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筑收货管理系统

集采云端操作手册
V 3.1 版

关注“云筑网”公众号

尽享收验货掌上办公服务



1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 2

第二章 云端设置及数据维护...................................................................3

2.1 云端设置...................................................................................... 3

2.1.1 权限配置........................................................................... 3

2.1.2 收货审批设置................................................................... 6

2.1.3 项目授权码获取............................................................. 10

2.2 云端数据汇总............................................................................ 10

2.2.1 统计分析....................................................................... 11

2.2.2 发货单........................................................................... 22

2.2.3 材料管理....................................................................... 22

2.2.4 项目设置....................................................................... 24

第三章 联系我们..................................................................................... 35



1

第一章前言

云筑收货管理系统，作为云筑智联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子系统，由“云+端”模

式构成。系统拥有有人值守和无人值守两种模式，采用最新的计算机软硬件技

术。

一方面可通过云筑网发货单绑定电子车牌；另一方面可对其他渠道的发货

单进行收货或工地内的物料进行发料；通过红外定位防止车辆上下磅作弊，智

能道闸系统控制车距，视频实时拍照、录像和传输，语音播报系统智能提醒，

配合智能称重软件实现一体化的称重协作。移动端是针对现场端的补充，可对

现场端不易称重收货物品进行收验货。云端集成了报表、数据分析、汇总和打

印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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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云端设置及数据维护

2.1 云端设置

2.1.1 权限配置

由各公司的集采系统管理员，为现场收货人员创建账号，并配置【订单易-

现场收货】的功能权限。如图：

（1）系统管理员登录云筑网（www.yzw.cn），在集采云端-功能导航-授权中心-

用户管理界面新增账号

*注：用户身份请勾选采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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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集采云端-功能导航-授权中心-用户管理界面，搜索账号，选择【设置角

色】进入，在该用户已拥有的角色下，选择类似【收货人员】的角色进入，为

该用户勾选【现场收货】的功能权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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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用户需在现场端收货，还应将其添加到项目部人员。在集采云端-功能

导航-运营后台-项目管理界面，选择项目进入，下拉到页面最下方，选择项目

人员账号添加到项目部。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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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收货审批设置

2.1.2.1 审批流程

在订单易-现场收货-项目设置界面如果开启【收货审批】，需要先在【审

批易】中设置审批流程才能正常操作。

注：审批流程应由系统管理员设置，或者登陆有权限的账号设置。



1

以下是设置审批流程的步骤：

（1）功能导航-审批易，选中审批流程设置，点击【新增】；

（2）设置审批：

审批流程名称可自定义

应用模块选择【订单易】

审批节点选择【收货审批】

根据项目情况选择使用单位和项目、审批角色和审批人

注：如果选择 A 作为审批人，提交审批时也只会提交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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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审批人审批

审批人在微信端关注云筑网公众号，个人中心登录云筑集采账号，选择

【审批易】进入。审批易分为待办审批、已办审批和我的审批三个功能模块，

从【待办审批】进入，选中审批，点击【同意】或者【驳回】。

注：目前只能在微信端审批，不能在集采平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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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项目授权码获取

申请授权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若项目需购买硬件，请联系中标供应商购买，并让供应商向电商申请授权

码

（2）若项目仅更换软件无需购买硬件，则直接联系电商申请授权码

2.2 云端数据汇总

在云筑集采-订单易-现场收货界面可以查看统计分析、发货单、材料管理

和项目设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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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功能主要针对管理人员实时管控各公司、各项目物料验收信息。

该功能拥有项目统计、材料统计、供应商统计、车辆统计、台账明细和预警信

息，通过全方位数据报表分析，指导现场物料验收科学性，精准性。

2.2.1.1 地磅收料

地磅收料指现场端收货。在【总计】展示近七日，本月，本年或某段时间

内的收料走势和主要材料情况。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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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统计



1

【项目统计】，包括了该项目安装现场端的时长及过磅次数；选择【查看

详情】进入，可实时查看该项目视频监控和历史图片，显示收料材料情况，如

图：

2.材料统计

【材料统计】，主要统计该公司或项目验收材料整体情况，包括发货重量、

收货重量等，以及根据近七天、本月和本年看整体情况。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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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应商统计

【供应商统计】，按照近七天，本月和本年，展示供应商供应重量 top5 和

供应材料种类 top5，及供应商列表具体情况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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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车辆统计

