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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尊敬的用户，感谢您选择《美容美发》管理系统，为了使你

在今后的操作中更顺畅，希望您抽出一点宝贵时间，仔细阅读

本说明书的内容，相信会对您有所帮助。

《美容美发》共分七大模块，分别为：前台管理、会员管理

、积分管理、员工管理、产品管理、用户管理、营销分析。因

此在操作本系统之前，请详细阅读各个模块的操作说明。

安装本软件之前，请仔细核对您的硬件、软件和软件要求是

否符合本系统的操作要求，必要时请进行相应的调整。

1:注册地址：http://www.sunskysoft.com/case/46.html

2:使用地址：http://hair.sunskysoft.com/

3:建议使用火狐浏览器(Mozilla Firefox)运行本软件：

下载地址http://www.firefox.com.cn

本操作手册与软件的联机帮助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可互相参

考。

您可以放心使用本软件，我们将为您提供安全，全面的技术

保障和一系列完善的售后服务。

现在，您在您事业的成功之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qq://tx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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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册

   

按照网址打开网页后就可以进行“美容美发管理系统”的注册了，

找到“美容美发管理系统”安装目录运行文件，双击该服务文件，

将会打开系统注册服务程序。

注册信息将会显示在注册信息界面，点“注册”按钮，弹出注

册界面，输入用户注册信息，点击提交“注册”，及完成美容美发

的注册。

用户注册信息必须为实名信息。

如：单位名称：XXX美容美发。

注意：以下录入框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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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后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系统登陆。

输入刚才注册的登陆账号、及登陆密码，在填写上所显示的验

证码即可登录。

登录后，可进入用户管理一栏，进行修改密码及信息修改。

三、用户管理

点击用户管理一栏，左上方会出现两个项目。

（1）修改密码。

（2）信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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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修改密码，输入旧密码，然后输入密码，在确认新密码，

点击确认。                                                

友情提示：请一定要记好自己的密码哦。

信息修改，可根据公司信息进行修改。

下方有会员级别，根据公司的制度可选择普通会员，银卡会员

，金卡会员，和钻石会员。可多选也可单选。

例如：贵公司只有普通会员和金卡会员，那么，请您只需要勾

选普通会员和金卡会员，其它的不用勾选！

填写完整后点击保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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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管理

点击产品管理一栏，左上方会出现两个项目。

（1）商品管理。

（2）服务管理。

点击商品管理，出现下图所示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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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下方添加，出现新增商品，信息填写完整后，点击保存。

新增加的商品：（1）名称：是指商品的全称 

（2）单位：个、包等

（3）销售价：商品的销售价 （4）进货价：商品的进货价 （5） 

数量：商品的进货数量（6）进货日期：商品进货的日期 

（7）编码（条码）：是指商品本身的条码

状态（1）在用，例如，客户购买了您这件商品，在前台管理的产

品销售中，会出现该商品，点击商品名称前的对勾即可。（2）停用

，如该商品销售完毕，则可点击停用，停用之后在前台管理的产品

销售中该商品则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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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服务项目，出现下图所示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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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服务，出现项目服务及单价，信息填写完整后，点击保

存。

该项目在的增加出现在前台管理的结账中，如：该项目中添加洗

剪吹，就可以在前台管理的结账中出现。

状态（1）在用，例如，客户进店后选择洗剪吹，在前台管理的产

品结账中，出现该服务，点击服务名称前的对勾即可。（2）停用，

如该服务已经停用，则可点击停用，停用之后在前台管理的结账中

该服务则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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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填写完整后，可看见后面还有一个添加，点击服务项目

中的项目，后面会出现会员类型，折扣等。

点击右上方的添加，出现添加会员价，可选择会员类型，价格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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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该店只设置了普通会员与金卡会员，会员类型中则会出现普

通会员与金卡会员，选择会员类型，添加会员折扣，以及会员价格

，点击保存。

五、会员管理

点击会员管理一栏，左上方会出现四个项目。

（1）会员办理

（2）会员充值

（3）消费查询

（4）会员统计查询

点击会员办理，出现如下图所示。

会员编号属于系统生成，其他信息请根据顾客要求完善信息，填

写完毕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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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类型，如该店只设置了普通会员与金卡会员，根据店内标准

，选择会员的类型。

  点击屏幕下方的会员导入excel表，点击下载。

  

打开文件后，出现下图所示的页面，点击确定



 云开阳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网站、手机定制专家  0376-8111918

15

确定后，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表格。

说明: 

一、如果会员没有手机号，请用13800000001，13800000002代替（

不要重复）。  

二、性别字典名：0（女）；1（男）；2（保密）；如果您不

知道会员的性别，请您填写2.

