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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操作⼿册

⼀、账号注册及客户端软硬件安装

�.� 注册账号，下载收银端

�.� 安装PC客户端，帐号登录

�.� 硬件外设安装

�.� 我的店铺APP安装

�.� 银豹移动收银安装

⼆、银豹后台-开店设置指引

�.�商品管理

�.�.� 添加商品分类

�.�.� 添加单个商品

�.�.� 批量导⼊商品

�.�.� ⼀品多码

�.�.� 商品多规格

�.�.� 商品组装与拆分

新版组装拆分

旧版组装拆分

�.�.�商品时价与固价

设置固价商品

PC固价显示效果

设置时价商品

PC端时价商品显示效果

�.� 会员管理

�.�.� 创建会员等级

配置升降级规则

⾃动升级

会员付费升级

会员按成⻓值升级

⾃动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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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导⼊会员资料

PC端添加会员

�.�.� 设置充值规则

PC端会员充值

PC端会员充值添加备注

PC查询会员充值历史记录

PC补打会员充值⼩票

�.�.�设置积分规则

积分累计规则

多倍积分设置

积分兑换规则

兑换礼品

抵扣现⾦

清空积分设置

积分兑换演示

�.�.� 多级会员价

创建会员等级

商品资料开启多级会员价

批量设置多级会员价计算⽅式

前台PC 端演示

�.� 员⼯管理

�.�.� 创建员⼯⻆⾊

�.�.� 新增收银员

�.�.� 新增导购员

�.�.� 设置提成归属

按商品销售价提成

按商品利润提成

按固定⾦额提成

多服务⼈员提成

设置提成归属

绩效策略基本设置

�.� 收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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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付⽅式

前台选择⽀付⽅式

⽀付⽅式排序

�.�.� ⽀付宝开通

说明

第⼀步：签约当⾯付

第⼆步，参数配置

�.�.� 微信⽀付开通

个体微信⽀付申请材料

企业微信⽀付申请材料

准备好资料提交给银豹⽀付专员

�.�.� ⽀付⽅式设置

PC端收银⽀付

�.�.� 会员找零转存

设置转存⽅式

PC端收银零钱转存

�.�.� 收银⾦额零头处理

设置收银⾦额抹零⽅式

PC端收银抹零

�.�.� PC主界⾯展示【上⼀单实收、找零】

�.�.� 零售PC主界⾯ ⾃定义表头

�.�.� 主界⾯扫码收银（零售）

�.� 卡券管理

�.�.� 购物卡管理

新增购物卡

新增充值赠送规则

购物卡的使⽤

购物卡打折功能（PC版本V�.��.�.�以上⽀持）

购物卡延期功能

�.�.� 预付卡管理

云端创建预付卡

PC端购买预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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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端消费使⽤预付卡

微店预付卡绑定和展示

预付卡的绑定

预付卡的使⽤展示

预付卡的解绑

预付卡消费明细

云端查看预付卡使⽤报表

�.�.� 优惠券管理

抵现券

打折券

赠品提货券

作废优惠券

PC优惠券销售功能

�.� 促销活动

�.�.� 特价/打折

PC端演示

特价促销

PC端演示

�.�.� 搭赠促销

云端设置搭赠促销活动

示例� 搭赠促销-固定搭赠

示例� 搭赠促销-赠送最低价

实例�-任意搭赠

�.�.� 满额⽴减

PC满额⽴减演示

�.�.� 换购促销

PC换购促销商品演示

�.�.� 套餐促销

PC端套餐促销商品演示

套餐排序

�.�.� 第⼆件打折

PC第⼆件打折商品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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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度优惠

多件打折

PC多件打折演示

多件⽴减

PC多件⽴减演示

�.� 库存管理

�.�.� 供货商档案

供货商资料复制

供货商结算

�.�.� 进货

进货预付款设置

云后台查看进货明细

�.�.� 出库

�.�.� 库存查询

PC端查看商品库存

云端后台查看库存

⾼级搜索

�.�.� 库存统计

�.�.� 库存预警

�.�.� 变动明细

�.�.� 盘点历史

�.�.� 商品报损

云端设置报损原因

开启报损原因必填

PC操作商品报损

PC报损打印⼩票

�.� 会员营销

�.�.� 精准营销

�.创建新⽅案

�.筛选⽬标客户

�.选择营销内容

�.推送营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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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发短信

申请营销短信签名

充值短信

发送短信

群发短信

会员消费短信通知

会员充值短信通知

⽹单发货短信通知

短信发送记录

⽀持发国际短信验证码

�.�.� 场景营销

操作步骤：

�、选择活动场景

设置参与条件

设置活动内容

�.� 连锁管理

�.�.� 连锁商品管理

复制商品分类

复制商品资料

�.�.� 连锁会员共享

连锁会员共享设置

连锁会员隐私显示

�.�.� 连锁店货流管理（调货、订货、配货）

�.�.� 区域管理

三、收银客户端常⽤功能

�.� 快速收银

PC端设置快速收银

快速收银添加次卡

快速收银商品排序

隐藏/显示快速收银界⾯

快速收银PC演示

�.� ⽆码收银（快速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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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界⾯扫码收银

�.� 反结账

�.� 退货

退货跟反结帐的区别

退货单据⽆法再退货怎么办

�.� 新增会员

�.� 报损

零售版⾏业PC报损打印⼩票

�.� 卡券销售

PC优惠券销售功能

�.� 交接班

查看交接班记录

1、注册开通账号⽅式⼀：银豹官⽹注册升级

进⼊银豹官⽹免费注册，联系银豹总部客服付费升级（400-8066-866转1号升级热线） 

⽅式⼆：银豹合作服务商注册升级 

联系银豹当地合作服务商进⾏免费注册，联系合作商服务办理付费升级 

2、下载收银客户端银豹⽀持多端收银，商户可根据店铺需求下载对应收银端 （电脑、⼿机、平板等） 

收银端下载地址：https://www.pospal.cn/downcenter.aspx 

1、软件下载链接：http://www.pospal.cn/downcenter.html 

2、软件下载完毕，⽤帐号密码登录，选择对应的软件版本，使⽤⼯号密码登录（默认⼯号1001，密码

1001） 

⼀、账号注册及客户端软硬件安装 

1.1 注册账号，下载收银端 

1.2 安装PC客户端，帐号登录 

http://beta.pospal.cn/account/register
https://www.pospal.cn/downcenter.aspx
http://www.pospal.cn/downcen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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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Mzg4MTU4NDY4OA==?client_id=d0b1b77a17cded3b 

我的店铺是移动端使⽤的⼀款App，它可以在⼿机上随时随地实时查看⻔店实时营业数据；实时显示销

售数据，畅销商品，直观的营业报表；同时还可查看商品，会员，员⼯，订货，⽹络订单以及连锁多⻔

店管理等。 

1、下载地址：http://www.pospal.cn/downcenter.html 

2、安卓⼿机下载 

打开⼿机浏览器，访问银豹官⽹www.pospal.cn，点击⽹⻚右上⻆【下载】，下载【安卓我的店铺V3】 

1.3 硬件外设安装 

1.4 我的店铺APP安装 

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Mzg4MTU4NDY4OA==?client_id=d0b1b77a17cded3b
http://www.pospal.cn/downcenter.html
http://www.posp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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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phone⼿机下载 

打开iphone浏览器safari，访问银豹官⽹www.pospal.cn，点击⽹⻚右上⻆【下载】，下载【iphone 我

的店铺V3】 

1、下载地址：http://www.pospal.cn/downcenter.html 

2、安卓⼿机下载 

打开⼿机浏览器，访问银豹官⽹www.pospal.cn，点击⽹⻚右上⻆【下载】，下载【安卓 ⼿机收银】 

2、iphone⼿机下载 

打开iphone浏览器safari，访问银豹官⽹www.pospal.cn，点击⽹⻚右上⻆【下载】，下载【iphone 收

银】 

1.5 银豹移动收银安装 

http://www.pospal.cn/
http://www.pospal.cn/downcenter.html
http://www.pospal.cn/
http://www.posp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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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安装 

操作步骤：【商品分类】-【新增分类】，可添加⼆级分类，或设置销售时不可⻅ 

⼆、银豹后台-开店设置指引 

2.1商品管理 

2.1.1 添加商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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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分类 

1、参数说明： 

商品资料必填信息为【条码】，⽆条码商品可⾃动⽣成，有条码商品可按照实际录⼊【品名】【分

类】【售价】【进价】【库存】 

商品图⽚上传。点编辑进⼊→上传图⽚ 

导⼊图⽚⽂件格式为.jpg/.jpeg/.png，图⽚⽂件⼤⼩不超过3M，最佳上传尺⼨为 750×750正⽅形 

是否不计库存：如果选是则商品不计算库存 

拓展信息(可选填) 

�主单位：商品进货、盘点、退货时默认按照主单位来操作 

保质期：包装类产品，需填⼊保质期信息，可在后⾯的包装标签上体现 

库存上限、库存下限：对应可产⽣的库存预警的库存过剩以及库存不⾜。库存不⾜的商品pc端可提

醒 

2、操作步骤：点击【新增】按钮，填写基本的商品信息并保存 

2.1.2 添加单个商品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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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商品新增 

操作步骤： 

1、点击【导⼊】，跳出如下窗⼝ 

批量导⼊ 

2.1.3 批量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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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下载模板】，可下载系统规定好的导⼊模板，根据模板填写或者调整已有资料的格式后再将

表格导⼊系统 

注意：模板中“（必填）”的项⽬为必填项，不可漏填 

导⼊模板 

3、导⼊表格，已经调整好的excel⽂件，点击导⼊，以下三项可勾选 

导⼊勾选 

应⽤场景：⼀品多码是指在实际业务中⼀个商品可能存在多个条码，常⽤于不需要精准管理库存

的中⼩型零售便利店。此类商品，在银豹云后台创建商品资料时，开启⼀品多码开关，然后录⼊

商品的主条码和扩展条码；这样商家在进⾏销售/货流/盘点等操作时可以通过搜索扩展条码匹配

2.1.4 ⼀品多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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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系统只做⼀份库存管理。例如：脉动饮料，有⻘柠/⽔蜜桃等⼝味不同⼝味有不同条码，进

货时混合各种⼝味进货100件，销售时所有⼝味都扣这100件库存； 

⾏业限制：零售-商超便利⾏业 

操作步骤：1、在云端新增商品，开启⼀品多码输⼊主条码、拓展条码 

路径：商品-商品中⼼-商品资料

点击【新增】新增商品资料，开启【⼀品多码】，点击条码输⼊框，在⼀品多码弹窗中，输⼊商

品的主条码和扩展条码，点击保存； 

示例：脉动维⽣素功能性运动饮料 主条码6902538006118 

扩展条码：6902538004069；6902538005158；6902538006117；690253800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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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银端操作，商品销售/查库存/退货/进货/订货/调货/盘点/商品编辑/报损/沽清/预约搜索商

