑铁杆。也有一号铁杆和二号铁杆，但往往为职业球员所用，在业余球手中不常见。每支铁杆都有其特定

的用途，或者说基本上每支铁杆都是为了打出不同的距离而设计的， 一般说来，号码越大，杆身越短，击

球距离也越短。挖起杆的击球距离比较短，一般能打出 110 码左右的距离。 

2)、 铁杆的杆身越长，击球距离越长，但也越不好控制，尤其长铁杆，对业余球手来说是个难点。 

 分类：铁杆的设计有三种， 

 第一种是铸造中空式，其中铸造中空式是多数人喜欢的一种款式，因为这款铁杆比较容易控制。 

 第二种是铸造刀背式。 

 第三种则是锻造刀背式，  

 材质：铁杆的杆头有不锈钢的，也有钛的，现在还有一种组合式的，按照不同材质的优缺点对其

进行综合，比如钛的重量太轻，于是就在钛制杆头中嵌入较重的金属片，以降低重心。铁杆的杆身有石墨

和钢合金两种。 

3)、 推杆可能是球场上用得最多的球杆了,所以其重要性是无需多言的，因此选择适合自己的推杆是

非常关键的。现在我们就对推杆做一个简要介绍。与其他球杆比较起来，推杆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击球时无

需考虑高度，只要考虑距离的精确性就行了。 

 推杆的分类： 

 一是刀刃形推杆：英文是 Blade，特点是有平坦的杆头和较宽的背部。 

 二是锤形推杆：英文是 Mallet，特点是杆头的重量颁和杆柄的位置相结合，提供一个平衡感比较

好的杆。 

 三是重量分布形：英文是 Heel-toe，特点是杆头的重量分布在趾部和跟部，在击球时可以增加杆

头的稳定性，同时也能增加甜蜜点，不过现在刀刃形和锤形的推杆也都有重量颁的设计。 

 四是扫帚柄推杆：英文是 Broom handie，特点是杆身特长，有两个握把，对于那些握杆时双手不

稳的人来说，这款球杆是最好用的，不过这款推杆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种，曾一度被有关机构禁用。 

 推杆的材质：推杆的材质是以不锈钢和碳为主的，有特色的地方一是杆面的磨光，这样击球时会

更稳定，另外，推杆还可以在击球点嵌入比较软的材料，比如钛、铝或是合成橡校等。 

4)、 挖起杆(Wedge)简述：一般球员球包中必备的用具。这里就对挖起杆的有关知识进行简单介绍。 

第一，挖起杆的外观。挖起杆一般采用比较软的材料制成，象镍、碳钢等，这些材料的触感很好，符

合挖起杆的要求，但缺点是容易磨损，所以有些挖起杆的杆面上会嵌入硬质材料，这样既可以延长挖起杆

的使用寿命，又能增加球的旋转。 

第二，杆面倾角。杆面倾角对挖起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楔形挖起杆的杆面倾角要低一些，

最低是 46度至 50 度，而高抛杆的杆面倾角要大一些，最高为 58度到 62 度。 

第三，反弹角。反弹角的重要性决不次于杆面倾角,它直接关系到杆头嵌入草皮及地面的难易程度,反

弹角较大的挖起杆的杆头更容易滑过地面的草皮或沙地,而反弹角较小的挖起杆杆头则容易嵌入地面,所以

根据不同的需要要选择反弹角不同的挖起杆。 

第四,挖起杆的分类。挖起杆主要分为标准挖起杆、中继挖起杆和高抛挖起杆。 

 标准杆挖起杆 (Standard Wedges)，又分为楔形挖起杆和沙坑挖起杆，前者是用来打长距离目标

球的，而后者则是用来打果岭旁边的沙坑球和短击的，更强调把球打得高而不是远。 

 中继挖起杆(Gap Wedge)，是介于楔形挖起杆和沙坑挖起杆之间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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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抛挖起杆(Lob Wedge)，这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它的杆面倾角很大，用来保证在果岭旁边

精确击球。 

 杆身的柔韧度(reflex)： 

可分为五大类： X 最坚挺（extra stiff）、S(stiff)、A(flexible)、R(regular)、L(ladies)最柔

韧，L是用作女士杆之用。  

 怎样令每支铁杆有相同的柔韧度？ 

因为杆身的柔韧度与杆头杆身重量、球杆长短等都有关系，而球友往往需要每支铁杆的柔韧度都是一

致的，而一整套铁杆每枝长短不一，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杆身愈短，杆头造得愈重。所以你见到九号铁杆的杆头比三号铁杆的要大和

重，这样就能保持齐一的柔韧度。 

 

5、 粘球拍： 

 

（3）、 体育用品配件系列：柄皮、羽线、打气针、打气筒、计分牌、篮球网、足球网、排球网、羽

毛球网、护具用品、篮球板、架、圈 

1、 柄皮： 

1)、 柄皮的分类：通常分为内柄皮和外柄皮两类。 

 内柄皮：内柄皮在球拍出厂时就有，是直接缠绕在球拍握柄材料上，将球拍内部的材料与外界隔

绝。它的作用是防止拍柄内纤维组织遭受汗水、空气、有害元素等的损害，以延长球拍握柄的寿命。内柄

皮的防水性能较好，厚度也较外柄皮厚实，因此价格通常是外柄皮的两到三倍。 

 外柄皮：是裹在拍柄最外一层和我们的手直接接触的那一层胶布。它的作用首先是保护昂贵的内

柄皮不受直接的磨损和腐蚀，同时也使我们握拍的时候获得更为舒适、牢固、吸汗防滑的手感，因此也有

人称它“吸汗带”或“固手胶”。通常外柄皮在球拍出厂时不会配备，而需要自己后配。 

2)、 外柄皮的功能： 

外柄皮还有调节握柄粗细的功能。将买来的拍柄过粗，可以先小心地将厂家出厂前早已裹好的内柄皮一点

点撕掉，然后直接在握柄上缠上一层或两层外柄皮，而不再使用厚度较大的内柄皮。利用柄皮来调节拍柄

的粗细，标准就在你握拍的时候有舒适、防滑、挥放自如的感觉就好了。 

3)、 外柄皮的选择： 

选择的角度因人而异。可替换的外柄皮有许多种颜色和种类，依照其表面的光滑程度，可分为有纹和

无纹两类（设计上这样区分，仅仅是为了满足球员个人的偏好）。有纹外柄皮可再细分为：突起式（或有轮

廓线）、图案式和粘着式。 

 突起或有轮廓线的外柄皮，设计一些突起部分，以便球员将球拍抓握得更加牢固。如果你很容易出

汗，突起式的柄皮还有助于稳定球拍，防止握柄在手掌中打滑。 

 图案或齿孔花样的柄皮，是为了增加防滑的功能，另外这样的柄皮还会排散湿气。 

 粘着式也属于条纹柄皮的一种，它会在球员手心出汗时，增加手与球拍的附着力。 

4)、 外柄皮的缠法： 

外柄皮是众多球拍配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一般外柄皮的长度比较固定，大约在 125 厘米。而不同拍

子的拍柄却是各有不同。例如维尔胜“威轮”5.6 的拍柄长约 19 厘米，而邓禄普“拓普”拍柄则长 20.5

厘米。各款球拍的拍柄还有不同的粗细规格，因而缠外柄皮时的疏密程度也要灵活掌握。缠柄细且短的拍

子在压边时要稍大一些，约以 2毫米为宜。 

外柄皮的开始部分较窄，缠时应从拍柄底部开始，先将边缘对齐拍柄底部，缓慢转动拍柄，使柄皮绕

拍柄一周。注意：缠绕的时候，用力要均匀，既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缠得太松不但不美观，而且容易

松脱或褶皱；太紧则会使柄皮变形，同时手感也会太硬。如果缠到最后还有一些剩下的部分可以用剪刀修

剪。 

接下去就到了关键的收尾部分。还记得当初绑着柄皮的那个印着 logo 的小条吗？怎么，扔了？！赶快

捡回来吧！那是起关键固定作用的胶带，能否圆满收关全看那个小家伙的了。没了它，刚才的活儿全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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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好不容易把裤子穿上了，突然发现刚才把皮带给扔了！“系皮带”时要注意的是：先别忙着把护胶纸

一股脑儿全撕掉，要随粘随撕，注意不要让手指接触到胶面。 

2、 羽线： 

1)、 弦的种类。一般有两种： 

 一是羊肠弦，羊肠弦是用羊的小肠制作而成的，其弹性和击球性能较好，但是易受气候影响，容

易损坏，成本高。 

 二是合成尼龙弦：现在市场上的绝大多数都是合成尼龙弦，根据其构造和材料不同又分为很多类，

其性能也是各有长短，在你决定用何种弦之前，最好和穿弦员或懂行的朋友讨论并找出适合你，性能和耐

打性之间的平衡点。 

2)、 弦的直径。弦的粗细在羽弦的击球性能和耐打性的平衡点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

较细的羽弦（直径 0.70mm 以下）有较佳的手感和击球性能；较粗的羽弦（直径 0.70mm 以上）的耐打性较

好，使用时间较长。 

3)、 羽弦的张力。羽弦的张力也称为紧度，拉力一般用磅数来表示。 

特别说明：适合这一建议的前提是相同的羽拍和羽弦，在不同的产品间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对于高低

磅数的划分为 18<=低<=23、24<=高<30，这里用的球拍必须是全碳材质，不然就不太适合这一标准）。  

3、 打气针： 

4、 打气筒：计分牌、 

5、 篮球网、足球网、排球网、羽毛球网、护具用品、篮球板、架、圈 

6、 乒乓球网： 

球网采用电脑编织，坚挺而富有弹性，网架张紧力大，夹紧牢固，使用方便。是国际乒联批准国际比

赛器材乒乓球网长宽度参数。 

 网柱高度：高档网架 152.5+2（mm）；中、低档网架 152.5+4（mm）。 

 网柱离台距离：152.5±3（mm） 

 网架夹紧强度：高档网架<18—35（N）；中、低档网架<10（N）。 

适用场合：高档网架适用国际比赛、专业训练；中、低档网架适用业余比赛、训练、健身、娱乐。 

 

（4）、 运动器材系列： 

1、 乒乓球台： 

1)、 乒乓球台分类： 

 按照使用场地的区分，可分为：室内型乒乓球台和室外型乒乓球台； 

 室内型乒乓球台：选择时应考虑使用频率、场地通用性等条件。 

 室外型乒乓球台：以固定式为主、结实耐用、不易丢失。 

 按照台脚是否可折叠、移动，可分为：折叠移动式乒乓球台和固定式乒乓球台； 

 固定式乒乓球台多见于室外。 

 折叠移动式乒乓球台因其灵活、方便的特性多用于室内，平时不用可收起来。 

 按照折叠方式的不同还可以再分为：单折式乒乓球台和双折式乒乓球台。 

 单折式乒乓球台由于是可将分成两块的球台单独折叠，所以折叠时相对容易，一个人就办得到。 

 双折式乒乓球台则是将两块分离的台面连在了一起，折叠时必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顺利完成。 

2)、 在乒乓球台质量的选择上，主要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评测：  

乒乓球台台面原材料的选择及制造工艺  

为保证质量，台面坯料选用的大多是进口优质中密度纤维板，保证了球台的弹性和平整度的要求；裁

料时都是采用高精度的进口导轨锯等设备完成，保证了球台外形尺寸的统一；为保证台面漆膜质量，大多

采用高可靠性的进口全自动喷淋漆生产线。对乒乓球台面板的检测 ，打开包装后首先应检查球台面是否完

好，有无划痕。然后可以检测球台的弹性，用一个标准乒乓球从 30 厘米的高处落下，反弹高度应在 220~250 

毫米之间。 

2、 臂力器： 

3、 扩胸器： 

http://www.ssyd2008.com/pingpangqiu/t10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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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跳绳、飞标板、哑铃、飞碟、滑板、 

5、 滑冰鞋、 

专业生产溜冰鞋扣具、护具、PE、PU 鞋壳、香菇扣；溜冰鞋用各种规格的 PVC、PU 轮；滑板用避震、

顶点、塑胶支架、PE 轮、PU 轮、PVC 轮、米型垫片；以及化工行业调色用塑料喷漆板等。 

6、 沙包、击手套；  

 

（5）、 护具系列： 

（6）、 健身器材系列： 

 

学生用品  

十二、 学生用品分类目录 

 

办公设备  

十三、 办公设备分类目录 

（1）、 公司设备：复印机、传真机、碎纸机、打卡钟、电话机、电子白板、过塑机、点钞机、验钞

机、收银机、过塑机、打字机、投影机、投影幕、投影仪、标签机、对讲机、装订机、交换机、饮水机、

防湿机、空气净化器；  

（2）、 个人设务备：复读机、计算器、电子辞典； 

办公设备分类说明： 

（1）、 公司设备： 

10、 复印机： 

1)、 复印机按成像原理可分为：模拟复印机、数码复印机。 

 模拟复印机成像原理：通过暴光、扫描将原稿的光学模拟

图像通过光学系统直接投射到已被充电的感光鼓上产生静电潜像，

再经过显影、转印、定影等步骤，完成复印过程（右图示）清晰度

为 400dpi（dpi 是指）。 

模拟复印机产品由于诞生和应用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因此技

术上较为成熟，性能也比较稳定，并且在价格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目前复印速度在 15～20 页/分的主流的的模拟型产品的价格基本

上在 8000～15000 元左，复印速度在 30 页以上的高端产品的价格

则在 20000 多元，很少有价格超过 3万元的模拟复印机产品。 

 

 数码复印机成像原理：首先通过 CCD（电荷耦合器件）传感器对通过暴光、扫描产生的原稿的光

学模拟图像信号进行光电转换，然后将经过数字技术处理的图像信号输入到激光调制器，调制后的激光束

对被充电的感光鼓进行扫描，在感光鼓上产生有点组成的静电潜像，再经过显影、转印、定影等步骤，完

成复印过程，清晰度为 600dpi。 

数码复印机由于采用了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使其可以进行复杂的图文编辑，大大提高了复印机的生产

能力、复印质量，降低了使用中的故障率，其主要优点在于： 一次扫描，多次复印；更加整洁、清晰的复

印质量；能够进行电子分页；无废粉、低臭氧、自动关机节能，更加的环保；具有强大的图像编辑功能；

复印速度更快。 

 

2)、 复印机按速度可分为：低速机：中速机：高速机。 

 低速机： 

 中速机： 

 高速机：又称速印机，一般由图像扫描器，处理器、印刷头、主要控纸器、控纸系统等部分组成。

它的工作步骤大致可以分为：高速自动数字扫描、自动热敏制版、高速印刷等几部分。把印刷的原稿采用

类似复印的方式放置到印刷玻板上并盖上盖后，启动速印机。首先是图像扫描器对原稿进行数码扫描并将

原稿成型的光的图像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送到处理器进行处理并命令激光体发出激光束使得滚筒上的蜡

纸直接形成图像。紧接着，在主要控制器的参与下，印刷头将需要的油墨喷涂在蜡纸上，同时控纸系统将

纸张依次送入机器并附着在滚筒上，油墨渗透过蜡纸在纸张上精确成像，由此完成高速印刷。 
  

5 4 

 

O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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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印机从应用范围来分为主流办公型复印机、工程图纸复印机和便携式复印机。 

 主流办公型复印机：是我们最常见的复印机。基本上是以 A3幅面的产品为主。主要用途就是在日

常的办公中复印各类文稿。从技术原理上来说，模拟型产品和数字型产品目前基本上各占半壁江山。从价

格上来说，从 7、8 千元的产品，到价格超过 10 万的产品都有，当然不同价格的产品各方面的性能和功能

也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目前一般的用户选用 2～5万元的产品的比较多。 

 工程图纸复印机：简单的说是指复印幅面比一般的办公复印机要大，达到了 A0 幅面，用以复印大

型的工程图纸的复印机，同样根据技术原理也分为模拟工程图纸复印机和数字工程图纸复印机。目前虽然

仍然是以模拟型产品居多，但是正在以比较快的速度向数字型产品过渡。工程图纸复印机的价格较贵，低

端产品都在 5万元以上，大多数的产品的价格都超过了 10 万元。 

 便携式复印机：指的是那些幅面为 A4，体积小巧，重量在 4～5公斤，可以比较方便的携带的产品。

便携式复印机目前还是以模拟型产品为主，价格多在 5000 元以下。和前两类产品采用固定稿台相比，便携

式复印机多采用移动式稿台。 

 

4)、 复印机专业技术特点了解： 

 首张复印时间：指复印机从开机预热到正常工作开始后第一张复印品出来的速度。一般复印机首

张复印品速度都大于此后连续复印的速度。 

 连续复印：指复印机在一次指令下最多能复印出相同复印品的数目。一般数值为 1-99 或者 1-999，

数值越大说明复印机性能越好。一般在复印机的液晶面板上会标示出可连续复印的最大数目。 

 复印速度：单位时间内连续复印张数，是复印机最主要的性能参数。单位为秒/页，速度越快表明

复印机性能越好。产品的复印速度和复印机中复印装置的运行速度，成像原理、定影系统都有直接的关系。 

 最大印复尺寸：指复印机的稿台所能接受的复印原稿的最大尺寸。受复印机的操作面板所限，一

般复印机的最大尺寸为 A3，小一些的为 A4 尺寸，较大的工程复印机能达到更大的复印尺寸，一般从复印

机的整机尺寸就能区分出其最大复印尺寸的大小。 

 复印机分辨率：分辨率是定义解析度的标准，实际是由相素来确定的，如：1024X768，就是水平

显示的图素个数×水平扫描线数来表示的，通俗一点就是水平方向的 1024 个点和垂直方向的 768 个点组

成。  

 复印装置： 指能够实现将平面的图像或文字进行复制的设备。虽然只要是复印机中的部件都和复

印工作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但是，复印装置仅是指在复印机中直接涉及到对原稿的复制工作的部件和

