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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一凌网集成有限公司

市场先导、诚信务实、科技创新、服务社会

　　青岛一凌网集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RMB），位于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下设财务部、

行政人事部、国内事业研发部、海外事业研发部、日本（东京）研发办事处、销售部、SAAS平台运营部、项

目咨询管理部和人才培训中心等部门，本科人员达到80%以上，研究生以上人员占10%。

　　公司主营业务为软件研发、系统集成及网络平台搭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软件著作权）产品38件，是

青岛市“技术先进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认定企业”。

　　2010年完成企业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2011年“SaaS云计算公共服务平台”被青岛市认定为社会专业

化服务平台；2016年获得国际CMMI5级软件成熟度认证的同时，“SaaS云计算公共服务平台”获得了国家科

技部创新基金项目立项支持。用户遍及各个行业与领域，包括：政府、军队、银行、中小企业等数千家单位。

个人、企业、社会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专业、专注

青岛一凌网集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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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凌云仓库管理软件[1]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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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凌云仓库管理软件

             凌云仓库管理软件是一款网页版在线仓库管理系统，

包含基础设置、单据管理、库存管理、财务管理、报表管

理、系统管理等功能。本款库存管理软件基于SAAS模式

研发，操作简单、灵活，非常适合中小企业商家，后期将

配备客户移动端，更有力的帮助企业提升仓库管理水平。

凌云仓库管理软件总结多年仓储管理经验设计开发而成，

优化和规范仓储管理的相关操作流程，便于精细、高效的

仓储管理。界面设计简洁直观，操作便捷易懂，更具有强

大的查询功能。



I-ling
凌云仓库管理配置

本仓库管理软件是采用先进的面向对象的四代语言开发，程序采用

“B/S”模式。HTML5响应式布局，手机等移动端也可登录使用，

随时随地掌控仓库最新动态。

基础配置

操作体验

采用B/S架构，多彩可调节的用户界面，告别C/S单调界面；

依旧保留了C/S架构对于全键盘操作的支持；

基于B/S架构的支持，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紧急工作的处理；

手机端浏览器的支持，用户可以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通过

手机3G/4G信号进行业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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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试用范围

凌云仓库管理软件采用通用模块设计，适合个体商户及小微企业

学校、仓库

各类企事业单位



凌云仓库管理管理软件

         SAAS模式

• 实现在线仓库管理功能

• 使用简单、方便、灵活

• 随时随地全程跟踪管理

• 无需企业专人维护

• 按月付费节约成本

I-ling
强大的应用与后台支持

     应用价值

• 0成本投入

• 集中管理企业的仓库

• 全面反映仓库的情况

• 强大的查询功能

        数据安全

• 7*24全天候网络服务

• 用户数据库独立

• 进行数据加密

• 双机运行、数据实时备份

• 采用UNIX系统，安全级别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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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灵活

基于SaaS模式，融入互联网+理念，通过互联网直接访问，让仓库管理业务不受地域限制； 

HTML5响应式布局，手机等移动端也可登录使用，随时随地掌控仓库最新动态。 

2 系统完善

凌云库存管理软件为迎合广大中小企业需求而设计，一个账号免费，两个用户起收费，购买方式灵活；

拥有庞大的专业研发团队，产品升级更新速度快，让企业跟得上信息化发展的步伐；

严格细致的权限管理，根据企业需要设置不同角色不同权限，确保信息安全，避免越权、误操作等情况。

拥有转仓功能，不同仓库之间的需求调配可以通过转仓实现，让企业库存管理更加合理。

凌云仓库管理软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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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ling 软件功能
凌云仓库管理软件



五大管理模块

• 基础管理

• 单据管理

• 仓储管理

• 财务管理

• 报表管理

• 系统管理

凌云仓库管理软件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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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单据管理： 凌云仓库管理软件单据管理中包含采购订单、采购申请单、销售出货单、转仓单、内部领用单、内部退用单、商

品入库单、商品出库单等不同 类型单据，用户可以根据不同业务流程进行相关单据填制。

库存管理：库存管理包含库存预警、库存明细查询、库存流水账查询，方便用户进行相关数据的查看，记录商品实时库存数

量，一目了然商品状况，让企业对商品的管理简单而自在。

财务管理：凌云库存管理软件财务管理设计最初即为简易便捷，内包含日常收支，收付款记录、应付应收款管理查询等业务

处理。收支记录，方便查询每笔资金变动。

系统管理：添加用户部门机构，细微的权限分配方式，根据模块， 组别，职位，范围等划分，让管理更加轻松；系统日志，

更方便查看近期操作记录。

基础数据：基础模块包含很多期初数据的填制，此模块下包含系 统公共参数设置、仓库设置、商品种类及编码设置等功能，

用户可在初次使用时进行统一填制，方便后期运用。



软件使用流程

软件使
用流程

1 2 3 4 5 使用

• 首先系统设置：在部门管

理里录入部门和相关部门

人员

• 系统设置角色管理中设置角色权

限，用户分配角色

• 在基础数据中完善基础数据，

设置物料种类和编码等

• 完善基础等模块中的基础数据

• 以上信息完善后可填写单据正常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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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ling 软件服务及价格
凌云仓库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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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仓库管理产品价格