品/预包装打印，通过搜索扩展条码匹配商品，系统只做⼀份库存管理 

示例：销售脉动维⽣素功能性饮料 

脉动维⽣素功能性饮料有⻘柠/⽔蜜桃等⼝味 不同⼝味有不同条码，进货时混合各种⼝味进货100

件，销售时所有⼝味都扣这100件库存；脉动维⽣素功能性饮料 （主条码：6902538006118），

前台销售 扫 脉动功能性饮料其他⼝味的 对应⼝味的扩展条码：6902538005158、

6902538004069 

链接 

https://www.yuque.com/__workers/shunshun-9w42v/kb/na2f10/pdf?key=exports%3Apdf%3Adoc%3A31570185%3A1663925368000&export_type=pdf&copyright_watermark=&image_copyright_watermark=&x-yuque-fc-token=ihyvamZg8VsBFiWw9KlCSQ%3D%3D%7CSNswYPWecYbaT86GKIOo2LxLVziRTJLn-ZcrpmtMY88%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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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后台，库存查询，可通过搜索扩展条码匹配商品查询库存 

示例：脉动维⽣素功能性饮料，主条码：6902538006118，其他⼝味的扩展条码：

6902538005158 

应⽤场景：零售⾏业的多规格存在三种情况：存在⼝味差别但是规格⼤⼩⼀致的商品选择不存在

换算关系；没有⼝味差别只有规格⼤⼩区别的选择存在换算关系；既有⼝味差别也有规格⼤⼩区

2.1.5 商品多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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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建议⽤不存在换算管理录⼊⼝味，⽤组装拆分功能录⼊规格⼤⼩。 

不存在换算关系 

（如：⽔果糖有草莓味、菠萝味和橘⼦味） 

①云后台点击功能菜单处【商品-商品资料-新增商品】，填⼊商品基础信息后，开启是否有其他

规格后，添加两个⼝味的规格后保存； 

云后台设置商品多规格 

②勾选右上⻆ 合并多规格商品 后，⼀品多码合并统计库存； 

③收银端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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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选择商品规格 

存在换算关系 

（如：⽔溶C有瓶装，也有箱装，瓶装和箱装之间存在换算关系） 

①云后台点击功能菜单处【商品-商品资料-新增商品】，填⼊瓶装商品基础信息后，开启是否有

其他规格以及是否存在换算关系，添加与之换算的箱装商品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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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勾选右上⻆ 合并多规格商品 后，⼀品多码合并统计库存； 

③收银端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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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导⼊多规格商品 

1、下载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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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板中填写商品信息 

注意：通过填写相同的主编码来关联多规格 

①条码填写商品⾃带的条码，否则可以不填写，导⼊系统后会⾃动⽣成 

②同⼀个商品主编码要⼀致 

③其他信息按照实际情况填写 

3、导⼊商品导⼊模板 

4、有换算关系的通过组装拆分关系再导⼊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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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商品-组装拆分-导⼊-下载模板 

②填写⼤件和⼩件的条码和换算关系 

③导⼊-上传⽂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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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 

⼤件商品⽆库存（库存显示为'-'），都会根据规则直接换算成⼩件的库存 

前台销售和进货都是按⼩件商品处理 

 前台盘点时，只盘点⼩件，⼤件不能盘点 

新版： 

⼤⼩件（中间件）商品都有⾃⼰的库存，销售⼩件商品库存不⾜时，会⾃动拆⼤件库存 

 ⼤⼩件（中间件）商品都可以各⾃进货和销售，不会⾃动换算成⼩件计算 

⼤⼩件（中间件）商品在前台都可以进⾏盘点 

如何切换新旧版组装拆分： 

请提供银豹账号给对应专员或售后技术转换 

转换好之后，所有收银客户端必须全部注销重新登录 

 对于组装拆分的商品进⾏盘点，做相应的库存校正 

前提条件： 

前台PC版本必须是4.26及以上 

 前台版本限零售⾏业 

2.1.6 商品组装与拆分 

●

●

●

●

●

●

●

●

●

新版组装拆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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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豹账号注册时间为 2017-2-27及以后的默认就是新版组装拆分 

新版组装拆分规则及操作步骤： 

1.新版组装拆分，⼤件商品，中间件商品，⼩件商品都需要新增商品录⼊，且都拥有⾃⼰的库存； 

云后台-商品-商品资料-新增商品-填写商品资料并选择单位-保存 

  

只有⼤件和⼩件的情况： 假设A为⼤件，C为⼩件，可以设置对应关系为，A->C； 

 如果还有中间件的情况，A为⼤件，B为中间件，C为⼩件，可以设置对应关系为A->B，B->C（不

能设置成A->C，B->C ）。 

云后台-商品-组装拆分-添加⼤⼩件商品及填⼊换算等式-保存 

●

●

●

图⽚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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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后台需开启商品库存⼩于0禁售，这样销售⼩件商品库存不⾜时，会⾃动拆⼤件库存，⽽不是负库存

继续销售； 

- 如果有中间件且中间件库存为0时，直接销售最⼩件，不会拆最⼤件库存，需要先选择中间件商品，添

加到销售列表（但不⽤真的销售，就会⾃动拆最⼤件库存）拆⼤件后中间件就有库存了，此时再清空中

间件商品，改销售最⼩件即可。 

云后台-设置-系统设置-开启商品库存⼩于0禁售-前台交接班退出软件，重新登陆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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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件（中间件）商品在前台都可以进⾏盘点； 

4.⼤⼩件（中间件）商品都可以各⾃进货，不会⾃动换算成⼩件计算； 

5.前台选择⼩件商品，添加到列表中的⼩件数量⼤于库存时，即便后续列表删减不做收银操作，也会⾃

动拆⼤件的库存。 

  



27

银豹账号注册时间为2017.2.27前的账号默认为旧版拆分规则。 

旧版组装拆分规则及操作步骤： 

1.旧版组装拆分，⼤件和中间件商品⽆库存（库存显示为'-'），都会根据规则直接换算成⼩件的库存； 

- 设A为⼤件/B为中间件/C为⼩件，可以设置为A->B，B->C，这样AB库存为'-'， 最终按规则换算成

C的库存销售； 

也可以设置为：A->C，B>C即多对⼀关系，全部计算成⼩件库存。 

旧版组装拆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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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台销售和进货都是按⼩件处理； 

3.前台盘点时，只盘点⼩件，⼤件不能盘点。 

固价：固价商品不允许整单折扣或整单改价/单品改价，⽆法享受会员价，折扣价，请注意。 

时价：时价商品后台设置⼀个销售价，前台销售的时候可以随时设置成当下商品的价格。 

操作路径：云后台【商品】-【商品设置】-【设置固价商品】 

操作步骤：选择需要设置固价的商品（可多选），勾选后点击批量设置。如图(设酒类商品为固价)： 

2.1.7商品时价与固价 
●

●

设置固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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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固价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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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单折扣后价格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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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单改价报错 

操作路径：云后台【商品】--【商品设置】--【设置时价商品】 

操作步骤：选择需要设置为时价的商品（可多选），勾选后点击批量设置。 

如图（设⽔果类商品为时价）： 

设置时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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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设置时价商品 

PC端时价商品显示效果 



33

时价商品 

更改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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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价格 

操作路径：云后台【会员】-【权益互动】-【等级管理】 

参数说明： 

连锁店会员等级由总部账号统⼀设置 

等级名称跟优惠折扣为必填项 

收银终端注册默认等级：设置了会员等级为默认等级，在PC前台新增会员的时候，默认为该等级 

⽹店注册默认等级：线上注册为会员，默认为该等级 

升级奖励：某等级会员升级获赠奖励（可赠积分、余额、次卡、购物卡、优惠券、礼品包） 

权益说明:：权益说明⽤于展示在线上会员中⼼中，推荐通过等级折扣、积分权益、专享活动等⽅⾯

进⾏介绍 

操作步骤：点击【新增等级】，填写等级信息 

2.2 会员管理 

2.2.1 创建会员等级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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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会员等级 

升级⽅式：按成⻓值、按积分、按累计消费⾦额、按累计充值⾦额 

满⾜条件后⾃动升到该会员等级 

功能说明：⼀次付款⾦额达到设置数值，⾃动升到该会员等级 

配置升降级规则 

⾃动升级 

会员付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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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进⼊云端后台【会员】-【配置升降级规则】-【付费升级】-填写【付费⾦额】保存 

PC端演示 

进⼊PC收银端【查找会员】-【会员中⼼】-【会员等级】点击【付费升级⼊⼝】选择【会员等级】

【付款⽅式】确认付费升级后该会员享有新等级的会员权益。 

●

会员按成⻓值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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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顾客每次消费可获得成⻓值，顾客成⻓值累计达到设置的数值，⾃动升级到该会员等级。 

操作步骤：进⼊云端后台，【等级管理】-【配置升降级规则】-【⾃动升级】-升级⽅式选择“按成⻓值

升级” 

*每消费xxx元，获得1成⻓值 

*每⽇成⻓值上限 

*当成⻓值达到多少时，⾃动升级到该等级 

到期按⾃动升级⽅式重新计算：设置有效期，到期次⽇，根据前⾯设置的⾃动升级规则重新计算

等级 

⾃动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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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按指定等级：设置有效期，到期次⽇，直接降到设置的对应会员等级 

应⽤场景：从旧系统切换到银豹，需要快速导⼊会员资料 

操作路径：云后台【会员】-【会员资料】 

操作步骤：点击【导⼊】，下载导⼊模板，会员资料表格整理好导⼊即可 

注意： 

会员导⼊表中，必填会员号、⼿机号、折扣、积分、余额不可为空 

2.2.2 批量导⼊会员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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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导⼊1000条，会员资料较多的情况下，客服有导⼊⼯具，可⼀次性导⼊ 

批量导⼊会员 

操作路径：PC端主界⾯【新增会员】 

操作步骤：输⼊会员⼿机号或卡号，选择会员等级，并补充详细会员信息 

●

PC端添加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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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端添加会员 

补充：会员中⼼详情显示会员开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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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路径：云后台【会员】-【权益互动】-【充值规则】-【创建充值规则】 

参数说明： 

适⽤会员：可选择适⽤的会员等级，会员等级不同，享受的优惠不同。 

充值项⽬：通⽤余额、购物卡 

赠送项⽬：包含：余额、积分、购物卡、优惠券、次卡；可多个组合搭配，⽅式更加灵活；如⻔店

做个充值500赠送50元余额、100会员积分、10元的⾯包抵现券 

赠送⽅式：如果赠送的部分是通⽤余额或者购物卡的话，可选择返还⽅式。包含即时赠送、按周期

返还（按天、按周、按⽉） 

充值会员⾃动升级：充值对应⾦额的会员可升级。作为吸引顾客充值更⾼的⾦额，享⽤更⾼等级的

会员优惠。 

适⽤范围:⽹店、实体店 

⽣效⽇期：不填情况下，该规则⽴即⽣效 

截⽌⽇期：不填情况下，该规则永久有效 

2.2.3 设置充值规则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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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创建⼀个充值规则充200送50 

操作路径PC端主界⾯【来宾】 

PC端会员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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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会员充值 

