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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广州高深商电子技术公司是一家从事收款机研究与开发的专业公司，目前已开发并投入生

产的收款机有基于 DOS和Windows两种平台的产品。DOS平台下有酒楼系列、大商场系列、连
锁超市系列、桌球计时收费系列（带灯光控制）、桑拿计时收费系列、冲印店管理系列等，此外

还有适合港澳地区的自动计税系列收款机。Windows平台下有酒楼（中西餐厅）系列、商场系列、
服装店（连锁）系列,批发管理系列、汽车清洁美容系列等品种。各系列的收款机均可配接条码
扫描器、刷卡槽、收款钱箱、电子秤等配套产品。并可进行单机或连网的操作。对于餐厅（酒楼）

行业，还可设置厨单打印，服务员按单、按服务项提成,实现电脑一体化管理。 
 
高深收款机的软硬件基础是电脑，同时加配收款机专用的硬件和软件，继承了传统数字收

款机录入方便、操作简单、性能可靠等优点，同时又具有计算机的优点：纯中文界面、管理容易、

维护简单、适合中国国情，收款人员稍进行简单培训后即可使用。高深收款机的系统性能可归结

如下： 
·纯中文操作，所有操作都在提示下进行，遇到问题可随时调用提示。 
·大容量存储器，50万次交易的流水账存于机内，可随时复审、核查、打印。 
·同一销售品种可同时用名称、小分类、部门、编号、条形码等方法录入。 
·断电保护：所有数据自动存储（5000小时），保证数据不丢失。 
·管理功能：加收、折扣、特价、会员价、留单、查单、库存管理、清机报告等。 
·可随时查看或打印小分类报告、部门报告、收款机报告、财政报告、服务员报告等。 
·32种货币自动换算，双币计价，适合兼收人民币、港币场合。 
·可在多台打印机出厨单，同时保证厨单准时、准确、按条件分开打印。 

  MCS-938系列收款机基于Windows平台，是专门针对零售业、饮食业、批发企业、服装业
及其连锁店的工作模式进行设计；分为前台销售管理与后台总仓管理两部分，对于服装业还具有

分色、分码等特色。 
 
  前台销售管理由密码和钥匙双重控制使用权限，钥匙位分为五级：暂停、收款、查询、清机、

编程。可连接条形码、刷卡槽、电子秤等辅助输入设备，能控制钱箱开启，支持多币种收款，具

有改错、退数、修改帐单等功能。可方便按各种要求组合查询流水帐明细、商品统计报表、部门

统计报表、收款员统计报表、供应商统计报表、顾客统计报表、时间段统计报表、服务员报表等。

库存录入有按单入仓、总仓配送、分店之间调拨等方式，能生成进销存报表。 
本帮助分为收款、查询、清机、编程四部分，有关系统的编程、体系结构由此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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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收款 
把钥匙转到暂停位，退出收款，系统转到暂

停状态。在暂停状态下，只能浏览帮助，或退出

系统，关闭收款机。屏幕显示如右图： 
选择[帮助]，屏幕弹出本帮助内容。 
选择[登录]，转换收款员。 
选择[关机]，屏幕显示如下： 
 

①选择[确定]，退出收款系统及Windows操作平台，关闭收款机。 
②选择[取消]，不退出收款系统，屏幕同上右显示。 
按[Esc]或[清除]键，屏幕弹出菜单，内容同上 
 
 
单击鼠标右键弹出活动菜单,选择退出, 屏幕显示如下：: 
①选择[是(Y)]，退出收款系统及
Windows操作平台， 
关闭收款机。 
②选择[否(N)]，退出收款系统，
返回Windows 
操作平台。 
③选择[取消]，不退出收款系统，屏幕同上显示。 
按[Esc]或[清除]键，屏幕弹出菜单，内容同上。 
 
 
 

