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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银豹分拣 APP

1.1 下载安装分拣 APP

打开浏览器访问 http://pospal.cn 在首页点击【下载】

下载安装银豹分拣 APP

注：目前仅提供 Android平板版本

2. 银豹分拣 APP 操作

2.1 登陆分拣 APP

运行 银豹分拣 APP，登录指定配货门店账号

登陆配货门店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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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 设置分拣商品

首次登陆需要根据提示设置添加分拣商品

点击【添加更多分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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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添加分拣商品

可以通过选分类、搜索查找商品进行勾选。

添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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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建议在参照文档【3.系统设置】的说明，将系统设置项目设置完成后再开始分拣。

设置完成，返回主界面即可开始操作分拣。

2.3 设置指定配货门店

使用分拣 APP进行分拣，需要先到连锁总账号设置指定配货门店，如果未设置，分拣 APP
将无法获取分拣订单。

用连锁总账号登陆云后台，点击【设置】-【连锁管理】-管理设置【子门店货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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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订货门店的【指定配货门店】，点保存。

2.4 子门店提交订货单

以 PC收银端操作订货为例：点击【全部菜单】-【订货】-【新建订单】根据您的需要选择

订货模式，也可以复用订单或者再次下单提交订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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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订货单

提交请求配送的商品和数量

点击【下一步】进入订货申请列表。修改编辑，确认订货商品信息后，【提交订货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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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提交，可以设置期望发货时间、到货时间

确定提交，即可完成此次订货单提交。

2.5 审核订货单

分拣 APP 分拣的是货流单据为配货中的订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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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指定配货门店账号云后台，点击【商品】-【货流】-【门店订货】查看订货单。

点击订货单前面的【详细】，打开订货单详细页面，点击【审核通过】

订单审核通过后，为【配货中】状态。即可点击订货单前面的【详情】进入配货操作。

此时分拣 APP上操作分拣订货单，就会同步更新配货单里的配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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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分拣 APP 操作分拣

2.6.1获取订货单

点击分拣 APP左上角时间，选择订货单时间，点击【获取订货单】。

获取成功后，查看分拣任务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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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开始分拣

点击【开始分拣】，进入分拣界面

点击要分拣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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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或者通过连接的称，称重读取分拣量/称重量。

点击【分拣】或者【分拣并打印标签】后，该商品的分拣状态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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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修改分拣量则再次点击此分拣项目，重新读称或手动编辑数量即可。

分别进行分拣任务操作，完成各个分拣任务。

2.6.3按商品分拣

开始分拣默认进入为 按商品分拣模式，分拣界面左边显示商品列表，右边显示此商品客户

订货数量。

2.6.4按客户分拣

点击切换分拣模式为 按客户分拣模式，分拣界面左边显示客户列表，右边显示各个商品订

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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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批量分拣

在当前分拣页面有很多个分拣商品时，可以通过【批量分拣】功能，将分拣量与订货量相同

数量，批量完成分拣。

批量分拣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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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2.6.6计重/不计重显示

根据商品资料里的的计重/不计重属性进行显示商品。便于分拣商品查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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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查看订货单分拣状态。

登录指定配货门店账号云后台，点击【商品】-【货流】-【门店订货】查看订货单的里的已

拣货，配货量就是当前分拣 APP 上操作分拣的分拣量/称重量。

确认无误，即可点击【配货】进行【提交配货单】或【提交并出库】，完成配货。

2.8 查看拣货汇总。

登录指定配货门店账号云后台，点击【商品】-【货流】-【拣货汇总】

通过选择门店、时间，进行【查询】拣货汇总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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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设置

点击银豹分拣 APP 右上角的【系统设置】进入设置功能菜单。

3.1 分拣设置

3.1.1需商品分拣

查看当前已添加的分拣商品，点击商品前面的√可以操作将此商品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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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添加更多分拣商品

按分类或者搜索，添加分拣商品。

3.1.3移除分拣商品

单个商品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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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移除

在添加更多分拣商品页面，对已经勾选商品取消勾选，点击【确定】即可批量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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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标签打印设置

3.2.1标签打印机 IP

使用网口连接的标签打印机，填写打印机 IP地址即可使用。

注：需要将打印机连接同一个路由器网络下，确认设置网口标签打印机 ip地址与分拣设备

ip地址为同一个网段。

3.2.2选择商品标签模板

选择云后台创建的商品标签模板进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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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编辑商品标签模板

如果需要改模板，登录当前分拣账号的云后台，点击【设置】-系统【票据打印模板】-标签

模板【商品标签】-【编辑】进行创建、修改。

创建/编辑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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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票打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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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收银小票机 ip

注：需要将打印机连接同一个路由器网络下，确认设置网口小票打印机 ip地址与分拣设备

ip地址为同一个网段。

3.3.2小票机打印张数

设置选择小票机打印张数

3.3.3 打印纸宽度

设置选择小票打印纸张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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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数设置

3.4.1分拣数量预警设置

设置上限值。下限值，提交时自动报警，避免分拣数据出现大的失误。

操作分拣时触发自动报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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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称重设备单位换算

操作分拣时，根据商品资料里的主单位，称重重量执行单位换算的结果作为分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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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外部设备

设置管理分拣设备的连接的 USB标签打印机、电子秤。

3.5.1USB标签打印机

使用 USB标签打印机，将打印机连接分拣设备，点击【添加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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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步骤直到状态为【打印机已添加】，即可使用。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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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添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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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电子秤类型

连接电子秤，需要选择类型列表里已适配型号的电子秤类型。

将电子秤连接分拣设备（分拣一体称设备已连接），点击选择电子秤类型。

放重物到秤盘上称重，到分拣操作界面，查看是否有称重读数，检查【置零】【去皮】按钮

是否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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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一些型号秤不支持软件端操作【置零】【去皮】

如果没有重量读数，请查看秤的品牌型号是否为列表里的兼容型号，再下一步设置选择其他

串口电子秤端口。

3.5.3串口电子秤端口

选择已连接的串口电子秤端口。到操作分拣界面测试查看是否有称重读数。

3.6 账号设置

查看当前登录的账号、操作注销、同步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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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账号注销

注销当前登录的账号。通常用于更换账号重新登录。

警告：确认注销用户，将清除本机上所有的数据，不会影响云后台数据。

3.6.2账号同步

手动同步此账号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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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关于我们

最新版本银豹分拣 APP操作手册，请访问【银豹博客】

https://blog.pospal.cn/kb/3839

https://blog.pospal.cn/kb/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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