说明：PC版本 V4.66.2.204及以上版本才⽀持会员充值添加备注功能 

路径：会员中⼼-充值，【点击填写备注】 

注意：预付卡、储值卡⽀付充值⽬前不会提交备注信息，接⼝不⽀持。 

PC端会员充值添加备注 

https://file.pospal.cn/pospalTouch/pospalTouch_4.66.2.204.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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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值备注 

操作路径：PC端主界⾯【查找会员】--在【充值】界⾯右上⻆点击【历史】可以查看该会员充值历史

记录 

说明：PC版本 V4.66.2.204及以上版本才⽀持补打会员充值⼩票 

PC查询会员充值历史记录 

PC补打会员充值⼩票 

https://file.pospal.cn/pospalTouch/pospalTouch_4.66.2.204.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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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PC收银端，会员中⼼-充值-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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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打充值⼩票 

会员积分是⼀种回馈会员的激励体系，会员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消费、签到以及参与不定期的活动任务等

多种⽅式获得积分，所获取的积分可以⽤来⻔店消费抵现、礼品兑换或积分抽奖等；商家通过设置会员

2.2.4设置积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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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规则提⾼会员到店消费频率以及提⾼会员转介绍率。 

路径：云后台，会员-权益互动-【积分规则】 

积分规则⽀持设定顾客每获取1积分需要消费的⾦额，可根据需要设置积分是否取整，⽆码商品是否参

与积分，促销商品是否积分，营销活动（拼团、团购、砍价、秒杀）是否积分；

点击【按商品积分】可展开，⽀持设定特定商品分类或特殊商品获取积分的规则，底部可选择 按消费⾦

额积分/固定积分/售价百分⽐ 积分；

积分规则设置好后，记得点击【保存设置】！ 

多倍积分权益是在以上积分累计规则的基础上获取积分 ×指定的倍数，⽀持添加并设置会员等级多倍积

分、 会员⽣⽇多倍积分、特殊节⽇多倍积分、指定周期多倍积分。 

积分累计规则 

多倍积分设置 



48

说明：积分兑换⽅式可选择兑换礼品或抵扣现⾦或者⽆ 

积分兑换规则选择【兑换礼品】，可根据商家的实际场景添加设置多个兑换规则 

积分兑换规则 

兑换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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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兑换礼品 

积分兑换规则选择【抵扣现⾦】，可根据商家的实际场景添加设置多个兑换规则 

抵扣现⾦如果没有设置多个兑换规则的界⾯，您可能是旧版积分规则，请联系售后技术“开启新积分规

则”！ 

注意：如果勾选了“只允许在上⽅可⽤积分范围内抵现”，勾选后，在PC前台收款时抵现的积分不允许输

⼊超过可⽤积分的最⼩值与最⼤值。 

举例：积分抵扣现⾦ 设置了3个规则：10分兑换1元 50分兑换10元 100分兑换50元 

勾选：在每年的1⽉1号凌晨，重置会员的积分为0 

开启后系统后台在每年的12⽉16号到12⽉31   弹窗提示：您设置了每年1⽉1号清空会员积分，清空后将

不可恢复，请审核确认！（避免误操作导致积分清空） 

抵扣现⾦ 

清空积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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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端积分抵现 

使⽤前提：云端后台【积分兑换⽅式】选择：积分抵现 

操作路径：PC端会员【来宾】 

PC端积分兑换 

积分兑换演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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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端积分兑换礼品 

使⽤前提：云端后台【积分兑换⽅式】选择：积分兑换礼品 

线上积分抵现 

使⽤前提： 

1.开通微信店铺/⼩程序 

电话咨询 4008066866 转 1 

2.云端后台设置【积分兑换⽅式】选择：积分抵现 

3.云端后台⽹店基础设置【营业设置】开启会员⽹店消费允许积分抵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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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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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积分商城 

包含：积分兑换礼品、积分换购、积分兑换优惠券 （点此查看详细操作） 

使⽤前提：云端后台【会员】--【权益互动】--【积分商城】设置兑换规则 

【设置】-【系统设置】，找到【商品多会员价设置】点击【是】 

●

2.2.3 多级会员价 

https://blog.pospal.cn/kb/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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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商品多会员价设置 

如果开启多会员价管理，则商品资料会显示按等级填写会员价（所以需先创建会员等级） 

注意： 

针对新增的商品，如果没有设置会员价，每个等级会员价默认=销售价，需要⼿动设置下不同等级不同

会员价 

针对旧的商品，如果之前没有录⼊会员价，可能开启后是0；如果之前设置了会员价，开启多级会员价

后，每个等级会员价默认=之前设置的会员价，也需要⼿动设置下不同等级不同会员价 

（1）会员制度中设置会员所属等级 

【会员】-【会员制度】，找到【等级管理】，点击【管理】，新增等级 

创建会员等级 

（2）让会员归属于设置好的某个会员等级 

创建会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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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会员不属于任何⼀个会员等级，那么前台不会⾛多级会员价的价格，请务必记得设置会员归属于某

个等级 

不然会员⾛的是之前没有开启多级会员功能时的会员价，如果之前没有填，那么前台选择该会员消费可

能就会是0 

商品资料中关闭会员折扣，启⽤会员价，⼿动填写各个会员等级会员价 

设置多级会员价 

可以批量设置商品，开启会员价，不同等级会员价根据销售价*百分⽐设置 

商品资料开启多级会员价 

 批量设置多级会员价计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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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设置不同等级会员价计算⽅式 

收银端根据后台设置的多级会员价，来计算商品价格。不同等级会员 不同会员价。 

PC端会员价收银 

1）操作步骤：[员⼯]→[收银员资料]→[员⼯⻆⾊管理]→[新增⻆⾊] 

2）填⼊⻆⾊名称，如：导购员、收银员、财务、化妆师、店⻓等 

3）收银端权限：勾选，则员⼯在收银端拥有此项⽬的访问操作权限。在新增收银员时，选择好对应的⻆⾊后，会⾃动

同步设置好的收银权限。收银员权限说明参考 https://blog.pospal.cn/kb/135 

4）最低折扣/折让限额：开启“单品/整单改价”的收银权限时，会出现最低折扣/折让限额的选项。为了设置收银员

在单品或整单改价时，能操作的最⼤折让，为空则不限制最低折扣 

5）云端权限：勾选，则员⼯登录云端拥有此项⽬的访问操作权限 

前台PC 端演示 

●

2.3 员⼯管理 

2.3.1 创建员⼯⻆⾊ 

https://blog.pospal.cn/kb/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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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操作步骤：[员⼯]→[收银员资料]→[新增收银员] 

2）授权员⼯登⼊收银端：打开云后台[设置]→[系统设置]→[开启授权员⼯登陆]，授权员⼯登陆，开启后收银员

可以使⽤账号+⼯号+⼯号密码直接登陆收银端 

2.3.1 新增收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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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路径：云后台【员⼯】-【员⼯中⼼】-【导购员资料】 

操作步骤：登陆云后台，点击【员⼯-导购员资料】，点击左上⻆的新增按钮，输⼊导购员相关信息后

保存。（带红⾊*为必填） 

2.3.3 新增导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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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导购员 

应⽤场景：不同的商品可以按照销售价或者利润的⾼低，设置不同的提成⽐例。 

操作路径：【商品】-【商品设置】-【更改商品提成】 

 若所有商品按销售价的提成⽐例都是相同的，那么新增导购员的时候设置好导购员的提成⽐例，批

量选中商品的时候选择 销售价*导购员提成百分⽐ 即可。 

若不同商品按销售价的提成⽐例不同，则直接在批量设置商品提成的之后，直接选中 销售价*提成

⽐例 ，填写不同的提成百分⽐即可。 

1.导购员的提成⽐例设置【云后台-员⼯-导购员资料-新增导购员-填⼊销售提成百分⽐】 

2.3.4 设置提成归属 

按商品销售价提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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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量设置商品按销售价提成 【云后台-商品-商品设置-更改商品提成-选中商品-批量设置-输⼊提成

百分⽐】 

与销售价不同的是，利润的计算需要在商品录⼊的时候准确填写进货价和销售价，利润=销售价-进货价 

，利润由系统⾃动核算。 

若所有商品按销售利润的提成⽐例是相同的，那么新增导购员的时候设置好导购员的提成⽐例，批

量选中商品的时候选择 利润\导购员提成百分⽐ 即可。 

若不同商品按销售利润的提成⽐例不同，则直接在批量设置商品提成的之后，直接选中利润\提成⽐

例，填写不同的提成百分⽐即可。 

按商品利润提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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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提操作：商品进货价和销售价的录⼊ 【云后台-商品-商品资料-新增商品-填写商品信息】 

2.导购员的提成⽐例设置【云后台-员⼯-导购员资料-新增导购员-提成设置】（此功能需联系售后客服

开通） 

提成设置按项⽬分类为：产品、服务、次卡、购物卡、礼包、余额充值提成 

提成设置按模式分类为：⽐例提成、固定提成 

提成设置按客源分类为：会员提成、散客提成 

导购提成⽐例设置 

3.⼀键复制提成⽐例⽅案【云后台-员⼯-导购员资料】点击【提成设置-复制到...】，选中需要同步提

成⽐例的导购员，点击确认即可。 

⼀键复制提成⽐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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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批量设置商品按利润提成【云后台-商品-商品设置-更改商品提成-选中商品-批量设置-输⼊提成百

分⽐】 

提成规则也可不按⽐例提成，直接设置提成固定⾦额（如A商品提成的固定⾦额为5元，那么导购只要销

售⼀个A商品，即可获得5元的提成）。 

批量设置固定⾦额提成 【云后台-商品-商品设置-更改商品提成-选中商品-批量设置-输⼊提成的固定

⾦额】 

按固定⾦额提成 

多服务⼈员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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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场景：当出售的服务/商品有多步骤，或是需要多位导购共同指引完成时，可开启多服务⼈员提成。

⽐如导购A将顾客接⼊店内，导购B向顾客介绍推荐商品完成交易，可根据其⼯作性质不同⽽设置不同的

提成⽐例（多服务⼈员的上限是6位） 

操作路径：【员⼯】-【员⼯中⼼】-【导购员资料】-【提成⽅式设置】 

多服务⼈员提成 

销售导购员获得提成（会员⽆归属，到店后谁服务谁提成） 

会员归属导购员获得提成（会员有专属导购，⼀对⼀服务，如果到店后专属导购不在可由现场导购

服务，业绩分成） 

例如：设置会员归属导购员获得提成，当销售不是由会员归属的导购员完成时，归属导购员需要分给销

售导购提成的5% 

设置提成归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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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成归属 

操作路径：员⼯-导购员资料-业绩⽬标  ，⽀持按⽉、按品类来设置⽬标业绩。

应⽤场景：⻔店对导购的销售业绩有要求，对应达到指标会有奖⾦。 

业绩⽬标 

绩效策略基本设置 

2.4 收银设置 

2.4.1 设置⽀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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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登陆云后台-点击设置-通⽤-⽀付⽅式】，该界⾯还可调整⽀付⽅式的顺序，⽤户可将⾼