装置。复印机中和复印直接相关的部件有感光版（鼓）、电晕器、显影装置、转印装置、定影装置和清洁

装置。 

 复印比例：指复印机能对原稿进行的扩大或者缩小的比例。例如 25％说明复印机能复印出原稿 1/4

大小的复印品，400％则说明能将复印品扩大到原稿的 4倍大小。复印比例相差数值越大说明复印机可扩缩

的范围越大，性能相对也越好。 

 感光材料：感光材料又叫做光导材料，它是制成复印机感光鼓的材料。光导材料就是光敏半导体

材料，它的种类很多，目前静电复印机采用的只有硒、氧化锌、硫化镉和有机半导体（如乙烯咔唑）等几

种。 

 可选配件：可选配件是指在标准配置之外，可以增强产品功能，提升产品性能的部件，是需要另

外进行购买的。和标准配置不同，不使用可选配件不会影响到产品的基本功能的使用。可选配件的种类很

多，不同的产品支持的可选产品也是不同的，因此在选购可选配件时应该事先查阅产品的说明，以免买了

不能用。比较常见的可选配件有扩展内存、分页器和装订器。 

 无图形区域：指复印机稿台面板中所不能扫描到的区域。一般指距顶边及两边的距离，。一般来

说在宽度在 5mm-10mm 左右。 

 

5)、 如何销售复印机： 

 生产量的要求：对复印机而言，价格决定于复印机的档次，而档次决定于复印速度和耐用性。而

选择哪种复印速度的设备，又是由消费者具体每月的复印量来决定的。根据其月用量来选择推销的相对应

月负荷量的复印机。 

 功能要求：消费者工作中常需要复印一些双面文件，或需要大量成册文件等，则需要选择双面机

或含送稿器、分页器的机器等特殊功能。 

 市场占有率：由于目前绝大部分办公设备均是国外品牌，而您在中国地区使用，最好是选择在中

国市场销量大、市场占有率大，在国际市场亦名列前茅的品牌机型。这样才能保证您的设备性能价格比最

优；零配件、耗材供应及时；价格相对便宜；维修容易等。 

 机型款式的年代：当今世界，科技与技术日新月异，新的产品全都是在改良过去的不足或是由于

使用了最新的技术含量而使新机型不但在功能上先进，同时亦在耐用性、使用的方便与否及环保性能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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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改进。所以尽量应选择较新的设计款式与机型。 

 工作模式的要求：工作模式是指您购置办公机器想要或希望能完成哪些工作，或是您单位的办公

操作模式。如果您只是为了能复印一些文件或收发一些传真，则购买模拟的传统的复印机或传真机即可。

而若您的单位是局域网操作环境，或是有远程终端信息共享，或是经常与互联网互通资讯，则您需要购买

最新科技的办公复合机-- 数码复印/传真/打印机。而数码机的传真、打印及网络打印均是可任意选购的。

数字化办公机器是新时代办公的主流与方向。 

 

6)、 全球市场上复印机有几大品牌？各占多少市场份额 

全球市场上有佳能、施乐、夏普、理光、东芝、美能达、松下、三洋、柯尼卡、美达、奥西。在全球

三大市场欧洲、美国、日本的市场排名中，欧洲市场前三名是：佳能、施乐、美能达；美国市场前三名是：

佳能、施乐、夏普；在日本市场其前三名是：施乐、理光、佳能 

中国市场上复印机有哪几大品牌？品牌有：佳能、施乐、理光、东芝、美能达、夏普、柯尼卡。 

 

7)、 如何解决复印机“卡纸”状况。 

 “卡纸”，在复印机的故障中占 80%以上。由于工作原理所限，复印机“卡纸”是不可避免的。我们

所能做的只是采取各种措施尽量减少“卡纸”的发生。就技术角度而言，“卡纸”并不是很严重的故障，

但它对用户的影响却很大，事实在，如果掌握一些窍门，用户自己就能摆脱“卡纸”的困扰。  

以下几点有助于预防和减少“卡纸”：  

 定期保养：对复印机进行全面的清洁保养是保证复印效果，减少“卡纸”率的最有效的手段。定

期保养应是复印机保修单位的基本职责。选用最近的纸盒：离感光鼓越近的纸张，在复印过程越短，“卡

纸”的机会越少。 

 均匀使用纸盒：听起来与第二条矛盾。但如果两个纸盒紧挨着，轮换使用可以避免一个纸路的搓

纸系统过度磨损。 

 选好复印纸：复印纸的好坏对复印机的“卡纸率”及至其使用寿命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如果发生“卡纸”，在取纸时请注意以下几点：取“卡纸”时，只可扳动复印机说明

书上允许动的部件。 尽可能一次将整纸取出，注意不要把破碎的纸片留在机器内。 不要接

触至感光鼓，以免将鼓划伤。若确信所有“卡纸”均被清除，但“卡纸”信号仍不消失时，

可重新关一次前盖，或开关一次机器。 

请不要选用有以下现象的纸张： 

 同一包纸厚薄不均，尺寸不一，甚至有缺损。  

 纸的边缘有毛茬。  

 纸毛太多，在干净的桌面上抖过后会留下一层白屑。纸毛太多的复印纸会搓纸轮太滑，以至搓不

上纸，加速感光鼓、定影辊的磨损等。 

 抖纸：在清洁的桌面上将纸抖松，然后反复搓齐，这样可以减少纸毛。  

 防潮、防静电：受潮的纸张在复印机内热后会变形，造成“卡纸”，双面复印时尤为严重。 秋、

冬两季天气干燥，易产生静电，复印纸经常两三张粘在一起，造成“卡纸”。建议在复印机附近放置一台

加湿器。 

 自做清洁：如果经常发生复印纸搓不上来的“卡纸”现象，则可以用一块的脱脂棉（不要蘸水太

多）擦拭搓纸轮。 

 消边：在复印底色较深的原稿时， 常会造成复印件呈扇状卡在复印机出纸口。使用复印机的消边

功能，可以减少“卡纸”概率。  
11、 传真机： 

1)、 传真机种类可分为:热转印传真机、热敏纸传真机、激光传真机、喷墨传真机。 

2)、 具体的市场分类标准有： 

①、 按照传真机的功能不同，可分为简易型传真机、标准型传真机、多功能型传真机。 

 简易型传真机：具有简单的收发传真、复印功能。 

 标准型传真机：除收发传真和复印功能外，一般还具有中/英文液晶显示、自动切纸， 自动 进纸、

无纸接收、呼叫转移、来电显示、计算机接口（外置）等功能。 

 多功能型传真机：是集传真机、打印机、复印机三机一体，在功能上除了具备标准型传真机的功

能外，还增加了录音电话、呼叫转移等功能。 

②、 按照传真机打印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喷墨式传真机、热转印传真机、激光传真机。 

 喷墨式传真机：打印方式同一般喷墨打印机，也是利用墨水打印，使用一般纸张记录与接收资料。 

 热转印传真机：使用类似复写方式的加热转印原理，是利用色带打印，可以使用普通纸进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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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传真机：打印方式同一般激光打印机利用墨粉打印。  

③、 按照传真机记录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热敏纸传真机和普通纸传真机。 

 感热纸传真机是使用热感头，在特殊纸张以加热打印的方式接收文件及资料。因此使用的感热纸

仅有单面涂布化学材料，故又可分为内感式传真机和外感式传真机。热敏纸传真机的优点是成本较低，缺

点是文件保存时间不长，一段时间后文件上的文字或图形会越来越淡。 

 普通纸记录方式又可分为：热传印方式、激光静电复印方式、喷墨记录方式、LED 记录方式。普通

纸传真机可使用一般普通纸、回收纸，其缺点是成本稍高，但文件可长期保存。现在发展的趋势是普通纸

传真机正逐渐代替热敏纸传真机。 

④、 按照传真机的颜色不同，可分为黑白传真机、双色彩色传真机、多色彩色传真机。 

⑤、 按照传真机采用的扫描方式不同，可分为电荷耦合扫描(CCD 扫描)传真机、和接触式图像扫描

(CIS 扫描)传真机。  

 CCD 扫描：是利用电荷耦合器件图象传感器 CCD（Charge Coupled Device）扫描的一种方式。CCD

是利用微电子技术制成的一种半导体芯片，CCD 芯片上有许多光敏单元，通过由一系列透镜、反射镜等组

成的光学系统将图象传送到 CCD 芯片上，实现光电转换功能。它可以把光线转变成电荷，再通过模数转换

芯片把模拟信号转变成数字信号，从而形成对应原扫描稿件光图象的电荷图象。扫描仪通过对电荷图象的

处理再输出，就基本完成了对扫描稿件的扫描处理。 

 CIS 扫描：是利用接触式图像传感器 CIS（Contact Image Sensor）进行扫描，这种技术与 CCD 技

术几乎是同时诞生的。CIS 感光器件一般是使用制造光敏电阻的硫化镉作感光材料，硫化镉光敏电阻本身

漏电大，各感光单元之间干扰大，严重影响清晰度，这是该类产品扫描精度不高的主要原因。CIS 扫描技

术只能使用 LED 发光二极管阵列作为光源，针对这种光源光色和光线均匀度都比较差、对周围温度敏感等

缺点，佳能公司独创了基于 CIS 技术的革新技术——LIDE（LED In Direct Exposure）二极管直接曝光技

术。LIDE 技术对二极管装置及引导光线的光导材料进行了改造，使二极管光源可以产生均匀并且亮度足够

的光线用于扫描。 

 两者之间的优缺点：基于两种扫描方式所利用的感光器件的不同，由于 CCD 扫描是利用 CCD 感光

半导体芯片来进行稿件的扫描，所以 CCD 芯片上的光敏单元越多，其成像质量越好。但是由于制造工艺复

杂，制造工艺有少数几家厂商掌握，所以制造成本高昂。而且由于需要一系列透镜、反射镜等组成的光学

系统将图象传送到 CCD 芯片上，造成其体积一般比较大。CIS 扫描方式的成像质量由上可以看出，由于本

身感光材料的限制，它的成像质量并不是太高。所以 CCD 一般面向中、高端用户，而 CIS 一般面向低端用

户。虽然 CIS 扫描技术轻巧、超薄，而且价格低廉，但是随着 CCD 技术的成熟，超薄 CCD 扫描仪的大量涌

现，以及扫描领域的逐渐扩大，CIS 的缺点越发暴露明显。比较这两种扫描方式，可以看到作为接触式扫

描器件的 CIS 对实物及凹凸不平的原稿扫描效果较差；CCD 扫描仪通过一系列光学系统聚焦到 CCD 上直接

感光，因此它可以十分方便的进行实物扫描。 

⑥、 按照 CCITT（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制订的国际标准，可分为一类传真机（G1）、二类传真

机（G2）、三类传真机（G3）和四类传真机（G4）。 

3)、 传真机的主要技术指标： 

①、 分辨率：传真的分辨率也就是扫描密度，分辨率越高代表扫描的精度就越高，是衡量传真机对

原稿中细小部分再现程度高低的一项指标，它是以每毫米像素点数（水平）和扫描行数（垂直）来表示的。

可分为垂直分辨率和水平分辨率。垂直分辨率是指垂直方向上每毫米的像素点数。传真机（三类传真机）

国际标准的水平扫描密度为 8 像素点/mm。垂直方向的扫描密度则可分为标准 3.85 线/mm，精细 7.7 线/mm、

超精细 15.4 线/mm。 

现在传真机扫描密度有三种方式，标准（STD：3.85 线毫米）、精细（FINE：7.7 线毫米）和超精细

（S.FINE:15.4 线毫米）。普通传真机均具有前两种扫描密度。 

②、 ECM：是一种纠错方式协议，可保证所传文件准确无误。 

③、 图像处理：如 UHQ 为一种中间色过渡方式，可保证图片传输效果更好。  

4)、 传真机的功能及档次 

 最简单的传真机多为热敏纸，只能收发，无液晶显示，现在逐渐增加为：带液晶显示（中/英文）、

多页自动进纸、自动切纸、录音电话、无纸接收、来电显示、呼叫转移、复印、打印、扫描（内/外置计算

机接口）、普通纸（喷墨、热转印、激光）等，价格也随着功能的不断增加而提高。 

 概括起来从功能上讲传真机分为： 

 低档型：热敏纸，简单收发，有（无）液晶显示，复印，不切纸，无录音。 

 中档型：热敏纸，液晶显示（中/英文），自动进纸，录音电话，无纸接收，呼叫转移，来电显示，

计算机接口（外置）。 

 中高档型：普通纸（喷墨、热转印），液晶显示，自动进纸，录音电话，无纸接收，呼叫转移，来

电显示，计算机接口（内/外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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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档型：激光普通纸，多合一功能，计算机接口。 

5)、 如何销售传真机：对于不同价位及不同功能的传真机应根据使用者的需求作出相应的销售方 

法，下面简单扼要介绍几个方面的方法： 

①、 确定用途：目前商用传真机市场需求的成长及趋缓，未来市场成长的重心将在中高端商用传真

机。而家用传真机市场则方兴未艾，将带动未来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成长，是未来低端家用传真机的发展方

向。家用传真机与办公用的传真机在功能设计上有许多不同，价格上的差异也较大。如果收发传真的数量

不大，建议购买价格较便宜、容易使用的一般家用传真机。商用传真机的使用频率相对较高，而且功能比

较全面，消费者在选购时就应该首选高速传真机。 

②、 清晰度：目前大多数传真机的扫描密度为 77 线/mm，只能传送大字体的文件。如果您发送的传

真字体很小，建议选择 154 线/mm 的传真机。另外传真机半色调的级数也是决定传真机品质的重要因素，

传真机的半色调可分为 16、32、64 级三种。一般文件半色调为 16 级即可，数字表格适合 16 级或 32 级，

图片或照片应首选 64 级。  

③、 传真速度：目前市场上大多数传真机的速率都是 9600bps，一般为 15 秒左右发送或接收一页 A4

传真。如果有大量的国际业务传真，那么选择传真速度为 14400bps，即每传送一页标准 A4 页面只需 6 秒

的高速传真机可节省大量的通信费用。  

④、 传真机幅面：大多数传真机传送的都是 A4 幅面，但很多文件会因幅面的限制而无法传送。如果

要经常发送宽幅文稿，就需要选择 B4 的传真机。当然传真纸也要与传真机的接收宽度及型号相对应，如

A4 适合 210×30mm 或 216×30mm，B4 适合 257×30mm。  

⑤、 附加功能： 

    传真机的许多附加功能也应列入购机的考虑范围，例如存贮发送、定时接收、无纸接收、自动重拨、

语音答录、自动切纸等。这些都是在同等价格情况下根据需要任意选择的。 

市场上的主要知名品牌有：松下、佳能、理光、三洋、施乐、东芝、夏普、兄弟、三星、OKI 等。 

 

12、 碎纸机： 

碎纸机是由一组旋转的刀刃、纸梳和驱动马达组成的。纸张从相互咬合的刀刃中间送入，被分割成很

多的细小纸片，以达到保密的目的。 

1)、 碎纸机按碎纸方式可分为：条状碎纸机、粒状碎纸机、碎状碎纸机。 

2)、 碎纸机主要通过客人的具体要求作出相应的推广，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碎纸宽度：指碎纸机所能容许的纸张的宽度。尺寸(mm)有：220、240、260、320、400、410、900。 

 碎纸能力：指碎纸机一次能处理的纸张的最大数目及纸张厚度。一般碎纸效果越好则其碎纸能力

则相对差些。  

 碎纸效果：指的是处理后纸张的大小，一般是 mm 级的，粒状最佳，碎状次之，条状相对效果差些，

根据需要可以进行选择自己合适的产品。 

 碎片存放方式：碎纸机生成的碎片存放于下列容器中的一种：低端的碎纸机一般放置于废纸篓的

上方，这样切割完的碎片就简单地放置在废纸篓里；稍微贵一些的产品则自带废纸篓。大多数办公用碎纸

机一般都是封闭的带轮子的柜子，能够方便地在办公室里移动。最后，还有一些碎纸机带有一个能挂上塑

料袋的架子。  

 条状切割：一种将纸从竖方向切割的碎纸方式，碎纸效果是阔度不等的条状。 

 碎纸捆包： 为方便处理，把碎后的废纸捆绑成包的过程。  

3)、 碎纸机保密等级注释： 

碎纸机主要分为 4 个级别： 

 2 级：适用内部文件 

 3 级：适用秘密文件 

 4 级：适用机密文件 

 5 级：适用高度机密文件 

4)、 碎纸机市场的情况： 

目前国内的碎纸机的品牌国内品牌和进口品牌各展身手，其中国内品牌著名的有科密、信昌、申贝等，

进口品牌有德国理想、隐密士、GSM、松下等，一般而言，理想、隐密士、GSM 等进口机的中档以上产品性

能稳定，可靠性高，但价格较高，而他们的低档产品和国内品牌属经济适用型，价格低廉，但稳定性及可

靠性稍显逊色。 

市场上的品牌：德尔利、福尔特、奥士达、科密、齐心、德尔利、三木、 

 