用户登录 

  启动系统，点击[登录]，屏幕显
示如右： 
 
     在用户栏输入用户代码，例如
GAO，在口令栏输入此用户的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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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口令，不要输入），按[确认]。用户与口令不符，屏幕提示“非法用户，请重新输入”。系统
给予三次机会输入用户与口令，如果第四次还是用户与口令不符，则自动用户登录；若需要继续

登录，请重新点击[登录]，输入正确的用户与口令。用户登录成功后，在 D区当前收款员栏显示

当前收款员编码。 

 

 

 

收 款 
 

  MCS938 收款机继承了数字收

款机的传统，录入方式有键位录入、

编码录入、条形码录入等，具有改

错、退数、加收、折扣、留单、自

动找赎等功能。屏幕示意图如右： 

 

 

 

幕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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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编码 

    代表商品的的编号，一般按商品的分类由收款系统对商品进行自动编码。MCS938 收款机可

以接受 1——15位的编码（即编码可以是 1位也可以是 15位），在编码中可以混合使用数字和字

母。为了方便记忆和提高输入速度，我们建议商品编码尽量控制在 5 位以内，最多不要超过 6

位，并且不要使用字母，因为在键盘上字母和数字不在同一区上不便于提高收款速度。 

 

在服装系列中商品编码=款式编码＋颜色编码＋尺寸编码。一般情况下，款式编码为 4位，

颜色和尺码编码都为 2位，因此商品编码为 8位。例如：1234代表款式“鹿牌衬衣”，02代表颜 

 

收款方法 

MCS-938收款机和 MCS928、一般的数字收款机一样按以下的顺序进行收款 

 

    数量——>单价——>编号 

也就是先输入数量按[数量键]、再输入单价按[单价键]、最后输入商品编码按[小分类编号

键]。 

在以上输入中包含以下默认： 

1． 数量为 1时不用输入数量 

2． 单价为系统内定单价时不用输入单价 

3． 数量和单价可以有小数 

4． 以“0”开始的数量表示整张销售单的数量和金额均按此倍数改变。如： 

        02+ 数量----整张单的数量加一倍 

0.1+数量----整张单的数量加一倍乘以 0.1 

5． 数量小于 1的，用“.”+数字输入 如： 

   0.12+数量   改为 .12 +数量 

0. 012+数量  改为 .012+数量 

6． 整张单的数量倍数(0+数量)输入有错可以输入 01+数量 来更正。 

 

重复以上步骤输入所有商品后，按[结束键]可以完成本次交易（即结帐、买单），或先输入

数量再按[结束]键，显示找赎提示，即可完成本次交易。 

 

键盘上的一个键代表了一种常用的商品，直接按键盘的一个键，可录入一种商品。键位表示的商

品在编程位定义。例如：F5键表示 80元的“白色大码鹿牌衬衣”： 

  ①直接按 F5键，录入一条记录（在 B区窗口可看到）：1件售价为 80元的“白色大码鹿牌

衬衣”。 

  ②依次按键：2＝》数量＝》F5，表示录入 2件售价为 80元的“白色大码鹿牌衬衣”。 

  ③依次按键：75.6＝》单价＝》F5，表示录入 1件售价为 75.6元的“白色大码鹿牌衬衣”。 

  ④依次按键：2＝》数量＝》75.5＝》单价＝》F5，表示录入 2件售价为 75.5元的“白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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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鹿牌衬衣”。 