频使⽤的⽀付⽅式优先放前。 

默认⽀付⽅式：现⾦，储值卡（会员储值卡可以是 条码卡、磁条卡， IC卡 、⼆维码卡），银联

卡，也可以⽀持两两组合⽀付 

第三⽅⽀付⽅式：⽀付宝、微信⽀付、Apple Pay 

团购⽀付⽅式：百度糯⽶、⼤众点评、美团 

另⽀持⾃定义⽅式（登陆云后台点击【设置-⽀付⽅式】，即可⾃定义编辑⽀付⽅式名称） 

1 

PC前台选择商品后，点击收款，选择好⽀付⽅式后完成即可。 

●

●

●

●

前台选择⽀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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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步骤：云端后台【设置】-【⽀付⽅式】-【⽀付⽅式设置】-【排序】-将⽀付⽅式拖拉排序点击

【保存】 

⽀付⽅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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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有⽆营业执照均可申请⽀付宝当⾯付！ 

商家⾃⼰申请签约费率是0.6%，提供信息给银豹⽀付专员从银豹后台申请签约是0.38%； 

从银豹这边申请⽀付宝签约当⾯付（0.38%） 

从银豹这边申请⽀付宝签约当⾯付所需资料 

⾛法⼈或企业⽀付宝的：法⼈/企业⽀付宝+联系⼈姓名⼿机、邮箱+⻔头照+营业执照 

⾛⾮法⼈的：⽀付宝账号+联系⼈姓名⼿机、邮箱+⻔头照（这种有收款限额，单笔1k，单⽇收款5w） 

备注：以前已签约过的需要联系⽀付宝客服（95188）解绑⽀付宝当⾯付，解绑作废成功后，再在银豹

这边重新签约申请0.38%低费率  

商户⾃助申请签约（0.6%） 

登录⽹址https://b.alipay.com (未登陆⽀付宝账号的情况下)  点击左上⻆【产品⼤全】 

【⽀付产品】选择当⾯付，点击⽴即接⼊，输⼊⽀付宝账号 

2.4.2 ⽀付宝开通 

说明 

第⼀步：签约当⾯付 

https://b.alipay.com/


68

点击⽴即接⼊，输⼊⽀付宝账号后，按⻚⾯提示完成签约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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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若⽤⾮法⼈的⽀付宝账户签约，或者没有营业执照的在营业执照处可不上传图⽚ 

1、签约时未提供同名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主体与⽀付宝账户认证主体同名），收款将会受到⼀定的限

制，具体限制规则为交易限额：单笔收款≤1000，单⽇收款≤5W，不区分借记或贷记渠道。 

2、签约时提供的是法⼈⽀付宝，或者签约后补充了同名营业执照，收款不受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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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协议，即可进⼊审核阶段，审核周期⼀个⼯作⽇ 

签约完成后第⼆天登⼊这个⽹址 https://b.alipay.com—右侧常⽤功能处，点击查看pid 进⼊参数⻚⾯ 

左侧⽼版wap⽀付密钥，可查看pid，MD5信息 

第⼆步，参数配置 

https://b.alipay.xn--com-8n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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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平台密钥—查看appid和配置公钥（接⼝加签⽅式-公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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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击公钥，把下⽅公钥复制输⼊提交（这步⼀定要做）  

MIIBIjANBgkqhkiG9w0BAQEFAAOCAQ8AMIIBCgKCAQEAj88AvfuA3RXCzqdl9mLN99uEBIKj7

mqq56o5HEKRxionhZ/BxN/gxPq3a1ZFt58SQSPge+wAaooFmgs0k7qPAZwqe8omjAA5PnN/X

ze8iitPjsh/uOkiVAO+npfzhGcA6BYbJ5zhTNaGb3WGTuIb1c7BrB7d0ekK7MRYAoRLqpsqourpf

XUYhbf0/ugVWuppwdDx3PEpN/C7F6lJOAtXk4WBQpAPAu44tqF0jMRFBU+uS/guq79g27N12

nrWmY0Ej4vW6oDFLY26rZzaitlAQGMY0eoyJKyGJ8PHwrC7xjP260V5rYrj2odjtJjfhOF+QqPuD

TNZQp3RpinXiPokEwIDAQAB 

    

最后把以下参数信息复制发给银豹技术绑定 

pid：key(即MD5密钥) 

appid： 

⽀付宝账号： 

银豹软件账号: 

⽀付宝钱是实时转到绑定账户： 

开通之后，前台交接班重新登陆⽀付⼀笔，看是否有到账如果前台收银时提示公钥未验签或者⽆效签

名，请检查公钥配置是否有操作  

●

●

●

●

●

●

2.4.3 微信⽀付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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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店铺营业执照类型（个体/企业）——填写以下完整材料及准备好证件照⽚——提交银豹⽀付专员

申请 

微信⽀付结算规则 

⼀、提供相关证件扫描件或照⽚ 

营业执照 

法⼈身份证正反⾯照⽚ 

餐饮许可证或⻝品流通许可证（餐饮以及⻝品销售⾏业需提供） 

⼆、填写相关信息 

联系信息 

联系⼈姓名： 

⼿机号码： 

常⽤邮箱： 

经营信息 

商户简称：（⽀付完成⻚⾯展示名称） 

售卖商品简述： 

客服电话： 

商户信息（注意：以下信息必须和证件⼀致） 

营业执照名称： 

营业执照地址：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营范围： 

营业执照有效期： 

法⼈姓名： 

法⼈身份证号码： 

法⼈身份证有效期： 

结算信息（法⼈帐户） 

开户名称： 

个体微信⽀付申请材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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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 

开户银⾏城市：XX省XX市 

开户⽀⾏： 

银⾏帐号： 

⼀、提供相关证件扫描件或照⽚ 

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 

法⼈身份证正反⾯照⽚ 

餐饮许可证或⻝品 流通许可证（餐饮以及⻝品销售⾏业需提供） 

⼆、填写相关信息 

联系信息 

联系⼈姓名： 

⼿机号码： 

常⽤邮箱： 

经营信息 

商户简称：（⽀付完成⻚⾯展示名称） 

售卖商品简述： 

客服电话： 

商户信息（注意：以下信息必须和证件⼀致） 

营业执照名称： 

营业执照地址：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营范围： 

营业执照有效期： 

组织机构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证有效期： 

法⼈姓名： 

法⼈身份证号码： 

法⼈身份证有效期： 

结算信息（对公帐户） 

开户名称： 

开户银⾏： 

开户银⾏城市：XX省XX市 

企业微信⽀付申请材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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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 

银⾏帐号： 

操作路径：云后台【设置】-【通⽤】-【⽀付⽅式】 

参数说明： 

该界⾯还可调整⽀付⽅式的顺序，⽤户可将⾼频使⽤的⽀付⽅式优先放前。 

默认⽀付⽅式：现⾦，储值卡（会员储值卡可以是 条码卡、磁条卡， IC卡 、⼆维码卡），银联

卡，也可以⽀持两两组合⽀付 

第三⽅⽀付⽅式：⽀付宝、微信⽀付、Apple Pay 

团购⽀付⽅式：百度糯⽶、⼤众点评、美团 

另⽀持⾃定义⽅式（云后台-【设置】-【⽀付⽅式】，即可⾃定义编辑⽀付⽅式名称） 

1 

操作路径：PC端主界⾯【收款】，选择⽀付⽅式确认即可 

准备好资料提交给银豹⽀付专员 

2.4.4 ⽀付⽅式设置 

●

●

●

●

●

PC端收银⽀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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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场景：会员消费找零的⾦额，可以转存⾄储值卡。如本次会员消费找零1.5元，会员不想要硬币，就

可以将找零转存⾄储值卡，下次消费时扣除。 

操作路径：云后台【设置】-【通⽤】-【系统设置】 

选择会员收银找零转存⽅式（不转存/转存全部找零/只转存零头） 

2.4.5 会员找零转存 

设置转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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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转存⽅式 

操作路径：PC端输⼊会员-选择购买商品-收银 

操作步骤：确定收银时会弹出零头转存的输⼊框，商家可⼿动输⼊转存⾦额后完成收银。转存⾦额会⾃

动存⼊会员储值卡中，下次消费可使⽤。 

PC端收银零钱转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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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找零转存 

操作路径：云后台【设置】-【通⽤】-【系统设置】 

2.4.6 收银⾦额零头处理 

设置收银⾦额抹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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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零头处理⽅式 

PC端收银抹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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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收银抹零 

⼊⼝：系统设置-通⽤设置，开启 “主界⾯显示上单信息” 

2.4.6 PC主界⾯展示【上⼀单实收、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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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电脑的字体不能缩放，不然可能显示不出来 

（桌⾯⿏标右键-【显示设置】-【缩放与布局】，设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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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键：Ctrl+Shift+T 

2.4.7 零售PC主界⾯ ⾃定义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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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说明 

⼀般正常收银操作流程：将商品添加购物⻋，在主界⾯点击确认，在收款界⾯点击确认，2个确认步骤

完成后完成收银。现在根据零售⾏业的应⽤场景，增加主界⾯扫码收银模式，商户根据⾃⼰的需求设置

是否开启，开启后实现主界⾯添加商品后扫⽀付码 如果识别到是⽀付宝&微信⽀付则直接扣款完成收

银。 

⼊⼝：【设置】--【功能设置】--【主界⾯扫码收银】 

注意： 

⾏业限制：零售⾏业 

⽀付⽅式：⽬前暂时仅⽀持官⽅通道的⽀付宝和微信⽀付 

主界⾯扫码收银流程：添加商品-扫⽀付码-完成收银 

2.4.8 主界⾯扫码收银（零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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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界⾯扫码收银 

连锁店分为总部创建的购物卡和⼦⻔店⾃⼰创建的购物卡，下⾯以单⻔店举例说明购物卡的创建和

使⽤。 

商家需先在后台添加购物卡，可以设置购物卡的购买范围、使⽤期限； 

然后设置充值赠送规则（常⻅的充值赠送场景包括2种：充值会员卡⾦额赠送购物卡、充值⾦额到

购物卡并赠送）； 

最后，⽬前不能直接购买购物卡，需通过前台会员中⼼充值来获取购物卡 

本例以新增⼀张永久有效的尿不湿购物卡为例，并设置充值赠送规则为：⾦牌会员充值1000元到储

值卡，可获赠价值100元的【尿不湿购物卡】，介绍购物卡的添加和使⽤⽅法。 

（1）【会员】-【购物卡管理】，点击左上⻆的【新增购物卡】 

2.5 卡券管理 

2.5.1 购物卡管理 
●

●

●

●

●

新增购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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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购物卡名称】，设置购物卡的【使⽤期限】、【商品购买范围】尿不湿，点击【保存】按

钮即可完成【购物卡】的添加。返回到 

购物卡管理界⾯可以看到新增的购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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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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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购物卡的使⽤期限包括：永久有效和限制有效天数。若设置了有效天数，购物卡必须在限定的时间

