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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数据维护

1.1. 添加商品信息

商品是农资店销售的农药商品信息录入模块，在“资料”中点击

“商品”弹出商品信息界面。用户根据自己商品的分类，在商品明细

界面右击，选择【新增】，对商品进行添加。

1.1.1 进入新增界面后，可以通过扫描农药商品的二维码或者输入登

记证号进行搜索农药商品信息。

a. 通过扫描农药商品二维码获取商品信息

把鼠标光标点击到追溯码行，如下图所示，



4

用扫描枪扫描商品二维码到追溯码行上，如下图所示：（注意，

如果扫描后没有获取到相关商品信息，请按下键盘回车键）

b. 通过农药登记证号获取农药商品信息

把登记证号输入到界面登记证号行，然后按键盘回车键，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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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把红色字体未完整的信息填写完成：规格、基本单位

注 1：如果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输入登记证号无法获取商品信息的，请

手工输入商品的红色字段信息内容，并区分是否限制农药标识。

注 2：采购单、销售单商品必须先在商品信息里面添加，否则无法选

择该商品进行采购和销售。

注 3：在农药商品资料编辑时，输入要编辑的农药资料的登记证号，

回车，或用扫码枪扫农药二维码（需要标准的二维码信息，以网址加

32位数字），对应农药相关资料一般会显示出来。如果信息显示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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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如没生产厂家显示出来，在帮助菜单中，点击升级账套、刷新资

料缓存，再重新输入农药登记证号，回车，或扫农药二维码。

规格格式：一个数字输入，两个下拉选择输入。下拉：鼠标点击数字

后的横线上显示下拉，选择其中一项。例如：

添加客户：

注 1：购买限制农药的客户需要填写身份证号。客户名称填框是新增

具体的个人姓名或者公司名称。点击保存新增，保存所填写的客户信

息之后还停留在该怎么就客户信息界面。

注 2：供应商、地区、仓库、生产厂家、员工、部门、收付类型、角

色、职务、银行等资料里面的模块操作方式和客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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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供应商：

添加生产厂家：

1.2. 导入导出客户信息

在“资料”中点击“客户”弹出该界面。用户根据自己客户群体，导

入导出客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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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点击“导出到 Excel”导出 Excel 模板。根据模板填写客户信息之

后在点击“从 Excel 导入”导入客户信息。

注 1：供应商、地区、仓库、生产厂家、员工、部门、兽药师、收付

类型、角色、职务、银行等资料里面的模块操作方式和客户一致。

1.3. 账套选项



9

在“文件”中，点击“账套选项”，弹出账套信息。企业可根据自己

实际情况进行配置账套信息。

1.4. 备份账套

点击在“文件”中点击“备份账套”，弹出备份账套窗口，选择保存

路径、备份文件名称点击保存。系统备份完成后则会提示备份账套信

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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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件名必须以.bak 为后缀。

1.5. 恢复账套

在“文件”中点击“恢复账套”，弹出恢复账套窗口，在保存备份文

件的路径里找到所备份的文件点击打开。恢复完成后则会提示恢复账

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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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购

采购管理由采购管理、采购退货功能模块组成。符合兽药采购入

库标准管理要求，保存采购兽药的有效凭证，建立真实、完整的采购

记录，做到有效凭证、账、货相符。

2.1. 采购管理

采购入库业务时，需做采购单，需扫描追溯码信息，进行采购入

库。

在系统主界面“采购管理”弹出采购收货单界面。

2.1.1选择供应商或者新增供应商。注意：供应商只能通过选择输入，不能直接

在供应商行上输入，如果是新供应商请先选择【新增】按钮增加供应商

2.1.2 添加商品明细信息，可以通过扫描商品二维码、输入登记证号

或者下拉选择商品，操作方法如下：

a. 支持使用二维码扫描入库，点击追溯码行，用扫描枪扫描商品二维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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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后系统自动获取商品信息，如下图：（注意如果扫描后没有获取到商品信息，请按下键

盘回车键）

b. 支持使用登记证号输入获取商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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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支持在明细行的名称下拉选择或者输入拼音首字母缩写选择商品明细，如下图所

示

2.1.3输入数量、价格、批号、生产日期、到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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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如需要继续添加商品明细，重复以上步骤即可，完成后，点击【保

存】，保存后就进行【审核】，审核后完成商品入库，可继续新增入库

或退出。（审核之后该入库单的信息会自动上传到平台）。

注意：采购单商品必须先在商品信息里面添加，否则无法选择该商品进行采购入库。取消

了溯源码、批号必填项

注：审核后的所有信息是不能修改。

2.2. 采购退货

对采购入库后，不合格商品进行退货处理。

在系统菜单栏上“采购”中点击“采购退货”。

进入采购退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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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选择退货供应商

