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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内容总览⼀. 发布内容总览



新功能新功能

www.linkedcare.cn

【预约中⼼-到访登记】 新增字段: 所属⻔店

【预约中⼼-新建客户】跟顶部新增客户功能⼀样，需要增加⻔店选项

【会员中⼼-回访管理(新)】 新增”客户来源“字段

【会员中⼼-客户管理】新增批量修改: 批量修改开发⼈

【医疗服务-执⾏划扣】新增“全部确定”操作

【医疗服务 - 执⾏记录】新增打印和批量打印功能

【医疗服务-执⾏划扣】执⾏记录单打印模版，新增执⾏⾦额求和⽅法

【医疗服务-药品提货单】作废提货单需要有单独的权限进⾏控制

总览总览



新功能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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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中⼼】新增报表: 余额流⽔表

【报表中⼼-出⼊库明细报表】增加发票号字段

【报表中⼼-销售排⾏榜】增加促销套餐和卡项的销售统计

【报表中⼼-会员来访明细报表】新增“⼿机”字段，允许导出

【报表中⼼--会员来访明细表】增加列“品项分类1”、“会员等级”两字

段的显示

【配置管理-系统参数配置】新增员⼯管理设置

【配置管理-权限&安全】添加是否可‘修改顾客的姓名’及‘修改顾客的所

属美容师’的权限

总览总览



改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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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处⽅订单】-处⽅改价⻚⾯优化

【医疗服务-对⽐照】经常会出现上传失败，需要重新多次上传

【医疗服务-执⾏划扣】批量划扣时⾃定义划扣⻆⾊关联到岗位员⼯

【会员管理-回访管理新】-回访结果与是否满意显示优化

【报表中⼼】部分报表新增“订单类型”、“免单原因”两个字段

【报表中⼼-已执⾏明细】报表希望增加执⾏编号

【短信中⼼-短信条数变动】 变动记录增加: 1.业务类型=发送的记录 2."剩余条数"列

【库存中⼼-供应商管理】供应商联系⽅式表单校验限制，取字典管理⾥的⼿机号校验

【回访管理】开启ES查询，将原有查询条件关键字改为客户

总览总览



修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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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中⼼-客户管理】批量添加回访失败，报500

【报表中⼼-到访明细】报表中医⽣模块显示护⼠职位名字

【库存中⼼-库存变化】同⼀商品⼊库⾦额和出库⾦额不相同

【报表中⼼-⽇结报表】销售统计每次打开数据都不⼀致

【报表中⼼-⽇结报表】-通过⽇期区间筛选，单⽇⾦额准确，多⽇数据查询数据不准确

【报表中⼼-⽇结报表】--8⽉29⽇之前的⽇结报表数据都是0，点击⽇结反结依旧如此，出

纳结算单正常

【业务提醒-续费提醒】--客户系统到期时间明年9⽉，通知⼀直提示三⽉内到期

【会员中⼼-咨询管理】员⼯有导出渠道的权限，导出的咨询记录没有渠道数据

【客户管理-客户列表】导出全量客户信息时任务中⼼停⽌在68%，⽆法⽣成可下载的表格

总览总览



修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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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中⼼】已经将科室设置为预约必填项，但是还是存在部分预约没有科室

【订单收银-卡项退费】N选M卡项订单退款报错：订单状态发⽣变化⽆法退款

【医疗服务-执⾏记录】顾客开完卡项后在执⾏划扣中没有记录显示

【报表中⼼-已执⾏汇总明细】--不选择⻔店数据是1930条，选择⻔店查询统计数据942

条，⽆总部数据

【系统登录】登录系统出现拨打客户电话的提示

【系统设置-审批设置】审批流程有误

【会员中⼼-客户管理】客户基础资料发送短信的时候，如果短信模板过多，看不到后⾯配

置的短信

【营销中⼼-项⽬分类】项⽬分类配置渠道提成⽐例，客户购买后报表中⼼-推荐佣⾦明细⾥

⽆返佣数据

总览总览



修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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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中⼼】--员⼯：梅科咨询师排班正常，预约选择员⼯提示：⾮排班时间，不可被预约

【会员中⼼-会员分群】会员分群规则 订单项/促销套餐，客户配置了促销规则，⻚⾯不显

示客户配置的规则

【消费记录－退款】顾客开了购买固定卡项：新版科技护理护理年卡（3980元）  的订单，

操作失误需要退费，在退款的时候发现退款⾦额只能是0⽽不能按照实收价退掉

【订单收银】系统开启允许折上折，整单修改折扣⾦额低于折上折优惠的⾦额且低于系统审

批⾦额也不会触发审批

【会员中⼼-会员分群】会员分群规则 订单项/促销套餐，配置了促销规则，⻚⾯不显示配

置的规则

总览总览



⼆. 本期重点内容⼆. 本期重点内容



路径：[报表中⼼-⽀付分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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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中⼼-⽀付分摊表] 新增⽀付分摊明细

