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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介 

1 .1 概述 

悟空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是集 OA 办公、CRM 客户管理、商业智能（统计分析）于一体的客户关系管

理系统。 

1 .2 功能简介   

➢ 办公：工作台、日志、审批、任务、日程、公告 

➢ CRM 客户关系管理：仪表盘、消息提醒、线索管理、客户管理、联系人、公海、商机管理、合

同管理、回款管理、产品管理 

➢ 商业智能：员工客户分析、销售漏斗、回款统计、产品销售情况统计、业绩目标完成情况 

➢ 系统后台管理： 应用管理、员工与部门管理、角色权限设置、审批流程管理、工作台设置、

客户管理设置、项目管理设置 

二. 办公  

办公主要包含有：工作台、日志、审批、任务、日程、公告、通讯录。 

 工作台 

员工登录系统之后，页面默认展示【工作台】页面。 

 主要展示日志、审批、任务、日程、公告增删改查、审核动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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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台右侧展示最新的任务及当前月日程信息，在此页面可直接对已经完成的任务勾选标记完

成；可点击查看日程详情，并快捷添加新的日程 

 

 日志 

点击【办公】-【日志】进入日志列表页面，默认显示查看范围内的全部日志列表。 

 可以通过多个筛选条件筛选出想查看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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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日志下的“消息”图标可以查看日志评论及回复，并且可以删除自己的评论及回复 

 

 员工可以在权限允许的范围内对自己的日志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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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志列表可展示与日志相关联的业务，包括：客户、联系人等 

 

 在列表右上角可以点击“写日志”按钮，添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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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出的日志”列表 

 

 审批 

点击【办公】-【审批】进入审批列表页面，审批列表包含“我发起的、我审批的”两大块，默认为

“我发起的”列表页面 

 在列表可看到审批类型、审批事项、审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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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审批列表可展示与审批相关联的业务，包括：项目、客户、联系人等 

 

 若提交的审批还未被审核，发起人可执行“撤回”操作，撤回后可对发起的审批执行“编辑、删

除”操作；若审核过程中被驳回，则发起人可对发起的审批信息进行编辑，并重新提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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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列表可根据审批类型、审核状态、发起时间对审核信息进行审核 

 

 点击审批事项，查看审批详情，在详情页面，审核人可以对审批进行审核，并且可以看到审批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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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列表右上角的“新建审批”按钮，可添加审批。 

 

 添加审批时，先选择审批类型，审批类型不同，对应的字段信息及审批流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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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审批时，审核人根据审批流程的不同而不同，若审批流程为“固定审批流”，则审核人默认

显示且不可编辑，若审批流程为“授权审批人”，则需要发起人从系统中选择审批人 

 新建审批时，可关联与审批相关的业务，包括：项目、客户、联系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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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点击【办公】-【任务】进入任务列表，任务列表分为“我的任务、我下属的任务”两大块 

 在列表可以看到任务基本信息，并可以标记任务完成。并且可以根据多条件进行筛选 

 

 点击任务名称，查看任务详情，若任务关联项目，则在详情顶部显示项目名称 

 

 在任务详情可添加任务参与人、子任务、关联相关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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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列表右上角“新建任务”按钮新建任务 

 

 日程 

点击【办公】-【日程】进入日程列表页面，日程列表页面以日历形式展示，默认显示当前月日程信

息，点击对应日程，查看日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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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查看视图有三个：日、周、月。默认显示月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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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程详情可以直接对日程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新建日程有两个入口：1、点击列表页面右上角“创建日程”按钮。2、在日历中点击当前日期及

当前日期以后的日期，直接新建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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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点击【办公】-【公告】进入公告列表页面，公告状态有两种：公示中、已结束，默认显示公示中的公

告 

 

点击列表右上角“新建公告”按钮，新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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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录 

点击【办公】-【通讯录】进入通讯录列表页面，通讯录列表分为“员工”、“部门”两大模块 

 在员工列表可以看到所有员工的信息及所属部门、职位、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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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部门”，可以看到公司所有部门的分类，点击任意部门可查看该部门所有成员； 

 

