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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位 
  编程是收款管理系统的最高权限。在编程位，可以查询、编辑基本资料，备份、恢复数据，

输入、查询库存，生成进销存报表，修改系统运行状态等工作。 

资料查询 

把钥匙转到编程位，屏幕显示如下： 

 

在资料查询页中你可以进行有关基本资料的查询，它包括部门、小分类、收款员、币种、

顾客、供应商、服务员、柜组、辅助码等。 

在系统中有关查询模块的使用方法基本是一致的，你只要掌握了其中的一种你就可以使用

系统的大部分查询了。下面以小分类资料的查询说明查询模块的使用方法。 

 

进入查询窗口后，屏幕如下图所示，在窗口中它有两页，查询条件页和数据浏览页。在查

询条件页你可以设定查询条件、如何查询、查询的结果包括那些内容、查询结果的排列顺序、查

询结果是否需要按某一类别进行累总，查询的条件和结果都可以按你的意愿保存。查询结果也可

以以你所需要的列和列的宽度进行打印和打印预览。 

 

1、 打印条件的设定：在查询条件页的表格中前 5列是专门用来设定查询条件的，它们分别

是查询、名称、条件一、关系、条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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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栏：只有两种选择 ’×’ 和’√’。单击该单元弹出下拉菜单，用鼠标选择；双击则会改
变’×’.和’√’。只有该选择是’√’时，查询条件才起作用。 

 

 

 

 

 

 

 

名称栏：指明查询时显示的名称。 

 条件一、条件二栏：是该行的两个查询条件，如果只有一个条件时

应该只填条件一。 

 关系栏：它说明条件一和条件二之间的关系，有 4种不同的选择：

‘至’、‘或’、‘非’、‘集’。  

a. 选择‘至’、‘或’ 它们的关系是相当明确的 

b. 选择‘非’时是指查询结果小于条件一而大于条件二。 

c. 选择‘集’时查询的条件是一个集合，在图示的说明框内可以输入
有关的条件。如我们要查询 1000、3102、2017、6781、6613、9912、1899这几个小分类编号

时，我们可以设定小分类的查询为’√’，关系为‘集’，在集合输入框内输入 1000、3102、2017、

6781、6613、9912、1899即可。          

单击选择’×’.’√’

双击改变’×’.’√’

集合查询时在此框输入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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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每一编号一行不要加标点符号，如下图所示： 

 

 

当所有的条件全部输入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刷新按钮，刷新查询结果如上图所示： 

 

 

 查询结果可以通过拖动水平或垂直滚动条来查看你想要的内容。如果结果太多，你可以回到

查询条件页，输入更多的条件再刷新，使结果减少到你能接受的程度。此时查询条件和结果你

都可以使用存结果和存条件按钮进行保存，如要打印则可以用打印按钮将结果打印出来。 

 

 2、查询结果的排列：有时我们需要对查询的结果进行某种排序，以利于我们对结果进行判

断。如对销售额的排列，想知道哪一种商品销售多时，通常对销售额进行从大到小的排列，反之

想知道哪种商品不好销时需要从小到大的排列，前者称之为降序排列，后者为升序排列。在查询

时要对结果进行排序，先选定要排序的字段，按升序或降序按钮，在排序框内将显示各字段的排

序情况。如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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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查询结果累总：在很多的查询中需要用到累总。如

流水帐、销售报告等，如果不选择累总，查询的结果是每发

生一笔记录都会在结果中占一行。如在销售流水帐中同一小

分类可能在结果中出现很多行。这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要的，

如我们想要的是小分类累总数，就可以选择按小分类进行累

总。操作如下： 

a. 在查询表中选择要累总的字段 

b. 按累总按钮 

c. 如要删除，在累总排序框中双击该行或选中该行按删除
按钮。 

 

 

 

 

 

 

 

 

 

 

 

4、查询结果的显示与打印：在查询表中与结果的显示和打印有关的栏有 6个，它们分别是：

统计、宽度、排列、打印、标题、打印格式。如下图： 

 

统计：如右图所示有 2种选择‘合计’和‘平均’。与查询、关系栏的操作一样可以通

过双击轮回选择，也可以单击弹出下拉菜单选中。 

 

宽度：指定该字段在查询结果中的打印和显示（状态字设定）宽度，该数值变大时显示和打印该

列的宽度相应变宽。 

排列：该列的数字决定各字段在查询结果中的排列顺序，数字小的排列在结果的左边。 

排序、累总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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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有 2种选择’×’.和’√’,只有选择’√’时，该列才会被显示或打印出来。它的操作方法与查
询、关系、统计栏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 

 

 

标题：有 2种选择’×’.和’√’，选择’√’
时该列显示在表头，明细部分不再显示。

如右图所示：选择部门显示在表头时的

结果。 

 

 

 

 

 

 

 

打印格式：是指显示和打印记录内容的格式，如小数点位数、左边对齐、右边对齐、中间对齐等。

本列的内容只对与数值和日期有关的字段起作用，以下是常用格式。 

  #0.00             ——2位小数、右对齐 

  #0.000            ——3位小数、右对齐 

  yyyy-mm-dd       ——日期按年月日格式 

  dd-mm-yyyy       ——日期按日月年格式 

  yyyy年 mm月 dd日——日期按中文年月日格式 

注意事项：要使显示和打印格式起作用，则必须在刷新前保存查询

条件 

为方便操作，查询模块的大部分

操作也可以通过按鼠标右键弹出菜

单来操作，在模块中的两个弹出菜单

如下所示： 

 

 

 

 

 

 

 

   查询条件页右键弹出菜单                                 

数据浏览页右键弹出菜单 

 

 

 

部门显示在表头（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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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基本资料 

  把钥匙转到编程位，选择[定义基本资料]，屏幕显示如下： 

 

  进入资料定义后视乎你的权限和系统版本的不同，会显示上图所示的屏幕。各资料的定义界

面和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在一般情况下，进入某一资料定义后，先显示该资料的全部内容，此

时的界面是一个直读的浏览界面,要进行其他操作应按相应的按钮，以下分别说明它们的作用： 

  增加：增加一条记录，窗口进入增加/修改界面，按要求填入各项内容按“增加”按钮可保

存数据，“取消”按钮放弃增加。 

  修改：修改一条记录，窗口进入增加/修改界面，修改你要改的项目，按“修改”按钮保存，

按“取消” 

  查询：为了便于查找你想要修改的记录，应该使用查询，它的使用方法与该资料的查询一样，

退出查询时，记录定位于查询到的记录。 

  过滤：它的作用与查询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结果只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记录。 

  导入：为方便与其他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可以从其他的系统或本系统的其他机器中导入相关

的资料。 

  另存：为其他系统或其他机器准备一份数据，或将本资料以文件的格式保存一份。 

  打印：打印一份你所查到或看到的数据 

退出：退出本资料的定义。 

此外，在定义资料中还有如图所示的工具条。 

 

它的作用主要是用于移动记录和删除记录。要删除一条记录时把光标移动到要删除的记录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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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就可以了。 

定义部门 

  选择[定义部门]，屏幕显示如下： 
按增加或修改按钮新增、修改一个部门如

下图所示： 

 

 

 

增

加    

修

改                                                         

增

加 

 

 

 

 

 

 

 

 

 

查询：与资料的查询相同。 

（拖动是指按下鼠标左键

移动鼠标） 

拖动此分隔条可改

变编辑框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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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与资料的查询相同但不能打印。 

导入：与下载数据相同。 

另存：与下载数据相反，把数据另存为一个文件，文件名和路径都可以由使用者自定。此功能一

般用于备份数据或为服务器提供数据。 

 以上几个按钮存在于定义资料的各个模块它们的操作是完全相同的，请各用户留意。 

 

 

注意事项： 

 

    编码不能重复，否则在保存时提示出错，不能保存数据。 

    定义完部门后，敬请按[保存]。 

    放弃刚才的修改，按[放弃]。 

    加折率表示销售时自动按部门加收(+)或折扣(-)。 

    开始时间表示自动按部门加收折扣的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表示自动按部门加收折扣的结束时间。 

    税率适合于港澳地区，表示自动按部门计算税率，并加到帐单上。 

定义编码规则 

  在新增小分类资料或款式资料时，系统能自动对小分类进行编码，编码规则在此定义。选择

[编码规则]，屏幕显示如下： 

注意事项： 

    小分类或款式一般是按部门进行分类编码，在规则库中，包含部门、编码范围（开始编码至

结束编码）等信息。 

一个部门可以包括多个编码范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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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编码不应小于本段的开始编码。 

定义完规则后，敬请按[保存]。 

放弃刚才的修改，按[放弃]。 

 

定义款式 

  款式定义用于分色分码的商品，如服装、鞋帽等。在 MCS系列收款机里款色的定义等同于小

分类资料，只不过应该在小分类资料的属性里标上分色分码而已。详细的介绍见小分类资料。 

 

定义小分类 

  小分类在 MCS938系统中，是商品的最小划分，每一小分类代表着商品的一个单品，在一般

情况下一种商品只有一个小分类编号。在新增小分类资料时，如果存在编码规则库，系统能自动

对小分类进行编码。选择[定义小分类]，屏幕显示如下：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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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类一般是按部门进行分类编码的，新增小分类时，先输入部门编码，系统自动按编码规

则给出小分类编码。 

  编码不能重复，否则在保存时提示出错，不能保存数据。 

商品有单价、批发价、大包装价三种价格。单价是零售价，批发价一般比零售价稍低，而大包装

价不是单个商品的售价，是整包商品的售价，可能比（零售价×包装数量）稍低。例如一包手套

10双（包装数量），零售价 10元，出厂价 8元，大包装价 90元。 

  除大包装价外、其它单价以最小零售单位计价。 

  在定义小分类资料时，供应商和进价可以先不输入，这两项可以在采购进货时自动填入。 

有关小分类的几个属性： 

  分色分码：表明此小分类是一种款色（用于服装、鞋帽等） 

有库存： 标识小分类有库存，一些小分类如加工费、服务费、餐厅里的菜品等，它们是无

库存的。为了防止它们在销售统计后库存出现负数，应将此小分类标为无库存。 

有批次： 专为处理商品的有效期而设。 

处方药： 用于药店，表明该项目是处方药以提醒收款员。 

组合商品：表明该商品是组合商品。每销售一件该商品，相应地会扣减组成该小分类的所有

商品。它于组合商品资料有关。 

计重商品：标明该小分类是条形码计价秤打印出来的商品。 

定义好小分类资料后，请按增加[保存]。 

放弃刚才的修改，按[放弃]。 

如要删除请按‘-’  
 

与其他定义资料一样可以使用[查询]、[过滤]、[导入]、[另存]、和[打印]按钮进行相关操作。 

有别于其它的资料定义。小分类定义有另外两个按钮“查找”和“分部门打印”，它们分别

用于快速查找和分部门打印小分类资料。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还可以用“定义详细商品”，一次过输入商品的资料、期初余额、

多条码、以及其它的相关数据，而不用在几个窗口之间不断地切换。在定义小分类资料的条形码

时。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1、如果条形码的前面是以“0”开头的，如果你是用条形码扫描器读入的，有可能删除带前

的“0”，有这种忽略，有可能导致条形码不可用。此时要在扫描完毕后补“0”。 

2、同一商品有多个条码时，可在“辅助编码”或在“详细商品”里输入。此时的条形码将

被当作辅助编码输入。 

  尽管在小分类资料里也可以修改零售价，如果你用的是零售价核算的话，修改零售价时千万

不要在小分类资料中修改，而应该在其它处理的修改单价中进行处理。 

  如果新增小分类时用的是自动编码，如果你不满意系统给出的编码，你可以输入你自己的编

码，如要改变自动编码值可修改在编码规则中相应部门的当前编码值。但该值不能小于该行的起

始编码。 

 

  定义详细商品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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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收款员 

所有使用系统的人员都必须在收款员资料库中定义，不同收款员有不同的使用系统权限。整

个系统分为四个使用权限：收款权限、查询权限、清机权限、编程权限，只有具有相应的权限，

才能使用对应的系统功能，例如只有具有清机权限的收款员才能清机。选择[定义收款员]，屏幕

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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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口令区分大小写，例如 GAO与 gao是不同的，但用户代码不分大小写，修改密码时要求校验。 

编码不能重复，否则在保存时提示出错，不能保存数据。 

切换是否具有使用权限，可用鼠标左键单击权限。方框(□)内有勾(√)表示具有权限。 

定义完收款员后，敬请按[保存]。 

放弃刚才的修改，按[放弃]。 

如要删除请按‘-’  
重要提示：在任何情况下至少有一个用户拥有“收款”和“编程”权限，否则系统将被锁死。 

与其他定义资料一样可以使用[查询]、[过滤]、[导入]、[另存]、和[打印]按钮进行相关操作。 

定义币种 

  系统可多币种收款，自动计算汇率。汇率的计算单位在状态字中定义，例如 100，则币种汇

率是与 100进行交换的数，例如代用券 100，港币 103。选择[定义币种]，屏幕显示如下： 

 

注意事项： 

 

币种名称不能重复，否则在保存时提示出错，不能保存数据。 

本币的币种号应该是 1，并且要在状态字设置中的收款 1“25基本币中名称”栏上填上本币的名

称。 

定义完币种后，敬请按[保存]。 

放弃刚才的修改，按[放弃]。 

如要删除请按‘-’  
与其他定义资料一样可以使用[查询]、[过滤]、[导入]、[另存]、和[打印]按钮进行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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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顾客 

系统可针对不同顾客给予不同的优费政策，自动计算加收折扣。加收折扣率在类别中定义。 

选择[定义顾客]，屏幕显示如下： 

在营业中经常要对顾客进行销售统计和应收账款的管理，为实现统计、优惠、和应收账款的管理，

系统中一定要定义顾客。 

 

注意事项： 

 

编码不能重复，否则在保存时提示出错，不能保存数据。 

有效日期是指自动对顾客进行加收折扣的使用期限。 

有效与无效指是否自动对顾客进行加收折扣。 

定义完顾客后，敬请按[保存]。 

放弃刚才的修改，按[放弃]。 

如要删除请按‘-’  
与其他定义资料一样可以使用[查询]、[过滤]、[导入]、[另存]、和[打印]按钮进行相关操作。 

定义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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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小分类对应一个供应商，为了统计各供应商的商品销售情况和对供应商的应付账款，

必须为每一个供应商建立档案。选择[定义供应商]，屏幕显示如下： 

 

注意事项： 

编码不能重复，否则在保存时提示出错，不能保存数据。 

定义好供应商资料后，可选择“数据浏览”浏览供应商表。 

定义完供应商后，敬请按[保存]。 

放弃刚才的修改，按[放弃]。 

如要删除请按‘-’  
与其他定义资料一样可以使用[查询]、[过滤]、[导入]、[另存]、和[打印]按钮进行相关操作。 

定义颜色 

（本功能适用于分色

分码系统） 

  一种商品由款式

＋颜色＋尺码组成。

选择[定义颜色]，屏

幕显示如右图： 

 

注意事项： 

 

编码不能重复，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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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存时提示出错，不能保存数据。 

定义完颜色资料后，敬请按[保存]。 

放弃刚才的修改，按[放弃]。 

 

定义尺码 

（本功能适用于分色分码系统） 

 

  一种商品由款式＋颜色＋尺码组成。选择[定义尺码]，屏幕显示如下： 

 

 

注意事项： 

 

编码不能重复，否则在保存时提示出错，不能保存数据。 

定义完尺码资料后，敬请按[保存]。 

放弃刚才的修改，按[放弃]。 

 

定义键位 

 

 

  可把一种常用商品定义在键盘上，收款时按一个键即可录入商品，提高收款速度。要在键盘

上的定义商品，选择[定义键位]，屏幕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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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扫描码是指键盘的扫描码，用数字表示的一个键位。选中“读取扫描码[ ]”后，当光标在扫描

码输入框时，按一下要定义的键，就会把此键自动翻译为扫描码。 

编码表示商品编码，例如：商品“白色大码鹿牌衬衣”编码为为 12340203。 

定义完键位资料后，敬请按[保存]。 

 

放弃刚才的修改，按[放弃]。 

 

 

定义服务员 

 系统设有对业务员的销售业绩管理，在销售过程中可以将某一笔交易设定为某一业务员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他的销售情况对他的报酬进行统计。进入[定义服务员]后屏幕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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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编码不能为空、也不能重复，否则不能存盘 

