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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话：045186630452   

手机：13029717267(信号好/微信) 13045155261(信号好/微信) 

13895773951(支付宝/微信) 

QQ：800185617 

哈尔滨网成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网成科技——帮助您更成功。 

 

好管家(CRM)订单管理软件使用说明 

    好管家 CRM 是国内最优秀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之一,助力企

业创建高效 CRM 客户关系管理体系,客户管理、订单管理、合同

管理、财务管理、仓库管理、话术管理，是功能最强大的管理软

件。为绿色软件，免安装，下载后解压到电脑上既可以使用，设

置好后直接复制到其他电脑上就可以直接使用。支持：xp、win7、

win8、win10 

软件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haoguanjiasoft.com/ 

 
双击【好管家(CRM)订单管理软件.exe】运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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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软件登陆 

 

打开好管家软件后，点击任意功能图标图，就会弹出登陆界面。 

默认管理员账号：1000  密码是空 

点击登陆后回到软件界面，在界面最上方会显示用户姓名、部门、职务代表登陆成功 

这时在界面最上方有[退出]和[修改密码]功能按键，点击会进行相关操作 

登陆成功后再次点击功能图标就会进入功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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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户中心 

 

客户中心主要是对公司日常客户进行管理， 

使用客户中心管理客户将使你公司的客户资料清晰销售人员效能提高 

可以给不同员工开设账号管理自己的客户资料。 

每个客户资料都对应一个负责的员工 

员工可以对客户进行跟进拜访 

员工之间的客户资料可以通过权限设置是否可以相互看到 

客户可以分为关键客户、主要客户、普通客户方便日常重点维护 

可以给每个客户上传头像，上传客户相关的附件 

可以随时对客户进行跟进拜访记录，设置预约联系客户的时间 

对客户所有操作的信息如添加编辑跟进附件等都会在跟进内容区进行记录 

90 天内没有被维护的客户会被释放到公海 

被释放到公海的客户其他销售人员可以选择为自己的客户进行跟进拜访 

客户一但被释放到公海，员工谁先跟进客户就归谁所有 

勾选【只显示自己的】将只看到自己的客户 

勾选【查看公海客户】将看到所有被释放到公海中的客户 

可以通过任意关键词【搜索】客户资料 

当员工没有看所有人客户的权限时，其他人的客户资料联系方式会显示**** 

点击列表中的客户数据会进入客户数据的编辑跟进页面 

点击客户头像，可以对头像进行编辑，支持摄像头拍摄和本地文件上传 

可以添加快捷【关键词】点击后可以代替输入，提高工作效率 

支持附件上传，可保存客户的相关图片、文档信息 

在图标显示区显示的是近期预约的客户提醒，方便销售人员第一时间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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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中心 

 

合同中心是管理公司的项目、合同、内部工单管理、续费管理、项目跟进 

合同按收入合同和支出合同进行分类 

收入合同是公司对外服务的合同 

支出合同是公司购买的服务合同 

【提交】状态代表已经立项 

【付首款】代表合同已经开始执行 

【结尾款】状态代表合同已经完成 

【续费】状态是只需要定期收费的合同，到期会有提醒 

【客户/联系】可以填写客户名称或联系方式，会自动在客户中心插入客户数据，如果通过

客户中心添加合同会自动调取客户中心的数据 

【到期】可以是合同的完成时间，也可以是续费的提醒时间 

合同金额必须是大于 0 

备注可以通过右侧的标签设置快速输入 

支持附件上传，可以保存合同相关文件到统一文件夹中 

支持添加跟进 

经手人是合同的负责人 

合同打印界面支持任意排版，支持表格 

合同【编码】S 代表收入合同，Z 代表支出合同，二三位代表年，编码表示今年签订的第几

个合同 

【添加记账】可以快速的将合同数据录入财务中心 

在图标显示区显示的是提交/付首款/续费状态的合同，方便销售人员跟进 

 

 

 

 



好管家(CRM)订单管理软件                                                   网成科技荣誉出品 

官网：www.haoguanjiasoft.com          固话：045186630452  手机：13029717267  QQ：800185617        

淘宝店：https://cxbk.taobao.com/                                                 第 9 页 （共 29 页） 

 

 

 

 



好管家(CRM)订单管理软件                                                   网成科技荣誉出品 

官网：www.haoguanjiasoft.com          固话：045186630452  手机：13029717267  QQ：800185617        

淘宝店：https://cxbk.taobao.com/                                                 第  10 页  （共  29 

页） 

 

 

四、订单中心 

 