内消费完，逾期作废。 

b、购买商品范围：此处可以设置购物卡允许购买商品的范围，如图如果此处只勾选了“尿不湿”分类，

该购物卡只能购买尿不湿分类的商品。 

以上购物卡的添加⽅法，添加完毕后，需要在后台的【会员】模块中设置相应的【充值规则】创建充值

赠送规则，才能在前台充值获取购物卡 

操作路径：云后台【会员】-【权益互动】-【充值规则】 

操作步骤：例如：充值 1000 元赠送 200元“尿不湿”的购物卡，新增完返回主界⾯就可以看到新增的充

值规则； 

前台充值赠送购物卡 

打开【前台】 ，登⼊【会员】 ，进⼊【会员中⼼】点击【充值】 ，输⼊充值⾦ 

额1000元，就会显示出对应的充值规则，确认充值完成就获取到购物卡。 

 新增充值赠送规则 

 购物卡的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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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卡消费 

打开【前台】 ，登⼊【会员】 输⼊购物卡消费的商品（尿不湿），收银后查看会员购物卡余额（或者

收银⼩票打出来查看）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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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a、 对于连锁店铺，总部可以创建购物卡并选择购物卡适⽤的⻔店（勾选对应⼦⻔店）保存，总部统⼀

设置充值规则并选择适⽤的⻔店（勾选⼦⻔店）保存。这样⽆论在哪个⻔店给会员充值该总部购物卡，

都可以在任意连锁⻔店消费使⽤（前提是购物卡绑定的商品⼀致（即商品条码⼀致，商品可从总部复

制））。 

⽬前PC4.36.4、ipad8.3都已⽀持，安卓pos2.4.6 安卓phone1.3.3 还不⽀持总部创建的购物卡，显示为

灰⾊提示⾮本店购物卡 

b、 PC端V3.27以上版本⽀持“购物卡消费⼩票明细“，【在云后台-系统设置-编辑⼩票模板】。在⼩票

模板item外加⼊”#{备注}”并保存设置。配置完后，使⽤有购物卡的会员卡消费后，⼩票将会⾃动显示该

会员的购物卡信息，⽅便⽤户核对。 

 购物卡打折功能（PC版本V4.60.2.3以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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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创建购物卡，选择 购买商品分类范围，设置特殊商品折扣 

联系售后技术（400-8066-866，转2号线），配置【开启购物卡可选设置】功能 

PC端使⽤，登录持有购物卡的会员，选择使⽤购物卡享受折扣的商品，结算界⾯选择购物卡 

有些商户受疫情影响或其他特殊情况允许顾客到店延期购物卡；商家在云后台给员⼯勾选“延期次卡/购

物卡”权限，这样该员⼯在PC收银端可进⾏购物卡延期操作。 

1、使⽤条件 

1）云端勾选员⼯“延期次卡/购物卡”权限 

路径：员⼯-收银员资料-延期次卡/购物卡权限 

●

●

●

购物卡延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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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银端版本PC收银端V4.66.2.254 及以上版本 

商家发⾏固定⾯值的实体卡，针对所有消费者销售，可批量制卡，不关联会员，不储值，使⽤完余额即

作废，⼀经售出概不退还，定制的时候先确认好不同⾯值张数以及卡号，类似沃尔玛定制的购物卡，拥

有不同⾯值，凭借实体卡到对应商场消费。 

创建⼊⼝：云后台--营销--卡券管理--预付卡 

新增预付卡，设置预付卡名称卡、⾯⾦额、销售价格、使⽤时间、结束时间。 

云端批量制作预付卡 

说明：要先创建预付卡后，才会出现制卡按钮，才可以批量制卡。 

2.5.2 预付卡管理 

云端创建预付卡 

https://file.pospal.cn/pospalTouch/pospalTouch_4.66.2.254.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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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制卡—下载模板—选择⽂件—上传 

注意（1）卡号由数字、字⺟组成 ，不超过32位字符； 

（2）模板导⼊数据不超过2000条，⽂件⼤⼩不超过3M； 

（3）卡号唯⼀，不能退卡，制卡前请确认好购物卡名称，⾯值，使⽤时间，卡号等信息； 

（4）后台预付卡删除，对应卡号也删除，⽆法再使⽤； 

（5）预付卡使⽤时间如果修改到到期时间，购买以及之前购买的卡⽀付时，都提示卡已到期； 

如果预付卡使⽤时间改到未来，可以购买，但不可⽀付，提示卡未⽣效并提示⽣效时间。 

说明：PC版版本号需4.54.3及以上 

更新版本可以在官⽹：http://www.pospal.cn/downcenter.html 下载beta版，覆盖安装或者卸载安装 

操作：系统菜单—预付卡—输⼊卡号—购买预付卡 

PC端购买预付卡 

http://www.pospal.cn/downcen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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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如果没有系统菜单的客户，参照下图，点击弹出菜单即可 

批量购买预付卡 

说明：前台⽀持批量购买预付卡，输⼊启始卡号和终⽌卡号即可。 

注意：批量购卡，搜索不能超过1000条；起始卡号和终⽌卡号⻓度需⼀致。 

PC端消费使⽤预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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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客户⽤预付卡来消费时，收银员，直接PC前台下单，收款，收款⽅式选择 预付卡 ，消费即可。

读取预付卡卡号可通过IC/ID卡读取或者客户展示微店的预付卡码收银员扫码识别收款。 

注意：预付卡⽀付的单据不可以退款，可以反结账，反结账后，对应⾦额退回到预付卡中；。 

预付卡⽀持IC/ID卡 

说明：PC前台，设置--系统设置--功能设置中，开启IC会员卡；如果需要开⾃动读取IC卡功能，在购

买预付卡界⾯，右上⻆，设置中，开启⾃动读取IC卡功能 

注意：制卡时卡号填写卡表⾯的号码，芯⽚ID填写读卡器读取到的内部编号；同时填写两个可以预防当

读卡器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动搜索卡号的⽅式找到该预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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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可以在微店会员中⼼绑定预付卡，这样到店消费的时候就可以不⽤携带实体卡了，只要通过会员中

⼼出示预付卡付款码即可。 

路径：会员中⼼-卡券-预付卡 

点击【绑定预付卡】，输⼊预付卡的卡号和密码，点击确定绑定，即绑定成功 

备注：⼀张预付卡只能绑定⼀个会员 

到店消费时候只要通过会员中⼼出示预付卡付款码给收银员扫码使⽤ 

路径：会员中⼼-卡券-预付卡，选择预付卡，点击【使⽤】 

微店预付卡绑定和展示 

预付卡的绑定 

预付卡的使⽤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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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卡绑定后允许解绑，解绑后可被另⼀个会员绑定 

路径：会员中⼼-卡券-预付卡，选择预付卡，点击使⽤，点击【解除绑定】，确定即完成解除 

预付卡的解绑 

预付卡消费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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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端查询 

操作：进⼊预付卡界⾯——明细——输⼊预付卡卡号——查询消费商品的信息，数量 

云端查询 

操作：进⼊云端后台——营销——卡券管理——预付卡——预付卡消费明细 

注意：连锁⻔店需登录总账号查看 

⼊⼝：云后台，营销--预付卡，可查看预付卡报表，展示所有卡号，⾯值，售价，已消费，剩余⾦额等

等。 

注意：总部创建的预付卡，选择所有适⽤⻔店，可以通⽤；连锁⻔店，⼦⻔店创建的预付卡只能在创建

的⼦⻔店使⽤，其他⻔店不可以通⽤，且卡号各个⻔店不能重复 。 

●

●

云端查看预付卡使⽤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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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券分为抵现券、打折券、赠品提货券、运费券4种类型 

应⽤场景：⻔店开业或节⽇活动可以设置⼀些抵现券吸引客户消费。抵现券根据优惠商品的范围可分别

设置：全场抵现券、品类抵现券和单品抵现券。 

全场抵现券：⽆需绑定商品，全场商品均可参与优惠 

2.5.3 优惠券管理 

抵现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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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抵现券：可按商品标签和分类绑定优惠商品。 

单品抵现券：仅限单品参与优惠。 

操作路径：云后台【营销】-【优惠券】-【创建优惠券】-优惠券类型【全场抵现券/品类抵现券/单品

抵现券】 

示例： 

优惠类型:选择选择全场抵现券，可根据情况⾃⾏选择【全场抵现券/品类抵现券/单品抵现券】 

优惠券名:全场满500减100 

适⽤范围：默认实体店、⽹店，会员专享不勾选 

会员折上折：否（默认） 开启会员折上折后，本身有会员折扣的商品可叠加使⽤优惠券。 

开始⽇期、结束⽇期：设置活动时间 

更多促销⽇期和时间设置说明：促销时段（数字0-23表示24个时段，默认显示蓝⾊为全时段参与活

动，点击后对应数字颜⾊变⽩，则表示该时段不参与活动），亦可设置促销周期或特定⽇期暂停促

销 

是否要求最低消费⾦额：否（默认） 如活动为满500抵现100元，最低消费⾦额则填⼊500，抵现⾦

额填⼊100。 

限制优惠券有效期（从发券开始算起）：限制优惠券⽣效时间 

收银端出券：否（默认） 

开启出券：收银端前台满⾜优惠券条件也可⾃动推送优惠券⾄会员。建议要设置⼀下出券条件，⽐

如满500返现100的活动，要将出券⾦额设置为500。如果没有设置出券条件则只要消费就会推送优

惠券。 不开启出券：需要通过后台以短信/微信通知的⽅式推送优惠券号给会员。 

优惠券⼩票模板：除#{参数}外，其他内容可⾃定义编辑。 

是否可销售：否（默认）开启后输⼊优惠券的价格，会员即可在微信店铺的会员中⼼购买优惠券。 

是否开启通⽤券码：否（默认）开启后，⽆需短信和微信通知⼀个个会员推送券码。所有满⾜优惠

条件的会员，只需提供相同的券码即可参与优惠。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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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场景：⻔店开业或节⽇活动可以设置⼀些折扣券，以打折的⽅式去促销。打折券根据优惠商品的范

围可分别设置：全场打折券、品类打折券和单品打折券。 

打折券设置⽅法同上，包含：全场打折券、品类打折券和单品打折券。 

操作路径：云后台【营销】-【优惠券】-【创建优惠券】-优惠券类型【全场打折券/品类打折券/单品

打折券】 

示例：全场商品打8折 

打折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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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场景：⽤于免费领取商品 ，例如新⽤户礼包提货券，新⽤户注册后可凭此券免费指定商品。 

操作路径：进⼊云端后台【营销-卡券管理-优惠券-创建优惠券-优惠类型 增加“赠品提货券”。】 

允许作废优惠券条件：未使⽤ & 已激活 & 活动未过期 

总部创建规则，⼦⻔店推券：允许作废总部查看⼦⻔店优惠券：允许作废⼦⻔店制的券优惠券规则开启

允许销售：允许作废操作示例 

点击想要作废的优惠券，点击优惠券数量 

可批量勾选本⻚想要作废的优惠券，点击右下⻆【作废】 

赠品提货券 

作废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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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云端创建的优惠券设置了允许销售&销售范围包含实体店，可以在PC收银端销售优惠券 

注意：PC版本在V4.59.1（点击下载最新版）以上才⽀持优惠券的销售功能 

PC优惠券销售功能 

https://file.pospal.cn/pospalTouch/pospalTouch-secure_4.60.2.12.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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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创建优惠券 

