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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宁气体 ERP管理系统 V2021版 

E612专业版使用快速入门指南 

本系统包括：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账款管理、基础管理、月度处理 6个

功能模块。 

气体 ERP专业版本简介： 

  博宁气体 ERP 专业版，它是一套适用于工业气体生产、充装、配送、销售的整

体管理解决方案。它结合气体行业特性，融合主流管理思想研发而成，将气瓶管理功

能融合到经营、运输中，使得气瓶管理更科学、更准确。专门符合中小型气体充装企

业的流程管理，让你时时刻刻掌握公司的点点滴滴，全面实现各部门联网，各部门分

工明确、清晰。支持针式打印机，多联单打印，让你的单据更严谨、更准确。已成功

在众多的气体生产、气体充装、气体配送等类型企业成功运行。 

工业气体行业，业务管理的难点之一就是管理气（液）体销售时，作为包装物的

钢瓶往来，一个钢瓶的单价较高，有的要好几千元一个，而且钢瓶的借进和借出非常

的频繁，钢瓶的种类和气体液体的种类还有对应关系，钢瓶种类和气体种类多了后，

管理起来就非常复杂，手工传统管理模式容易出现错误，手工台账工作量很大，信息

不及时，往来款项的跟进也缺少透明化，而博宁气体 ERP软件解决了这些问题。  

博宁公司还可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情况，提供二次开发和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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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询王先生，手机：18659206607或 QQ：747837156  

使用小技巧： 

1、查询表单中，双击所在行，可以打开具体的内容表单。数据项目双击可从相关的

模块，引入所需数据（如客户名称、供应商名称，货品名称等）。 

2、在“数据中心”，完成单据的新增，删除，查找，修改等功能。 

1、 整体流程 

1.1、 基本概念 

满瓶：就是气瓶加气体，也有的叫“重瓶”或者“实瓶”。 

空瓶：就是纯粹的气瓶。 

欠瓶：在它们的中间都加一个“我”就很好理解了。比如“供应商欠我”，“客户欠我瓶”。正数

产权都是公司，负数产权都是往来单位。 

客户欠瓶（正数）：产权是公司的气瓶，暂时借客户周转使用，一般不涉及押金等。 

客户欠瓶（负数）：产权是客户的气瓶，暂时存放公司周转使用，一般不涉及押金等。 

供应商欠瓶（正数）：产权是公司的气瓶，暂时放供应商那边待充气等，一般不涉及押金等 

供应商欠瓶（负数）：产权是供应商的气瓶，暂时放公司周转用，一般不涉及押金等 

数量（纯瓶）：等同于“空瓶”，就是纯粹的气瓶，在“数量”列会显示。 

数量：就是纯粹的数量，一般在原料、液体进货和销售时使用。在“销售查询”上面，根据不同

的销售类型，表示不同含义。比如“气瓶销售”，就表示空瓶；  

加减项：在货品以外，附加录入运费、押金、加工费等，不涉及库存管理。 

无：   表示在此种“业务类型”下面，此列不能输入数据，表示空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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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作业流程图 

ERP系统作业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1.3、 操作导航 

系统自带的导航界面如下图所示。左侧分为别“销售管理”、“采购管理”、“库存管理”、“账款管

理”，“基础管理”，“月度管理”，点击后，会进入相对应的导航界面，根据指南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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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模块分类 

系统所带的功能模块分类如下所示。 

 

2、 通用操作 

2.1、 引用数据 

单一数据：比如客户名称，项目名称、业务日期等； 有墨绿背影色对应位置，双击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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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数据：比如货品档案，加减项数据；有墨绿背影色对应位置对应位置，双击进行选择。 

 

2.2、 加减项 

各个业务模块的“加减项”页面，可以输入运费/维修费等相关信息。跟货物数据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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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工具栏，各个按钮如所圈位置的中文字面意思。 

 

2.4、 修改单据 

在数据中心，点左边的分类树，选择对应的功能模块，再选择原始单据，进行数据的修改。 

2.5、 查找数据 

在数据中心，在数据中心，点左边的分类树，选择对应的功能模块，再查找原始单据。 

可以多条件组合，在取值 1位置，录入对应数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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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删除单据 