 报酬率和单件报酬率可填可不填 

 编辑好后按[修改]或[增加]保存，按[取消]放弃 

 直接按[退出]数据不能保存 

 如要删除请按‘-’  
 与其他定义资料一样可以使用[查询]、[过滤]、[导入]、[另存]、和[打印]按钮进行相关操

作。 

定义柜组资料 

 柜组资料是小分类资料的一个分类，它的组要作用在于区分某一商品在整个商场中属于那一

个柜组。定义柜组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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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编码不能为空、也不能重复，否则不能存盘 

 编辑好后按[修改]或[增加]保存，按[取消]放弃 

 直接按[退出]数据不能保存 

 如要删除请按‘-’  
 与其他定义资料一样可以使用[查询]、[过滤]、[导入]、[另存]、和[打印]按钮进行相关操

作。 

 

 

 

定义辅助编码 

 

 辅助编码用于一种商品有多种编码的情况，如有一种商品‘毛巾’，我们在定义小分类时定

义了它的编号是‘1234’，单价定为 3.80元，在销售过程中你可能将 2条包在一起定价 7.00元，

5条包在一起定价 15.00元。此时我们可以定义两个辅助编码，他们所指的商品都是‘毛巾’，

但编码却是另外的两个（假定是‘2009’和‘2100’）。在库存表里只有‘1234’小分类有库存、

‘2009’和‘2100’没有库存。也就是说辅助编码只用在销售。 

辅助编码的作用除了处理不同的包装数量的销售外还有以下几个作用： 

1、处理商品的多条码：某种商品添加一种条形码时，以该条形码作辅助编码，并选择该辅

助编码的属性“使用小分类单价”。 

2、用作免费商品：要指定某一商品为免费商品时，可以添加一个辅编码，并选择该辅助编

码的属性“免费项目”。 

3、在某些促销活动时要用到卖二送一这类情况时可添加一个辅助编码，并指明它的销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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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件该项目的单价之和、包装数量为 3。其它的拆合可依此类推。 

 进入[定义辅助编码]，屏幕显示如下： 

 

注意事项： 

 辅助编码不能为空、也不能重复，否则不能存盘 

 商品编码一定要在小分类资料中存在。包装数量不能为零 

 编辑好后按[修改]或[增加]保存，按[取消]放弃 

 直接按[退出]数据不能保存 

 如要删除请按‘-’  
 如果选择使用小分类单价请确认包装的数量是 1。 

 与其他定义资料一样可以使用[查询]、[过滤]、[导入]、[另存]、和[打印]按钮进行相关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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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分店 

定义分店的主要作用是为各分店的收款机准备数据和接收各分店收款机的数据，并将它们汇

总到一起。定义分店的内容涉及收款机的配置，需要有一定的电脑基础知识的专业人士才能修改。

如果你对其中的内容不是十分了解，请于有关的供应商联系，或致电软件开发商查询。 

以下是进入定义分店的窗口。 

 

店号：分店的编号，要求所有分店编号不重复。 

店名：分店的名称。 

机号：收款机编号，要管理的收款机的统一编号。推荐在同一公司不同分店的收款机进行统

一编号。保证每一台收款机有唯一的一个编号。 

联系：分店的联系人。 

地址：分店地址。 

电话：分店电话。 

收款机发送路径：此路径指的是该收款机在清机后以文件格式保存起来的销售数据应该放置

的路径。此路径针对后台机而言，如果收款机销售数据是通过远程通讯（如点对点的电话直接传

输、通过 e-mail 的电子邮件）传过来的，此路径就是接收到该收款机数据的文件夹。应确保后

台管理机对此路径下的文件可以访问、并有权读写。 

收款机发送路径：对后台机而言，它是为该收款机在本地设的一个邮箱，所有要传到该收款

机的数据都先存在此路径下。 

对应仓库：该收款机在销售统计时，要扣减哪一个仓库的库存。如不扣减，可选择“不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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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收款机型号：该收款机的型号它可以是 DOS界面的 928系列或 Windows界面的 938系列。 

零售价类别：系统支持多商场多价格。不同的商场可以使用不同的零售价，为了方便价格的

管理，我们把价格分成类别。每一类别可以只定义与商品资料零售价不一样的商品，其它商品的

价格与商品资料零售价相同。如果类别为空，则零售价与商品资料的零售价相同。 

可用部门列表：该收款机可以使用的商品资料，以部门进行筛选。如果部门列表为空，则表

示该收款机可以使用全部资料。 

 

库存管理 

 

  把钥匙转到编程位，选择[库存管理]，屏幕显示如下： 

 

  在库存管理这一页，主要是有关库存管理的功能模块，它包括：盘点、库存查询、批库存查

询（选项）、分店库存查询（选项）、进销存查询、采购进货、采购订货、采购进货查询、订货查

询、修改货架号、清零库存、商品转仓、转仓查询、无库存商品查询、调拨出仓、调拨查询、进

销存存历史查询、更新加权平均价、每月清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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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进货 

采购进仓的主要作用是将从供应商那里采购进来的货添加到库存里，将货退回供应商也用本

模块，屏幕显示如下： 

 

注意事项： 

  进入采购进货后，先按“新单”按钮、使得系统自动产生一张空白的进仓单，进仓单号自动

加一。只有产生的空白进仓单后，才可以进行其它的操作，如改单或新增货品。 

按顺序输入经手人、供应商、要进仓的仓库、以及类别，就可以完成单头的输入，在输入的

过程中如果有错在按“确定”按钮以前，你可以随时改成你想要的内容。 

单头输入完毕，可以进行商品明细的输入。输入的方法是：先把光标移动到明细栏的编码列，

输入相应的商品编号，如果有此编码，则马上在单价列显示此商品的上次进价、在包装、名称、

单位、零售价等列显示相应的内容。如果无此商品编

码、则系统提示“不存在此商品编码”。 

如果不知道商品编码、你可以在编号列按“清除”

键（对应小数字键盘上的“＋”键）会出现商品资料

的万能查询界面如图所示： 

  在条件栏输入有关商品的信息如编码或编码的一

部分、商品名称或商品名称的一部分、或商品的条形

码、或商品的辅助编码、或商品的助记符或助记符的

一部分，按回车键或按“开始查询” 按钮，电脑会按你给出的条件模糊查找出符合你要求的商

品资料。例如，你输入的是编号，如果商品编号有跟该编码完全相同的则只显示该商品、如果没

有则显示编号大于等于该输入号的所有商品（字母顺序即 10排在前 2排在后）。如输入的是商品

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则显示商品中所有名称中含有输入文字的全部商品。如输入“可乐”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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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显示所有商品名称含有“可乐”两个字的商品。 

  在商品明细栏有：编号、数量、单价、包装、名称、单位、零售价、进货金额、零售金额、

批号、有效期、辅助编码、进销差价、进销差额等栏目，其中只有 编号、数量、单价、包装、

批号、有效期、辅助编码列是可以改变的，其它栏目不可改写。各列的排列顺序、宽度可以通过

鼠标拖放在商品明细栏标头实现，并可以通过鼠标右键菜单保存或定制表格。 

在输入数量、单价、包装的过程中你可以非常方便地改变、大包装与最小零售单位之间的数

量和单价的转换。使用的方法是：先输入包装数（即每一大件包含的最小零售数量），在对应列

按“清除”键。若在数量栏、则数量列的数量会自动与包装相乘。若在单价列、则单价会自动除

以包装数。 

商品明细栏的改编和打印：在商品明细栏按鼠标右键弹出如由图所

示的菜单，通过该菜单可以对商品的明细表格进行编辑、整理。以下是各

菜单条的用途。它的操作适用于盘点、采购订货、商品转仓、调拨出仓。 

删除列： 删除鼠标所指向的列，它的相反操作是恢复列。 

字体：  改变表格的字体。 

保存表格：将当前表格的大小、排列打印、计算等信息保存起来。 

定制表格：将表格定制到上一次保存的格式。 

不打印内容：按打印按钮时不打印鼠标所指列的内容，但会留出该列

的位置。 

恢复列： 把所有删除的列全部恢复。 

移到表头：把鼠标当前所指向的表格单元内容移到表头，通常用于列内容完全相同的时候，

这样设可以使相同内容的列只打印在表头、以节省纸张。 

计算：  只有数值类型的列才可以计算，选择计算时会右图所示的子菜单弹

出： 

  求和： 表格在打印到结尾时此列的合计行会有本列的数量合计 

  平均： 表格在打印到结尾时此列的合计行会有本列的数量平均值 

  不计算：取消本列的求和或平均 

打印：按此按钮，你所看到的马上会按你当前设定的默认打印机，用默认的打印纸打印出你

想要的表格。因此想打印进仓单最好是在确认之前就先打印好，免去以后再打印的麻烦。 

在打印时，打印的方法有两种：Windows打印和 Excel打印，在用 Windows打印时，在入仓

时的格式就是打印的格式，而且在打印前，在程序所在的文件夹内存在文件“_inv.txt”则在打

印头部时先打印“_inv.txt”的内容。在用 Excel打印时，你必须安装了 Excel，文件的模板是

“InFlow.xls”，修改模板的格式或内容可以方便地得到你所需要的板面。 

 

订货单：如果你已经做的订货单的，在到货之后，你就不用逐个输入，可以在单头的订货单

栏选出原订货单号，原订单的内容会全部添加到本进仓单来，你只需要重新核对进货的数量即可。 

 

简便操作：在采购进货的操作中、我们为你准备几个简便的辅助操作使你能很快地完成采购

进仓地操作。 

显示供应商的商品：对供应商编号栏按鼠

标右键或双击该栏，可调用该功能，如图所示：

该功能被调用后，会有一个窗口显示该供应商

的全部商品以及它们在 30天（在状态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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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修改此数值）内的销量，对于显示在窗口的全部商品，你可以双击该商品，或按“全部添

加”按钮，向采购

进仓单内添加你想

要增加的商品。 

查找供应商编

号：如果你不知道

供应商的编号，可

以调用本功能进行

查找。如右图所示：在查询条件栏输入供应商的名称、编号、电话、地址或其中的一部分，电脑

会按你的条件模糊地查找出满足条件的供应商，在表格中选中后退出、供应商自动改为你所选。 

采购进货的确认：在所有的项目都输入之后，可以按“确定”按钮确认本进仓单，在进仓单

被确认时，对应仓库的库存会增加，该供应商的应付款添加一笔，视乎状态字的设定，系统会自

动修改小分类资料的进价、包装数、供应商等内容。 

采购进仓的改单：已确认的进仓单，在你没有进行每月清算前，可以对任何一张进仓单进行

修改。修改的方法是：如果当前无单，先做一张新单，再按“改单”按钮，则所有可以修改的进

仓单号准备在进货单号的下拉列表框下，在下拉列表框中选中要改的单号，原进仓的内容就会自

动地显示出来。与进仓一样，修改好就可以保存了。重要提醒：网络版的用户千万不要同时修改

同一张单。 

与采购进仓有关的状态字： 

使用批库存：用于商品的有效期管理。使用批库存时，每一批有效期不同的商品都被编成不

同的的商品编号，销售时扣减该批的库存。 

使用分色分码：分色分码的输入方法。在商品明细栏会多两列，色码和尺码。 

进仓修改小分类供应商：确认时修改小分类供应商编号。 

进仓修改小分类进价：确认时修改小分类进价。 

采购进货不能改单：确定采购进货能否改单。 

进仓打印到 Excel：打印采购进仓单时用 Excel的方式进行（需要 Execl模板）。 

Excel打印时先预览：Excel打印时先预览。 

 

查询库存 

  可以按编码、名称、单位、库存、单价、进价、库存金额、进价金额、仓号、小于下限、大

于上限、上限、下限、部门、供应商、仓位、期初日期、助记符、划分等字段查询库存内容，具

体操作请参考查询注意事项和小分类查询。 
在进行库存查询时要注意的问题是，如果不输入仓号，则所有仓库的库存都会显示出来，会

出现一个编号有几行的情况。要查询几个仓库的库存总和、请选择按仓号、编码累总。 

关于库的金额:在库存查询中有两个金额，进价金额和零价金额、它们分别是库存数量与当

前进价和零售价的乘积。进价金额并不是进货金额。如要查询进货金额，可以在采购进货查询或

在进销存查询中找到。 

注意事项：有关库存的大于上限和小于下限，要选中此两项、它的条件一必须是 1或 0、大

于上限或小于下限时应该选择 1，否则选择 0。如果选择了大于上限或小于下限、但是你从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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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过上限或下限的话、该商品也不会显示在数据页中。 

 

采购订货 

采购订货用于向供应商订购商品。进入采购订货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注意事项： 

  进入采购订货后，先按“新单”按钮、使得系统自动产生一张空白的订货单，订货单号自动

加一。只有产生的空白订货单后，才可以进行其它的操作，如改单或新增货品。 

按顺序输入经手人、供应商、要进仓的仓库、以及类别，就可以完成单头的输入，在输入的

过程中如果有错在按“确定”按钮以前，你可以随时改成你想要的内容。 

单头输入完毕，可以进行商品明细的输入。输入的方法是：先把光标移动到明细栏的编码列，

输入相应的商品编号，如果有此编码，则马上在单价列

显示此商品的上次进价、在包装、名称、单位、零售价

等列显示相应的内容。如果无此商品编码、则系统提示

“不存在此商品编码”。 

如果不知道商品编码、你可以在编号列按“清除”

键（对应小数字键盘上的“＋”键）会出现商品资料的

万能查询界面如图所示： 

  在条件栏输入有关商品的信息如编码或编码的一

部分、商品名称或商品名称的一部分、或商品的条形码、

或商品的辅助编码、或商品的助记符或助记符的一部分，按回车键或按“开始查询” 按钮，电

脑会按你给出的条件模糊查找出符合你要求的商品资料。例如，你输入的是编号，如果商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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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有跟该编码完全相同的则只显示该商品、如果没有则显示编号大于等于该输入号的所有商品（字

母顺序即 10排在前 2排在后）。如输入的是商品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则显示商品中所有名称中

含有输入文字的全部商品。如输入“可乐”两字，则显示所有商品名称含有“可乐”两个字的商

品。 

  在商品明细栏有：编号、订货数量、单价、包装、库存、销量、下限、件数、名称、单位、

进价、零售价、订货金额、实供数量、上限、零售金额等栏目，其中只有编号、订货数量、单价、

实供数量列是可以改变的，其它栏目不可改写。各列的排列顺序、宽度可以通过鼠标拖放在商品

明细栏标头实现，并可以通过鼠标右键菜单保存或定制表格。 

在输入数量、单价、包装的过程中你可以非常方便地改变、大包装与最小零售单位之间的数

量和单价的转换。使用的方法是：先输入包装数（即每一大件包含的最小零售数量），在对应列

按“清除”键。若在数量栏、则数量列的数量会自动与包装相乘。若在单价列、则单价会自动除

以包装数。 

商品明细栏的改编和打印：在商品明细栏按鼠标右键弹出如由图所示

的菜单，通过该菜单可以对商品的明细表格进行编辑、整理。以下是各菜

单条的用途。它的操作适用于盘点、采购订货、商品转仓、调拨出仓。 

删除列： 删除鼠标所指向的列，它的相反操作是恢复列。 

字体：  改变表格的字体。 

保存表格：将当前表格的大小、排列打印、计算等信息保存起来。 

定制表格：将表格定制到上一次保存的格式。 

不打印内容：按打印按钮时不打印鼠标所指列的内容，但会留出该列

的位置。 

恢复列： 把所有删除的列全部恢复。 

移到表头：把鼠标当前所指向的表格单元内容移到表头，通常用于列内容完全相同的时候，

这样设可以使相同内容的列只打印在表头、以节省纸张。 

计算：  只有数值类型的列才可以计算，选择计算时会右图所示的子菜单

弹出： 

  求和： 表格在打印到结尾时此列的合计行会有本列的数量合计 

  平均： 表格在打印到结尾时此列的合计行会有本列的数量平均值 

  不计算：取消本列的求和或平均 

打印：按此按钮，你所看到的马上会按你当前设定的默认打印机，用默认的打印纸打印出你

想要的表格。因此想打印订货单最好是在确认之前就先打印好，免去以后再打印的麻烦。 

在打印时，打印的方法有两种：Windows打印和 Excel打印，在用 Windows打印时，在入仓

时的格式就是打印的格式，而且在打印前，在程序所在的文件夹内存在文件“_odrem.txt”则在

打印头部时先打印“_odrem.txt”的内容。在用 Excel打印时，你必须安装了 Excel，文件的模

板是“Forder2.xls”，修改模板的格式或内容可以方便地得到你所需要的板面。 

简便操作：在采购订货的操作中、我们为你准备几个简便的辅助操作使你能很快地完成采购

订货的操作。 

显示供应商的商品：对供应商编号栏按

鼠标右键或双击该栏，可调用该功能，如图

所示：该功能被调用后，会有一个窗口显示

该供应商的全部商品以及它们在 30天（在状

态字设置中可以修改此数值）内的销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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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显示在窗口的全部商品，你可以双击该商品，或按“全部添加”按钮，向采购进仓单内添加你

