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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系统-运营人员

功能：订单系统的产品查询处，增加产品问题查询的模块 （需求：ID1035397）

操作路径：订单管理系统-》运营管理-》产品查询

场景：一般运营人员查看产品问题是在仓配系统内的产品资料管理内查看产品问题，需要到仓配系统内查看比较麻烦，因此在
订单系统产品查询处增加产品问题查询的模块

优化功能



产品问题取值：系统调取的是订单内的仓库SKU内添加的产品问题的记录

订单系统-运营人员



功能：订单管理和运营管理模块 (新增异步导出功能) （需求ID：1051637 ）异步： 放到后台定时执行导出

订单系统-运营人员

场景：主要解决的是导出数据量过大，避免导出时卡死的问题

操作路径： 运营管理->其它平台运营->walmart商品管理->导出
                  运营管理->Aliexpress运营->Aliexpress商品管理->导出
                  运营管理->eBay运营->eBay商品管理->导出
                  运营管理->eBay运营->eBay商品管理->导出(简版)
                  运营管理->其它平台运营->1688商品管理->导出
                  运营管理->Amazon运营->Amazon商品管理->导出
                  订单管理->平台订单->xxx订单->导出(新版)

新增功能

注：
当导出未勾选列表左侧的复选框时, 则走
异步导出流程，导出的是所有的商品信息
 
如果勾选订单或商品,则按照之前的逻辑，
只导出勾选的部分商品信息



呈现效果：异步下载列表页面(异步队列未处理下载任务截图)

订单系统-运营人员



 异步下载列表页面(异步队列已处理下载任务截图)

订单系统-运营人员



订单系统--运营人员  

功能：订单系统-》系统管理-》订单导入/导出模板：增加映射字段：门牌号  【需求ID：1055339】
优化功能

场景：有些客户部分海外仓系统是没有对接，需要自行导出订单信息给到海外仓进行发货，有部分海外仓配送渠道需要验证
门牌号信息，所以导出的订单信息需要有门牌号字段；
功能路径：
订单管理》系统管理》订单导出
订单管理》平台订单》自定义导出
订单管理》系统管理》订单导入
订单管理》批量导入订单
页面路径与说明：
系统管理》订单导出》横版，增加门牌号字段系统管理



订单系统
系统管理》订单导出》竖版，增加门牌号字段

订单管理》平台订单》自定义横版导出，增加
门牌号
订单管理》平台订单》自定义竖版导出，增加
门牌号
订单管理》平台订单》按订单导出，横版，增
加门牌号订单管理》平台订单》按订单导出，
竖版，增加门牌号



场景：当客户有新增平台账号，需要绑定paypal时必须在“添加账户关联”重新授权paypal账号绑定，每次添加新的平台账号
需要重新填写一次paypal账户信息，增加工作量

功能：订单管理系统》系统管理》paypal账户关联中新增复制功能
新增功能

订单系统-运营人员  



注：第一次paypal账户关联添加完成后，以后绑定平台账号只直接在对应paypal后面进行复制即可，无需重新授权

订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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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配系统-仓库人员

功能：仓配管理系统》入库管理》入库理货页面优化（需求ID:【ID1051354】）
优化功能

说明：
1、仓配系统-》入库管理-》收货管理-》新增“理货记录”菜单功能

 



入库理货记录说明

1.若扫描的单号是采购单/入库单，且此单对应
多个跟踪号，则跟踪号全部显示出来，中间用
逗号隔开；
若扫描单号是跟踪号，即使此单有多个跟踪号，
也仅显示扫描的跟踪号；
2、支持理货状态，承运商，订单状态，是否
超天数，理货时间方式进行筛选；
3.理货状态：全部，成功，失败；默认全部、
4.是否超天数：全部，是，否；默认全部；
5.时间筛选，选扫描时间进行筛选，默认选择
今日；
可以选择今日，昨日，近7天（含今天），其
他时间段进行筛选；
6.支持按照筛选进行导出功能，导出的表格数
据和列表数据一致
入库理货记录最多保存近6个月数据；

仓配系统-仓库人员



理货记录内是否超天数使用场景：是给库内人员设定工作指标 （即扫描时间-上架时间的操作时效）
系统配置属性代码：CREATE_TO_PUTAWAY_TIME_INTERVAL   （是否超天数时间需在此配置内设置）