在数据中心，点左边的分类树，选择对应的功能模块，再选择原始单据，进行数据的删除。 

 

2.7、 助记码 

基础档案如仓库档案等，提供助记码功能，为汉字拼音首字母，多音字以 Z代替，可手动修改。 

 

 

2.8、 查询表单 

执行查询动作，点单蓝色字体链接位置，可以打开原始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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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对应行的原始单据。 

2.9、 手动编号 

所有的业务单据和单号，系统均会自动生成。 

基础数据编号不可手动输入，业务单据号可手动录入。 

为了提供输入效率，日期位置可双击进行选择；如是历史日期，可以手动输入，更便捷。 

3、 基础管理 

进行基础资料的设定，录入，初始化等等。 

3.1、 基础分类 

进行各个基础档案的类别设定，几乎包括气体企业应用层面的分类。 

可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在数据中心，基础，分类里面进行数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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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础档案 

从三大核心数据，客户档案，供应商档案，货品档案开始，包含企业管理的辅助档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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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客户档案】 

 

3.2.2、 【供应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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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货品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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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仓库档案】 

 

3.2.5、 【加减项档案】 

可录入运费，押金等附加类型的费用项目。 

 

3.2.6、 【往来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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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部门档案】 

 

3.2.8、 【职员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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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车辆档案】 

 

3.3、 查询表单 

 

4、 系统初始 

进行气体 ERP管理系统上线前的数据初始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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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库存初始 

进行库存数据方面的初始化，通过“采购收货”和“销售送货”中，不同“业务类型”来实现。 

4.1.1、 期初入库 

仓库初始（“采购收货”模块的业务类型为“期初入库”），主要是仓库内部的库存数量录入，支

持气体（分为空瓶、满瓶）、液体数量、配件数量录入。 

 

4.1.2、 供应商初始 

供应商初始（“采购收货”模块中“供应初始”），主要是供应商欠瓶数量和欠气应付款的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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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客户初始 

客户初始（“销售出货”模块中“配送初始”），主要是针对有欠瓶往来的客户。初始欠瓶数量和欠

气应收款的初始化。 

 

4.1.4、 押金单初始 

押金单初始（“销售出货”模块中“气瓶租赁”），主要是针对系统开账之前，客户已有一些手工押

金单，需要补录到系统中来，未来发生租赁退瓶业务时，如果有客户来退瓶，可以直接调用这个

押金单号，而不至于造成仓库瓶子数量的混乱。 

 

4.2、 资金初始 

增加关于资金方面的往来账户管理，可以多账户。直接在“往来账户”上面的“期初余额”录入

对应数据即可。功能节点：博宁 ERP-〉基础管理-〉档案-〉往来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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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收账款初始 

增加客户的应收款，初始化数据。功能节点： 博宁 ERP-〉账款管理-〉应收账款。 

如果是跟气体相关的应收账款，则可以在“销售出货”模的“配送初始”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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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应付账款初始 

应付供应商的初始数据。功能节点：博宁 ERP-〉账款管理-〉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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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应收发票初始 

增加供应商的应收发票，初始化数据。功能节点： 博宁 ERP-〉采购管理-〉应收发票。 

 

4.6、 应开发票初始 

增加客户的应收款，初始化数据。功能节点： 博宁 ERP-〉销售管理-〉应开发票。 

 

5、 业务模块 

进行进销存等方面的管理，属于企业内部的业务管理。 

5.1、 采购管理 

涉及采购方面的各个功能模块。按实际采购业务的发生情况录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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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原料入库】 

在“采购收货”中进行，只是“业务类型”选择“原料入库”。 

 

5.1.2、 【气体入库】 

也在“采购收货”中进行，只是“业务类型”选择“气体入库”，退货数量输“负数” 

主要是跟供应商有气瓶往来的，记录空瓶、满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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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气瓶入库】 

在“采购收货”中进行，“业务类型”选择“气瓶入库”，主要是空瓶的入库。 

 

