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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软件登录

打开桌面 T3，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如果没有密码，也要点一下密码的框子，然后选择

账套，选择年度，选择操作日期，操作日期也就是你做几月份的账，做哪个月份的账就用哪

个月的日期登录，然后点确定，登录软件系统。

二、 基础资料

1、供应商和客户

点开上面的“基础设置”---往来单位----先录入客户和供应商的分类，然后再录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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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和客户的分类都是一样的界面，需要输入的是类别编码和名次，这里的编码按照下面

的规则是一级编码 2 位，2 级编码 3 位，3 级编码四位。所以第一级首先是 01，然后输入类

别名称，类别我们可以按照地区分类，或者干脆就不分类，随便增加一个，就叫供应商即可。

如果 01 下面还有分类，那就是 01001，如果三级还有分类就是 010010001.最后级别的编码

要加上前面一级和二级的。二级的编码要加上一级的。

输入完之后，点保存即可。

客户和供应商的分类一样的录入方式，然后加详细的档案，点开供应商档案，先选中左边的

分类，然后点增加

如下图：先选中左边的分类，然后点增加，编码随便，流水号即可 001、002、003 这样，

名称和简称可以一样，其他的就可以不用填写，直接点保存即可。客户和供应商都是一样的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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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货和仓库档案

如下图，点开 基础设置-----存货----存货分类，我们先加存货分类，然后再加存货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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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客户和供应商分类一样，按照编码原则编码，一级两位：点增加，输入，01：半成品即可，

输入之后点保存，然后再点增加名字原材料，02：产成品，再保存

这样里面就有两个分类了，一个原材料一个产成品，如果这两个下面继续分类，参照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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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是类别，如果类别下面没有了，全是具体的明细了，那就录入档案，如下图。点开存货

档案：按照顺序，先点左边的分类：原材料，然后点增加，然后输入存货编号，这里的编号

一样没有限制，我们流水号 001 即可，然后输入名称：盐，如果有规格型号可以写规格型号，

没有就不写，下面的计量单位是必须要写的，我们写入：公斤。然后下面的是存货属性，我

们勾选了外购和生产耗用，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是外面买回来的，然后生产

要领用的，勾选了这两个，我们才可以做采购入库单和材料出库单，如果是产成品，我们这

里勾选销售、在制、自制即可。为什么呢？因为产成品是生产的东西，而且是可以销售的，

并且不能材料领用，也不需要外面购买的。如果是产成品可能外面购入，也可能作为原材料

出库的话，那就一起再勾选外购和生产耗用即可。

全部做完，点保存，所有的操作我都标识了数字，按顺序 1234567 操作。

原材料和产成品都是这样一个个录入进去，当然产成品录入的时候，我们先点左边的分类产

成品，然后点增加了。

仓库：点基础设置----购销存-----仓库档案，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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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增加、然后输入编码和仓库名称，这里编码不限制，我们一般 01 02 03 这样即可，名称就

写原材料库、产成品库等等即可，下面的计价方式一般默认的全月平均法不需要修改，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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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客户供应商分类、名称录入了、存货的分类名称录入了、仓库的名称也录入了，下面就

可以做期初余额了。

三、 期初余额

1、期初余额一般有两个录入方式，一个直接点开核算----期初数据----期初余额

选下年的仓库，然后点增加，一行行的选择

双击存货编码空白地方，然后点后面的放大镜选择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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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要选中的存货，然后就自动进入了，一行行选下去，或者按住 CTRL 键，然后选多行，

双击，就选中多行了

然后选输入数量单价，将所有的仓库所有的存货一起选入，然后输入数量和单价。一次没有

输入完退出，先点保存即可。

所有期初库存输入完毕之后，点上面的记账，结束期初，就正式做单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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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在期初余额录入数据，直接打开把记账点了，然后在单据里面的“其他入库单”录入

也可以。先打开核算—期初数据----期初余额，直接点记账

点左边的核算管理-----然后嗲下面的菜单，其他入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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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单据操作都是一样，先点增加，然后选择蓝色的必选项，蓝色字体是必选项目，入库

单号自动生成了，我们选从仓库，先双击仓库空白的地方，然后点放大镜，选择仓库，然后

点下面的存货编码

所有的选择框子，都是一样操作，先双击框子空白处，然后出现放大镜，点放大镜，即可选

择仓库、或者存货等等，下面的单子，我们选择了仓库、存货，然后输入数量和单价，期初

的库存如果做其他入库单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做一张单子上，也可以做多张，做完一部分点

保存，下次在修改，防止输入过多，电脑或者软件故障，输入的没保存没了。

单据输入完毕之后点上面的保存，即可，如果一次没有录入完，可以先保存，下次点开再

点修改，继续增加。当然，这个修改的时限，仅限本月，下个月就不能再修改这个月的单

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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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存货还是供应商，还是其他的档案，在选择的时候，如果这里没有，需要新增加，我

们都可以点上面的编辑，然后会跳出档案让我们可以直接增加，不用把整张单据退出去了。

四、 单据录入

1、采购入库单

当我们收到货物的时候，首先要录入采购入库单，仓库正常按照先入后出的原则，出库之前

要保证仓库软件账上有足够的数量。

打开采购入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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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入库单和其他所有单据一样，我们先点增加

然后按照顺序，选择仓库、选择存货编码、输入数量和单价，最后保存，就结束了。保存之

后仓库数量就自动有了。

如果想做一个退货，或者冲红的采购入库单，我们还是一样的操作，不一样的是点完增加之

后，选右边的“红字”，和正常单据不一样的是，下面的明细数量，录入负

数！！！！！！！！！！

采购入库单要注意的是以个供货单位的选择，这个不是必须要选的，但是建议还是选择，

后期方便统计跟供应商的采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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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出库单