⽬的: 记录每个订单项⽬上, 分摊的⽀付⽅式

颗粒度: 每个基础项⽬ (ie.到具体品项, ⽽⾮促销), 每次⽀付单内, 每个⽀付⽅式⼀⾏



路径：[报表中⼼-余额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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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中⼼-余额流⽔表] 新增余额流⽔表

⼀. 内容范围 (余额内容包含:)⼀. 内容范围 (余额内容包含:)

⼀级科⽬: 预收, 虚拟

⼆级科⽬: 可⽤余额, 品项余额, 虚拟

三级科⽬: 储值⾦储值⾦ (原"账户余额"), 预定⾦, 

品项有效余额, 品项过期余额, 增值⾦, 积分

⼆. ⽬的⼆. ⽬的

[余额流⽔表]⽬的: 提供每个科⽬的流⽔变动明细, 供备查, 对账⽤.



三. 预告功能三. 预告功能



路径: [报表中⼼-余额流⽔表 & 余额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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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余额流⽔表 & 余额变动表 01/02

⼀. 内容范围 (余额内容包含:)⼀. 内容范围 (余额内容包含:)

⼀级科⽬: 预收, 虚拟

⼆级科⽬: 可⽤余额, 品项余额, 虚拟

三级科⽬: 储值⾦储值⾦ (原"账户余额"), 预定⾦, 

品项有效余额, 品项过期余额, 增值⾦, 积分

⼆. ⽬的⼆. ⽬的

[余额流⽔表]⽬的: 提供每个科⽬的流⽔变动明细, 供备查, 对账⽤. (已上线)

[余额变动表]⽬的: 提供所有客⼈, 某时间区间内的, 期初值, 变动值, 期末值



概述: 余额流⽔表 & 余额变动表 02/02

三. [余额变动表] 与 [余额流⽔表] 的勾稽关系三. [余额变动表] 与 [余额流⽔表] 的勾稽关系

                                              = [余额变动表] 上述期初值 + 上述变动值

[余额变动表] 某客⼈的期初值 = [余额流⽔表] 某客⼈在系统第⼀条记录 ⾄ 搜索起始⽇期的汇总值

[余额变动表] 某客⼈的变动值 = [余额流⽔表] 某客⼈在相同时间范围内的"发⽣额"的汇总值

[余额变动表] 某客⼈的期末值 = [余额流⽔表] 某客⼈在系统第⼀条记录 ⾄ 搜索截⽌⽇期的汇总值 

示例 搜索条件:   ⽇期=2020/04/01 - 2020/06/30;   客⼈姓名=张三;    ⼀级科⽬=预收

[余额流⽔表][余额流⽔表]  

业务⽇期 汇总原因

04/01

04/02

05/20

06/30

⼀级科⽬ 发⽣额 余额

[余额变动表][余额变动表]  

收款

收款

收款

退款

预收

预收

预收

预收

100

200

400

-50

1100

1300

1700

1650

客⼈姓名 期初 收款

张三

退款 期末

1000 700 -50 1650



界⾯1: [余额流⽔表] (已上线) 



界⾯2: [余额变动表] 



"账户余额" 改名为 "储值⾦"

⼀. ⽬的⼀. ⽬的

按照右图的划分, 统⼀界⾯名称, ⽅便核账和统计. 

原"账户余额" 改为 "储值⾦储值⾦"

原"预付", "定⾦" 改为 "预定⾦预定⾦"

⼆. 涉及的地⽅⼆. 涉及的地⽅

[营销中⼼-卡券设置]

[订单管理-创建订单下拉选项 & 开单⻚ & 订单详情]

[订单管理-结账弹窗]

[客⼈详情-客户信息tab & 各操作弹窗] 

[客⼈的绿⾊顶部]

[今⽇⼯作-退款记录]

[报表中⼼-出纳结算单, 收⼊确认表, 已执⾏明细, 

拓客项⽬新客⼆开明细, 市场业绩汇总]



[会员中⼼-咨询管理-新建咨询] 删除"沟通细节"字段

1. 删除"沟通细节"字段

2. 如"沟通细节"有历史数据, 将迁移

到"咨询内容"字段中.



[权限&安全-订单管理-新增订单] 控制所有开单⼊⼝

将控制所有开单⼊⼝: 

[订单中⼼]

[客⼈详情]

[所有滑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