功能⼊⼝：【全部菜单】—【礼券销售】 

促销活动优先顺序： 

⼿动折扣（单品改价）>整单改价>>优惠券>次卡折扣>搭赠>次卡套餐>套餐促销>第⼆件打折>打折/特

价or购物卡打折>梯度优惠>换购>满额返现>会员折扣>整单折扣 

应⽤场景：⻔店开业或节⽇活动可对商品进⾏打折/特价活动 

操作路径：云后台【营销】-【促销活动】-【打折/特价】商家可根据需求选择促销⽅式（折扣促销/特

价促销） 

示例：开业⼤酬宾饮品类全场8折每⼈仅限⼀杯 

活动名称：开业⼤酬宾饮品类全场8折每⼈仅限⼀杯 

2.6 促销活动 

2.6.1 特价/打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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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范围：默认实体店、⽹店，会员专享选择否 

会员折上折：否（默认） 

开始⽇期、结束⽇期：设置活动时间9.23-9.30 

更多促销⽇期和时间设置说明：促销时段（数字0-23表示24个时段，默认显示蓝⾊为全时段参与活

动，点击后对应数字颜⾊变⽩，则表示该时段不参与活动），亦可设置促销周期或特定⽇期暂停促

销 

促销⽅式：折扣促销 

优惠折扣：80% 

限制优惠商品最⼤数量：是 

最⼤数量:1 

选择参与促销的商品：选中饮品分类下的全部商品参与促销 

●

●

●

●

●

●

●

●

●

PC端演示 



106

示例：⼗⼀国庆七天乐⽇韩料理特价18元每⼈仅限⼀份 

活动名称：⼗⼀国庆七天乐⽇韩料理特价18元每⼈仅限⼀份 

适⽤范围：默认实体店、⽹店，会员专享选择否 

会员折上折：否（默认） 

开始⽇期、结束⽇期：设置活动时间 10.1-10.7 

更多促销⽇期和时间设置说明：促销时段（数字0-23表示24个时段，默认显示蓝⾊为全时段参与活

动，点击后对应数字颜⾊变⽩，则表示该时段不参与活动），亦可设置促销周期或特定⽇期暂停促

销 

促销⽅式：折扣促销 

优惠折扣：80% 

限制优惠商品最⼤数量：是 

最⼤数量:1 

选择参与促销的商品：选中⽇韩料理分类下的炒年糕、辣⽩菜拌饭 商品参与18元特价 

特价促销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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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赠促销⽅案常⽤于畅销品搭赠滞销品或赠畅销品搭赠新品的场景，商家可根据店铺运营需要进

⾏投放，促销⽅案可投放于实体店、⽹店或指定会员专享，并可设置会员折上折，但需注意促销

⽅案之间存在执⾏的优先顺序，可能影响组合促销执⾏结果。 

PC端演示 

2.6.2 搭赠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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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云后台，营销-常规-促销活动 

点击左上⻆【创建促销】，促销类型选择搭赠促销，点击【应⽤】

促销类型:   选择搭赠促销 

促销名称：填写活动名称 

适⽤范围:   可投放于实体店、⽹店或指定会员专享 

指定促销模式：可选外卖、⾃取 

会员折上折：可选择是否开启 

开始⽇期、结束⽇期：填写活动时间，可根据经营场景，设置“更多促销⽇期与时间” 

促销⽅式：可选 固定搭赠 / 赠送最低价 

搭赠设置： 添加设置活动商品 

优惠次数：为空，则不限优惠次数，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优惠券验证：可开启是否需要优惠券才可享受此优惠 

操作示例：每周⼆会员⽇，会员外卖点单韩式拌饭赠送海带汤 

云端设置搭赠促销活动 

●

●

●

●

●

●

●

●

●

●

示例1 搭赠促销-固定搭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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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演示-固定搭赠 

场景展示:固定搭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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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常⽤于 做任意购买N件，只需要付N-1 的钱，赠送的1件是价格最低的商品 

举例：全场衬衫，任意购买2件送1件 

操作演示-赠送最低价 

场景展示：赠送最低价 

举例： 

任意购买两盒⽜奶送⼀袋⾯包，购买商品填写⽜奶商品资料，赠送商品填写⾯包商品资料。 

示例2 搭赠促销-赠送最低价 

实例3-任意搭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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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促销商品中2个，赠送赠送商品中1个。 

示例： 

活动名称：全场消费满500⽴减50 

适⽤范围：默认实体店、⽹店，会员专享不勾选 

会员折上折：默认不开启 

开始⽇期、结束⽇期：设置活动时间 

更多促销⽇期和时间设置说明：促销时段（数字0-23表示24个时段，默认显示蓝⾊为全时段参与活

动，点击后对应数字颜⾊变⽩，则表示该时段不参与活动），亦可设置促销周期或特定⽇期暂停促

销 

促销⽅式：选择【按消费⾦额设置梯度优惠】 

优惠⽅式：选择【⽴减】 

选择参与促销的商品：选择【全场】 

2.6.3 满额⽴减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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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后台设置满额⽴减 

示例：选择全场任意商品，⽐如双⼈套餐118*5份，共590元，满500系统⽴减50 

PC满额⽴减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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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满额⽴减演示 

应⽤场景：商家做换购促销活动，当消费达到某个⾦额时，可以通过补差价（差价可为0）换购店内⼀

件或者多件商品 

操作路径：云后台【营销】-【促销活动】-【创建促销】-促销类型选择【换购促销】 

备注：“称重商品”换购⽀持⼩数（⽣鲜⾏业的应⽤场景） 

示例： 

活动名称：+1元换购冰淇淋 

适⽤范围：默认实体店、⽹店，会员专享不勾选 

会员折上折：否（默认） 

开始⽇期、结束⽇期：设置活动时间 

更多促销⽇期和时间设置说明：促销时段（数字0-23表示24个时段，默认显示蓝⾊为全时段参与活

2.6.4 换购促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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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点击后对应数字颜⾊变⽩，则表示该时段不参与活动），亦可设置促销周期或特定⽇期暂停促

销 

活动条件：消费满50元，补差价1元 

选择参与消费的商品，选择全场（全店所有商品参与消费），可根据情况⾃⾏设置标签、分类、商

品、 

设置换购商品件数，选择可换购的商品范围 

设置换购商品 

示例：顾客消费⽔煮三鲜锅77元，满⾜活动条件（满50+1元换冰淇淋），选择饮品类的冰淇淋，原价6

元系统显示活动价1元 

●

●

●

PC换购促销商品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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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端换购 

操作路径：云后台【营销】-【促销活动】-【创建促销】-促销类型选择【套餐促销】 

示例： 

活动名称：150元⽜排套餐 

适⽤范围：默认实体店、⽹店，会员专享不勾选 

开始⽇期、结束⽇期：设置活动时间 

更多促销⽇期和时间设置说明：促销时段（数字0-23表示24个时段，默认显示蓝⾊为全时段参与活

动，点击后对应数字颜⾊变⽩，则表示该时段不参与活动），亦可设置促销周期或特定⽇期暂停促

销 

设置套餐明细：创建3个分组（⽜排、汤类、饮品），并添加对应商品，数量不固定2选1 

在分类显示：开启后云端商品资料和PC端点餐界⾯都会显示“套餐”的分类 

默认图⽚：仅⽀持所有套餐默认显示⼀张图⽚，暂不⽀持⼀个套餐⼀张单独的图⽚ 

说明:⽤于描述说明套餐的组成，可以在微店展示 

2.6.5 套餐促销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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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后台设置套餐促销活动 

示例：选择套餐分类，选择150元⽜排套餐，点击左右箭头减少增加商品数量，每组商品2选1 

PC端套餐促销商品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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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套餐促销商品演示 

路径: 云端后台【营销】>【促销活动设置】>【套餐排序】 

点击【编辑套餐促销排序】，然后拖动套餐进⾏排序，PC端按照云端的设置排序（PC V4.60.12以上版

本⽀持， 餐饮界⾯） 

套餐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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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云端修改套餐顺序，需交接班重新登陆才会刷新套餐界⾯。 

操作路径：云后台【营销】-【促销活动】-【创建促销】-促销类型选择【套餐促销】 

示例： 

活动名称：饮品第⼆杯半价 

适⽤范围：默认实体店、⽹店，会员专享选择否 

会员折上折：否（默认） 

开始⽇期、结束⽇期：设置活动时间 

更多促销⽇期和时间设置说明：促销时段（数字0-23表示24个时段，默认显示蓝⾊为全时段参与活

动，点击后对应数字颜⾊变⽩，则表示该时段不参与活动），亦可设置促销周期或特定⽇期暂停促

销 

选择第⼆件打折商品：选择饮品分类，全选该分类商品添加 

第⼆件折扣：50% 

限制购买同⼀商品才可享折扣：否（默认） 

限制优惠商品最⼤数量：开启，限量50杯 

2.6.6 第⼆件打折 

●

●

●

●

●

●

●

●

●



119

云后台设置第⼆件打折商品 

示例：选择饮品分类，选择其中任⼀饮品⽐如卡布奇诺，添加第⼆件时该商品价格系统⾃动5折 

PC第⼆件打折商品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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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第⼆件的折商品演示 

多件打折（商品2件9折，5件8折） 

多件⽴减（商品2件⽴减20，商品3件⽴减50） 

示例： 

活动名称：饮品2杯9折，5杯8折 

适⽤范围：默认实体店、⽹店，会员专享不勾选 

会员折上折：默认不开启 

开始⽇期、结束⽇期：设置活动时间 

更多促销⽇期和时间设置说明：促销时段（数字0-23表示24个时段，默认显示蓝⾊为全时段参与活

动，点击后对应数字颜⾊变⽩，则表示该时段不参与活动），亦可设置促销周期或特定⽇期暂停促

销 

促销⽅式：选择【购买商品件数设置梯度优惠】 

2.6.7 梯度优惠 
●

●

多件打折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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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式：选择【打折】 

选择参与促销的商品：选择【分类】，选择饮品分类 

云后台设置多件打折 

示例：选择了饮品分类下的任意2个商品，美式咖啡（原价18，9折16.2）、卡布奇诺（原价20，9折

18） 

●

●

PC多件打折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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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多件打折演示 

示例： 

活动名称：套餐2份⽴减20 

适⽤范围：默认实体店、⽹店，会员专享不勾选 

会员折上折：默认不开启 

开始⽇期、结束⽇期：设置活动时间 

更多促销⽇期和时间设置说明：促销时段（数字0-23表示24个时段，默认显示蓝⾊为全时段参与活

动，点击后对应数字颜⾊变⽩，则表示该时段不参与活动），亦可设置促销周期或特定⽇期暂停促

销 

促销⽅式：选择【购买商品件数设置梯度优惠】 

优惠⽅式：选择【⽴减】 

选择参与促销的商品：选择【分类】，选择套餐分类 

多件⽴减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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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后台设置多件⽴减 

示例：选择了套餐分类下的任意2个商品，狂欢套餐78元+⽜排套餐66元，共144元，系统⽴减20，顾客

只需⽀付124元 

PC多件⽴减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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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多件⽴减演示 

操作路径：【商品-货流-供货商资料】点击新增供货商 

2.7 库存管理 

2.7.1 供货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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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路径：【商品-货流-供货商资料】点击【复制】选择复制新供应商资料或者更新已有供应商资料

