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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S 击键指南 

 使用 Infomedia DMSi 应用，能够将 Infomedia 应用与您的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集成。将零件直接传

送到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可节省时间，减少错误以及简化经销商中的操作。 

Infomedia DMSi 应用需要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至少为版本 3.5）。如果未安装 Microsoft .

NET Framework，Infomedia DMSi 将自动包含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安装 DMSi 应用 

安装 Infomedia DMSi 的步骤如下： 

1 从 Infomedia 登录页面下载最新版本的 DMSi。 

2 打开并解压缩安装包。 

3 双击 DMSiSetup.exe。 

4 按照向导的安装步骤进行操作。 

 

建立新的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连接 

Infomedia DMSi 允许添加预先配置的或定制的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连接。 

 

添加预先配置的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连接 

为逐行传送添加预先配置的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连接的步骤如下： 

1 在 Windows 工具栏上右键单击  图标并选择设置。 

2 单击新增。 

3 从应用下拉菜单中选择您的 Infomedia 产品。 

4 从使用预先配置的连接下拉菜单中选择并单击确定。 

5 在可用连接框中双击您的新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连接。 

6 单击设置并确认详细信息，或根据需要进行更改。例如： 

 在基本选项选项卡中，将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的窗口标题更改为具体的经销商管理

系统 (DMS) 名称。 

 在传送选项卡中，更改用于将按键发送到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的每个传送序列。可

能有多个传送序列。 

7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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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定制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连接 

如果您偏好的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连接未出现在预先配置的框中，则需要添加新的定制连接。 

为逐行传送添加定制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连接的步骤如下： 

1 在 Windows 工具栏上右键单击  图标并选择设置。 

2 单击新增。 

3 从应用下拉菜单中选择您的 Infomedia 产品。 

4 在定制连接框中单击新增。 

5 选择逐行发送并单击下一步。 

6 在基本选项选项卡中，必须指定应用位置和标题。 

 如果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当前正在运行（推荐），请单击配置并选择是。从应用列

表中选择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并单击下一步。确认应用路径和窗口标题详细信息，

然后单击完成。 

 如果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当前未运行，请单击应用路径字段中的  图标并选择需

要的文件夹。在窗口标题字段中输入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的名称。 

 

7 在传送选项卡中，需要正确配置传送序列，才能将项目发送到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中。传送

序列决定了订单列表上的每行如何发送到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查看传送序列框中的传送序列。将显示默认传送序列。 

 根据需要修改传送序列。在添加序列框中单击所需的按钮以指定序列。 

8 在查询选项卡中，可以配置传送序列以将有关零件可用性的查询发送到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查看传送序列框中的传送顺序。将显示默认传送序列。 

 根据需要修改传送序列。在添加序列框中单击所需的按钮以指定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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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高级选项卡中，可以选择其他窗口或传送选项。例如： 

 发送按键的方式：如果默认传送方法与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不兼容，可以选择其他

方法。 

10 完成这些设置后，单击下一步。 

11 输入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连接的名称，然后单击完成。 

12 单击确定。 

 

将零件传送至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配置完 DMSi 后，您可以从 Infomedia 产品向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传送零件或服务信息。通过击键经

销商管理系统 (DMS) 连接，以每次一行的形式传送每个零件或服务项目。 

在 Microcat Live 中，单击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状态栏中的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图标  以激活

该连接。如果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图标一直是红色的，请重启计算机。 

将零件从 Microcat Live 传送到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的步骤如下： 

1 在 Microcat Live 中，向订单列表添加零件。 

2 单击 下拉菜单并选择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3 在添加序列窗口中，选择每个零件，然后单击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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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MSi 用于多个应用 

可以配置 DMSi 支持多个 Infomedia 应用的连接，例如多重特许版本的 Microcat Live 和 Superservice 

Menus。您需要为每个用户输入用户 ID 和唯一端口号，然后将此信息添加到每个 Infomedia 应用的适当

设置区域。 

对于逐行（按键）连接，DMSi 仅支持指向与其在同一计算机上运行的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应用的连接。

当经销商使用高级集成协议（例如 MMP 和批处理文件）时，可以在服务器上配置 DMSi 应用以支持多用

户连接。 

配置 DMSi 用于多个应用的步骤如下： 

1 按照上述步骤添加新的预先配置的或定制的连接，或访问现有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连接的设

置。 

2 选中高级设置复选框，并输入用户 ID 和端口号。 

对于每个用户/应用组合，端口号必须是唯一的。已经分配给用户的每个端口号必须输入相应的 

Infomedia 应用中。 

 

 

3 单击确定。 

4 根据需要添加其他连接。 

 

配置用户的 Infomedia 应用的步骤如下： 

1 在用户的计算机上登录 Infomedia 应用。 

2 访问 Infomedia 应用的设置窗口。 

 Microcat Live：单击  > 设置 > 集成设置。 

3 输入已经输入 DMSi 中的相同端口号。 

4 关闭设置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