【车辆统计】，以车牌为维度显示车辆过磅次数、货物重量及偏差比例，

选择【查看详情】进入看到最高皮重记录和最低皮重记录以及进出场图片。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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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账明细

【台账明细】，显示每个收货单具体信息及备注，【导出】时可导出收货

信息及备注。【查看详情】链接进入展示订单详情、备注内容、原始单据以及

现场上传的过磅图片，可打印/导出本车货单，根据项目情况选择 A4 纸或针式

打印。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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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主要对现场收货超出阀值进行标红提示预警。选择【查看

详情】进入可链接到收货单据详情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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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地磅发料

地磅发料是指现场端发料。在【总计】可看到目前公司和项目发料的重量

和车次；地磅发料除了【收货单位统计】与地磅收料显示不一致外，项目统计，

材料统计，收货单位统计，车辆统计，台账明细和预警信息的操作方式跟“地

磅收料”一样，详情参考【2.2.1.1 地磅收料】。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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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移动点验

移动点验是微信端收货。在【总计】有统计移动点验总数量和点验车次；

该功能模块有项目统计，材料统计，供应商统计和台账明细，相应查看和操作

方式跟“现场收料”一样，详情参考【2.2.1.1 地磅收料】。如图：



1

在【台账明细】界面，可进行导出或查看详情的操作。选择【查看详情】进入，

显示移动点验时拍照的图片和收货情况，可打印或导出某张单据信息，新增备

注栏显示且导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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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单据打印可显示每一种材料每一个批次的收货时间。如图：

单据打印时可根据项目情况选择 A4 纸或者针式打印。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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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发货单

选择项目进入发货单页面，根据查询条件进行筛选并导出相关数据。如图：

2.2.3 材料管理

在【材料管理】添加材料，或修改材料换算率阈值等。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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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项目设置

项目设置界面，分别有基础设置及地磅收料、地磅发料、移动点验三个打

印模板设置。其中基础设置有六个功能设置，可选择是或否开启该功能。重新

设置后，一定要点击【保存】，否则该功能无法启动；打印模板设置可以根据

项目需求去选择并设定，并要点击【保存】。如图：

2.2.4.1 收货关联合同订单

开启【收货关联合同订单】功能，则在微信端-收货单-待处理界面必须关

联合同和订单，否则无法完成收货。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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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 收货关联合同订单补充关联

开启【收货关联合同订单补充关联】功能，则在微信端-收货单-已完成界

面对相应之前未关联合同订单的收货单进行关联，以便结算。如图：

2.2.4.3 收货审批

开启【收货审批】功能，在微信端-收货单界面必须提交审批，且审批通过

才能完成收货。若审批不通过则该收货单作废。如图：

注：要使用该功能，必须先设置审批流程，具体参考 2.1.2 收货审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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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4 中国建筑模板单据打印，显示实际重量

开启【中国建筑模板单据打印，显示实际重量】功能，在台账明细界面打

印该项目的收货单，汇总会直接显示【实际重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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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 移动点验拍照支持从相册选择图片

开启后，微信端-移动点验进行收货拍照，可以从手机相册选择图片上传。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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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6 短信通知

若填写了手机号，供应商发货完成后系统会发送短信到该手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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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7 地磅收料打印普通模板设置

地磅收料打印普通模板如下，可根据项目需求来设置。如图：

说明：左侧显示对应单据的普通打印模板，点击勾选状态，表示打印启用该字

段，未勾选中则表示打印不显示该字段，循环过磅不打印合计



1

2.2.4.8 地磅发料打印普通模板设置

地磅发料打印普通模板如下，可根据项目需求来设置。如图：

说明：左侧显示对应单据的普通打印模板，点击勾选状态，表示打印启用该字

段，未勾选中则表示打印不显示该字段，循环过磅不打印合计

2.2.4.9 移动点验打印普通模板设置

移动点验打印普通模板如下，可根据项目需求来设置。如图：

说明：左侧显示对应单据的普通打印模板，点击勾选状态，表示打印启用该字

段，未勾选中则表示打印不显示该字段，循环过磅不打印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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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联系我们

中建电商提供完备的客服服务体系，您遇到系统任何问题时，可拨打客服

热线咨询

电话：028-8257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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