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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简介 

系统 

•⽤用户 

•⽤用户组 

•菜单 

•模块 

•公司 

•消息配置 

CRM 

•联系⼈人 

•会员 

•供应商 

•模板供应商 

•会员类型 

采购 



•采购订单 

•产品 

•供应商 

•供应商价格表 

库存 

•库存调拨 

•库存调整 

•库存盘点 

•⼊入库单 

•出库单 

•库存情况 

•仓库与库位 

•批次序列列号 

•订货规则 

销售 

•客户 

•产品 

•销售订单 



产品 

•产品 

•产品类别 

•⾊色码设置 

•模板产品 

POS 

•基本设置 

•资源设置 

• POS组 

•外设CODE设置 

•机台⽀支付⽅方式 

• POS交易易缘由 

折扣 

•折扣配置 

•基本设置 

•产品类型 

•会员类型 



•折扣测试 

财务 

•销售单据 

•客户发票 

•付款 

•采购收据 

•供应商账单 

•到期应收 

•到期应付 

•科⽬目标签 

•多币种 

•税率 

•付款⽅方式 

礼券 

•发放规则 

•使⽤用规则 

•券信息管理理 



微信 

•接⼊入配置 

OPEN API 

• API接⼊入 

• API列列表 

•错误码参照 

其他 

•消息中⼼心 

•个⼈人信息 

•公司切换 

•密码修改 

•注销 



系统设置 
仪表板 

快速查看管理理模块、系统⽤用户数量量 

快速查看系统帮助⽂文档、运维联系⽅方

式 



⽤用户 

快速查看、管理理系统中⽤用户基本信息 



点击创建，添加系统⽤用户信息，为⽤用

户分配系统⻆角⾊色、权限 

点击保存，保存/更更新系统⽤用户信息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用户信息 



⽤用户组 

快速查看、管理理系统⽤用户组信息 



点击创建，新增系统⽤用户组，选择对

应模块，勾选对应菜单权限 

点击保存，保存/更更新系统⽤用户组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用户组 



模块 

快速查看系统模块信息 



公司 

快速查看、管理理系统中公司基本信息 



消息配置 

选择对应⽤用户组、⽤用户，快速配置系

统消息通知 



CRM 
仪表板 

快速查看联系⼈人，会员，供应商数量量

及会员类型⽐比例例 



联系⼈人 

快速查看、管理理联系⼈人基本信息 
 



会员 

快速查看、管理理会员基本信息 



供应商 

快速查看、管理理供应商信息 
点击创建，选择对应类型，创建联系

⼈人 

点击保存，保存联系⼈人信息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联系⼈人 



导⼊入模板供应商 

点击导⼊入，选择对应的供应商，批量量导
⼊入供应商到系统 



模版供应商 

快速查看模板供应商信息 



会员类型 

快速查看、管理理系统会员类型 



点击创建，新增会员类型 

点击保存，保存/更更新会员类型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会员类型 



采购 
仪表板 

快速查看各个状态订单，点击对应状

态查看订单详情 

商品采购数量量统计表 



采购订单 

主界⾯面快速浏览查看、管理理采购订单 

点击创建，新建采购订单，选择对应供应

商，添加采购商品 

点击保存，保存新建的采购订单草稿 

点击开始，确认采购单内容，采购单状态

更更新为进⾏行行中 

点击完成/取消采购单，更更新状态为已完
成/取消 

点击相关订单，快速查看出库单对应的销

售记录 

点击确认账单，快速创建供应商账单 



点击已开票/开票中，快速查看采购订单
对应的账单信息 

点击销售订单，快速查看采购订单相关的

销售订单信息 

点击⼊入库单，快速查看采购订单相关的⼊入

库单信息 



产品 

快速查看可采购商品信息 



供应商 

快速查看供应商信息 



供应商价格表 

快速查看供应商价格表以作为采购参

考 



库存 
库存调拨 
快速浏览查看、管理理库存调拨信息 

点击创建，新建调拨单 

点击保存，保存新建的草稿调拨单 

点击开始，确认调拨单内容，调拨单状

态更更新为进⾏行行中 

点击完成/取消调拨订单，更更新状态为已
确认/取消 



库存调整 

快速浏览查看、管理理库存调整 

点击创建，新建调整单 

点击保存，保存新建的草稿调整单 

点击开始，确认调整单内容，调整单状

态更更新为进⾏行行中 

点击完成/取消订单，更更新状态为已确认
/取消 



库存盘点 

快速浏览查看、管理理库存盘点  



点击创建，新建盘点单 

点击保存，保存新建的草稿盘点单 

点击开始，确认盘点单内容，盘点单

状态更更新为进⾏行行中 

点击完成/取消盘点单，更更新状态为已
确认/取消 



