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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快速上手 

(一) 新建账套 

【云记账】→【账套管理】→【新增账套】→输入您的单位名称、税号、建账时间、建账会

计，并且选择该公司的增值税类型和会计制度(企业名称与建账会计为必填)→创建账套 

 

(二) 科目设置 

【初始化】→【科目管理】→可对会计科目进行【新增】、【修改】、【删除】 

 

 

设置数量核算： 

【初始化】→【科目管理】→选择需要设置的科目进行【修改】→在计量单位处录入单位 



 

 

设置外币核算： 

【初始化】→【科目管理】→选择需要设置的科目进行【修改】→在外币符号处输入标准外

币符号或在常用代码中进行选择 

 

 

设置固定资产明细： 

【初始化】→【科目管理】→找到科目【固定资产】→点击【明细】 

 

进入资产期初录入界面→填写资产名称、始用年月、原值、折旧年限、残值率（%），按回车



键进入下一行 

 

(三) 录入期初 

【初始化】→【初始余额】→录入期初余额和本年累计→点击【试算平衡】 

方法一，直接网页上录入期初余额 

 

方法二，下载系统提供的 excel模板,在 excel表中填写期初，直接上传导入数据 

 



(四) 凭证录入 

【录凭证】→输入摘要、会计分录、金额→【保存/保存并新增】 ,点击科目下方的余额可

联查明细账 

 

常用快捷： 

 

(五) 查看凭证 

首页两个【查凭证】入口→进入可按月查询、对凭证进行【修改】、【删除】、【插入】、【打印】 

 

 

注意事项： 



只要开通云记账任意增值功能，均可享有凭证查询功能，支持按科目、摘要、金额、凭证

号等进行查询 

 

(六) 期末结转 

【期末】→【结转】→【生成凭证】→【保存】 

4种结转：计提折旧、结转未交增值税、结转所得税、结转损益（橙色为可结转，灰色为不

可结转），除了结转损益每月可多次生成，其他结转每月只能生成一次，如有更改，可把之

前生成凭证删除，再重新生成 

 

(七) 查看账簿 

总账 

【账簿】→【总账】→可跨月跨年查询相关科目、生成年度账簿、联查明细、打印、导出 



 

 

明细账 

【总账】→【明细账】→可跨月跨年查询相关科目、生成年度账簿、打印、导出 

 

 

 

科目余额表 

【账簿】→【科目余额表】→可按月查询、余额表只显示一级科目和显示全部科目、隐藏或

显示本年累计、支持打印导出 

 



注意事项： 

如果您在查看科目余额表时，只需要了解所有一级科目的状况，就点击【一级科目】的按钮，

一级科目按钮和全部科目按钮可来回切换 

如果您在查看科目余额表时，可显示或隐藏本年累计，按钮可来回切换 

(八) 查看报表 

资产负债表 

【报表】→【资产负债表】→按月查看、支持打印导出功能 

 

 

利润表 

【报表】→【利润表】→按月查看、支持打印导出功能 

 

 

利润季报 

【报表】→【利润季表】→按季度汇总查看、支持打印导出功能 



 

 

现金流量表 

【报表】→【现金流量表】→按月查看、支持打印导出功能 

 

 

现金流量表季报 

【报表】→【现金流量表季报】→按季度查看、支持打印导出功能 

 



(九) 结账 

【期末】→【结账】→【结账检查】→【结账】，结账后，系统时间自动跳到下个月，如需

反结账，将月份选择到上月，结账按钮变成反结账 

 

点击【结账检查】后，若无未通过项即可【结账】 

 

 

注意： 

1. 系统提示：恭喜您，结账检查通过！表示您当月月的账无异常，可直接结账 

2. 系统提示：结账存在风险项目，请检查！该风险项为需要注意但是可忽略的内容 

3. 系统提示：结账检查未通过，请处理后再结账！表示您当月的账存在无法结账的因素，

必须修改后才可结账 

(十) 系统消息提示 

云记账升级、账套交接、增值服务、建议反馈相关消息均会通过系统消息进行通知 



 

