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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登登登录录录录友商网友商网友商网友商网 

步骤1：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友商网网址http:\\www.youshang.com，进入友商网首

页； 

步骤2：点击“会员登录”； 

步骤3：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登录； 

注意：如果您累计四次输入错误的“用户名”或“密码”，系统将增加“验证码”的输入。 



                                       友商网在线会计操作指南友商网在线会计操作指南友商网在线会计操作指南友商网在线会计操作指南 

3 

 

2 新手指南新手指南新手指南新手指南 

2.1 在线会计功能 

金蝶友商在线会计服务，为企业提供基于互联网模式的标准会计应用，全面实现账、证、

表等会计业务的日常处理，随时随地为企业提供专业便捷、协同高效的会计管理及增值服务。

主要功能有凭证处理、固定资产管理、账簿报表查询等。 

另外，代账平台产品使用说明也可参照此操作指南。 

2.2 在线会计版本 

1) 精简版精简版精简版精简版：所有业务直接制作凭证记账 

� 适合于：仅需要记财务账的企业 

� 特点：简单易用、符合财务人员工作习惯，以提供简单财务报表为主 

2) 标准版标准版标准版标准版：往来业务先制作业务单据，再由系统自动生成凭证向账务系统传递数据 

� 适合于：需要精细化管理往来业务的企业 

� 特点：操作分工较细、能提供比较详细全面的应收应付管理报表 

2.3 环境要求  

为了能够正常运行系统，建议使用windows专业版操作系统及IE6.0或以上版本的浏览

器，不支持Firefox浏览器。建议您对IE进行设置：添加受信任站点、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删除COOKIES等操作，详情请观看友商课堂视频培训

http://ysfaq.youshang.com/video_list.do?type=all&product=%25E9%2587%2591%25E8%259D

%25B6KIS%25E5%259C%25A8%25E7%25BA%25BF%25E4%25BC%259A%25E8%25A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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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1； 

建议不要安装百度超级搜霸、google、soso或QQ工具栏等第三方拦截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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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账套管理账套管理账套管理账套管理 

3.1 建立账套流程 

 

 

 

 

 

 

 

3.2 用户管理 

1) 用户分类：用户包括个人用户和公司用户。在“用户资料”中，可以看到用户分类。系

统默认的用户分类为个人用户，个人用户在完善公司资料或者加入已有公司就可以成为公司

用户； 

2) 用户管理相关操作：在“用户资料”中，可进行新增同事、用户组管理、权限分配等操

作，用户组的权限是指用户操作友商助手的权限，不是在账套中操作的权限。而为账套添加

操作员则通过账套共享的功能来完成，然后再给操作员授予相关的操作权限。 

3.3 账套操作 

1) 共享：将账套共享给您的同事或商业伙伴； 

� 协作者——拥有数据查询和编辑权限，协作者占用账套用户数； 

登录友商网 进入友商助手 选择 “未激活的服务” 

 

激活 

 

点击“激活” 

 

填写账号信息 选择要激活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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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者——拥有数据查询权限，查看者不占用账套用户数； 

2) 编辑：修改账套信息，包括账套编号、公司名称等信息； 

3) 隐藏：将账套隐藏，不在列表中显示；选择“服务显示/隐藏”即可查看所有已建立的

服务； 

4) 作废：将账套作废，作废后账套将不存在，请谨慎操作； 

5) 结转：结转新账套，适用于新旧会计制度转换、修改基础设置或清理数据等情况，该功

能只适用于正式购买的在线会计精简版和代账平台； 

6) 迁移：将账套转给他人，迁移后，将无法再查询和操作该账套；个人用户不支持账套迁

移，只有公司用户才能迁移账套； 

7) 变更：变更服务项目及用户数； 

8) 续费：延长使用年限，下续费订单并付款； 

9) 备份：手动备份帐套数据，保存在电脑的磁盘里，后期可恢复备份； 

10) 激活增值：针对购买了产品服务外的其他服务做激活，如：自定义套打、在线订货平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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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初始化系统初始化系统初始化系统初始化 