⼊入库单 

快速浏览查看、管理理⼊入库单 



点击创建，新建⼊入库单 

点击保存，保存新建的草稿⼊入库单 

点击开始，确认⼊入库单内容，⼊入库

单状态更更新为进⾏行行中 

点击完成/取消⼊入库单，更更新状态为
已确认/取消 

点击相关订单，快速查看⼊入库单对

应的采购记录 



出库单 

快速浏览查看、管理理出库单 



点击创建，新建出库单 

点击保存，保存新建的草稿出库单 

点击开始，确认出库单内容，出库单

状态更更新为进⾏行行中 

点击完成/取消出库单，更更新状态为已
确认/取消 

点击相关订单，快速查看出库单对应

的销售记录 



库存情况 

快速浏览查看各产品的库存情况 



仓库与库位 

快速浏览查看仓库及仓库所属库位 



点击创建，新建仓库或库位，若启⽤用

POS，必须添加POS类型的仓库 

点击保存，保存新建的仓库或库位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库位/仓库 



批次序列列号 

快速浏览查看、管理理商品批次序列列号

信息 



点击创建，新建批次序列列号，绑定到

选定产品 

点击保存，保存新建的批次序列列号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批次序列列号 



补货规则 

主界⾯面快速浏览查看、管理理商品的补货

规则 

选择规则，点击运⾏行行规则，当商品库存

满⾜足规则时，⾃自动创建对应采购订单以

补⾜足库存 



点击创建，新建补货规则，选择对应

商品 

点击保存，保存新建的补货规则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补货规则 



销售 
仪表板 

快速查看各个状态订单，点击对应状

态查看订单详情 

商品销售数量量统计表 



销售订单 

快速浏览查看、管理理销售订单 



点击创建，新建销售订单，选择对应

客户和销售员，添加销售商品 

点击保存，保存新建的销售订单草稿 

点击开始，确认销售单内容，销售单

状态更更新为进⾏行行中 

点击完成/取消销售单，更更新状态为已
完成/取消 

点击相关订单，快速查看销售单对应

的采购记录 

点击确认账单，快速创建客户发票 

点击已开票/开票中，快速查看销售订
单对应的账单信息 

点击采购订单，快速查看销售订单相关的采购订单信息 



点击出库单，快速查看销售订单相关的出库单信息 



客户 

快速查看销售客户信息 



产品 

快速查看可销售商品信息 



产品 
仪表板 

图表快速查看产品各类数量量 



产品 

快速查看、管理理产品基本信息 



点击创建，新增产品 

点击保存，保存/更更新产品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产品 



模版产品导⼊入 

点击导⼊入，选择模板产品分类，导⼊入

系统 



⽂文件导⼊入产品 

点击导⼊入，选择⽂文件导⼊入，上传产品

⽂文件，导⼊入产品到系统 



产品类别 

快速查看、管理理产品类别 



点击创建，新增产品类别 

点击保存，保存/更更新产品类别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产品 



模版产品 

快速查看模版产品信息 



⾊色码设置 

快速查看、管理理⾊色码设置 



点击创建，新增产品⾊色码属性 

点击保存，保存/更更新⾊色码属性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色码属性 



POS 
仪表板 

图表快速查看⻔门店的销售额、⽀支付类
型统计 



基本设置 

快速查看、管理理POS基本设置 



点击创建，新增POS基本设置 
点击保存，保存/更更新POS基本设置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POS基本设置 



资源设置 

快速查看、管理理POS资源设置 



点击创建，新增POS资源设置 

点击保存，新增/保存POS资源设置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POS资源设置 



POS组 

快速查看、管理理POS组 



点击创建，新增POS组 

点击保存，新增/保存POS组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POS 



外设CODE设置 

快速查看、管理理外设CODE设置 



点击创建，新增外设CODE 

点击保存，新增/保存外设CODE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外设CODE 



机台⽀支付⽅方式 

快速查看、管理理POS机台⽀支付⽅方式 



点击创建，新增POS机台⽀支付⽅方式 

点击保存，新增/保存POS机台⽀支付⽅方
式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POS机台⽀支付⽅方
式 