13、 打卡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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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机即内置打印设备，可以直接打印出原始考勤记录的考勤机。 

1)、 打卡钟按工作原理可分为：电子打卡钟、机械打卡钟； 

 电子类打卡机的主要优点是不打卡时无噪音，体积较小，打卡时可自动吸卡，退卡。缺点是适用

的人数较少，一般为 100 人以下使用，零售价大约为 2000 元左右。 

 机械类打卡机的主要优点是结实、耐用、体积大。缺点是精确度不高，不打卡时有噪音，手动进

卡，它适用于大型工厂或人数较多的单位使用，一般以 200 以下左右。零售价 1000 元到 3000 元不等。 

2)、 考勤机的印字方式，指的是记录数据的模式，主要有针式打印和齿轮印字两种类型。 

3)、 考勤机的技术指标： 

 电子打卡钟的主要技术指标：单、双色打印，万年历，报时讯号，夏令时间、音乐报时，停电后

资料记忆储存； 

 机械打卡钟的主要技术指标：单、双色打印，响铃，自动出入格，万年历，72 小停电操作、防止

重叠打卡功能； 

市场上的品牌：力士、安满能、科密、能达佳、天美、爱宝、大力士。 

 

14、 电话机： 

1)、 电话机可分为：普通电话机、来电显示电话机、无绳电话机、IP 电话、功能电话机、会议电话、

可视电话、集团电话； 

2)、 普通电话机型号的字母代表的功能： 

组合字母 代表功能 组合字母 代表功能 

HA 没有液晶显示 P 脉冲 

HCD 有液晶显示 T 单频 

HWCD 子母机 P/T 脉冲/音频拔号选择 

DTMF 双音多频制式样 FSK 频移键控制式 

D 免提拔号及通话 S 电话号码存储 

d 扬声功能（免提） L 长途锁 

电话机如今市场品牌：国际知名品牌：松下、西门子、NEC 等，国内知名品牌：TCL、步步高、南方高

科、德赛、万德莱、天时达、泰丰、侨兴、中诺、TCL、西陵等。 

3)、 IP 电话功能：是在本机内输入 IP 电话卡后，拨打长途无需拨 IP 卡号、密码等，只需要直接拨

打长途号码，如在电信局直线上使用长途一样。IP电话卡可以为中国电信、联通、网通等 IP卡（如 17908、

17900、17910、201 等），也可以为无卡号、密码的主叫服务类（如 17909 等到），适用范围广，使用方

便，能节省更多的长途话费。 

4)、 会议电话： 

 会议电话是指利用电话网络举行的会议，电话网（PSTN）相当于虚拟的大会场，与会者终端可用

普通双音频电话或专用会议终端。 

 会议电话的作用： 

①、 打破了传统的集中式会议在空间上的局限性。无论您或您的下属是在办公室、出差在外或在家

中休息甚至国外，只要使用电话、手机或传真机拨通总部电话，即可召开或参加会议，从而使会议的因故

缺席现象大大减少。 

②、 在召开会议的时效性方面具有传统会议无法比拟的优势。特别是对于一些突发事情需要召开紧

急会议时，运用本系统能及时地集中群体的智慧针对实际情况，迅速做出正确的决策； 

③、 实现了会议记录的无纸化，传统的会议都须有专人负责会议记录，但对于一些重要的机密会议

而言，记录人员记录的准确性和保密性难以保证，而一般的会议电话设置了自动会议录音功能，成功地解

决了这一问题，使会议内容可完整保存和回放。 

5)、 可视电话 

① 、 概念：可视电话属于多媒体通信范畴，是一种有着广泛应用领域的视讯会议系统，使人们在通

话时能够看到对方影像。 

② 、 用途：适用于家庭生活，还可以广泛应用于各项商务活动、远程教学、保密监控、医院护理、

医疗诊断、科学考察等不同行业的多种领域，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且普通电话线普及率很高，

因此在公用电话网上工作的可视电话最具发展潜力。 

③ 、可视电话在传输信道上可分为 PSTN（公用电话网）型、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型、专网型等

多种方式。 

 在 PSTN(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即公共交换电话网络。上工作的可视电话，每秒

钟可以传输 10—15 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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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SDN 上工作的可视电话，每秒钟可以传输 15 帧以上的画面。 

④ 、 可视电话产品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以个人电脑为核心的可视电话，除电脑外还配置有摄像机（或小型摄像头）、麦克风和扬

声器等输入输出设备； 

 另一类是专用可视电话设备（如一体型可视电话机），它能像普通电话一样，直接接入家用电话

线进行可视通话。 

⑤ 专业语术： 

 QCIF：是常用的标准化图像格式。在 H.323 协议簇中，规定了视频采集设备的标准采集分辨率。

QCIF = 176×144 像素。 

 CIF： 是常用的标准化图像格式。在 H.323 协议簇中，规定了视频采集设备的标准采集分辨率。

CIF = 352×288 像素。  

 SQCIF：是常用的标准化图像格式。SQCIF＝128×96 像素。 

 H.323 标准：是国际电联（ITU-T）的 Study Group 16 在 1996 年提出的，并于 1998 年 2 月修订第

2 版，现在正在进行第三版的修订工作。该标准是用于包交换网的多媒体通信的标准，用于不支持 QoS 的

网络环境，这些网络构成当前企业的主要计算机环境，包括高速 Ethernet、Ethernet、FDDI、令牌环网和

ATM 上的 TCP/IP 和 IPX。H.323 是一个广范围的标准，包括独立的设备、个人计算机嵌入技术以及点对点

和多点会议系统。H.323 还涉及呼叫控制(call control)、多媒体管理、带宽管理以及和各种网络之间的

接口。H.323 的实体包括终端、GateKeeper、GateWay、MC、MP 和 MCU，端点设备包括终端、MCU、Gateway

和 Gatekeeper。各种基于 H.323 标准的系统包括 IP会议电视、IP Phone、IP Fax、协同计算、远程教学、

远程交互式购物、技术支持等，遵循 H.323 标准的各种多媒体应用产品可以保证其互操作的兼容性。  

 多路复合/多路分解(H.223)：它提供两种功能。一种是把要传送的电视、声音、数据和控制流复

合成单一的数据位流；另一种功能是把接收到的单一位流分解为各种媒体流。此外，它还执行逻辑分帧

(logical framing)、顺序编号、错误检测、通过重传校正错误等。  

6)、 集团电话： 

①、 分机等级限制：本机的服务等级有多个等级，有长途等级、市话等级、农话等级、内线等级、

开放号码等级等，可以灵活控制分机的打出，使话费降到最低点。这里的服务等级包括分机服务等级、随

身密码服务等级、外线转外线密码等级。 

②、 外线容量：集团电话的重要参数指标，指能够从外接入的直拨电话的数量，数量越多，则出现

占线的几率越小，允许同时通话的人数就越多。外线的种类很多，大体可以分为模拟中继线和数字中继线。

其中数字中继线又分为 PRI（30B+D、23B+D）、E1、T1、ISDN。 

③、 30B+D 表示 30个信号通道+一个信令通道，也即一条线相当于 30 条线，可以同时 30个电话进来。 

④、 ISDN 线也就是一线通，信号是 2B+D，可以上网的同时又可以打电话。 

⑤、 E1 线（30B：30 个信号通道）和 T1线（23B：23 个信号通道）属于没有信令通道的数字中继线。 

⑥、 分机容量：集团电话的重要参数指标，指能够提供给单位内部使用电话机的个数，在外线数量

一定的情况下，分机越多则出现占线的几率就越大。 

⑦、 分机号码编码：指号码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根据需要更改为理想的号码，号码第一位应为 1，

2，3，分机号码的长度应为 2到 4 位，分机号码不能有重复。 

⑧、 选配件：就是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来选的不同的配件。比如：普通模拟外线卡、模拟带来

电显示外线卡、数字 ISDN 外线卡、数字 PRI 外线卡、模拟分机摸组、数字分机摸组、远端遥控摸块、计费

模块、模拟/数字转换模块等等。 

⑨、 中继线联号功能：可以使用户的多个外线号码连为一体，对外只需公布一个号码，外线打入只

需拨打对外公布的这个号码，一一打入，直到外线占满为止。此功能特别适合一些外线大户使用，提高公

司形象。（使用此项，对外公布号码的外线需到电信局申请呼叫转移功能）。   

 

15、 电子白板： 

概念：电子白板（Board）是一种新型的计算机输入设备，用户通过对它的简单操作可将白板上书写的

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扫描并复印出来。以前电子白板的主流打印输出方式为热敏输出，喷墨打印方式较少，

但喷墨方式凭借自身的优势已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呈现出将逐渐取代热敏输出方式的趋势。  

电子白板分类： 

1)、 从其输入技术来分：可归纳为两大类： 

 一类是触及传感器的，即利用触屏技术，如电阻膜触屏技术，电磁技术； 

 一类是不触及的。利用笔套发出信号，附在白板上的接收器检测这信号来定位。如超声波加红外

信号、激光信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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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机型来分：可以归为四类：壁挂式、滑道式、移动式、壁橱式。  

从输出方式分：指通过电子白板打印文稿的方式，目前主要有热敏和喷墨两种类型。 

电子白板的技术特点： 

1)、 大型书写板功能：使用多功能智能板的彩色电子墨水笔可直接在板面上书写，可在电子文档或

图片上添加各种标注、注释来表达意见，还能对重点内容加标注、下划线，使大家记忆深刻。写在智能板

上的文字、图形和各种注释都可立即存入微机，其视觉效果明显。还能随时用板擦进行修改。 

2)、 多功能智能板： 

多功能智能板是具备触摸功能的交互式的电子白板。多功能智能板具备两大功能： 

 大型触摸屏及大型书写板功能。 

 多功能智能板与计算机、投影机相连，可具备大型触摸屏及大型书写板功能，还可与网络会议结

合成一体，组成先进的交互式会议系统。  

3)、 大型触摸屏功能：多功能智能板与计算机、投影机共同组成大型触摸屏，将计算机的屏幕通过

投影机投影到智能板上，以教鞭或手指代替鼠标在智能板上操作计算机，控制 Windows 或 Macintosh 及其

应用软件。 

4)、 电阻式压敏技术：在智能板内外表面的阻尼材料之间存在一层空气层，当有压力压迫板面使某

点接触时，智能板就可辨识该点的位置，从而完成操作。  

5)、 面板尺寸：指实际电子白板面板的尺寸大小及可输出文稿打印幅面的大小。  

 

16、 点钞机： 

点钞机的技术指标： 

1)、 吸尘功能：配有吸尘器的点钞机有此功能，能自动吸走清点过程中的灰尘。 

2)、 累加点钞：点钞机将显示出各次点钞的累加数。  

3)、 预置点钞：设置好预置数（例 100 张），点钞机将自动清点到预置数停机，拿  出接钞架上纸币，

点钞机又将自动点钞，上述步骤重复进行。 

4)、 磁性鉴伪：磁性鉴伪能检测出微弱磁性油墨，鉴别出伪币。  

5)、 记忆功能：点钞机每次点数都保持在预置窗口记忆显示，以便于数量上的核实。 

6)、 自动面额识别：点钞过程中如发现不同面值的纸币，点钞机将自动停机报警。 

7)、 紫外光鉴伪：利用紫外光检查纸的质量，配上模糊技术电路进行监控，只要有细微的变化，也

能鉴别出伪币。此种方式通常备有几档识伪灵敏度可选择。  

8)、 智能故障报警：在点钞过程中，对于重张、连张、叠张，点钞机将自动报警；对于自身各部件

的故障，点钞机将自动检测、报警，提示排除。  

9)、 自动分拣残币：对于半张纸币、残币将自动区分拣出。  

10)、 安全线磁编码：是灌充在第五套人民币安全线中的特殊信号，每种券别(10、20、50、100 元)

所灌充的信号都不尽相同，由若干个(单信号)构成一(组)，再由若干(组)结成(链)，这种信号必须由特殊

的专用设备灌充，灌充之后难以抹掉，伪钞很难做到这一点。而真钞灌入了这种编码信号)后，就如同人有

了(指纹)一样，不但可以利用这些(钞票指纹)来分辨真伪，而且可以准确无误地分辨(夹张)与(分版)。 

11)、 自动点钞：把纸币放入进钞台，显示器自动清零，并开始快速点钞 

12)、 三线防伪：第五套人民币有三个层次的防伪特征，简称为“三线防伪”  

 第一线防伪特征：即对外张贴公布的十个防伪特征，供全民大众识别真伪时使用。 

 第二线防伪特征：供银行内部专业人员识别真伪时使用，使用一些仪器(如静态鉴伪仪等)，或辨

伪点钞机来识别真伪。 

 第三线防伪特征：即最隐蔽、最稳定及最难以仿造的防伪特征。这些特征是在一线、二线防伪特

征都无法分辨钞票真伪时才用来供鉴别使用的，以最后确定需鉴别钞票的真伪，如安全线中的磁编码、含

特殊元素的无色荧光油墨俗称(光斑)记印等。   

品牌：百佳、加泓 

 

17、 验钞机： 

通过紫光、水印、磁性等方式对不同版面的货币进行检测的机器。 

 

18、 收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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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过塑机： 

1)、 过塑机又叫塑封机，是塑封照片或文件资料的专用设备。它主要由前后胶辊、加热控温系统、   

驱动系统、操作控制板等部件构成。 

2)、 工作过程：塑封资料页时，需先将塑封膜分开，将资料页夹在中间，使塑封膜的涂胶面面对   资

料页，然后将塑封膜合上，从前向后送入塑封机中加热，经前后胶辊对压后，从后出料口出来，从而达到

塑封的目的。 

3)、 按塑封方式有热塑和冷塑两种。 

 热塑是利用多段式温控，滚动加热方式产生高温对塑封膜和资料页进行定型处理。 

 冷塑是采用带有粘性或磁性的塑封膜在不需要加热的情况下对塑封膜和资料页进行定型理。 

4)、 主要用途：应用于证卡、摄影作品、广告图文、文件资料、教学教材、技术图纸、商业价单等

物品，主要起到保护和装饰的作用； 

5)、 最大塑封尺寸：是指塑封机所能塑封页面的最大面积，一般用毫米为单位，有时也直接用纸张

的尺寸来定义。主要规格有：A3、A4、A5 

6)、 原稿送入速度：是塑封机工作的速度，指被塑封材料经过塑封机的时间长短，一般用 mm/min（毫

米/分）来表示。 

市场品牌有：意高（产地：北京）、迪士比（产地：台湾） 

20、 打字机： 

打字机主要分有：英文式的打字机、中文式的打字机 

 键数：是指英文打字机上面的按键数量。 

 纸张宽度：是指英文打字机可以打字的纸张的宽度，通常单位用英寸表示。 

21、 投影机： 

1)、 投影机的类型：根据所显示源的性质，可分为视频型和数据型两类。 

 视频型投影机：针对视频方面进行优化处理，其特点是亮度都在 1000 流明左右，对比度较高，投

影的画面宽高比多为 16：9，各种视频端口齐全，适合播放电影和高清晰电视。 

 数据型投影机：主要显示微机输出的信号，用来商务演示办公和日常教学，亮度根据使用环境高低

都有不同的选择，投影画面宽高比都为 4：3，功能全面，对于图像和文本以及视频都可以演示，基本所有

型号都有视频及数字输口。 

2)、 投影机自问世以来发展至今已形成三大系列： 

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液晶投影机、DLP

（Digital Lighting Process）数字光处理器投影机和

CRT（Cathode Ray Tube）阴极射线管投影机。 

 LCD 投影机的技术是透射式投影技术，目前最为

成熟。投影画面色彩还原真实鲜艳，色彩饱和度高，光

利用效率很高，LCD 投影机比用相同瓦数光源灯的 DLP

投影机有更高的 ANSI 流明光输出，目前市场高流明的投

影机主要以 LCD 投影机为主。它的缺点是黑色层次表现

不是很好，对比度一般都在 500：1左右徘徊，投影画面的像素结构可以明显看到。 

 DLP 投影机的技术是反射式投影技术，是现在高速发展的投影技术。它的采用，使投影图像灰度等

级、图像信号噪声比大幅度提高，画面质量细腻稳定，尤其在播放动态视频有图像流畅，没有像素结构感，

形象自然，数字图像还原真实精确。由于出于成本和机身体积的考虑，目前 DLP 投影机多半采用单片 DMD

芯片设计，所以在图像颜色的还原上比 LCD 投影机稍逊一筹，色彩不够鲜艳生动。 

 CRT 投影机采用技术与 CRT 显示器类似，是最早的投影技术。它的优点是寿命长，显示的图像色彩

丰富,还原性好,具有丰富的几何失真调整能力。由于技术的制约，无法在提高分辨率的同时提高流明，直

接影响 CRT 投影机的亮度值，到目前为止,其亮度值始终徘徊在 300 流明以下，加上体积较大和操作复杂，

已经被淘汰。 

3)、 投影灯泡： 

目前的采用的光源主要包括：UHP 灯（超能灯）、UHE 灯和金属卤素灯 

UHP 灯泡：是一种理想的冷光源，但由于价格较高，一般应用于高档投影机上。UHP 灯产生冷光，外形

小巧，在相同功耗下，能产生大光量，寿命较长，当衰竭时，即刻熄灭。优点是使用寿命长，一般可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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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用 4000 小时以上，亮度衰减很小。 

