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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部分 
系统框架介绍

P3



返回目录下载及登录

1、在登录页面扫码下载
手机端APP安装包

2、安装好应用后打开
APP，输入租户

3、输入账号密码登录或使用短信验证码进行登录



返回目录

查看APP与数据相关
设置

展示工作消息、资讯
消息、通讯录等如上
图所示

展示所有当前登录人
可以使用的功能模块

展示当前登录人可查
看的各业务领域主要
业务指标完成情况

展示我的积分、人员
积分排行榜、终端积
分排行榜

业务员与主管等查看
终端情况、kpi完成度、
拜访终端情况等等

主菜单功能介绍



返回目录系统设置

点击左上角头像按钮：          系统设置菜
单打开系统设置侧边栏

姓名和职位：左上角为登录人姓名，姓名下方为登录人职位。

发送中：查询已提交但正在上传服务器的数据队列。

发送完成：查询已成功至上传服务器数据队列。

清除缓存：清除APP端本地所有数据，注意发送中没有数据的时候，进行清除。

更新数据：本地与服务器进行最新数据同步。

高级设置：设置工作工作提醒。

关于我们：客户端版本、版权等信息。

在线客服：可向在线客服咨询。

切换岗位：切换同一账号不同岗位。

退出登录：退出APP。



返回目录应用功能介绍
路线管理：查看本人拜访计划路线，分为循环和定期。

拜访管理：业务员拜访门店的入口，线内和线外拜访。

订单管理：查看、添加终端订单和渠道客户订单。

客户管理：查看自己负责的终端客户和经销商。

考勤管理：上下班考勤打卡。

审批管理：流程审批提交以及审核入口。

附近终端：查看当前所属位置附近的终端。

活动管理：付费陈列活动协议签订、活动执行、执行兑付、稽查等。

申诉处理：查看、审批对AI识别误差的照片提出的申诉。

工作轨迹：查看自己或下属的轨迹情况。

工作报告：填写当天工作情况，以及查收下属提报的报告。

通知公告：主要是公司下发的通知公告。

积分查询：查询登录人权限内的人员、终端积分情况。

超级表单：后台创建的超级表单应用将展示在【应用】页面，进入表单可提交数据。



2 第二部分 
工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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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今日

1.在雷达图中快速查看下属人员的拜访相关的各类指标，点击可进入陈列看板，左右滑动可查看KPI，KPI设置参
照Web端【绩效管理】说明；
2.可在今日任务中完成签到、签退、写日报等日常工作。

