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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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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章 微信端登录

2.1 账号密码获取

微信端操作前，需关注“云筑网”公众号，在个人中心-账号管理处输入云

筑集采账号登录， 在云筑服务选择云筑收货进入，如图：



2.2 功能模块介绍

在微信端，云筑收货有五大功能模块：发货单，收货单，移动点验，异常处

理和统计分析。其中，发货单：展示的是四种供方发货单状态的信息，包括待收

货、收货中、已收货和已废单；收货单：是各种状态的收货单展示以及待处理时

提交审批；移动点验：是对现场难以过磅物品进行移动点验验收；异常处理：是

针对现场无人值守模式下，未识别车牌、未合并记录情况进行编辑填写操作，以

达到完善收货业务。统计分析主要是提供报表数据，供管理员实时查看和监管，

并且可实时远程监控过磅实时视频。如图：



第 3 章 功能业务流程

3.1 发货单

发货单展示的是四种供方发货单状态的信息，包括待收货、收货中、已收货

和已废单。如图：



3.1.1 待收货

输入车牌号或供应商名称搜索，点击进入详情界面。如图：



3.1.2 收货中

根据车牌号或供应商名称查找，选择车辆进入可看到具体的收货信息。如图：



3.1.3 已收货

根据车牌号或供应商名称查找，查看收货详情，包括收货单号、实际重量、

偏差率等。如图：





3.1.4 已废单

已废单是当采购商收货时提交审批不通过，收货单作废，同时发货单也被作

废。如图：

3.2 收货单

收货单是对待处理、审批中、已完成和已废单的四种状态的收货单进行查看

和处理。如图：



3.2.1 待处理

待处理界面，分为两种收货方式：移动点验和地磅称重。点击收货单号进入，

可查看收货情况和材料信息。该待处理页面，若审批开关打开，即显示提交审批，

若审批开关关掉，则显示完成收货。如图：

注：只有在集采平台【现场收货—项目设置】开启【收货审批】功能，才需

要提交审批。未开启，则不用审批。

关于审批流程设置与开启，请参考《云筑收货系统云端操作手册》。





3.2.2 审批中

审批中显示已提交审批但还未完成审批的收货单信息。点击单号进入，下

拉到页面最下方，可查看审批记录。如图：





3.2.3 已完成

已完成显示收货完成且审批通过的收货单。选中收货单进入，下拉到页面

最下方，可查看审批记录。如图：

注：只有审批通过才能完成收货，若审批不通过该收货单作废。





收货单详情页面，如果是移动点验收货，有废单功能。地磅收货的单据只

能在现场端废单。如图：



3.2.4 已废单

已废单显示审批不通过或在待处理时废单的单据。如图：





3.3 移动点验

移动点验功能主要针对在现场实际业务操作中，不易过磅物品进行线上移动

点验并且拍照上传。如图：



3.3.1 普通收货

普通收货，是指项目线下联系供应商发货。选择【普通收货】进入，按照以

下步骤操作：

（1）选择供应商；

供应商的来源分为友商宝和临时添加，友商宝的供应商在云筑网注册且审核

通过，临时供应商未在云筑网注册

（2）拍照





（2）拍照，包括进场、点验和出场的图片，如图：

*注：1.拍照分为两种方式：按车拍照或按材料拍照。按车拍照，先拍照再添加

货物；按材料拍照，先添加货物再拍照

2.若集采云端-现场收货-项目设置，开启了【移动点验拍照支持从相册选择

图片】节点，则可使用图库照片上传验收







（3）添加商品，如图：





（4）输入发货数量且保存，如图：



（5）保存收货单，继续验收；若材料验收完成，选择【结束收货】，即可收货完

成，数据同步到微信端-收货单界面，也可进行废单的操作。如图：





3.3.2 云筑收货

云筑收货，是指项目与供应商在云筑网上签合同、下订单、发货。选择【云

筑收货】进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选择发货单号，如图：

（2）拍照，包括进场、点验和出场的图片，如图：

*注：1.拍照分为两种方式：按车拍照或按材料拍照。供应商在微信端发货则按

车拍照物；供应商在云筑网-供应商中心发货则按材料收货

2.若集采云端-现场收货-项目设置，开启了【移动点验拍照支持从相册选择

图片】节点，则可使用图库照片上传验收







（3）输入收货数量；包括两种方式，其一，手动输入每种材料的收货数量；其

二，一键填充数量，将收货数量默认为发货数量，如图：





（5）保存收货单，继续验收；若材料验收完成，选择【结束收货】，即可收货完

成，数据同步到微信端-收货单。如图：

*注：云筑收货完成后，无法废单。



3.4 异常处理

异常处理是针对现场无人值守模式下，未识别车牌、未合并记录情况进行编

辑操作，以完善收货业务。如图：



3.4.1 未识别车牌

现场未识别车牌可对其进行进/出场跟换，车牌号和车牌归属地的修改，以

时间降序为排序原则，可批量删除数据。如图：



3.4.2 未合并记录

车牌信息录入后，需要进行车牌合并，对其车牌信息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

根据情况与其他记录进行合并，形成一条完整的进出场数据。如图:

注：要合并记录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车牌号一致；其二，进场时间大

于出场时间；其三，毛重大于皮重。



针对能合并的车辆记录，需要对其收货信息进行补录，如供应商，材料信息、

发货数量等，补录完后选择【完成收料】，数据同步到集采云端。如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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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现场收料

现场收料是指现场端收料。在【总计】展示近七日，本月，本年整体收料走

势和主要材料情况。如图：



3.5.1.1 项目统计

【项目统计】，显示项目现场端的时长及过磅次数查看过磅商品收料，实时

查看该项目视频监控。如图：



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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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按近七天、

本月和本年看整体情况。如图：



3.5.1.3 供应商统计

【供应商统计】中按照近七天，本月和本年，多供应商供应重量和供应种类

top5，及供应商列表全方位把控。如图：





3.5.1.4 车辆统计

【车辆统计】，主要显示该车辆的皮重记录最高、最低和平均并进行预警，

如图：



3.5.1.5 台账明细

在台账明细中，可查看每个收货单具体信息，包括进出场图片及抓拍的运单

照片。如图：

3.5.1.6 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主要针对现场收货超出阀值进行预警，点击即跳转到台账明细详情

页面，可查看明细。



3.5.2 现场发料

现场发料是指现场端发料。在【总计】可查看公司和项目发料的重量和车次；

针对发料分为项目统计，材料统计，收货单位统计，车辆统计，台账明细和预警

信息，操作方式跟“现场收料”一样，详情参考【3.4.1现场收料】。如图：



3.5.3 移动点验

移动点验是指微信端收货。在【总计】有统计移动点验总数和点验车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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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现场收料】。如图：



【统计分析-移动点验-台账明细】里可查看收货备注。如图：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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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