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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信息登记:
• 输入客户信息;
• 意图声明;
• 输入场所信息;
• 商品信息;
• 运营商信息;

- 工作进展:
•   材料记入:登记客户的DDT(即运输信息文件),输入商品信息,生成条形码;
• 将条形码交给运营商;
• 再次记入材料 (非必须);
• 将商品条形码以及自动创建的DDT文件交给客户;
• 商品条形码的操作; 

- DDT文件(自行创建):
• 创建文件;
• 修改文件中的主要部分;

- 发票:
•   创建一般发票;
• 创建带有累积债务的发票;
• 主要文件的操作;

- 带有期限性的:
• 顾客的支付期限;
• 已经支付过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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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等级:输入客户信息

单击菜单中第一个按钮'Anagrafiche'和Anagrafiche clienti'来打开已经录入
的内容。
单击'Inserisci nuova'来输入新的客户信息。

当你完成输入后会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单击'Vai alla scheda inserita'完成和保存输入的信息;
-单击'Visualizza l'elenco degli inserimenti'查看已输入内容的简述;
-单击'Continua con gli inserimenti'继续输入新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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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信息的修改

单击'Anagrafiche'和'Anagrafiche
client'修改客户信息。单击之后将会出现
所有已经登记过的公司的信息，此时请单击
你要修改的客户公司的信息来打开和修改客
户信息。当前的客户信息不仅包含之前已经
输入过的客户相关信息，还包含一系列的交
易信息，比如，客户的支付方式和延期的未
支付的账单。

收货地点的输入

在主要菜单中单击'Clienti'将会出现窗帘式菜单，请
选择你的目标客户

这允许我们打开客户的信息表，在下级菜单中请选
择'S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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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白处输入收获商品地点。

意图声明
在主要菜单中单击'Dichiarazione d'int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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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会打开一个指定窗口，其中可以操作意图声明：填
写客户留下的意图声明

当意图声明被取消时（未激活），请选择'Attiva'来激活。

如图所示, 列表信息 “cliente 75”的n. 883 “为激活状态并且列表信息 cliente 106”  的 n. 197 为取消状态

更建议在交易之前激活或者取消意图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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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如果还没有选择的话请选择一名客户在其下级菜单中选
择'ARTICOLI'。

出现的窗口中不仅包含需要输入的新的商品的信息表格
还包含当前客户的已经输入的商品信息。

价格的输入并不是必须的，但是一旦输入，数值将会直
接被带入到交易当中。

运营商的信息输入

在主要菜单中选择'Anagrafiche' 和 ' Anagrafiche
interni/terzisti'。

                                                  FPC Informatica S.r.l. 页. 7
                                                  SCL+软件使用手册: 基本信息
                                                   文件 1/2016 |  审核 1



将会出现一个包含所有已经输入的第三方信息的窗口，
选择'inserisci una nuova ditta'来输入一个新的运营
商

在输入的窗口中也可以选择运营商是否需要DDT文件或
者是简单的货单以及确定是内部的运营商或者是外部的
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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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 材料输入.

选择你要为其输入材料的客户，在下级菜
单中选择'Carico'。

将会打开材料输入的列表并输入DDT文
件的主要部分以及查看所有为当前客户输
入的DDT文件

在当前客户的DDT文件中选择'carica/visualizza'来输入商品和其数量来生成条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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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的输入表格下会出现
一个已输入信息的简介，上
方会出现商品的种类及数量，
下方会出现已输入的行数。
在输入完成后，软件将会核
对已经输入的总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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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标签将会被自动打印并且
当你需要再次打印时只需要单击
黄色的打印机标志。

将条形码交给运营商

在主要菜单中选择'terzisti'打开并选择你需要的
第三方运营商，游标将自动移动到’Scarico
cumulativo’ 的位置:输入需要的条形码并单
击’Scarica’(按下回车键)或者直接使用光学阅读
器来读取条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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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在给第三方的信息的空格下会出现已经给过的条形码以及商品数量的信息。

当条形码被错误发送时，可以选择单机’Elimina’来删除错误的一行。

当传输完条形码后，单机’Crea
Bolla /DDT/ Conferma ’系统将会为
客户自动创建包含所有需要传送的条形
码的DDT文件。我们当然也可以之后
继续传输条形码给相同的DDT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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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创建完DDT文件之后，
单机’DDT/Bolle’啦查看所
有针对这个客户所创建的
DDT文件。