想要增加的商品。 

查找供应商编

号：如果你不知道

供应商的编号，可

以调用本功能进行

查找。如右图所示：

在查询条件栏输入

供应商的名称、编

号、电话、地址或其中的一部分，电脑会按你的条件模糊地查找出满足条件的供应商，在表格中

选中后退出、供应商自动改为你所选。 

采购订货的改单：已确认的订货单，在你没有转换成进货单前，可以对任何一张订货单进行

修改。修改的方法是：如果当前无单，先做一张新单，再按“改单”按钮，则所有可以修改的订

货单号准备在订货单号的下拉列表框下，在下拉列表框中选中要改的单号，原订单的内容就会自

动地显示出来。与进仓一样，修改好就可以保存了。重要提醒：网络版的用户千万不要同时修改

同一张单。 

与采购订货有关的状态字： 

进仓打印到 Excel：打印采购进仓单时用 Excel的方式进行（需要 Execl模板）。 

Excel打印时先预览：Excel打印时先预览。 

商品转仓 

商品转仓的主要作用是商品从一个仓库转到另一个仓库，实现商品在调出仓的减少和调入仓

的增加。屏幕显示如下： 

 

注意事项： 

  进入商品转仓后，先按“新单”按钮、使得系统自动产生一张空白的转仓单，转仓单号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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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只有产生的空白进仓单后，才可以进行其它的操作，如改单或新增货品。 

按顺序输入经手人、发货仓、进货仓的仓库、以及类别，就可以完成单头的输入，在输入的

过程中如果有错在按“确定”按钮以前，你可以随时改成你想要的内容。 

单头输入完毕，可以进行商品明细的输入。输入的方法是：先把光标移动到明细栏的编码列，

输入相应的商品编号，如果有此编码，则马上在单价列显示此商品的上次进价、在包装、名称、

单位、零售价等列显示相应的内容。如果无此商品编

码、则系统提示“不存在此商品编码”。 

如果不知道商品编码、你可以在编号列按“清除”

键（对应小数字键盘上的“＋”键）会出现商品资料

的万能查询界面如图所示： 

  在条件栏输入有关商品的信息如编码或编码的一

部分、商品名称或商品名称的一部分、或商品的条形

码、或商品的辅助编码、或商品的助记符或助记符的

一部分，按回车键或按“开始查询” 按钮，电脑会按你给出的条件模糊查找出符合你要求的商

品资料。例如，你输入的是编号，如果商品编号有跟该编码完全相同的则只显示该商品、如果没

有则显示编号大于等于该输入号的所有商品（字母顺序即 10排在前 2排在后）。如输入的是商品

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则显示商品中所有名称中含有输入文字的全部商品。如输入“可乐”两字，

则显示所有商品名称含有“可乐”两个字的商品。 

  在商品明细栏有：编号、数量、单价、包装、名称、单位、零售价、进货金额、零售金额等

栏目，其中只有 编号、数量、单价、包装列是可以改变的，其它栏目不可改写。各列的排列顺

序、宽度可以通过鼠标拖放在商品明细栏标头实现，并可以通过鼠标右键菜单保存或定制表格。 

在输入数量、单价、包装的过程中你可以非常方便地改变、大包装与最小零售单位之间的数

量和单价的转换。使用的方法是：先输入包装数（即每一大件包含的最小零售数量），在对应列

按“清除”键。若在数量栏、则数量列的数量会自动与包装相乘。若在单价列、则单价会自动除

以包装数。 

商品明细栏的改编和打印：在商品明细栏按鼠标右键弹出如由图所

示的菜单，通过该菜单可以对商品的明细表格进行编辑、整理。以下是各

菜单条的用途。它的操作适用于盘点、采购订货、商品转仓、调拨出仓。 

删除列： 删除鼠标所指向的列，它的相反操作是恢复列。 

字体：  改变表格的字体。 

保存表格：将当前表格的大小、排列打印、计算等信息保存起来。 

定制表格：将表格定制到上一次保存的格式。 

不打印内容：按打印按钮时不打印鼠标所指列的内容，但会留出该列

的位置。 

恢复列： 把所有删除的列全部恢复。 

移到表头：把鼠标当前所指向的表格单元内容移到表头，通常用于列内容完

全相同的时候，这样设可以使相同内容的列只打印在表头、以节省纸张。 

计算：  只有数值类型的列才可以计算，选择计算时会右图所示的子菜单弹出： 

  求和： 表格在打印到结尾时此列的合计行会有本列的数量合计 

  平均： 表格在打印到结尾时此列的合计行会有本列的数量平均值 

  不计算：取消本列的求和或平均 

打印：按此按钮，你所看到的马上会按你当前设定的默认打印机，用默认的打印纸打印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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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的表格。因此想打印转仓单最好是在确认之前就先打印好，免去以后再打印的麻烦。 

在打印时，打印的方法有一种：Windows打印，在用 Windows打印时，在入仓时的格式就是

打印的格式，而且在打印前，在程序所在的文件夹内存在文件“_chrem.txt”则在打印头部时先

打印“_inv.txt”的内容。 

商品转仓的确认：在所有的项目都输入之后，可以按“确定”按钮确认本转仓单，在转仓单

被确认时，对应转入仓库的库存会增加、对应转出仓库的库存会减少。 

商品转仓的改单：已确认的转仓单，在你没有进行每月清算前，可以对任何一张转仓单进行

修改。修改的方法是：如果当前无单，先做一张新单，再按“改单”按钮，则所有可以修改的转

仓单号准备在转仓单号的下拉列表框下，在下拉列表框中选中要改的单号，原进仓的内容就会自

动地显示出来。与转仓一样，修改好就可以保存了。重要提醒：网络版的用户千万不要同时修改

同一张单。 

 

 

调拨出仓 

调拨出仓的主要作用是将从本系统管理到的仓库商品调拨到公司属下的分店，与商品转仓不

同，商品的调出仓永远是仓库（定义在仓库资料）、商品的调入仓永远是分店（定义在分店资料）。

屏幕显示如下： 

 

 

 

注意事项： 

  进入调拨出仓后，先按“新单”按钮、使得系统自动产生一张空白的调拨单，调拨单号自动

加一。只有产生的空白调拨单后，才可以进行其它的操作，如改单或新增货品。 

按顺序输入经手人、收货分店、发货仓库、发货

时间，就可以完成单头的输入，在输入的过程中如果

有错在按“确定”按钮以前，你可以随时改成你想要

的内容。 

单头输入完毕，可以进行商品明细的输入。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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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是：先把光标移动到明细栏的编码列，输入相应的商品编号，如果有此编码，则马上在单

价列显示此商品的上次进价、在包装、名称、单位、零售价等列显示相应的内容。如果无此商品

编码、则系统提示“不存在此商品编码”。 

在输入商品的数量时，与采购进仓、订货、转仓等不同，在本单元输入的数量是大包装的数

量，折换成最小零售单位（库存的数量单位）时＝数量 X包装。 

如果不知道商品编码、你可以在编号列按“清除”键（对应小数字键盘上的“＋”键）会出

现商品资料的万能查询界面如图所示： 

  在条件栏输入有关商品的信息如编码或编码的一部分、商品名称或商品名称的一部分、或商

品的条形码、或商品的辅助编码、或商品的助记符或助记符的一部分，按回车键或按“开始查询” 

按钮，电脑会按你给出的条件模糊查找出符合你要求的商品资料。例如，你输入的是编号，如果

商品编号有跟该编码完全相同的则只显示该商品、如果没有则显示编号大于等于该输入号的所有

商品（字母顺序即 10排在前 2排在后）。如输入的是商品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则显示商品中所

有名称中含有输入文字的全部商品。如输入“可乐”两字，则显示所有商品名称含有“可乐”两

个字的商品。 

  在商品明细栏有：编号、数量、单价、包装、名称、单位、进价、零售价、进货金额、零售

金额、调拨金额、辅助编码等栏目，其中只有 编号、数量、单价、包装、辅助编码列是可以改

变的，其它栏目不可改写。各列的排列顺序、宽度可以通过鼠标拖放在商品明细栏标头实现，并

可以通过鼠标右键菜单保存或定制表格。 

商品明细栏的改编和打印：在商品明细栏按鼠标右键弹出如由图所示的菜单，通过该菜单可

以对商品的明细表格进行编辑、整理。以下是各菜单条的用途。它的操作适用于盘点、采购订货、

商品转仓、调拨出仓。 

删除列： 删除鼠标所指向的列，它的相反操作是恢复列。 

字体：  改变表格的字体。 

保存表格：将当前表格的大小、排列打印、计算等信息保存起来。 

定制表格：将表格定制到上一次保存的格式。 

不打印内容：按打印按钮时不打印鼠标所指列的内容，但会留出该列的位置。 

恢复列： 把所有删除的列全部恢复。 

移到表头：把鼠标当前所指向的表格单元内容移到表头，通常用于列内容完全相同的时候，

这样设可以使相同内容的列只打印在表头、以节省纸张。 

计算：  只有数值类型的列才可以计算，选择计算时会右图所示的子菜单弹

出： 

  求和： 表格在打印到结尾时此列的合计行会有本列的数量合计 

  平均： 表格在打印到结尾时此列的合计行会有本列的数量平均值 

  不计算：取消本列的求和或平均 

打印：按此按钮，你所看到的马上会按你当前设定的默认打印机，用默认的打印纸打印出你

想要的表格。因此想打印调拨单最好是在确认之前就先打印好，免去以后再打印的麻烦。 

在打印时，打印的方法有两种：Windows打印和 Excel打印，在用 Windows打印时，在入仓

时的格式就是打印的格式，而且在打印前，在程序所在的文件夹内存在文件“sendItem.txt”则

在打印头部时先打印“sendItem.txt”的内容。在用 Excel打印时，你必须安装了 Excel，文件

的模板是“sendItem.xls”，修改模板的格式或内容可以方便地得到你所需要的版面。 

 

调拨出货的保存：在所有的项目都输入之后，可以按“保存”按钮确认本调拨单，在调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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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确认时，对应仓库的库存会减少。 

   

  调拨出仓的配送分店：此按钮的作用是用来生成分店的调入单，分店收到本单后可以直接将

调拨单的商品添加到库存中，而不用另外再逐行输入。按此按钮后，在分店资料里的收款机接收

路径中生成文件：”SendQtyT.db”。此文件通过调制解调器或 E-mail或其它方法复制到分店的收

款机，就可以使用了。 

调拨出仓的改单：已确认的进仓单，在你没有进行配送分店前，可以对任何一张调拨单进行

修改。修改的方法是：如果当前无单，先做一张新单，再按“改单”按钮，则所有可以修改的调

拨单号准备在调拨单号的下拉列表框下，在下拉列表框中选中要改的单号，原调拨单的内容就会

自动地显示出来。与进仓一样，修改好就可以保存了。重要提醒：网络版的用户千万不要同时修

改同一张单。 

与调拨出仓有关的状态字： 

进仓打印到 Excel：打印采购进仓单时用 Excel的方式进行（需要 Execl模板）。 

Excel打印时先预览：Excel打印时先预览。 

 

每月清算 

 

  一般每隔一个月做一次，生成进销存报表。选择[每月清算]，屏幕显示如下： 

 

 

按[否(N)]，不进行清算；按[是(Y)]，开始进行

清算，可能需要较长时间，能看到进度显示，请

耐心等待。 

 

 

进销存查询 

 

进销存查询主要查询本期内的商品变化情况，它是商品变动的最主要指标。以下是各主要字

段的说明： 

编码：     商品的编号 

名称：   商品的名称 

单位：   商品的最小零售单位 

库存数：  商品在当前的库存数量 

库存零金额：商品按零售价计算，在当前的金额 

期初日期： 本期进销存的开始日期，如果是第一期本栏目是空的。 

仓号：   仓库号，进销存报表是按每一个仓一个表来统计的，因此，如果在查询时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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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编号累总，则每一种商品在每一个仓都会有一条记录。 

上存：   在期初时本商品的数量。 

上进金额： 在期初时，按进价（加权平均价）计算的金额。 

上零金额： 在期初时，按零售价计算的的金额。用于按零售价核算的场合。 

进货数：   本期的进货数量，它对应于采购进货中本期进货数量的累总。 

进货金额： 本期的进货金额，它对应于采购进货中本期每一笔进货金额（数量与当时进价

的相乘）的累总。 

进货零金额：本期的进货零售金额，它对应于采购进货中本期每一笔进货零售金额（数量与

当时零售价的相乘）的累总。 

销货数：  本期的销售数量，以最小零售单位计。对应于前台销售(零售和批发)。 

销售额：  本期销售收到的实际金额。 

销售零金额 本期销售按零售金额的累总。它相当于商品的折前金额，用于按零售价核算的

场合。 

盈亏数：  本期的商品盈亏数量，它对应于盘点的盈亏数量累总，在本栏目，正数表示盘

盈，负数表示盘亏。 

盈亏金额： 本期的商品盈亏金额（数量与当时加权平均价的相乘）。 

盈亏零金额：本期的商品盈亏零售金额（数量与当时零售价的相乘）。 

调入数：  本期调入本仓的商品数量，它对应于商品的转仓和商品的调拨出仓之和。 

调入金额： 数量与调入价的相乘。 

调入零金额：数量与零售价的相乘。 

调出数：  本期调出本仓的商品数量，它对应于商品的转仓和商品的调拨出仓之和。 

调出金额： 数量与调入价的相乘。 

调出零金额：数量与零售价的相乘。 

调价数：  本期调价的商品数量，它对应于商品调价中的商品数量总和。 

调价零金额：数量与零售价差（调价后的零售价－调价前的零售价）相乘。 

上限：   商品在本仓库的上限。 

下限：   商品在本仓库的下限。 

仓位：   商品在本仓库的位置。 

当前进价： 商品的现在进价。 

当前零价： 商品的现在零售价。 

部门号：  商品的部门号。 

供应商号： 商品的供应商号。 

包装：   商品的包装数量。 

助记符：  商品的助记符，用于方便记忆、查询。 

当前加权价：商品的当前加权平均价。 

划分：   独立于部门号的商品另一种分类方法。 

 

进销存历史查询 

进销存历史查询主要查询商品在各结算期内的变化情况，各栏目的内容与进销存查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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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多了清算编次和期末日期。 

 

批库存查询 

本模块的主要作用是按批（有相同的有效期）查询库存，它的主要项目有： 
编码：  商品编号 
:辅助编码： 商品的辅助编码＝商品编码＋有效期（两位年两位月两位日） 
数量：  本批库存的数量 
修改日期： 本批库存的最后修改(销售)日期 
进货日期： 本批商品的最后进货日期 

 仓号：  仓库号 
名称：   商品的名称  
单位：  商品的最小零售单位 
部门号：  商品所属的部门号 
供应商号： 商品所属的供应商号 
助记符：  商品的助记符 
有效期：  本批库存的有效期（字符型、至少两位年两位月、如果进货时有效期小于 3

个月责再加两位日。 
 

分店库存查询 

  专为查询分店库存而设，是分布式版特有的功能。它可以查询的内容和库存查询是一样的，

只是查询的内容是各分店的。 
  可以按编码、名称、单位、库存、单价、进价、库存金额、进价金额、仓号、小于下限、大

于上限、上限、下限、部门、供应商、仓位、期初日期、助记符、划分等字段查询库存内容，具

体操作请参考查询注意事项和小分类查询。 
关于库存的金额:在库存查询中有两个金额，进价金额和零价金额、它们分别是库存数量与

当前进价和零售价的乘积。进价金额并不是进货金额。如要查询进货金额，可以在采购进货查询

或在进销存查询中找到。 

注意事项：有关库存的大于上限和小于下限，要选中此两项、它的条件一必须是 1或 0、大

于上限或小于下限时应该选择 1，否则选择 0。如果选择了大于上限或小于下限、但是你从未设

定过上限或下限的话、该商品也不会显示在数据页中。 

修改货架号 

为设置商品的上限、下限以及货架位置需要使用本模块。进入修改货架号后，屏幕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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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选择要修改的仓库、通过查找或移动记录滑块，找到要修改的项目并修改它。修改完毕你