5.1.4、 【采购发票】 

采购管理，在“采购发票”中进行，登记收到供应商的发票相关信息。由系统自动核

销发票情况。 

 

5.1.5、 【采购查询】 

可以查询某个日期段的所有采购业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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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供应商欠瓶】 

统计供应商的往来欠瓶数据信息，可以查询某个日期段或某个供应商或某个气体。 

 

5.2、 销售管理 

涉及销售方面的各个功能模块。按实际销售业务的发生情况录入即可。 

5.2.1、 【气体配送】 

在“销售出货”中进行，业务类型选择“气体配送”，主要是跟客户有气瓶往来的，

记录空瓶、满瓶数量。退货数量输“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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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气瓶销售】 

在“销售出货”中进行，业务类型选择“气瓶销售”，主要是纯气瓶销售，不涉及往

来钢瓶数量。可以加上运费等附加费用。退货数量输“负数”。 

 

5.2.3、 【液体销售】 

在“销售出货”中进行，业务类型选择“液体销售”，主要是纯液体销售，不涉及往

来钢瓶数量。可以加上运费等附加费用。退货数量输“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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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配件销售】 

在“销售出货”中进行，业务类型选择“配件销售”，主要是配件销售，不涉及往来

钢瓶数量。可以加上运费等附加费用。退货数量输“负数”。 

 

5.2.5、 【气瓶租赁】 

在“销售出货”中进行，业务类型选择“气瓶租赁”，主要是气瓶的对外出租，。可以

加上押金等附加费用。打印出来作为押金单凭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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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气瓶退租】 

在“销售出货”中进行，业务类型选择“气瓶退租”，主要是气瓶的出租回收，可以

加上退押金等附加费用。要选择原始的“押金单号”才可以气瓶退租。 

 

5.2.7、 【销售发票】 

销售管理，在“销售发票”中进行，登记开给客户的发票相关信息。由系统自动核销

发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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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销售查询】 

销售业务的全部数据统计、查询，全面管理对账数据。 

5.2.9、 【客户欠瓶】 

统计客户的往来欠瓶数据信息，可以查询某个日期段或某个客户或某个气体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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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0、 【销售预警】 

客户超过多少天，没有发生业务往来，将自动在“销售预警”报表里面体现，显示最

近一次销售日期，已超天数，并可以打开最后一次的销售记录。 

5.3、 库存管理 

进行库存方面的管理。按实际库存业务的发生情况录入即可。 

5.3.1、 【充装入库】 

选择“气体”录入数量，即增加满瓶数，扣除空瓶数，同时根据货品名称中的配方扣除液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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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仓库调拨单】 

涉及货品的多个仓库调拨。支持满瓶、空瓶、原料的调拨。 

 

5.3.3、 【气瓶调拨单】 

涉及气瓶改装，空瓶数量的变化。从一种气体空瓶，转变为另外一种气体的空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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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气瓶组装单】 

涉及气瓶组装，将一定数量的空瓶组格。比如 12个氧气瓶，组成为 1个氧气集装格。 

 

5.3.5、 【领用出库单】 

公司内部领用物品，比如把氩气拿去内部焊接使用等。 

 

5.3.6、 【库存汇总】 

统计货品某一个时间段的进出仓情况，包含空瓶、满瓶、原料、客户欠瓶、供应商借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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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账款管理 

涉及企业应收应付账款方面的管理。 

5.4.1、 【应收账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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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应付账款单】 

 

5.4.3、 【收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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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付款单】 

 

5.4.5、 【收款查询】 

 

5.4.6、 【付款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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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应收款查询】 

 

5.4.8、 【应付款查询】 

 

5.4.9、 【应收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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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0、 【应付汇总】 

 

5.4.11、 【其他收款单】 

 

5.4.12、 【其他付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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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度处理 

6.1、 【系统开账】 

所有的业务初始化数据全部已补录，特别是应收应付账款，应收发票，应开发票，期初库存等数

据，通过“系统开账”功能，将开账日期之前的所有日期和数据锁定，不允许修改或补录。 

 