荷兰飞利浦公司于 1995 年首先开发成功一种超高压汞灯，极距约 1.3mm，功率 100 瓦。在灯工作时，

汞蒸气压可达 200 个大气压。由于汞蒸气压愈高，灯的亮度也越高，而且汞原子谱线宽度变大，分子连续

谱与带电粒子复合光谱也更强，特别是 595nm 以上的红光辐射随灯内工作压强的升高而增强，从而使灯的

显色性提高。由于该灯放电时电极处于极高的温度，会造成钨材料蒸发并沉积在球壁上造成光衰，现通过

在工艺上对灯内充入微量氧一卤素，有效清洁泡壳，使灯的寿命达 12000

小时。 

UHP 光源的电弧亮度能超过小面积高效投影装置所需的 1Gcd/m2，

为了达到更好的集光效果，近年来 UHP 光源的电弧极距减少到 1.0mm，

其寿命达 10000 小时以上，功率为 200 瓦，配备于投影仪产品，重量仅

4公斤，体积不到 2升，便于携带，其屏幕照度超过 1100 流明，能够达

到明亮的 XGA 显示水平。 

UHE 灯泡：也是一种冷光源，UHE 灯泡是目前中档投影机中广泛采用的理想光源。优点是价格适中，在

使用 4000 小时以前亮度几乎不衰减。 

金属卤素灯泡：发热高，对投影机散热系统要求高，

不宜做长时间（4 小时以上）投影使用。金属卤素灯产生

暖光，要求较大功率才能产生与 UHP 灯同等的光度，使

用寿命较短，与 UHP 灯不同的是，金属卤素灯坏时表现

为渐渐熄灭。金属卤素灯泡的优点是价格便宜，缺点是

半衰期短，一般使用 1000 小时左右亮度就会降低到原先

的一半左右。 

4)、 投影灯泡的寿命： 

灯泡作为投影机的唯一消耗材料，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亮度会迅速下降到无法正常使用。下图给

出常见灯泡的参考使用时间。 

5)、 投影机的投影方式 

 吊顶功能：将投影机倒置吊在屋顶上进行投影，要

求投影机投射的图像能实现上下翻转功能。 

 背投功能：将投影机放在背透幕的后面进行投影，

要求投影机投射的图像能实现左右翻转的功能。 

6)、 页面尺寸：是指投出的画面的大小，有最小图像

尺寸和最大图像尺寸，一般用对角线尺寸表示，单位是英

寸。这个指标是由投影光学变焦性能决定的，要投放预定的尺寸，需将投影机放置在与屏幕相应的距离上。

根据各种投影机的镜头和亮度不同，画面尺寸与投影距离的关系有所不同。一般来讲亮度越高的投影机可

以投出较大的画面，投影机根据镜头焦距都有一个最小画面尺寸和最大画面尺寸，在这两个尺寸之间投影

机投射的画面可以清晰聚焦，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画面可能会出现不清晰和投影效果很差的情况。 

7)、 工作噪音：投影机工作时由于风扇高速转动散热带来的噪音，有时被认做是一个很大的干扰，

尤其是会议、教学的进行中，还有家庭欣赏影片的时候，用户希望低噪音的宁静操作。既要保持良好的散

热，又要尽可能降低噪音。投影机所产生的噪音

会使人心烦意乱，各厂商都在极力降低噪音。建

议购买正常工作状态下散热噪音不超过 35 分贝

的投影机。 

 

22、 幻灯机： 

幻灯机的概述：幻灯机是将要显示的幻灯

片，由光源通过光学器件直射到屏幕上进行显示

的设备。 

1)、 幻灯机的种类很多，但其基本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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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大致相同。一般由光学、机身、机械传动、电气控制四部分构成。 

 光学部分是幻灯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用足够强的光线透射幻灯片，在银幕上呈现出放大

了的清晰的影像。它由光源、聚光镜、反光镜、隔热玻璃、放映镜头等组成。 

 机身部分是由支撑光学部分和维持幻灯机工作机能的各个部件组成，它包括底座、外壳、灯箱、

电源变压器、冷却风扇、镜头筒和升降足等。 

 机械传动部分主要由传动机构、换片机构、调焦机构组成，其部件有马达、传动轮、摩擦轮、蜗

轮、蜗杆等。 

 电气控制部分主要是将操作者换片或调焦的旨意以电信号形式传递给机械传动部分，其功能多少

随幻灯机种类的不同有所区别，一般具有无线遥控、有线遥控、定时控制、声控、讯控等功能。 

2)、 幻灯机的工作原理：幻灯机就是利用凸透镜当物体距透镜的距离大于一倍焦距而小于二倍焦距

时成倒立、放大的实像这个原理制成的。当幻灯片离镜头的距离在一倍焦距和二倍焦距之间，用强光照射

幻灯片时，就可以在屏幕上得到倒立、放大的实像。为了使得到的像成为“正立”的，所以要把幻灯片上

下颠倒放置。 

3)、 片匣：装幻灯片的匣子，现在的幻灯机片匣都有自动换片功能。 

灯片：是指幻灯片的尺寸，通常都是 24x36mm。 

 

23、 投影仪： 

1)、 投影仪（projection）是一种利用透镜成像原理对实物胶片进行投影的仪器，与投影机相比，

它缺少接受视频信号的功能，只能处理实物胶片影像，所以价格相对低廉，主要应用于初级教学领域。 

2)、 投影仪与幻灯机的区别：投影仪与幻灯机原理基本相同，但结构不同。 

 幻灯机把要显示的幻灯片，由光源通过光学器件直射到屏幕上； 

 投影仪把水平放置的投影片，由光源通过光学器件射向平面镜，再由平面镜反射到屏幕上。光源

有溴钨灯和镝灯两种。聚光镜多采用有机玻璃螺纹透镜。在光源和聚光镜之间增加了一个新月镜，可以加

强光线的会聚，增强亮度。平面镜能把光线方向改变 90°，变垂直照射为水平照射。 

3)、 使用的耗材： 

 投影胶片：投影仪一般使用 6～8英寸的透明投影片，也可以直接在透明投影片上书写、绘图，或

演示投影教具。 

 灯泡：光源有溴钨灯和镝灯两种。溴钨灯是一种具有高发光强度的白炽灯，由于采用溴钨循环体

系，使其能始终保持很高的光通量，其显色性好，能够忠实再现原稿色彩。镝灯属高强度气体放电灯，是

金属卤化物灯的一种，它光效高、显色性好、亮度高，镝灯有球形、管形、椭球形等多种形状可满足不同

用途的需要，使用时需相应的镇流器和触发器。 

4)、 投影仪相关的技术点： 

①、 投影台面积：是指放透明投影片反射台的面积，它决定了投影仪可以放置演示资料的最大尺寸。 

②、 色散：复合光通过三棱镜等分光器被分解为各种单色光的现象，叫做光的色散。分开的单色光

依次排列而成的光带叫做光谱。各种颜色的光在真空中都以恒定的速度传播；而在介质中，光波的传播速

度要减小；而且不同波长的光波，传播速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同一介质对不同的单色光折射率是不同的，

红色光的折射率最小，紫色光的折射率最大。 

③、 焦距就是透镜中心到焦点的距离。镜头

的焦距分为像方焦距和物方焦距。像方焦距是像方

主面到像方焦点的距离，同样，物方焦距就是物方

主面到物方焦点的距离。 右图表示如何来确定主面

和焦距：入射平行光线（或其延长线）与出射会聚

光线（或其延长线）相交，就能确定折射主面，这

个想象的平面与镜头光轴相交处就是主点。像方主

点和无穷远光线形成的焦平面（焦点）之间的距离

称为复合镜头的焦距（严格说是有效焦距）。用同

样的原理也可以确定物方主面和物方焦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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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透镜： 镜头是由几片透镜组成，透镜有塑胶透镜（plastic）和玻璃透镜（glass）两种，玻璃

透镜比塑胶贵。通常摄像头用的镜头构造有：1P、2P、1G1P、1G2P、2G2P、4G 等，透镜越多，成本越高。

因此一个品质好的摄像头应该是采用玻璃镜头的，其成像效果要比塑胶镜头好。镜头对成像质量也有极大

影响，好的镜头使图像更加清晰、细腻。一般投影仪的镜头都是变焦镜头，针对市场的不同，变焦倍数从

4倍到 16倍或更高。 

⑤、 亮度：“light out” 是投影仪主要的技术指标, “light out”通常以光通量来表示，光通量是描

述单位时间内光源辐射产生视觉响应强弱的能力，单位是流明。投影仪表示光通量的国际标准单位是 ANSI

流明，ANSI 流明是美国国家标准化协会制定的测量投影仪光通量的方法，测定环境如下： 

 投影机与幕之间距离：2.4 米。 

 幕为 60 英寸。 

 用测光笔测量屏幕“田”字形九个交叉点上的各点照度，乘以面积，得到投影 D、画面的 9个点的亮

度。求出 9个点亮度的平均值，就是 ANSI 流明。 

市场的品牌：3M、影美 

 

24、 投影屏幕： 

1)、 屏幕（SCREEN）用于和投影机配套使用。屏幕目前主要有两种：软屏和硬屏。软屏根据使用方

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支屏、挂屏、电动屏、背投屏等。在会议室内建议使用挂屏、电动屏，需要在不同场所

使用的建议购买支架屏。 硬屏又称为金属屏，是一种配合早期低亮度投影机使用的屏幕，硬屏具有高增益

（比软屏高 3倍以上）的优点，缺点是价格昂贵、视角窄、笨重、容易氧化等。 

2)、 投射方式：主要有正投和背投两种方式。反射式用于正投，透射式用于背投。正投幕又分为平

面幕、弧型幕。平面幕增益较小，视角较大，环境光必须较弱；弧型幕增益较大，视角较小，环境光可以

较强，但屏幕反射的入射光在各方向不等。  

3)、 投影幕类型：通常可分为正投屏幕和背投屏幕。 

 正投屏幕又分为软屏幕和硬屏幕，其中软屏幕包括有白屏幕、珠光屏幕和金属屏幕；硬屏幕包括

有平面屏幕和弧形屏幕；有手动挂幕和电动挂幕类型；双腿支架幕；三角支架幕；金属平面，弧面幕。 

 背投屏幕也可分为软屏幕和硬屏幕，其中背投硬幕则要用得多些。多种规格的硬质背投幕（分双

曲线幕和弥散幕）和软质背投幕（弥散幕）；硬质幕的画面效果要优于软质幕。   

4)、 对角线：指屏幕的对角线的尺寸，一般单位为英寸。   

5)、 屏幕的尺寸：是以其对角线的大小来定义的。一般视频图像的宽高比为 4:3，教育幕为正方形。

如一个 1.83m（72 英寸）的屏幕，根据勾股定理，很快就能得出屏幕的宽为 1.5m,高为 1.1m。下面是选择

屏幕尺寸方面的几点参考 ： 屏幕高度要让每一排的观众都能清楚地看到投影画面的内容。屏幕到第一排

座位的距离应大于 2倍屏幕的高度。屏幕底边离地面距离 1.5 米左右。  

6)、 光能利用率：对于背投影屏幕，是透光率；对于正投影屏幕，是反射率。自然是越高越好。就

背投影屏幕而言，结构化屏幕要比散射幕好很多。举例来说，要取得同样的亮度效果，散射幕用户买 8 万

元的投影机，结构化屏幕的用户只要 5万元的投影机就够了。  

7)、 均匀度：从中心到边缘的亮度分布是否均匀。就背投影屏幕而言，结构化屏幕要比散射幕好很

多。散射幕有不可克服的中心亮斑效应。 

8)、 如何选择屏幕 

 对于学校而言，投影机一般会应用在普通课室和大型多功能教室。 

 在普通教室内适用 70 寸，84 寸和 100 寸。 

 在大型多功能教室适宜用 120 寸—180 寸对角屏幕，建议选择规格有 120、150、180 寸。 

 对于屏幕质料之选择方面，目前可供选择的有玻璃微珠和白塑质料。 

 前几年，由于投影机亮度较低，需要高增益的屏幕，帮助提高亮度，但现时投影机亮度己有较大

的提高，故高增益的屏幕作用不大。玻璃珠虽然增益大，但可视角度相对小，且会出现光斑现象，长时间

观看对学眼睛会造成损害。坐中间的学生和坐两边的学生所看到图象的亮度有较大的区别，由于反视角度

的原因，当投影机座台放置时效果较佳，而吊顶安装时会造成亮度减少，但学校普遍布会用吊装形式安装

投影机，帮玻璃幕不适宜在学校使用。 

http://www.wg365.com.cn/glossary/
http://www.wg365.com.cn/glo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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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塑幕虽然增益较玻璃幕少，但可视角度大，亮度较柔和，长时间观看对眼睛不易造成伤害，且清洁

保养较为容易，故学校较适宜使用白塑质料屏幕。 

 

25、 标签机： 

1)、 标签机的主要技术要求：输入方式、输入装置、显示装置、最大打印长度、最大打印宽度、最

大分辩率、最大打印速度等。 

2)、 标签机的主要用途：该机器普遍用于电气配电、电厂、开关厂、铁路、供电局变电站仪器仪表

盘、办公设备等行业应用的标识以及企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档案管理等方面，材料全部采用进口，具有操

作简便、打印清晰、耐磨、防水等优点。 

 

26、 对讲机： 

对讲机是一种为接受弱小信号而采用的收听方式。通过按专用键强制接通接收信号通道，操作者用耳

朵辨别扬声器中的微弱声音，达到收听的目的。 

对讲机如今市场上的主要品牌：摩托罗拉、建伍、马兰仕、特灵通、东野、八重州； 

对讲机的专业述语解答： 

1)、 扫描（SCAN）：为了听到所有信道的通话，而采用的一种收听方式。通过按专用键，使接收电

路按一定顺序逐个信道接收一段时间，以收听到信道中的信号。若每个信道接收时间为 100ms，则每秒可

扫描过十个信道，即扫描速度为 10ch/s 。 

2)、 优先信道扫描功能 (Priority Channel Scan)：在扫描过程中优先扫描所设定的优先信道。 

3)、 删除/添加扫描信道 (Delete/Add Scan Channel)：将某一信道从扫描列表中删除或添加到扫描

列表中。 

4)、 声控（VOX）：当该功能被激活后，不必按 PTT 键，可直接通过语音启动发射操作。 

5)、 发射限时功能 (TOT: Time Out Timer)：该功能用于限制用户在一信道上超时间发射，同时也

避免对讲机因长时间发射而造成损坏。 

6)、 省电功能 (Battery Save)：为节约用电，延长待机时间，对讲机在一段时间内无发射接受和按

键操作，将以一段时间关机、一段时间开机的方式工作，这种方式叫省电方式。开关机时间长度比大约是

1：4。当收到信号或有按键操作时，对讲机立即退出省电状态，进入正常状态。 

使用对讲机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1)、 对讲机天线使用注意事项： 

 只能使用原配或认可的天线。未经认可的天线，经改装或增添了附件的天线可能会损坏对讲机或

违反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的规定。 

 在使用时，不要用手去拿天线，更不要拎着天线将对讲机甩来甩去。 

 对讲机天线不能随意拧下，否则在发射时容易把功率管（功放）烧坏。 

 不要使用损坏的天线。否则，在发射时，损坏的天线接触皮肤，可能会引起轻微的灼伤。 

2)、 电池使用注意事项： 

 应该用原配或认可的电池。如果金属导体如珠宝首饰、钥匙或珠练触及电池的裸露电极，所有电

池都可能引起破坏或人身伤害。 

 请小心对待已经充好电的电池，尤其是当将它装入口袋、皮夹或其他有金属的容器时，需特别注

意。 

 充电应在 5～40 度的环境中进行。如果超过此温度范围，电池寿命受到影响，同时有可能充不满

额定容量。 

3)、 电磁干扰/电磁兼容： 

为避免电磁干扰和/或电磁兼容引起的问题，在贴有"关闭对讲机"标识的场合应关闭对讲机，例如在加

油站、医院或其他使用仪器设备的场合；在搭乘飞机时，也应关闭对讲机。 

4)、 对讲机操作注意事项： 

 当对讲机正在发射时，保持对讲机处于垂直位置，并保持话筒与嘴部 2.5-5 厘米的距离。 

 发射时，对讲机距离头部或身体至少 2.5 厘米。 

 使用过程中不要进行多次开机关机的动作，同时把音量调整到适合您听觉的音量。  

5)、 对讲机使用安全注意事项： 

 在带有安全气囊的汽车上，不要将对讲机放在气囊展开时可能涉及的范围内。 如果对讲机处于气

囊展开时可能涉及的区域范围，一旦气囊迅速展开，对讲机可能会随着极大的冲击力伤及车内的人员。 

 在潜在爆炸的大气环境或场合下，除非对讲机是通过特殊认证的防爆型对讲机，否则必须关闭对

讲机。在潜在爆炸大气环境中，电火花会导致爆炸或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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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潜在爆炸的大气环境下更换电池或对电池充电。安装和拆卸电池时可能会引起接触电火花