可以按“保存”或“放弃”按钮以确定是否保存已修改的数据。 
 

清零库存 

在一般情况下、有关库操作（如进仓、销售统计、盘点、转仓、调拨等）并不会删除库存，

最多只能使库存的数量变为零。要想从库存中删除某一商品的库存只能在库存数量为零的情况下

用本模块将这些库存数量为零的商品从选定的仓库中切底删除。进入本模块的屏幕如下图所示： 
 
 按提示输入并按“确认”按钮即可。 
注意事项：进行本操作最好在每月清算之后进行，以

免影响进销存报表。 
 
 

转仓查询 

转仓查询是对转仓单的查询，可查询的项目包括： 
编号： 商品的编号 
名称： 商品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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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商品的单位（最小零售单位） 
数量： 商品的数量 
包装： 商品的包装规格（指每一大件有多少个最小零售单位） 
进价： 商品的进价（按最小零售单位计） 
零价： 商品的零售价 
单号： 转仓单号 
录入： 录入本转仓单的员工工号 
日期： 转仓单的确定日期 
经手人：本转仓单的经手人工号 
类别： 本转仓单的类别 
调出仓：本转仓单发货仓号 
调入仓：本转仓单收货仓号 
备注：  
金额： 本行商品的转仓金额 

 
 

调出查询 

调出查询是对调拨单的查询，可查询的项目包括： 
调拨单号： 
编码： 商品的编号 
名称： 商品的名称 
调拨数量： 商品的数量（按大包装计） 
包装数量： 每一大件有多少个最小零售单位 
小单位数量：商品的数量（按最小零售单位计） 
调拨日期：  
调拨到：  收货分店号 
调拨金额： 本行商品的调拨金额 
录入：   本调拨单的录入人工号 
部门：   商品的部门号 

 供应商：  商品所属的供应商 
 单价：   调拨的单价（按最小零售单位计） 

单位：  商品的单位（最小零售单位） 
备注： 
已发送：  本商品已生成调拨文件 
清算编次： 每月清算的编次 

 发货仓：  本调拨单的发货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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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更新加权平均价 

 
用于更新商品的加权平均价，为使商品的加权平均价更接近实际，对与加权平均价有关的操

作时（如进销存报表、盘点等），最好进行加权平均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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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管理 

盘点工作对于每一个公司的工作是一件较繁锁一事,对于盘点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库存商

品的准确性。所以为了配合贵公司盘点工作,对盘点工作有如下说明，认真阅读本节有助你处理

盘点事宜。 

盘点的原理：为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盘点工作，使得盘点对营业的影响减到最少我们使用

以下的办法进行盘点。理解盘点的原理有助于您把盘点的工作做得更好。 

盘点时，我们并不是直接把盘到的库存量写入库存表中，而是先保存盘点时的电脑库存量，

等到录入完毕时，将实际的盘点数量与电脑库存数量进行比较，将它们的差数(盈亏数)加到库存

表中，实现校正库存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盘点的方法，因此只要盘点完毕，一切的工作都可以进

行，如进货、销售、调拨等，盘点的数量可以慢慢录入确认。 

以下是盘点的步骤： 

1、确定盘点时间 

2、盘点前的准备：在进行盘点前确认以下工作已经完成无误: 

a.所有前台是否已经清机,如果没有清机,请清机。 

b.在“从机销售统计模块”中查看“数据检查”，看看有没有未进行销售统计的数据，如果

有请立即进行销售统计。 

c.已经入了仓库或者已经调入货物,但是还没有输入电脑,请尽快输入电脑。 

d.已经出了仓或者已经调出货物,但是还没有输入电脑,请尽快输入电脑。 

3、进入盘点模块及创建盘点表：处理了以上工作事宜之后,你可以创建盘点表。在库存管理页点

击盘点，可以进入盘点。屏幕如下图所示： 

    选中要盘点的仓库，给这次盘点一个名称，选择下一步。盘点表就生成了。生成盘点表的工

作意义是:将指定仓库的库存量复制一份，并给它一个名称 以便将来和盘点数进行比较而得出盈

亏数，并用于修改指定仓库的库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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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盘点的方法：至此你可以进行盘点了，在进行盘点时，有两种相对比较容易的操作方法： 

 

a、不使用预盘点表：这是最原始、也是最直接、相对比较简单的方法。将要盘点的货架分

包到个人或小组，盘点者拿着一张白纸，见物盘物，沿着货架位置逐个记下每一个商品

的商品编号、零售价和数量。直到要盘点的商品全部盘完。 

b、使用预盘点表：先由电脑打印出预盘点表，盘点人按预盘点表上的商品列表，逐个填上，

直到表被填满。当然，不在列表上的商品也可以用手工的方法添加。使用此方法、相对

来说比较清晰，出错的机会相对较小。他主要适用于商品的抽样盘点以及平时进行货架

管理的商场。只有预盘点表有货架位置时，才可以方便地找到商品否则的话，表上所列

的商品可能是东一个西一个。找商品的时间可能比点商品的时间要多得多。 

c、以上是两种盘点方法。如果没有货架位置管理的话，最好不用预盘点表。如果一定要使

用预盘点表，有以下 2个建议： 

1) 如果你平时是进行货架管理的，可以在创建好盘点表后在已有盘点中选择该盘点、
选择打印、按下一步、选择预盘点表，排列顺序按货架，再下一步。选择打印即可。

如果你不是想要全部盘点，里面有查询和抽样。你可以用任何一种方法或并用减少

要盘点的商品数。 

2) 在盘点之前先创建一个盘点表，按货架位置逐个输入商品的编码，形成一个个“个
人盘点表”，这些个人盘点表应该是非常方便进行盘点的。这个盘点一般不要注销，

只要下一次要盘点，你就可以按你的要求逐个打印出这些个人盘点作为预盘表来使

用。如果你从未用本系统进行过盘点，请不要用预盘表，只有你有过盘点的经验以

后才用预盘表。 

 

5、 盘点录入： 选择已有的盘点表，并选择[录入]，屏幕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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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下一步]，屏幕显示如下： 

 

    盘点表的录入是以个人盘点表为基础的，这样做是为了方便你对录入工作的校对，录入时的

每一张个人盘点表对应于每一张纸上的盘点表，如果你想电脑给你的盘点表自动编码，你应该按

上图的新页按钮，对应的页码出现在新页的右边，此页码应该马上抄到盘点表上使之一一对应，

以便日后校对。如你想自己编页码，你可以直接把页码填在新页右边的空白上。把光标移到页码

编辑框，按回车，此页码添加到已录入的个人盘点表列表框中。 

把鼠标指向该页码。屏幕的右边马上显示出该页已录入的商品。要修改该页，先按[修改]

键，在编码及库存数量栏内分别输入编码号及数量值(每一栏录入后应以回车结束，进入下一栏

的输入)。屏幕显示如下，输入完一张单后，按[保存]即可完成这张个人盘点表的录入。直到所

有的个人盘点表被录入完毕。在进行个人盘点表录入时最好各条目的位置与纸上的位置相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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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核对。 

 

6、 查看盘点录入： 录入完毕并保存后，在已有盘点表中只要选中它，就马上会显示该盘点有
多少个品种，已录入的有几条纪录(同一个商品可以无限制地出现在同一个个人盘点表或不

同的个人盘点表里，在盘点确认时它会被系统累加成一条计录)。 

1) 选择“录入”，可查看及打印个人盘点表。 

2) 选择“打印”，按下一步后，可查看及打印盘点表和盈亏表，在这里盘点表指的是到目
前为止已录入商品的盘点表，在此盘点表中盘点的实盘数是到目前为止的数量，不包括

未录入的商品。盈亏表与盘点表相类似，只不过它是盈亏数不为零的品种才会显示出来。 

7、 盘点确认：盘点确认是一次盘点的最后一步，盘点确认后，盘点表将被封存(再也不能被修

改)、对应仓库的库存将修改。在盘点确认之前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就是在本次盘点

中未被盘到的商品的处理。在这里有 3个不同的处理方法。 

1) 保留原库存：也就是每有被盘到的商品，我们不管它，原来是多少就是多少。它适用于
商品的一般盘点，也就是非全场盘点的情况。 

2) 原库存清零：未被盘点到的商品库存被置零。商品库存被置零后，在此仓库中仍然可以
查询到此商品，而且在盘点表中也会反映出该商品的实际数量为零。它适用于全场盘点

的情况。 

3) 删除原库存：处理方法与原库存清零一样。不同的是未被盘点到的商品在此仓库中再也
找不到了。它适用于全场盘点的情况。 

操作方法：在已有盘点表中选择要确认的盘点，选择确认，如果该盘点未被确认过，下一步

的按钮可以使用，接着屏幕提示要你在以上三个选择中选择其一，再按确定按钮就可以了。

视乎品种的数量，通常要耗时 3到 15分钟。 

8、 打印盘点表：盘点确认完毕后可以进行盘点表或盈亏表的打印。操作方法如下： 

   在已有盘点表中选择要打印的盘点。选中打印，到下一步，选择盘点表或盈亏表，下一步就

可以打印了。 

9、 注销盘点：注销盘点相当于在已有盘点表里把此盘点删除掉，目的是使得已有的盘点表不
会太多而影响你的操作。进行此项操作时，对不同的盘点表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对未确定

的盘点，被直接删除。已确定的盘点将被转移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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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应付 

为解决与供应商、客户的应收、应付问题需要使用应收应付页的功能。在采购进仓时自动产

生应付帐（每确认一次添加一笔）；在前台销售时，如果币种是“签单”，则在清机和销售统计之

后产生应收帐（每一笔“签单”对应一笔应收帐）。应收应付页的屏幕如下所示： 
 

 
 

供应商应付帐 

供应商应付帐主要用于处理应付帐款，它包括当前的和历史的应付帐款。进入模块后的主界

面如下图所示：（供应商应付款概况界面） 
首先显示的是各供应商的应付款的简要情况、默认的数据是未结的，时间范围是从某一时刻

到现在，要改变概况可以进行以下的操作： 
显示已结未结：改变已结未结单选按钮即可。 
显示某段时间：改变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按“统计”按钮。 
查找供应商： 输入供应商编号并回车。 

  查询打印：  按查询打印按钮，在查询界面中输入相应的条件。 
  要了解某一供应商的每一笔应付款，在概况栏双击即可显示该供应商的每一笔应付款，其界

面如图所示（应付款详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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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应付款概况界面 
 
 

 
应付款详细列表 

在供应商详细列表的界面中，可以对该供应商的应付款进行各种的操作。如增加、修改、打

印、结转、查看每一笔应付帐的明细等。 
进入供应商详细列表的界面后，首先显示的是该供应商的的大体情况，以下是的关状态的说

明。 
结算方式：与该供应商约定的结算方式，它在供应商资料中有定义 
未结单数：尚未结算的应付款笔数 
现结单数：当前已选定的行数 
结转金额：选定行的应付款总额 
未结余额：由采购进仓产生的应付款（在应付款的单号栏其单号不为 0）而未结算的 

 余额：该供应商的所有应付款总额 
 即时库存总额：该供应商的实时库存（要按“导入库存总额”按钮才可以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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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详细列表的有关操作： 
增加：在应付帐中添加一笔，增加应

付款时发生额是正数；减少应付款时发生

额是负数。 
 修改：只能修改单号不为 0的应付款
项。 
打印：打印该供应商的每一笔应付款。 
存盘：保存当前的操作。 
结转：在被选中的应付款余额为 0时

可以使用本操作，结转后的应付款将被移

动到已结应付款。 
查看某一笔应付款的明细，如果这一

笔应付款是由采购进仓产生的（单号非 0），你可以随时查看该笔应付款是由那些进货商品构成。
只要在该行的明细列双击一下，马上就会显示该进货单。 

在对已结应付款中，其操作与当前应付款基本相同，只是没有增加、修改。进行结转时，被

结转的记录将被远地删除。 
 

客户应收帐 

 本模块专为处理客户应收帐而设，在本系统中，应收款的产生主要由两个来源，一是在前台

销售时，币种为“签单”的付款，一是利用本模块手工输入的。 
  进入客户应收款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屏幕的上半部份显示客户应收款的概况，下半部份是客户应收帐的明细。在上半部份，你

可以看到全部应收款的合计，要打印时，只要按“打印”按钮即可。要看某一客户的应收款明细，

客户号输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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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光标移到要选的客户那一行就可以了。 
 有关应收款的大部份操作都是在窗口的下半部份完成。以下是有关的操作： 
  选择客户：除了在窗口的上半部份移动光标选定客户外，还可以在客户号输入框输入客户的

客户号并回车，如果存在此客户，则会马上显示该客户的名称，否则提示该客户不存在。 
添加一行应收款：客户付应收款或手工添加一笔应收款，要进行本操作： 
客户付款时，在窗口下面的减方输入框输入付款金额，在摘要栏输入本次的付款摘要，按“添

加”按钮就可以完成。 
手工添加一笔应收款时，在窗口下面的增方输入框输入应收款金额，在摘要栏输入本次的应

收款摘要，按“添加”按钮就可以完成。 
客户付某一笔应收款时，有简单的操作方法，用鼠标双击该行，按“添加”按钮就可以完成。 
结转：当前的应收帐太多或应收帐的发生时间太远久或该应收款已经收回，需要将它结转到

历史。其操作方法是：先在 SEL列输入“1”并保存，按“结转”按钮，所有 SEL列中标有“1”
的行将会被结转到历史。 

客户历史应收帐 

客户应收帐的作用相同，只是它针对的是已被结转的客户应收帐，其操作也与客户应收帐一

样。不过在历史应收帐的操作中不能添加、结转时，数据将被房、永远删除。 

会员管理 

 

 在会员管理页主要集中了有关会员管理的模块，与会员关会员管理的绝大部份操作都在本页

中进行。以下是有关会员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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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资料 

 与客户资料所使用的表是相同的，只是在具体的内容上有区别，也就是说客户号与会员号、

客户名称与会员名称，在我们的系统中是一样的。 

 
注意事项： 

 
编码不能重复，否则在保存时提示出错，不能保存数据。 

有效日期是指自动对顾客进行加收折扣的使用期限。 

有效与无效指是否自动对顾客进行加收折扣。 

定义完顾客后，敬请按[修改]或［增加］。 

放弃刚才的修改，按[取消]。 

如要删除请按‘-’  
在会员资料中，至少应输入编码和名称。 

与其他定义资料一样可以使用[查询]、[过滤]、[导入]、[另存]、和[打印]按钮进行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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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卡分类资料 

 磁卡分类资料实际上就是优惠卡的分类资料，它记录了持该类优惠卡的会员有哪些优惠以及

该类优惠应要设置的其它属性。 

 
主要字段的说明： 
 
 类别：反映该类别特点的名称，不能重复。 
 销售价：发出该类优惠卡时应收回的金额。 
储值额：售出该类优惠卡时在该会员的帐号上应存入的金额。 
折扣率：持该类卡的会员在购物时可以得到的折扣率，10代表 10%的折扣。 
可透支额：持该类卡的会员在购物的透支额。（一般不要使用此栏，要使用透支额时请在会

员资料的透支额时设置，透支额一般针对会员）。 
累计消费：会员每累积到本栏目所设定的消费额时送出“送顾客”栏指定的免费消费额。  
有效期：该类优惠卡的默认有效期，以月为单位计算。 
是否有效：本类优惠卡是否有效。 
消费时添加流水帐：持有本类优惠卡的会员消费时是否另外再写独立的流水帐，对于需要有

消费明细的消费类别，如记帐卡、储值卡等要求比较严格的类别，应该设为添加。 
在任何的磁卡类别中都可以添加储物。即可以指定何种商品可以在消费时免费多少数量或多

少金额。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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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不能重复，否则在保存时提示出错，不能保存数据。 

定义完顾客后，敬请按[修改]或［增加］。 

放弃刚才的修改，按[取消]。 

如要删除请按‘-’  
与其他定义资料一样可以使用[查询]、[过滤]、[导入]、[另存]、和[打印]按钮进行相关操作。 

 

磁卡销售 

磁卡销售是优惠卡交给客户之前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它的主要作用是登记每一张卡，以及

每张卡的储值额，使得优惠卡在电脑中的有记录。在我们的系统中，有关会员的储值以及会员的

优惠情况是存在电脑中的，卡只是记录了客户的一个号码。因此未经磁卡销售的卡在使用时会显

示此卡无效。磁卡销售的调用可以在后台、也可以在前台。 
售卡有两个作用：一是第一 次售卡登记；二是磁卡充值： 
磁卡销售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主要字段的说明： 
 类别：优惠卡的类别，在磁卡分类资料中有定义。 
 卡号：磁卡、条码卡、IC卡、ID卡的号码，通常可以通过刷卡槽读到。 
 帐号：会员的帐号，会员的储值或欠款额都存放在帐号中，通常有关会员的帐务是以帐号为