每个企业的财务工作有其自身的要求和特点，因此，在使用在线财务软件之前，必须先

完成系统初始化工作，即对会计初始数据的收集、整理，然后进行系统设置、数据录入等；

系统初始化是一次性工作，有些项目的选择或设置在初始化结束后将无法修改，所以初始化

工作的优劣对以后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有着直接的影响。 

4.1 系统启用 

1) 建账前必须准备的资料 

� 总账、明细账科目 

� 科目余额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 客户、供应商、部门、职员、存货档案 

� 固定资产明细账 

2) 系统启用流程 

 

 

启用方式一启用方式一启用方式一启用方式一：：：：直接启用账套直接启用账套直接启用账套直接启用账套 

� 选择会计制度：根据所选的会计制度，系统会预设不同的会计科目和报表； 

注意：简体版可供选择的会计制度有新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

多语言版本除了以上三种会计制度之外，还包括香港会计准则。用户根据企业自身

情况并结合当地财税部门的要求来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会计制度。 

� 纳税性质：纳税性质的选择会影响应交税金科目的设置，这里主要是选择增值税纳

税人身份，非增值税纳税人可选择“核定纳税户”； 

我的工作台 

 

点击进入使用 系统启用向导 选择启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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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升级为一般纳税人，但是一般纳税人不能降级。 

� 选择本位币； 

� 会计科目编码结构：科目级次范围 3~10 级；一级科目编码长度可设置 4~9 位数，

其他级次的编码长度可设置 2~9 位数；  

� 启用期间：启用期间不同，初始数据要求也不同，年初启用只需要年初数据，年中

（1 月以外的其他月份）启用需要期初数和本年累计发生额等数据； 

� 记账方式：此处是精简版与标准版的分水岭； 

注意：会计制度、本位币、启用期间、记账方式一经启用，不得修改；只能作废账

套，重新建立账套。 

启用启用启用启用方式二方式二方式二方式二：：：：导入第三方软件数据，系统提供从金蝶 KIS 和用友通导入数据，省去了初始

化工作，操作方法请参考友商课堂的视频培训。 

KIS 账套数据导入 http://online.youshang.com/images//help/vedio/kis_systemstart.htm 

用友通账套数据导入 http://online.youshang.com/images//help/vedio/ys_yyt.htm 

4.2 初始化工作 
请按以下步骤完成初始化工作： 

1) 系统设置：系统参数设置，包括小数位数、系统控制选项、机制凭证会计科目、会计科

目编码结构； 

2) 基础档案：币别、编码规则、客户、供应商、存货、职员、部门档案等，档案资料录入

有直接录入和批量引入两种方式； 

3) 会计科目设置：增加、修改、删除会计科目，系统提供辅助核算项目，可通过科目下挂

辅助核算，代替复杂的明细科目设置，是一种科目的分流管理； 

注意：若科目有余额或发生额，则不得删除科目，只能修改名称，不得修改性质；建议不要

删除系统预设科目。 

4) 财务初始余额：账套启用当期最明细科目的余额，如果没有余额则无需录入；启用期间

不同，对财务初始余额数据要求也不同；        

� 年初启用：即 1 月启用账套，需录入科目的期初余额(即年初数)； 

� 年中启用：需录入科目的期初余额、本年累计借方发生额、本年累计贷方发生额，

损益类科目还必须录入实际损益发生额。年初数无需录入，系统根据以上数据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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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算平衡检查：如果检查结果“不平衡”，可通过“核对资产负债表”或“核对利润表”

的功能来核对账务数据，以确保账套初始数据准确无误； 

6) 结束初始化：完成系统初始化工作，冻结初始余额，进入日常业务处理；如果是新成立

的公司，所有科目都没有余额，那也必须结束初始化，否则期末将无法结账；结束初始化之

后，不能修改初始余额，如需修改，可执行“反结束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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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常账务处理日常账务处理日常账务处理日常账务处理 

友商网在线会计提供一套标准完整的账务处理流程，从凭证的录入、固定资产卡片录入

到期末处理以及账簿报表的生成，符合国家最新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是您财务处理的好

帮手！ 

5.1 凭证管理 

编制会计凭证是日常账务处理的主要内容，是账务管理后续作业的基础，所以，如果记

账凭证记载的信息有误，就会发生连锁反应，后续的作业、账簿和报表就都会相继出错。因

此，记账凭证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1) 凭证录入：科目支持模糊查询，使用快捷键 F7 调出会计科目界面进行选择，并可在凭

