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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务管理

1.1 系统设置

1.客户类别是什么意思？填什么？

客户的属性特征进行的有效性识别，通常依据客户的社会属性、行为属性和价值属性（大超、连锁店、散户）；

比如有一个商品，您想给所有的超市一个价格，所有的便利店另一个价格，那么可以把超市设为 a 店，连锁店设为

b店。

1.2 客户信息

1.导入客户数据的时候提示导入成功，实际没有数据进来或者部分？

可能是模板格式有问题（表头私自修改了），需要重新整理。

2.导入客户资料，表格黄色背景的必须填？

是的，不然无法导入，修改也不例外。

3.客户是月结的需要设置哪些和需要注意的？

业务管理—>客户信息，结算方式设置月结，APP 不需要手动清除实付; 在后台的业务管理—>账款管理—>销售

收款中选择结账时间和客户，会自动调出选择的时间段内的该客户的销售出货单。

4.客户名称一样的连锁店怎么录入？

建议连锁超市按照超市名称加片区明命名，方便看出是哪个区域的连锁店。

5.门店的顺序不对？

由内勤在后台的客户信息中，双击打开该网点后，点清除位置信息。

6.已经在店门口了，但是签不了到？

由内勤在后台的客户信息中，双击打开该网点后，点清除位置信息。或在后台的系统设置第 42 条设置不限制。

7.怎么月结客户？

业务管理—>基础信息—>客户信息，设置结算方式为月结？

1.3 线路信息

1.一条线路划分多条线路，会导致销售流失吗?

新建一条新线路，把要划分的客户整理进新线路，删除原来线路的客户，不影响销售，但是司机线路和客户需

要整理到新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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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机的线路都改好了，我电脑上显示是对的，但是司机手机上显示的和我的不一样？

司机手机同步一下数据或者注销重新登录。

3.之前录的一家门店，今天去拜访系统里没有了，搜不到门店？

看一下是否有多条线路，切换一下看其他线路下有没有。

4.这个客户信息与线路不关联，主管审核能不能看见这个店里的发的订单?

把主管绑定到线路中。

5.新建线路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建议一个司机设置 4条线路，一条线路上的网点大约在 15-25 家左右，具体根据司机一天的工作量来。

6.线路是填地址吗？

不是，是一个司机一天跑某个区域的所有门店的线路总称。

7.搜索找不到店铺名字，新增提示店名重复？

说明公司是有这家店的，但是没有绑定到你的线路里。让内勤在后台的客户信息中搜索下这个店铺名称，将该

店铺关联至该司机线路下。

8.删除司机已绑定的线路显示有关联？

在业务管理—>员工信息中先删除与司机关联的旧线路信息后点保存，然后回到线路信息，删除旧线路下的客

户信息点保存，然后再删除。

9.整理资料的时候有很多名字相同的客户（超市）怎么录入？

系统不允许有名称相同的客户，连锁超市在名称后面加上地址便于区分。

10.司机做交易的时候搜索不到门店？

①可能司机没有签退 ②门店不在现在选择的线路下③ 后台没有绑定到司机所属线路下。

11.司机试用的定位信息能删除吗？

能，在客户信息里面找到需要清除位置信息客户，双击打开后，再点击清除位置信息。

1.4 库存信息

1.订单仓库与销售仓库是自己建的吗？

订单仓库默认是总仓库，销售仓库就是咱门的车库，名称一般设置为对应的车牌号。

2.为什么不能在“采购管理”里面找到车库直接采购呢？

只能对实体库进行采购。要不然再分给其他车，货容易乱。

4.调拨到车库有没有快速调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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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调拨即是给司机装车或司机车库给其它仓库做调拨，有三种方式：①可以让司机在 APP 上做转仓，后台