6.2、 【销售批量改价】 

客户月底销售对账的时候，需要调整某个客户，某一个时间段，某个产品单价的时候，可以使用

这个功能，应收账款和应开发票（如果有含税的话）均会自动同步。 

 

6.3、 【采购批量改价】 

供应商月底采购对账的时候，需要调整某个供应商，某一个时间段，某个产品单价的时候，可以

使用这个功能，应付账款和应收发票（如果有含税的话）均会自动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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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销售月报】 

整个月产品的销售和回款情况。 

 

6.5、 【采购对账单】 

整个月跟供应商的采购对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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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销售对账单】 

整个月跟客户的销售对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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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存货核算】 

当一个会计期间，所有的业务数据全部录入完毕，可进行“存货核算”，结转当月出库成本。 

 

6.8、 【利润表】 

当完成存货核算后，可以统计当月利润，以及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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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发票分析】 

由系统自动统计当前会计期间的应收应开发票情况，对于发票的安排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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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业务关账】 

整个会计期间所有的业务录入完毕，选择业务关账-“期末关账”，所有的数据将不允许修改。 

 

6.11、 【客户改名】 

已经有发生过业务数据，需要修改客户的全名或者简名，类型等，可通过此功能修改。 

业务数据会自动同步过去，保证查询和数据的统一性。 

 

6.12、 【供应商改名】 

已经有发生过业务数据，需要修改供应商的全名或者简名，类型等，可通过此功能修改。 

业务数据会自动同步过去，保证查询和数据的统一性。 

http://www.GoingT.com
mailto:info@goingt.com


厦门博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GoingT.com 

服务热线：18659206607     QQ：747837156             邮箱：info@goingt.com 

电话：0592－5752334        地址：厦门市长浩一里 35号      总计56页，第49页    

                          

 

6.13、 【货品改名】 

已经有发生过业务数据，需要修改货品的全名或者简名或分类，可通过此功能修改。 

业务数据会自动同步过去，保证查询和数据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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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见问题答疑 

7.1、 初始化流程 

1、 数据中心，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修改“分类”里面的相分类数据。（可选，可由系统默认） 

2、 录入《客户档案》，《供应商档案》，《货品档案》，《往来账户》（必填） 

往来账户的微信，支付宝等其他形式现金账户，需要将“现金账户”修改“是”； 

货品档案系统默认提供常见的气体种类和规格，可以把不需要的货品状态，改为“停用”即

可，不需要删除。根据企业的经营品种情况，调整 货品档案的“排序”字段，获得常用气体
在业务选择里置顶的效果。“排序”的数值，从小到大排列，越小的数值越靠前显示。 

供应商档案建立一个自己公司名称的供应商，供“期初入库”时引用。 

3、 录入公司仓库的现有库存数据（必填，气体录“空瓶”，“满瓶”；配件或液体录“数量”） 

在“采购管理”－>“采购收货”－>“业务类型”选择“期初入库”，供应商选择自己公司。 

4、 录入供应商欠瓶的现有库存数据（选填，有结欠供应商瓶子的才填写） 

正数表示公司在供应商那边的存瓶数（欠瓶数），负数表示供应商借给公司的瓶子数量） 

在“采购管理”－>“采购收货”－>“业务类型”选择“供应初始”，供应商选择对应单位。 

录入对应的初始空瓶数量即可。如有欠气未结清的情况，可录入“数量（纯气）”，相应的金

额会累计到供应商的往来欠款里面。 

5、 录入客户欠瓶的现有库存数据（选填，有结欠客户瓶子的才填写） 

正数表示客户欠公司的空瓶数（欠瓶数），负数表示客户存在公司的空瓶数（存瓶数，未充气） 

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配送初始”，客户名称选择对应单位。 

录入对应的初始空瓶数量即可。如有欠气未结清的情况，可录入“数量（纯气）”，相应的金

额会累计到客户的往来欠款里面。 

6、 录入客户押金单的现有数据（选填，有客户押金单，还未全退押金的情况才填写） 

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气瓶租赁”，客户名称选择对应单位。 

录入对应的“数量（空瓶）”，未退押金录在“加减项”。如需收租赁费，可录入“租赁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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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录入客户应收账款的现有数据（选填，有客户欠款，还未付清的情况填写） 

