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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指南说明

1.1. 使用指南说明

用户操作手册集成了三个应用端口（经销商 web 端、业务员小程序端、终端小程序端）所

有功能的使用说明

1.2. 面向人群

使用快下单渠道赋能系统相关人员

2.管理后台（经销商端）功能操作说明

2.1. 用户登录

2.1.1. 快捷登录

用户填写已注册手机号码，点击【获取验证码】按钮，系统会自动发送验证码到该手机上，

用户接受到验证码后，填写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即可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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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密码登录

用户填写在系统内已有用户的登录账号和登录密码，点击【登录】按钮即可登录系统

2.2 商品

品牌方商品的基础数据信息，由品牌方进行统一导入后，经销商可进行编辑及定价；定价时

按照客户组，灵活配置各区域/类型客户的商品价格。除品牌方商品外，支持经销商对于其

他品牌商品进行维护、定价及售卖。其他品牌的商品，相应商品的分类/品牌等都由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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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维护。

2.2.1 商品列表

在商品列表页面查看已创建商品信息

支持对商品批量上下架，一键上架后，所有客户可见

可对已创建好的商品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可根据筛选条件（商品分类、商品品牌、上架状态、产品编码）筛选目标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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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增商品页面可填写商品信息

商品基础信息包含：商品的基本信息、商品规格、商品图片、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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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商品库存列表

查看商品库存数量

根据筛选条件（所属仓库、商品分类、商品属性）筛选商品

2.3 客户

客户中心主要实现客户基础配置管理，客户档案的维护/启用/停用；以及便捷邀请新客户的

功能。

2.3.1 客户列表

在客户列表页面查看所有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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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新增客户

在客户新增页面填写现新增客户相关信息（基本信息、收货信息、不可购物清单）

可对已创建的客户进行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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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筛选条件（状态、客户编码/名称）筛选目标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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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订单

订单中心管理订单的正向流程、逆向流程；支持经销商/业务人员在经销商管理端代客下单、

代客退单并进行订单审核和单据流转。

2.4.1 新增订货单

在订货单页面点击【代客下单】按钮可创建代客下单订单

在代客下单页面填写下单相关信息（基础信息、订单清单、配送信息、备注信息、附件信息）

2.4.2 订货单列表

在订货单列表点击【审核】按钮可对订货单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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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核页面对订货单进行审核

可对订货单列表中的订货单进行收款确认、复制订货单、打印、删除操作

在订货单列表页面点击【导出】按钮可导出订货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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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筛选条件（订单状态、收款状态、时间范围、订单编码）筛选目标订单

2.5 营销

营销中心包含商品促销：满赠、满减、折扣、特价；短信营销；基本形式为，设定基本促销

信息、设定促销规则、选择促销客户

2.5.1 营销短信列表

短信营销主要用于经销商对门店客户的唤醒、以及节假日/商品订货会的促销信息通知；可

以通过营销短信直达小程序活动页，方便快速引流和转化在营销短信列表点击【新增】可新

增营销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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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增页面填写营销短信相关信息（基本信息、短信内容、发送客户）

在营销短信列表点击【导出】按钮可导出营销短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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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营销短信发送记录

对于短信发送量、触达用户、短信访问人数进行统计；对于单次发送效果进行跟踪

在营销短信发送记录页面点击【导出】按钮可导出列表

可根据筛选条件（时间范围、状态、短信名称）筛选目标短信

2.5.3 营销短信使用记录

对于营销短信使用记录、使用数量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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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销短信使用记录页面点击【导出】按钮可导出列表

可根据筛选条件（时间范围、类型、来源名称）筛选出目标记录

2.5.4 促销活动列表

营销功能模块主要包含买赠、特价、折扣、满减四种促销活动

填写满减活动需要填写相关信息

填写买赠活动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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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特价活动相关信息

填写折扣活动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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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仓库