编码录入 

  键入商品编码，按 PLU（小分类编号）键，录入编码代表的商品。例如：1234代表鹿牌衬衣，

售价 80元 

  ①1234＝》PLU键，表示录入 1件 80元的“鹿牌衬衣”。 

  ②3＝》数量＝》1234＝》PLU键，表示录入 3件 80元的“鹿牌衬衣”。 

  ③75.5＝》单价＝》1234＝》PLU键，表示录入 1件 75.5元的“鹿牌衬衣”。 

    ④3＝》数量＝》75.5＝》单价＝》1234＝》PLU键，表示录入 3件 75.5元的“鹿牌衬衣”。 

条形码录入 

  用条形码扫描器对准商品上的条形码，收款机会自动把条形码图案翻译成商品信息。例如扫

描器对准 80元商品“鹿牌衬衣”上的条形码： 

  ①直接扫描“鹿牌衬衣”上的条形码，表示录入 1件 80元的“鹿牌衬衣”。 

  ②3＝》数量＝》扫描条形码，表示录入 3件 80元的“鹿牌衬衣”。 

  ③75.5＝》单价＝》扫描条形码，表示录入 1件 75.5元的“大码鹿牌衬衣”。 

  ④3＝》数量＝》75.5＝》单价＝》扫描条形码，表示录入 3件 75.5元的“鹿牌衬衣”。 

功能键 

    收款机的键盘一般采用大家熟悉的 PC标准键盘，以方便维护。在键盘上定义了一些功能键

和常用商品名称，在一般情况 PC的标准键盘的右边部分被定义成：清除、数量、单价、PLU、退

数、改错、加收、折扣、暂计/台号、留单、左↑、左↓、↑柜组、↓员工、结帐、F1、Esc 等

键。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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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把刚刚键入的数字作废，输入框清空。输入框为空时，按清除，弹出功能菜单。 

数量：在录入商品编码之前使用，方法是先键入数字，再按数量键，例如：3＝》数量，表示将

录入 3个数量的商品。如果在录入商品编码之前未输入数量，表示数量为１。 

单价：在录入商品编码之前使用，方法是先键入数字，再按单价键，例如：75.5＝》单价，表示

将录入的商品单价为 75.50元。如果在录入商品编码之前未输入单价，表示按预定的单价销售。 

PLU：商品编码键，方法是先键入编码，再按 PLU。例如“鹿牌衬衣”的编码为 1234：依次键入

1234＝》PLU，录入“白色大码鹿牌衬衣”。 

退数：顾客支付了帐单后，要求退货，使用退数功能。 

废单：把当前未结帐的单作废，叫废单。按 1-》再按[退数]实现废单功能。 

改错：修改已经录入但未结帐的单，详见改错功能。 

加收：对当前帐单进行加收服务费等，使用加收功能。 

折扣：对当前帐单打折，使用折扣功能。 

暂计/台号（顾客）：此键有 3重意义： 

①直接按此键表示对整张帐单进行暂计，如果接着进行加收或折扣，则表示对整张帐单都进

行加收或折扣。 

②数字=》暂计/台号，表示录入帐单的顾客号,主要用于留单。 

③“.”+数字=》暂计/台号，表示录入帐单的台号,主要用于留单 

留单：有时收款员录完帐单，而顾客由于某些原因，例如临时需

要再买其它东西，要求迟些支付帐单时，使用留单功能。 

左↑：帐单表（B区）的当前记录向上移动。 

左↓：帐单表（B区）的当前记录向下移动。 

↑帮助：帮助键是一个万能键，很多不便分配一个独立功能键的

功能就要用帮助键来实现。 

以下是有关帮助键的使用方法 

1、直接按帮助键: 显示鼠标右键菜单(如右图所示)。 

2、1+帮助键: 转换币种 

3、2+帮助键:商品查询 

4、3+帮助键:库存查询 

5、4+帮助键:帐单查询 

6、5+帮助键:显示留单 

7、6+帮助键:出长价销售 

8、7+帮助键:大包装销售 

9、8+帮助键:出票/不出票 

10、 9+帮助键:修改当班帐单 

11、 10+帮助键:从总仓下载数据 

12、 11+帮助键:下载基本资料 

13、 12+帮助键:输入储备金 

14、 13+帮助键:销售磁卡 

15、 14+帮助键:修改磁卡 

16、 15+帮助键:车号牌字 

17、 16+帮助键:预打印帐单 

18、 17+帮助键:快餐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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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8+帮助键:开始帐单累计 

