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工云 WMS 智能仓储系统操作说明

1、系统主要功能

精工云 WMS 智能仓储系统主要针对中小家电制造行业的仓储管理，基于工业互

联网、微服务、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技术构架，提供低成本、快部署、易

运维的 SAAS 应用，实现仓储信息实时化、透明化，实现账务一致，避免呆滞

物料，实现物料进行 SN、批次的追踪及管理，通过配置上架拣货策略，提升出

入库效率，通过数据分析，有效提升仓库利用率。

2、首页

3、入库管理

3.1、产品入库通知单

生产入库知单操作指南

一.总体功能说明

产品入库通知单 成品、半成品生产完工后进入仓库，增加成品仓库库存；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1.手动新增产品入库通知单，点击【新增】进入新增页面选择物料，这里可以单个物料选择也

可以多个物料选择，按确定按钮返回新增单页面。



2、输入产品明细及其数量后，保存该单据；

4.确认单据状态后，将单据进行下推操作，将单据推到生产入库单；



界面按钮及功能说明：

【删除】：点击 删除单据；若单据已确认或单据明细已经下推，则不可进

行删除操作； 【打印通知单】：打印通知订单，点击 打印

条码打印页，具体打印模板配置请参考：标签工具使用流程 【新增】：添加物

料信息； 【生成批次号】：选择物料生成批次号!， 注意：生成批次号前，要

配置批次号生成规则，批次号配置规则请参考： ； 【打印】：打印物料信息

条码； 【确认/反确认】：将单据状态改为“确认/反确认”； 【单据明细】：

勾选则展示单据明细；取消勾选则不展示明细； 【过滤行】：

勾选则可以通过条件进行数据过滤；取消勾选则不过滤； 【单据详

情】：打开 单据详情页进行下一步操作； 【下推】单据下推，只能下推

到生产入库单；

5.打印收货单，具体打印标签模板配置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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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工具使用流程

6.【打印】：打印物料条码,具体打印模板配置请参考：

标签工具使用流程

三.注意事项

1.手动新增的生产入库通知单，是通过通知单条码和产品条码进行扫描入库；

3.2 生产入库单

生产入库单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1.产品入库单 成品、半成品生产完工后进入仓库，增加仓库库存，生产入库单通常由仓管员

使用移动设备扫码产品码/箱码进行提交产生的入库单据明细，记录产品信息、入库数量、入

库的库位等信息；

生产入库单亦可手动新增，手动新增确认单据后，即增加入库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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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入库单据确认/反确认操作可以在页面点击按钮 也可以在详

情页面点击【反确认】按钮，进行反确认操作，反确认操作后，入库数量取消，

单据状态为“重新确认”；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查询】：根据单号、商品编码、商品名称、日期进行查询，支持模糊查询；

【重置】：清空查询条件并刷新列表； 【新增】：手动创建采购入库单 【确

认/反确认】：确认单据；反确认，即取消入库操作，入库数量取消； 【单据

明细】：勾选则展示单据明细；取消勾选则不展示明细； 【过滤行】：勾选则

可以通过条件进行数据过滤；取消勾选则不过滤；



三.注意事项

1.确认/反确认操作变更单据明细下的库存数量； 2.单据状态为已确认的单据

不能进行删除及编辑；

3.3、其他入库单

其他入库单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1.采购部门向供应商采购半成品，其他入库单由移动端扫码提交其他入库操作后生成的单据；

其他入库单亦可手动新增，手动新增确认单据后，即增加库存；

2.其他入库单据确认/反确认操作可以在页面点击按钮

也可以在详情页面点击【反确认】按钮，进行反

确认操作，反确认操作后，单据状态为“重新确认”；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查询】：根据单号、商品编码、商品名称、日期进行查询，支持模糊查询；

【重置】：清空查询条件并刷新列表； 【新增】：手动创建其他入库单 【确

认/反确认】：确认订单；反确认即取消该入库操作，取消入库数量，单据状态

为“重新确认” 【单据明细】：勾选则展示单据明细；取消勾选则不展示明细；

【过滤行】：勾选则可以通过条件进行数据过滤；取消勾选则不过滤；

三.注意事项

1.确认/反确认操作变更单据明细下的库存数量； 2.单据状态为已确认的单据

不能进行删除及编辑；

3.3、

四.操作业务流程

4、出库管理

4.1、备货通知单

备货通知单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生产车间人员到仓库领取原材料进行生产加工，领料通知单作为领取原材料的