单击手表的图标来修改DDT文件的主要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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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中将会展示 3个交给承包商的条形码(206211，206212，206213):在一行的条形码中可以查看相对的运营商。如果状态(最后一个方格)
是’LAV’且条形码为橙色说明材料还未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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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计入资料
再次计入资料的阶段可以有两种方式来执行:在主要菜单中单击’(ri)carico’或者直接选择在对应的客户列表中的’Scarico cumulativo’空位时:当
使用’(ri)carico’来计入资料时系统会使用运营商的所提供的详细日期与时间；当使用’Scarico cumulativo’空位时，发送日期将会使用DDT文
件的创始日期。

将商品的条形码以及自动创建的 DDT文件交给客户

在下级菜单中单击’Scarico’来显示的空格里传输完成的信息

就像对于运营商，可以输入需要传输的条形码并按下’Scarica’按钮，
或者直接使用光学阅读器来读取条形码。

输入了条形码之后会自动打开历史输入的条
形码的列表并显示商品的总数。

当条形码输入错误的时候，可以通过单击在
行尾对应的’Elimina’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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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列表的下级菜单中单击’Ddt’可以选择查看该客户的所有DDT文件。

软件支持两种不同的打印方式;一种通过操作来打印(打印一部分或者全部);另一种可以修改，删除和打印文件中的重要部分。

选择DDT文件的页数会出现当前对应的文件的内容:在这里可以删除或者修改商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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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DA SCARICARE’检查发出的条形码的情况，下列图中将会展示 206211 和 206212条形码，在这，条形码的状态为’EVASO’:在一行
的最后可以查看这些条形码是属于哪个DDT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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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T文件的创建（自行创建）

在不使用刷入条形码创建DDT文件的情况，请遵循以下规则来手动创建该文件。

在客户列表的下级菜单中选择’Ddt’再选择
浏览窗口右边的’crea DDT manuale’。

打开新创建的DDT文件来输入必要的信息。

在输入信息时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尺码:如果
尺码表未被填写，在浏览DDT文件时将不
被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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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主要内容的修改

选择手表的图标来打开修改DDT文件主要
内容的界面

随时都可以修改文件的页码

在修改的页面当中也同时可以修改工作或者
接收货物的地点

单击’Conferma’来保存修改或者单
击’Annulla’来回到修改之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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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 发票的创建

只需要单击客户信息中的下级菜单中的’Fattura’和’Crea
FATTURA’来创建发票。

将会在发票列表中创建的新的发票:此发票将会包含税务信息，支付方式以及支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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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DDT’按钮输入DDT文件的窗口，勾选需要的DDT文件，系统将
按照打印方式自动传输到发票中。只要选择DDT文件是被允许的，将会
被传输到发票中。

不仅如此，还可以用日期来当作的DDT文件的筛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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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完成DDT文件的选择之后，将会出现整张支票的情况。

在此图中，可以选择删除或者修改各行信息。右边的DDT文件列表展示所用DDT文件的概况。DDT文件有一个复选框：勾选需要被排除的DDT
文件并按下’Escludi’来排除。可以单击单价来修改单价，依次可以修改商品数量，和相关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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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带债务信息的发票的创建

在每个客户的发票列表中, ‘Visualizzazione FATTURE’, ‘在右边的小菜单中你将会找打 Crea FATTURA accompagnatoria e Crea Nota di
credito /debito’ 来创建相对的带有对应债务信息的发票.它的创建步骤是相同的并且发票的种类可在主要文件的窗口的中被更改(点击手表的图标更
改).

’所以单击 Crea FATTURA
accompagnatoria‘ 来进行文件的创建:
新创建的发票在 “Tipo FT”的一列中被标
记为“T.1” 和缩写 “A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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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客户的 E-mail信息是存在的，将会出现符号 “@”: 单
击这个符号软件将发送文件给客户(本地将不会打开任何窗
口).

在图右边的主要的选项中可以修改发票的主要信息：税务信
息，支付方式，延期付款信息，以上的信息将会直接从客户
信息中获取，但是可以根据发票中的信息作适当更改

当客户有更多的收货地点时，点击“Sede alternativa”，
这允许确定哪个地址为最终的接收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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