POS交易易缘由 

快速查看、管理理POS交易易缘由 



点击创建，新增POS交易易缘由 

点击保存，新增/保存POS交易易缘由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POS交易易缘由 



折扣 
折扣配置 

快速查看、管理理折扣促销活动的基本

配置  



点击创建，新增折扣配置 

点击保存，新增/保存折扣配置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折扣配置 



折扣设置 

快速查看、管理理折扣设置 



点击创建，新建折扣设置 

点击复制，快速复制折扣，创建折扣

设置 

点击保存，新增折扣设置 

点击审核，审核通过折扣，状态更更新

为已通过 

点击不不通过，状态更更新为不不通过 

点击启⽤用，折扣⽣生效可⽤用 

点击作废，折扣废弃不不可⽤用 

点击停⽤用，暂时停⽤用折扣，可再次启

⽤用 



产品类型 

快速查看、管理理产品类型 



点击创建，新增产品类型 

点击导⼊入，批量量导⼊入商品到产品类型 

点击清除，清除产品类型中商品 

点击保存，新增/保存产品类型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产品类型 



会员类型 

快速查看、管理理会员类型 



点击导⼊入，导⼊入系统会员到会员类型 

点击清除，清除会员类型中会员 

点击保存，新增/保存会员类型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会员类型 



折扣测试 

填写折扣对应信息，点击运⾏行行测试，

快速便便捷测试折扣规则 



礼券 
使⽤用规则 

快速查看、管理理礼券使⽤用规则 



点击创建，新增礼券使⽤用规则 

点击保存，新增/保存礼券使⽤用规则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礼券使⽤用规则 

点击审核，选择对应的⽤用户组/⽤用户审核
此规则 

点击不不通过，状态更更新为不不通过 

点击启⽤用，规则⽣生效可⽤用 

点击作废，规则废弃不不可⽤用 

点击停⽤用，暂时停⽤用规则，可再次启⽤用 



发放规则 

快速查看、管理理礼券发放规则  



点击保存可创建⼀一个编辑状态的发放

规则 
创建好的发放规则，若有发放规则的

创建权限，即可通过复制按钮去进⾏行行 

点击创建，新增规则 

点击复制，快速创建规则 

点击保存，新增/保存规则 

点击删除，删除当前产品类型复制操作，

复制出的发放规则为编辑状态。 



 

点击提交审核按钮，可选择折扣设置

的审核⼈人，让其审核此规则  



 

只有选中的审核⼈人才有权限审核该发

放规则 
点击审核通过按钮，该发放规则状态

改为已通过 
点击不不通过按钮，该发放规则状态改

为未通过 
若是发放规则状态是未通过，创建⼈人

则可以重新编辑该发放规则，并重新

提交审核  



 

已通过的发放规则，点击启⽤用按钮后，

规则即⽣生效，若点击作废按钮，该规

则即作废 
启⽤用以后的发放规则，可点击停⽤用按

钮让规则停⽤用 
停⽤用状态的发放规则，⼜又回到如上图

的步骤，可进⾏行行启⽤用和作废操作  



财务 
仪表板 

查看财务应收，应付，⽀支出，折旧等
信息。 



销售单据 

点击销售下拉菜单下的销售单据菜单
查看系统中的销售单据列列表。 



销售单据 

在销售单据列列表点击某个订单查看详
情，点击右上⻆角的出库单，已开票按
钮可以查看该销售单的出库单与对应
的发票详情。 



采购单据 

点击采购下拉菜单下的采购单据查看
系统中的采购单据列列表。 



采购单据 

在采购单据列列表点击某个订单查看详
情，点击右上⻆角的⼊入库单，开票中按
钮可以查看该销售单的⼊入库单与对应
的发票详情。 



客户发票 

点击销售下拉菜单下的客户发票查看
系统中的客户发票列列表。 



预览客户发票 

可以浏览发票，如果状态在进⾏行行中则
可以打印发票。 



客户发票 

在客户发票列列表界⾯面点击创建按钮，
填写相对应的数据点击保存即可完成
草稿状态的客户发票创建，点击验证
即可完成进⾏行行中状态的客户发票创建。
在进⾏行行中状态不不可对数据进⾏行行编辑操
作。 



客户发票 

在客户发票列列表界⾯面点击某个需要编
辑的客户发票即可编辑客户发票。 
1、点击保存即可完成客户发票的数据
修改。 
2、点击登陆付款即可创建⼀一条付款数
据。PS：如果该发票⽀支付完成，则会
进⾏行行到已付状态。 
3、点击删除即可删除该客户发票。 



供应商账单 

点击采购下拉菜单下的供应商账单查
看系统中的供应商账单列列表。 



供应商账单 

在供应商账单列列表点击创建按钮即，
填写数据，点击保存即可完成草稿状
态下的供应商账单创建，如果点击验
证则可完成进⾏行行中的供应商账单创建，
在进⾏行行中是不不可以对数据进⾏行行编辑操
作。 