单据明细；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1.领料通知单同步数据，界面点击【数据同步】按钮，选择日期范围，则同步 erp 系统中的领

料单数据到 wms 系统中；

同步数据期间请稍等片刻

2.若手新增领料通知单，则点击【新增】按钮，选择领取的物料并输入领取数量，进行领料通

知单新增，新增保存后确认单据状态；

3.领料通知单确认单据状态后，点击详情页面中的【下推】按钮进行单据下推操作，下推到生

产领料单；



界面功能按钮及说明： 【删除】：点击 删除单据；若单据已确认或单据

明细已经下推，则不可进行删除操作；

~~【生成批次号】：选择物料生成批次号，，批次号配置规则请参考： ； 注

意：生成批次号前要配置批次号生成规则~~ 【确认/反确认】：将单据状态改

为“确认/反确认”； 【数据同步】： 同步 erp 系统领料单数据

【单据明细】： 勾选则展示单据明细；取消勾选则不展示明细；

【过滤行】： 勾选则可以通过条件进行数据过滤；取消勾选则

不过滤； 【单据详情】：打开 单据详情页进行下一步操作；

4.打印收货单，具体打印模板配置请参考：



标签工具使用流程

4.【打印】：打印物料条码,具体打印模板配置请参考：

标签工具使用流程

三.注意事项

1.确认/反确认操作变更数据数量； 2.已确认的单据不能进行删除及编辑； 3.

若要将单据进行删除，则要将单据进行反确认后再做删除操作；

四.功能界面

4.2、发货通知单

发货通知单操作指南

一.总体功能说明

发货通知单作为销售发货的明细单据，可以进行手动添加或者销售订单下推产

生，发货通知单数据通常由销售订单下推产生；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1.手动添加发货通知单，页面点击【新增】按钮，添加发货产品信息及数量后，进行保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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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发货通知单后，将单据进行确认操作，选择单据点击【确认/反确认】，将单据状态变

成已确认状态；

3.选择单据进入详情页面，在详情页面点击【下推】按钮，将单据进行下推，下推到销售出库

单；



重点功能按钮及说明：

【删除】：点击 删除单据；若单据已确认或单据明细已经下推，则不

可进行删除操作； 【生成批次号】：选择物料生成批次号，，批次号配置规则

请参考： ； 注意：生成批次号前要配置批次号生成规则 【确认/反确认】：

将单据状态改为“确认/反确认”； 【单据明细】： 勾选则展

示单据明细；取消勾选则不展示明细； 【过滤行】： 勾选则可

以通过条件进行数据过滤；取消勾选则不过滤； 【单据详情】：打开

单据详情页进行下一步操作；

4.打印收货单，具体打印模板配置请参考：

标签工具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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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打印】：打印物料条码,具体打印模板配置请参考：标签工具使用流程

三.注意事项

1.确认/反确认操作变更数据数量； 2.已确认的单

据不能进行删除及编辑； 3.若要将单据进行删除，

则要将单据进行反确认后再做删除操作； 4.手动添

加的发货通知单无源单编码，而销售订单下推产生

的则有源单编码，它的源单编码则是销售订单号；

四.功能界面

4.3、销售出货单

销售出库单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销售出库单 通常由发货通知单下推产生或者仓管员使用移动设备扫描发货通知

单及产品进行销售出库之后产生的销售记录单据。

销售出库单也可以进行手动添加，手动添加并且确认单据状态后，扣减对应的

产品库存数量；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1.手动添加销售出库单，在界面点【新增】按钮，并添加产品明细和数量信息以及产品存在的

库位信息，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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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动添加销售出库单后，选择单据进行确认操作后，扣减对应的产品库存数量；

3.若销售出库需要退货，则将销售出库单下推到销售退货单；并回写到 ERP 系统销货单；

在单据详情页面点击【下推】按钮进行单据下推操作，下推到销售退货单；



三.注意事项

1.销售出库单若由发货通知单下推产生的，则源单编码则是发货通知单单号；

若是手动添加，则源单编码为空； 2.已确认的单据不能进行删除及编辑； 3.