再审核；②内勤在后台通过【货物转仓】做转仓单；③司机晚上回库房对完库存，可能在【当前库存】中，进行

快速转仓；

1.5 权限设置

业务员查看某单据的权限需要在基础信息下的【部门】和【角色信息】两个模块上全都勾选上。

1.文员端口登录里边没东西啊？

文员没有手持端的操作权限，文员主要是操作后台网站的。

员工信息：“使用场景”必须勾选。

1.6 费用项目

1.客户收取陈列费还要求要一个返点，怎么做？

业务管理—>基础信息—>费用项目，添加一个费用项目，然后到 费用管理—>客户费用，添加对应费用单据。

1.7 APP 登录信息

1.手机登录提示已达到手持最大数量？

在后台的【基础信息】下找到【APP 登录信息】，检查登录的账号是否都是需要登录的，不需要的登录的账号

注销一下。若所有的都需要登录则需要购买端口了。

二、商品管理

1.商品信息在手机上看不到？

首先在后台的商品信息里搜索下是否有这个商品，如果没有，需要新增该商品信息；如果有，再看下商品状态

是否开启；APP 点击销售交易，拍照，左下角点击搜索，先拍照后开单，才能看见商品。

2.商品信息显示导入成功为什么不增多？

说明导入失败，导入成功后会显示导入了多少条的，不成功的话会显示导入 0 条或数据不足。在整理资料时，

一定要按表格中的要求去填写，若填写不符合要求则信息导入不成功。

3.商品系数错误，有关联信息能不能修改？

不能，只能关闭然后新增一个。

4.商品原来就填了一个单位，想再添加一个？

点击商品信息，双击要添加单位的商品，在原有的单位后面添加就好了。



爱商云智能系统 让使用更容易

4
服务热线：400-1023-230

5.有的商品信息怎么删除不了？

商品有销售就没办法删除，首先盘点成 0，只能关闭商品状态，无法删除。

6.商品信息中的只做返货是什么意思？

若打开后，该商品只能作为返货使用，不能销售的意思。

若关闭后，该商品可作正常销售。

7.商品原来有大中小三个单位的包装，现在其中一个单位不进货了，怎么停？

点击商品信息，双击该商品，找到商品对应的单位，将启用状态设置为关闭。

8.包装系数是什么意思？

包装系数即是商品各单位间的关系，最小包装系数都为“1”，单位包装系数的中、大系数都是针对最小包装

的。（举例：一件 A 商品包含 12 包中单位，一包中单位包含 5 袋小单位，则最小单位“袋”的包装系数是 1，中单

位“包”包装系数是 5，大单位“件”包装系数是 12；包装系数一旦录入，则无法修改。若想改，只能将商品盘点

成 0，再将商品状态关闭，重新新增一个）。

9.已经新建好的商品怎么修改商品最小包装单位？

光标定到要删除单位的名称后面，按键盘“backspace”，然后输入已存在的单位保存即可（操作后有关该商

品单位已操作过的单据该商品跟着变）

三、销售管理

1.搭赠费用怎么计算？

费用是按照成本*搭赠数量计算的。

2.销售出货时能默认自己想要的单位吗？

可以，手机 APP 设置—>软件设置—>选择商品默认单位，选择对应的单位即可。

3.从门店退货的商品退到临期库之后怎么销售出去？

后台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仓库选择临期库即可。

4.销售退货的商品不按正常销售的价格退，想便宜点？

后台业务管理—>系统设置—>21 22 行。

5.销售出货时搭赠的品的价格是怎么算的？

销售价格为 0 但是在商品盈利报表里能够看到搭赠商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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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终端店有存货在库房，临时取货的情况，这样库房数据准确不了，问下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先收终端店的钱，货没给，这种情况属于预付款情况。系统做一个收取终端店预付款（客户），客户拿货的时

候做一个销售出货，支付方式选择“预付款”即可。

7.原来 17 块卖出的，超市没卖完，现在货涨价了（18），超市怎么补给差价给供应商？

先做一个销售退货，退货商品是正品 17 块，然后再做一个销售出货，价格调整为现在的十八块。

8.出货是有搭赠，如果退货的时候不显示怎么办？

退货的时候有退货数量和搭赠数量，搭赠那儿填退的数量即可。

9.退货和进货能分开打单子吗？

做 2 张交易单，一张只有出货，另一张只有退货。

10.打了退货单后，能再次交易进货吗？

能，一次签到可以做多次销售交易单的。

11.司机销售交易做错了，作废该单据后，忘重新开单（隔日发现），怎么补上对应单据？

司机找文员后台补录对应销售出货单即可。

四、采购管理

1.录采购到货的时候有的商品没有？

商品信息新增直接添加。

2.供应商给至我们的销售返利，做在哪里呀？

费用收入管理→新增厂家返利即可。

五、账款管理

1.销售单据他们都已经收完钱了，怎么还是显示未完结（欠款显示几毛）？

这种是业务员把优惠的部分没有填写到优惠的地方，系统认为优惠的钱还没给。需要做个销售收款，把优惠掉

的钱收上来，即可完结。

2. 如何在系统中录入我们给供货商打款信息，以及怎么查询余额

在【业务管理】下的【账款管理】下做采购预付 。通过【报表分析】下的【账款管理】查询采购预付里查看

到剩余多少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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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库存管理

1.货物盘点能针对一个品盘点吗？其它的都没问题

可以，货物盘点选择要盘点的仓库和要盘点的商品，根据实际选择商品状态、选择单位和数量即可。

2.盘点选择商品后，点击保存或者审核都提示“必填项明细不能为空”（盘点的商品账面就不存在）

盘点的商品不是有效商品，系统认为没选商品（可能是商品状态没有开启，需要开启一下）。

3.怎么今天做转仓单，明天早上生效？

转仓单做成未审核的，做完后只保存，不审核，第二天早上审核。

4.库存变动到底是按照执行日期算，还是按审核日期算？

库存变化是按照审核日期执行的，但是出入库统计变化是按照执行日期。

七、价格管理

1.给每个超市的供货价格不一样怎么办？

可以通过业务管理>价格管理下指定客户调价来修改。

2.某个品某个客户的价格不对？

可能是设置了多个调价的原因，商品价格优先级顺序(从高到低)如下:

