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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登录

用户可根据部署在华为云上的系统网址、账户、密码进行登录。登陆后，可在系统首页

右上点击登陆名称，查看个人中心、修改密码、切换主体及退出登录。

2.系统管理

2.1. 用户管理

该模块可实现系统使用用户的查询、新增、修改、删除、导出、密码重置功能。

2.1.1. 查询

在用户管理页面上方搜索栏，选填一项或不填，点击搜索即可查询到目标范围内的所有

用户信息。点击搜索栏重置，可对搜索信息进行清零复原。

2.1.2. 新增

管理员在该模块添加系统操作人员账号。点击用户管理页面中“新增”键，填写用户信

息，选择账号所属部门，岗位、角色等，保存即可。已经开通的用户，可根据登录账号和系

统初始密码进行登陆系统。

2.1.3. 修改

在用户管理页面中勾选一条用户信息，点击“修改”键或该用户信息右端“编辑”键，

可对该用户信息进行修改。



2.1.4. 删除

在用户管理页面中勾选想要删除的用户信息，点击“删除”键，也可直接点击单条用户

信息右端“删除”键，实现用户删除。

2.1.5. 导出

点击用户管理页面上“导出”键，可将所有用户信息进行导出存档。

2.1.6. 密码重置

点击用户管理页面中用户信息右端的“重置”键，可对该用户信息的登陆密码重置为初

始密码。

2.2. 角色管理

该模块可实现系统角色的查询、新增、修改、删除、导出、数据权限、分配用户功能。

2.2.1. 数据权限

点击角色管理页面上角色信息右端“数据权限”键，可对该角色进行数据权限范围的设

置，如：公司全部数据权限、本部门数据权限等。

2.2.2. 分配用户

点击角色管理页面上角色信息右端“分配用户”键，可为该角色分配适用的用户信息。



2.3. 部门管理

该模块可实现系统公司部门的查询、新增、修改功能。

2.3.1. 新增

在部门管理页面上点击“新增”键，选择新增部门所属上级管理部门，选填新增部门是

“专线”/“职能”部门，填写完信息提交即可。

2.4. 岗位管理

该模块可实现公司岗位的查询、新增、修改、删除、导出功能。

3.基础数据

3.1. 中转公司

该模块可实现中转公司的信息查询、新增、修改、删除、功能。

3.2. 会员客户

该模块可实现会员客户信息的查询、新增、修改功能。



3.3. 车辆档案

该模块可实现车辆档案信息的查询、新增、修改功能。

3.4. 会计科目

该模块可实现会计科目信息的新增、修改、删除功能。

3.5. 会计客户费用项对照

该模块可实现会计科目信息与费用项目对照的修改功能。选中一条费用项目，点击“修

改”，选填费用项目对应的会计科目，保存即可。

3.6. 服务范围

该模块可实现网点服务范围的查询、新增、修改功能。

3.6.1. 新增

点击“新增”间，选择对应的专线及网点，填写该网点服务范围内的某个地址信息，选

择是否允许该往点“中转”或“代收款”，点击保存即可。

3.7. 费率管理

该模块可实现代收款费率与保费费率的查询、新增、修改、删除功能。



4.运输管理

4.1. 运单管理

4.1.1. 运单受理

该模块可实现运单的查询、新增、修改、删除、打印运单、打印标签功能。

4.1.1.1. 新增

点击运单受理页面“新增”键，在“货物托运凭证”页面填写关键信息后，可选择“新

增并打印”、“保存并新增”、“保存”可保存该运单，点击“取消”将取消该运单。

4.1.1.2. 修改

选择一条运单信息，点击“修改”键，可对该条运单信息进行修改。可选择“保存并打

印”、“保存”可保存该运单修改，点击“取消”将取消该运单修改。

4.1.1.3. 删除

选择一条运单信息，点击“删除”键，可将该条运单信息进行作废。作废后运单可在业

务查询——运单查询模块进行查询。

4.1.1.4. 打印运单

选择一条运单信息，点击“打印运单”键，可对该条运单进行打印。



4.1.1.5. 打印标签

选择一条运单信息，点击“打印标签”键，可对该条运单进行标签打印。

备注：在任何页面双击运单信息，都可以查看该运单当前信息、运输流程、短驳信息、配载

信息、回单信息、改单信息、中转签收信息、运单报账信息、费用信息。

4.1.2. 发货库存

该模块可查询当前网点所有发货库存中在库、装车、出库状态下的库存信息。

4.1.3. 改单管理

该模块可对未处理的运单进行修改，并对修改进行记录。

4.2. 短驳管理

4.2.1. 短驳发车

该模块可实现运单短驳配载发车的新增、修改、取消、打印清单功能。

4.2.1.1. 新增

点击“新增”键，提取库存后，选择将要配载的运单，填写专线、车辆、司机、费用等

信息后，点击“保存配载”即可。

4.2.2. 短驳接收