20、 19+帮助键:改帐单小分类名 

21、 20+帮助键:授权收款员 

22、 21+帮助键:添加赠券 

23、 22+帮助键:物品出租 

24、 23+帮助键:输入最低消费 

25、 24+帮助键:免加收 

26、 25+帮助键:免折扣 

27、 26+帮助键:免税金 

28、 27+帮助键:弹出 IC卡 

29、 28+帮助键:储值卡转帐 

 

  帮助功能的增加、减少与你的所购买的版本有关，随着版本的提高、帮助的功能会增加。 

 

↓员工、柜组：录入当前员工。 

   1、“。”+数字+“↓”键：输入柜组号 

  2、数字+“↓”键：输入服务员号，服务员号在同一帐单里可以有多个服务员，也就是说没

一项消费项目可以有一个服务员。在默认情况下，每添加一条记录，它就取当前服务员为本记录

的服务员。因此在输入项目前应先输入服务员号。查看每条记录的服务员可以用“左↑”或“左

↓”来移动显示每一条记录的服务员。 

结帐：顾客支付帐单时使用结帐功能。 

F1：帮助。 

Esc：此键在左上角，按 Esc键（或鼠标右键），屏幕弹出菜单，可通过上下键（或移动鼠标）选

择菜单，按 Enter键（或鼠标左键），选择需要做的工作。 

改错 

  按输入的数量和单价修改帐单的当前记录。例如：①把当前记录的数量改为 3：3＝》数量

＝》改错；②把当前记录的单价改为 75元：75＝》单价＝》改错；③把当前记录的数量改为 3，

单价改为 75元：3＝》数量＝》75＝》单价＝》改错。 

  删除当前记录：     1=》改错。 

退数、废单 

  在录入商品之前如果先按退数键，表示此次录入为退货，录入的商品数量、金额为负数。例

如退编码为 1234的商品“鹿牌衬衣”2件：退数＝》2=》数量=》1234＝》PLU。 

如果把刚刚录入还未结帐的当前帐单作废，操作：1＝》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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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收、折扣 

加收服务费等，操作：数字=》加收。加收有两种方式： 

① 按比率加收，例如 10=》加收，表示对帐单的当前记录加收 10%；暂计=》10=》加收，表

示对整张帐单加收 10%。 

② 直接加收金额，例如 5=》加收，表示对当前记录加收 5元。采用按比率加收或直接加收

金额由状态字决定。 

 

对顾客购买商品打折，操作：数字=》折扣。折扣有两种方式： 

① 按比率折扣，例如 90=》折扣，表示对帐单的当前记录折扣 10%，即 9折；暂计=》90=》

折扣，表示对整张帐单折扣 10%，打 9折。 

② 直接折扣金额，例如 5=》折扣，表示对当前记录折扣 5元，即减 5元。采用按比率折扣

或直接折扣金额由状态字决定。 

留单 

直接按此键，可以暂时把当前帐单保存，放在一边，以后再处理此单，收款机接着处理下

一张单，注意：之前必须先录入台号（顾客号）。例如录完帐单后，顾客提出迟些再支付帐单： 

存留单的方法步骤： 

①输入台号，例如 10=》暂计/台号； 

②按留单键； 

③B区的当前帐单自动清空。 

  取留单的方法步骤： 

数字=》留单，取出以前保存的帐单。例如 10=》暂计/台号，把上面例子中保存的帐单取出，

显示在 B区。 

或直接按[留单]键，弹出一个“显示留单”窗口，通过移埽[留单]键旁的上下键头，选择

留单号，按[结束]键取出光标所指行的留单。 

结帐 

  收款员录完当前

帐单后，顾客以当前

币种支付帐单。 

如果顾客不是以当前

币种支付帐单，请现

在就转换币种。 

直接按此键，不显示

找赎； 

  数字=》结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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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找赎，注意：一般是以分为输入单位，例如收到 100元，100=》结帐； 