单位进行结算的。 
   透支额：该客户可以透支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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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磁卡的密码，仅对本卡有效。 
 客户：持卡人所属的客户号，通常客户是单位的话，它是一个单位的代号，可能有很多持卡

人有相同的客户；如果是个人的话它是个人的编号，持卡人只有一个。 
 名称：指客户的名称。 
 地址：指客户的地址。 
 电话：指客户的电话。  
 持卡人：使用本卡的人（在加油站通常是车牌）。 
 有效期：本卡的有效期，如果磁卡长期有效的话，请不要在有效期的复选框内打勾。 
 储值：进行本次销售（充值）时的充值额。 
 售价：进行本次销售（充值）时的应收金额。 
 折扣、每累积、送出：在磁卡分类资料中有定义，不能修改。 
 
主要操作： 
 在以上项目中，带＊号的栏目是必须输入的，在输入完相关的栏目之后，按“添加”按钮，

该卡的有关项目暂时保存到窗口下面的列表框。再按“确定”按钮已添加在列表框中的项目将被

保存。有关内容将立即生效。如果使用的是 IC卡，则在按“添加”按钮时，弹出窗口，提示是

否要写卡，如果要写的话，将卡插入 IC卡写机即可。 

 

注意事项： 

 在同一次售卡中，只能有一种类别的卡，如果输入了多种的磁卡类别，则只认最后输入的那

个类别。 
 添加到窗口下面的列表框的栏目，如果不按“确定”按钮就退出，则添加的在列表框中的项

目将被取消。并没有进行真正的磁卡销售。 
 如果输入的储值金额或销售金额有错、可以通过输入负的储值金额或销售金额进行更正。如

果输错其它部分的内容，可以在磁卡维护或会员资料中修正。 
如果确认时，不打印售卡帐单，请务必记下售卡单号，以便日后查验。有关售卡的查询可以

在“磁卡消费查询”中查询。在查询时务必将“消费/售卡”行的条件一设成“1”。 
 

磁卡维护 

磁卡维护是为了完成对磁卡除储值外的其它操作，如挂失、设置有效、更改有效期、换卡、 
修改类别、密码、电话、客户等。在磁卡维的界面里，有两页不同的操作。资料的修改和数据的

整理。其屏幕如下图所示： 
 在资料整理页，输入原卡号并回车后，立即显示该卡的当前资料，包括是否有效、持卡人、

当前余额以及被冻结的余额等等。想要修改哪一部分的内容，只要把光标移动到该栏目下，修改

到你想要的样子，按下“修改”按钮就可以了。 
  在数据维护页，可以进行删除无效的磁卡资料和删除过期的磁卡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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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会员价 

 定义会员价，主

要是为不同的持卡

人，在一段时间内，

有一个优惠价。不同

的磁卡类别可以有

不同的会员价。为了

使得持不同卡的会

员享有会员价，因此

每一类别的优惠卡

都应该定义会员价。

在会员价当中，有一

种会员价是非常特

殊的，它就是“特

价”，它对所有消费

者都优惠，而且在特

价比会员价还低的

时候，自动采用特

价。定义会员价的界面如图所示： 
 主要操作 
 进入界面后，首先选择屏幕左下方的种类，种类的定义在磁卡资料中有，它就是磁卡的类别

名，在加上系统已经定义好的特价。与其它的资料定义一样可以进行增加、删除、修改、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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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另存打印等操作。进入增加、修改界面时，在商品编号编辑框输入编号后，如果该商品存

在，会马上显示它的进价和零售价。以便定义会员价。 
 
 注意事项： 
 同一类别的同一种商品只能有一个会员价，不能重复。 
要留意会员价的有效期。会员价只在有效期内有效。 
使用会员价时，前台一定要与后台保持连接。否则不能使用。 

 

磁卡资料查询 

用来查询磁卡是否存在、一个客户有多少张卡、它们是否有效等。可查询的字段包括： 
卡号：卡的编号 
持卡人：使用卡人或物（如车牌等） 
是否有效：“T”表示有效，其它无效 
客户号：持卡人所属的客户号 
客户名：持卡人所属的客户名 
帐号：卡的记帐帐号 
卡类别：卡的所属类别 

 

磁卡消费查询 

磁卡的消费查询包括两两个方面的情况。磁卡的销售和磁卡的购物消费。如果你不选择消费

/售卡的条件一，查询的结果包括消费和售卡两个方面。 
消费/售卡＝1   查询售卡 
消费/售卡＝0   查询消费 
在进行本查询的时候，最要注意的就是分开这两类查询。 
在进行全部的查询时有如下字段： 
单号：售卡或消费单号 
小分类号：消费时的商品编号，在售卡时，本字段是空的 
名称：消费时是商品名称，售卡时是卡的类别名 
消费数：消费时是商品的数量，售卡时是卡的储值额 
欠款数：消费时为“0”,售卡时是欠款金额 
零售价：消费时商品的零售价或售卡时的售卡定价。 
实际售价：消费或售卡时的售卡实际售价。在消费时，如果储值额不足以支付整张单的金额，

实际售价指的是本商品用储值支付的单价，而不是商品的实际售价。在磁卡支付流水账中，销售

数量永远是正确的，同一单号的商品数量与实际售价乘积之和与该单的磁卡支付金额是相同的。 
 销售日期：售卡或消费日期 
 收款机号：售卡或消费的收款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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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号：售卡或消费的店号 
 清算编次：每月清算的编号 
 清机日期：收款机的清机日期 
 清机班次：收款机的清机班次 
 卡号：消费或售卡（充值）的卡号 
 帐号：消费或售卡（充值）的帐号 

客户号：消费或售卡（充值）的客户号 
 收款员：消费或售卡的操作者 
 柜组号：消费时的柜组号 
 服务员：消费时的服务员 
 授权人：消费时的授权人 
 消费/售卡：售卡＝1  消费＝0 
 生效日期：售卡时的磁卡生效日期 

有效期：售卡时的磁卡有效期（指到期日期） 
卡类别：消费或售卡的卡类别 

 为了方便查询、在系统中设定的两种定制的查询：消

费查询、售卡查询。在查询条件页的右下角有显示，如右图： 
 用鼠标双击它可以直接进入有关的查询。 
 

磁卡余额查询 

专为查询某一张卡、或一批卡的余额以及它们的汇总而设。可以查询的字段有： 
帐号：会员的帐号 
单位：储值或储物的单位，在储值时是货币单位如“元”，储物时是物品的单位如件、包等 
储值数：该帐号的总储值数量（累计数，每充值一次该数字会增加） 
消费数：该帐号的总消费数（累计数，每消费一次该数字会增加） 
欠数：该帐号的总欠数。一般不用 
冻结余额：该帐号的总冻结数量。由于过期等原因须要冻结时该项会增加 
余额： 余额＝储值数－消费数 
小分类号：储物时、物品的编号。在储值时它无效 
名称：物品或币种的名称 
零售价：储物时该物品设定的零售价 
实际售价：储物时该物的实际售价 
有效期：该帐号的有效期（到期日期） 
生效日期：该帐号的生效日期 
备注： 
储值：说明该行是储值还是储物。储值＝1 储物=0 
 
注意事项： 
本查询包括储值和储物，要分开它们清用定制查询，只要双击右下角的储值查询或储物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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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即可。 
本查询没有按客户号和按卡号的查询。如要用这些栏目来查询，要先到磁卡资料查询中找出

相应的帐号后再查询。 
 

会员转帐 

专为会员之间的储值额转帐而设，本功能不但在编程状态下可以调用，也可以在收款状态下

用“28+帮助”来调用。 

输入转出、转入卡号以及转帐金额按确定就可以了。在收款状态下，转帐的情况可以打印出

来。 
 
注意事项： 
在编程状态下，帐号可以手工输入。但在收款状态下只刷卡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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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处理 

在其它处理页，主要是处理一些系统的设置和系统的辅助功能。 
 

 
 
 

条码制作 

 为了使得一些没有条形码的商品也能用上条形码，在我们的系统中特地增加有关条形码的打

印功能。它可以按照你的小分类资料制作相应的条形码。在这个条形码制作模块中，条形码的内

容是按照小分类编码去制作的。用条形码扫描器扫描出来的的是小分类编码而不是小分类的条形

码。 
 进入条形码制作后的界面入下图所示： 
 要进行的操作首先添加要制作条形码的小分类资料。在屏幕中间的部门下拉列表框中先选择

要制作的部门号，则该部门所有小分类被添加到左边的的列表框中。另外一种添加小分类的方法

是在商品编号的编辑框中输入小分类编号，并且回车，如果有此小分类，在它的下方会马上显示

出它的名称。 
 在左边列表框的小分类并不是真正要打印的小分类，想要打印时，首先要在数量编辑框里输

入要添加小分类的条形码标签数量，在左边列表框双击要添加的小分类，在右边列表框内会马上

显示要打印小分类的编号以及每个小分类的标签数量。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激光打印机，打印时是整页打印的。最好累计够整页数量时再打印。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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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累计数显示在窗口的中下方。 

 
 
 
 清除列表框的内容（删除）：可以在对应的列表框内双击要删除的行或按鼠标右键，弹出菜

单“清除所有项目”将列表框内的所有项目清除掉。 
条形码标签的内容和大小： 
标签的内容和大小都是可以改变的：在窗口的中间位置，有三个复选框。可以通过选择它们

来改编要打印的内容。 
打印单价 
打印名称 
打印标题 

 选中要改变的标签（用鼠标点击目标，目标被选中后颜色会变红色，想要目标改变可以进行

以下操作： 
  Shift+向上箭头：目标向上移动 

Shift+向下箭头：目标向下移动 
Shift+向左箭头：目标向左移动 
Shift+向右箭头：目标向右移动 

  Ctrl+向上箭头：目标高度增加 
Ctrl+向下箭头：目标高度减少 
Ctrl+向左箭头：目标宽度增加 
Ctrl+向右箭头：目标宽度减少 
双击目标改变字体 
按鼠标右键可以保存式样、读入式样、删除式样。 
一切设置好了之后，按打印按钮，系统以默认打印机的默认纸张，自动安排标签的布局，按

你设定的数量打印出来。标签太宽每一行的标签数会减少，标签的高度太高，标签的行数会减少。 

打印纸 
条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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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卡制作 

用于制作条形码的会员卡以及其它与商品无关的其它条形码标签。其使用方法与条形码制作

基本相同。 
 

 
 在制作条形码标签时，条形码的组成＝前缀＋起始编号（数值＋增量）＋后缀，因此要制作

相同的条形码时，增量应该是：“0”; 
 为了方便制作不同的条形码标签，提供了多种类别式样，旧的式样可以在下拉列表框中选出，

新的式样可以直接输入新的式样名称再选择保存式样就行。 
长期不用的标签可以用删除式样（鼠标右键）来删除。 

 选中要改变的标签（用鼠标点击目标，目标被选中后颜色会变红色，想要目标改变可以进行

以下操作： 
  Shift+向上箭头：目标向上移动 

Shift+向下箭头：目标向下移动 
Shift+向左箭头：目标向左移动 
Shift+向右箭头：目标向右移动 

  Ctrl+向上箭头：目标高度增加 
Ctrl+向下箭头：目标高度减少 
Ctrl+向左箭头：目标宽度增加 
Ctrl+向右箭头：目标宽度减少 
双击目标改变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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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数据 

 删除数据用于系统的初始化，它可以把你选定的数据从数据库中彻底地删除掉。进行数据删

除时，要求先要输入密码。在机器出厂时的密码设定是“7668”此密码你可以进入删除界面后修
改它。 
 

 
 数据的删除分成两大部份，基本资料和进销存数据。选中要删除的项目按“开始删除”按钮

数据将会被永远地删除掉。 
 双击对应的列表框，该部份的项目会被选中和不被选中。 
在进行数据删除时一定要确认该项目确实可以被删除才选中它，否则被删掉的数据将不可以

恢复。 
在一般情况下，不要删除基本资料。 
如果进行此操作的机器是后台机，清不要选择“前台数据”，否则出错。 
如果删除了收款员资料后，一定要记得在收款员资料中添加一个收款员，并且他要具有收款、

查询、清机、和编程的权限。否则将无法进入系统。 
对于历史数据，进行本操作，则相当于删除历史数据，这是系统中删除历史数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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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库越来越大，势必影响系统的运行速度。为提高系统的性能，需要把

很少使用的历史数据移出当前数据库，放到历史库中。把什么时候以前的数据转入历史库中，要

视数据量的大小，一般采用把半年前的数据转入历史库中。选择[转入历史库]，屏幕显示如下： 

 

 

 转入历史是以每月清算的时间为界限的，如果不进行每月清算，将无法把数据结转到历史，

选择要清算的班次，按开始按钮，如果你的回答是确定的，系统将开始把数据转入历史。转入历

史的时间视乎数据量的大小以及机器速度的快慢，一般的超市 500万的营业额要 30分钟的时间

来进行结转。 

结转时非常占用系统的资源，因此结转是时最好选择非营业时间进行，以防对营业产生影响。 

 结转时要尽量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不要停电。否则数据容易出错。 

 

 

 

从收款机销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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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系统使用比较多的功能，它是导入其它机器数据的主要接口。收款机（包括 928、938

系列）传回来的数据，可以通过本模块导入到系统中。导入的数据，在确定要真正要加到系统数

据库之前，还可以利用本模块进行查看和修改，最后确定是否加入到系统数据库。要正确使用本

模块需要有一系列正确的设置。如分店资料、前台收款机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设置在出长时

就设定好，客户一般不需要改动。如要改动请与你供应商联系，由专业人员进行调试。进入销售

统计的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主界面下有三个主要的按钮“数据导入”、“数据检查”、“开始统计”。 

数据导入主要是从其它收款机，将它们的销售数据转入系统数据库，这是一个数据库转换的

过程、视乎数据量的大小，通常它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导入的数据只能是文件形式的，在同一

局域网内的 938系列收款机通常不用进行数据导入，各收款机的数据是直接进写入系统数据库

的。 

被导入的数据应存放在分店资料（每台收款机都有一条记录）的“收款机发送路径”所指定

的目录内，它的文件包括： 

Cardsefh  磁卡消费流水帐头部 

Cardsefi  磁卡消费流水帐明细 

ClrFlow  清机班次流水帐 

SefHead  销售流水帐头部 

SefItem  销售流水帐明细 

SefPay  支付流水帐 

StoreV  分店库存 

（以上文件的后缀视系统的设定可以是 .db .dbf .txt 建议使用 .db） 

清机传送.txt  清机文件包的说明 

 

 以上文件是在收款机清机时产生的。生成这些的条件是：状态字设置中的 

 清机页：  清机时向服务器传送数据 选中 

 编程 1页： 联网路径（发送数据）所指定的路径真实存在 

  生成的文件就存放在联网路径（发送数据）所指定的路径中。 

   

  按下“数据导入”按钮，各分店的销售数据会被检查一次，如果有数据，系统会检查数据是

否合法、数据是否已经导入，如果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系统会提示你如何处理。如完全符合要求，

数据导入；如数据不存在则提示没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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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检查用来检查已经导入的数据，其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数据检查后，窗口马上显示各分店的各收款机的各个清机班次的情况，如每个班次它的

清机日期、销售数量、销售金额、加收和折扣的总和、应收金额、人次等。在这个窗口你可以进

行如下操作： 

打印：打印你所看到的个班次清机的概况。 

查询：和查询前台流水帐一样。 

修改：修改前台的数据，在这里的修改其实是添加新的记录，如要增加输入正数，如要减少

输入负数。修改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添如要添加的小分类编号，如果要增加营业额，数量添正数；要减少营业额，数量添负数。

填完各项数据后按“添加”按钮，数据被加到前台。 

 

 冻结数据：暂时把选定的班次冻结起来，在进行销售统计时把这一班次的数据放到一边不作

任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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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冻数据：原来被冻结的数据，通过修改或查清原因后，数据可以正式加入数据库了，需要

解冻数据。 

 

 开始统计：这是收款机销售统计的关键操作，也是最后的操作。此按钮按下后。凡是没有被

冻结的数据将被加入到系统数据库。它添加修改相关的销售、应收、磁卡消费、库存等。数据一

旦加入，将再也无法修改。 

 注意事项：再单机或网络的环境下，如果每一台收款机都设定了“清机后立即进行销售统计”