点击【查看详情】→查看系统消息内容 

 

二、 增值功能启用 

(一) 增值功能购买及支付 

1. 查看增值功能 

进入云记账→点击右上角的【增值功能】，目前云记账推出了 5 个增值功能：智能凭证、科

目辅助核算、固定资产管理、科目外币核算、原始凭证管理 



 

 

2. 购买增值功能 

点击需要购买的增值功能下方的【立即购买】可购买增值功能 

 

 

3. 选择购买套餐 

选择需要购买服务的账套数，点击【立即购买】 

 

 

4. 填写信息、提交订单 



填写相关信息，勾选《在线服务协议》，提交订单 

 

 

5. 支付宝付款 

提交订单后即可进行支付宝付款啦~~ 

 

(二) 增值功能分配 

1. 查看购买情况 

付款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到云记账的【账套管理-已购服务】中，该页面进行增值功能分

配账套操作 



 

 

2. 分配增值服务 

点击【分配账套】将购买的多账套增值服务分配给需要使用该增值服务的账套，勾选您购买

的增值功能，选择需要分配的账套，确认后点击【分配】，即可分配成功 

 

 

3. 确认分配成功 

分配成功后，账套列表中的公司名称处会展示开通功能的图标与到期日期 

 



三、 智能凭证 

(一) 功能启用 

点击云记账页面右上角的【增值功能】，进入增值服务页面 

 

进入增值功能页面，进行【立即购买】或点击免费试用 

 

 

(二) 日常操作 

1) 调用模板 

a) 直接调用模板 

在录入凭证时，填写摘要，如输入的摘要有对应模板，摘要栏中展示模糊匹配到的模板 



 

点击摘要名称带出模板 

 

 

b) 模板库中调用模板 

开通该功能时，系统自带 39 个标准模板，如需使用可直接调用 

进入【查凭证】，点击【调用模板】 

 

进入凭证模板页面，支持模糊搜索，查询后点击【使用模板】即可调出模板 



 

 

2) 存为模板 

a) 录凭证时存为模板 

日常录入中也可将所填凭证【存为模板】 

 

注意事项： 

如不需要选择摘要时带出模板，可将该处的勾去掉 

点击存为模板时，也可将金额保存在模板中 

若需保存的模板中有科目涉及辅助核算的，可保存辅助核算 

 

b) 历史凭证存为模板 

进入查凭证页面，点开凭证，可将凭证【存为模板】 



 

 

四、 科目辅助核算 

(一) 功能启用 

进入【增值功能】→【立即购买】或者 【免费试用】→【开始体验】 

 

进入增值功能页面，进行【立即购买】或点击免费试用 



 

注意事项： 

1. 我们的辅助核算功能的免费试用期为三个月，体验期结束后，可进行购买 

2. 试用期结束后，系统会将您所设置的辅助核算项目内容自动转为该会计科目的二级科目 

3. 点击开始体验后，账套管理中相应账套处会出现辅助核算功能的图标，没有启用该功能

的则没有图标 

(二) 项目设置 

 【初始化】→【辅助管理】→右侧选择想要增加的辅助核算项目（系统提供 6 种辅助核算

项目）→填写内容、批量新增 

 

 

批量新增 

批量增加功能，如下图所示，按列向复制粘贴而不是横向，填入输入框后即可保存 



 

 

删除项目内容 

新增时发现有误的或者无效的内容，可进行【删除】 

 

(三) 科目设置 

【初始化】→【科目管理】→选择你需要添加辅助核算的科目→点击【修改】   

 

勾选需要的辅助核算项目→【保存】 



 

注意事项： 

1. 一个会计科目只能选择一个辅助核算，不能同时选择多个，如需切换，点击【确认修改】 

2. 科目如果有初始余额或凭证，是不能启用辅助核算功能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先把

初始余额和凭证先删除，或者新建一个下级科目将余额转入下级，再进行设置 

3. 如果您在开通辅助核算功能前，会计科目已经录入了二级科目,设置辅助核算后，您所

设的二级科目就会自动转为辅助核算项目了 

4. 设置辅助核算后，该科目右侧会出现相应辅助核算的图标 

 