三. 客户管理 

客户管理是业务开展的重心，一切业务活动都是围绕客户为中心而开展的，通过 CRM 客户模块可以

全方位的了解企业客户的状态（潜在客户、VIP 客户、成交客户、失败客户）。可以查看销售人员的跟进

内容、跟进时间、跟进方式（电话、邮件、拜访等）。帮您管理从销售线索到签单的所有客户并合理分配

客户资源，精准定位客户。 

 工作台 

工作台主要包含：仪表盘、消息提醒两部分。数据范围可以在权限范围内按照部门员工进行筛选查看 

3. 1.1 仪表盘 

点击【客户管理】-【工作台】进入仪表盘页面，仪表盘页面包含：销售简报、业绩指标、销售漏斗

、销售趋势 

销售简报：主要展示周期内相关人员录入客户数、新增联系人数、新增商机数、阶段变化的商机数、

新增合同书、新增跟进记录数。点击对应的数字，可以进入相应的列表查看对应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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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指标：主要展示周期内业绩目标（回款目标/合同金额目标）的完成率、目标金额、合同金额、

回款金额 

销售漏斗：展示不同的商机组在一定时间段内每个阶段的金额以及赢单、输单金额 

销售趋势：展示一定时间段内，回款金额及合同金额柱状图 

 

3. 1.2 消息提醒 

主要包含：系统通知、待跟进客户提醒、回款计划提醒、待审核合同提醒、待审核回款提醒 

回款计划提醒：提醒主要分为已逾期、未来 7 天、未来 15 天、未来 30 天提醒 

待跟进客户：提醒主要分为最新 3 天、最近 7 天、最近 15 天、最近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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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线索管理 

线索可以来自展览会、广告、名片、市场活动等。也可源自网络、媒体上的客户资料，线索大多数为

潜在客户。在雪山 CRM 中，工作人员将这些信息录入“线索模块”供售前人员进行筛选整理，随着员工

对线索的跟进，线索可转化为客户，最终与您签订合同，为您带来利益。 

3.2.1 线索列表 

线索列表相关功能及操作如下： 

 场景设置：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常用的筛选条件设置场景，更方便查看线索信息 

 

 

 可直接通过线索名称筛选线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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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筛选：可根据某一个字段进行信息查询，并且可以叠加筛选条件进行搜索 

 

 导入导出（Excel 格式）：导入时需要下载专有模板 

 点击列表右上方“设置”按钮，可以自定义设置列表显示字段 

 

 选中线索后，可以对线索进行批量转移、导出、转换、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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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线索详情 

点击列表客户名称查看线索详情，线索详情主要包含：基本信息、跟进信息、附件信息、操作记录 

 

基本信息：主要展示线索所有的字段信息 

 

跟进记录：可快速添加线索的跟进记录信息，并展示与该线索相关的所有信息包括：日志、审批、任

务、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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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记录：主要展示线索由录入/导入到系统中的所有操作记录 

 

3.3 客户管理 

3. 3.1 客户列表 

 列表主要展示客户字段信息，快捷筛选查看，快捷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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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列表相关功能及操作如下： 

 场景设置：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常用的筛选条件设置场景，更方便查看线索信息 

     

 

 可直接通过客户名称筛选线索信息 

 

 高级筛选：可根据某一个字段进行信息查询，并且可以叠加筛选条件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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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导出（Excel 格式）：导入时需要下载专有模板 

 点击列表右上方“设置”按钮，可以自定义设置列表显示字段 

 

 选中客户后，可以对客户进行批量转移、导出、放入公海、删除、锁定、添加团队成员、移除团

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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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客户名称前面的商机图标，可以查看 

 

3. 3.2 客户添加 

 新建客户：在客户列表中点击“新建客户”显示新建客户的页面。 

 

 新建时主要填写客户信息，红色标记为必填项，若为空则不能保存。 



 悟空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V9.0 28 

 

 

 新建客户页面底部有三个按钮“保存、保存并新建联系人、取消”。点击保存，客户创建成功，

并跳转到客户列表页面；点击“保存并新建联系人”客户创建成功，并跳转到新建联系人页面；

点击“取消”，取消创建客户，并跳转到客户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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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3 客户详情 

 点击客户列表“客户名称”展示客户详情 

 

 客户详情顶部主要展示客户主要信息，切换下方关联事项时，主要信息不变 

 客户下展示的相关信息包含：跟进记录、基本信息、联系人、商机、相关团队、合同、回款信息

、附件、操作记录 

 在详情页面可以直接快捷添加跟进记录，添加跟进记录时，可以上传图片、附件、关联相关商机

和联系人 

 

 在客户详情下可以看到与该客户相关联的所有跟进信息，包括：跟进记录、日志、审批、任务、

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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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详情-基本信息页面 

 

 客户详情-联系人页面；商机、合同、回款信息页面与联系人页面类似 

 

 客户详情-操作记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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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联系人 