若要将单据进行删除，则要将单据进行反确认后再做删除操作；

5、库内管理

5.1、调拨

调拨单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调拨，即将库位里面的货物进行移动，移动后更新库存中对应货物的库位信息；

通常由仓库管理人员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库位移动操作后，产生的单据记录；

调拨单也可以在 PC 端进行手动添加，手动添加后同样更新货物的库位信息；



1.手动添加调拨单，页面点击【新增】按钮，选择需要调拨的货物新增，首先选择调出的库位，

然后选择调入的库位，输入调动的数量，最后点击保存单据；

调出库位必须是库存所在的库位，否则无法进行移动；

2.手动添加调拨单后，选择单据进行确认操作，则变更单据明细中的货物的库存中的库位信息；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三.注意事项



1.确认/反确认操作变更库存库位信息； 2.已确认的单据不能进行删除及编辑；

3.调出库位和调入库位不能选择同一个；

四.功能界面

5.2、盘点

盘点单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仓库盘点，仓库的月终盘点、年中盘点、年终盘点等都是属于仓库的货物清点作业；

盘点作业由 PC 端进行创建盘点任务单，仓库人员使用移动设备进行盘点作业；

PC 端无法完成盘点任务；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1.在页面点击【新增】按钮打开新增页面，选择需要盘点的货物信息，点击保存单据；

2.盘点单创建后，单据状态为“未确认”，业务状态为“待执行”；由 PDA 端去完成盘点作业

任务，PDA 完成盘点作业任务后，单据状态为“已确认”，业务状态为“完成”；



3.若盘点数和库存数存在差异，实际盘点数量大于库存数量，则产生盈盘单，状态为已确认；

记录库存数、实盘数量、盘盈数量；

4.若实际库存盘点数量小于库存数量，则产生盘亏单，状态为已确认；记录库存数、实盘数量、

盘亏数量；



5.盘盈和盘亏单都可以进行反确认操作，反确认盘盈或盘亏单即库存存在的差异取消；

6.盘点单支持导入功能，界面点击下载导入模板；



7.根据模板格式，填入对应的内容后，进行文件导入；导入后的单据状态为“未确认”；

手动单据确认后，同样更加库存数据；若实际盘点数量大于库存数量，则产生盈盘单；若实际

库存盘点数量小于库存数量，则产生盘亏单；

三.注意事项

1.确认/反确认操作变更数据数量； 2.单据状态为“未确认”，以及业务状态

为“待执行”和“完成”的单据才能进行删除操作； 3.单据状态为“已确认”，

并且业务状态为“执行中”的单据不能进行删除操作；

四.功能界面



5.3、库存查询

库存查询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库存条件查询；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1.库存查询，根据物料编码、名称、仓库、仓位、批号进行查询；

2.支持模糊条件进行查询；



3.支持模糊条件组合查询；

三.注意事项

四.功能界面

6、报表分析



7.1、库存明细表

欢迎使用 ShowDoc！

8、基础资料

9.1、部门资料

部门资料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部门资料维护，根据用户信息分配部门单位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1.新增：若无右侧无选中部门，则新增首个部门；若有选中部门，则新增该部

门的下一层部门； 2.修改：修改部门信息； 3.查询：根据部门名称查询部门

信息，支持模糊输入搜索； 4.重置：重新设置默认查询条件，并刷新列表； 5.

人员管理：加载所有人员信息； 6.全部人员搜索：根据人员姓名搜索，支持模

糊输入搜索； 7.当前已有人员搜索：根据人员姓名搜索，支持模糊输入搜索；

三.注意事项

部门资料添加前，需要先添加人员信息； 部门资料添加后，无法进行删除操作，

只能进行修改操作；

四.功能界面



部门资料主页

8.2、职员资料

职员资料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公司职员资料信息维护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1.查询：根据条件查询职员信息； 2.重置：重新设置默认查询条件，并刷新列

表； 3.新增：新建职员信息； 4.修改：修改职员信息； 5.启用状态：启用/

停用；停用则不能选择使用；

三.注意事项

添加职员信息前需要维护部门信息，否则无法创建成功；

四.功能界面



8.3、仓库资料

仓库资料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维护仓库资料信息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1.查询：根据内容查询仓库信息； 2.重置：重新设置默认查询条件，并刷新列