2.2.2 添加商品明细信息，可以通过扫描商品二维码、输入登记证号

或者下拉选择商品，操作方法如下：

a. 支持使用二维码扫描，点击溯源码行，用扫描枪扫描商品二维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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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后系统自动获取商品信息，如下图：（注意如果扫描后没有获取到商品信息，请按下键

盘回车键）

b. 支持使用登记证号输入获取商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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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支持在明细行的名称下拉选择或者输入拼音首字母缩写选择商品明细，如下图所

示

2.2.3输入数量、价格、批号、生产日期、到期日期和退款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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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如需要继续添加商品明细，重复以上步骤即可，完成后，点击

【保存】，保存后就进行【审核】，审核后完成商品采购退货。（审核

之后该入库单的信息会自动上传到平台）。

注：审核后的所有信息是不能修改。

3. 销售

销售管理由销售单、销售退货单模块组成，符合农药销售出库标准

管理要求，建立了销售记录，实现溯源追踪效果。

3.1. 销售管理

销售出库业务时，需做销售单，扫描追溯码信息，读取产品信息

后，进行销售发货。

在系统主界面中点击“销售管理”弹出销售单界面。首先输入单据相

关信息，如客户名称、电话等信息。注意：购买限制农药客户需要登

记身份证号

3.1.1 添加商品明细信息，可以通过扫描商品二维码、输入登记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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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下拉选择商品，操作方法如下：

a. 支持使用二维码扫描，点击溯源码行，用扫描枪扫描商品二维码，如下图：

扫描后系统自动获取商品信息，如下图：（注意如果扫描后没有获取到商品信息，请按下键

盘回车键）

b. 支持使用登记证号输入获取商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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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支持在明细行的名称下拉选择或者输入拼音首字母缩写选择商品明细，如下图所

示

2.2.3输入数量、价格、批号、生产日期、到期日期和退款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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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如需要继续添加商品明细，重复以上步骤即可，完成后，点击

【保存】，保存后就进行【审核】，审核后完成商品销售（审核之后该

入库单的信息会自动上传到平台）。

注：审核后的所有信息是不能修改的。

3.2. 销售退货

当您的企业发生现款销售商品退货业务时，可以使用本模块开一

张销售退货单，记录产品的销售退货信息。

在系统主界菜单栏上中点击“销售退货单”弹出现金销售单界面。

进入销售退货单界面：



22

3.2.1 首先输入单据相关信息，如选择客户、退款类型。

3.2.2 添加商品明细信息，可以通过扫描商品二维码、输入登记证号

或者下拉选择商品，操作方法如下：

a. 支持使用二维码扫描，点击溯源码行，用扫描枪扫描商品二维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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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后系统自动获取商品信息，如下图：（注意如果扫描后没有获取到商品信息，请按下键

盘回车键）

b. 支持使用登记证号输入获取商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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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支持在明细行的名称下拉选择或者输入拼音首字母缩写选择商品明细，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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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输入数量、价格、批号、生产日期、到期日期和退款类型

3.2.4 如需要继续添加商品明细，重复以上步骤即可，完成后，点击

【保存】，保存后就进行【审核】，审核后完成商品销售退货（审核之

后该入库单的信息会自动上传到平台）。

注：审核后的所有信息是不能修改的。

4. 库存

库存由库存管理、调拨单、盘点单功能模块组成。农药仓储标

准管理需求，不合格兽药的确认、报告、报损、销毁等有完善的手续

和记录。

4.1. 库存管理

库存管理是对商品出库入库后的商品库存存储量的记录，就是商

品的即时库存。

在系统主界面“库存管理”弹出及时库存界面。可输入选择商品

名称、仓库等筛选条件，查询即时库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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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盘点单

企业可对仓库存货进行多次盘点，有利于对存货盘盈、盘亏、自

然损失等处理。库存盘点模块可以协助处理清查结果及调整账实间的

差额。

在系统主界面菜单栏上“库存”中点击“盘点”弹出盘点界面。

填写实盘数量之和点击审核，审核后的信息不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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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调拨

本模块是处理不同仓库之间货品的非采购销售的货品调入、调出

业务。

在系统主界面的菜单栏上“库存”中点击“调拨单”弹出调拨单

界面。

首先鼠标在溯源码填框那里点击下看到光标闪烁在扫描追溯码，

然后选择调出仓库、调入仓库确认无误之后点击审核，审核后的信息

不能修改

5. 报表

本客户端的报表部分分别按照 “采购”、“销售”、“库存”、让用户

统计采购、销售、库存等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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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采购类报表

查看采购供货明细表信息：点击报表-->采购类报表-->进货明细

表之后弹出该报表界面。

输入查询条件之后点击“查询”则该报表列表只显示和查询条件相对

应的采购供货信息。

操作方法基本相同，请您参照操作，此处不再赘述。

6. 联系方式

健坤：黎洪慰 QQ：893981312 电话：1591876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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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坤：李梓珊 QQ：1989272974 电话：1802238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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