3.4.1 联系人列表 

 列表主要展示联系人字段信息，快捷筛选查看，快捷操作等 

 

联系人列表相关功能及操作如下： 

 场景设置：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常用的筛选条件设置场景，更方便查看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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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建场景”，可添加场景信息 

 

点击“管理”，可选择想要隐藏或显示的场景 

 

 可直接通过联系人名称筛选线索信息 

 

 高级筛选：可根据某一个字段进行信息查询，并且可以叠加筛选条件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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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列表右上方“设置”按钮，可以自定义设置列表显示字段 

 

 选中联系人后，可以对联系人进行批量转移、删除操作 

 

 

 

3.4.2 联系人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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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联系人：在联系人列表中点击“新建联系人”显示新建联系人的页面。 

 
 

 新建时主要填写联系人信息，关联客户信息。 

 

关联客户信息时，若无此客户信息，可在关联客户模块“新建”客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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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联系人详情 

 点击联系人列表“客户名称”展示客户详情 

 

 客户详情顶部主要展示客户主要信息，切换下方关联事项时，主要信息不变 

 客户下展示的相关信息包含：跟进记录、基本信息、联系人、商机、相关团队、合同、回款信息

、附件、操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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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详情页面可以直接快捷添加跟进记录，添加跟进记录时，可以上传图片、附件、关联相关商机

和联系人 

 

 在客户详情下可以看到与该客户相关联的所有跟进信息，包括：跟进记录、日志、审批、任务、

日程、项目 

 

 点击联系人列表“姓名”展示联系人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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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下展示的相关信息包含：跟进记录、基本信息、商机、附件、操作记录 

 在详情页面可以直接快捷添加跟进记录，添加跟进记录时，可以上传图片、附件、关联相关商机

和联系人 

 在联系人详情下可以看到与该联系人相关联的所有跟进信息，包括：跟进记录、日志、审批、任

务、日程、项目 

 

3.5 公海 

公海客户来源主要为：长时间为成交/长时间未跟进客户、业务人员手动放入客户 

业务人员可以在公海对有意向的客户进行领取，管理人员/相关人员也可以对公海中的客户进行分配

，批量分配给相应的业务人员进行跟进 

 列表主要展示客户字段信息，快捷筛选查看，快捷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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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客户后，可以对客户进行批量分配、领取、删除操作 

 

 点击客户名称，可查看该客户所有的信息及跟进记录 

 

 

3.6 商机 

商机板块可以根据公司的业务流程不同，设置不同的商机组，使得工作人员更精准的跟进客户并达

成成交。 

3.6.1 商机设置及新增 



 悟空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V9.0 39 

 

 

 

设置完成之后，返回【客户管理】-【商机管理】点击“新建商机”，填写商机信息，进行商机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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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商机列表 

 列表主要展示商机字段信息，快捷筛选查看，快捷操作等 

 

 场景设置：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常用的筛选条件设置场景，更方便查看商机信息 

 

 可直接通过商机名称筛选线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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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筛选：可根据某一个字段进行信息查询，并且可以叠加筛选条件进行搜索 

 

 选中商机后，可以对商机进行批量转移、删除、添加团队成员、移除团队成员操作 

 

 

3.6.3 新建商机 

 新建商机：在商机列表中点击“新建商机”显示新建商机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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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商机时商机关联客户和产品 

 

3.6.4 商机详情 

 点击商机列表“客户名称”展示客户详情，可查看与该客户相关的所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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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商机列表“商机名称”展示商机详情，可查看客户相关信息及商机阶段进展 

 

 商机下展示的相关信息包含：跟进记录、基本信息、产品、合同、相关团队、附件、操作记录 

 在详情页面可以直接快捷添加跟进记录，添加跟进记录时，可以上传图片、附件、关联相关商机

和联系人 

 商机详情中可直接推进商机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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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机详情可进行转移、编辑、更多（删除）操作 

 

3.7 合同管理 

 点击【客户管理】-【合同管理】进入合同管理列表页面 

 在系统添加合同之前，需要先设置合同审核流程，点击系统框架右上角“设置”按钮图标，进入

系统后台设置页面，点击【审批流管理】进入审批流程设置页面 

 

点击“编辑”按钮，设置合同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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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审批流程设置完成后，点击返回【客户管理】-【合同管理】，点击列表页面右上角的“新

建合同”按钮，进入新建合同页面，填写合同信息，创建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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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合同列表“合同编号”字段，显示合同详情页，在合同详情页可以看到合同的审核流程进度 

 