(仅⽀持连锁⻔店操作) 

操作路径：点击【商品-货流-货流管理-供货商结算】，左上⻆点击结算按钮，右上⻆筛选订单状态为

待对账货单，确认订单内容和⾦额后，点击右下⻆确认对账，以此操作待结算货单-确认结算。 

供货商资料复制 

供货商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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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路径：【商品-货流-货流管理】，点击进货，进⼊进货界⾯ 

录⼊进货商品，确认进货 

录⼊好进货的商品信息，点击确认进货，输⼊⽀付⾦额和备注信息，可以选择直接⼊库也可以通知到收

银端⼊库。 

云端进货 

进货商品更新供货商 

点击确认货单，左下⻆可以勾选是否更新进货商品的供货商 

2.7.2 进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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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货价结算规则 

若两批次进货的进货价不同，系统会⾃动使⽤加权平均的⽅式计算进货价。 

例如：我在进货时，进价⽐上次低了，会影响利润的计算吗？ 

答案是：不会有影响。系统会⽤加权平均⽅式⾃动调整最新的进货价。 

如商品A 第⼀次进货10件 进价15元，卖了5件，第⼆次再进货10件，进价12元，这时系统会⾃动把所有

库存的进价调整为 13元 （15*5 + 10*12）/15,最后得到的利润会是正确的。 

打印进货单 

操作路径：云端后台--商品--货流管理--选择需要打印的进货单 

应⽤场景：店铺进货时采⽤现付⼀部分定⾦，剩下余款⽉底结算的模式。可以在进货时填写预付款⾦

额，⽉底再通过供货商结算报表进⾏结算。 

●

●

进货预付款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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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路径：登陆云后台，点击【商品-货流-货流管理-进货】，输⼊进货商品后，确认进货，输⼊预付

卡和备注信息后点击商品直接⼊库即可。 

1 

云后台【商品-货流-货流管理】中即可看到这笔进货单，点击详细可以查看进货详细信息，点击右上⻆

excel表格标志可以导出这笔进货单 

导出表格查看货单明细 

 云后台查看进货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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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场景：假如商家因某些原因不要这批货了，可退货给供货商 

操作路径：点击【商品-货流-货流管理】，点击退货给供货商，填写需要退货的商品信息，点击确认退

货即可。 

出库 

收银前台查看商品库存快捷键:F5 ，再按F4可查看其他⻔店查询商品的现有库存（仅限连锁⻔店使⽤） 

2.7.3 出库 

2.7.4 库存查询 

PC端查看商品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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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路径：云端后台---库存---库存查询 

云端后台查看库存 

⾼级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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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库存区间⽀持负数，要由⼩到⼤ 例如：-10~-1 

操作路径：云端后台-【商品】-【库存】-【库存统计】 

按分类/供货商 统计（连锁店可按⻔店统计） 

⽀持导出统计表、下载柱状图 

统计（库存量、可售总额、成本总额） 

2.7.5 库存统计 

●

●

●

2.7.6 库存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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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后台---商品---商品资料---编辑填写库存上下限，当商品的库存超出所填写的上限和下限值，系

统会预警。 

云端后台设置库存上下限 

后台查看库存预警 

商品---库存---库存预警---根据需求选择库存不⾜或库存过剩查看 

PC端库存预警通知 

收银前台---所以功能---通知---库存预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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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货价变动明细可提供分析商品时间段内价格变动情况，市场价格调控情况，根据价格变动 及时作出市

场价格调整，及成本管理控制 操作路径：商品—货流管理—进货价分析—进货价变动明细 

2.7.7 变动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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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后台盘点历史⽤于盘点数据的查询，⽤户使⽤⼿机登录银豹官⽹下载智能盘点APP，登录银豹账号即

可开始盘点，操作⽂档详⻅<银豹零售智能盘点操作⼿册>。盘点结束后可在云后台【商品】-【库存】-

【盘点历史】查询对应的数据。 

2.7.8 盘点历史 

2.7.9 商品报损 

云端设置报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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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云端后台【商品】-【库存】-【商品报损】-【报损原因设置】 

⻚⾯路径：云端后台-【设置】-【系统设置】-【收银端设置】-【报损原因必填】 

开启后前台报损必须选择商品报损原因，否则⽆法进⾏商品报损 

PC端效果： 

开启报损原因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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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银前台-点击左上⻆-报损，或者按快捷键 CTRL+R，进⼊商品报损界⾯，如下图， 

（注意：点击右上⻆帮助，可以查看其它快捷操作） 

PC操作商品报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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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零售版⾏业⽀持报损打印⼩票，在报损界⾯右上⻆点击设置，可开启“打印报损⼩票” 

PC报损打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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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要求：PC 版本 V4.66.2.24 及以上版本

应⽤场景：多维度筛选⽬标客户，精准推送营销短信 

操作流程： 

2.8 会员营销 

2.8.1 精准营销 

1.创建新⽅案 

https://file.pospal.cn/pospalTouch/pospalTouch_4.66.2.24.exe
https://blog.pospal.cn/kb/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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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筛选类⽬： 

按消费⾏为：计消费⾦额、平均消费⾦额、累计消费次数、未消费时⻓ 

按商品喜好：消费过的商品、消费过的品类、消费过的品牌、未消费过的商品、未消费过的品类、

未消费过的品牌 

按会员特征：会员⽣⽇距离、会员年龄范围、会员等级、会员标签、会员开卡时间、临近升级、持

有次卡、持有购物卡、持有优惠券、会员过期⽇期 

按会员账户：累计充值的⾦额、累计充值的次数、会员余额、会员积分按卡券购销 

按卡券购销：次卡消费的次数、次卡的失效期限、次卡购买的次数、次卡的剩余次数、消费过的次

卡、消费过的次卡、购物卡剩余⾦额、购物卡充值⾦额、购物卡失效期限、优惠券使⽤数量、优惠

券剩余数量、优惠券领取数量、消费过的优惠券 

举例：筛选临近⽣⽇的会员推送营销⽅案，即可按【会员特征】-【会员⽣⽇距离】筛选出本⽉⽣⽇会

员，做到⾃动锁定⽬标会员。 

2.筛选⽬标客户 

●

●

●

●

●



140

根据⽬标会员，挑选营销⽅式 ：短信、礼包、下达回访任务 

短信 

举例：发送⽣⽇祝福短信（尊敬的客户感谢您⻓久以来的⽀持，⼥娲店铺提前祝您⽣⽇快乐每天都有好

⼼情！⽣⽇当天全场享受8.8折 欢迎您的光临！退订回N【⼥娲店铺】） 

（需要账户有短信余额） 

礼包 

礼包包含：积分；余额；次卡；购物卡；优惠券；礼品包。 

举例：向⽬标会员推送⼀张30元抵⽤券

3.选择营销内容 

●

●

https://blog.pospal.cn/kb/653#i-2
https://blog.pospal.cn/kb/2096
https://blog.pospal.cn/kb/2095
https://blog.pospal.cn/kb/109
https://blog.pospal.cn/kb/2084
https://blog.pospal.cn/kb/2082
https://blog.pospal.cn/kb/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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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回访任务 

举例：向⻔店导购下达回访本⽉⽣⽇会员送上⽣⽇祝福和⽣⽇福利，做到⼈性化服务 

⽴即推送 

●

4.推送营销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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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推送 

设置定时任务，勾选定时周期，选择发送节点（每周星期N/每⽉N号/固定N年N⽉N⽇）保存营销内

容，届时⾃动发送（例如：每⽉1号定时推送） 

说明：三⼤运营商的业务要求，商户发送营销短信签名需要审核备案，银豹商户可按照格式提交资料申

请；营销短信签名审核通过后，后期商家发送营销短信，营销短信签名将⾃动加在短信开篇。 

示例：【短信签名】新品抢先上市，第⼆件半价等你来 退订回N 

路径：云后台，设置-系统-账号管理-营销短信前⾯，点击【申请】 

●

2.8.2 群发短信 

申请营销短信签名 

https://blog.pospal.cn/kb/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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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短信签名，请仔细阅读审核注意事项，按照要求填写信息提交资料，等待审核。 

温馨提示：为能及时正常使⽤短信签名，请及时关注审核状态

说明：银豹对接了短信运营平台，商家可在银豹后台，充值短信余额，充值成功后，即可发送营销短

信。 

充值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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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值路径 1  ：银豹后台，概览-短信余额条数-点击【⽴即充值】

当前有三种短信套餐：100元1250条 ，300元4100条 ，500元8300条 ，商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进⾏

充值。

充值路径 2  ：银豹后台，右上⻆客服界⾯-增值服务-短信充值-点击【⽴即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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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值路径 3  ：银豹后台，设置-系统-推送通知设置-使⽤短信推送以下通知，点击【去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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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成功后，可在银豹后台（设置-系统-账户管理）查看短条数，核对短信是否充值成功 

①如果未到账，请点击右上⻆设置按钮，点击【退出登录】，然后重新登录银豹后台，再看下；若您已

付款成功，退出登录重新登录后查看还是没有短信条数，请拨打售后技术热线400-806-6866 转2，提

供您付款成功的证明给我司处理！

②有些商户朋友可能并⾮通过我司官⽹购买套餐，⽽是直接打款转账到对公账号的，请这部分商家也通

过电话或者官⽹在线q联系我们，电话：400-806-6866 转2 

③连锁账号，短信如果充值错账号，需要转移短信或者分配到其他账号，请联系售前⼀对⼀专员协助处

理。 

短信内容规范： 

● 短信内容需明确表述短信发送的真实信息； 

发送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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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模板均禁⽌发送⾦融相关的所有内容； 

● 禁⽌发送涉及：⾊情、赌博、毒品、党政、法律维权、众筹、慈善募捐、宗教、迷信、股票、留学移

⺠、⾯试招聘、博彩、贷款、催款还款、信⽤卡提额、投资理财、中奖、抽奖、⼀元夺宝、⼀元秒杀、

⼀元云购、⼆类电商、A货、整形、烟酒、交友、暴⼒、恐吓、⽪草、返现返利、代开发票、运营商禁

⽌发送的信息、代理注册、代办证件、加群、加QQ或者加微信、贩卖个⼈信息、运营商策反、流量营

销、违反⼴告法⽤语、殡葬、刷单、空包⽹、邀请好评、转店类业务等信息的短信。 

● 不⽀持内容中含有直接或间接访问应⽤内测分发平台的⾏为； 

● 发送的短信内容都会有⽇志记录，请勿发送谩骂、诈骗、恐吓等垃圾短信，以及⾮法/反动的信息、

《互联⽹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的其他被禁⽌的内容； 

● 禁⽌在关键字或关键信息中出现错别字、变体字、异体字、各类⼲扰符号等；禁⽌出现各类⾮正常混

合字以及⾮常⽤的表达法； 

路径：登录银豹后台，营销-常规-精准营销-群体营销⽅案，点击【群发短信】

操作步骤： 

进⼊短信发送⻚⾯后，可筛选查询客户资料， 勾选/全选 需要发送短信的会员，选择好后，点击【发

送】 

温馨提示：若会员⼈数较多，可在右下⻆，设置每⻚展示的会员数，例如：每⻚50条改成每⻚100条，

勾选本⻚100条后，点击下⼀⻚（如果有）再勾选更多会员，选择好后，点击【发送】，进⼊发送短信

界⾯ 

群发短信 

https://beta.pospal.cn/account/sig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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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发送短信界⾯后，营销类型选择“短信息” ，按照短信规范 编辑短信内容后 ，选择短信签名（申请