指定客户促销活动->指定类别促销活动->促销活动->指定客户调价->指定类别调价->商品正价。

3.计算成本采用最后进价是怎么计算成本的？

只根据最后进货数量与搭赠数量和单价有关系，和库存有多少货没关系（某品进价 10 元，2 搭 1 来的，当做采

购数量为 4个，搭赠数量为 2个时，成本 = 10 元*4 个/（4 个+2 个））=6.667 元。

4.计算成本采用不计算是怎么计算成本的？

需要在【价格管理】下的【商品成本调价】的成本单价录入进去，计算方式是：成本单价=采购数量*采购价/

（采购数量+搭赠数量）。

5.指定客户调价怎么操作？

在【价格管理】下【指定客户调价】，然后选择需要调价的客户，双击点进去，把只看调整选择为关闭。点击

查询就能出现咱们所有的品的价格。然后修改包装 1.2.3 的价格就是对应着大中小不同包装的出货价，修改完之后

点击保存即可。

6.商品成本出现高于成本金额，销售单据修改后会改变利润吗？

不会，昨天的单据只会拿昨天的成本去计算，反审单据只能修改单据数量单价之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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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表分析（查数据的部分）

1.钱多货少，库存和钱都不对，怎么解决？

先确定什么时候货是对的，然后通过报表分析>实时库存>库存历史核对操作，找出有问题单据，再在业务管理>

销售出货中找到对应单据反审修改，再审核即可。

2.系统是否能看到某天或者某人的净利润，（销售额-成本-一些其它费用），查看他每天销售了多少货，退了多少

货？

能，报表分析>业务盈利分析表中可以看到毛利额和净利额 。

3.想查一个司机一天的销售单据中一个品的数量，怎么查？

报表分析>商品盈利分析表(查询条件选择日期、业务员、商品等自己需要的条件，最后点击菜单查询即可)。

4.查看每张单据上是否欠款怎么看？

在【业务管理】下【销售出货】中交易单据记录中可看到“账款是否完结”。

5.商品有成本价，销售的价格高于成本价，怎么商品盈利分析表利润额是 100%呢

这种情况是之前的成本价是录错了，调整成本价后再次销售，利润的算法才是按最新的计算。如果要改之前的

利润，需要【登陆管理员账号】在【报表分析】下的【业务员盈利分析表】中选择“重新计算盈利”即可。

6.怎么看出司机经过早上装车出货了，白天在外面销售、退货后司机车库现在还有多少货？

在【报表分析】下的【实时库存】选择对应车库查询就是当前实时库存的数量。

7.销售以外的费用收入能做到系统中吗？

可以，将客户/业务员/其他的费用支出,收入通过费用支出或收入做进去。

8.找不到以前做的单据，怎么查？

后台的话，直接打开对应找不到单据的页面，输入单号，其它选择全部，进行查询。

APP 端查看销售有关的单据方法： 销售> 单据记录；库存>单据记录；

9.怎么查看货物在仓库某段时间的库存数据？

【报表分析】→【常用报表】→【实时库存】，在菜单栏上选择历史库存时间和仓库，再点查询即可。

九、APP 端常见问题

1.销售单已经提交了，发现做错了怎么修改？

不能修改，只能作废重做，或者交账时业务员告知内勤修改。

2.APP 销售单据在哪里作废呢？

作废功能需要管理员打开该权限。操作步骤：销售主界面中点开【单据记录】后，点击最下方【作废】按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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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3.司机手机没有作废按钮怎么操作？

在后台进行权限设置，步骤：【业务管理】→【基础数据】→【系统设置】第 24 项选择“是”，点保存即可。

4.怎么将 APP 中的退货价格调高或调低？

在后台【基础信息】下的【系统设置】中第 21 条和第 22 条中设置。

5.APP 允许快速转仓修改商品明细？

库存—>货物转仓—>读取库存就可以修改。

6.APP 字体怎么调整？

软件里无设置，直接在设置手机字体大小即可。

7.商品是赠送的怎么操作可以给客户？

APP 做销售时选完商品点确定后，在弹出的界面中在【搭赠】项后输入对应数量即可。

8.APP 端对每家店都有产品价格记忆吗？产品数量上能增加记忆吗？

可以。在【软件设置】中第 8项和第 10 项设置即可。

9.如何打印多份销售出货单？

APP 中【软件设置】的第 26 项设置即可。

10.APP 拍照的时候提示“爱商云智能销售系统使用摄像头尝试被拒绝”，“未发现相机”怎么办？

首先看手机是否手机设置，手机设置里的【更多应用】找到爱商云系统点击进去>权限管理 >相机权限是否启

动，如果已启动尝试卸载软件，重新安装（此操作为小米 note2 步骤）；其它型号手机可以找类似的操作。

11.门店没定这个单品，司机可以加上去吗（促销模式）

可以。

12.单据没有上传，现在怎么作废呢？

没有上传的单据是无法作废。

13.系统怎么总是自动签退?