是否超天数的判断来源是：扫描时间-上架时间  大于设置的上架间隔天数系统是否超天数显示是，小于设置的上架间隔天数
系统是否超天数显示否

仓配系统-仓库人员

注：当理货-上架间隔天数
为空时，是否超天数字段也
置空



2、页面美化，增加显示区域的外框，播报代码标题；



3.针对入库理货扫描单号 未找到跟踪单号的失败场景，用户可选择承运商进行补充，点击补充承运商，弹框方式进行单选选择，选
中之后弹框隐藏，自动保存信息；信息保存到理货记录内，并不会关联采购单 

仓配系统-仓库人员

目的：通过标记的承运商，可以追溯该承运商是不是没有返回跟踪号



注：承运商取值：取新建采购单时的选择承运商处的值，数据随着维护而更新；

仓配系统-仓库人员



仓配系统-仓库人员

优化功能一：仓配管理系统》入库管理》缺货打单，增加新的缺货打单页面（需求ID：1051338）
场景：目前系统已有的缺货打单，多位客户反馈流程不合理，做了客户调研之后，也根据用户的反馈，做新版缺货打单

功能说明：
1、针对的还是一票一件的缺货订单；
2、仅针对有跟踪号的订单；
3、会显示还有多少是需走正常上架的；
4、针对需要质检的SKU，需要质检后才能走缺货
打单功能，质检页面会显示缺货数量一票一件有
多少个，作为提示质检人员这票订单需走缺货打
单

功能优化



仓配系统-仓库人员

优化功能2：缺货打单预留出被锁定的一票多件库存（需求ID：1052299）
场景：爆款产品的到货数量远远跟不上缺货订单需求数量。而对订单的发货时间会有比较高的要求。缺货打单能够更加快速的发货，
但是仅能发货一票一件。这样就会造成一票多件的紧急订单（比如锁定库存订单）会一直被留在订单缺货里面，造成延误发货。
路径：仓配系统-》入库管理-》缺货打单

功能优化



PS：
1、此功能需配置，开启配置后，只给一票多件锁定的订单预留库存；
2、给一票多件锁定的订单预留库存后，剩余的库存给缺货打单，如果那个一票一件的订单也是操作了锁定库存，系统会优先将
缺货打单的库存分配已锁定的一票一件的订单；
3、预留给一票多件的库存上架后，系统会按缺货库存分配逻辑来分配库存，这里是控制不了的了；

仓配系统-仓库人员

涉及配置：STOCK_PICKING_CONFIG
配置说明：收货时可走缺货打单的商品数量是否需扣除掉锁库数量
配置项：
1-不需扣除时，可走缺货打单逻辑和当前一样，不用考虑锁库数量
（默认）
2-需扣除时，需将锁仓数量考虑进去



仓配系统-采购人员
新增功能

功能：仓配管理系统-》采购管理-》1688商品匹配（new）-》页面增加日志显示  【需求ID：1052589】
场景：1688平台产品的链接经常会变更，变更之后卖家会重新维护链接，需要在“1688商品匹配”表增加日志，方便客户查看
变更情况
说明：日志取值于供应商产品内的“日志”查看功能，同步到1688商品匹配列表；注：仅显示产品地址链接变更信息



仓配系统-采购人员
新增功能  
功能：系统内操作创建的1688采购单，同步到1688后台后 ，系统内采购审核不通过，对应1688订单同步取消【需求ID：1052764】

场景：采购员建立采购单采购确认后操作1688下单，需采购主管审核，假设采购主管觉得采购的数量不合理需修改采购数量审
核不通过，采购单会流转回采购确认，此时1688后台的订单不会取消，此时采购员需撤销原采购单再重新下单，操作比较麻烦。

说明：
1、当采购员在采购确认提交1688采购单-》采购主管审核不通过（此时系统1688采购单创建失败会同步取消1688后台内的
订单）-》采购员修改采购单后重新提交1688采购单-》审核通过-》1688采购单创建成功
注：如有采购复审流程，同上面的流程相同

配置项：PURCHASE_ORDERS_1688_VERIFY_NO

当采购审核不通过时，是否取消1688后台订单，按照下面配置项进行配
置

注：



新增功能：
功能：
仓配管理系统》采购管理》申购单》新建申购单-为中转仓采购
仓配管理系统》采购管理》采购单》手工创建采购单-为中转仓采购    添加产品页面显示中转仓产品库存字段信息 【需求：ID1052517】

仓配系统

  说明：
  1.1、“库存”字段文案优化为：“采购仓库存”
  1.2、增加中转仓库存字段，字段里面放3个值，在途库存数，在售库存数，待上架库存数；当值不为0时，库存数字用红色表   
示；如下图所示