并导致动性爆炸。  

 在靠近爆破区和雷管所在区域前，须先关闭对讲机，以免引起可能的爆炸。 

6)、 对讲机常规维护： 

 对讲机长期使用后，按健、控制旋钮和机壳很容易变脏，请从对讲机上取下控制旋钮，并用中性

洗剂（不要使用强腐蚀性化学药剂）和湿布清洁机壳。 

 使用诸如除污剂、酒精、喷雾剂或石油制剂等化学药品都可能造成对讲机表面和外壳的损坏。 

 轻拿轻放对讲机，切勿手提天线移动对讲机。 

 不能使用耳机等附件时，请盖上防尘盖（若有装备）。 

 

27、 装订机： 

1)、 装订机按照装订方式可分为：热融式装订机、梳式胶圈装订机、铁圈装订机； 

 热融式装订机：具有操作简单、速度快，耗材成本低，式样精美等优点，属于不可拆卸型，适用

于中小型的文印中心、中小型的办公文件装订，以及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单位。品牌为：瑞典威度

物迪； 

 梳式胶圈装订机：是所有装订机中，使用成本最低的一种，简单、易拆卸，可多次重复装订使用；

比较适用于小型办公室或一般会议文件的装订，以及小型的文印社。一种装订机有两种装订方法，这也是

它的一大特色。规格为 21孔。 

 铁圈装订机：一般分为 2：1（21 孔）和 3：1（34 孔）两种，以 3：1铁圈装订机装订效果较为精

致，适合装订较薄的文本，适用于一般的设计院、规划局或中小型文印中心；2：1型则适合装订较厚的文

件。 

2)、 装订机技术特点： 

①、 掉页：对于可调打孔边位的装订机，应注意边位距离与胶圈直径相匹配，如果胶圈大，边位距

离小，则翻动文件时，页间隙太大，影响整体效果，且长时间翻动易出现掉页现象。  

②、 散页：使用热融装订机时装订时，一定要将文件整理整齐方可放入封套内，否则装订的文件会

参差不齐；封套加热完毕后，需用手稍微整理固定一下热胶，这样装订的文本整齐有形；刚加热完毕切忌

立即翻动文本，易造成散页，待胶条冷却凝固后方能翻动。  

③、 装订环境：装订机需要在正常的办公环境使用，要摆放在平整、坚固的桌面上，平时保持整洁，

避免遭受潮湿、日晒等侵袭。 

④、  装订厚度：就是装订机所能装订的文件的厚度，一般以毫米（mm）为单位，但也有些产品是以

装订页数（张数）来度量的。一般的装订机所能装订的厚度多在 20mm 到 50mm 之间，或是 400 页左右。普

通的应用可选择 20mm 的产品。有特殊需要的可选择装订厚度更大的产品。 

⑤、 装订规格：是指最大打孔宽度和打孔面积，也就是一个装订过程中所用的装订针孔之间的最大

宽度和一个针孔的面积。衡量这个指标般用 mm，打孔面积用如 3mm*8mm 这样来表示。 

⑥、 铣刀形式：是指装订机里面铣刀的安装方式，一般多为梳式和抽拉式。但按照铣刀的大不来划

分还可以分为小铣刀、大铣刀、小铣刀+大铣刀、太阳铣刀等。用途：其中小铣刀特别是用于办公室，太阳

铣刀可实现装订硬封面豪华文本。小铣刀+大铣刀适用于设计院、大专院校、复印店、中小型印刷厂短版快

装书本、标书及图纸装订。 

 

28、 程控交换机： 

程控交换机：是现代办公常用的电话通讯管理手段的一种。使电话管理者可集团性管理外线来电与内

线呼出。 程控交换机设备一般由外线与分机构成。外线指接入集团电话中的外线总数。分机是您为您的员

工所安排的的电话数量。 PABX： （Private Automatic Branch eXchange）的缩写。即自动用户小交换机，

或者私用自动交换分机。一种自动地将内部用户线连接到电话系统外线的专用电话交换机。   

29、 饮水机： 

如何选购一台合格的饮水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产品的安全性能：饮水机以电源为动力，若饮水机发生漏电、绝缘不良等，都极为危险。消费

者在选购时首先要认准产品的品牌和经过中国电工安全认证委员会 CCEE 产品认证标志。 

2)、 产品的材质选用：饮水机的卫生质量极为重要，主要表现在盛水的冷热水包与水接触的管路材

质及水龙头。有些厂家为了以低价占领市场，选用低质的不锈钢加工冷热水包和与水接触的管路，时间一

长便产生材质腐蚀，污染水质。  

3)、 外观：饮水机喷塑件表面应光滑平整，色泽均匀，深层牢固，不应有裂痕、划伤、起泡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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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接缝处连接匀称。  

4)、 整机使用性能：饮水机放上满水桶，要保证机器随满水桶的冲击力和压力不变形。龙头打开时

应不滴水，打开龙头出水后应畅通，桶内应有气泡上升。水斗应拆卸方便，各连结部无渗水，各开关控制

应灵敏，正确可靠。接通电源后各指示灯应正常显示。 

5)、 防二次污染技术：要问明所选品牌是否具备或配备了防二次污染的技术和措施。 

6)、 售后服务是否完善：选购时要问明该品牌的饮水机是否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30、 防湿机： 

31、 空气净化器：  

（2）、 个人设备： 

1、 复读机： 

2、 计算器： 

1)、 按品牌划分： 

卡西欧：  CASLO；      原产地：日本；现于中山 

西铁城：  CITIZEN；    原产地：日本（新加坡、上海、香港也有） 

万能通：  WNT；        产  地：广州 

丰龙发：  CITYCAL；    产  地：广州 

声  宝：  SHARP；      原  产：日本；现香港代理 

佳  能：  CANON；      产  地：日本 

快灵通：  KLT；        产  地：广东潮阳 

裕  鸿：  PORPC；      产  地：增城 

震  旦：  ARORA；      产  地：上海 

东方灵    EASTALENT; 

 

2)、 按种类划分： 

 掌上型：小巧，便于携带。 

 桌上型：体积较大，使用方便。 

 专业型：工程计算器、函数计算器、税务计算器、统计计算器、编程计算器、绘图计算器。 

 打印型：体积和屏幕较大，读取清晰，三用能源可使用胶片、卷纸（单色/双色）、油墨。 

3)、 按能源划分：有电池、电子、太阳能、交流电四种。 

4)、 按位数划分：有 8位、10位、12 位、14位、16 位（西铁城、佳能、声宝、震旦） 

5)、 按外壳划分：金硬质、滑动式、折叠式、金属壳； 

6)、 如何选择好的计算器 

 速度（卡西欧速度最快） 

 按键的灵活； 

 屏幕清晰，有无痕迹； 

 外盖有无受损； 

各类品牌计算器的代码 

声宝： EL、CS                            佳能：LS、LC、TS、CC 

西铁城：SDC、CT、CS、                   卡西欧：FX、D、DS、S、 

震旦：DT、HC、SC、SP                    万能通：WT、TC、TS、 

丰龙发：CT、SC                          裕鸿：YH 

快灵通：SJC、FG、DC、DK 

 

3、 电子辞典： 

电脑辞典是一种将传统的印刷词典转成数码方式、进行快速查询的数字学习工具。电脑辞典以轻便易

携、查询快捷、功能丰富等特点，成为 21 世纪学生学习生活、社会人士移动办公的掌上利器。 

电脑辞典主要有五大板块功能，分别为：辞典查询学习功能、电子记事功能、计算功能、参考资料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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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及数据传输功能。 

分类： 

 商务型：联想、掌上通、商务通、名人（金世纪、智能王）、快译通手帐王 

 学习型：文典星、大学士、快译通、好易通、金榜学习机、卡西欧 

何为 PDA 

PDA 是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的缩写，字面意思是（个人数字助理）。 这种手持设备集中了

计算，电话，传真，和网络等多种功能。它不仅可用来管理个人信息（如通讯录，计划等），更重要的是

可以上网浏览，收发 Email，可以发传真，甚至还可以当作手机来用。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功能都可以通

过无线方式实现。当然，并不是任何 PDA 都具备以上所有功能；即使具备，也可能由于缺乏相应的服务而

不能实现。但可以预见，PDA 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就是计算、通信、网络、存储、娱乐、电子商务等多功能

的融合。PDA 一般都不配备键盘，而用手写输入或语音输入。PDA 所使用操作系统主要有 Palm OS，Windows 

CE 和 EPOC。以上所说的是广义的 PDA。目前，对 PDA 还有一种狭义的理解。狭义的 PDA 指可以称作电子记

事本，其功能较为单一，主要是管理个人信息，如通讯录、记事和备忘、日程安排、便笺、计算器、录音

和辞典等功能。而且这些功能都是固化的，不能根据用户的要求增加新的功能。广义的 PDA 主要指掌上电

脑，当然也包括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小型数字化设备。掌上电脑一词也有不同解释。狭义的掌上电脑不带

键盘，采用手写输入、语音输入或软键盘输入。而广义的掌上电脑则既包括无键盘的，也包括有键盘的。

不过，在中国市场，几乎所有的掌上电脑都不带键盘。 

何为蓝牙： 

蓝牙是一种无线电技术规范，用来描述各种电子产品(诸如移动电话、计算机和个人数字助手 PDA)相

互之间是如何用短距离无线电系统进行连接的。电子设备间的这种无线电连接是用低功率无线电链路来实

现的。蓝牙技术的主要好处是消除了千头万绪、令人头痛的电缆线，通常这些电缆是用于连接设备间信息

传递和同步所必需的。  

何为红处接口 

红外接口英文简称为 IrDA，是 Infrared Data Association（红外线数据标准协会）的英文缩写，IrDA

红外接口是一种红外线无线传输协议以及基于该协议的无线传输接口。支持 IrDA 接口的掌上电脑，可以无

线地向支持 IrDA 通信的其它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或打印机传输数码照片。  

何为保护贴 

保护贴是一种采用目前最高档的ＡＲＭ材料按ＰＤＡ屏幕规格定制而成保护 PDA 屏幕的一种物质。全

面保护 PDA 屏幕：防止刮伤、防止灰尘，易贴、易撕，不留残胶，并可以让 PDA 屏幕更有书写的触感。  

电子辞职的品牌：联想（北京）、文典星、名人、好易通、任我学、商务通、大学士、金榜学习通、掌

上通、卡西欧。 

4、  

 

计算机外围设备  

十四、 计算机外围设备分类目录 

 

 

1、 打印机 

 按照打印方式可分为：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针式打印机 

 激光打印机：激光打印机（laser jet printer）是利用碳粉附着在纸上而成像的一种打印机， 

 激光打印机类型分：黑白、彩色两种激光打印机。 

其工作原理主要是利用激光打印机内的一个控制激光束的磁鼓，借着控制激光束的开启和关闭，当纸

张在磁鼓间卷动时，上下起伏的激光束会在磁鼓产生带电核的图像区，此时打印机内部的碳粉会受到电荷

的吸引而附着在纸上，形成文字或图像图形。由于碳粉属于固体，而激光光束有不受环境影响的特性，所

以激光打印机可以长年保持印刷效果清晰细致，印在任何纸张上都可得到好的效果。 

 喷墨打印机：喷墨式打印机（Ink-jet Printer）使用大量的喷咀，将墨点喷射到纸张上。由于喷

嘴的数量较多，且墨点细小，能够做出比撞击式打印机更细致、混合更多种色彩的较果。不单如此，亦由

于墨点喷射的方式并不会对色带或印头造成损耗，而且并不需要如针式打印机一般重复打印数遍来做成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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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效果，所以这种技术很适合用来制造高速的彩色打印机；喷墨打印机根据产品的主要用途可以分为 3

类：普通型喷墨打印机，数码照片型喷墨打印机和便携式喷墨打印机。。 

 针式打印机：（Dot-Matrix Printer）针式打印机也称撞击式打印机， 

1)、 工作原理类似于我们用复写纸复写资料一样。针式打印机中的打印头是由多支金属撞针组成，

撞针排列成一直行，打印头在纸张和色带之上行走。当指定的撞针到达某个位置时，便会弹射出来，在色

带上打击一下，让色素印在纸上做成其中一个色点，配合多个撞针的排列样式，便能在纸上砌成文字或图

画。如果是彩色的针式打印机，色带还会分成四道色，打印头下带动色带的位置还会上下移动，将所需的

颜色对正在打印头之下。 

2)、 打印针数：目前最常见的产品的打印针数为 24 针，早期的针式打印机也有采用 9针的，但是打

印的效果和速度都要逊色很多。而一些高端的产品则有采用双打印头的，不过每一个打印头的针数也是 24

针的，但是打印的速度会大大的提高。 

3)、 打印针寿命：由于针式打印机是通过打印针对色带进行撞击产生小点，从而最终成像的，因此

打印针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磨损，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便无法再使用了。打印针寿命便是指打印针可以进行

多少次撞击后才会报废的数值，它的单位是“次击打/针”。目前的产品的打印针寿命多能够达到 2亿次击打

/针，有的甚至更多，可以达到 5 亿次击打/针。不过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是由于打印头上的每一

根打印针使用的频度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因此肯定有些针会先报废，有些则会报废的得晚一些。另一点

就是“亿次击打/针”是一个约数，要知道这么大的数字，用户是无法实际进行检测和计算的。因此在购买时

关注打印头的免费保修时间也是很重要的。 

4)、 纸张种类：指的是打印机能够支持打印的纸张的种类。除了普通的纸张纸张种类，如复印纸、

信封、连续打印纸之外，针式打印机还可以支持蜡纸、票据以及多层复写纸。而蜡纸、票据以及多层复写

纸来说，激光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都不具备的，这也就为针式打印机留出了独特的空间，从而能够长久不

衰。 

5)、 接口类型：指的是针式打印机与电脑系统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连接。目前针式打印机常见的有并

口 (也有称之为 IEEE 1284, Centronics)、串口 (也有称之为 RS-232 接口的)和 USB 接口。 

6)、 打印速度：针式打印机的打印速度标识和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不同，不是用 ppm，而是使用

的“字/秒”，而一些高端产品（多为 IBM 的产品）则往往会用“行/分”来标识。这样的标识同样是一目了然

的，在单位时间内能够打印的“字符数”或者是“行数”越多，那么打印机的速度也就越快。 

7)、 票据打印机：票据打印机的打印方式实际上指的就是某款票据打印机是采用何种打印原理进行

打印的。说的简单一些就是某款票据打印机是针式的票据打印机还是喷墨的票据打印机。不过由于票据打

印应用的特殊性，在打印票据时需要进行多联拷贝式复写打印机，因此目前票据打印机基本上都是采用的

针式打印的方式。 

 如何撑握消费心理进行喷墨打印机产品的推广： 

随着 PC 在普通家庭中的不断普及，与数码成像技术的广泛应用，消费者对打印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文字输出、照片及图像制作与输出、办公文档打印等等。这当然就需要打印机拥有较好

的色彩分辨与较强的打印能力。从目前的打印机市场来看，喷墨打印机的低廉打印成本，越来越多的家庭

用户都开始选购喷墨打印机作为打印输出装置。喷打的发展趋势一是喷墨墨滴体积越来越小。二是打印速

度有了质的提高。对大多数家庭用户来说，选择 600-1000 元价位的喷墨打印机产品是最实惠不过的。激光

打印机高昂的价格是普通家庭用户所无法承受的，而针式打印机在这方面又力不从心，所以只有打印成本

和价格适中的彩色喷墨打印机符合广大消费者的要求。但是，由于喷墨打印机市场上种类众多，新技术和

新产品也层出不穷，对于普通家庭用户和行政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型工厂等消费者群而言，怎样才能捕捉

他们的消费心理进行很好的产品推广及销售是很重要的，下面就简单谈一下在消费者选购打印机时的考虑

的几个方面以及通过这些方面的学习更清楚的知道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从而增强我们销售人员的销售技巧，

下面列出几点关于选购家用喷墨打印机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消费者在购买喷墨打印

机时所考虑的方面： 

①、电源 

喷墨打印机电源部分有两种设计思路，一种是内置电源，直接用电源线将打印机和电源插座连接即可

供电；另一种设计采用外接电源，即打印机本身没有电源，靠外接直流稳压电源工作。两种设计各有千秋。

前者打印机体积略大，份量也重，但外形美观整洁，来回搬动也方便。后者打印机机身较轻巧，但外接电

源显得凌乱，搬动时也不方便。考虑到打印机电源部分并不太容易出现故障，权衡之下，还是电源内置机

型更好。  

②、打印分辨率  

打印质量主要是通过颜色数和分辨率来衡量的。更多的颜色数代表着更好的色彩表现力，现在市场上

的 4 色打印机对于一般的彩色文本或是要求不高的图片打印需求一般都能够满足，但如果你要打印照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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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就要选择 6色照片打印机了。分辨率的单位是 dpi(dots per inch 即每英寸的墨点数)，分辨率越高，