在“账款管理”－>“应收账款单”，客户名称选择对应单位，业务日期选择欠款日期。 

如有多个月份的欠款数据，可以分别做单。比如 9月份欠款做一份，10月份欠款做一份。 

8、 录入供应商应付账款的现有数据（选填，有供应商欠款，还未付清的情况填写） 

在“账款管理”－>“应付账款单”，供应商名称选择对应单位，业务日期选择欠票日期。 

如有多个月份的欠款数据，可以分别做单。比如 9月份欠款做一份，10月份欠款做一份。 

9、 录入客户应开发票的现有数据（选填，有客户发票还未开完的情况填写） 

在“销售管理”－>“应开发票”，客户名称选择对应单位，业务日期选择欠款日期。 

如有多个月份的欠票数据，可以分别做单。比如 9月份欠票做一份，10月份欠票做一份。 

10、 录入供应商应收发票的现有数据（选填，有供应商发票还未开完的情况填写） 

在“采购管理”－>“应收发票”，供应商名称选择对应单位，业务日期选择欠票日期。 

如有多个月份的欠票数据，可以分别做单。比如 9月份欠票做一份，10月份欠票做一份。 

11、 录入账户余额的现有数据（选填，往来账户有余额的情况填写） 

在“基础管理”－>“往来账户”，修改填写“期初余额”，业务日期选择对应的余额日期。 

如有多个账户均有余额，可以分别修改保存。比如现金账户，微信账号，对公账户等。 

12、 系统正式启用（必填，上面所列 11项初始数据均已正确填入和补充完毕） 

在“月度处理”－>“系统开账”，会计期间选择对应的年月，再点按钮“系统开账”，所有初
始数据将被封存。如果发现有数据未补录完成，需要继续补录，在“月度处理”－>“系统开
账”，点按钮“系统反开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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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采购业务异常处理 

包含采购入库相关的异常业务流程说明。 

7.2.1、 供应商的欠瓶数量不符，需要调整。 

在“采购管理”－>“采购收货”，“业务类型”选择“供应初始”，供应商名称选择对应单位，输
入调整差额的“业务日期”，然后在“空瓶”数，输入对应的差额数，要增加欠瓶数量，填正数；，

要扣减欠瓶数量，填负数。 

7.2.2、 供应商的欠款金额不符，需要调整。 

在“账款管理”－>“应付账款”，供应商名称选择对应单位，输入调整差额的“业务日期”，然
后在“账款金额”，输入对应的差额数，要增加应付账款，填正数；，要扣减应付账款，填负数。 

7.2.3、 供应商的应收发票金额不符，需要调整。 

在“采购管理”－>“应收发票”，供应商名称选择对应单位，输入调整差额的“业务日期”，然
后在“发票金额”，输入对应的差额数，要增加应收发票金额，填正数；，要扣减应收发票金额，

填负数。 

7.2.4、 供应商的全名或者简名，需要调整。 

在“月度处理”－>“供应商改名”，供应商编号选择对应单位，提取相应数据过来，在需要调整
的位置，输入新全名或者简名，然后保存。 

7.2.5、 供应商的采购进货有新价格，需要调整。 

在“采购管理”－>“采购报价”，供应商全名选择对应单位，默认提取此供应商最近一次的报价
货品信息和对应价格，在价格位置，输入新价格即可。如果供应商有增加新的气体品种需要绑定

价格，从“货品编号”位置，选择新“货品信息”，录入价格保存即可。行数如果不够，在空白

位置，右键“扩展数据行”，按“确定”，默认会增加 10行新行。 

7.2.6、 需要调整供应商某个时间段采购进货价格。（已发生/挂账业务） 

在“月度处理”－>“采购批量改价”，供应商全名选择对应单位，选择需要修改价格的时间段，
选择需要调整的货品规格，然后点“查询”，在“新单价”位置，输入新价格，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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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销售业务异常处理 

