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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说明

恭喜并感谢您使用益农管家以及相关产品！

益农管家一直致力于服务农业社会化、信息化、自动化，真正做到以农业为

本，为农村社会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本手册是关于益农管家系统操作说明。在您着手使用益农管家系统之前，请

花一些时间阅读本说明书。您可能需要几次实际操作来熟悉益农管家的使用。本

说明书给出了使用中每个步骤的详细参考信息及相关功能的详细说明，并提供所

需的参考资料和帮助提示，从而保证您的使用体验简单和愉悦。

如果您有好的建议和想法欢迎给我们致电：

· 公司名称：河南信服达科技有限公司

· 公司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建业智慧港 D 座 4 层

· 联系电话：400-036-5960

· 系统网址：http://sc.xfd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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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介绍

河南信服达科技有限公司是新农邦集团旗下企业，致力于金融科技发展，让金融服务农

业农村农民更加简单、更加便捷。公司成立以来，先后与国内多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保险

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联合建设银行发行专门服务农民的益农卡、自主研发呱呱系列零售/农

资管理系统、开拓农村供应链金融蓝海市场，并以此推进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网络体系建设。

呱呱零售管理系统是公司研发的新一代零售管理软件，基于云计算、聚合支付、移动互

联网等 前沿科技，为农村商超、农资店提供先进管理平台，目前提供会员管理、促销活动、

数据分析、收银管理、进销存管理、网上商城等六大系统，为农民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让

农民把生意做到网上去，从而实现农村经营者的高效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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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优势

1、多种业态，全面支持

无论是超市、五金杂货店、便利店、农资店，还是粮食或者生猪经纪人、农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均可提供结算支持。

2、全销售渠道，全场景收银

自由选择售卖渠道，自由组合收银硬件，自由接入收款方式。

3、完善供应链，经营智慧化

为店铺直接连接省、市、县各级商品生产厂家、代理商、批发商，实现在线采购订货、

自主分类入库。通过大数据检索实现竞争商品价格对比分析，降低采购成本，提高经营水平。

4、创建大数据及金融服务层

集成式营销手段、用营销工具扩展流量，为店铺带来人气。提客单促成交，裂变式获流。

依托店铺线上线下实时场景数据，为服务业商家提供云金融，云营销，云供应链，云人
效等增值服务，助理商家实现智能化运营。

四、系统划分说明

益农管家管理系统是一款跨平台的店铺管理系统，目前分为四个版本，网页版、安卓版、小

程序版、windows 版。不同版本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各版本在同一后台进行管理。前

台集成常用功能，店铺根据需要在后台进行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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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页版操作说明

益农管家网页版

1、登录注册

注册有两种方法。

1.自助注册。（如图 1）

第一步：打开网址：sc.xfd365.com,点击右上角免费注册按钮，在弹框中如实填写

店铺名称、用户名、密码等信息

第二步：输入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在验证码框中填写手机收到的验证码，最

后点击注册按钮。

http://sc.xfd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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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说明：用户名在登录时使用，可以为手机号，也可以为字母，长度必须大于 6 位。

验证码有效时间为 10 分钟。

第三步：注册完成后，根据注册的账号密码进行登录即可。（如图 2）

说明：登录密码错误次数不能大于 5 次，如果大于请直接点击忘记密码进行密码找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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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联系业务人员，获取账号密码登录

用户登录可以使用用户名、密码登录，也可以通过微信扫码登录。用户注册后，在后台绑定

微信，绑定微信后，既可以通过扫码登录，也可以接受到客户支付信息通知。

登陆成功页面

登录成功后根据开通业务进行系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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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收银认证

用户注册后，可以使用现金支付，如要接入支付平台进行各类电子支付，需要进行认证。

用户如何认证？

第一步：用户登陆后，点击销售收银页面，点击上方“未认证，请点击认证”链接进入

认证资料提交页面。（如图 3）

第二步：填写个人认证和店铺认证资料，提交后等待审核。认证通过之后即可使用各种

支付方式。（如图四）

说明：店铺认证资料，每填写一项都会自动保存，可以多次修改填写。最后提交之后不

可修改。

图 3

图 4

店铺认证需要准备的资料

1、 营业执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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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人手机号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3、 联系人手机号、邮箱、身份证照片

4、 结算账户开户行、账号、银行卡正反面照片

5、 门店照片，包括门头照片、柜台照片、内部环境照片、远景照片

6、 特殊资质照片（有则准备）

3、添加商品

系统使用前需要先进行商品建档。益农管家系统内置有八千万的条码库，融合了包括中国条

码中心在内的多个数据源，支持任意扫描国际条码、自编码或者输入价格即可销售。

那么我们如何来添加自己的商品呢？

3.1 第一步：添加商品分类

1.商品分类有两种建立方式，可以导入已有的分类，也可以手动创建。

2.店铺建立后，默认有四个分类：日用类、百货类、果蔬类、副食类，可以根据需要

删减。

3.打开侧边菜单，选择设置/分类，在分类中可以进行栏目的增删改。（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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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2 第二步：添加商品

1.快捷添加。

适用于条码库中已有该商品信息。使用扫码枪扫码商品条码，系统根据条码自动查

找云端商品信息，在弹出的页面中核对商品信息，点击确认。

2.手动添加

打开侧边菜单，点击添加商品按钮或按快捷键 p，在弹出的页面中输入商品信息。

商品缩略图可以从本地上传，也可以选择网络图片。（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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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当我们添加好自己的商品后，如果体现库存信息呢？