的话，销售统计自动进行而无须进入本模块。 

 建议：最好不要设定“清机后立即进行销售统计”，否则你将失去一次校正错误的机会。 

 

资料发送前台 

 资料发送前台用于分布式版或 MCS928系统的收款机，它会为每一台收款机准备一份基本资

料。要给哪一台收款机、发送一些什么资料可以通过本模块的操作实现。 

 

 要发送什么资

料只要选中在其旁

边的复框就行。 

  要发送到哪一

前台，在右边的表格

里的发送拦选上

“×”或“√”即可。 

 发送的文件被

存放在各分店资料

的“收款机接收路

径”所指定的文件夹

中。如果你的收款机

不能直接取到该路

径的文件，你可以通

过 MODEN、E-MAIL、

磁盘拷贝等方法将

此文件夹内的文件转移到收款可以访问的文件夹。 

 

修改单价 

 修改单价主要是为需要用零售金额来做核算的场合，也适用于要保留修改单价的历史的场

合，如果你想要简单，直接在小分类资料里修改单价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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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价修改与采购进仓一样，它的操作是基本相同的。以下是有关修改单价的特殊操作以及栏

目： 

 生效日期：是指本价格修改改单的生效日期，也就是说，按下“更新小分类”按钮时，只有

现在时间大于等于生效日期时，小分类资料的单价才被修改。 

 更新小分类：只有按了此按钮后，小分类资料中的单价才会被修改。 

 改单：只有还未更新小分类资料的调价单才可以改单。 

 调价数量和调价金额：在调价明细表格里有调价数量列，如果你不以电脑库存数量作为调价

数量，可以在该列下输入调价的数量。 

  在同一调价单内，同一小分类编号只能有一行，否则进行零售价核算时，调价数量和调价金

额会出错。 

 

商品快速查询 

 用与商品的快速查询，其界面如图所示： 

你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编号、名称、条形码、助记

符等，系统会按你的输入，模糊查询。 

 此功能在需要用到商品查询的大部分地方如

收款、进仓、转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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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其它查询 

 本模块是我们专为了客户的某些特殊

的个性化查询而设置。可以选择的查询视

乎各个客户，它会有不同的选择。 

 

 

 

 

 

 

 

商品标签打印 

 商品标签打印为制作商品的货架标签而设，它的操作方法与条形码的制作方法基本一样。不

同的是添加要打印的商品，添加时和小分类资料的查询是一致的，查询到的商品就是要添加的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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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查询 

 前台查询几乎包括的有关前台数据的全部查询操作。前台数据除了即时数据外，在这里指的

是前台清机后并且做了销售统计的数据。前台数据的存放方法是按照店号、机号、清机班次来存

放的。在查询时应注意以上三各概念。以下是各查询的主要内容。 
 

销售明细 

 是所有前台查询中数据最齐全，可以查询到各中结果的查询，但是由于数据量特别大，它的

查询速度也是所有查询中速度最慢的。如果不是十分必要，请尽量不要用销售明细查询。 
 可以查询的内容： 
 单号：前台流水帐的总单号 
 编码：小分类编号 
 名称：小分类名称 
 销售日期： 

数量：销售数量，按最小零售单位计算，实际的数量应该是：数量/包装数量，在退数或该
错时，它的数值是负数。因此查改单或退数时的查询条件是数量为负数。 

售价：销售价，按销售单位计算。 
 应收：销售该小分类的应收款。 
 包装数量：用大包装销售、辅助编码销售、秤重小分类销售等非最小零售单位销售时，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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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单位包含的最小零售单位数。 
 单位：最小零售单位的单位名。 
 金额：按零售价计算的销售金额。 
 折扣：该小分类的折扣总金额。 
 加收：该小分类的加收总金额。 
 税金：该小分类的税金总金额。 
 零售价：当时资料里的零售价。 

进价：当时时资料里的进价。 
部门：小分类的部门号。 
供应商：小分类的供应商号。 
收款员：进行销售的收款员。 
顾客：本销售单的顾客号（或客户号），销售时输入。 
柜组：本销售单的柜组号，销售时输入。 
服务员：本行（小分类）销售时的服务员号，销售时输入。允许每一个小分类有一个服务员。 
清机班次：前台的清机班次，每一前台它的清机班次是顺序的，但不同的前台它的清机班次

是不关联的。 
收款机编号： 
分店编号： 
清机日期： 
受权人工号：受权对单进行改错、退数、打折扣等的受权人工号。 

 

支付过程 

 支付过程查询，主要查询支付流水账，支付流水账存放的是关于每一张销售单是用何种币种

支付的。 
 可以查询的内容： 
 单号： 销售单流水号。 
 币种： 付款币种。 
 人次： 每张单只有一个币种被标为‘1’，其它为‘0’，在支付流水账种，该数值的累总，
就是交易次数。 
 支付： 支付币种的金额 
 人民币：相当于本币（一般是人民币）的金额 
 收款机编号： 
 分店编号： 
 汇率：支付币种的汇率 
 收款员： 
 顾客： 
 清机日期： 
 销售日期： 
 清机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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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类报表 

各收款机按清机班次累总的小分类报表。 
可以查询的内容： 
编码：小分类的编号 
名称：小分类的名称 
单位：最小零售单位 
数量：按最小零售单位算 
金额：按零售金额算 
折扣：该班次该小分类的折扣总额 
加收：该班次该小分类的加收总额 
税金：该班次该小分类的税金总额 
应收：该班次该小分类的总应收 
进价金额：按当时进货价计算的金额 
利润：应收与进价金额之差（毛利） 
部门：小分类所属的部门号 
供应商：小分类所属的供应商 
清机班次： 
清机日期： 
清算编次：每月清算的编次 
毛利率：利润/零售金额的百分比 
机号： 
店号： 

 
 

部门报表 

 各收款机按清机班次累总的部门报表。 
 可以查询的内容： 

 编码：部门编号 
 名称：部门名称 
 数量：该部门的销售数量 
 金额：销售金额（按零售价算的折前金额） 
 折扣：部门总折扣 
 加收：部门总加收 
 税金：部门总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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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部门实际销售收入 
 利润：贲门毛利 

进价金额：按当时进货价算的金额 
清机班次： 

 清机日期： 
 毛利率： 
 机号： 
 店号： 
 

币种报表 

 在每一清机班次中，各币种收入多少的报表。 
 
 可以查询的内容： 
币种：币种名称 
次数：交易次数 
支付：该币种的币值 
人民币：相当于人民币（本币）的币值 
汇率：该币种与本币的兑换率 
清机班次： 

 清机日期： 
 机号： 
 店号： 
 

收款员报表 

统计各收款员在一定时间内的报表 
可以查询的内容： 
编码：收款员的工号 
名称：收款员姓名 
数量：销售商品的数量（非交易次数） 
 金额：销售金额，按零售价算、折前 
折扣：折扣金额 
加收：加收金额 
税金：税金总额 
应收：该收款员的实收款项 
改错次数：在前台使用改错的次数 
退数次数：在前台使用退数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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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次数：在前台使用删除（‘1’+改错键）的次数 
废单次数：在前台作废单（‘1’+退数键）的次数 
结帐次数：在前台结帐的次数 
清机班次： 
清机日期： 
机号： 
店号： 

顾客报表 

统计各顾客消费的报表，它是关于顾客消费金额的报表，如要顾客的消费明细应该在消费明

细中查询。 
可以查询的内容： 
编码：客户号 
名称：客户名称 
数量：消费数量 
 金额：消费金额，按零售价算、折前 
折扣：给该客户的折扣金额 
加收：加收该客户的金额 
税金：该客户税金总额 
应收：该客户的实付金额 
进价金额：销售成本 
利润：毛利 
清机班次： 
清机日期： 
机号： 
店号： 

 
 

时间段报表 

为前台收款机每一小时作一次统计，以反映前台营业的繁忙程度，用来帮助我们合理地调配

资源。 
可以查询的内容： 
时间：时间段标记 8:00—9:00标为 8  10:00—11:00标为 10 以此类推 
名称：时间段名称如 8－9时 
人次：在这段时间内地交易次数 
数量：在这段时间内商品地销售数量、按最小零售单位计算 
金额：在这段时间内折前成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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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在这段时间内折扣金额 
税金：在这段时间内税金 
加收：在这段时间内加收金额 
应收：在这段时间内实际成交额 
清机班次： 
清机日期： 
机号： 
店号： 

供应商报表 

反映各供应商的商品销售额的报表。 
可以查询的内容： 
编码：供应商号 
名称：供应商名称 
数量：销售数量 
 金额：销售金额，按零售价算、折前 
折扣：折扣金额 
加收：加收金额 
税金：税金总额 
应收：实付金额 
进价金额：销售成本 
利润：毛利 
清机班次： 
清机日期： 
机号： 
店号： 

 

服务员报表 

统计服务员销售业绩的报表。在此报表里只是反映了每一各服务员的营业额，要统计各服务

员销售的商品要在销售明细中查询。 
可以查询的内容： 
编码：服务员号 
名称：服务员姓名 
数量：销售数量 
 金额：销售金额，按零售价算、折前 
折扣：折扣金额 
加收：加收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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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税金总额 
应收：实付金额 
提成：按服务员资料里的提成系数，计算出来的金额 
清机班次： 
清机日期： 
机号： 
店号： 

 
 

柜组报表 

为统计各柜组的销售额而设 
可以查询的内容： 
编码：柜组号 
名称：柜组名称 
数量：销售数量 
 金额：销售金额，按零售价算、折前 
折扣：折扣金额 
加收：加收金额 
税金：税金总额 
应收：实付金额 
清机班次： 
清机日期： 
机号： 
店号： 

 

928财政报表 

向下兼容 DOS平台的 928前台收机。在新系统中已经很少使用。 
可以查询的内容： 
币种：币种的名称 
币种号：币种的编号 
金额：销售金额，按零售价算、折前 
加/折：加收与折扣金额之和 
税金：税金总额 
人次：使用该币种的次数 
清机班次、清机日期、机号、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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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前台 

实时监视前台的销售情况。要监视前台的销售，有几点是必须保证的 
1、前台机器必须与后台保持连接。 
2、除了网络连接正常外还要设定前台收款机的状态字 

  收款 3的 10－销售明细立即送回后台 
               13－与后台数据保持连接  

3、在分店资料中设定有该收款机，即资料中的店号、机号必须与前台设定的相同。 
4、前台收款机要设好相应的店号和机号，它们分别在状态字的编程 1中的 

收款机编号 
分店编号 
编辑框内设定。 

监视前台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店号和收款机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要监视的前台，该前台的最后一笔交易将会立即显示出

来。 
 

即时营业额 

显示各前台收款机的即时数据，在使用之前，与监视前台一样，要进行有关的设置之后才可

以。 
 进入窗口后，会马上显示所有前台收款机的营业情况，如下图所示： 
 按刷新按钮，有关的数据会立即刷新。 
按清除按钮，如果当前选定收款机的数据为空的，则会问你是否删除全部数据，如你回答

“是”，当前的全部数据将被删除。 
  如果当前选定收款机的数据不空，则会问你是否删除本机数据，如你回答“是”，当前

的本机数据将被删除。 
  数据被删除的并不是真正的前台数据，而是前台数据的一个副本。这个副本在前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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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果前台与后台保持连接，则每一笔销售会被添加到这个副本。前台清机时，这个副本也会

被删掉。 
 

 
 要查看某一前台的明细、可以按“明细”按钮或双击表格中相应的前台收款机，立即进入该

收款机的前台销售明细。如下图所示： 
 

 
 如果前台的数据太多需要查询时，在窗口的左上角有一下拉列表框

（在默认情况下它显示“显示全部”），如右图所示： 
选择相应的菜单条，在下拉列表框旁的编辑框内输入相应的查询条

件并回车，满足查询条件的记录将被筛选出来。要回到显示全部商品的

时候，在下拉框里从新选回“显示全部” 就可以了 
 
 注意事项：即时营业额在一般情况下要将它作为一种参考性数据，在很多种情况下会造成数

据的丢失。如前台比后台先开、前台与后台断开连接、前台修改收款机号等等。在系统中即时营

业额不作为最后的数据添加到系统中，清机数据才是核算数据。 
与即时数据有关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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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店资料中的： 
  店号、机号、收款机发送路径、收款机型号。 
状态字中的： 

收款 3 10即时送销售明细到后台 
      13与后台数据保持连接 

清机  删除后台实时监视的流水账 
编程 1 收款机编号 

      商场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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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设置 

 状态设定主要进行有关系统的设定。系统如何设定，直接影响到运作，因此如果你对系统不

是很熟悉，请与供应商联系，由它们协助你完成此工作。状态设定的窗口如下所示，有 4个功能
模块。状态字设置、查询表设置、用户权限设置、设置历史数据。 
 

 

状态字设置 

 点击状态字设置，出现密码输入框如右： 

输入正确的密码，按“确认”即可进入如下所示界面： 

请注意：不同的状态设置，对应着不同的系统性能及

功能设置。对于一般收款员，不需要掌握；对于系统

维护人员，则需要详细了解其中每一项设置的具体含

义，及对不同行业的不同运用情况。一般地，对于某

一个具体的用户，收款机在出货之前，公司的技术人

员都会将其按行业特点及用户要求设置好，并调试运行正确无误。 

以下部分将对状态字中部分设置进行简要的说明，方便用户参考选择。用户没有特殊的要求，一

般勿须作太大的改动，只要作好资料定义及输入好库存（有进销存管理的要求时）即可。 

由于系统的状态字很多，共有 10多页，以下页为顺序简单介绍各状态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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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 

 

 
标题：使用系统的单位名称。在收款界面的 E区显示的内容，各种报表的标题字。可以改为用户

所需要的名称。 

背景图象：用来改变背景的图片，图片要 BMP格式。用法与 Winodws的屏幕背景一样。 

开机不用登录：开机可以不经过登录可以直接进入收款和查询。 

隐藏整条任务栏：进入系统后隐藏整条任务栏。 

冻结整条任务栏：进入系统后冻结整条任务栏。 

隐藏左下角开始按钮：隐藏 Windows的开始按钮，使得 Windows不能运行其它程序。 

冻结右下角通知区域：锁定通知区域。 

隐藏桌面图标：打勾表示 Windows桌面图标不被显示。 

冻结桌面图标：打勾表示 Windows桌面图标被锁定。 

开机时从服务器下载数据：表示系统是否在启动时自动从服务器下载最新的基本资料数据。 

一般情况下不要使用。否则开机的时间将会很长。 

显示时间：进入系统后在屏幕上用大字显示时间。 

公告信息文件：进入系统时显示的公告信息。如果不想显示公告信息，只要将其文件改变名称即

可。如果文件的位置在文件服务器的某一文件夹内，通过修改它的内容，所有收款机在开机时就

可以看到有关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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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 1 

1 显示找赎延迟时间(秒)：(15) 
  在收款时，如果要显示找赎，该数值表示显示时间的长短。 
2 加收折扣率单位：（100） 
  加收和折扣时的单位为：100时 输入 10表示 10% 为 1000时输入 10表示千分之 10。 
3 最大折扣率：(0) 
  本机允许的最大折扣率，在本收款机上进行折扣操作时的最大折扣率。0 时允许全折，10
时最多可以为一折、20最多可以为二折、90最多可以为九折。 
4 最大加收率：（100） 
 本机允许的最大加收率，在本收款机上进行加收操作时的最大加收率。0 时不允许加，10
时最多可以加一成、20最多可以加二成、90最多可以加九成。 
5 默认折扣率：（90） 
 进行折扣操作时，不需输入折扣率，而直接按折扣键的默认折扣率。 
6 默认加收率：（10） 
 进行加收操作时，不需输入加收率，而直接按加收键的默认加收率。 
7 允许最大销售单价：（99999.00） 
  进行收款操作时的最大单价，超过此价的将视为无效输入，设定本项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错误

操作。 
8 单之间空行(或定长 0.1mm)：（10） 
  结帐打印帐单时，帐单之间的间距。如果是 Windows 打印，该时值代表帐单的总长度（以
0.1mm为单位）。该数值也不影响 Excel方式的打印。 
9 汇率单位：（100） 
 与本币的兑换率单位，100表示每 100的非本币兑换多少本币。 
10结帐进位尾数：（5） 
  1表示逢 1进 1、 2表示逢 2进 1、 4表示 4舍 5入、 9表示逢 9进 1。 
11Excel帐单行数：(10) 
  用 Excel方式打印时，每页的行数。 
12上纸时空行数：（0） 
 把打印纸放到打印机时，打印机自动进纸的行数。用于定制的单页纸打印。 
13厨单之间空行数：（5） 
 打印橱单时的单间距。本状态字用于比较旧的系统。它仅对橱单是用串口方式（收款 2的橱
单打印端口）打印时有效。 
14优惠卡持有者称谓：（车牌） 
  优惠卡持有者的称谓是可以修改的，视乎你的需要可以改为你想要的名称，如“持卡人”、