如果输入的金额不够，屏幕显示如下： 

 

左边窗口表示帐单支付过程：应收 640元，消费卡支付 300元，代用券 200元，共收到 500

元，还缺 140元。 

1. 按[不结帐]，放弃结帐，返回当前帐单； 

2. 按[改币种]，转换币种； 

3. 按[人民币]（或其它币种名称），以此币种支付余额。 

 

商品查询 
 

进入商品查询系统先弹出如右图所示的窗

口，进行简单的查询可在条件输入框中输入商品的

编码或名称或条码，它可以根据你输入的内容查询

出你所需要的商品。 

如果简单查询不能满足你的需要可按 F2或用

鼠标单击多条件查询按钮进入多条件查询方。 

界面如下图所示： 

  可按编码、名称、单价、部门、货架号等条件

进行复合查询，例如查询编码为 11开头，单价在 80元至 100元之间的款式： 

  ①用鼠标左键单击“按编码”，使“按编码”左边√，右边输入窗由银灰色变为白色，然后

在第一个输入窗输入 11； 

 

  ②用鼠标左键单击“按

单价”，使“按单价”左边√，

左边输入窗由银灰色变为白

色，然后在第一个输入窗输

入 80，第二个输入窗输入

100，见右图： 

  ③按[刷新]，屏幕由“查

询条件”页面自动转到“数

据浏览”页面，并显示查询

结果，合计栏显示符合查询

条件的记录个数，见下图： 

 

 

按[打印]预览显示打印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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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送服务器]，把查询结果送到后端服务器。 

按“查询条件”回到“查询条件”页面，可重新输入查询条件进行查询。 

有些内容请参考注意事项。 

按[退出]退出商品查询。 

 

查询注意事项 

查询界面一般分为“查询条件”和“数据浏览”两个页面。 

在“查询条件”页面，可用鼠标左键单击□{选择项}，切换是否按选择项目作为查询条件进行查

询。 

选择{按编码}时，如果只输入右边的第一个输入窗，则按编码的开头字母匹配查询条件，例如

21，则 2100符合查询条件，而 1210不符合查询条件；如果右边的两个输入窗都输入了数据，则

按编码范围（大于等于第一个而小于等于第二个）匹配查询条件。 

选择{按名称}时，是包含查询，例如“针织”，则“针织披肩”、“男式针织背心”等所有名称中

包含“针织”两字的都符合查询条件。 

 

对其它查询选择项，如果只有一个输入窗，则匹配开头字母；如果有两个输入窗，则查询条件是

大于等于第一个数字而小于等于第二个数字。 

{分单查询}表示一张单一张单地显示查询结果；{累总查询}表示按编码统计显示查询结果。 

{在历史库中查询}选项表示需查询的数据已经转入历史库中。 

可参阅商品查询例子。 

 

打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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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屏幕上显示打印内容。示意图如下： 

 
 
 
 
 

显示留单 

 
  按[显示留单]，屏幕弹出窗

口： 

 

选择留单项目，按[取单]，屏幕 B

区显示留单的内容。 

 

 

 

 

转换币种 

  选择[转换币种]，屏幕

显示如右： 

 

用鼠标选中币种（变为

当前记录），按[确认]退出选

择收款币种，D区的当前币

种栏相应地改变为你所选择

的币种；如果按[取消]，不

改变当前收款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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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不出票 

  出票表示打印帐单，不出票表示不打印帐单。选择[出票/不出票]，屏幕显示如下： 

 

按[是(Y)]，选择出票，打印帐单，在 D区是

否打印帐单栏显示出票； 

按[否(N)]，不打印帐单，在 D区显示不出票；

按[取消]，不改变当前状态。亦可直接用鼠标

左键，单击 D区是否出票栏，切换打印帐单与

否。 

出厂价销售 

  表示按低于零售价的出厂价格销售商品。选择[出厂价销售]，屏幕显示如下： 

 