 合同详情页面主要展示合同基本信息、产品信息、回款信息、相关团队、操作记录 



 悟空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V9.0 47 

 

 

3.8 回款管理 

 回款信息中包含：回款计划和回款记录两部分，可以直接点击添加回款计划及实际回款信息 

 点击列表右上角“新建回款”按钮，进入新建回款页面创建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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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回款列表，“回款编号”字段，展示回款详情信息，回款详情中主要展示回款基本信息、审

核进度信息、操作记录 

3.9 产品管理 

 点击系统框架右上角“设置”按钮图标，进入系统后台设置页面，点击【客户管理】-【产品类

别设置】，对产品的类别进行自定义添加、编辑、删除 

 
 

 产品类别设置完成之后，返回【客户管理】-【产品管理】，进入产品列表页面，在产品列表可

以对产品按照产品类别及其他多条件进行筛选查看 

 

 点击列表右上角的“新建产品”按钮添加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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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产品列表产品名称，展示产品详情页面，产品详情主要展示：产品基本信息、附件、操作记

录 

四. 商业智能 

悟空客户关系中的“商业智能”能够直观的反映当前客户、销售、财务、产品销量等当前状态，而员

工的工作业绩是更不可或缺的，上级或员工可以查看每月/每季度/每年的回款计划，根据员工的完成情况

分析每月/每季度/每年的业绩完成率。 

4.1 员工客户分析 

 点击【商业智能】进入商业智能（统计分析）板块，商业智能主要包含：员工客户分析、销售漏

斗、回款统计、产品销售情况统计、业绩目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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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客户分析：可以帮助查看人员多维度的查看员工的客户数、成交率、回款率等 

    

4.2 销售漏斗 

 销售漏斗：可以按照商机组、时间、部门、人员查看商机漏斗图，帮助企业尽早的做出预判，提

升公司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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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回款统计 

 回款统计：多维度统计查看公司的回款金额及合同金额 

 

4.4 产品销售情况统计 

 产品销售情况统计：按照产品类别多维度对产品进行统计分析 

4.5 业绩目标完成情况 

 业绩目标设置：对部门、员工按照回款金额/合同金额设置月、季度、年度目标 

      

 业绩目标完成情况：根基业绩目标及实际完成情况查看业绩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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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系统管理 

点击头像进入企业管理后台，配置企业基本信息 

 

5.1 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可自定义系统名称和系统 logo 

 

5.2 员工与部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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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员工部门管理】，设置部门及员工信息 

 

 点击用户列表用户“姓名”字段，可以查看员工详情信息 

 

 在详情页可以对员工执行编辑、充值密码、停用、禁止登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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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角色权限设置 

点击【角色权限设置】，设置角色权限，为员工分配角色 

 

点击左上角的“新建角色”按钮，新建角色，也可直接复制现有角色，复制完成后，角色权限与复制

的角色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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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创建完成后，点击对应的角色，为角色授权。授权包含功能权限和数据权限两部分 

 

角色授权完成后，切换到“角色员工”，为角色添加员工。添加到该角色的员工即有对应角色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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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审批流程设置 

点击【审批流程设置】 进入 

 

5.5 工作台 

点击【工作台】 进入工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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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上角的“添加新审批”进入添加页面第一步：设置审批信息 

 

第二步：设置审批字段信息 

 

若不需要设置审批流程，则点击“保存”，若需要设置审批流程，则点击“保存并设置审批流”按钮

，进入设置审批流页面。审批流程设置有两种：一种是固定审批流，流程层级固定；一种为授权审批人，

有发起人选择审批人，再由审批人设置下一审批人或选择审批是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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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客户管理 

点击【客户管理】 进入客户管理设置，客户管理设置包含：自定义字段设置、客户公海设置、商机

组设置、产品类别设置 

5.6.1 自定义字段 

点击【客户管理】-【自定义字段】进入自定义字段页面，可自定义字段的板块包含：线索管理、客

户管理、联系人、商机管理、合同管理、产品管理、回款管理 

 

点击编辑按钮，对模块字段进行编辑，可以为字段设置“是否必填和唯一”，可以通过拖拽改变字段

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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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客户保护规则设置 

 

5.6.3 商机组设置 

点击【客户管理】-【商机组设置】进入商机组设置页面 

 

点击右上角的“添加商机组”按钮，进入添加商机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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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产品类别设置 

点击【客户管理】-【产品类别设置】进入产品类别设置页面 

 

 

5.6.5 产品类别设置 

点击【客户管理】-【业绩目标设置】进入业绩目标设置页面，可设置部门目标和员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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