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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一号常见问题集 v1.0 

撰稿：张红梅 

 

1、使用金蝶的时候提示“当前使用的功能与其他用户有冲突，目前无法使用。”（搜索关

键字：冲突） 

解决步骤： 

（1）金蝶主界面-右上角系统-网络控制工具； 

（2）选择您需要的账套登陆进去，然后点击左上角橡皮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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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蝶添加反过账（搜索关键字：反过账） 

（1）金蝶主界面-我的 KIS-添加服务； 

（2）在第三方应用中搜索反过账，添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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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库存盘点的两种方式（搜索关键字：盘点） 

（1）针对个别物料进行库存调整； 

 

（2）月底针对所有物料进行库存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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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据界面-选择物料时，显示每个仓库的仓存数量及可用库存（减去销售订单的数量）、

实际库存（注：现在因为做了销售订单之后，待发数量校对不及时，需要在出库单选择物料

之前先进设置-扩展操作-即时库存，然后退出，可用库存就可以剔除待发量）（搜索关键字：

F7选择物料） 

select 

a.FParentID,a.fitemid,a.fnumber,a.fname,a.fmodel,a.fhelpcode,a.fnote,a.Falias,a

.fsaleprice,u1.fqtyk,u1.fqty0,u1.fqty1,u1.fqty2,u1.fqty3,u1.fqty4,u1.fqty5 

from t_icitem a left join ( 

select u1.FitemID 

,sum(case when tst.Fname in (‘都会 1仓’,’都会 2仓’,’鼎诚仓’,’上步仓’,’

特殊仓’) then u1.fqty-u1.fxsjhl else 0 end) as fqtyk 

,sum(case when tst.Fname in (‘都会 1仓’,’都会 2仓’,’鼎诚仓’,’上步仓’,’

特殊仓’) then u1.fqty else 0 end) as fqty0 

,sum(case when tst.Fname =’都会 1仓’ then u1.fqty else 0 end) as fqty1  

,sum(case when tst.Fname =’都会 2仓’ then u1.fqty else 0 end) as fqty2 

,sum(case when tst.Fname =’鼎诚仓’ then u1.fqty else 0 end) as fqty3 

,sum(case when tst.Fname =’上步仓’ then u1.fqty else 0 end) as fqty4 

,sum(case when tst.Fname =’特殊仓’ then u1.fqty else 0 end) as fqty5 

from ICInventorybal u1 inner join t_Stock tst on u1.FstockID = tst.FitemID group 

by u1.FitemID 

) u1 on  

a.FitemID =u1.FitemID  

where 1=1 and 2=2 and a.fdeleted=0 order by a.f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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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用额度问题：销售订单界面提示超信用额并允许保存；销售出库界面提示超信用额但

是必须有权限的输密码之后才可以保存 

基础资料-客户先设置信用额度；然后针对用户，设置超信用额度审核权限；进去参数设置-

搜索信用（一类参数）-参数设置 4类参数。

 

 

6、红字出入库单，必须关联原蓝字出库入库单：见参数。 

 

 

7、安全库存预警：基础资料-物料先设置安全库存，然后单表维护里面设置预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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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企业一号的应收期初余额传递到金蝶，同一个客户多个部门业务做单，现在那一块的数

据传递不过去，能不能通过业务员来带入——直接应收账款挂客户、部门、职员的核算项目，

不要设置子科目。 

 

9、出库单需要初审之后才允许做收款单/入库单需要审核之后才允许做付款单。 

 

 

10、企业一号选择科目的时候，会把科目名称显示全称。 

 
 

11、单据必须审核之后才可以生成凭证。 

 



聚一文档 

 第 7 页 共 7 页 

12、当收到款，还不确定客户时，先做 其他收入，进入 其他预收款科目进行挂账，等确定

客户后，再做往来收款，选择 其他预收款科目 进行 销账。 

 

 

 

13、已生成凭证的单据，必须删除凭证之后才允许反审。

 
 

14、针对新增散客，没有指定专营业务员的，怎么设置只允许门市部的业务员查看客户信息 

新增“公用”业务员，在散客的专营业务员中选择“公用”，参数“客户资料数据授权”中

设置“公用”及允许查看客户信息的业务员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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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审核/初审打印，依据打印人所在部门来控制 

 

 

16、预收款退款问题 

（1）收到客户的押金，可以做预收款，到时候退款的时候做个红字预收直接退回去就行； 

（2）如果收到客户预收款时，可以做红字应收单据（即预收单），如果有做应收单据的时

候，可以用应收蓝字去冲销应收红字。 

 