按[是(Y)]，选择按出厂价销售商品，在 D区

右下角显示“出厂价”；按[否(N)]，选择按零

售价销售商品，在 D区右下角显示零售价；按

[取消]，不改变当前状态。 

大包装销售 

  表示不是按最小单位销售商品，而是按大包装打包销售商品。例如一条香烟有 10包，零售

是以包为单位，而大包装销售是以条为单位。大包装价格可能低于零售价，例如一包烟零售 10

元，一条烟共 10包，可能只售 90元，而不是 100元。选择[出厂价销售]，屏幕显示如下： 

 

按[是(Y)]，选择按大包装销售商品，在 D区右

下角显示“大包装”；按[否(N)]，选择按零售价

销售商品，在 D区右下角显示零售价；按[取消]，

不改变当前状态。 

 

后仓补前仓 



MCS938使用说明                                                （C）广州高深商电子技术公司 

 14

  只适用于服务销售。库存分为前仓库存和后仓库存，前台销售减前仓库存，入库或总仓配送

加后仓库存，所有前仓库存都由后仓补充。选择[后仓补前仓]，屏幕显示如下： 

 

表格的第一列，表示是否补前仓，可用鼠标左键双击，或按[Enter]键切换是与否。 

表格的第二列，表示补前仓的数量，系统根据前仓的库存、需求及后仓库存情况自动算出补前仓

数；可用鼠标左键双击，或按[Enter]键弹出输入窗口，修改补前仓数。 

屏幕底部的“合计”表示补前仓的记录数，“补前仓数”表示补前仓的合计数。 

[暂存]表示保存刚才所做的修改。 

[刷新]表示让系统重新计算补前仓数。 

[补仓]表示执行后仓补前仓的工作。 

[退出]表示退出后仓补前仓。 

总仓配送 

  针对连锁店管理而设计。总仓库存配送分店，分店下载总仓配送的数据，并加到分店后仓库

存。选择[从总仓下载数据]，屏幕显示如下： 

 

表格的第一列，表示是否接受配送，可用鼠标左键双击，或按[Enter]键切换是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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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底部的“合计”表示接受配送的记录数，“配送数量”表示接受配送的合计数。 

[暂存]表示保存刚才所做的修改。 

 

[刷新]表示让系统重新检查总仓配送给分店的数据。 

[配送]表示分店接受总仓配送的库存。 

[退出]表示退出从总仓下载数据。 

修改当班帐单 

  选择[修改当班帐单]，屏幕显示如下： 

 

 

输入当班帐单的单号（注意：是累计单号，而

不是当班单号），例如 1618，按[Cancel]，取

消修改帐单；按[OK]，屏幕显示如右： 

按[是(Y)]，系统取出帐单，屏幕 B区显示帐单

内容；按[否(N)]，取消修改帐单。 

打印设置 

  设置打印状态，例如打印机名称、属性、纸张大小、方向等。选择[打印设置]，屏幕显示如

下： 

 

在名称栏可以指定打印机型号、位

置，在纸张栏可以选择纸张大小，

一般选用 80列打印纸（Letter 8 

1/2×11英寸）或 A4纸（210×297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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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班查询 

  收款机采用图形界面，鼠标操作，简单直观。把钥匙转到查询位，屏幕显示如下（注：可能

版本不同，显示内容有所不同）： 
 
 
 
“当班查询”查询当班（清

机前）的流水帐、支付过

程、小分类统计等。 
 
 
 
 
 
 

当班小分类统计 

  选择[当班小分类统

计]，屏幕显示当班报表如下： 

 “当班小分类统计”可按

单号、名称、编码、数量

等查询条件进行查询。具

体操作：点击“当班小分

类统计”，选择查询条件，

并按刷新即可显示当班流

水帐。有些内容请参考编

程位的资料查询部分的阐

述。择（用鼠标左键单击）

需要修改的下限或前仓需

求，按[Enter]，或双击，

进行修改下限或前仓需

求。 

选择（用鼠标左键单击）

需要修改的货架号，按

[Enter]，或双击，进行修

改货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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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帐查询 