2.6.1 仓库管理

可在仓库管理页面点击【新增】按钮新增仓库

在新增仓库页面填写相关信息（仓库名称、仓库编码、仓库地址）

可对创建好的仓库信息进行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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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筛选条件（仓库名称）筛选目标仓库

2.6.2 入库记录

可在入库记录页面点击【新增】按钮新增入库信息

在新增页面填写入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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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新增入库信息进行编辑操作

在入库信息列表点击【导出】按钮可导出列表

可根据筛选条件筛选目标入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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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出库记录

出入库涵盖，采购入库/销售出库/退货入库/盘点出入库等，记录对应的出入库单据信息、

出库记录

可在商品出库列表点击【新增】按钮新增出库信息

在新增页面填写出库相关信息（仓库名称、仓库编码、仓库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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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已创建的出库信息进行编辑操作

可根据筛选条件筛选目标出库信息

2.7 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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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部门与员工

新增部门：在部门与员工页面点击【新增部门】按钮可新增部门信息（部门编码、部门名称、

部门层级、部门类型、上级部门、部门描述）

新增员工：在部门与员工页面点击【新增员工】按钮新增员工信息

在新增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基本信息、员工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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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职位管理

在职位管理页面点击【新增】按钮新增职位信息（职位编码、职位名称、上级职位、状态）

对已创建的职位信息可以进行编辑操作

2.8 客户资料

2.8.1 客户级别



26

在客户级别页面点击【新增】按钮新增客户级别信息（级别名称、订货折扣）

可对创建好的客户级别信息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2.8.2 客户分类

在客户分类页面点击【新增】按钮新增客户分类信息（分类名称）

对创建好的客户分类信息可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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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销售区域

在销售区域页面点击【新增】按钮新增销售区域信息（销售区域名称、对应行政区域）

对创建好的销售区域信息可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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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商品辅助资料

2.9.1 商品分类

在商品分类页面点击【新增】按钮创建商品分类

可对已创建成功的商品分类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可对已创建成功的商品分类增加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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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商品品牌

在商品品牌页面点击【新增品牌】按钮可创建新品牌

可对已创建好的新品牌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可对已创建好的新品牌进行新增子品牌操作

2.9.3 商品标签

在商品标签页面点击【新增标签】按钮可新增商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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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已创建好的商品标签进行编辑、启/禁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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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商品单位

在商品单位页面点击【新增】按钮新增商品单位

可对已经创建好的商品单位进行启/禁用操作

可以点击【导出】按钮导商品单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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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程序（终端门店端）功能操作说明

3.1 商城

3.1.1 搜索商品

用户可输入商品关键词搜索相关商品

3.1.2 筛选品牌

用户可以手动筛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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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筛选分类

用户可以手动筛选分类

3.1.4 筛选其他

用户可点击筛选按钮对价格区间进行筛选（后续会增加更多的筛选项）

3.1.5 收藏商品

用户可点击商品卡片上的收藏按钮收藏此商品，在收藏页面可查看收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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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添加购物车

用户可点击商品卡片上的【购物车】按钮，选择商品规格和商品数量后添加到购物车

3.2 我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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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在“我的订单”页面对未付款的订单进行支付操作，支付方式可选择现金或赊销

用户可以在“我的订单”页面对订单进行取消操作，可以在“已取消”页面查看取消订单

用户可以点击订单卡片，进入订单详情页面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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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在待支付订单详情中填写相关备注和上传附件

3.3 购物车

用户可在“购物车”搜索相关商品、筛选目标商品、查看商品数量和商品金额，选择目标商

品提交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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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的

3.4.1 查看收货地址

用户可“我的”页面查看收货地址

3.4.2 查看基本信息

用户可在“我的”页面查看用户基本信息（用户头像、公司名称、联系方式、公司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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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管理收藏夹

用户可点击“收藏夹”按钮进入页面，对收藏商品进行管理（搜索商品、筛选商品、添加到

购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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