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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使用须知 

1.1 浏览器要求 

支持主流 IE 8 以上、Firefox、Chrome、Safari 浏览器。 

1.2 硬件要求 

天店星耀版网页端后台管理程序对操作系统没有要求，只要能正常上网电脑均可

使用。天店星耀版客户端程序目前有思迅天店 Windows PC客户端。 

思迅天店星耀版 Windows PC 客户端可运行在普通电脑（X86 架构 PC 机 ）、

收款机（X86 架构）、触摸屏电脑（X86 架构、常见为 15 寸电阻屏）。 

第二章 注册登录思迅天店 

2.1 注册、登录 

第一步：登录“思迅天店”官网 http://www.td365.com.cn/ 在右上角有登录、 

注册按钮，如已有账号可直接点登录按钮登录，如没有账户可请点击注册按钮 

注册。  

 

第二步：输入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系统会向您手机发送验证码，收到验

证码后输入正确验证码、密码、确认密码、选择营业类型、邀请码（非必填项，

如没邀请码可不填） 。 



 2 

 

第三步：点击登录按钮后到登录界面。有两种登录模式，快捷登录、普通登录。  

(1) 快捷登录：快捷登录通过注册时使用的手机号码及密码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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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通登录：通过输入“商户 ID”、“用户名”和“密码”，进行普通登录。首

次注册后用户 ID 和用户帐号将通过短信发送至您的手机。  

 



 4 

第三章 思迅天店星耀版后台使用帮助 

3.1 开店向导 

登录网页后台会弹出“开店向导”对您的店铺做初始化。开店向导中有 4 步分别是完善商品

资料，设定基础资料，建立商品档案，下载客户端。 

3.2 基础数据 

基础数据包括商品信息、门店信息、商品查询以及更多功能（商品调价、商品组合和商品淘

汰）。 

3.2.1 商品信息 

商品信息包括商品档案、商品类别、商品品牌、商品单位、商品设置、微商店多规格商品信

息的建立。 

〖商品档案〗点击“新增”添加商品信息。可用扫描枪直接扫描商品（如标准条码，云端会

自动弹出品名、规格以及参考价格）也可手动输入条码按键盘回车键（如标准条码，云端会

自动弹出品名、规格以及参考价格）。思迅天店为此设计两种可大批量快速导入商品信息的

模式，〖批量导入〗和〖批量新增〗。具体可参考开店向导商品建立步骤。 

〖商品类别〗用于建立商品的类别，注册时系统会根据您选择的行业默认标准商品类别，如

类别不是您想要的，可自行修改或新增（注：默认“未分类”商品类别无法删除以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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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品牌〗用于建立商品的品牌，点击“新增”保存即可（注：默认“无品牌”商品品牌

无法删除以及修改）。 

 

3.2.2 门店信息 

门店信息包括门店管理和区域管理。 

〖门店管理〗用于新增门店，点击新增填写门店信息，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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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管理〗用于划分门店地区区域，并添加该区域督导。 

 

3.2.3 更多功能 

更多功能包括商品调价、商品组合和商品淘汰。 

〖商品调价〗用于对商品的进货价、零售价、最低售价、会员价、批发价或配送价进行调整。 

 

〖商品组合〗用于商品类型为捆绑商品、制单组合、制单拆分的商品添加成分商品。 

 
〖商品淘汰〗用于淘汰正在销售中的某一个商品，淘汰之后，商品状态会由正常变为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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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商品查询 

商品查询包括商品综合查询、商品异常查询。 

〖商品综合查询〗用于查询商品分店价格、一品多码、调价历史。 

 

 

〖商品异常查询〗可用于查询滞销商品、异常毛利以及异常库存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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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零售管理 

零售管理包括基础信息、零售查询。 

3.3.1 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包括付款方式、POS 登记、销售设置、营业员和支付接口。 