材料出库单和采购入库单一样，打开之后点增加，然后选仓库、选存货编码、输入数量，保

存，结束！材料出库单的单价不需要你输入，这里的单价是通过全月加权平均，月底会自动

算出来的。材料出库单也有退货，跟采购入库单一样，点增加、然后右边选红字、然后存货

数量输入负数即可。具体操作去看采购入库单红字的截图。

3、销售出库单

销售出库单，是在录入产成品入库单以后，要给客户发货了，这里要把产成品从仓库销出去。

这里的“客户”字段不是必须录入的，但是作为销售单来说，统计客户有关系信息还是有

必要的。

4、产成品入库单

产成品入库单和上面单据一样，直接打开产成品入库单，然后点增加、选择仓库、选择存货

编码、输入数量和单价，保存。

这里要注意的是产成品入库单，必须要输入单价，一开始录入的时候不知道没关系，但是月

底结账之后必须要通过修改补上去，否则当月无法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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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出入库单

其他出库单和其他入库单

这两张单子，上面用了一张，就是录入期初库存的，后期我们可以调整库存使用，如果软件

里面的库存和实物不对，有误差了，那就用这两张单子调整，账上多了，就做其他出库单减

少，账上少了就做其他入库单增加。

其他入库单的单价必须要输入的，其他出库单的单价可以不写。和上面的单据一样的操作，

点增加、选仓库、选存货、输入数量（和单价），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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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入库调整单

出库调整单和入库调整单：这两张单据和其他出入库单相似，其他出入库单是调数量的。而

出入库调整单是调金额的，当你发现结存金额有误差需要增加或者减少的时候，就可以做这

两张单子，这两张单子可以选择某个存货之后不填数量，直接填写金额。而其他出入库单不

行，他们必须要输入数量的。

点开上面的核算----入库调整单（出库调整单），结存金额多了，就做出库调整单，结存金额

少了就做入库调整单。

和其他所有单据一样的操作、增加、选择仓库，然后选择存货，然后直接输入金额，保存！

结束！！！入库调整单，是为了增加结存的金额；出库调整单，是为了减少结存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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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月末的处理

1、正常单据记账

一个月所有单据都处理完之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先记账，点开“正常单据记账”---界面

上面的仓库和所有单据默认都是勾选的，这里不需要操作，我们直接点确定，因为月底了，

我么要把所有单据都记账

这里我们直接点全选-------记账，就可以了，正常记账之后，这里就空白了；如果记账之后

里面还有单据，那说明你有些入库的单据没有填写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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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没有填写单价的单子，怎么处理呢？没有单价的这行会显示蓝色，我们鼠标点一下单价

下面的空白，然后右键，出来菜单---我们点手工输入，然后补入单价，点确定。然后再全选，

记账，直到下面空白没有单据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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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末处理：点开月末处理，然后仓库点下年的全选，我们处理所有的仓库，然后点

确定，弹出提示继续确定，弹出界面继续确定！几个仓库就弹出几次，我们点上面的确

定即可，直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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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末结账

每个月全部结束之后我们要点月末结账，直接点确定】确定，结束！！！！

六、 反结账、取消期末处理、取消记账、修改单据

1 月份月末结账之后，你要想修改单据，必须先取消月末结账---然后取消月末处理-----然后

取消记账-------然后就可以直接修改单据了

1 月份我们已经月末结账了，现在要取消就必修用二月的日期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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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之后点开月末结账--------然后选中“取消结账”，及诶按显示取消结账月份：1 月。没问

题，我们点确定，一月份结账就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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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恢复了月末结账，按照顺序下面应该恢复月末处理，月末处理不能在 2 月份了，得登录

我们 1 月份

然后点开月末处理-------已期末处理仓库-------------全选----确定，下面提示在确定，直到提示

恢复期末处理完毕，点确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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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恢复了期末处理，下面按照顺序应该取消记账，点上面的核算----然后下面菜单找到核

算----核算里面有个“取消单据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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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界面不管，我们直接点确定。

然后我们熟悉的界面，点全选-------------恢复。所有记账全部取消了，下面就是直接打开需要

修改的单据直接修改，也可以继续做单据了。

七、 报表的查询和导出

收发存汇总表：收发存汇总表点开之后，有好多过滤条件，我们可以根据单据日期范围，或

者是具体存货范围我们可以不选看所有的，也可以多个条件组合过滤，下面的包含未记账单

据要勾选，然后点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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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看到所有收入、发出和结存的数量单价金额。当然发出和结存的单价金额一般月

末处理之后才可以看到，因为要做全月加权平均计算。数量是可以实时看到的。

除了这个报表意外还有出入库流水账、出库汇总表等等，自己根据需要查询。就不详细说

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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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软件的通用操作

1、软件所有选择档案的地方，如客户、供应商和存货，都可以通过先输入一个关键字，

然后再点放大镜过滤，如下图，先输入一个“盐”，然后点后面的放大镜，过滤踹

的界面只显示包含这个字的。客户和供应商的选择一样，所有的单据报表选择的时

候都可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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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的单据或者报表都可以导出 EXCEL，点上面的输出，然后选择格式，输入保存

的名字和路径即可。

3、所有的单据上面都有上一张、下一张、最前一张和最后一张的箭头。

4、顶部有所有单据的列表和查询，方便统计和查找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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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组合过滤条件，可以选择某个仓库的，或者是单号范围，或者是日期范围。然后点

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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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表或者其他查询的过滤范围有前后的，都要选，如下图，如果你只过滤某一个仓

库的话，那前后都要选一样的，如果所有仓库，那就都不用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