“会员”等等。 
15特殊小分类符号：（※） 
 特殊小分类通常是指需统计，但不需要在帐单上与一般小分类一样显示。如不要单价和金额、

加收折扣等。如人次、周转次数等。它在小分类名称的第一个位置。凡是不想打印单价、金额、

加收折扣等的小分类，在它的名称前一定要加上本符号。 
16特价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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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价小分类符号。它在小分类名称的第一个位置，它表示该小分类是特价小分类，不能打折

扣。相反，凡是不可以打折的小分类，应设为特价小分类。 
17份数名称：（）（默认置空） 
  如果顾客购买完全相同的商品组合时，可以使用份数。如酒楼的酒席、中药的药方等，我们

只要逐个输入各个单项后，输入份数即可（用 0＋份数＋“数量”键）。本状态字定义的是份数
的名称，即：“席”、“剂”等。 
18加收显示名称：（加收） 
  加收名称可以改修改，如“服务费”。 
19折扣显示名称：（折扣） 
  折扣名称可以修改，如“优惠”。 
20暂计名称：（暂计） 
  可改为“小计”、“当前合计”等。 
21台号显示名称：（台号） 
  可以改为“顾客”、“会员”等。 
22顾客显示名称：（顾客） 
  顾客显示名称可以修改，如“会员”等。 
23服务员显示名称：（员工） 
  服务员显示名称可以修改，如“服务员”、“业务员”等。 
24柜组显示名称：（柜组） 
  柜组显示名称可以修改，如“小组”、“班”等。 
25基本币种名称：（人民币） 
 表明本币的名称，如果本币的名称不用“人民币”这三个字样，一定要把本币的名称填入，

否则系统回混乱。 
26免费项目名称：（免费项目） 
 表明项目免费的名称，如“免费”、“赠送”等。 
27帐单打印纸宽度(字符)：（40） 
 用来打印帐单的打印机，每行的字符数，以下是其中常用打印机的参数： 
  LQ300K：用 76mm打印纸时 40   用 114mm打印纸时 55。 
  POS-58 (AK-58、CP-20001)等：32 
    TM300K、TM-300、SP-300等：40 
28PLU编码打印宽度(字符)：（5） 
 小分类编码的打印宽度，如宽度为 0，则不打印编码。如宽度大于 0，而实际编码长度大于
设定长度时，编码和名称回连在一起。 
29显示磁卡资料延迟时间(秒)：（10） 
  刷卡时，显示会员资料的时间。 
30打印多少张账单(即时打印无效) 
  结帐时，同一帐单联数。目的：用单层纸打印时可以得到多联帐单。 

收款 2 

结帐金额单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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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帐时的最小单位：它可以是 分、角、元。如果结帐单位不是“分”，很容易产生误差，

这个误差的累计在收款机的财政报告中有反映。 
收款键盘： （标准） 

指明收款机所使用的键盘类型。可选类别：标准、20键、18键 
连接秤的串口：（无） 
 设定收款机是否与电子秤直接相连，如果联接，指明连接的串口。 

可选值：无、COM1、COM2。 
如果没有连接电子秤，一定要选“无”否则收款时回出错。 
在选用电子秤时请与供应商联系，看你选用的电子秤是否适合本收款系统使用。 

加收折扣使用方式：（按加收折扣率） 
  可选值：不允许加收折扣、按加收折扣率、按折让方式 
各选项的含义： 
 不允许加收折扣――不可进行加收和折扣操作。与收款 3 的“53 允许打折”基本相同但它

还包括的加收。 
按加收折扣率――在按加收或折扣键之前输入的输入数值代表的是加收或折扣率。也就是

说，90＋“折扣”键代表的是 10%的折扣。在此选项下，如要用折让，使用的方法是： 
0＋折让金额＋“折扣”键。 
如：0+1.5+“折扣”键表示折让金额 1.5元。 
按折让方式――在按加收或折扣键之前输入的输入数值代表的是加收或折扣的金额。也就是

说，90＋“折扣”键代表的是的折让 90元。 
顾客显示屏连接的串口：（无） 

可选值：无、COM1、COM2、COM3、COM4。 
设定收款机是否与顾客显示屏相连，如果相连，指明串口。 
如果没有连接顾客显示屏，一定要选“无”否则收款时回出错。 
在选用顾客显示屏时请与供应商联系，看你选用的顾客显示屏是否适合本收款系统使用。可

用的顾客显示屏的型号在收款 6的状态字中有定义。 
最小定价单位：（分） 

小分类计价的最小货币单位。 
可选值：分、角、元 
如果结帐单位不是“分”，可能（如价收、折扣等）会产生误差，这个误差的累计在收款机

的财政报告中有反映。 
橱单打印的端口 ： （无） 

设定收款机是否与橱单打印机相连，如果相连，指明串口或打印方式。 
可选值：无、COM1、COM2、部门 
各选项的含义： 
无――不接橱单打印机。 
COM1、COM2――橱单打印机接在 COM1或 COM2 
部门――系统安装了打印服务器，每一台橱单打印机，打印什么由各前台的“快餐外卖”中

的打印设定来配置。在有橱单的系统中，建议使用本选项，它有助于系统可靠性的提高。 
COM端口的橱单打印机：（LQ-300K） 
 设定橱单打印机地委型号，本状态字仅对橱单打印机端口是 COM1或 COM2时有效。本状
态字在新系统中以较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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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值：LQ-300K、TM-U300A 
帐单打印时间：（时日） 

帐单打印时，打印时间的格式。 
可选值：无、日期、时间、时日。 
各选项的含义： 
无――不打印。 
日期――只打印日期。 

 时间――只打印时间。 
时日――打印时间和日期。 

账单打印方式： （即时打印） 
 设定帐单的打印方式。 
 可选值：Windows方式打印、即时打印、结帐打印、Excel方式打印  
 各选项的含义： 
 Windows方式打印――采用 windows的打印方式，在本系统中只有 76mm和 114mm两种方
式，除非是与与软件供应商有约定，一般不建议使用本方式。 
 即时打印――边输入边打印的方式，建议打印速度比较慢的打印机（大部份的针式打印机如

PD210、TM300、SP300、 LQ300K等）使用这种方式，这有助于打印速度的提高。 
结帐打印――结帐时才打印帐单。建议打印速度比较快的打印机（大部分的热敏打印机如 

POS-58、AK-58、CP-2001等）使用这种方式，这有助于打印质量的的提高，对于改动特别大的
单效果尤其突出。 

Excel 方式打印――使用 Excel 进行打印的方法。它使用的模板在本页中有定义。需要说明
的是，这是一种个性化的打印，打印的式样可以通过修改模板而得到。使用本打印模式一定要预

装 Excel。 
Excel帐单模板文件：(whSale.xlt) 
 帐单打印方式是 Excel方式打印时，打印模板的名称以及位置。在编辑框的最右边有打开文
件的对话框，使你非常容易地选出打印模板。在系统中有另一个打印模板也很常用“nWhsale.xls”，
比较新地系统里用的模板大部分是它。 
弹出菜单：（全部选中） 
 确定前台收款时的鼠标右键和按清除键时的弹出菜单的内容是否包含以下的选项： 
 可选选项    含义 

1 转换币种     用来转换收款时的币种（币种资料中有定义） 
2 商品查询     查询小分类资料，忘记编码的可用它查询 

   3 库存查询     查询后台的库存（还未减当班销售） 
   4 帐单查询     查询当班帐单（可以打印查到的帐单） 
    5 显示留单     查看有哪些留单存在收款机内 
    6 出厂价销售    改变当前的默认单价为出厂价（小分类资料中定义） 
    7 大包装销售    改变当前的默认单价为大包装价（小分类资料中定义） 
    8 出票/ 不出票   控制打印机出票或不出票 

9 修改当班帐单  可以调出当班的账单进行修改 
   10从总仓下载数据  接收从总店或仓库送来的陪送单（影响库存量） 
   11下载基本资料  接收从总店传来的基本资料（下载）、与后台数据同步（刷新） 
   12 输入储备金   输入给当班收款员的储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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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销售磁卡   调出磁卡（会员优惠卡）销售界面 
   14 修改磁卡   调出磁卡维护界面，对卡进行挂失查询等处理 
   15 车号牌字    调出常用的车号牌字或其它的常用文字 
   16 预打印帐单   预打印当前帐单，以供客户核对 
   17 快餐外买     以快餐点菜的方式进行菜单录入（全鼠标方式） 
   18 开始帐单累计   开始和结束帐单的累计，用于多单一起结算的场合 
   19 改帐单小分类名  给小分类名称添加一些文字，主要用于厨单打印 
   22 出租业务     调出物品出租界面，进行物品出租的处理 

收款 3 

1 没有磁卡时允许优惠 ：（×） 
 在进行会员消费时，允许不刷卡，而直接输入会员号就可以进行会员消费。 
2 自动大包装销售：（√） 
 前台销售时，销售数量达到大包装数量时，自动按大包装的价格进行销售（每一个单品的价

格＝大包装价/包装数量）。 
3 自动退出厂价或大包装销售：（√） 
 输入完一笔按大包装价或按出厂价的销售后，自动退出此默认状态。 
4 自动返回人民币结帐：（√） 
 用完其它币种销售后，自动返回人民币（本币）销售状态。 
5 收款时提醒库存已达到下限：（√） 
 商品的库存达到下限时，会自动提示。本提示只在只有一台机的情况下数据是准确的。 
6 负数用不同字体表示：（√） 
 收款时，如果出现负数，会用不同的字体和颜色表示，以达到提醒的目的。 
7 帐单打印收款员名称：（×） 
 打印帐单时，除了收款员工号外，还包括收款员名称。 
8 日志记录销售流水帐：（√） 
 除了销售流水账外，还有日志记录销售过程。 
9 按酒楼方式打印合计：（×） 
 所有金额都右对齐，不打印总数量。 
10即时送销售明细到后台：（×） 
 每一笔交易完成后，马上将流水帐送回后台，以实现实数据。要做到这点，还要前台与后台

一直保持连接才可以。 
 注意事项：在网络不太稳定的环境里运行，请务必关上本功能。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11Windows打印时需要预览：（×） 
 用Windows方式打印时先要预览（模拟显示）。 
12留单时帐单打印在同一张纸：（×） 
 用同一张纸完成帐单的预打印和结帐打印。用于酒店、酒楼已经印好的定制帐单。 
13与后台数据保持连接：（×） 
 开机后，前台与后台间一直保持连接。此时前台所使用的资料全部是后台的，后台更新了数

据，前台立刻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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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在网络不太稳定的环境里运行，请务必关上本功能。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21结帐后柜组不变：（×） 
 结帐后，上次的柜组号不变。用于大型商场的特定柜组收款。 
22忽略条码前的'0'：（×） 
 有时商品的条形码是以‘0’带前的，本状态字决定是否删除它。 
23单项打印加收折扣：（√） 
 逐行打印每一行商品的加收和折扣，适用于大部分商品不加收折扣的场合。 
24打印总的加收折扣：（√） 
 在帐单的末端打印总的加收和折扣。 
25累加帐单分开打印：（√） 
 在进行帐单累计时，每一张单都逐一打印出来，否则把要累计的帐单合在一起打印。 
26录入数据时才打印头部：（×） 
 要输入商品时才开始打印帐单的头部，在默认情况下帐单头部是在帐单打印完后打印的。 
 头部文件名：Head.TxT。 
尾部文件名：End.TxT。  
删除以上两各文件，将不再打印头部和尾部。 

27使用单页打印纸：（×） 
 帐单用单页纸打印，选用本状态字，确定打印完账单后是否向打印机发送一个还页命令。 
 使用本功能时，请务必将单间距设为 1。 
28帐单不打印明细：（×） 
  账单不打印商品明细，而按部门打印。 
29帐单不打印编码：（×） 
 新系统已经不再使用本状态字，想不打印编码将收款 1的“PLU编码打印宽度（字符）”数
值改为‘0’即可。 
30与服务器时间同步：（×） 
 开机时，收款机的时间设到与后台服务器一致。 
 注意事项：要本功能生效，必须设定与后台保持连接。 
31结帐后服务员不变：（×） 
 结帐后，服务员号不变。 
32允许使用单价键：（√） 
 允许前台收款时输入单价，也就是说可以修改商品的单价。 
33帐单只打印总计：（×） 
 账单只打印合计数，而没有任何明细。本状态字通常与“43打印留单”配合使用 
41允许改错：（√） 
 允许前台改错（未结帐前的帐单）。 
42允许退数：（√） 
 允许前台退数（结帐后的帐单）。 
43打印留单：（√） 
 留单时打印帐单。本状态字通常与“33帐单只打印总计”配合使用 
44打印暂计：（×） 
 在即时打印时，按暂计件时，立刻打印暂计。 
46员工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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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台可以作为员工考勤的刷卡机，新系统已经不在支持本功能。 
47使用车号牌字：（×） 
 顾客号包含有一些常用字时，可以只输入顾客号的部份数字，弹出选项供你选择。 
48数量有小数位：（√） 
 数量可以有小数位。 
49优惠卡是 IC卡：（×） 
 会员卡是 IC卡。 
45退单不打印：（×） 
 退单时不打印 即在收款时输入 1+“退数”键时不打印。 
50允许作废帐单：（×） 
 允许作废帐单 即在收款时允许输入 1+“退数”键。 
51预打印帐单大字：（×） 
 预打印帐单的字体与打印帐单时一致。 
52允许修改当班帐单：（×） 
 结完账的当班账单可以被修改。 
53允许打折：（√） 
 帐单可以打折扣。 
54分开台号与客户号：（×） 
 可以同时有台号和客户号。 

　 顾客号用 顾客号＋“台号”键输入 
  台号用  “.”＋台号＋“台号”键输入 

55厨单在留单时打印：（√） 
 厨单在留单时打印（如果不留单则在结帐时打印）；否则在输入时打印。 
56按单打印厨单：（√） 
  同一台号的厨单内容打印在一起，否则每一菜色一张厨单。 
57暂计不打印特价：（×） 
 在帐单的末尾打印暂计时，不出现“特价”的字样。 
58收款时总是提示库存：（×） 
  收款的时候，不管库存是否达到下限，都总是显示库存量。 
59Format方式打印账单：（×） 
 打印的帐单有“编码”、“名称”、“数量”、“单价”、“金额”等字样。 
60售卡时打印账单：（×） 
  出售（登记）优惠卡时要打印账单。 
61用商品键时固定单价：（×） 
 用键位输入时，按商品键位键之前的数字代表的实数量，否则是单价。 
62输入金额才能结账：（×） 
 一定要输入金额才可以结帐。 
63输入服务员才能结账：（×） 
 一定要输入服务员才可以结账，并且此服务员在服务员资料中要有登记。 
64输入台号才能结账：（×） 

一定要输入台号才可以结账，并且此台在球台信息资料中要有登记。 
65销售前要录入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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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输入服务员才可以开始收款，并且此服务员在服务员资料中要有登记。 
66：销售前要录入柜组：（×） 

一定要输入柜组才可以开始收款，并且此柜组在柜组资料中要有登记。 
 

收款 4 

收款前台使用的数据类型：（MS SQL） 
指定前台数据库的类别 
可选值：MS SQL、DB、ACCESS 

 注意事项：非专业人员不要随便改动本设置。 
后台使用的数据类型：（MS SQL） 

 指定后台数据库的类别 
可选值：MS SQL、DB、ACCESS 

 注意事项：非专业人员不要随便改动本设置。 
收款时采用快速查找(只对 DB有效)：（只使用快速查找） 
    可选值：使用 SQL查找、SQL与快速查找结合、只使用快速查找 
 注意事项：非专业人员不要随便改动本设置。 
前台使用小分类的部门号(逗号分开)：（全部） 
 指定前台收款时可以使用的小分类资料范围。 
    可选值：全部、包括、不包括 
 注意事项：指明包括或不包括时，应填上部门号的列表。 
会员卡： 
 本拦的状态字适用于非规范的磁卡或条形码卡，通常的会员卡格式请与你的供应商联系。为

