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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建帐套

1、初次登录系统，需要创建账套，填写公司信息，星号为

必填项。

2、启用时间默认为当天，启用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改。

账套一旦使用，系统会按照启用时间来记录期初，且不能修

改启用时间。

二、设置

1、新增商品

（1）在商品设置中增加商品，星号标记的项为必填项，必

填项填写完才能保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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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勾选多计量单位可设置商品的单位组及换算关系。

（3）已被使用的商品，不能删除，需要先删除该商品做过

的所有单据才可以删除商品。

2、新增仓库

（1）在商品设置中打开仓库管理，点击新增打开新增界面。

仓库编号和名称为必填项，必填项填写完才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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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被使用的仓库，不能删除，需要先删除该仓库做过

的所有单据才可以删除仓库。

3、新增客户

（1）点击新增打开新增界面。客户编码、客户名称和联系

人为必填项，必填项填写完才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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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被使用的客户，不能删除，需要先删除该客户做过

的所有单据才可以删除客户。

4、新增供应商

（1）点击新增打开新增界面。供应商编码、供应商名称和

联系人为必填项，必填项填写完才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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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被使用的供应商，不能删除，需要先删除该供应商

做过的所有单据才可以删除供应商。

5、单计量单位

（1）点击新增按钮，填好信息，保存即可新增单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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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删除：点击右侧删除按钮可以删除单计量单位，但已

经关联单据与商品的单计量单位不能删除。

（3）编辑：点击编辑按钮可以修改单位名称，已关联单据

与商品的单位无法修改。

6、多计量单位

（1）点击新增按钮，填好信息，保存即可新增多计量单位。

辅助单位个数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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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删除：点击右侧删除按钮可以删除多计量单位，但已

经关联单据的多计量单位不能删除。

（3）编辑：点击编辑按钮可以修改单位名称，已关联单据

与商品的单位无法修改。

7、新增员工

（1）点击新增打开新增界面。职员编码和职员名称为必填

项，必填项填写完才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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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员会对接销售单据的销售人员，收款单的收款人和

付款单的付款人。

（3）在单据中被使用的职员，不能删除，需要先删除该职

员做过的所有单据才可以删除职员。

8、新增账户

（1）点击新增打开新增界面。账户编码和账户名称为必填

项，必填项填写完才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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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个账户的当前余额计算方法

当前余额=期初余额+收入金额-支出金额

收入金额包括：销售收入、收款单和其他收款单

支出金额包括：采购支出、付款单和其他付款单

（3）已被使用的账户，不能删除，需要先删除该账户做过

的所有单据才可以删除账户。

9、商品类别

（1）点击新增按钮，填好信息，保存即可新增商品类别。

可以增加下级商品类别；最多有 2级商品类别；直接填写类

别名称保存，不需要选择上级类别，保存就是一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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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删除：点击右侧删除按钮可以删除商品类别，但已经

关联单据的商品类别不能删除；已经设置下级类别，上级类

别不能删除。

（3）编辑：点击编辑按钮可以修改类别名称，保存后，关

联单据立即生效。

10、客户类别

（1）点击新增按钮，填好信息，保存即可新增客户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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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删除：点击右侧删除按钮可以删除商品类别，但已经

关联单据的商品类别不能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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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供应商类别

（1）点击新增按钮，填好信息，保存即可新增供应商类别。

（2）删除：点击右侧删除按钮可以删除供应商类别，但已

经关联单据的供应商类别不能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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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收入类别

（1）点击新增按钮，填好信息，保存即可新增收入类别；

也可以快速选择收入类别，选择后直接保存即可。

（2）删除：点击右侧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收入类别，但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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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单据的收入类别不能删除。

（3）编辑：点击编辑按钮可以修改类别名称，保存后，关

联单据立即生效。

13、支出类别

（1）点击新增按钮，填好信息，保存即可新增支出类别；

也可以快速选择支出类别，选择后直接保存即可。

（2）删除：点击右侧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支出类别，但已经

关联单据的支出类别不能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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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辑：点击编辑按钮可以修改类别名称，保存后，关