〖付款方式〗用于增加新的付款方式，也可对已经存在付款方式进行启用或停用（系统默认

的付款方式不能停用）。 

 

〖POS 登记〗用于启用或停用门店的 POS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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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设置〗用于设置无档销售（后台中没有商品档案的商品为无档商品）、其他设置（收

银金额尾数处理）、自定义小票（可设置小票上需要打印的门店信息、商品价格等）。 

 

3.3.2 零售查询 

零售查询包括流水报表、收银对账、毛利分析、客单分析、销售汇总、营业员提成。 

〖流水报表〗用于查询收银流水或者商品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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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银对账〗用于查询收银日报、收银员对账、营业员对账、收银日报（日期）。 

 

3.4 促销管理 

3.4.1 促销业务 

〖促销计划〗用于新建促销计划、启用或终止已存在的促销计划。 

 

3.4.2 促销查询 

〖当前促销查询〗用于查询正在进行的促销。 

 

〖促销销售查询〗可按照商品、类别、品牌查询促销商品的销售情况，也可用于查询促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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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3.5 会员管理 

3.5.1 会员信息 

会员信息包括会员类别、会员资料、会员设置、次卡寄存。 

〖会员类别〗用于设置会员类别。 

 

〖会员资料〗用于新增会员、修改会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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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设置〗用于会员信息、安全、属性、其他的相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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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卡寄存〗用于按次消费的商品或项目的销售。 

 

3.5.2 积分业务 

积分业务包括积分设置、礼品管理、积分兑换。 

〖积分设置〗可根据会员类别的不同，设置不同的积分方式，也可设置多倍积分，对积分进

行其他的设置，设置是否允许使用积分进行付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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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品管理〗用于设置会员积分兑换的礼品、兑换条件和活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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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兑换〗用于会员使用积分兑换礼品。 

 

3.5.3 会员储值 

会员储值包括储值设置、充值设备授权、操作员授权、积分转储值、会员类别、会员充值优

惠。 

〖储值设置〗用于开通会员储值。没有开通储值的用户点击立即开通按钮，系统会发送验证

码到商户 ID 所绑定的手机、QQ 或邮箱，用户填写验证码，确定即可开通储值。在其他设置

部分，可对会员充值或储值进行相关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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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值设备授权〗用于启用或关闭门店充值设备的充值功能。 

 

〖操作员授权〗用于授权操作员是否有充值的权限。已授权即该操作员可进行充值的权限。 

 
〖积分转储值〗用于会员积分转换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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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类别〗用于开通或关闭某个类别会员的储值。 

 

〖会员充值优惠〗用于设置会员的充值优惠规则。 

 

 

3.5.4 会员查询 

会员查询包括会员消费明细、会员积分明细、会员储值明细、会员生日、次卡消费明细。 

〖会员消费明细〗根据会员 ID 查询该会员的消费明细、消费记录以及消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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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积分明细〗用于查询会员积分明细情况。 

 

〖会员储值明细〗用于查看会员的储值明细。 

 
〖会员生日〗用于查询会员的生日。可以在高级查询中根据月份或日期查询会员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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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卡消费明细〗用于查询会员次卡的购买情况、使用情况和次卡剩余次数。 

 

3.6 采购管理 

3.6.1 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包括采购设置和供应商档案。 

〖采购设置〗用于对采购过程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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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档案〗用于新增供应商档案或修改供应商信息。 

 

3.6.2 采购业务 

采购业务包括采购订单、采购收货和采购退货。 

〖采购订单〗用于新增采购订单、查询采购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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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收货〗用于采购收货。可根据采购订单单号进行收货，也可以手动进行录入收货。 

 
〖采购退货〗用于采购退货。可根据采购订单单号进行退货，也可以手动录入商品和数量进

行退货。 

 

3.6.3 采购查询 

采购查询包括采购汇总等。 

〖采购汇总〗用于查询采购情况。可以根据门店、商品类别、商品品牌、供应商等查询相关

商品的采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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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库存管理 