证录入界面随时新增科目；系统提供凭证模板、凭证复制、常用摘要，还有键盘快捷录入；

凭证保存时自动登账，不需要过账步骤，可随时查看明细账及总账信息，方便快捷； 

2) 凭证审核：审核人与制单人不能同为一人，已审核的凭证不可以修改和删除，谁审核的

凭证谁就有权进行反审核，审核工作与结账无关，是否执行该功能不对数据流产生影响； 

3) 凭证模板：常用凭证可添加为凭证模板，例如提现金、费用分摊等经常性业务，可以预

先定义凭证模板，发生这类业务时，直接调用就可以了，省事省力、不容易出错； 

4) 凭证查询：可以查询所有保存成功的凭证，可对凭证进行编辑和批量操作，可按任意字

段对凭证进行排序，管理更全面； 

5) 插入凭证：在两个凭证之间插入另外一张凭证； 

6) 凭证断号整理：提供检查凭证断号及重新编排凭证号的功能，支持顺次补齐凭证断号或

按凭证日期重新编排凭证号；期末处理时，系统会检查凭证字号，如果存在断号，会给出相

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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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凭证打印：选择对应的纸型，即可打印预览；系统支持金蝶凭证套打功能，选择相关金

蝶凭证纸型即可。  

5.2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卡片录入：录入固定资产卡片资料，系统将根据这些信息自动计提折旧，生成

折旧凭证，向账务系统传递数据；如果需要增加多张相同卡片，则可通过“复制”的功能来

实现；相关操作可参考视频 http://online.youshang.com/images//help/vedio/gdzc.htm。 

注意：目前固定资产卡片新增或者清理是不会向账务系统传递数据的，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新

购买、报废或者减值时，除了要在固定资产卡片中反映之外，还必须自行录入凭证。这样固

定资产卡片余额才能与财务余额对应。 

2) 卡片查询：默认查询结果是全部固定资产卡片，您可以输入过滤条件，快速定位； 

3) 折旧报表查询：折旧明细表可查询到每一项固定资产的折旧情况；而折旧汇总表是按照

固定资产类别来汇总折旧情况。 

 

5.3 期末处理 

1) 期末处理工作包括：计提折旧、调整汇率、结转损益，系统自动生成凭证，完成本月数

据录入，结账到下期； 

2) 计提折旧、调整汇率、结转损益可分开进行也可同时进行，系统支持重复进行期末处理，

每次新生成的凭证会覆盖上一次期末处理所生成的凭证； 

3) 结账到下期：对当前期间业务和数据的确认，结账后系统进入下一期间；已结账的所有

数据不能再随意修改，如需修改可通过反结账处理。 

5.4 账簿报表查询 

1) 账簿：明细账、总账、科目余额表、日记账、数量金额账、试算平衡表、凭证汇总表等，

凭证保存时自动登账，不需要过账步骤，即可查询账簿；系统支持账簿联查，总账可联查至

明细账，再由明细账联查至凭证，若用户对账簿数据产生异议，可通过这种方法快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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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查找原因； 

2) 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可进行报表项目公式设置；报表提供联查功

能，从报表到总账、到明细账、再到凭证，可以连续查询跟踪每一笔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

资产负债表操作可参考视频 http://online.youshang.com/images//help/vedio/balsheet/zcfz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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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解决疑难问题的途径解决疑难问题的途径解决疑难问题的途径解决疑难问题的途径 

1) 服务支持：视频培训、产品知识、友问友答：http://ysfaq.youshang.com/index 

2) 社区论坛：发帖寻求帮助：http://club.youshang.com/ysbbs/ 

3) 帮助系统：

http://online.youshang.com/images//Help/Min/CHS/WebHelp/index.htm#company/2_compa

ny.htm 

4) 升级公告：http://club.youshang.com/home.php?mod=space&uid=8431/ 

5) 在线客服：专业客服工程师在线即时沟通 

6) 客服热线：4008-800-898 

7) 客服邮箱：cs@yousha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