联单据立即生效。

14、结算方式

（1）新增：点击新增按钮，填好信息，保存即可新增结算

方式。

（2）删除：点击右侧删除按钮可以删除结算方式，但已经

关联单据的结算方式不能删除。

（3）编辑：点击编辑按钮可以修改结算方式名称，保存后，

关联单据立即生效。

15、商品导入/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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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入：点击导入下载模板，按照模板案例填写信息，

保存好后，导入弹窗，点击选取文件，选好后，点击导入文

件即可导入文件。

（2）导出：点击导出，并保存文件即可。

16、供应商导入/导出

（1）导入：点击导入下载模板，按照模板案例填写信息，

保存好后，导入弹窗，点击选取文件，选好后，点击导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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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即可导入文件。

（3）导出：点击导出，并保存文件即可。

17、客户导入/导出

（1）导入：点击导入下载模板，按照模板案例填写信息，

保存好后，导入弹窗，点击选取文件，选好后，点击导入文

件即可导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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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出：点击导出，并保存文件即可。

18、商品期初库存

（1）点击新增商品，在期初设置中录入商品期初数据，支

持新增、导入、导出商品期初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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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一商品但不同仓库的可以新增仓库，然后点击保存

即可。商品未设置过期初库存数量，需要在期初设置里去新

增商品的期初库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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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客户期初余额

在期初设置中录入客户期初数据，支持新增、导入、导

出客户期初余额。

20、供应商期初余额

在期初设置中录入供应商期初数据，支持新增、导入、

导出供应商期余额。

21、价格策略

当有客户有折扣时，可以在价格策略这里选择客户跟折

旧价，具体使用方法点击搜索框旁的“帮助”按钮；按照使

用方法设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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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购管理

1、采购订单

（1）新增：点击左侧菜单采购，选择采购订单。

（2）点击商品名称下方的空白处，选择商品，数量与单价

不能录入负数，输入商品数量和单价，系统会自动核算出购

货金额，购货金额=数量 x单价。如果修改金额，系统会自

动核算出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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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购订单保存并审核后，出现“转采购”按钮。点击该按

钮，即进入该订单对应的采购入库单界面。

（4）审核与反审核：已审核的订单，需要反审核订单才可

修改订单内容，但已经生成采购入库单的采购订单，不允许

反审核，需要删除采购入库单才可以反审核采购订单。

2、采购入库

（1）点击左侧菜单采购管理，选择采购入库单。或采购订

单直接生成采购入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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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付金额栏为空自动生成应付款项，录入单据金额或

部分金额直接扣减应付款项。

3、采购退货

（1）点击左侧菜单采购管理，选择采购退货单。

（2）选择退货商品，输入退货数量及单价，本次退款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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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单据金额或部分金额直接扣减应付款项。

四、销售管理

1、销售订单

（1）点击左侧菜单销售管理，选择销售订单。

（2）数量与单价不能录入负数，输入商品数量和单价，系

统会自动核算出销货金额，销货金额=数量 x单价。如果修

改金额，系统会自动核算出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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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销售订单保存并审核后，出现“转销售”按钮。点击该按

钮，即进入该订单对应的销售出库单界面。

（4）审核与反审核：已审核的订单，需要反审核订单才可

修改订单内容，但已经生成销售出库单的销售订单，不允许

反审核，需要删除采购入库单才可以反审核销售订单。

2、销售出库单

（1）点击左侧菜单销售管理，选择销售出库单。或销售订

单直接生成销售出库单。

（2）实收金额栏为空自动生成应收款项，录入单据金额或

部分金额直接扣减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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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销售退货

（1）点击左侧菜单销售管理，选择销售退货单。

（2）选择退货商品，输入退货数量及单价，本次退款栏录

入单据金额或部分金额直接扣减应收款项。

4、销售零售单

（1）点击左侧菜单销售管理，选择销售零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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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实收金额栏填入收款金额，保存即可。在商品设置

中录入零售价，选择商品后会自动填入零售价。

五、库存管理

1、调拨单

（1）点击左侧菜单库存管理，选择调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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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据中的商品，在调出仓库中的数量减少，在调入仓

库中的数量增加。商品的库存成本金额不会改变。

2、成本调整单

（1）点击左侧菜单库存管理，选择成本调整单。

（2）成本调整单用于修改商品的结存成本。调整金额为正

数时，该商品的结存总成本增加，调整金额为负数是，该商

品的结存总成本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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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盘点单