图像自然越清晰。另一方面，要有效提升 dpi 的数值，必须要有足够小的墨点为前提。只有在墨滴足够小

的情况下，较高打印分辨率的实现才是真实的，才能够对提高最终打印品质发挥作用。然而分辨率也并非

代表一切，因为较高分辨率的意义在于，对提高图片打印质量确实有益，而一般的打印文字达到

360dpi×360dpi，对于人眼来说不会有很大分别。 

④、打印速度 

打印速度首先需要告诉大家的是通用的打印速度单位是 PPM(pages per minute 即每分钟打印页数)。

对于家庭用户，速度的意义其实并不很重要，因为毕竟家庭用户的打印量是非常小的，所以家庭用户完全

不必对打印速度太过计较。当然，许多用户在使用喷墨打印机一段时间后，会觉得很迷惑：“为什么我的

打印机远远达不到宣传材料或说明书中说明的速度？”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标称速度是在打印机最“轻

松”的条件下取得的，这些条件包括：使用黑色墨盒、采用草稿打印模式、打印字体一致、字号一致等。

所以说，打印速度在我们购买打印机时只需做一个参考。  

⑤、喷头与墨盒一体化 

所谓喷头墨盒一体化，指的是喷头没有做在打印机里，而是与墨盒在一起，更换墨盒意味着同时更换

了喷头。由于喷头是“一次性”的，所以制造一般不会太精细，打印质量通常比不上永久喷头，墨盒价格

也高一点。但这种设计的优势在于，更换墨盒后，喷头也同时更换了，打印质量不会随着使用时间延长而

恶化；更重要的是，空墨盒可以重灌墨水，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分体式设计优势在于喷头加工精细，打印

质量较高，但缺点也很明显，由于喷头得不到更新，使用时间越长、打印效果就越差。自行向空墨盒充灌

墨水容易对喷头造成伤害，而一旦喷头损坏，自己几乎无法修复或更换。看来，还是一体化墨盒更经济一

些。 

⑥、打印技术 

目前市场上的喷墨打印机大多采用液态喷墨方式。同时，由于喷墨的具体过程不同，又可分为惠普、

佳能使用的热气泡式和爱普生使用的微压电式。两种方式各有特色，但由于微压电式技术不需对墨水进

行加热，这也就避免了热气泡式中高温下墨水的化学性质容易改变和墨水微粒的方向与体积不易掌握、

着纸位置不准等弊端的发生。但只从这一方面来说，也并不意味着微压电式打印机在整体性能上技高一

筹，因为通过现在较为先进的墨水技术，只要使用原装墨水，这一弊端还是可以克服的。 

 激光打印机的技术解析： 

①、打印性能指标  

一般来说，激光打印机的整体性能是由打印速度、分辨率、打印机语言以及其他一些指标综合作用的结果。 

②、打印速度  

  激光打印机的速度用 ppm（pages per minute，每分钟打印张数）来表示。打印机厂商所标注的打印

速度，其实是最大速度，就是打印机引擎能处理纸张的最快速度。实际打印速度与被打印的内容有很大关

系。从打印机驱动程序把打印内容转换成页面语言描述，到最终打印图像的输出，中间有许多环节，每一

个环节都对打印速度有影响。其中激光打印机控制器中的光栅转换部分，对打印速度的影响最大，因为这

一步涉及到曲线到点阵的转换、字库解释等，技术比较复杂，对于比较复杂的打印文档，花费的时间就更

多，以致于实际的打印输出速度远远低于打印机的标称速度。另一个对打印速度影响较大的是打印机的缓

存，因为光栅转换后的页面点阵要经过缓存送到打印引擎中去打印，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缓存，可能要影响

光栅转换的速度。尤其是对于非常简单的打印文档，由于这时光栅转换的速度很快，如果缓存太小，就会

成为打印速度的一个瓶颈。  

  激光打印机的分类有时也以打印速度来划分，家用打印机的速度一般为 4～5ppm，办公用打印机速度

一般为 8～12ppm，工作组打印机的速度一般能达到 15～30ppm。  

  ③、分辨率  

  激光打印机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分辨率，分辨率是指在一定面积内激光打印机所能打印的单个点数，

比如大部分激光打印机都能与一平方英寸内打印 300×300Κ90000 个点数。由于大部分激光打印机在水平和

垂直方向上的分辨率相同，因此分辨率通常缩写为 dpi（dotsperInch，每英寸打印的点数）。一般来讲分

辨率越高，则输出的图像就越精细，越没有颗粒感。 

 CPI 为（Characters Per Inch）缩写，即每英寸内所含的字符数。 

 CPS 为（Characters Per Second）缩写，即每秒钟所能打印的字符个数，用来表示打印速度，它

与打印字符的大小有关，一般以 10cpi 的西文字符为基准来计算打印速度。 

④、打印机语言  

  打印机语言是激光打印机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它是决定激光打印机输出复杂版面能力的指标之一。打

印机语言就是一个命令集，它告诉打印机如何组织被打印的文档。这些命令不是被单独地传送，而是由打

印机驱动程序把它们嵌在打印数据中传给打印机，并由打印机的打印控制器再分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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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机语言很多，但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页描述语言（PDL，Page Descriptional Language），

另一类是嵌入式语言（如 ESCape Code Language）。页描述语言非常复杂，命令非常多，当然它的功能也

很强大，几乎能描述任何复杂的打印文档，特别适合于专业印刷、广告、高级字处理等领域。PDL 虽然能

描述复杂的文档，但正是由于它的复杂性，使得打印机处理起来也比较慢。嵌入式语言的名字来自于它使

用命令的方式，它的每一个命令都以一个特征码（如 ESC）为前缀，以此表明该字符串是一个命令而不是

一般的打印数据。嵌入式语言没有页描述语言那么复杂，它适用于描述相对比较简单的文档。  

  页描述语言和嵌入式语言的代表分别是 Adobe 公司的 PostScript 语言和 HP 公司的 PCL 语言，它们是

已经成为业界标准的两种激光打印机语言，现在它们已分别推出了 PostScript Level 2 和 PCL6，PCL6 已

非常接近于页描述语言的描述能力。许多厂商都使用自己的打印机控制语言，如 EPSON 的 ESC／page，佳

能的 CaPSYL，施乐的 XES、JDL，IBM 的 IPDS，DEC 的 ANSI／Sixel 等，它们都各具特点。  

⑤、内置字体  

  内置字体也是激光打印机的关键特性之一。打印机是处理字符的描述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点阵，

一种是用曲线。这两种方式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要计算机传送几十或上百个字节。如果使用打印机字体输

出一个字符，则只要把字符的国标编码（两个字节）传给打印机即可。因此使用打印机字体，可以摆脱平

台的限制，减少数据的传输量，提高打印效率。在网络上打印，更可以减轻网络的负担。虽然使用打印机

字库的优点很多，但字库一般较贵。  

  影响打印机品质的因素很多，打印过程的哪一环节处理不好，都会造成较大的影响。 除了前面讲的几

个主要指标之外，软件、驱动程序的不同，对打印品质的影响也很大。各个厂商打印机驱动程序中采用的

算法不尽相同，这都会影响到数据的传输速度、解释器的解释速度等。另外即使打印分辨率相同，不同打

印机输出图像的精美程度也不一样，这还与透镜的精度、激光点的大小、使用碳粉的精细度及步进电机步

长的均匀情况等有很大的关系。 

 消费者在选购时注意事项 ：  

  首先，要确定选购激光打印机的类型，激光打印机一般可分成个人型、办公型、工作组型等几类。这

里主要介绍个人型和办公型两种常用的激光打印机类型。  

  个人型激光打印机，就是和一台计算机相连，一般只供单个用户使用，体积比较小，一般只能单面打

印，打印速度也较慢，一般为 4～8ppm，与计算机的连接一般也是通过并口或 USB 接口。  

  办公型激光打印机从体积上来说比个人型打印机要大。它既适于单用户使用，也可被一个小型的工作

组成员（一般 3～5 个）通过一个打印共享器或组建一个小网来共享。打印速度一般在 8～12ppm。一个并

口与一个串口是其标准的接口形式，内部还有一个扩展插槽可以安装网卡进行网络打印。  

  分辨率也也是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目前很多激光打印机的广告都注明分辨率为 1200dpi，其实大部

分都是指增强分辨率，而物理分辨率大部分还只是 600dpi。其实就一般的文字稿而言，300dpi 的分辨率已

经足够了，不过目前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是 600dpi 激光打印机，选择这样的产品，可在打印图像时使用增强

1200dpi 或 600dpi，而输出文字时用 300dpi，就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激光打印机的打印速度已说得很多了，不同厂家的打印机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只要是属于同一个档次

的，差别不会太大。现在我谈谈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首页打印时间和预热时间。首页打印时间（FPOT）

是打印第一页时打印机从开始接收数据到打印输出完成所用的时间。对于经常打印一些小文件的用户来说，

这可是个重要指标。个人型打印机和办公型打印机这两种类型的光打印机的首页时间应在5秒到25秒之间。

预热时间（warm－up time）是打印机从接通电源到加热至运行温度所用的时间。如果一台打印机要经常地

开关，则这个时间不容小视。个人型打印机和办公型打印机的预热时间一般在 1分钟之内。  

中国市场上的打印机有几大品牌？ 

  打印机按其功能可分为针式打印机、喷墨打印机和激光打印机。其中针式打印机的主要厂家有爱普生、

富士通；喷墨打印机的厂家主要有佳能、惠普、爱普生、利盟；激光打印机主要是惠普、爱普生、佳能、

方正、联想。 

2、 扫描仪 

1)、 扫描仪的工作原理： 

  扫描仪主要由光学成像部分、机械传动部分和转换电路部分组成（如 MICROTEK 扫描仪内部构造示意图

所示），这几部分相互配合，将反映图像特征的光信号转换为计算机可接受的电信号。 

  光学成像部分是扫描仪的关键部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镜组。扫描仪的核心是完成光电转换的光电转

换部件，目前大多数扫描仪采用的光电转换部件是电荷藕合器件（CCD），它可以将照射在其上的光信号转

换为对应的电信号。打开扫描仪的黑色上盖，可以看到里面有镜条和镜头组件及 CCD。除核心的 CCD 外，

其它主要部分有：光学成像部分的光源、光路和镜头。转换电路俗称机器主板，它负责完成一切电路的伺

服工作，A/D 转换工作，当然也包括镜组给它的数字信号的处理。机械传动部分包括步进电机、扫描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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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轨等，主要负责主板对步进电机发出指令带动皮带，使镜组按轨道移动完成扫描。 

  扫描仪工作时，首先由光源将光线照在欲输入的图稿上，产生表示图像特征的反射光（反射稿）或透

射光（透射稿）。光学系统采集这些光线，将其聚焦在 CCD 上，由 CCD 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然后由电

路部分对这些信号进行 A/D 转换及处理，产生对应的数字信号输送给计算机。当机械传动机构在控制电路

的控制下，带动装有光学系统和 CCD 的扫描头与图稿进行相对运动，将图稿全部扫描一遍，一幅完整的图

像就输入到计算机中去了。 

  如 MICROTEK 扫描仪内部光路构造示意图所示，扫反射稿时上灯管（下灯管熄灭）发光透过玻璃照到被

扫物体上，反射的光线经过几个镜条的反射后形成光路，通过镜头聚焦后照射在 CCD 上。扫透射稿时下灯

管（上灯管熄灭）发光透过玻璃和镜组遮光板照到被扫物体上（蓝色光路）。 

2)、 DPI（Dot Per Inch）  

每英寸所打印的点数或线数。每英寸的点数是扫描仪记录影像清晰度的单位，此数值越大，扫描仪的清晰

度就越高，得到的影像文件尺寸也会越大，扫描需要的时间越长。实际上，这是表示你的扫描仪的扫描面

每一英寸上有多少个 CCD 。 

3、 UPS 

1)、 概念：不断电电源系统(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or Supply))。其功能为保护贵重的

仪器设备，延长紧急安全逃生设备之电力，避免电力中断或电力不稳的现象减短设备的寿命，防止电源的

高突波危害与损坏设备等。  

2)、 UPS 的分类：后备式 UPS、在线式 UPS、在线互动式 UPS。 

 后备式 UPS：采用抗干扰分级调压稳压技术，当市电供应正常或电压变化时，均能向负载提供高频

干扰的稳压电源，当电网供电故障时，电池逆变供电需要 4-10ms 转化时间，对于一些对供电质量要求较高

的设备来说不太合适。 

 在线式 UPS：电网供电故障时,UPS 的输出不需要开关转换时间，其负载电能供应平滑稳定。一般

用在金融、证券即电信等部门。 

 在线互动式 UPS：集中后备式 UPS 效率高和在线式 UPS 供电质量高的优点，但稳频特性不理想，不

适合做常延时的 UPS 电源。 

3)、 UPS 性能指标术语： 

 市电：亦即是我们通称的交流电(AC)，交流电的成分包含：电压，电流，频率三种，其频率可分

为 50HZ(赫兹)与 60HZ(赫兹)两种，电压分布，由 100V~240V，一般都是 220V。 

 容量（KVA）：电池容量一般以 AH(安培小时)计算，另一种是以 CELL(单位极板)几瓦(W)计算。

(W/CELL) 

 电池管理技术：蓄电池是 UPS 的心脏，不管 UPS 系统多么复杂，其性能最终取决于它的电池，如

果电池失效，再好的 UPS 也无法提供后备电源。如何监视电池以精确地预测其临界失效期和如何延长电池

的有效寿命，是保证 UPS 供电系统稳定、可靠的关键。 

 掉电转换时间：该指标希望是越小越好，但有些容性负载可以承受短时间的转换，UPS 如采用继电

器则存在 4~10ms 的转换时间，对采用电子开关则小一些，关键是看该 UPS 采用何种技术。如后备式与在线

互动式有转换时间，在线式 UPS 则不存在。 

4、 电脑保护屏 

适用于是减少使用电脑者，经常对着显示器的幅射。 

5、 数码摄像头 

1)、 概念：数码摄像头是一种数字视频的输入设备，利用光电技术采集影像，通过内部的电路把这

些代表像素的（点电流）转换成为能够被计算机所处理的数字信号的 0 和 1，而不像视频采集卡那样首先

用模拟的采集工具采集影像，再通过专用的模数转换组件完成影像的输入。 转换成为能够被计算机所处理

的数字信号的 0 和 1，而不像视频采集卡那样首先用模拟的采集工具采集影像，再通过专用的模数转换组

件完成影像的输入。转换成为能够被计算机所处理的数字信号的 0 和 1，而不像视频采集卡那样首先用模

拟的采集工具采集影像，再通过专用的模数转换组件完成影像的输入。  

2)、 专业语术： 

 数字摄像头的连接方式基本通过三种方式实现：接口卡、并口和 USB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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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卡式：的一般是通过摄像头专用卡来实现，厂商多会针对摄像头优化或添加视频捕获功能，

图像画质和视频流的捕获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由于各厂商的接口卡的设计各不相同，产品之间无

法通用，加上价钱也不便宜，这类产品值得需要追求较高画质的用户选择。 

并口方式：的优点在于适应性较强，每台机器都有并口，不过数据传输率较慢，实用性大为下降，对

于普通用户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USB 接口方式：是目前主流的走向，现有的主板都支持 USB 连接方式，而且现在的数字摄像头的功耗

较小，依靠 USB 提供的电源就可以工作，这样可以省去外接电源。 

  像素：是衡量摄像头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一些产品都会在包装盒标着 30 万像素或 35 万像素。

一般来说，像素较高的产品其图像的品质越好。但另一方面也并不是像素越高越好，对于同一个画面，像

素越高的产品它的解析图像的能力越强，为了获得高分辨率的图像或画面，它记录的数据量也必然大得多，

对于存储设备的要求也就高得多，因而在选择时应注意相关的存储设备。  

 功能特点： 

1)、 网络视频：连接电脑并安装相应的驱动软件以后，摄像头可以结合相应的网络聊天工具例如腾

讯 QQ、MSN 等用于网络聊天。 

2)、 静态照片拍摄：连接电脑并安装相应的驱动软件以后，摄像头可以拍摄数码照片。由于摄像

头并没有 LCD 显示屏，所以在拍摄是一般是将电脑的显示器作为取景器。摄像头拍摄数码照片也有一定的

局限性，分辨率低是一个方面，拍摄范围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很多摄像头必须连着电脑才能拍摄静态

照片。 

3)、 监控：也就是通过摄像头实时对现场进行拍摄，然后通过电缆（现在已经出现了无线传输的

摄像头）连接到电视机或者电脑上，从而可以对现场进行实时监控。 

 键盘 

不同厂家的键盘，按键的布局有时会不完全相同。目前的标准键盘主要有 104 键和 107 键， 104 键

盘又称 Win 95 键盘；107 键盘又称为 Win 98 键盘，比 104 键多了睡眠、唤醒、开机等电源管理按键。大

部分的 107 键在右上方多出这三个键位。在对于一些人来说，多出的那三个键的位置替代了原有的键位，

可能会觉得不方便。 

7、 鼠标 

1)、 接口方式：鼠标按接口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串口接口、PS/2 接口和 USB 接口鼠标。串行接口是梯