包含销售出库相关的异常业务流程说明。 

7.3.1、 客户的欠瓶数量不符，需要调整。 

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配送初始”，客户名称选择对应单位，输入
调整差额的“业务日期”，然后在“空瓶”数，输入对应的差额数，要增加欠瓶数量，填正数；，

要扣减欠瓶数量，填负数。 

7.3.2、 客户的欠款金额不符，需要调整。 

在“账款管理”－>“应收账款”，客户名称选择对应单位，输入调整差额的“业务日期”，然后
在“账款金额”，输入对应的差额数，要增加应收账款，填正数；，要扣减应收账款，填负数。 

7.3.3、 客户的应开发票金额不符，需要调整。 

在“销售管理”－>“应开发票”，客户名称选择对应单位，输入调整差额的“业务日期”，然后
在“发票金额”，输入对应的差额数，要增加应开发票金额，填正数；，要扣减应开发票金额，填

负数。 

7.3.4、 客户的全名或者简名，需要调整。 

在“月度处理”－>“客户改名”，客户编号选择对应单位，提取相应数据过来，在需要调整的位
置，输入新全名或者简名，然后保存。 

7.3.5、 客户的销售出货有新价格，需要调整。 

在“销售管理”－>“销售报价”，客户全名选择对应单位，默认提取此客户最近一次的报价货品
信息和对应价格，在价格位置，输入新价格即可。如果客户有增加新的气体品种需要绑定价格，

从“货品编号”位置，选择新“货品信息”，录入价格保存即可。行数如果不够，在空白位置，

右键“扩展数据行”，按“确定”，默认会增加 10行新行。 

7.3.6、 需要调整客户某个时间段销售出货价格。（已发生/挂账业务） 

在“月度处理”－>“销售批量改价”，客户全名选择对应单位，选择需要修改价格的时间段，选
择需要调整的货品规格，然后点“查询”，在“新单价”位置，输入新价格，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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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库存业务流程 

7.4.1、 需要调整公司仓库的期初数。（系统已开账情况下） 

在“采购管理”－>“采购收货”，“业务类型”选择“期初入库”，供应商名称选择本单位名称，
输入调整差额的“业务日期”，然后在“空瓶”数，输入对应的差额数，要增加空瓶或满瓶数量，

在空瓶或满瓶位置，填正数；，要扣减欠瓶数量，填负数。 

7.4.2、 年度盘点，需要调整公司仓库的期末数。（系统已开账情况下） 

在“库存管理”－>“仓库盘点”，选择要盘点的货品信息，选择“盘点日期”，点“查询”按钮，
提取当前系统的相关货品账面数量，在“盘点数量”，“盘点空瓶”，“盘点满瓶”，“盘点仓库”输

入正确的实际盘点值，点“盘点确认”按钮，系统将自动调整相应的库存数据。 

7.5、 其他收支业务 

7.5.1、 公司卖废品或者其他收入 

在“账款管理”－>“其他收款单”，选择发生的 “业务日期”，然后选择“收入类型”，选择收
款账户，在“收款金额”输入对应的数值。 

7.5.2、 公司日常其他开销或报销 

在“账款管理”－>“其他付款单”，选择发生的 “业务日期”，然后选择“支出类型”，选择付
款账户，在“付款金额”输入对应的数值，摘要里注明发生的原因和事项。 

 

7.6、 其他事项 

7.6.1、 销售出货，卖气的业务。 

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气体配送”，客户名称选择往来单位，
选择“业务日期”，在“空瓶”位置输入对应的回空数量，在“满瓶”位置输入送满数量。如

需收取运费或其他费用，填写在“加减项”里面，只要填写一个总金额即可。 

7.6.2、 销售出货，租瓶+卖气的业务。（两单） 

1、 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气瓶租赁”，客户名称选择往来单位，
选择“业务日期”，在“数量（空瓶）”位置输入对应的租赁空瓶数。如需收取租赁费，请在