把钥匙转到查询位，选择[总

帐查询]，屏幕显示如下： 

 

 “总帐查询”查询非当班（清机后）

的流水帐、支付过程、小分类统计

等。 

库存查询 

  把钥匙转到查询位，选择[库存

查询]，屏幕显示如右： 

 

“库存查询”查询库存情况、入库

情况、修改货架号等。 

 

修改库存下

限 

  库存下限是当

库存低于期望值

时，提醒用户需要

进仓补货；前仓需

求是在正常情况下

前仓理论上要求摆

放的库存。选择[修

改库存下限]，可以

修改库存下限和前

仓需求。屏幕显示

如右： 

修改完后，敬请按

[保存]，如果不想修改，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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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走势 

  “销售走势”用

图形显示销售的历

史情况。把钥匙转到

查询位，选择[销售

走势]，屏幕显示如

下： 

  （1）按清机班次：

按清机班次查询统

计历史销售记录，并

以班次为横坐标，数

量、金额为纵坐标图

形显示结果。 

  （2）按清机日期：

按清机日期查询统

计历史销售记录，并

以班次为横坐标，数

量、金额为纵坐标图形显示结果。 

  （3）按月份查询：按清机月份统计历史销售记录，并以月份为横坐标，数量、金额为纵坐标

图形显示结果如下所示： 

签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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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单管理主要负责

签单查询、支付签单

及其查询。另外，也

提供各种磁卡相关

资料的查询。 
 
具体操作同当班查

询相类似。 
 
 
 
 
 
 
 

清 机 
  商场销售一般分班工作，有些一天一班，有些一天二班（中班、晚班），有些一天三班（早

班、中班、晚班），各个地方情况有些不同，但都有交班工作。清机就是解决交班问题，其作用： 

 

把这一班的销售进行统计分

析，生成并打印各种统计报

表，方便把帐务交到财务； 

分析销售数据，为商场进销存

提供依据； 

清空当前帐本，为下一班工作

提供准备。 

 

  把钥匙转到清机位，屏幕

显示如右： 

 

按[清机]，屏幕提示“是

否开始清机？”，按[是(Y)]，

开始清机；按[否(N)]，不进行清机，屏幕返回上图。清机统计完毕后，屏幕提示“统计完毕！

是否备份数据？”，按[是(Y)]，开始备份数据；按[否(N)]，不备份数据，屏幕提示“清机完毕”。

备份数据可能需要几分钟，其作用是把以前的数据全部进行备份，以防数据万一损坏时可以恢复。

清机完毕后，把钥匙转回收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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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机过程： 

打印当班统计报表（可在状态字 1中设置）； 

先后把当班款式报表、颜色报表、尺码报表、商品报表、部门报表、收款员报表、币种报表、时

间段报表、顾客报表、供应商报表转入相应库中； 

清空当班流水帐； 

清机班次加 1； 

当班流水帐单号回 1； 

如果是联网，把当班商品报表、部门报表、币种报表、时间段报表、收款员报表、顾客报表、供

应商报表、款式报表、颜色报表、尺码报表、销售流水帐、支付流水帐、当前库存传到服务器； 

可选择地备份数据库。 

 

注意事项： 

数据传送是以 Dbase数据库文件格式进行； 

是否传送以上数据到服务器由状态字 2决定：是否联网、清机时向服务器传送数据； 

传送时是否覆盖服务器的文件由状态字 2决定：是否覆盖服务器的销售数据； 

传送的数据是否包含名称（不含名称时文件较小）由状态字 2决定，一般情况下采用包含名称：

清机传送的销售数据含名称； 

传送路径由状态字 1决定：联网路径（发送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