审核通过的短信签名），点击【发送】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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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会员消费后⾃动发送消费短信到会员⼿机号（短信账户需要有⾜够的余额） 

路径：银豹后台，设置-系统-推送通知设置-开启“会员消费短信通知”状态为【是】

会员消费短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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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会员充值后⾃动发送消费短信到会员⼿机号（短信账户需要有⾜够的余额） 

路径：银豹后台，设置-系统-推送通知设置-开启“会员充值短信通知”状态为【是】 

说明：⽹单发货后⾃动发送消费短信到会员⼿机号（短信账户需要有⾜够的余额） 

会员充值短信通知 

⽹单发货短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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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银豹后台，设置-系统-推送通知设置-开启“⽹单发货短信通知”状态为【是】 

注意事项 

若会员没收到短信，请注意这⼏点： 

1. 短信服务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凡营销类短信，请务必在短信正⽂后⾯加 退订回N！【店铺名称3-8个

字符，⾮纯数字】，如果没有加，会员可能会⼀直收不到短信； 

2. 短信审核需要⼀定时间，短信收到时间⼤概在15-30分钟，请耐⼼等待； 

3. ⼿机号码本身是否有效； 

4. ⼿机是否设置了短信拦截⿊名单。 

如果以上都排查了，还是没有收到，请联系我司：4000007749转2 ，并提供以下信息给我司，我司联系

短信服务商查询并核实： 

尽量在四天内联系我们，如果超过4天，短信运营商也查不到发送状态。 

1. 银豹账号 

2. ⼤概发送时间 

3. 其中⼏个会员⼿机号 

4. 短信的完整内容（请勿截图，请复制完整内容） 

说明：当前列表只统计营销短信，其他短信（消费通知和验证码短信）请筛选⽇期查询后再点击左

侧“导出”进⾏核对 

短信发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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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银豹后台，营销-常规-【短信发送记录】，⽀持导出明细

微店⽀持以下海外地区短信： 

⻢来⻄亚、荷兰、加拿⼤、菲律宾、澳⼤利亚、南⾮、美国、新加坡、⽇本、柬埔 

注意：云端店铺地址要设成对应城市，输⼊号码不⽤加国家码 

帮助商家对顾客⾏为进⾏预期，匹配⼴告，在合适的时间、地点，通过合适的形式进⾏产品呈现，从⽽

触动顾客购买欲望，达成全场景、全流程的营销。 

该功能仅适⽤于PC 4.59.28.3 以上版本 点击下载PC前台收银系统 

  

挑选顾客消费场景投放营销活动 

⽀持发国际短信验证码 

2.8.3 场景营销 

操作步骤： 

1、选择活动场景 

http://download.pospal.cn/pospalTouch/pospalTouch-secure.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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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顾客⾏为或销售指标来设置活动条件； 

例如：选择 在店内消费，时间：2019.07.1-2019.08.31 ，这个期间，最近30天内，除了童⻋童床标签

的商品全场商品累计消费⾦额10000元的所有会员 可参与活动获得伴⼿礼奖励，消费⾦额翻倍奖励翻

倍。 

设置活动应⽤范围和奖励内容（积分、⾦额、次卡、购物卡、优惠券、礼品包、会员等级），消费⾦额

翻倍奖励是否翻倍 

设置参与条件 

设置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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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豹⽀持连锁管理，需要售后技术这边配置，需要开通连锁店的商户，联系售前同事 

电话:4008066866  ⼯作时间：  9:00-21:00 ； 

开通连锁店后，后期新增⻔店可以在总部云后台操作，关联还是需要发给技术配置。 

说明：总部账号云后台，商品-商品资料，先勾选⻔店，然后查询需要的商品，编辑商品的销售价、批

发价等信息；同⼀个商品，相同价格的⻔店可以勾选复制；不同⻔店的，可以分别勾选⻔店编辑设置。

2.9 连锁管理 

2.9.1 连锁商品管理 

https://blog.pospal.cn/kb/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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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总部云后台，商品—商品分类—复制到需要同步的⻔店 

复制商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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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总部云后台，商品-—商品资料—复制到其他⻔店 可以复制新商品或更新已有商品信息。 

复制商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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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总部银豹后台，设置-系统-连锁管理-【连锁会员共享设置】 

说明：连锁⻔店将共享会员，会员卡通⽤，商户可根据⻔店类型设置分组是否共享。 

全部共享：所有连锁⻔店会员共享 

全不共享：所有⻔店会员独⽴管理，互不共享 

分组共享：分为共享组和互不共享组，同组内共享/不共享 

2.9.2 连锁会员共享 

连锁会员共享设置 

●

●

●

https://blog.pospal.cn/kb/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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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场景：连锁店会员共享，会涉及限制是否在⾮开卡⻔店显示隐私信息，如：姓名、电话等。 

      路径：登录银豹后台（总部），设置-系统-连锁管理-【连锁会员隐私显示】 

     

       

     连锁会员隐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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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零售货流管理解决⽅案>

说明：银豹⽬前⽀持四级管理，总部/区域/⼆级区域/⻔店，区域账号可以统⼀制定活动、查看报

表等 

2.9.3 连锁店货流管理（调货、订货、配货） 

2.9.4 区域管理 

https://blog.pospal.cn/kb/category/gnmk/ls
https://blog.pospal.cn/kb/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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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联系售前/售后关联设置

应⽤场景：⽬前⼤多数便利店会售卖⼀些没有条码的餐饮商品 ⽐如：关东煮 包⼦，此类商品 需要通过

点选来添加到收银列表；快速收银可以减少收银员查找商品时间。 

操作路径：【系统设置】-【功能设置】-【快速收银】 

注意：快速收银界⾯，多规格商品只会添加封⾯商品，快速收银商品没有特定排序⽅式，选择快速收银

商品时，点击商品图⽚不会显示商品详情 

操作流程：登录PC收银端【系统设置】-【功能设置】-开启【快速收银】设置【快速收银商品】；需

要交接班退出重新登陆后⽣效，开启快速收银功能后，主界⾯右侧默认展示 “快速收银区域”； 

三、收银客户端常⽤功能 

3.1 快速收银 

PC端设置快速收银 

https://blog.pospal.cn/kb/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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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PC版本 V4.60.12.11  以上⽀持 快速收银 添加 “参与促销的次卡” 

备注：参与促销的次卡，在云端设置次卡开启参与促销 

路径：系统设置-功能设置-快速收银 

快速收银添加促销次卡 

快速收银添加次卡 

https://file.pospal.cn/pospalTouch/pospalTouch_4.60.12.11.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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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路径：PC 收银端【系统设置】-【功能设置】-【快速收银】-【设置快速收银商品】增加排序按

钮，⽤于置顶或置底 

操作路径：PC端收银界⾯右下⻆【⻮轮图标】点开 

快速收银商品排序 

隐藏/显示快速收银界⾯ 



163

  

快速收银PC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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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场景：⽆条码/临时的商品，可通过⽆码收银直接输⼊商品⾦额进⾏收银。⽆码收银只统计营业

额，⽆库存⽆销量。 

使⽤前提：需给当前登录⼯号开启⽆码收银的权限。 

操作步骤：打开前台收银系统，点击⽆码收银，输⼊价格后完成收银即可。 

场景说明 

⼀般正常收银操作流程：将商品添加购物⻋，在主界⾯点击确认，在收款界⾯点击确认，2个确认步骤

完成后完成收银。现在根据零售⾏业的应⽤场景，增加主界⾯扫码收银模式，商户根据⾃⼰的需求设置

是否开启，开启后实现主界⾯添加商品后扫⽀付码 如果识别到是⽀付宝&微信⽀付则直接扣款完成收

银。 

3.2 ⽆码收银（快速收款） 
●

●

●

3.3 主界⾯扫码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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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功能设置】--【主界⾯扫码收银】 

注意： 

⾏业限制：零售⾏业 

⽀付⽅式：⽬前暂时仅⽀持官⽅通道的⽀付宝和微信⽀付 

主界⾯扫码收银流程：添加商品-扫⽀付码-完成收银 

主界⾯扫码收银 

PC收银端，点击【功能菜单-销售单据】，找到需要退货的单据，点击右下⻆反结账，如还需该单据中

的商品则选择 作废并复⽤，如不需要点击 直接反结账 即可。 

●

●

3.4 反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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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结账 

PC收银端，点击【功能菜单-销售单据-选择退货单据-点击退货】，将需要的商品选中后，点击退款后

完成。 

3.5 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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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批次商品退货时⽀持批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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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货是单品退货，反结帐是整单退货 

在前台销售单据中退货过⼀次的单据，⽆法再操作退货和整单反结账，系统会提示“退货单据⽆法退

货”。 

解决⽅案： 

采⽤退款模式（默认快捷键：Ctrl+t）退掉需要退货的商品。 

退货跟反结帐的区别 

退货单据⽆法再退货怎么办 

https://blog.pospal.cn/kb/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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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路径：PC端主界⾯【新增会员】 

操作步骤：输⼊会员⼿机号或卡号，选择会员等级，并补充详细会员信息 

3.6 新增会员 

https://blog.pospal.cn/kb/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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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端添加会员 

补充：会员中⼼详情显示会员开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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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银前台-点击左上⻆-报损，或者按快捷键 CTRL+R，进⼊商品报损界⾯，如下图， 

（注意：点击右上⻆帮助，可以查看其它快捷操作） 

3.7 报损 

https://blog.pospal.cn/kb/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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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零售版⾏业⽀持报损打印⼩票，在报损界⾯右上⻆点击设置，可开启“打印报损⼩票” 

零售版⾏业PC报损打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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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要求：PC 版本 V4.66.2.24 及以上版本

说明：云端创建的优惠券设置了允许销售&销售范围包含实体店，可以在PC收银端销售优惠券 

注意：PC版本在V4.59.1（点击下载最新版）以上才⽀持优惠券的销售功能 

3.8 卡券销售 
PC优惠券销售功能 

https://file.pospal.cn/pospalTouch/pospalTouch_4.66.2.24.exe
https://file.pospal.cn/pospalTouch/pospalTouch-secure_4.60.2.12.exe
https://blog.pospal.cn/kb/category/gnmk/kq


174

云端创建优惠券 

功能⼊⼝：【全部菜单】—【礼券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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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路径：PC收银界⾯左上⻆点击【交接班】跳转交接班界⾯点击【交接班并登出】 

交接班 

操作路径：PC收银端【员⼯登录界⾯】-左下⻆点击【交接班记录图标】输⼊⼯号密码可查询近期交接

班记录。 

3.9 交接班 

查看交接班记录 

https://blog.pospal.cn/kb/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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