17、供应商数据授权：先去把供应商的数据授权数据清空，然后去设置基础资料类别中的供

应商类别的数据授权，修改之后还要去基础资料-供应商中重新保存一下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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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通知单据做销售发票申请和采购发票申请时，已关联的单据是否可以不再显示。 

 

19、销售统计分析表里面新增一个不含税金额。 

（1）更新最新安装包，然后新增一个 SQL语句，将不含税金额加进去（如下图） 

select v1.fdate,v1.fbillno,u1.forderbillno as fbillno81,tic.falias,tic.fname as 

fitemidname,tic.FEquipmentNum as fitemidcpdw,tic.Fnumber as fitemidnumber 

,tor.fname as fsupplyidname,tic.fmodel,u1.fconsignprice,u1.fconsignamount 

,tem.fname as fempidname,til.fname1 as fxsqy,tor.ftxt2 as fkhlx,tor.faddress as 

fkhdz 

,tic.fchartnumber,tic.FhelpCode as fitemidhelpcode,tic.Fnote as 

fitemidnote,u1.fnote,tme.fname as funitidname,u1.fauxqty,tic.FchartNumber as 

fcplb,u1.fnote,tdp.fname as fdeptidname 

,u1.fentrytext1,u1.fentrytext2 

,t1.fname1 as fcustgroupname1,t1.fname2 as fcustgroupname2 

,t4.fname1 as fitemgroupname1,t4.fname2 as fitemgroupname2 

,u1.fbosqty,u1.FBOSPrice,tsub.Fname as fbosunitidname 

,u1.FconsignAmount,u1.FtaxAmount,(u1.FconsignAmount-u1.FtaxAmount)as 

FamountNoTax 

from icstockbill v1 inner join icstockbillentry u1 on v1.finterid=u1.finterid  

inner join t_icitem tic on tic.fitemid=u1.fitemid  

left join t_itemlevel til on til.fitemid=v1.fsupplyid 

left join t_organization tor on tor.fitemid=v1.fsupplyid 

left join t_measureunit tme on tme.fitemid=tic.funitid 

left join t_emp tem on tem.fitemid=v1.fempid 

left join t_department tdp on tdp.fitemid=v1.fdeptid 

left join t_itemLevel t1 on t1.fitemid=tor.fitemid 

left join t_itemLevel t4 on t4.fitemid=u1.fitemid 

left join t_SubMessage tsub on tsub.FinterID = u1.FBOSUnitID  

where v1.ftrantype=21 and 1=1 and {fdate1} and {fdate2} and {fxsqy1} and {fxsq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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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khlx1} and {fkhlx2} and {fitem1} and {fitem2} 

 and {fcust1} and {fcust2} and {femp1} and {femp2} and {fdept1} and {fdept2} 

order by v1.fdate,tor.fnumber,tic.fnumber 

（2）设置参数，新增字段。 

 

20、采购入库生成凭证时，金蝶汇率是 2位小数，企业一号是 4位小数，金额有差异 

数据库执行以下语句：update t_currency set fscale=4 where fnumber in (‘USD’) 

 

21、售出库单中需要别名需要修改是，可以在旁边的客户产品名称填写，别名那里不要去修

改，套打取数，会根据优先产品名称来取，两个不冲突。 

（套打语句：,(case when u1.FCustItemName ='' then u1.Fentrytext10 else 

u1.FCustItemName end) as 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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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单据中的超期提示。 

 

 

23、主界面显示超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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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初审和反初审必须同一个人（见参数）。 

 

 

25、安全库存预警（先设置参数，然后要注意，需要设置安全库存量及默认仓库）（还有小

问题需要微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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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出纳模块里面的单据批量新增，需要该用户同时拥有该模块的新增权限及公共设置里面

的“单据批量新增”权限。 

 

25、通知单据带出销售出库单里面的客户、部门及业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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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参数已经设置销售价低于成本价时提示并允许保存，但是需要设置部分人可以审核，并

且审核的时候需要一样的像保存一样提示低于成本价。 

销售出库低于成本时，提示并允许保存，如需审核的话，需要给该用户销售特价输入的权限 

 
 

28、单据中选择物料时，F7校对库存数据（设置以下参数）。 

 

29、已关联单据不再重复关联 

 

 

30、通知单据已经新增关联应收单据，关联之前先选择单据类型-销售发票申请，然后选择

应收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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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付款单，人民币核销美元。

 

 

32、仅设置某个字段不允许某个用户查看，在该字段后面加上 FldView的权限键值，然后在

用户-权限-公共设置-重要字段查看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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