4.商品入库

登录收银页面，扫码或者手动添加商品到右侧商品列表中。点击商品入库按钮或按

快捷键 K，即可把增加商品库存。（如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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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5.支付结算

添加商品后，即可在收银页面出售商品。在收银页面右下角有四个支付按钮：记账、挂

单、结算和闪付。

5.1 记账

记账即赊账。在记账前需要先在会员管理中登记用户信息。在结算页面，输入用户会员

号即用户手机号，点击查询，页面会显示用户姓名。然后点击确定，即可将该笔订单记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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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户名下。

如果要结算记账订单，则需打开左侧侧边栏，点击记账查询按钮，在列表中查找用户订

单，点击结账按钮即可。

记账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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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账订单

5.2 挂单

挂单即在商品添加到购物车后，顾客临时先不进行结算，待稍后再进行结算而将该笔订

单挂起的功能。挂单之后，待用户再次进行结算时，可将该笔订单调出进行结算。

5.3 闪付

闪付即现金结算，顾客在线下进行支付，支付不通过收银系统，交易信息在系统中进行

记录。

5.4 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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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支付

在结算页面，默认是聚合支付方式。聚合支付为建行开发的支持目前市面所有支付通道

的支付方式，包括银联卡、支付宝、微信等等。将光标聚焦在付款码框，通过扫描用户付款

码直接进行收款。

收银系统也支持二维码支付，用户可以通过扫描付款码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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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支付

6. 收银对账

主要用于商品交易对账，方便快捷。

点击收银对账模块，就会呈现商品交易的列表（如图 8）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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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订单查询

主要用于交易后的订单查询，点击详情可以查看具体的商品信息。

8.采购市场

采购市场主要用于第三方合作进行商品的采购，进行库存补充。

采购指南：

第一步：点击采购市场，选择相对应的商品。

第二步：点击立即购买，首次会填写相关信息。（收货地址等）

第三步：付款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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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员管理

会员管理主要对一些常驻买家做的一些优惠管理，主要包括优惠券，会员折扣等，也有利

于商家进行商品营销，增加用户粘性。

点击添加会员，填写会员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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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会员添加后，会员在购买商品后进行结算的时候享有会员专属满减优惠、会员折扣等。

这个规则也可以根据不同商家的要求做定制化服务。

六.后台管理系统操作说明

打开网址 sy.xfd365.com，登录后即可进入后台，也可以点击益农管家的后台管理模块进入。

益农管家后台管理

后台管理系统主要是对收银销售、商品、会员进行的系统化管理，主要分为商品管理、系统

http://sy.xfd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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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会员管理、营销管理、统计分析、采购市场等模块。

6.1 商品管理

商品管理模块主要对商品的系统化管理，包括商品的分类、商品列表、品牌的设置、供应商

的管理等。

商品分类：

可以对商品的类别进行自由的增删改，灵活变动，适用于多种业态。

分类添加分为分类导入和自由添加。

品牌设置：

针对于每种商品不同的品牌我们也进行了细化的分类，这就有助于我们解决同类商品不同价

格不同品牌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商品冲突问题。

供应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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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商品的供应商也是不同的，为了帮助广大农户方便快捷的对供应商进行区分和管理。

商品列表：

不仅是对所有商品信息的展示，更是为了记录预防各类商品库不足、异常商品。

点击无名商品：会自动筛选出无名商品。

点击库存不足：会自动筛选出库存不足的商品。

点击临期商品：会自动筛选出快要过期的商品。

真正做到了，自动化预警，节省人力维护的成本。

6.2 系统管理

店铺认证：

店铺在认证后，会呈现自己的认证信息到这里，信息都是经过安全加密处理，不会存在泄

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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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证：

个人认证后信息显示个人认证信息。

6.3 销售管理

主要用于对销售订单的管理，记录每一笔订单的详情信息，方便我们对订单查询、和对账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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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入库管理

商品入库后可以进行商品的入库再添加，编辑，删除等操作对入库商品进行管理。

6.5 会员管理

会员列表：

所有会员以及会员的情况会在这里呈现，这里也可以直接添加、编辑、删除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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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等级：

根据会员的购买力和消费情况进行等级划分，每一种等级享受不一样的优惠。

这个也可以根据后期需求灵活变动。

积分明细：

主要针对会员消费产生积分，这些积分是会员购买力的凭证，也是会员等级提升的凭证，后

期也可用于积分兑换商品引流消费。

积分设置：

不固定，可根据需求灵活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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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营销管理

主要是一些营销手段，用于商品促销，可根据店铺情况设置。

6.7 统计分析

主要对平台的一些数据展示，有效的信息点收集，让我们知道商品的动向和销售趋势。

七、呱呱收银（小程序）

7.1.关注益农管家服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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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进入收银系统

在服务号功能列表菜单中点击益农管家菜单，打开收银系统登录页，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系统。

7.3 使用系统

第一步：点击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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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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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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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选择付款方式并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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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益农生活（小程序）

益农生活主要是有助于附近商家的商品信息进行线上展示和用户购买形成一体化。

8.1 修改分类设置

在后台栏目设置中设置栏目，将是否手机端显示，设置为是，是否手机端菜单显示设置

为是，上传栏目图标，就可以看到自己通过益农生活看到自己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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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添加商品内容

添加商品缩略图、商品相册、商品规格、单位，设置是否新品、是否热门推荐，添加商

品内容。

8.3 设置轮播图

在系统管理/轮播设置中添加轮播图

8.4 设置店铺位置

在店铺认证时，设置门店位置。打开微店，会自动定位到附近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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