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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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系统版本信息：

WindowsPC 版本 安卓客户端版本 C/S 版本 益农管家公众号 呱呱零售

注意：不同的系统版本除页面改动外，功能操作是具有一致性，请您根据需要查阅相关版本

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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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网页版)操作说明

益农管家网页版

1.登录注册（智慧零售系统/数字乡村系统）

注册有两种方法。

1.自助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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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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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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成功后根据开通业务进行系统使用普通版本和政务版本，账号密码一致。

3.智慧零售系统（普通入口）和数字乡村（政务入口）

Windows 版本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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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零售系统（普通入口)

数字乡村系统（政务入口）

2.智慧零售系统（操作说明）

1.用户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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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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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机器上直接填写或者手机扫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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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支付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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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按照认证步骤需求操作即可）

1、 营业执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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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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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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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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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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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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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当我们添加好自己的商品后，如果体现库存信息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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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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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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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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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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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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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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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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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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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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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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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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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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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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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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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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乡村系统（操作说明）

1. 公益便民

提供多种益民服务板块，消除农村数字鸿沟，让农民享受信息化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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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呱呱农服

重构农资、土地托管、农技服务、种植业金融保险、收贮、飞防、植保等社会化服务价值链，

让天下没有难种的地。

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平台发布自己的需求情况，也可以下载呱呱农服 app 进行需求操作。



河南信服达科技有限公司

呱呱农服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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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创就业

让农民进城打工、回乡创业有平台体系、有培训、有孵化、有增值服务、有支撑。

4. 健康医疗

让农民没有难看的病，让名医、名院、名方、名药进村，让康养服务入户。

5. 新农商城

聚天下名品，集多种渠道，创新农村电商模式，推行适合农村的工业品、农产品消费的集单、

拼购、农村新零售等多种方式，让农村消费升级、花钱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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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呱呱畜牧

重构第三方防疫服务、畜牧投入品、经销商、养殖企业、运销屠宰价值链，让天下没有难养

的畜禽。

7. 神州居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让农民建房易，进城买房易、装修易、购买家

具易、结婚易；城市居民到农村感受“山美水美人更美”，推行土地、宅基地有序流动。

8. 智慧三农

让信息产品家电化，让信息服务普适化，让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从天上落到乡村。“智

慧三农，只要你想”。

9. 金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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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村口银行遍布农村，让保险服务来到农民身边，让农民融资不再像走蜀道，让普惠金融普

照三农。

10.文化教育

让文化走进千村，让乡村旅游更加贴心，让教育消除农民贫穷代际遗传。通村村歌、村史、

农村演艺、农家乐、古村落、实用教育等载体，让农民留得住乡愁，同时振兴了人才、激荡

了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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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态生活

城市居民能用的纯净水、充电桩、太阳能、节能灶、洁净煤、环保生活用品，让农民也能

享受到。农村生活更环保，山才会更绿，水才会更清，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12.云仓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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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县级运营中心和村级站成为乡村物流重要节点，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连通最后一百

米。

六、安卓（客户端）操作说明

1.应用安装与更新

应用安装：为了考虑用户的实际需求，安卓客户端机器在出厂时，就配备了所需的软件，达

到出厂就可以使用。

软件更新：益农管家提供自动升级更新服务，软件更新时会进行弹窗提示，点击确认更新即

可，也可以到应用商店进行更新。

2. 系统介绍

安卓客户端目前分为三个板块，分别为数字三农服务、智慧零售系统和益农在线客服。

其中数字三农服务服务和智慧零售系统与网页版本功能具有一致性，详情操作见上述文档即

可。

3. 安卓客户端登录界面

1.注册登陆

第一步：打开客户端点击右上角注册按钮，在弹框中如实填写店铺名称、密码、省

市区等信息。（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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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点击立即注册按钮。（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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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注册完成后，根据注册的手机号和密码进行登录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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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卓客户端注册界面（图 1）

安卓客户端登录界面（图 2）

2.密码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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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录页面下方点击忘记密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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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新的密码、确认密码，最后点击找回密码按钮。（如图 3）

安卓客户端找回密码界面（图 3）

4. 数字乡村系统（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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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益便民

提供多种益民服务板块，消除农村数字鸿沟，让农民享受信息化的便捷。

2.呱呱农服

重构农资、土地托管、农技服务、种植业金融保险、收贮、飞防、植保等社会化服务价值链，

让天下没有难种的地。

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平台发布自己的需求情况，也可以下载呱呱农服 app 进行需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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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呱农服 APP

3.双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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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进城打工、回乡创业有平台体系、有培训、有孵化、有增值服务、有支撑。

4.健康医疗

让农民没有难看的病，让名医、名院、名方、名药进村，让康养服务入户。

5.新农商城

聚天下名品，集多种渠道，创新农村电商模式，推行适合农村的工业品、农产品消费的集单、

拼购、农村新零售等多种方式，让农村消费升级、花钱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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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呱呱畜牧

重构第三方防疫服务、畜牧投入品、经销商、养殖企业、运销屠宰价值链，让天下没有难养

的畜禽。

7.神州居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让农民建房易，进城买房易、装修易、购买家

具易、结婚易；城市居民到农村感受“山美水美人更美”，推行土地、宅基地有序流动。

8.智慧三农

让信息产品家电化，让信息服务普适化，让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从天上落到乡村。“智