三、会员级别字典：1（普通会员）；2（银卡会员）；3（金

卡会员）；4（钻石会员）。

请注意，请填写您在信息修改时设置的会员级别。如果您只有1（普

通会员）和3（金卡会员），那么，会员级别这里只能填写1或者3；

四、余额这里，可以初始化您的会员金额，如果没有，请填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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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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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会员充值，可填写会员的编号或者手机号，充值金额，以及

优惠金额，完成后，点击保存。

点击消费查询，输入会员的编号或者手机号，点击一次。

                                                     

会员统计查询，则会出现所有的会员信息，如需查询会员个人信

息，输入查询会员的编号或者手机号。

如需修改，点击会员的信息，然后点击上方的修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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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前台管理

点击前台管理一栏，左上方出现三个选项。

（1（ 收银

（2（ 产品销售

（3（ 消息提醒。

点击收银会出现如下图所示。

计价方式结账的时候会根据会员类型，显示所消费的折扣，如：该

会员是普通会员，在刚才的产品管理中，我们设置的普通会员的折

扣是0.9折，那么在结账的时候则会显示已经折扣过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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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该会员是金卡会员，我们设置的是金卡会员的0.3折，那么相应的

在结账的时候则会出现金卡会员的折扣价格。

如不是本店会员，则需填写显示的相对应信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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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服务类型，输入会员编号/手机号。

如需修改或添加服务类别，则需点击产品管理，点击后在左侧的服

务管理进行修改或者添加。

填写错误，可点击右下角作废，在从新填写。

点击服务技师，出现员工姓名。在所对应的员工前点击，完成

后点击确定，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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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是本店会员则点击非会员支付。

填写完整信息。

                                                       

点击服务技师，出现员工姓名。在所对应的员工前点击，完成后点

击确定，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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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产品销售后，出现商品名称，该处所出现的商品名称，是在产

品管理中的商品管理一栏填写的项目，在所对应的商品前方点击，

后输入会员的信息

点击服务技师，出现员工姓名。在所对应的员工前点击，完成

后点击确定，后点击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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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提醒里预约订单是在微信里进行预约。

关注微信公众号

七、员工管理

点击员工管理一栏，左上方会出现四个项目

（1）员工登记。

（2）查询修改。

（3）工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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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资查询发放。

点击员工登记，填写完整的员工信息。

默认提成比例：。就是在右边“提成比例”找不到适合的条件时，

就按默认比例。

新增提成中，设置该员工的服务及销售提成，在前台管理的结账中

，点击服务技师的名字，则出现对应的提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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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默认提成比例，就是在右边“提成比例”找不到适合的条件时，就

按默认比例！

点击查询修改，则可以修改员工的基本信息，可以输入员工的手机

号/编号、或者是员工姓名，则会出现员工的基本信息。点击修改。

员工基本信息出现，可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可点击保存。

点击工资管理，选择时间跨度。出现所有员工的工资表。

填写员工时间跨度的补助、补助说明、扣款、以及扣款说明。

不可重复时间跨度，工资月份已经存在，可造成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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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 开始月份为计算标尺

工资查询发放，选择年份及时间段，点击查询，发放勾选工资。

发放日期自动生成。

如需打印，则在发放工资后点击打印。

A4纸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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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积分管理

点击积分管理一栏，左上方会出现两个个项目

（1）会员积分查询。

（2）积分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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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会员积分查询，输入会员编号/手机号或会员姓名，出现会员的

积分信息。

点击积分兑换，输入会员编号/手机号或会员姓名，出现会员信息，

点击我要兑换，可选择兑换积分、商品和兑换数量。完成后，点击

确认兑换。

积分兑换完成后，点击兑换记录，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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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物品名称、所需积分不能为空。

九、营销分析

点击营销分析一栏，左上方会出现一个项目

（1（ 销售统计。

点击销售统计，填写时间跨度 ，点击会员类别或消费类别，可单选

也可多选，完成后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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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包含有会员类型、服务名称、产品名称、以及发生金额。

软件初始设置：

本软件在初始使用时，必须先填写好相应的内容，具体如下：

用户管

理

信息修

改

第一步，必须设

置好自己的会员

级别

第二步，设置好

自己的服务和产

品

产品管

理

服务管

理

商品管

理

第三步，设置好

自己的员工提成

比例

员工管

理

员工登

记

设置基本工资和提成比例，并

可针对某种服务或某种产品单

独设置提成。

第四步，设置好

自己的会员级别
会员管

理

录入会

员

导入会

员

设置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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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现在您可以正式使用了

云开阳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2015-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