无论您是微商、还是实体商家，订单中心都能够很好的帮助您管理销售订单 

订单分提交、完成、作废三种状态 

只有完成状态的订单会进入报表 

订单审核权限可以分开设置进行专人审核、也可以一个人既可以提交也可以审核 

输入客户名称会自动提示现有的客户列表 

可以通过任意信息对订单进行检索 

一个订单分为订单基本信息和订单详情信息两部分 

先添加订单客户基本信息在添加订单详情信息 

可以打印收款收据和送货单，打印模板可以任意修改 

货品分为货品分类、货品名称、货品型号 

货品名称、货品型号、货品单价可以随时修改 

添加完订单详情信息后确认无误后在把订单基本信息装修改成完成 

订单基本信息一但被修改成【完成】状态订单将无法进行编辑 

点击左侧表格中的订单可以进入订单的编辑状态 

可以在软件设置中设置【订单数据同步出入库】，可以同步库存操作 

当不勾选【订单数据同步出入库】时可以修改货品名称、型号、单价 

当勾选【订单数据同步出入库】时必须在仓库中心中先对商品进行入库，有库存的商品才可

以下订单 

可以选择【退单】进行退货操作 

只有【完成】状态下的订单才会进入报表 

订单【编码】D 订单 T 退单，二三位代表年，编码表示今年销售的第几个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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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仓库中心 

仓库中心是对公司的货品库存管理 

首选需要录入货品的分类/名称/型号 

添加好仓库的基本信息、位置 

然后才可以进行出入库操作 

出入库工单有三个状态，提交/完成/作废 

只有完成状态的工单才能进入报表并增减相关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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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务中心 

 

财务中心是中小企业记账的好帮手 

财务中心记账分为收入、支出 

收入和支出都要对应建立【科目】 

科目分大类和小类，大家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建立即可 

只有【完成】状态下的数据才会进入报表 

【摘要】可以填写备注信息 

打印界面可以任意设置排版 

报表可以按任意时间、关键词进行查询，数据可以方便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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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话术宝 

 

话术宝是日常工作中常用的工具 

可以保存您自己常用的话术 

只需要点击列表内容会自动复制 

【公共话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自己的话术只有自己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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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网址管理 

 

网址管理是为了方便访问工作中常用的一些网址，相当于一个网址收藏夹 

可以任意自定义网址颜色、调整网址显示顺序 

公共网址所有人都能看到 

自己的网址只有自己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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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用户管理 

 

点击【软件设置】进入设置界面，点击左上角【员工管理】按钮 

在这里可以添加员工 

注意员工编号可以是字母和数字组合建议：4 位数字 

默认管理员账号：1000  拥有全部权限，默认密码是空 

其他账号添加后可以绑定权限 

点击列表数据会进入该数据的编辑状态 

在编辑状态密码留空代表不修改密码 

【设置职务组默认权限】会将当前选择的职务组权限添加给当前用户【保存职务组默认权限】

会将当前权限保存到当前选择的职务中，可以给其他员工快速设置 

在添加员工信息之前先完善部门信息和职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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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键词管理 

 

在客户中心、合同中心等界面里有很多关键词快捷标签 

这些标签可以快速的提高工作效能 

可以在关键词管理里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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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单位管理 

 

在仓库中心和客户中心里用到的单位信息如：个、套、条、斤等 

可以在单位管理里统一管理 

单位添加在货品型号管理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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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志管理 

 

系统中的所有操作都会有日志记录 

可以进行检索查询和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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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软件设置/初始化 

 

软件中的一些参数可以设置默认值 

也可以进行数据【格式化】操作，格式化操作会删除所有数据无法找回 

所以在格式化操作之前一定要先进行数据库备份 

 

 

 

 

十五、打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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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预览界面可以任意拖拽排版 

双击空白处可以添加新的内容 

文本是直接的文字 

数据变量是动态数据参数 

当前日期是插入当前时间 

制表人是当前操作人 

列表是插入表格 

图片是可以插入 logo 

表格的参数格式 

货品名称_Q19_100_25_0_l,货品型号_Q21_130_25_0_c 

分别代表  标题文本_数据参数_宽度_高度_显示字符数量_对齐方式 

鼠标放到 处会提示相关【数据参数】 

表格中所有【高度】要保持一致 

【设置字体缩小字符数量】0 为不限制（汉子占 2 位英文数字占 1 位） 

比如：美国玻尿酸原液精华（按 18 个字符算） 

如果设置成 0 或者 18 以上字体不变     美国玻尿酸原液精华 

如果设置成 18 以下字体自动缩小 2/3    美国玻尿酸原液精华 

如果设置成 9 以下字体自动缩小 1/2     美国玻尿酸原液精华 

【对齐方式】l 左对齐 r 右对齐 c 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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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软件注册 

 

免费版软件供大家试用无法使用搜客宝等功能。 

注册版无任何限制 

软件支持定制开发，有个性化需求欢迎定制。 

打开软件➡右上角【软件设置】➡软件注册 

软件注册：请将“机器码”发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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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话：045186630452   

手机：13029717267(信号好/微信) 13045155261(信号好/微信) 

13895773951(支付宝/微信) 

QQ：800185617 

哈尔滨网成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网成科技——帮助您更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