慧三农，只要你想”。

9.金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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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村口银行遍布农村，让保险服务来到农民身边，让农民融资不再像走蜀道，让普惠金融普

照三农。

10.文化教育

让文化走进千村，让乡村旅游更加贴心，让教育消除农民贫穷代际遗传。通村村歌、村史、

农村演艺、农家乐、古村落、实用教育等载体，让农民留得住乡愁，同时振兴了人才、激荡

了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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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态生活

城市居民能用的纯净水、充电桩、太阳能、节能灶、洁净煤、环保生活用品，让农民也能

享受到。农村生活更环保，山才会更绿，水才会更清，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12.云仓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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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县级运营中心和村级站成为乡村物流重要节点，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连通最后一百

米。

5. 智慧零售系统（操作说明）

智慧零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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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售收银

收银界面

功能展示页

1.1 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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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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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用户付款码直接进行收款。

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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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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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记录在该用户名下。

支付主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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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清空

若购物清单内存在商品，点击清空按钮把当前购物清单页面的所有商品清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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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信服达科技有限公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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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商品编辑，删除

设置内打开商品设置，每件商品有一个编辑和删除功能

编辑：更改已存在商品的信息

删除：删除此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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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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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功能展示页，点击添加商品按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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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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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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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记账管理

如果要结算记账订单，则需打开功能展示页，点击记账查询按钮，在列表中查找用

户订单，点击结算按钮即可。

2.4 订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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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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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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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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会员管理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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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点击添加会员，填写会员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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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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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营业员详情

查看营业员的详细信息。

2.8 修改密码

不用退出系统，根据原密码和新密码直接修改密码，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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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消息列表

2.10 采购市场订单

查看在采购市场的交易记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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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设置

商品设置：编辑商品和删除商品两个功能。

打印设置：购买商品是否打印小票。

类别设置：在分类中可以进行栏目的增删改。

检查更新：检查是否有最新版本。

2.12 后台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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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购进货

进入新农商城，商城又分为农产品商城、农资商城和生活商城

3. 库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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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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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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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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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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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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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反馈：

会员用户提出的意见信息

5. 报表分析

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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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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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设置

商品设置：编辑商品和删除商品两个功能。

打印设置：购买商品是否打印小票。

类别设置：在分类中可以进行栏目的增删改。

检查更新：检查是否有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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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裕农通业务

建行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是建行整合益农信息社在各村设立每一个站点的基础上，设立服务

点，向广大农户提供助农取款、现金汇款、转账汇款、余额查询、代理缴费和投资理财等综

合金融服务。与过去相比，"裕农通"有效实现了将建行服务渠道延伸和下沉，是建行服务三

农、利农惠民、便捷金融的有力举措，显著提升了客户业务办理的便捷性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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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进城，即可享受六大惠民服务

一、现金存款：您可以随时将身上多余的现金通过“裕农通”助农金融服务点存入您的银行

卡中。

二、取款：如有需要，您可以在“裕农通”助农金融服务点直接取现金。

三、转账汇款：您可以在“裕农通”助农金融服务点办理向其他建行账户、其他银行账户的

转账业务。

四、缴费：您可以通过“裕农通”助农金融服务点办理便民缴费业务。

五、存定期、办理财：您可以在“裕农通”助农金融服务点办理活期转定期业务、购买理财

产品、购买保险、黄金等业务。

六、查询：您可以随时通过助农金融服务点查询；签约短信银行的，建行将以 95533 短信

的方式通知您卡内余额变动情况

七、C/S 版本操作说明

1.下载地址和应用更新

本版本是方便用户使用而提供的 PC 端软件用户只需要进行下载安装便可以使用，账号密码、

功能和其他版本具有一致性，用户可根据开通的服务进行操作。

下载地址：http://36.99.141.228:8000/download/yngjZw.exe

用户也可以登录 http://sc.xfd365.com/ 点击选择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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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S 版登录界面

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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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银界面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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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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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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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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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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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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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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系统管理

店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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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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认证：

个人认证后信息显示个人认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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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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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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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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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统计分析

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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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益农管家（公众号）

1.关注益农管家服务号

2.进入益农管家公众号

左边微商超显示的是超市的商品信息，右边益农管家显示的是商铺管理信息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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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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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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商超

微商超是一款结合服务平台智慧零售系统的一款 C 端用户产品，具有商品数据互通性和快

捷效率的特点，解决了店铺和用户粘性的问题，用户认证店铺后为了扩展销售渠道，提供了

线上店铺投放功能，让附近用户可以不出门在网上进行商品购买。

第一步：进入首页进入商品展示页或者点击极速购买按分类购买。

第二步：用户在选择商品后可添加购物车也可以直接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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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确认订单，确认地址，进行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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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信通商超管理

农信通商超管理是结合智慧零售系统后台管理系统的一款小程序，具有商品信息、会员管理、

记账管理、账号管理等主要功能，让用户用手机就可以实现开单，添加会员、查询账单、管

理账号等，极大的方便了用户的工作效率和售卖效率。

微信搜索农信通商超管理，进入小程序，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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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