点击可进入陈列看板

雷达图 KPI



返回目录消息

工作消息： 资讯消息：

点击消息页签，可查看
工作消息及资讯消息

工作消息包括待处理审批提醒和审批通过通知，资讯消息包括通知公告。审批申请及通知公告可通过APP端【审批管理】
和Web端【资讯文件-通知公告】申请及下发。

点击任一消息，可查看
消息详情

请假消息详情页面，可
进行请假审批

点击任一消息，可查看
消息详情

查看资讯消息详情



返回目录考勤管理

业务员
1.考勤打卡

2.查看自己的考勤记录

3.主管及以上：
还可查看下属的考勤

考勤签到、签退照片：以办事
处或经销商办公场景提供照片，
若外勤则在公司上班、下班时
间提供所在场所照片。



返回目录审批管理

1.点击【审批管理】

2.选择审批流程 3.填写请假信息，其中年假天
数可在web端【考勤管理-年假

管理】中维护

4.上级领导收到审批信息，可在移动端
【审批管理】或通过点击审批消息通知
进入进行审批，也可在Web端【工作

管理-待办事项】中审批



返回目录工作报告

1.点击【工作报告】 2.可查看我发出的和我收
到的报告；点击任一报告，
可查看报告详情

3.点击右上角按钮可写报告 4.填写报告内容，选择报告
接收人，点击提交

5.在报告详情页面底部可写
评价；点击右上角【补写】
按钮可补写报告

说明：在Web端【工作报告】中也可查看我发出的和我收到的工作报告。



返回目录通知公告

1.点击【通知公告】 2.点击任一通知公告 3.查看公告详情

说明：通知公告可在Web端【资讯文件-通知公告】中创建并发布。



返回目录工作轨迹

业务员岗位：查看自己的工作轨迹。

查看自己或下属的轨迹情况。如要监控人员工作轨迹，需先在Web端【拜访管理-定位人员设置】中进行监控设置。

1. 计划路线和实际路线是两个可点击的按钮，默认两者都显示，可点击对应按钮切换控制是否显示，计划路线坐标点取自终端管理和渠
道客户管理的坐标，实际路线坐标点取自手机端的签到签退、拜访点（优先取店头照定位，若无店头照，则取离店定位）、被动定位点；
2. 日期支持点击左右按钮切换，也可直接点击进入日期页面左右滑动选择；
3. 点击地图中的坐标点，可查看详细信息，拜访计划坐标点显示客户名称和地点，拜访轨迹坐标点显示客户名称、时间和地点。
4. 在Web端【拜访管理-工作轨迹】中也可查看员工的工作轨迹。

非业务员岗位：可选择查看不同人员的工作轨迹。



3 第三部分 
客户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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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客户管理

右上角按钮进行对客户
的新增

查看终端积分、终端陈列
分析、门店详情、最近拜
访记录

点击可编辑
客户资料

客户可在Web端【拜访管理-分配客户】中进行分配。



返回目录路线管理

点击路线管理 展示循环路线和
定期路线的拜访客户，可切换
查看我的和下属的路线

主管等职位可编辑、删除下属路线，
还可将路线转移给另一个下属

点击右上角 + 按钮添加路线，添加后点击路线同
样可以对路线进行添加终端门店或者进行移除

1.路线客户维护页面的客户可在Web端【拜访管理-分配客户】中进行分配；

2.循环路线及定期路线也可在Web端创建，参照web端【拜访管理-路线管理】。

点击+新增路线

可编辑、删除我的路线



返回目录拜访管理

1、点击拜访管理 显示计划内的拜访客户，如果需要线外拜访请点击第3步操作，选择门店进行拜访。
2、拜访计划也可以在Web端【拜访管理-拜访计划制定】中制定；
2、如果拜访过程中，遇到门店关闭，请点击失访按钮
3、点击未来日期可以编辑未来的拜访计划（第7、8步），可勾选【路线管理】步骤创建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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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拜访步骤-终端客户

1.在终端客户详情页面，点击页面底部的“开始拜访”按钮，可进入拜访步骤列表开始拜访；
2.每个拜访步骤提交的数据可在APP端客户详情页面的最近拜访记录和Web端【拜访采集】模块查看；
3.拜访步骤配置可在Web端页面右上角【配置中心-拜访流程配置】中设置。



返回目录拜访步骤-终端客户

1、进入到产品列表，选择产品，填写单价，加入到购物车，提交订单。产品数据维护可参照Web端【产品管理】说明；
2、如果【厂家直供】选择否，则需要勾选供货商；
3、订单提交后需在APP端【订单管理】或Web端【订单管理-终端订单】中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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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拜访步骤-终端客户

填写竞品的价格陈列信
息以及陈列拍照

注意必须离店签退，该
门店才算结束拜访

超级表单中的“拜访表单”会
应用到拜访流中，填写数据可
进行提交，提交的数据可在
web端【轻应用】中查看



返回目录拜访步骤-渠道客户

注意必须离店签退，
该门店才算结束拜访

渠道客户下单操作与终
端下单相同



返回目录活动管理-协议签订

1.业务员点击【协议管理】 2.点击选择终端 3.列表中为该门店已签订协
议列表，点击【陈列奖励协
议申请】

4.选择活动，完善协议信
息，并请终端老板签名，
点击【生成奖励协议】

5.可生成协议照片或分
享协议至门店

1.付费陈列活动可在Web端【活动管理-付费陈列】中创建并发布，已签订的协议可在Web端【执行/稽核管理-陈列协议】中查看。
2.若付费陈列活动在创建时设置了需主管审核，则该活动的协议在业务员与终端签订后，需要主管在APP端【协议确认】中进行协议的确认。

发布活动
(Web) 协议签订(APP) 活动执行(APP) 执行兑付(APP) 活动核销、结

案(Web)



返回目录活动管理-活动执行

在与终端签订协议之后，可以进行活动执行，选择终端、选择费用协议、陈列执行、申诉步骤。稽查人员也可以在【活动执
行(稽查)】进行活动执行，对陈列实际情况进行稽查。活动执行记录可在Web端【执行/稽核管理-陈列执行】中查看，稽核
记录可在Web端【执行/稽核管理-活动稽核记录】中查看。