形的 9 针接口(即计算机后面的小方形口)，接在计算机的串行口上，老式的电脑都采用这种接口的鼠标；

PS/2 接口即小圆形接口的鼠标，现在电脑上配的大都是这种，它与串口的鼠标相比，功能并无不同，只是

用 PS/2 接口的鼠标节省一个中断罢了。经销商通常说的方口鼠标、圆口鼠标即是指串口鼠标和 PS/2 接口

的鼠标；USB 接口鼠标是刚刚兴起的，象其它 USB 插口的外设一样，支持热拔插，但是价格较贵。 

2)、 鼠标按其结构可分为机械式、半光电式、光电式、轨迹球式、网鼠等，平时我们用得最多的是机

械式和半光电式两种 

3)、 分类：光电鼠标、机械鼠标、光机鼠标、光学鼠标 

 光机鼠标：就平常所说的机械式鼠标，它是一种光电和机械相结合的鼠标，市场的占有率达到 95%。

它的原理是紧贴着滚动橡胶球有两个互相垂直的传动轴，轴上有一个光栅轮，光栅轮的两边对应着有发光

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当鼠标移动时，橡胶球带动两个传动轴旋转，而这时光栅轮也在旋转，光敏三极管

在接收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时被光栅轮间断地阻挡，从而产生脉冲信号，通过鼠标内部的芯片处理之后被

CPU 接受。信号的数量和频率对应着屏幕上的距离和速度。  

  光学鼠标：它是利用光学的技术制造，其特点就是你找不到它的滚球，因为它利用了底部的光点

侦测鼠标在移动中所产生的位移量。使用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常常清洁鼠标球，因为没有滚轮，而且精

确度高。 

  光电鼠标：光电鼠标由光断续器来判断信号，最显著特点就是需要使用一块特殊的反光板作为

MOUSE 移动时的垫。这块垫的主要特点是其中那微细的一黑一白相间的点。原因是在光电 MOUSE 的底部，

有一个发光的二极管和两个相互垂直的光敏管，当发光的二极管照射到白点与黑点时，会产生折射和不折

射两种状态，而光敏管都这两种状态进行处理后便会产生相应的信号。从而使电脑作出反应，一旦离开那

块垫，那光电鼠标就不能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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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鼠标：纯机械式鼠标，现在世面上很少见到了,在它的底部有一个滚球,当推动鼠标时,滚球

就会不断触动旁边的小滚轮,产生不同强度的脉波,通过这种连锁效应,电脑才能运算出游标的正确位置。 

8、 鼠标垫 

鼠标垫的材质：现在鼠标垫的材质种类可谓多种多样：塑料、布、铝、钢、玻璃等等，目的无非只有

一个，那就是让鼠标的手感更好。 铝质鼠标垫的纹路很小，非常细致，相信应该比较平滑；毛玻璃鼠标垫

有些粗糙，而且不均匀；布垫较柔软，纹路也比较平均；塑料鼠标垫比较薄，质感较硬，纹路虽然不是很

大，但是不平均。另外，铝质鼠标垫不适合在寒冷的地方使用。 

鼠标的使用是受使用介质所限制的。传统滚球鼠标只能在平整的桌面上使用，在凹凸不平的表面无法

使用；光电鼠标虽然可以在不平整的介质上使用，但是不能在高反光的介质上，或纯色（纯红、纯黄）的

介质上使用，否则光电鼠标就会失灵。然而，这些只是鼠标的初级使用。一些对鼠标手感有着严格苛求的

朋友（譬如游戏玩家），对鼠标的使用介质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平整光滑，更需要介质表面的精细。为

了改善鼠标的使用环境，人们开始使用鼠标垫，鼠标垫既提供了更好的使用介质，又不会占用很大的地方。 

9、 音箱 

1)、 功率：音箱音质的好坏和功率没有直接的关系。功率决定的是音箱所能发出的最大声强，感觉

上就是音箱发出的声音能有多大的震撼力。根据国际标准，功率有两种标注方法：额定功率与瞬间功率。

前者是指在额定频率范围内给扬声器一个规定了波形持续模拟信号，在有一定间隔并重复一定次数后，扬

声器不发生任何损坏的最大电功率；后者是指扬声器短时间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通常商家为了迎合消费

者心理，通常将音乐功率标的很大，所以在选购多媒体音箱时要以额定功率为准。 

2)、 扬声器的材质：低档塑料音箱因其箱体单薄、无法克服谐振，无音质可言；木制音箱降低了箱

体谐振所造成的音染，音质普遍好于塑料音箱。   

3)、 灵敏度：音箱的灵敏度单位为分贝（dB）。音箱的灵敏度每差 3dB，输出的声压就相差一倍，

一般以 87dB 为中灵敏度，84dB 以下为低灵敏度，90dB 以上为高灵敏度。 

4)、 失真度：失真度有谐波失真、互调失真和瞬态失真之分。 

 谐波失真：是指声音回放中增加了原信号没有的高次谐波成分而导致的失真。 

 互调失真：影响到的主要是声音的音调方面。 

 瞬态失真：是因为扬声器具有一定的惯性质量存在，盆体的震动无法跟上瞬间变化的电信号的震动

而导致的原信号与回放音色之间存在的差异。它在音箱与扬声器系统中则是更为重要的，直接影响到音质

音色的还原程度的，所以这项指标与音箱的品质密切相关。这项常以百分数表示，数值越小表示失真度越

小。普通多媒体音箱的失真度以小于 0.5%为宜，而通常低音炮的失真度普遍较大，小于 5%就可以接受了。 

5)、 频率响应：是指音箱系统的最低有效回放频率与最高有效回放频率之间的范围；频率响应是指

将一个以恒电压输出的音频信号与系统相连接时，音箱产生的声压随频率的变化而发生增大或衰减、相位

随频率而发生变化的现象，这种声压和相位与频率的相关联的变化关系称为频率响应，单位为分贝（dB）。 

10、 耳机 

1)、 耳机根据其换能方式分类，主要有动圈式、静电式和等磁式。 

2)、 从结构上分开放式，半开放式和封闭式。 

 开放式耳机的外壳是开放的，开放式耳机质量轻，声音自然，无压迫感。因为是开放的，声音外

泄，外界噪声也会进入。 

 半开放耳机是指耳机的开放是选择性的，即只对某些频率开放对其它频率是封闭的，或者是在一

定方向上是开放的在其它方向是封闭的。 

 封闭式耳机的外壳是封闭的，防止外界声音进入，声音外泄很少，在专业监听中使用的很多。一

般来说非常清晰，细节丰富，低频响应非常好，对大多数人来说封闭式耳机佩带有密闭之感。 

3)、 从佩带形式上则有耳塞式，挂耳式和头戴式。  

4)、 低频延伸：指音响器材所能重放的最低频率。系用于测定在重放低音时音响系统或音箱所能下

潜到什么程度的尺度。比方说，小型超低音音箱的低频延伸可以到40Hz，而大型超低音音箱则下潜到16Hz。   

5)、 灵敏度（Sensitivity）：指向耳机输入 1 毫瓦的功率时耳机所能发出的声压级（声压的单位是

分贝，声压越大音量越大），所以一般灵敏度越高、阻抗越小，耳机越容易出声、越容易驱动。 

6)、 耳机线材：大多数耳机线都以铜为原料，一般的纯度(一般用几 N 表示，比如 4N、6N……)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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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导电性越好，信号失真越小，常见的有： TPC（电解铜）：纯度为 99.5% OFC（无氧铜）：纯度为 99.995% 

LC-OFC（线形结晶无氧铜或结晶无氧铜）：纯度在 99.995%以上 OCC（单晶无氧铜）：纯度最高，在 99.996%

以上，又分为 PC-OCC 和 UP-OCC。  

7)、 高保真耳机：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581-10 标准中高保真耳机的主要性能是：频率响应不小于

50Hz到12500Hz；典型频率响应的允许误差±3dB；频率响应曲线的斜率不超过每倍频程9dB；在250Hz-800Hz

内左右单元在同一倍频程带宽内平均声压级之差不超过 2dB；100Hz-5000Hz 范围内，声压级为 94dB 时，谐

波失真不超过 1%，100db 时不超过 3%；耳机的频率响应在 2KHz-5KHz 之间允许有所下降，以改善透明度和

空间感。 

 

 

办公设备耗材  

十五、 办公设备耗材分类目录 

（1）、 墨盒 

（2）、 硒鼓 

（3）、 色带 

（4）、 墨粉 

（5）、 添加水 

（6）、 磁盘/光盘 

（7）、 投影胶片 

（8）、 电池 

 

市场主要的耗材品牌 

据目录大陆市场上，主要有以下品牌：佳能（Canon）、爱普生（Epson）、惠普（HP）、利盟（Lexmark）、

联想（）、三星（） 

办公设备耗材分类目录 

（1）、 墨盒: 

墨盒是喷墨打印机最主要的耗材，它可以提供给喷墨打印机需要的墨水。 

按照结构来分有一体墨盒、分体墨盒和独立墨盒几种。 

 一体墨盒：将所有颜色的墨水作成一体，当一种颜色墨水耗尽时整个墨盒即告报废， 

 分体墨盒：将黑色墨水和彩色墨水分别作成两个墨盒，现在多数喷墨打印机适用这种结构的墨盒， 

 独立墨盒：将每一种颜色的墨水单独作成一个墨水盒，方便用户更换，最到了最大限度的节省，

是将来发展的趋势。 

墨盒的主要颜色：黑色（BK）、青色（C）、品红色（M）、黄色（Y）、绿色（G） 

所谓单、双墨盒，指的是喷墨打印机能够同时安放的墨盒数。双墨盒机型允许同时安放两个墨盒，一

个是黑色墨盒，一个是彩色墨盒。在打印黑色文本时，使用黑色墨盒，打印彩色图像时，则使用彩色墨盒，

这样可以做到互不干扰，极大地延长墨盒使用寿命。而且不用开机盖交换墨盒，性能当然是没得说，唯一

的缺点是价格稍高一些。单墨盒机型情况稍复杂。有一些采用四色单墨盒的机种，即单墨盒中分别存放黑、

黄、品、青墨水，由于墨水消耗不均，极易出现一种颜色墨水用尽、整个墨盒报废的情形；另一种单墨盒

设计，仍有黑色和彩色墨盒之分，只不过不能同时安放，需要根据打印文件的需要，手工更换适宜的墨盒，

所以单墨盒打印机已经不再适合市场。大家在购买双墨盒打印机时，还会遇到彩色墨盒又分为四色或六色，

这个不难解释，因为色彩更丰富，打出的图像或照片也就更加艳丽。 

（2）、 硒鼓 

硒鼓按结构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体化硒鼓、二体化硒鼓和三体化硒鼓。 

 一体化硒鼓：的光导鼓（感光鼓）、磁鼓（显影辊）以及墨粉盒为一体，这种硒鼓在设计结构上不

允许用户充加墨粉。 

 二体化硒鼓：一部分为光导鼓，另一部分为磁鼓与墨粉盒，用户用完墨粉后，只要更换磁鼓与墨

粉盒部件，而不用更换光导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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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体化硒鼓：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光导鼓、磁鼓、墨粉盒，用户用完墨粉后只要更换墨粉盒就

可继续使用。 

（3）、 色带： 

色带是针式打印机不可或缺的打印组件，通过打印针的撞击将色带上的颜色附着在纸张上，色带质量

的好坏对打印质量有很大影响，也关系到打印针的使用寿命。 

（4）、 墨粉： 

墨粉是激光打印机显示成像的介质，有原装墨粉和兼容墨粉两种，原装墨粉是打印机生产厂商配套提

供，用于硒鼓的再填充使用。兼容墨粉是其他厂商生产的可以兼容使用的填充墨粉。 

（5）、 添加水： 

墨水是喷墨打印机喷射打印的介质，它对打印质量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公司生产的墨水特性不尽相同，

打印出来的效果也略有差别。打印机生产厂商为自己的打印机配套使用的墨水称为原装墨水，商标与打印

机生产厂商不一样的墨水称为兼容墨水，兼容墨水价格低廉，是填充墨盒再利用常用的选择。 

（6）、 磁盘/光盘 

光驱或者软驱是使用各自的盘片来存储软件、音乐、图象等各种数据，盘片的种类是根据盘片适用的

不同光驱和软驱来区分的。常见的盘片有软盘、CD-R、CD-RW、DVD-R、DVD-RW、DVD+RW、MO 盘等。 

1)、 软盘：软盘的核心由一种塑料物构成，外面涂着一层由铁氧化物构成的磁性材料。软盘有高密盘

和低密盘之分，有 5.25 英寸和 3.5 英寸两种规格，3.5 英寸软盘容量为 1.2MB 和 l.44MB。1.2MB 软盘和 5.25

英寸盘基本上被淘汰了，目前使用的软盘都 l.44MB 的 3.5 英寸软盘。 

2)、 CD-R、CD-RW、DVD-R、DVD-RW、DVD+RW：可以通称为光盘盘片，他们的结构和原理比较类似。光

盘盘片直径 120mm，内孔 15mm，厚度 1.2mm。盘片的结构可以用右图表示： 

 从下往上说明，首先是盘片最重要的部分： 

 E 层：最下面的 E 层实际上是塑料基底，一般是聚碳酸酯

(Polycarbonate)。它占有整个盘片中最多的体积，是形成盘片强度和形状

的关键。 

 D 层：是染料层，它是光盘最关键的部分，该层就是刻录和保存数

据的层面，光盘的性能就取决于该层的质量。 

 C 层：是反射层，用来反射光驱或者刻录机的激光束，低档的盘片

可能用铁或者铝，而高档的刻录盘则采用银作为反射介质。 

 B 层：是保护层，能防止盘片的数据层（D）和反射层（C）遭到各种意外破坏。 

 A 层：实际上是各个公司来图画标志的层面，我们通常看到刻录盘的商标和图案就在这一层。 

3)、 MO：是英文 Magnet-Optical 的缩写，是指利用激光与磁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记录信息的光磁盘。

MO 盘用来存储信息的媒体与软磁盘相似，但其信息记录密度和容量却比软磁盘高的多。 

4)、 盘片容量：是指盘片的最大数据存储容量，不同盘片的容量是不相同的。 

 软盘的容量一般为 1.44M。 

 CD-R、CD-RW 的容量在 650M 到 800M 之间，一般为 700M。 

 DVD-R、DVD-RW、DVD+RW 盘片容量分四种： 

 单面单层 4.7GB，也叫 DVD-5；     双面单层 9.4GB，也叫 DVD-10； 

 单面双层 8.5GB，也叫 DVD-9；     双面双层 17GB， 也叫 DVD-18。  

实际上目前我们可以买到的都是单面单层 4.7GB 的。此外，有些光盘盘片会做成特殊形状，面积都比较小，

俗称小盘，这样的光盘容量要小很多。 

 不同的 MO磁光盘机其盘片容量是不相同的， 

 3.5 英寸的 MO磁光盘机的盘片容量有 230MB、640MB 和 1.3GB 三种， 

 5.25 英寸的 MO磁光盘机的盘片容量则有 230MB、640MB、1.3GB、2.6GB、5.2GB 和 9.1GB 六种。 

 MO 磁光盘机可以向下兼容各种碟片，比如 9.1GB 的 MO 可以使用所有容量的 MO 盘片。 

5)、 区分国外品牌软盘真假是一个非常非常头疼的事情，因为跟大多数商品一样，它也经历了从纯进

口到纯国产这一过程。例如 SONY 软盘在纯进口年代(89-98)它背面的标号是没有重复的，并且都刻有 made 

in japan 字样，因此很好区分真假，更何况那个年代制假商还没有制假的技术呢（正常情况下软盘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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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一年以上）。进入新世纪，随着国产化率的提高（质量的下降），导致江浙一带不法商贩大量制假，甚

至假软盘还分三六九等。 

第一种方法：看价格 

一般，SONY 假货报价 20 元一盒（10 张），真货 45—55 元一盒（10 张），如果低于 45，比如 30-35

元左右的，一定是假货。所以，特别便宜的 SONY 盘，那就是假货。当然最次的假货从包装到印刷一看便知。 

第二种方法：看包装封口的颜色 

上等的假货最难辨认。盒装 SONY 盘，外面有一层塑料包装纸。你看看侧面的封口，真货封口边上的颜

色整齐，基本上再一条线上，而假货封口边上的颜色印的不齐，曲曲弯弯的。虽然两者正面基本一样，但

制假者毕竟不够用心，侧面就没处理好，露出了破绽。所以，看看包装封口的颜色图的是否均匀是检验真

假 SONY 盘的好方法。 

（7）、 电池 

1)、 A A          电池大小代号，即国产电池的 5号。 电池的规格:  3 号、5号、7号。 

2)、 Lith         锂离子电池 

3)、 NiMH         镍氢电池 

4)、 Alkaline     碱性电池 

5)、 Nicd         镍镉电池 

 

关于机器的保养与使用 

 暗盒、墨盒、重新灌粉对灌水的危害： 

对于市场上的复印机、传真机使用的墨盒和暗盒是一次性产品，目前市场上的部分暗盒和墨盒是在废

弃的空壳中重新灌入墨粉或注入墨水，它所印的张数与暗盒的使用寿命一致，如果只是更换墨粉会影响图

象质量。 

由于灌入的墨粉质量低下，严重影响图像质量。另外，再灌入墨粉容易引起漏粉，造成机内污染，不

但会弄脏图像，而且会引起不可预料的故障，影响机器的寿命。 

墨盒灌水会引起喷嘴堵塞，影响打印质量。若墨水质量差则导致打印质量差，图像不清晰，还易使机

内造成污染。 

 代用感光鼓的危害： 

代用的感光鼓一般材质比较差，使用寿命短，只有原装感光鼓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感光鼓组件包括感

光鼓、清洁部件及其周围的易损部件，使用寿命相当，应该同时更换。而市场上的代用鼓是单鼓那么鼓组

件中的其它部件会发生故障，不但会影响复印质量、影响机器的正常使用，还会增加额外的部件更换和维

修费用。 

 假冒或代用墨粉的危害： 

墨粉的生产要求有特别的配方和特别的工艺，在磁性带电性、可溶性和精细度等方面都有严格的指标

要求，假冒和代用墨粉在各方面都不可能完全符合要求。 

性能标准： 

1)、 磁性和带电性不符合标准不仅使复图象质量不良而且会产生大量废粉，且容易发生漏粉现象。 

2)、 大量废粉会使感光鼓上的废粉仓很快积满，影响感光鼓和周围部分零件导至电机的使用寿命。 

3)、 废粉和漏粉在机内到处飞扬，飞落在纸道上会使辊轮打滑，引起频繁卡纸。 

4)、 废粉和漏粉会沾在复印件上使图象出现黑色的斑点；飞落在电路板上，有可能造成短路损坏机

器。 

5)、 可溶性低于标准的假冒和代用墨粉定影效果差，会出现图象脱落。可溶性高于标准的假冒和代

用墨粉熔化过度会粘在定影棍上，随时着辊的转动会弄脏复印件。 

6)、 假冒和代用墨粉一般颗粒大，大小不均匀，而且粘度大、易结块。在显影器上布粉不均，不但

影响图象质量，而且损伤显影辊和感光鼓。一个寿命为 6万张的感光鼓使用 1-2 万张可能就必须更换。 

感光鼓表面划伤会导致复印件上出现黑线。 

 

办公耗材的辩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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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Epson)耗材产品真假辨别方法? 