表； 3.新增：新建仓库资料信息； 4.修改：修改仓库资料信息； 5.删除：删

除仓库资料信息； 6.导入：根据提供的模板格式导入仓库资料信息； 7.详情：

查询仓库资料详情信息； 8.启用状态：启用/停用；停用则不能选择使用该信

息

三.注意事项



创建仓库资料信息前，需要有职员信息；

四.功能界面

8.4、货架资料

货架资料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货架资料信息维护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1.查询：根据内容查询货架信息； 2.重置：重新设置默认查询条件，并刷新列

表； 3.新增：新建货架资料信息； 4.修改：修改货架资料信息； 5.删除：删

除货架资料信息； 6.导入：根据提供的模板格式导入货架资料信息； 7.详情：

查询货架资料详情信息； 8.启用状态：启用/停用；停用则不能选择使用该信

息； 9.条码打印：打印货架信息条码；

三.注意事项

创建货架资料信息前，要具备仓库资料信息；



四.功能界面

8.5、库位资料

库位资料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维护库位资料信息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1.查询：根据内容查询库位信息； 2.重置：重新设置默认查询条件，并刷新列

表； 3.新增：新建库位资料信息； 4.修改：修改库位资料信息； 5.删除：删

除库位资料信息； 6.导入：根据提供的模板格式导入库位资料信息； 7.详情：

查询库位资料详情信息； 8.启用状态：启用/停用；停用则不能选择使用该信

息； 9.条码打印：打印库位信息条码；

三.注意事项

创建货架资料信息前，要具备仓库资料信息；

四.功能界面



8.6、计量单位

职员资料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职员资料维护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计量单位组：

1.查询：根据内容查询仓库信息； 2.新增：新建仓库资料信息； 3.删除：删

除仓库资料信息； 4.导入：根据提供的模板格式导入计量单位组信息；

计量单位：

1.查询：根据内容查询计量单位信息； 2.重置：重新设置默认查询条件，并刷

新列表； 3.新增：新建计量单位信息； 4.修改：修改计量单位信息； 5.批量

删除：删除计量单位信息，可单选或多选进行删除； 6.导入：根据提供的模板

格式导入计量单位信息； 7.详情：查询计量单位详情信息； 8.启用状态：启

用/停用；停用则不能选择使用该信息；

三.注意事项

创建计量单位信息，需求有计量单位组信息；



四.功能界面

8.7、供应商

供应商资料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供应商资料信息维护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1.查询：根据内容查询供应商信息； 2.重置：重新设置默认查询条件，并刷新

列表； 3.新增：新建供应商资料信息； 4.修改：修改供应商资料信息； 5.删

除：删除供应商资料信息； 6.导入：根据提供的模板格式导入供应商资料信息；

7.详情：查询供应商资料详情信息； 8.启用状态：启用/停用；停用则不能选

择使用该信息；

三.注意事项

四.功能界面



8.8、客户资料

客户资料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维护客户资料信息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1.查询：根据内容查询客户信息； 2.重置：重新设置默认查询条件，并刷新列

表； 3.新增：新建客户资料信息； 4.修改：修改客户资料信息； 5.删除：删

除客户资料信息； 6.导入：根据提供的模板格式导入客户资料信息； 7.详情：

查询客户资料详情信息； 8.启用状态：启用/停用；停用则不能选择使用该信；

三.注意事项

四.功能界面



8.9、物料资料

物料资料操作说明

一.总体功能说明

物料分组、物料信息维护

二.具体操作功能按钮说明

物料分类：

1.创建物料分类信息，存货分类页面点击【新增】按钮，不选择父类点击新增，则是最高层级

的类型；若选择类型后点击新增按钮，则新增的类型为选中该类型的子类型；



物料列表：

1.创建物料分类信息，存货分类页面点击【新增】按钮，选择物料分类后点击新增物料信息，

则默认物料类型为选中的物料分类；不选择则默认物料分类为空，需手动选择；

2.物料数据同步，选择点击【数据同步】后选择同步数据的日期时间，执行数据同步；

3.数据导入，点击下载导入模板，根据模板格式填入相应内容后进行文件导入操作；



4.点击数据导出，导出页面所有数据，导出为 excel 格式文件；

5.存货条码打印，选择存货信息后，点击打印条码即打印存货条码及预览打印；



6.存货信息字段/参数说明：

1. ：开

启后物料需要进行来料检验操作；

2. ：开

启后物料需要进行批次管理维护；

3. ：选

择后，该货物入库默认选择为该仓库；

三.注意事项

四.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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