场景：客户在建立申购单或者采购单的时候，选择需中转，为第三方仓库采购，选择SKU时没有显示现有库存有多少，在建立采购
单的时候看不到现有库存情况，采购员或申购员可能不清楚此次采购的数量，是否是合理的



仓配系统
新增功能
功能： 报表统计-》报告中心》当前库存明细》导出表格内增加申购人字段   【需求ID：1055057】

场景：导出报表，没有申购人，导出的当前库存明细不能确定这批货是哪个运营的，
说明：
1、在导出的表格中，增加“申购人”字段，记录此采购单对应的申购人；
1.1、若采购单无对应的申购人，则置空；
1.2、若采购单对应多个申购人，人员之间用逗号隔开
1.3、申购人取值：申购单列表-人员字段-申购人



仓配系统-头程
新增功能
功能：仓配系统-》头程管理-》服务商快照配置里面新增头程成本预估功能  【需求ID：1054654】
场景：客户在在系统内导入库存或者头程目的仓收货上架后，比如货代这边没有这么快返回头程费用账单，客户这边不能及时
上传头程成本，为避免不及时上传头程成本，导致后面FBA订单核算的利润偏高，所以增加一个头程成本预估功能
说明：
1.头程预估取值方式：
a.按平均头程成本
b.按最近一批头程发货有费用的头程成本，若找不到取平均头程成本
c.按产品条码管理中默认头程成本，若找不到取平均头程成本
注：若后续头程单上传头程费用，再重新按照实际上传费用参与订单计费。
2、默认是“关闭”的
3、默认选中“按最近一批头程发货有费用的头程成本，若找不到取平均头程成本”
4、只针对FBA仓



仓配系统-头程

取值逻辑：

1、头程预报取值方式：配置为“按平均头程成本”，逻辑：
如果生成的头程入库单本身没有头程成本，就按照该SKU在当前的仓库中的平均头程成本来取值；
如果是导入库存，在导入的时候，可以自己设置头程成本的，就按照设置的头程成本，如果没有，就取平均头程成本

2、头程预报取值方式：配置为“按最近一批头程发货有费用的头程成本，若找不到取平均头程成本“，逻辑：
如果生成的头程入库单本身没有头程成本，那么就会找到这个入库单的最近一个批次（根据 入库单的上架时间来判断），且最近
一个批次有任何一个头程成本（至少有头程运费或头程关税中的一个）的批次，
如果最近一个批次中没有对应的头程成本，最后才取平均头程成本
如果是导入库存的，在导入的时候，可以自己设置头程成本的，就按照设置的头程成本，如果没有，也是跟上面的头程入库单取
值方式一样

3、头程预报取值方式：配置为“按产品条码管理中默认头程成本，若找不到取平均头程成本“，逻辑：
如果生成的头程入库单本身没有头程成本，就按照海外仓产品条码中配置的头程运费和头程关税取值,如果没有，就取平均头程成
本 

如果是导入库存的，在导入的时候，可以自己设置头程成本的，就按照设置的头程成本，如果没有，就取平均头程成本



仓配系统-其他

功能：标签模板配置, 新增内置模板，支持复制系统内置模板自定义编辑模板 【需求ID：1055705】
 

说明：
1. 自定义标签下增加【系统内置模板】页，系统内置模板支持【复制为自定义模板】；
2. 系统内置模板四个，分别是：头程拣货单模板、调拨单模板、采购单模板、采购合同模板；
3.复制出来的模板可进行名称和模板样式的修改；

新增功能

场景：之前的自定义标签内，只有一个画板的功能，完全需要客户自己定义模板，没有一个标准，操作起来很复杂
路径：仓配系统-》物流管理-》物流基础设置》标签模板配置



功能：PDA->移库界面显示未拣货数据 增加  可移数、待拣数与已拣
数 明细（需求ID：1052101）
场景：比如，某产品可用数量是20个，待出库7个，但是货架只有16个，
4个已经下架打包待出库中了，而且这16个里有3个是待下架，想移库
的话只能移动16-3=13个可售库存。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出可移数，给仓
库人员带来很大的不便；
原有界面显示：可用和待出

路径：PDA-》货架调整

说明：
①待出库状态有：未下架（只分配了批次库存）、已下架-未拣货、已
下架-已拣货、已打包；
②待拣：未下架（只分配了批次库存）、已下架-未拣货
③已拣：已下架-已拣货、已打包；

仓配系统-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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