爱普生公司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假冒耗材,维护用户的利益,从去年2004年 3月

起，爱普生公司采用新变色防伪标贴.具体如下:利用特殊印刷技术制造的标志贴

在爱普生打印机用的墨盒包装上。使用鉴别卡判别真假。 

 

现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爱普生正品墨盒外包装

上可从以下二种方法去辩认。 

辨别方法一: Color Shift 变色防伪标判别 

辨别方法二:  800 电码防伪判别真假 

 

 

 

辨别方法一:Color Shift 变色防伪标判别 

 

第二代防伪标贴与第一代的区别如下(观察变色防

伪标时,您可以看到变化效果) 

 

 

 

 

 

 

 

 

  判定方法 

类型一：根据透过左侧胶片看到青铜色、

右侧看到绿色、及有无金属光泽来判定真

假。 

 

 

 

 

 

 

 

类型二： 

通过鉴别卡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颜色的五角星  

透过左侧胶片： 五角星呈现绿色 

透过右侧胶片： 五角星呈现青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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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方法二:800 电码防伪判别真假 

 

 

佳能（Canon）墨盒真伪辨别方法? 

 

1、 外包装。 

正品做工细致，粘贴整齐，印刷精美，且封口处有虚线压痕；而假冒品印刷粗糙，粘贴不齐，封口处

无虚线压痕。另外，假墨盒整个印刷色调偏红。原装墨盒上有写着“GENUINE CANON”的黑条，在“Made in 

Japan” 后面，有“产地：日本佳能公司日本国东京都大田区下丸子 3-30-2”的字样，假墨盒没有。关

于墨水的成份，原装墨盒印在左下角的方框内,假墨盒与说明印在一起。 

 

2、 锡纸。 

正品的锡纸质地厚，印刷精美；假冒品的锡纸质地软，且印刷粗糙。 

 

3、 塑料盒。 

正品塑料盒采用热压封装，纹路整齐、清晰；而假冒品塑料盒封口用胶粘贴，纹路不清晰。原装的在

塑料薄膜上有与纸盒底相同的喷码，假墨盒没有。透过透明的薄膜向里看，原装墨盒喷头的塑料封条与盖

帽同样是橘红色，而且长度约 2厘米，假墨盒封条为蓝色，长度刚刚盖住喷头，约 1厘米。 

 

4、 标签。 

正品墨盒上的标签为亚光纸，印刷精美，有专用字体，且喷墨头处有黄卡子和密封贴纸；

而假冒品墨盒上的标签为亮光线，印刷粗糙，没有专用字体，且无黄卡子和密封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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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别惠普（HP）真假墨盒？  

 

第一项：了解惠普原装墨盒新包装说明（注意墨盒右侧下方的防伪标签） 

1、 新包装盒上面的两端各有一条切割线，便于开封  

2、 2 位数选购编号，简单易认，便于选择  

3、 适用的打印机型号（新包装的左侧列出了此墨盒可以适用的打印机型号）  

4、 您仍然可以参考所熟悉的 6位数产品号选购  

5、 墨水颜色显示（此标志清楚地显示出墨盒是黑色,彩色还是照片级墨盒）  

6、 产品照片与包装盒内的产品一致  

7、 防伪标签，通过细心观察防伪标签的颜色变化（从不同角度观察，颜色

在蓝色与黑色之间变化），可以识别是否为原装的惠普墨盒 

 

第二项：防伪标签位置的说明：  

1、 的变色墨水： 改变观看角度时（上下转动墨盒包装或是左右转

动墨盒包装），标签上的徽标颜色将从绿色变为深蓝色，且从某

些角度观看时，这个区域有光泽并闪耀：  

 

 

 

*由于新包装产品的上市时间不同，部分产品

有可能仍沿用如下图 hp invent original 的

标识，且颜色由蓝色变成黑色,这样的防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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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仍然是有效的，不过这样的标签没有包含热敏安全线：  

 

2、 热感安全线： 

墨盒的防伪标签上纵向有一个热敏感的长条，这个热感线传过纸标签，用蓝

色热敏感墨水印刷，用手剧烈摩擦时，长条上的热敏感墨水退色，可以在下

面看到 INVENT 的字样。热源移除后，墨水将返回原来的蓝色。  

 

第三项：惠普墨盒的辨别方法： 

1、 触摸鉴别： 

Lhp 打印机墨盒有其独特的防伪技术，在惠普任何型号墨盒产品的外包

装背面右下角上会有生产地点及安装日期的字样(竖行字体)。原装惠普

产品的字样用手轻轻触摸会有凹凸感，而假冒产品触摸手感平滑。这是

鉴别惠普墨盒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2、 防伪标签： 

用户能通过防伪标签上的颜色来判断惠普原装墨盒的真伪，从正面看的

时候，"hp invent"的标志呈现的是绿色，但从侧面看的时候，这几个字符

会变成深蓝色，就像新版的 100 元的人民币上的变色油墨一样。 

 

3、 变色观察： 

在惠普原装墨盒外包装的侧面，贴有惠普防伪标贴，其颜色会随着您视线角度的

改变，由蓝色变为黑色。 

 

4、 表面观察： 

惠普原装墨盒产品印刷精美，尤其是人物图像清晰逼真，而假冒产品的印刷劣质

粗糙。 

 

5、 真身检查： 

采用上述方法，基本上可以把原装墨盒和假冒墨盒分辨出来，但还不够。目前大部分假冒墨盒是利用空

置的原装墨盒灌装或翻新而成，它们在外表、印刷质量和防伪商标上与原装墨盒一模一样，这就需要用

心观察、仔细甄别： 

 在墨盒的顶部会有粗糙的注墨孔，甚至有些还可以看到胶的痕迹；灌装的假冒墨盒，在墨盒的顶部

会有注墨孔，而原装惠普墨盒是没有任何注墨孔的； 

 同型号的真假墨盒的墨水含量是不一样的。假货的含量少，重量轻，用手掂一掂感觉很明显； 

 售假者一般会把真假墨盒放在一起销售，为以示区别，通常会在墨盒上做个记号，如打勾或盖个小

圆章。有的记号是在真货上，而有的是在假货上做。因此，在遇到有记号的墨盒时，还要仔细辨别清楚。 

 

详情可咨询惠普耗材打假举报热线：800-810-7518    

二、hp 打印机硒鼓  

目前，hp 打印机硒鼓主要有几种假冒方式，即假盒装假鼓，假盒装真鼓和真盒装假鼓等三种，以下加

以说明。  

1. 惠普原装硒鼓的外包装印刷质量精美，颜色鲜艳，而有些假冒产品的印刷质 量粗糙，图象模糊， 

颜色灰暗。判断真假硒鼓最直接的方法是打开外包装，查看感光鼓。hp 原装硒鼓的感光鼓的颜色

为灰暗的蓝色或浅褐色，而假冒硒鼓的感光鼓颜色为明亮的绿色或蓝色；且惠普原装硒鼓感光鼓

的表面光滑程度极高，且无任何划痕，而有些假冒的填充硒鼓的感光鼓表面粗糙，有明显的划痕； 

2. 惠普原装硒鼓外包装背面上的序列号应有一长方形胶印框，而有些假冒硒鼓的序列号无胶印痕迹； 

3. 由于利益驱使，有些不法打印机经销商与造假分子相互勾结，对正当渠道进货的打印机做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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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打印机包装中的原装硒鼓掏出，换上重新灌装或翻新的硒鼓出售，以牟取暴利，这就是通

常所说的"掏鼓"。而换出的硒鼓，则被装入真盒或假盒中加以出售；  

4. 现在市场上有一种"用真盒装假鼓"的造假方式。由于用的是真盒，所以迷惑了一些消费者。不过，

通常来讲，可以通过一些细节还是可以辨别出的。凡是经过再包装的硒鼓，仔细察看，在外包装

盒上均会留下曾经拆封的痕迹，如胶印或细微破损等。  

 

日杂用品  

十六、 日杂用品分类目录 

日杂用品分类目录 

1、 鲜类 

2、 棉签类 

3、 纸类 

纸巾纸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卫生清洁用品。 

1)、 纸巾纸的原料：纸巾纸的生产原料复杂，有棉浆、木浆、草浆、废纸边、废纸等。用棉浆生产的

纸巾纸质量最好，但其产量极低，市场上难寻踪迹。用废纸边、废纸作原料生产的产品，产品质量一般在

中、低档范围，一般来说强度较低，易掉毛、掉粉，有的见水就散，用来擦汗时，纸毛就容易粘在脸上。 

2)、 消费者选购产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应选择大型企业、知名品牌的产品。这些企业的产品经过多次的国家监督抽查表明产品质量

稳定、可靠。同时这些企业的产品生产设备先进，管理严格，使用的原材料质量好。虽然这些企业的产品

价格可能相对贵一点，但使用时能保证卫生、舒适。 

 二是看包装。产品包装上应注明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电话等。还要注意看包装上是否注明产

品的执行标准、生产日期、有效期等。 

 三是最好选择用纯木浆生产的产品。纯木浆生产的产品生产企业一般会在产品的包装上注明，但

也有的名不符实，消费者要学会去鉴别。纯木浆生产的产品一般匀度好、绉纹细腻、摸起来手感好，不掉

粉、掉毛，湿强度也好。 

 四是纸巾纸并非越白越好。纸巾纸标准 A 等品产品白度规定为 85.0%～90.0%，有些生产企业为了

提高产品白度，过量添加荧光增白剂，白度超过 90.0%，这样产品是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消费者最好不要

购买。用验钞器可初步判断检验纸巾纸是否添加荧光增白剂。 

4、 杀虫/灭蚊系列 

1)、 卫生杀虫气雾剂常识 

 选购:卫生杀虫气雾剂的有效成分一般都以除虫菊酯类杀虫剂为主，消费者应到正规商店购买品牌

商品，购买时要认清罐体上是否标有农药登记证号（或农药临时登记证号）和产品标准号。如二者不全的

商品不要购买。化学杀虫剂中，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比较安全，一般还有氯菊酯、胺菊酯、丙烯菊酯等。购

买中要仔细查看产品有效成分的组成，不能购买未标明有效成分的卫生杀虫气雾剂产品。 

 使用： 应尽量减少同卫生杀虫气雾剂的接触和使用的机会，勿让婴幼儿、儿童以及有过敏体质的

病人接触，勿直接喷洒肤面、食物'高档物具上，以免造成不良后果。施药后应立即离开，沐浴并换衣服。

勿在施了药的房间逗留，最好一个半小时后再打开门窗充分通风之后再进入。如意外喷及眼睛，请立即用

水清洗，严重者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保存：卫生杀虫气雾剂是压力容器，具有一定的压力，内有低沸点溶剂和推进剂等。应防止高温

和暴晒，平时应放在阴暗处保存；勿撬、敲、穿刺；勿在 50°C 以上的环境存放；勿向火源和红热物品喷

射或直接放在火源旁；勿在使用明火的厨房和开动洗衣机的卫生间内使用，以免引起火灾。空罐应妥善处

置。 

2)、 蚊香 

目前市存在的有毒蚊香是以六六六药粉、二二三农药及 DDT 等化学杀虫剂为原料制成的蚊香，它只能

驱散蚊虫，无杀灭作用，但它的姻雾对人体健康有害，经常使用会引起头晕、恶心等中毒现象。安全蚊香

则是采用除虫剂等草药制成的，其烟雾能麻痹蚊虫的神经致其死亡，对人体健康无害。蚊香安全中的常见

识别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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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外观：安全蚊香加工精细，色泽均匀，抗折力强，燃点时间在 7 一 8 小时左右。如果蚊香表面

粗糙，结构松散，有大的颗粒杂质（DDT 的结晶体呈细末），容易折断，或者达不到燃点时间，中途就熄灭，

可辨别是有毒蚊香。 

 闻香味：中草药、除虫菊蚊香点燃后，烟雾不浓，人可闻到一股自然的清香，没有刺鼻、头晕的

感觉；而 DDT 蚊香在打开包装和燃点过程中，有股樟脑丸的味道，人闻久了感到头晕。  

 从燃点辨别：用火柴燃点蚊香，纯除虫菊蚊香只有黄色的火焰和青白色的烟，而有毒蚊香燃烧时

有绿色的火焰并冒黑烟。 

 从蚊香灰辨别：除虫菊蚊香燃点后的灰呈白、灰色；而有毒蚊香的灰却是黑色的。  

 从灭虫效果分析：除虫菊蚊香对蚊子的毒性作用明显，点燃后不易看到蚊子乱飞；而有毒的蚊香

点燃后蚊子乱撞，药效不如除虫菊香。 

家居清洁系列 

礼仪用品  

十七、 礼仪用品分类目录 

礼仪用品分类目录: 

1、 水晶类：包括：钟表、烟缸、奖杯、奖牌、饰物、摆饰等其他； 

2、 玻璃类：相框、杯盘、香水座、钟表、烛台、花瓶、果瓶、烟缸、风铃、饰物、摆饰（内含琉璃

制品、有机玻璃）等其他； 

3、 编织类：滕编、草编、柳编、干花、香料花、核桃 

4、 五金类：匙扣、名片盒、开瓶器、烛台、风铃、烟缸、CD 盒、篮仔、修甲、修容、相框、画框、

杯具、茶具、酒具、精品铸件、酒架、领仿真模型、台卡桌卡、奖杯、奖牌、徵章、奖章、工艺刀剑、音

乐盒、木艺包装、打火机、各类摆饰等其他 

5、 陶瓷类：公仔、灯饰、小夜灯、储钱罐、风铃、杯具、笔筒、花瓶、冰箱贴、花瓶、音乐铃、各

类摆饰等其他 

6、 皮具礼品：手提袋、钱包、匙包、匙扣、各种饰品等其他 

7、 树脂类：公 仔、灯饰、小夜灯、烛台、烟缸、相框、音乐盒、风铃、冰箱贴、花瓶、音乐铃、各

类摆饰等其他。 

8、 布艺类：毛绒公仔、CD包、仿真花、中国结、丝巾、布艺画、布艺包装、各类挂饰等其他 

9、 木器类：匙扣、名片盒、公仔、开瓶器、烛台、烟缸、CD 盒、CD架、相框、画框、杯具、茶具、

酒具、酒架、书刊杂志架、根雕、手机座、笔座、钟、遥控器架、仿真模型、台卡桌卡、工艺刀剑、音乐

盒、木艺包装、各类摆饰等其他 

10、 塑胶类：塑胶玩具、仿真花、拼图、鼠标垫、名片盒、杯垫、冰箱贴、手机座、遥控器架、音

乐盒、杯盘、笔筒、匙扣、公仔、开瓶器、CD 盒、CD 架、相框、画框、杯具、茶具、酒具、酒架、书刊杂

志架、仿真模型、台卡桌卡、钟表、工艺刀剑、塑胶包装、各类摆饰等其他 

11、 电子类：收音机、台灯、壁灯、落地灯、礼品灯、小夜灯、电子万年历、钟表、电话机、小风

扇、小风筒、小手电筒、美容保健、匙扣挂件、各类摆饰等其他 

12、 纸制品：挂历、桌历、笔记本、记事贴、纸砖、相框、请柬、贺卡、生日卡、音乐卡、画册、

相册、纸类包装、各类摆饰等其他 

13、 青铜器 

14、 其它：广告笔、工艺蜡烛、广告服饰、笔记本、广告伞、打火机 

 

办公家私 

（1）、 柜类 

（2）、 保险柜 

现市场的保险柜品牌很多，如按类型可分为：电脑式与机械式两种； 

我司经功的品牌：大王 

市场的品牌：骆驼、富甲、迪堡 

（3）、 文件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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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文友、文辉 

产品有：员工柜、旗袍柜、零件整理柜、存根柜、书柜、文件柜 

其它用品 

产品有：会议桌、茶几、沙发、椅子、各类的室内装饰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