了会员卡不与商品的条形码混淆，建议不要使用这中方式的会员卡。 
 长度：（0） 
  会员卡的字符位数。 
 起始：（） 
  会员卡的字符串的最小值。 
 结束：（） 
 会员卡的字符串的最大值。 
 
条码秤条码组成 
 表明条形码秤在秤量标签里条形码的含义。通常形码秤打印出来的条码标签一般由 13位或
18 位的条码，在这一串数字里，包含了固定码、PLUNO、金额/数量（数量、金额 或数量、单
价）和校验位（一般是最后一位）。以下就是有关这串数字的分拆。 
 固定起始码：（） 
 每个条码标签都有的带前码。 

起始 PLUNO：（9999000） 
 计重小分类编号的最小值。 
结束 PLUNO：（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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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重小分类编号的最大值。计重小分类的编码必须是在起始 PLUNO和结束 PLUNO之
间，而且要确保它在小分类资料中有定义，还要指明它是秤重小分类。 

金额/数量位数：（5） 
 金额或数量的位数。 
使用金额：（√） 
  在金额/数量这段数字里代表的是数量或是金额。 

出租业务收费小分类号：（） 
 在进行物品出租时，收费的名称(如租金、租书、租碟等)要定义一个小分类，在这里要填的
就是这个小分类的编号。 
顾客人数小分类号：（） 
 顾客人数是一个特殊小分类，在进行帐单打印时，它不会出现在帐单明细当中。为了表明某

个小分类就是人数，在此要表明。 
补最低销费小分类号：（） 
 在这里指的是部门号，凡是属于这一部门的小分类，它的单价就是最低消费，当输入这一类

别的小分类时，这个小分类的单价（可以在收款时重新输入）就是这张单的最低消费。 
计算赠券有效金额的部门列表(逗号分开)：（） 
 在收款时要添加赠券（21＋“帮助”键），里面有一个有效的参考金额，这个金额如何计算，
在本状态字内有定义，也就是说帐单中部门号包含在本列表中的小分类才被计算。 
  如果列表为空，则所有部门都被包含进去。 
修改前台帐单号： 
 前台清机后，可以按本按钮修改前台的单号。 
 

收款 5 

允许客房签单：（×） 
 在与酒店客房系统相连时的一种连接方法，它把本系统的消费立刻添加到客房系统中。 
药品小分类：（×） 
 在小分类中，会添加字段“英文名”、“学名”、“产地”和“规格”。 
直接累计客户消费：（×） 
 在结帐后立刻累加客户的消费额。在一般情况下，客户的消费额是在清机，并且做了销售统

计之后才累加的。 
用于冲印：（×） 
 用于冲印，则本系统在冲印的模式下运行，你必须按一定的顺序输入胶卷类别、重印规格冲、

冲印说明等。 
留单自动产生单号：（×） 
 可以不输入台号、顾客号等，而直接留单也可以产生单号。 
帐单按部门顺序打印：（×） 
 账单打印小分类时，按部门号的顺序排列，在默认情况下，按输入的先后顺序打印。 
  本状态字只在结帐打印方式时才起作用。 
累加帐单中相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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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单打印小分类时，相同的商品只打印一行，数量、金额等是帐单中该小分类的总额。 
留单存于服务器：（×） 
 留单时的内容存在服务器，这样所有的前台都可以对留单进行有关的处理，如查看、修改、

添加、删除、结帐等。在默认情况下，留单存于本机。 
打印英文名(114mm) ：（×） 
 在打印纸宽为 114mm时，可以选择本项。在帐单中不但有小分类的名称，还会另起一行，
打印该小分类的英文名。 
帐单打印合计数量：（√） 
 在帐单的尾部打印合计数量，在某些场合合计数量是没有意义的，如计时收费，它的合计数

量是时间与小分类数量的的合计，不应打印。 
帐单打印加收折扣率：（√） 
 在进行加收折扣时，视乎你的需要，打印加和折扣率 
改单时允许留单：（×） 
 已经结过帐的帐单，调出来修改时，还可以留单。 
帐单打印柜组、服务员名称：（×） 
 在帐单上不但打印柜组、服务员号，还联同柜组、服务员名称一起打印。 
不存在条码时暂停：（×） 
   用条形码扫描器录入商品时，为了减少误操作在遇到没有定义过的条形码时，要停一停，以
便核对此商品是否录入。 
 
计时收费 
 到钟预警：（√） 

在计时收费时，如果设定了到期时间，则在到钟时会有预警。 
预警时声音提示：（×） 
 到钟时有声音提示。 
打印计时收费明细：（√） 
 打印帐单时，帐单中，要列出从某某时间到某某时间的收费单价，耗时以及金额。 
桑那计时方式打印：（×） 
  桑拿的计时打印方式，即按头钟、二钟、三钟的单位时段方式。 
打印开台单：（√） 
  开台时，需要打印开台单，一般开台单上会注明计时收费的类别、收费标准、以及收了

多少押金等等。 
默认是桑拿计时方式：（×） 
 新系统已经基本不用此状态字。计费的方式是由计时种类决定的。 
未选台亦可零售：（√） 
 在没有选中台号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商品销售。 
允许零售商品打折：（√） 
 除了计时收费外，销售的商品也可以打折扣。 
 注意事项：本状态字不但影响计时收费，而且在一般的销售系统中，也起到作用，它与

允许打折的意义是相同的。 
桑拿亦打印起止时间：（×） 
 用桑拿计时方式时，在帐单上打印计时明细时，不打印起止时间。只有选择本项才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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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停止计时后多少秒关灯：（0） 
 在有灯光控制的计时收费中，停止计时后，可以延时多少时间再关灯。 
灯控串口：（无） 

      指明有无灯光控制器接在本系统。 
        可选值：无、COM1、COM2 

净桑拿小分类号：（1001） 
 如果计时收费是桑拿时，不上钟时的消费小分类号。 
净桑拿计时起点：（10）分钟 
 净桑拿的耗时达到此计时起点才有不上钟时的最低消费。 
  此状态字在新系统已有计时类别代替。 
闪烁频率(毫秒)：（1000） 
 新系统已经停用该状态字 
预警时间(秒)：（3600） 
 新系统已经停用该状态字 
预警提前时间(秒)：（600） 
 新系统已经停用该状态字 
报警窗口频率(毫秒)：（10000） 
 新系统已经停用该状态字 

 

收款 6 

 
底片类型（部门编码）：（1） 
 用于冲印时，底片类型（如科达净冲、富士净冲）的部门号。 
相片规格（部门编码）：（2） 
 相片规格（如 3R、4R、5R等）的部门号。 
来底翻晒（商品编码）：（101） 
 散片来底加工底部门号。 
默认取相时间(小时)：（2） 
 当天件的默认取件时间，按当前时间加上本时间作为取件时间。 
默认取相时间(隔日)：（1.16.30） 
 本状态字的内容分三个部份，它们分别用、号把它们分开。第一部份代表的是隔多少天之后

取件，第二部份代表取件当天时间的小时部份，第三部份代表取件当天时间的分钟部份。在以上

的默认值当中，代表的意义是：第二天的 16：30取件。 
 
冲印数据存放位置：（前台） 

指明冲印数据的存放位置，在前台时只能供本机使用，在后台可以给所有前台使用。 
可选值：前台、后台 
注意事项：选择后台时，前台一定要与后台数据保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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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磁卡小分类号：（1001） 
 在收款位置进行磁卡销售时，售卡收入的小分类编号。 
免费项目币种名称：（免费） 
 在前台销售有免费项目时，免费项目的总金额其币种归到哪一币种上。以区分收到的现金。 
存放前台数据(DB)的路径：（） 
 如果前台使用的数据源是 DB时，指明 DB表的存放路径；在默认情况下，DB表存放在程
序所在目录的下一级 DB目录。 
帐单包括以下部门时打印说明：（） 
 在进行帐单打印时，如果帐单中包含了本状态字所列的部门号时，在打印完帐单后，把文件

“_senddep.txt”（如果该文件存在）的内容打印出来。 
厨单打印服务器地址(midas)：（本机） 
 用 midas方式进行厨单打印时，指明 midas厨单打印服务器的位置。 

可选值：本机、服务器名称、IP地址（127.0.0.1（可以填上厨单打印服务器的 IP））。 
注意事项：在新系统中已经很少使用 midas方式进行厨单打印，本状态字为兼容而保留。 

票据打印机端口：（LPT1） 
 指明前台收款的票据打印机所连接的端口。 
 可选择端口：LPT1、LPT2、COM1、COM2、COM3、COM4、其它。 
 各端口的意义： 
 LPT1、LPT2：并行口 1和 2。 
 COM1、COM2、COM3、COM4：串行口 1－4。 
  其它：在这里指的是Windows安装的打印机，你可以从下拉列表框中选出。 
票据打印机型号：（LQ300K） 

指明前台收款的票据打印机的型号。在以下的打印机是指某一方面类别打印机的代表，如果

你的打印机不属于以下的可选择打印机，请与供应商联系，用哪一个选项更适合你的打印机。 
可选择打印机类别： 
    LQ300K 

            POS58 
            SP300 
            TM-300K 
            TM-300 
            其他 
            P1121 
            IM300 
顾客显示屏型号：（DIY-2100）  
 当前台接有顾客显示屏时，指定顾显的型号。 

可选择打印机类别： 
        DIY-2100、IBM-4164、PD-LE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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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 7 

70允许留单：（√） 
 确定本机的前台是否可以留单，在某些场合下（如酒楼），有的机器是专门用于结帐的，这

类机可以不允许留单。 
71打印找赎：（√） 
 确定前台打印帐单时，是否打印“收到”、“找回”等字样。 
72加折按实际金额：（×） 
 在默认情况下，所有的加收和折扣是以销售金额为底数进行计算的，在任何情况下，其底数

都不变。相反则加折按实际金额为底数进行加收和折扣。 
 

查询 

本页是有关查询时使用的状态字，此页的状态字大部分为兼容以前的版本而设。以下仅介绍常用

的状态字。 
 
查询定义表：（TableInf.mdb） 
 指明存放查询条件的数据库文件所在位置以及名称。 
 

清机 

清机打印当班报表 
  确定清机时要打印哪些报表，选中的打印，不选中的不打印。 

小分类报表：（√） 
    部门报表：（√） 
   收款员报表：（√） 
    币种报表：（√） 
    顾客报表：（√） 
    时间段报表：（√） 
    柜组报表：（√） 
    服务员报表：（√） 
    售卡报表：（√） 
 
删除多少天前的前台流水帐：（15） 
 在清机之后，前台的流水账要保存多长时间。 
 
没有上网允许清机(只对文件传送方式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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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系统的前后台数据是通过文件方式进行交换的，本状态字起作用。清机时，系统首先检

查收款机的数据发送路径是否存在，只有真实存在，才可以进行清机。在单机版和网络版，前后

台的数据交换都不是用文件来进行数据交换的。通常只有分布式版才需要此方式。 
清机时向服务器传送数据(File) ：（√） 
 收款机的数据发送路径是否存在的情况下，向服务器发回文件数据。本状态字仅在前后台以

文件进行数据交换时起作用。 
是否覆盖服务器的销售数据(File) ：（√） 
 以文件形式传回的数据文件是否覆盖掉之前的数据。如果是以文件形式传输的话，建议不要

覆盖。 
清机传送的销售数据含名称(File) ：（√） 
 传送回后台的数据是否包含名称。在同一系统，为了减少数据的传输量，建议销售数据不含

小分类名称。  
清机位可修改部分状态字：（√） 
 选中时，在清机位置可以直接修改“允许退数”和“覆盖服务器的销售数据”两个状态字。 
用 Socket(midas)方式传送数据：（×） 
 如果后台数据不提供网络服务时可以用此方式进行数据交换。 
清机报表(收款员等)采用销售数量：（×） 
 在收款员报表中的数量是否小分类的销售数量，如选中则是，不选中则是交易次数。 
清机后即刻进行销售统计：（×） 
 清机后是否立刻进行销售统计。如果选中，销售数据在清机后马上被添加到总账中，否则，

清后，数据仅仅传回后台，你可以对传回的数据进行检查、修改等处理之后在添加到总帐，同时

进行库存的扣减。 
删除后台实时监视的流水帐：（√） 
  在每次清机后，将本机的后台实时监视数据即可删除。 
打印快餐报表：（×） 
 清机时，是否需要打印快餐业报表。 

时间段分段间隔(分钟)：（30） 
时间从（9:30）   到 (23:59) 
商品编码(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 
(逗号,分隔   分号;换行) 
部门编码(38) 
 

 

编程 1 

联网路径(发送数据)： （c:\mcs\erc\1\） 
 前台收款机向服务器发回的文件数据（如销售流水帐、库存等）存放在此目录下。 
联网路径(下载数据)：（c:\mcs\erc\0\） 
 前台向服务器取的文件数据（如小分类资料、部门资料等）存放在此目录下。 
历史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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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件形式保存历史数据时，历史数据的存放路径。 
收款机编号：（1） 
 本前台在此商场内的收款机编码。要求在同一商场内收款机的编号唯一。 
商场编号：（1） 
  本前台所在商场的编号。要求系统内的每一个商场都有唯一的编码。 
磁卡的商品编码：（1） 
  为兼容以前版本而设。它只得是在进行售卡时，售卡的收入应归入哪一个小分类。 
商品名称的长度：（30） 
  为兼容以前版本而设，在新系统中商品的名称长度是不可以改变的。 
订单销量统计时间(天)：（30） 
 在生成订货单时，销量是以今天开始，往回算多少天的销量作为参考。 
进货类别： 
 进货时的一种备注。 
商品有效期码格式：（yymm） 
 使用批库存销售时，商品有效期的格式。按默认设置 

批库存的商品编码＝商品编码+ yymm（两位的年份＋两位的月份） 
商品内码(inerno)名称：（划分） 
 在小分类资料中，字段 inerno的名称是可以修改的。 
数据源使用别名(Alias) ：（√） 
 为兼容以前版本而设，请务必选中。 
清算时把上次清算的数据转入历史库：（√） 
 为兼容以前版本而设，选中与否对新系统无影响。 
入仓时允许修改售价与进价：（×） 
 在采购进仓时可以修改资料中的进价和零售价。 
允许硬关闭窗口：（√） 
 退出程序时，硬关闭主窗口。 
商品编码由数字组成：（√） 
 为兼容以前版本而设，选中与否对新系统无影响。 
进仓修改小分类供应商：（√） 
 在采购进仓时会修改小分类资料中的供应商。 
进仓修改小分类进价：（√） 
 在采购进仓时会修改小分类资料中的进价。 
检查数据结构：（×） 
 为兼容以前版本而设，选中与否对新系统无影响。 
使用批库存：（×） 
 确定是否使用批库存，如使用批库存，在采购进仓时必须输入商品的有效期，这样才使得系

统产生该商品的批库存编码。否则将无法入仓。销售时要扣减到批库存，输入的商品编码也应该

是它的批库存编码。 
不减从机库存：（×） 
 为兼容以前版本而设，选中与否对新系统无影响。 
分色分码：（不用） 

可选项：不用、使用、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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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选项的意义： 
不用：――系统不进行分色分码处理，不管小分类资料中是否设定分色分码。 
使用：――系统进行分色分码处理，但在输入编码时可以不输入色码和尺码。 
严格：――系统进行分色分码处理，只要该商品是分色分码的，就一定要输入色码和尺码。 
 

修改状态字密码 
 最初的修改状态字密码请向你的供应商获取。 
升级系统数据库 
 为兼容以前版本而设。可以不用 
 

编程 2 

：（√×） 
后台服务器地址(midas)：（本机） 
 指明后台 midas服务器的位置。 
  可选项：本机、服务器名称、IP地址 
各选项的意义：  
本机：――使用本机作后台服务器。 
服务器名称：――用计算机名称（填如编辑框内）指定后台服务器。 
IP地址：――用 IP地址（填如编辑框内）指定后台服务器。 
 

数据源(midasODBC)：（Back98） 
 指明后台数据源的 ODBC别名 
油品部门号：（） 
 在加油站系统中指明油品（如 90# 、97#汽油、0#柴油等）所属的部门号。 
后台管理图片：（拉伸） 
 指明后台管理每一页的背景图片的的填充方式。背景图片的名称应该与页的名称相同。 

可选项：不显示、原始、中心、拉伸。 
 

采购进仓不能改单：（×） 
进仓单打印到 Excel：（×） 
打印到 Excel时先预览：（×） 
打印页合计：（√） 
自动排列按钮：（×） 
顾客资料是会员资料：（×） 
本机是分店机：（×） 
本机允许售卡：（√） 
本机允许结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