供应商账单 

在供应商账单列列表界⾯面点击某个需要
编辑的供应商账单即可编辑供应商账
单。1、点击保存即可完成供应商账单
的数据修改。 
2、点击登陆付款即可创建⼀一条付款数
据。PS：如果该发票⽀支付完成，则会
进⾏行行到已付状态。 
3、点击删除即可删除该客户发票。 



收款 

点击销售下拉菜单下的收款查看系统中
的收款列列表。 



收款 

在收款列列表点击创建按钮，下拉选择
需要收款的客户，在发票明细表即可
选择需要收款的发票。填写数据点击
保存即可完成草稿状态的收款操作。 



收款 

在收款列列表选择你需要编辑的收款，
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对该收款数据
的变更更但不不会变更更状态，点击确认过
账则会进⾏行行收款操作，状态会变成已
⼊入账。点击删除则会删除该收款。 



付款 

点击采购下拉菜单下的付款查看系统
中的付款列列表。 



付款 

在付款列列表点击创建按钮，下拉选择
需要付款的供应商，在发票明细表即
可选择需要付款的发票。填写数据点
击保存即可完成草稿状态的付款操作。



到期应收 

点击点击报告下拉菜单下的到期应收，
查看系统中超过截⽌止⽇日期的的客户发
票。 



到期应付 

点击报告下的到期应付，查看系统中
超过截⽌止⽇日期的的供应商账单。 



科⽬目标签 

点击配置下拉菜单下的科⽬目标签查看
系统中的科⽬目标签列列表。 



科⽬目标签 

在科⽬目标签列列表点击创建按钮，填写
数据点击保存完成科⽬目标签创建。 



科⽬目标签 

在科⽬目标签列列表点击需要编辑、删除的
科⽬目标签，修改数据，点击保存完成科
⽬目标签编辑、删除操作。 



币种 

点击配置下拉菜单下的币种查看系统
中的币种列列表，货币为系统默认，不不
可进⾏行行编辑。 



税⾦金金 

点击配置下拉菜单下的税⾦金金查看系统
中的税⾦金金列列表。 



税⾦金金 

在税⾦金金列列表点击需要编辑、删除的税⾦金金，修改数
据，点击保存完成税⾦金金编辑、删除操作。 



付款⽅方式 

点击配置下拉菜单下的付款⽅方式查看
系统中的付款⽅方式列列表。 



⽀支付⽅方式 

在⽀支付⽅方式列列表点击需要编辑、删除
的⽀支付列列表，修改数据，点击保存完
成⽀支付列列表编辑、删除操作。 



微信 
接⼊入配置 

点击⽣生成按钮，⽣生成唯⼀一的ApiKey，
选择会员类型，点击保存配置按钮完

成微信会员接⼊入配置 



OPEN API 
 

API接⼊入 
直接点击申请接⼊入，若有api接⼊入权
限，则可以⾃自动⽣生成所需数据 



API列列表 

系统提供OPEN API，可通过API列列表
查看所需的接⼝口进⾏行行对接  



错误码参照 
系统提供⼀一些错误码，接⼊入API过程
中，若发⽣生错误，可对照查看  



其他 
消息通知中⼼心 

点击系统菜单栏右上⻆角的标识，可查

看系统内收到的消息 
消息列列表中选择消息，可对其进⾏行行已

读和删除操作  



点击列列表⾏行行，可以查看该条消息的详

情 
点击标记为已读，可将此消息状态变

为已读 
点击处理理按钮，可以直接跳转到这条

消息的来源去处理理该条消息 
点击取消按钮，关闭弹窗  



注销 

点击注销按钮，直接退出系统，跳到

登录⻚页⾯面重新登录  



修改密码 
点击密码修改，弹窗弹窗 
输⼊入旧密码和新密码，点击确定按钮，

可进⾏行行密码修改，修改以后需重新登

录系统 
点击取消按钮，关闭弹窗  



个⼈人信息 
点击个⼈人信息按钮，弹出弹窗 
点击确定按钮，可对修改的信息进⾏行行

保存 
点击取消按钮，关闭弹窗  



切换公司 
点击切换公司按钮，弹出弹窗 
选择要切换的公司，点击确定进⾏行行公

司切换 
点击取消按钮，关闭弹窗  



在进⼊入到管理理公司过程中，再次点击

切换公司 
点击退出管理理公司按钮，可回到之前

所在的公司  



登录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ERP
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