1.主管点击【协议管理】 2.选择终端 3.选择已签订的协议 4.进行陈列执行拍照 5.查看图片识别结果 6.查看陈列结果，提交数据

发布活动
(Web) 协议签订(APP) 活动执行(APP) 执行兑付(APP) 活动核销、结

案(Web)



返回目录活动管理-执行历史

1.点击【执行历史】

可以查看终端的活动执行历史，稽查人员也可以使用执行历史，在【执行历史(稽查)】对活动执行情况进行稽查。

2.点击任一执行历史记录 3.查看陈列执行详情



返回目录活动管理-执行兑付及兑付记录

在活动执行达到协议标准要求的合格次数之后，工作人员执行兑付。兑付后可在【兑付记录】查看兑付历史。
兑付后可在Web端【核销管理-待核销列表】中对活动进行核销、结案。

1.点击【执行兑付】 2.选择要兑付的活
动，点击【兑付】

3.填写兑付金额，
上传与店老板的合
照，填写电子签名，
点击提交

4.点击【兑付记录】 5.点击任一兑付记录 6.查看兑付详情

发布活动
(Web) 协议签订(APP) 活动执行(APP) 执行兑付(APP) 活动核销、结

案(Web)



返回目录订单管理

点击【订单管理】 点击某一订单，可查看订单
详情。主管等拥有订单审核
权限的人员可在详情页面进
行审核

电话下单

点击某一终端或渠道客户，可
进入下单页面

进入订单列表页，可看到
本人和下属提交的拜访订
单和电话订单



返回目录订单管理-下单

1
2

3 4

5

1、进入到产品列表，选择产品，填写单价，加入到购物车，提交订单。产品数据维护可参照Web端【产品管理】说明；
2、如果【厂家直供】选择否，则需要勾选供货商；
3、订单提交后需在APP端【订单管理】或Web端【订单管理-终端订单】中审批。



返回目录申诉处理

1.点击【申诉处理】

查看、审批对AI识别误差的照片提出的申诉（来自铺货执行、活动执行的AI图片识别结果申诉）。

2.我的申诉：我提交的AI图片
申诉；申诉审批：下属提交的
需要我审批的申诉

3.点击任一申诉记录 4.查看申诉详情



返回目录附近终端
点击可切换地图/列表模式

说明：展示登录人当前所处位置附近一定距离内且在登录人权限内的终端，查看的距离可编辑，最远可以查看3KM内的终端。

点击可查看终端详情

列表形式：



返回目录超级表单应用
后台创建的超级表单应用将展示在【应用】页面（仅展示普通表单），进入表单可提交数据。超级表单应用可在
Web端右上角的【超级表单配置】中创建发布，提交的数据可在Web端【轻应用】中查看。

1.点击表单应用 2.点击要填写的表单 3.填写表单信息，点击提交



4 第四部分 
报表及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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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报表看板

在报表看板页签，可查看登录人对应职位的报表看板，主要包括终端分布统计、本月拜访覆盖、近
7天拜访统计、本月铺货终端统计、本月产品铺货情况统计5个报表，部分报表支持点击下钻



返回目录积分

点击积分页签，可查看我
的积分、人员/终端积分
排行榜概览

我的积分详情页面，点击
“查看更多”跳转至积分
明细页面

可切换查看今日、本月排行
榜，可通过页面上方查询条
件查看不用积分的排行榜

可切换查看今日、本月排行
榜，可通过页面上方查询条
件查看不用积分的排行榜

说明：要使用积分功能，需先在Web端【积分管理-积分方案】中创建积分方案；积分明细也可在Web端【积分管理-积分明细】中查看，人员、终端
积分日、月统计数据可在Web端【积分管理-人员/终端积分统计】中查看。



返回目录积分查询

1.点击【积分查询】 2.可查看人员、终端积
分；点击任一人员/终端，
可查看积分详情

3.人员、终端积分详情，点击“查看更多”跳转至积
分明细页面

5.查看积分明细

说明：要使用积分功能，需先在Web端【积分管理-积分方案】中创建积分方案；积分明细也可在Web端【积分管理-积分明细】中查看，人员、
终端积分日、月统计数据可在Web端【积分管理-人员/终端积分统计】中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