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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婆网店 ERP 演示数据演示指引 

——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业务范围 

 

模块范围： 供应链：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存货核算、内部交易；  

财务服务：财务报表、应收管理、应付管理、固定资产、 现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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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演示账号说明 

演示环境对应的租户名：管家婆网店 ERP 客户体验中心 

1.1.管家婆云进销存 操作账号： 

登录账号 1：瑾修小敏演示；用户名：小敏；登录密码：erpgjp213+； 

登录账号 2：瑾修小敏演示；用户名：财务  登录密码：erpgjp213+； 

电脑端登录地址：www.erpgj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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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登录方式是下载：管家婆云 APP 

云零售客户端：登录账号：瑾修小敏测试；用户名：小敏；登录密码：erpgjp213+ 

 

权限说明：目前只有单据查询权限没新增权限  

登录后首页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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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架构 

2.1. 成都瑾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概况 

成都瑾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电商公司，业态涉及到食品、电子、饮 

品、服装。目前全国在北京，上海，成都分别与第三方云仓达成发货协议 

 

2.2. 业务背景 

成都瑾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 2020 年 12 月购买管家婆网店 ERP 产品，为保障数据完整性，正式使用软件

的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成都瑾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模块情况如下： 

供应链：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存货核算、网店发货、外接 WMS 

财务服务：应收管理、应付管理、现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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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演示业务场景指引 

3.1. 供应链服务 

3.1.1. 期初数据查询 

业务场景说明： 

开始正式使用软件之前的现有库存信息就是期初库存。 

演示指引： 

菜单操作顺序如下：库存——库存状况表——库存期初，查询期初库存情况 

 

3.1.2. 销售业务 

3.1.2.1. 线下销售价格表查询 

业务场景说明： 

根据公司制度设定的价格策略，按照每个客户设定不同的价格、按照商品设定价格、客户分类商品价格。成都

瑾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定义不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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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指引： 

菜单操作顺序如下：批零——物价管理——设置预设价格 

资料——往来单位设置每个客户隶属的价格等级 

 

3.1.2.2. 客户信用设置 

业务场景说明：为扩大营销规模、增加客户订货数量，会为客户提供一定的欠款额度，该欠款额度一般称为客

户信用。管家婆进销存软件中客户信用就是对客户的应收账款进行信用控制，包括限定信用对象、制定信用策

略、授予信用额度、指定超信用处理方式等，并在业务过程中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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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线下销售出库 

业务场景说明：2022 年 1 月份成都瑾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零云集团谈合作， 

1 月 1 号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约定确认销售订单的时候预付 40%的定金；1 月 5 

号生成销售订单该订单的发货日期是 1 月 8 号，并收取 40%定金；1 月 8 号商 

品出库并开具销售发票； 1 月 10 号收到尾款； 

演示指引： 

1、通过销售订单演示单据，菜单操作顺序如下：批零——新增销售订单——销售订单单据编号：XS-

20220402-001；销售订单管理可查看订单情况，出库单引用订单初库，财务-收款单选择单据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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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据可以联查上下游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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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销售随单费用 

业务场景说明： 

在产品或服务的销售过程中随单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运杂费、包装费、检验费等，需要直接关联业务单据销

售相关费用需要及时登记往来账款；  

演示指引： 

 

3.1.2.5. 销售退货业务（退货退款） 

业务场景说明： 

客户收到的产品后各种原因会出现退货退款的现象；如：由于 2022 年 2 月份客户春天百货有限公司需要退

货退款 10 台血压计给成都瑾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演示指引： 

通过销售退货演示单据，菜单操作顺序如下：批零——销售退货单-原单退货 

演示退货单据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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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线上销售业务 

3.1.3.1网店绑定 

业务场景说明：线上平台和 ERP 绑定之后，ERP 就能自动获取平台订单。 

操作路径：网店-网店设置-添加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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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商品下载与对应 

场景说明：1.【商品对应关系】是店铺上的商品与软件中的商品建立关联关系的通道，店铺订单进入到系统后

据商品对应关系，计算利润、扣除库存。2.【商品对应关系】非常重要，一定要保证正确建立！ 

操作路径：网店-商品下载与对应-刷新宝贝-绑定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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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对应分为手工绑定与商家编码对应，手工对应需要手工逐一将平台宝贝点击“绑”，和系统里面的商品

做对应；商家编码对应，如果线上宝贝有 SKU 编码，系统里面提前维护 SKU 商家编码，则可以一键完成对应。 

3.1.3.3 网店流程设置 

场景说明：网店预设 2 种网店流程，自定义流程以及简化流程，有验货，称重需求，或者使用人员较多有相对

严格的审核流程，同时业务模式为以销定产丨以销定采业务建议使用自定义流程 

操作路径：帮助-新手引导-网店 

 

3.1.3.4 订单提交策略 

场景说明：设置订单自动审核策略可以大大节省人力成本，提高我们的审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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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路径：网店-原始订单-提交策略配置 

 