通过 3个方法设置:

①手机 APP,设置->软件设置->关闭自动签退

②改一下手机的电池节电等相关设置

③将 APP 版本升级到最新版本

14.APP 上单据制单时间和后台显示的时间不一致是怎么导致的？（手机做的单据）

手机做的单据没有实时上传到后台导致的，看单据是什么时候做的，看单号。制单时间是手机数据上传到后台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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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转仓选品时看不到网络库存

APP 设置下【软件设置】第 12 条选择“是”即可。

16.手机登录提示系统时间不对（与网络时间不一致）

设置手机自身的时间，或者重启手机。

17.之前能一直使用，突然登录后不显示线路和网点了，怎么处理？

APP 设置页面点击清除缓存。

可能原因：后台修改了 APP 权限或数据等，由于网络问题未实同步，建议在后台多保存几次并在 APP 端同步数

据。

十、关于打印

1.打印条码怎么设置？

APP 设置下【软件设置】第 6项选择对应客户，只要设置一次即可。

2.打印纸原来的和现在的高度不一样怎么设置一下新的可以用？

打开下载的打印控件，登陆后里面有设置打印类似菜单，里面有打印纸高度宽度的设置。

3.打印控件安装上怎么突然不能用了（最近安装了 360 管家、360 杀毒、360 卫士……）？

360 管家之类把控件误删了，360 安全卫士左下角“信任区”>“添加信任目录”；360 杀毒配置，右上角“设

置”>"文件白名单">“添加文件、添加目录”（选择打印控件位置）。

4.手机连不上蓝牙打印机，怎么办？

①确认手机是否开启蓝牙 ②确认打印机是否为佳博品牌的（佳博的连接有问题，不建议用） ③到手机设置里

看是否链接其它打印机蓝牙，若有连接将其取消配对，再去 APP 扫描连接。

5.蓝牙打印机不出纸，怎么处理？

①看打印机连的对不对, 会不会连别的打印机上了；②看纸是不是装反了。

6.未上传的需要重新打印小票吗？

未上传的在网络好的地方会自动上传或者在单据记录处向左滑动点上传。不需要重新打印小票。

7.司机打印小票怎么打印出公司章呢？

①先拿张白纸，在白纸上盖一个清晰的章，然后修改图片大小格式（300*300 像素 格式 jpg）②修改好后，在

后台【基础信息】→【系统设置】第 37 项上传公章图片，点保存。

8.打印机连接密码是多少？

默认是 0000 或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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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刚给一家店做完单子，现在又想要其它货，一做单怎么以前做的商品又都打印了一遍，能单独打印吗？

这是读取上一次出货记录，方便司机师傅操作的，第 2 次再做单，将读取的商品记录向左滑动点删除即可。

十一、怎么修改管理员或司机或内勤账号密码？

①管理员登陆后台，在页面的右上方点击【改密】输入新密码即可。建议管理员账号不可太简单如：123456 等。

②让管理员登陆账号在【基础信息】下【员工信息(定人定车定岗)】找到对应人员双击打开，输入新密码，点保存

即可。修改（内勤）业务管理>员工信息（定人定车定岗）页面双击要修改的员工，密码，删除原来的输入新的保

存即可。

③业务司机可自己修改，登陆 APP 后，在【设置】下【修改密码】即可。

更多教程可参考附录链接：

资源链接

登陆网址 http://shang.aimiyun.com

App 下载地址 http://shang.aimiyun.com/app

云打印控件下载地址 http://shang.aimiyun.com/print.zip

APP 和后台操作教程链接和基础资料表下载链接 http://www.kuaixiao360.com/h-col-112.html

爱商云智能销售系统 App 手机设置 单击访问链接

爱商云智能销售系统成本计算说明 单击访问链接

爱商云智能销售系统 App 操作流程模拟演示 单击访问链接

爱商云智能销售系统使用业务流程 单击访问链接

http://shang.aimiyun.com
http://shang.aimiyun.com/app
http://shang.aimiyun.com/print.zip
http://www.kuaixiao360.com/h-col-112.html
http://shang.aimiyun.com/Helper/AppSetting.pdf
http://shang.aimiyun.com/helper/ChengBen.pdf
http://www.aimiyun.com/Helper/Videos/app.mp4
http://shang.aimiyun.com/Helper/LiuCh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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