1个用户免费，第2个用户起收费200元/用户

或3200元/年（不限用户数）

产品价格

温馨提示

• 提交试用申请之后，请稍候片刻，工作人员将联系您，帮助您开通试用账户，并提供在线咨询服务！

• .此价格仅包含软件首年使用费用，用户如需继续使用，需软件到期前一个月进行收费。

• 免费基础服务：在线咨询和问题解决、软件资料、3小时免费远程培训、软件升级。



免费试用申请流程

1 2

3 4 I-ling

试用申
请流程

• 填写企业及个人信

息

• 提交软件订单信息

• 信息认真（需联系

客服人员）

• 在开通使用

试用申请需到官网申请：www.china-saas.com



• 采用现阶段流行的云服务模式部署和发布，节省时间，快捷部署，

       客户能更便捷的获得自己想要的服务；

• 服务器端数据库采用自动备份，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

• 对服务器提供7*24的问题解答和365*24的网上系统维护服务。

凌云仓库管理售后服务

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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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MC 提速企业信息化管理革新

SAAS平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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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一凌网SAAS公共服务平台隶属于青岛一

凌网集成有限公司，于2012年成立专项工作组，

是面向企业用户提供基于互联网应用的新型在线

企业管理软件的SAAS服务平台，随之，互联网+

概念提出。接下来的两年中，平台不断实践互联

网+理念，将传统企业管理系统与互联网应用深

入结合，真正完成互联网+传统软件厂商的转型并

专注于相关产品的研发与完善，直接用互联网的方

式将系统软件传递给使用者。

       在2013年，平台正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凌网SAAS”品牌。至今，平台基于互联网+概念，正式推向市场的产品有凌云ERP管理系统、凌

云过程管理系统、凌云进销存管理系统等，基于 SAAS平台的，在线软件服务产品。是目前国内，较早取得了国家科技部立项扶持的重点SAAS项

目。 也是目前国内一家可全面提供基于SAAS模式的，多种企业信息化管理软件服务的集成SAAS平台。

SAAS平台简介

SAAS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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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平台软件服务

软件客户

平台特点

1. 在线使用无需安装

2. 云端服务高效安全

3. 节省成本更新更快

一凌网SAAS平台

专业服务

1. 线下交易严格审核

2. 专业团队全时服务

3. 顾问跟踪及时服务

利用企业网络资源，将传统软件服务云端化，支持各类软件服务在线使用，让用户无需自建服务器，即可轻松拥有最全最实用的

企业信息化软件服务。

S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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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平台优势

技术方面

      企业无需再配备IT方面

的专  业技术人员，同

时又能得到最新的技术

应用，满足企业对信息

管理的需求，降低了公

司管理的复杂性与成本。

软件操作 用户体验 投资回报

      只要能连上互联网，企

业员工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使用软件应用

提供的管理功能，提高

了管理效率，方便企业

更好地拓展业务。

      SAAS供应商是按照客户

所需要的软件服务收费

的，因此用户可以根据

需求软件应用服务选购，

完全可以随着企业经营

发展变化等情况随时调

整，真正做到既需即用。

      企业只以相对低廉的

“月费/年费”方式投资

就可以使用SAAS软件服

务，缓解企业资金不足

的压力，同时也不用考

虑成本折旧问题，还能

及时获得最新硬件平台

及最佳解决方案。

SAAS



凌云销售过程管理

SAAS平台其他主要产品

      是典型的互联网+传统软件的代表，早在互联网+概念刚刚提出时就已开

始研发，系统集采购、生产、销售、库存管理、财务、报表等强大的功能

于一身，是高效率、低成本、跨区域管理的在线ERP企业资源管理软件。  

More>>>

       以销售过程为主线的在线CRM，全面带动客户管理。直接提升

销售人员对销售机会的把握，在最大程度上发挥销售人员在销售

过程中的主体作用，降低了客户对销售人员的制约程度，提高销

售成功率。More>>>

SAAS
凌云ERP管理系统



Thanks!
凌云壮志  网罗天下

青岛一凌网集成有限公司
 -------------------------------
联系我们 ：0532-80983636 
微信账号：qdsaas
新浪微博：@青岛一凌网集成有限公司
Saas平台网址：www.china-saa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