3.1.3.5 物流公司 

管理与卖家合作的快递公司基本信息、快递单打印模板、物流运费成本模板等。系统预设了部分常用的物流公

司基本信息，可以实现基本的物流单号规则验证、物流信息同步。同时也预设了部分快递单打印模板，且提供

了最新的常用模板背景图片 

操作路径：资料-物流公司-新增物流公司-设置打印模板-物流费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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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6 售后订单 

场景说明：在网店订单发货业务中，经常会出现由于工作疏忽漏发，错发，或者商品在运输过程中损坏需要换

货补发以及客户因各种原因进行退款、退货、换货、补货等情况，网店售后管理就是处理这几种情况业务的功

能模块。目前抖店，淘宝，拼多多等平台售后订单会自动同步到 ERP 

操作路径：1、网店-售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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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采购业务 

3.1.4.1.销售订单-采购业务 

业务场景说明：2022 年 1 月成都瑾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根据销售业务做采购业务，1 月 5 日根据销售订单

做采购，1 月 6 号从青岛酒水有限公司采购商品，1 月 7 号采购商品全部到货入库到饮品公司仓库并收到

采购发票，1 月 6 号财务人员根据发票确认认应付账款。1 月 25 号付款给青岛酒水有限公司。 

演示指引： 

1、 通过请购单演示单据，菜单操作顺序如下：进货——新增进货订单——入库选订单 

 

通过应付事项演示单据，菜单操作顺序如下：财务——付款单-保存后，应付款自动扣减  



注册即可免费试用 15天 全国服务热线 400-861-8671 
 

 

 

备注：无订单采购业务，也可以直接做入库单，保存后库存自动增加，应付款自动增加 

3.1.4.2. 采购费用分摊业务 

业务场景说明：2022 年 1 月成都瑾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从云创贸易有限公司采购，薯片 10000 包，单价

4 元，由圆通速递有限公司提供运输服务，运费金额 1000，运费由成都瑾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并需要

将运费摊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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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库存业务 

3.1.5.1. 组装业务 

业务场景说明： 

多个产品物料按照产品结构组装成一个新的产品，可以通过组装业务解决。原材料减少，成品库存自动增加 

演示指引： 

组装业务菜单操作顺序如下：库存——组装拆卸单——选择生产模板——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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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2. 序列号管理 

业务场景说明： 

对于一物一码的情况可以通过序列号的方式管理。管家婆云进销存序列号是对物料进行单品管理的维度，一旦

启用序列号，则在库存的所有业务中都需要录入序列号。 

演示指引： 

序列号档案查询菜单操作顺序如下：系统-系统配置-启用序列号。严格序列号（出入库都需要序列号，一个序

列号对应一个库存），在库序列号可查询，已销售产品序列号可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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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3. 保质期查询 

业务场景说明：统一界面快速了解有保质期的商品的效期情况，且可以设置到期时间提醒 

演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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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4. 库龄分析 

业务场景说明：统一界面快速了解有商品的在仓库的存储时间。 

演示指引： 

菜单操作顺序如下：报表-库存报表-库龄查询，可查看商品在库房的时间天数 

 

3.1. 6 财务服务 

3.1.6.1. 应收账表查询 

业务场景说明： 

应收往来明细表主要是一定期间内客户往来明细数据及发生业务来往后当前余额。 

演示指引： 

应收往来明细表查询菜单指引：财务——往来单位应收应付—应收明细账，快速查询应收往来明细表 



注册即可免费试用 15天 全国服务热线 400-861-8671 
 

 

 

3.1.6.2. 超期应收应付查询 

业务场景说明：应收账龄分析表用于分析客户的在特定的账期的账龄情况。较全面地显示应收账款账龄的分布

情况。用以判断企业应收账款的总体质量以及不同客户的信用状况，为企业决定赊销政策提供依据。 

演示指引： 

菜单操作顺序：1、往来单位基础资料——超期天数设置；报表--财务报表--超期应付、应收款表 

报表-财务报表，超期应收应付快速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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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超期未付（未收）结算账务，可在超期应付（应收）款表中查看数据 

 

3.1.6.3. 资金日报查询 

场景说明： 

查询每日资金余额、当日收付情况、发生业务笔数。 

场景演示指引： 

报表-财务报表-经营日报 



注册即可免费试用 15天 全国服务热线 400-861-8671 
 

 

 

3.1.7 报表查询 

3.1.7.1 进出库汇总查询 

场景说明： 

查看库存整体的变化情况，用户查询和核对库存数据，需要统计某段时间内商品的上期库存、本期变动以及库

存余量 

场景演示指引： 

报表-库存报表-全能进销存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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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2 销售毛利查询 

场景说明： 

用于查询零售业务的商品销售情况 

场景演示指引： 

报表——销售报表——销售毛利统计 

 

3.1.7.3. 利润表查询 

场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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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可以查看经营的纯利润，这个报表是实时产生的，老板可以随时查看公司的经营情况 

场景演示指引： 

报表——财务报表——利润表 

 

当期发生额取的是当前会计月的发生额，累计发生额取的是全年的发生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