（1）点击左侧菜单库存管理，选择盘点单。

（2）输入盘点库存，系统会自动核算出盘盈盘亏的数量，

盘盈或盘亏数量=盘点库存-系统库存。

（3）保存盘点结果后，可以点击生成盘点单据。系统会把

盘亏的商品生成其他出库单，盘盈的商品生成其他入库单。

4、其他入库单

（1）点击左侧菜单库存管理，选择其他入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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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商是非必填项，其他入库单保存后，商品的库存

数量和成本增加。

5、其他出库单

（1）点击左侧菜单库存管理，选择其他出库单。

（2）客户是非必填项，其他出库单保存后，商品的库存数

量和成本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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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组装单

（1）点击左侧菜单库存管理，选择组装单。

（2）组装单用于工业生产把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在销售业

务中需要组合销售。填写组合件商品名称、对应入库仓库和

组装数量；填写子件商品名称、出库仓库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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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拆卸单

（1）点击左侧菜单库存管理，选择拆卸单。

（2）拆卸单用于工业生产把成本拆卸成原材料，或在销售

业务中组合销售的商品拆分返仓。选择需要拆卸的组合件、

填写出库仓库和数量；选择相应的子件，系统自动带出子件

最近出库的成本作为入库成本，可修改。

8、出入库处理

点击左侧菜单库存管理，选择出入库处理，选择日期与往来

单位等，点击查询，勾选处理状态，点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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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金管理

1、收款单

（1）点击左侧菜单资金管理，选择新增收款单，客户，结

算账户，收款金额、结算方式为必填项，填写完才能保存。

（2）收款单可以选择有应收款单的单据进行核销，核销后

对应的客户应收款会减少。整单折扣和本次预收款等于实际

收款金额和本次核销金额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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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款单

（1）点击左侧菜单资金管理，选择新增付款单，供应商，

结算账户，收款金额、结算方式为必填项，填写完才能保存。

（2）付款单可以选择有应付款单的单据进行核销，核销后

对应的客户应付款会减少。整单折扣和本次预付款等于实际

付款金额和本次核销金额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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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收款单

（1）点击左侧菜单资金管理，选择新增其他收款单。

（2）录入客户、金额等内容，保存即可。

4、其他付款单

（1）点击左侧菜单资金管理，选择新增其他付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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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录入供应商、金额等内容，保存即可。

5、核销单

（1）新增核销单点击左侧菜单资金，选择新增

（2）核销单提供 5种类型进行核销操作：

预收冲应收（指拿 A客户预收的款抵消掉该向 A客户收

的款 。是收款单与销售出库单、销售退货单进行核销）；

预付冲应付（指拿向 A供应商预付的款抵消掉向 A供应

商付的款 ，是付款单与采购入库单、采购退货单进行核销）；

应收冲应付（用于处理三角债务或同一个往来单位既是

供应商又是客户的情况，销售出库单、销售退货单与采购入

库单、采购退货单进行核销）；

应收转应收（用于处理三角债务或客户改名或关联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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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转出客户的核销金额转至转入客户，转出客户不能

和转入客户相同）；

应付转应付（用于处理三角债务或供应商改名或关联供

应商的情况转出供应商的核销金额转至转入供应商，转出供

应商不能和转入供应商相同）。

6、转账单

（1）点击左侧菜单资金管理，选择新增转账单。

（2）转出账户、转入账户、金额为必填项，必填项填写完

才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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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出账户和转入账户不能相同。

七、统计报表

1、采购报表

（1）搜索：可以根据单据日期、供应商、商品进行搜索。

（2）导出：点击导出会导出所有数据（也可以是筛选条件

后的所有数据）

2、销售报表

（1）搜索：可以根据单据日期、客户、商品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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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出：点击导出会导出所有数据（也可以是筛选条件

后的所有数据）

3、仓存报表

（1）搜索：可以根据日期、仓库、商品进行搜索。

（2）导出：点击导出会导出所有数据（也可以是筛选条件

后的所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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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金报表

（1）对账单、应收应付账款明细表在资金报表中查询，也

可进行导出所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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