“租赁单价”中，输入每瓶每天的租赁费，在退租时会自动结算租赁费用。押金填写在“加

减项”里面，只要填写一个总金额即可。 

2、 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气体配送”，客户名称选择往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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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业务日期”，在“空瓶”位置输入对应的租赁空瓶数，在“满瓶”位置输入满瓶数量。 

7.6.3、 销售出货，租瓶+卖气+卖配件的业务（三单）。 

1、 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气瓶租赁”，客户名称选择往来单位，
选择“业务日期”，在“数量（空瓶）”位置输入对应的租赁空瓶数。如需收取租赁费，请在

“租赁单价”中，输入每瓶每天的租赁费，在退租时会自动结算租赁费用。押金填写在“加

减项”里面，只要填写一个总金额即可。 

2、 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气体配送”，客户名称选择往来单位，
选择“业务日期”，在“空瓶”位置输入对应的租赁空瓶数，在“满瓶”位置输入满瓶数量。 

3、 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配件销售”，客户名称选择往来单位，
选择“业务日期”，在“数量”位置输入对应的配件数量。 

 

7.6.4、 销售出货，卖瓶+卖气的业务（两单）。 

1、 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气瓶销售”，客户名称选择往来单位，
选择“业务日期”，在“数量（空瓶）”位置输入对应的卖空瓶数，在“单价”中，输入每个

气瓶的销售单价。 

2、 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气体配送”，客户名称选择往来单位，
选择“业务日期”，在“空瓶”位置输入对应的卖空瓶数，在“满瓶”位置输入满瓶数量。 

7.6.5、 销售出货，客户自带瓶来充气的业务。 

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气体配送”，客户名称选择往来单位，
选择“业务日期”，在“空瓶”位置输入对应的空瓶数，在“满瓶”位置输入充气数量。 

7.6.6、 销售出货，客户退满瓶的业务。 

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气体配送”，客户名称选择往来单位，
选择“业务日期”，在“满瓶”位置输入负数。 

7.6.7、 销售出货，客户退满瓶但已漏气的业务（两单）。 

1、 气体配送过程中，公司记录是满瓶出库，但在充装或者运输过程中，发生漏气现象，造成在
客户处的时候，瓶子处于空瓶状态。在“销售管理”－>“销售出货”，“业务类型”选择“气
体配送”，客户名称选择往来单位，选择“业务日期”，在“满瓶”位置输入负数。 

2、 在“库存管理”－>“领用出库”，选择“业务日期”，在“领用满瓶”位置输入数量，备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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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哪个客户的漏气数。 

7.6.8、 收款时，客户抹零或去尾数业务。 

在“账款管理”－>“收款单”，客户名称选择往来单位，选择“业务日期”，选择收款金额和
收款账户，在“折让金额”位置输入客户抹尾的数值。 

7.6.9、 多个账户之间的资金转移业务。 

在“账款管理”－>“资金存取单”，选择“业务日期”，选择收款账户和付款账户，在“金额”
位置输入转账金额。比如微信提现，或者从绑定银行卡往微信账户充值。 

7.6.10、 票据账户的业务记录（以“收款单”为例）。 

在“账款管理”－>“收款单”，选择“业务日期”，在“应收票据”位置输入金额，同时输入
“到期日”和“票据号”信息。 

7.6.11、 销售对账单，选择客户没有本期货品数量信息。 

在“销售管理”－>“销售报价”，选择“业务日期”，选择 “货品编号”在“单价”位置输
入价格，支持气体价格，配件价格，液体价格，保存后均可在销售对账单上面体现。 

7.6.12、 采购对账单，选择供应商没有本期货品数量信息。 

在“采购管理”－>“采购报价”，选择“业务日期”，选择 “货品编号”在“单价”位置输
入价格，支持气体价格，配件价格，液体价格，保存后均可在采购对账单上面体现。 

7.6.13、 销售业务，零售价格如何输入。 

在“基础管理”－>“档案”－> “货品档案”，在“零售价”位置输入价格，支持气体价格，
配件价格，液体价格，保存后均可在销售出货单据上面体现。（前提是没有做过销售报价的客

户，均按零售价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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