3.7.1 库存业务 

库存业务包括组合拆分单、盘点批号、预盘单、库存盘点单、盘点差异、库存调整单、成本

调价单。 

〖组合拆分单〗用于大小包装商品的拆分组合、自由商品的组合与拆分。【注：制单拆分的

商品，商品类型是制单拆分、制单组合类型。】 

 

〖盘点批号〗用于商品盘点，可选择盘点范围进行商品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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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盘单〗用于商品初盘、复盘、抽盘记录与比较。 

 

〖库存盘点单〗 

 
〖盘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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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调整单〗 

 

〖成本调价单〗用于对库存大于 0 的商品进行成本价格的调整。 

 

3.7.2 库存查询 

库存查询包括商品库存查询、库存成本查询、出入库报表、盘点报表、到期商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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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库存查询〗用于查询商品的库存情况，可以在高级查询中根据门店查询也可以检索货

号进行查询。 

 

〖库存成本查询〗用于查询商品的库存成本。 

 

〖出入库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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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报表〗 

 
〖到期商品查询〗根据商品货号、到期时间等查询商品到期情况、商品库存情况、剩余天数

等。 

 

3.8 批发管理 

3.8.1 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包括批发设置、批发客户区域、批发客户档案。 

〖批发设置〗用于批发基本设置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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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客户区域〗用于新增或查询批发客户所在区域。 

 

〖批发客户档案〗用于新增或查询批发客户档案。 

 

3.8.2 批发业务 

批发业务包括批发订单、批发销售单、批发退货单。 

〖批发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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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销售单〗 

 

〖批发退货单〗 

 

3.8.3 批发查询 

批发查询包括批发汇总等。 

〖批发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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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连锁管理 

3.9.1 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包括连锁配送设置等。 

〖连锁配送设置〗用于设置连锁门店之间调拨商品的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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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连锁业务 

连锁业务包括要货单、调拨单、调拨差异单。 

〖要货单〗 

 

〖调拨单〗记录门店之间实际调拨商品的单据。 

 

〖调拨差异单〗 

3.9.3 连锁报表 

连锁报表包括要货查询、调拨查询。 

〖要货查询〗用于查询门店之间要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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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拨查询〗 

 

3.10 结算管理 

3.10.1 供应商结算 

供应商结算包括供应商对账单、供应商结算单。 

〖供应商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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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结算单〗 

 

3.10.2 客户结算 

客户结算包括客户对账单、客户结算单。 

〖客户对账单〗 

 

〖客户结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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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结算查询 

结算查询包括供应商账款、客户账款。 

〖供应商账款〗 

 

〖客户账款〗 

 

3.11 系统管理 

3.11.1 用户信息 

用户信息包括用户管理、修改密码、账号绑定、头像设置、购买记录。 

〖用户管理〗用于新增、修改、删除平台账号以及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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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密码〗用于修改当前登录账号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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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绑定〗用于绑定或修改商户 ID 的绑定信息。 

 

〖头像设置〗用于设置后台商户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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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记录〗用于查看平台的购买记录。 

 

3.11.2 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包括商户资料、系统日志、系统消息、数据维护、系统设置、角色授权、角色管理、

加价设置、加价明细、加价汇总。 

〖商户资料〗用于修改用户资料。 

 

〖系统日志〗用于查看系统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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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消息〗用于接收系统信息，如。 

 

〖数据维护〗用于平台数据清理。【注：数据清理是物理删除所有数据库数据，不可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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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用于设置页面数据显示条数，畅销品、滞销品条件。 

 
〖角色授权〗用于设置角色权限，可根据门店需要对操作员等角色进行权限调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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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管理〗可根据实际需求，自定义角色。 

 

3.11.3 平台租用 

平台租用包括续费管理。 

〖续费管理〗用于查看绑定代理商信息，用户需联系代理商进行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