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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订单录入及修改

系统支持在线录入订单和 excel批量导入两种方式，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1.登录 OMS 系统

打开浏览器输入 www.dflogis.com，点击 登录 OMS
只能使用谷歌 Chrome 浏览器(其他浏览器不能正常使用)

跳转到东风物流 OMS系统，输入用户名密码 点击登录，用户名密码请向我们索取。

2. 在线录入订单

http://www.dflog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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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入订单的发件人 收件人信息

备注说明：

*发件人信息采用客户默认信息，支持修改，如需修改默认发件信息请联系我们

*收件人地址自动解析，粘贴后，鼠标点击空白地方，系统自动解析填写到收件人信息处

*收件人提供了了身份证号必填，暂时没有身份证号此处填写 help 可以提交通过

4.输入订单中的商品信息

4.1已经备案过的商品，从商品库直接选择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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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未备案过产品请到商品备案功能点击增加或者到东风商品库查找商品，点击加入我的商品库

然后在点击从商品库选择

打印在快递单上的商品信息，品名 配货信息 数量 是否拆 韩国快递单号

配货信息：

一般用 颜色 尺码，双击配货信息可以进行填写

是否拆、韩国快递公司名称、韩国快递单号：

韩网下单需要我们包装客户需要，自行包装客户无需填写

(首先在商品备案录入 xx 商品,其次描述商品的配货信息(一般是颜色尺码),最后描述商品的来源(某某

韩国快递单号，是否拆)
比如一个韩国快递中有 3件衣服，其中 2 件发给收件人 A，此时勾选拆

比如一个韩国快递中有 2件衣服，都发给收件人 A，此时不用勾选拆

4.3修改申报价格和数量

双击申报价格和数量可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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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商品信息合计

总数量，申报价格总计 系统自动计算，

4.5包裹信息

备注:会打印在快递单上，可以填写包裹序号

清关方式 ：根据业务形态进行选择，不确定如何填写客户群里咨询

5.EXCEL 批量导入订单

订单录入-批量导入，下载导入模板，第一次填写 excel 订单模板发到微信客户群我们审核后在导入

6.订单修改

也给输入订单号等作为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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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交打印或者自行打印电子面单

需要我们打印贴单的客户，点击提交打印

订单打印-->状态选择新单-->查询-->勾选订单

自行打印贴单，点击批量打印(新),[打印类型用

默认的]

温馨提示：第一次打印需要按照系统提示下载并安装打印控件，安装成功后重启 Chrome浏览器

在 Windows 系统中将热敏打印机设置为默认打印机。此步骤如操作错误，请在微信客户群联系我们

处理。

三、导出发货快递单号

订单打印-->状态选择已打印-->(打印时间根据需要选择)--->查询-->勾选需要的订单-->点击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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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备案及修改

1. 系统在线录入

点击商品备案，增加，输入信息后点击提交

先选择品名，不确定如何选择请在微信群咨询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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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品备案指导

商家编码：填写商品货号或者条形码或者自定义编码(可以用客户代码简称 001开始自增)
品名：T 恤 耳环 化妆品 斜跨包 运动鞋 太阳镜 羽绒服 化妆品、护肤品 等简单明了无修饰词，品

名中不得出现品牌。(化妆品类统一填写 化妆品或护肤品，不能填写 精华 面霜 口红等具体品名)
商品标题:
填写官方名称，不用填写品牌

套盒类需要写明正装是几件套，套盒自带的赠品不用算在几件套内，名称中必须写成套盒

例如：雪花秀滋阴水乳 2件套盒，津率享三件套盒，天气丹水，防风保暖长款鹅绒羽绒服

申报单价(人民币)：完税价格为实际交易价格，包括商品零售价格、运费和保险费。见：海关总署公

告 2016 年第 26 号（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

规格型号:
服装、鞋帽类：填写商品的货号

化妆品类：填写具体的毫升数或者是克数、片数，例如:水 150ml，乳 100ml，精华液 10ml，赠品：

水 15ml，乳 15ml，精华 8ml 或者 200g 或者 120ml
小样类：1ml*120片，最低申报价 120元，

小样类：水乳 30 对装，需要备案两条商品，水 5ml*30，乳 5ml*30 ，价格平均分，最低申报价 60
元

品牌 品名 规格 计量单位 申报单价

OHUI 极致水乳小

样

水 5ml*30，乳 5ml*30 件 120 错误备案

OHUI 极致水小样 5ml*30 件 60 正确备案

OHUI 极致乳小样 5ml*30 件 60 正确备案

面膜类： 填写 xxml/片,瓶装的面膜：填写 xxml
包 饰品 眼镜类：填写材质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793779.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7937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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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套 盒 对 双 件 条 片 瓶 支 千克等(用系统默认的即可)
填写越详细海关越不容易查验，海关会根据申报内容进行布控。

3. 从东风商品库添加

可以快速完成备案，东风商品库中已录入大部分常见商品，查询后勾选一键加入我的商品库，省时省

力！

根据以上条件进行查询，勾选需要的商品，点击加入我的商品库，填写单价和链接即可完成备案

4. EXCEL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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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批量导入，请先下载商品备案模板，第一次填写 excel商品备案模板发到微信客户群我们审核后

在导入

5. 商品备案修改

可输入 商家编码 品名 条码等作为查询条件，勾选需要修改的商品，点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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