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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基础管理 

1.1 系统登录 

1.1.1 系统访问 

推荐谷歌浏览器，可百度搜索“谷歌浏览器”，下载并安装 Google chrome，官方下载

地址：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备选 360 浏览器、腾讯浏览器、IE9.0

以上版本，如使用 360 浏览器请切换到极速模式。SRM 环境（系统分为测试系统和正式系

统），具体情况如下： 

系统环境 访问地址 说明 

测试环境 http://mail.sinoboom.com.cn:8866/home  

   Tips：如用户名密码错误或忘记密码，请向管理员申请重置密码 

1.1.2 操作指引 

1、在电脑桌面上，双击打开谷歌 chrome 浏览器 

 

 

2、输入或拷贝网站地址 http://mail.sinoboom.com.cn:8866/home，然后在登录区域输入用户

名和密码 

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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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密码验证通过可进入到湖南星邦智能协同平台，左侧是功能模块，右侧是对应模块下的

菜单，点击菜单可进行相关功能的操作 

 

4、修改密码，依次点击右上角的登录用户的【∨】，选中【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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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弹出的修改密码界面，两次输入新密码后点击【修改】按钮，操作成功后关闭此页（下

次登录时启用新密码） 

 

Tips：重置密码后默认 123456，登录系统将强制进行密码修改 

6、修改个人档案，依次点击右上角的登录名称的【∨】，选中【个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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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弹出的个人档案界面，可修改相关个人信息 

 

Tips：请务必填写正确的 email，重要信息将通过系统自动发送到贵公司邮箱 

2 订单管理 

SRM 根据 SAP 最后修改时间定时同步订单数据，采购员可以查询所有类型采购订单行数据，采购

员也可以手工同步订单； 

第一次同步的采购订单状态为待确认交期，供应商回复交期后状态为已确认交期，交货已完成后状

态为已结案 

1． 1 订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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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成功登录到星邦智能协同平台，依次点击【订单管理】-【订单管理】，在右

侧列表区域输入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采购订单 

 

供应商可对采购订单进行回复，回复内容包括【订单数量】【交货日期】【价格】等 

 

 1．1.2 当订单需要变更，点击列表左上【订单关闭】，在右侧列表区域输入查询条件后，点

击【查询】显示合查询条件的采购订单【，勾选需要关闭的订单点击【关闭】，在弹出对话里

依次输入【关闭部门】/【发起人姓名】/【关闭原因】再点击【确认】，供应商可同步在协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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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点击列表左上【交期变更】，在右侧列表区域输入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显示

符合查询条件的采购订单，勾选需要变更的订单，输入变更后的交期，点击【确认变更】提

交，交期变更完成，与此同时，供应商可看到系统中变更后的交期。

  

1.1.4 当交期变更后，需要供应商确认此交期是否可以满足，点击【回复交期确认】，在右

侧列表区域输入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已变更交期的订单，如果可

以提前或延期，点击【同意变更】，如无法满足可与采购沟通后再【拒绝变更】，并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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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供应商回复的交期大于期望交货日期，那么状态变更为待采购员确认，供应商回复的交期小

于等于期望交货日期，那么状态变更为已确认交期；待采购员确认状态订单行在回复交期确

认功能中，勾选订单行点击通过，如不同意点击拒绝，填写拒绝原因，供应商重新进行回

复；通过后状态变更为已确认交期； 

 

1.2 交货单管理 

 1．2．1 当供应商对所有订单确认完成后，可点击进入【交货单管理】界面中的【创建交

货单】，在右侧列表区域输入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已变更交期的

订单，也可直接点击【查询】跳转出所有有效订单，如果订单已交会在状态栏显示【已结

案】，未交订单会显示【已确认交期】，并可在右边工作栏区域展示所有的【订单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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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结数量】以及【应交数量】 

 

1．2.2 当订单确认好到达交货日期后，供应商需要做【创建送货单】，点开【交货单管

理】交货通知单有【非排程送货单】及【排程送货单】，在创建送货时，在状态栏勾选【已

确认交期】的需要送货的物料，再填写【交货数量】【批次编号】【生产日期】后点击【创

建送货单】即建立成功，再【选择发货日期】如果是同一批次，可点击批次编号边的【复

制】，批次号与上一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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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送货单创建成功后，供应商需要【提交确认】，排程送货单来自源于 SAP,供应商无

需我司确认可自行创建送货单，非排程送货单（按订单交货物料或不在交货计划内物料）要

求送货前必须在我司系统中创建送货单且仓库确认后才可收货。（确认时间 4 小时内，超过

4 小时自动确认）当送货单确认完成后方可【打印送货单】，此笔订单的数据状态会改变

【已发货】如果做错送货单可单击【删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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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收料完成后，数据一栏会变更成为【已收货】 

2．2.委外材料管理 

1 委外发料 

1、1 仓管员 SAP 系统中委外发料并过账后，在 SRM 勾选未发货行，点击确认发货按钮， 

选择【快递公司】和【快递单号】；如供应商自提或者其他形式的，快递公司选择其他，发

货方式填写至快递单号中，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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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供应商收货后勾选已发货的物料行，点击确认收货； 

 

1．3、供应商可在【委外用量】上写上【本次使用量】，点击【录入】保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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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当数据录入完成后，供应商可做委外交货通知单（同上）完成后，公司安排现场盘

点，录入【委外盘点】数据。 

 

3 对帐管理 

1．1 当 SRM 获取 SAP 收退货数据信息，供应商可进入【对帐管理】中的【入库凭证查询 】根据

周期等筛选查看入库数据并发起对帐 

 

 

2、存在扣款的供应商，采购需要在【扣款管理】中点击【新增】创建扣款单，并依次填入【供应



 

文档名称:操作手册 项目: 星邦智能 SRM 项目 

标题:招投标管理用户操作手册 日期: 2020 年 9 月 10 日 

作者:喻胜男 版本:1.0 

 

 
 Page15of19  

商】【扣款类型】【扣款金额【扣款时间】【扣款描述】并【保存】去完成扣款单创建； 

 

4、供应商核对入库数据，并【提交确认】（系统默认选择三个月），采购员确认对账数据，如存在

扣款将扣款金额分派至物料对帐行， 

并对扣款金额进行录入。如果扣款 1000 元，但录入时只录入 900 元，是无法点击【通过】系统会

自动报错。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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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供应商根据对账单录入发票清单明细,如果录入金额不等于合计金额，系统将无法保存，会报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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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采购员收到供应商发票后进入【发票签收】界面勾选收到的发票进行【签收】系统进行确认； 

 

 

8、发票签收成功后需要【预制发票】，勾选需要预制的发票号码，勾选【预制发票】并【确定】同

步的发票，与此同时，此张发票导入 SAP 系统生成【会计凭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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