该模块可实现短驳运单的接受操作。选择要接收的运单信息，点击“短驳单接受”——

“一键接收”即可。



4.3. 配载管理

4.3.1. 配载发车

该模块可实现运单干线配载的新增配载、修改配载、取消配载、配载发车、打印清单功能。

4.3.1.1. 新增配载

点击“新增配载”键，提取库存，选择需要配载的运单，填写车辆、运费、司机等信息，

点击“保存并打印”或“保存配载”即可。

4.3.1.2. 修改配载

点击配载发车页面“修改配载”键，可对所选的配载信息进行本车加货操作，也可对个

别运单进行取消配载操作。

4.3.1.3. 取消配载

点击配载发车页面“取消配载”键，可对所选的配载信息进行整车次的配载取消操作。

4.3.1.4. 配载发车

点击配载发车页面“配载发车”键，可将所选的配载信息进行发车操作。

4.3.1.5. 打印清单

点击配载发车页面“打印清单”键，可对所选的配载信息进行配载运单清单打印。

4.3.2. 到车管理

该模块可实现收货网点对到车配载单进行到车确认、取消到车、卸车确认。其中已确认

卸车的运单仍可取消卸车。



4.4. 到货管理

4.4.1. 到货库存

该模块可查询当前网点所有到货库存中在库、装车、出库状态下的库存信息。

4.4.2. 中转外包

该模块可对需要中转的运单进行中转新增、修改、中转取消、打印中转单功能操作。

4.4.2.1. 新增

点击中转外包页面“新增”键，提取库存，选择需要外包的运单，填写中转公司、中转

单号、中转运费、付款方式等信息，点击“保存并打印”或“保存中转”即可。

4.4.3. 送货出库

该模块可对需要送货的运单进行查询、新增送货、修改送货、打印清单的功能操作。点

击“新增送货”键，提取库存，选择将要送货的运单，点击“保存送货”即可。点击“取消

送货”可对已操作送货的运单进行取消。

4.4.4. 放货通知

该模块可对等通知放货的运单进行查询、放货、取消放货的功能操作。点击“放货”键，

提取库存，选择将要放货的运单，点击“保存放货”即可。

4.5. 签收管理

4.5.1. 中转签收

该模块可实现中转运单的查询、签收、打印功能。



4.5.2. 送货签收

该模块可实现送货运单的查询、签收、打印功能。

4.5.3. 自提签收

该模块可实现自提运单的查询、签收、打印功能。

4.5.4. 已签收查询

该模块可实现已签收运单的查询、取消、打印功能。

4.6. 回单管理

4.6.1. 回单库存

该模块可实现需要回传回单的运单查询功能。

4.6.2. 回单寄出

该模块可实现回单寄出、取消寄出的功能。点击“回单寄出”，提取回单，勾选需要寄

出的回单，点击“保存回单”即可。

4.6.3. 回单接收

该模块可实现回单接收、取消接收功能。点击“回单接收”，提取回单，勾选需要接收

的回单，点击“保存回单”即可。



4.6.4. 回单发放

该模块可实现回单发放、取消发放功能。

4.7. 业务查询

4.7.1. 运单查询

该模块可查询所有状态下的运单信息。

4.7.2. 配载毛利

该模块主要可查询所有配载车辆的毛利信息。

4.7.3. 短驳毛利

该模块可查询所有短驳业务的毛利信息。

4.7.4. 代收款报表

该模块可查询所有代收款及相应费用信息。

4.7.5. 库存查询

该模块可查询网点当前库存情况。

4.7.6. 收入报表

该模块可查询所有收入信息。



4.7.7. 利润报表

该模块可查询所有利润信息。

4.7.8. 成本报表

该模块可查询所有成本信息。

5.财务管理

5.1. 收入核销

该模块可实现对现付、到付、回付、月结的运单进行报账、修改报账、核销、取消核销

功能。

5.1.1.1. 报账

点击“报账”键，提取信息，选择将要进行报账的运单信息，点击“保存报账”即可。

5.1.1.2. 修改报账

选择要修改的报账信息，点击“修改报账”，选择要修改报账的运单信息，点击“删除

报账”，即可取消该条运单的保障信息。

5.1.1.3. 核销

选择要核销的收入报账信息，点击“核销”即可。

5.1.1.4. 取消核销

选择已经核销的收入报账信息，点击“取消核销”即可。

5.2. 支出核销

该模块可实现对短驳批次、配载批次、中转运费、送货费的运单进行报账、修改报账、

核销、取消核销功能。



5.3. 财务日记账

该模块可实现财务日记账的查询、新增、修改、删除功能。已核销的收入成本等自动更

新至该模块。

5.4. 代收缴存

该模块可实现代收款项的查询、报账、修改报账、核销功能。

5.5. 代收发放

该模块可实现代收款项的发放功能。

5.6. 返款核销

该模块可实现对返款进行报账、修改报账、核销、取消核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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