(四) 凭证录入 

【录凭证】→输入会计科目→系统自动弹出您添加的辅助核算项目内容→点击进行选择 

 

 



(五) 结转销售成本 

启用辅助核算后，可使用系统提供的【结转销售成本】功能 

首先，需要对【库存商品】和【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设置存货辅助核算 

 

其次，录入相关的【购入】、【销售】商品的凭证，录入凭证时一定要填写相应的【数量】、

【单价】 

 

最后，进入【期末—结转】处可生成【结转销售成本】凭证 

 



点击【生成凭证】，系统生成对应的结转销售成本凭证 

 
注意事项： 

1. 结转销售成本的存货必须有对应的【购入】、【销售】相关凭证 

2. 录入凭证时，必须录入存货的【数量】、【单价】 

(六) 账簿查询 

辅助核算明细账 

【账簿】→【辅助核算明细账】→按辅助核算项目、辅助核算项目内容、月份、科目 

进行查询 

 

 

辅助核算余额表 

【账簿】→【辅助核算余额表】→按辅助核算项目、辅助核算项目内容、月份、科目进行查

询 



 

五、 固定资产管理 

(一) 功能启用 

进入【增值功能】→【立即购买】或者 【免费试用】→【开始体验】 

 

进入增值功能页面，进行【立即购买】或点击免费试用 

 



 

注意事项： 

1. 我们的固定资产管理功能的免费试用期为三个月，体验期结束后，不会影响您其他功能

的正常使用 

2. 试用期结束后，系统会将您所设置的固定资产卡片自动转到固定资产清单中，您已有资

产会沿用固定资产管理中的折旧方法，新增资产按清单功能管理，因此，您无需为此担

心 

 

3. 点击【开始体验】后，账套管理中相应账套处会出现辅助核算功能的图标，没有启用该

功能的则没有图标 

 

4. 点击立即体验后，云记账中会显示出固定资产的单独模块 



 

(二) 固定资产新增 

新增固定资产卡片 

【固定资产】→【卡片管理】→【新增】→填写资产相关信息，进行保存 

 

点击新增后，跳出卡片新增页面 



 

注意事项： 

1. 带*号的内容为必填项，请注意填写，否则系统会提示您填写所有*号内容 

2. 固定资产原值为扣除进项税额后的价格，固定资产原值、税额、累计折旧与您的固定资

产入账凭证息息相关，其中累计折旧值不能大于【固定资产原值-残值】 

3. 系统会根据您选择的资产类别，自动带出默认的预计使用年限和净残率，该值可根据您

的实际情况进行更改 

4. 固定资产管理功能提供的折旧方法包括平均年限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可

根据需要选择折旧方法 

5. 入账信息与生成的新增资产凭证、折旧凭证相关，可根据您的需要自行修改科目 

6. 卡片提供三种保存方式，其中保存并复制适用于您有多个相同信息的固定资产，您有几

个相同固定资产就复制几次，方便快捷 

7. 如需查询固定资产详情，可选中固定资产左键双击，进入固定资产详情页面 

8. 当月新增的固定资产，可使用系统的【凭证生成】功能，生成新增固定资产凭证 



 

 

批量导入功能： 

点击右上角的【导入】，下载导入模板，填写相关信息后，上传模板即可导入 

 

注意事项： 

1. 导入功能必须使用系统提供的模板，使用其他模板会提示错误 

2. 填写模板时按表头提示填写，如果您非必填项目没有填写，系统则使用默认数据，建议

填写时按列复制，填写好注意检查 

3. 模板中的固定资产科目编码、折旧科目编码、费用科目编码、税额科目编码关系到系统

生成的凭证，【小企业会计准则】默认科目为固定资产、管理费用-累计折旧、累计折旧、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企业会计准则】默认科目为定资产、销售费用、累计

折旧、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没有填写则设为系统默认 

 



(三) 固定资产卡片变动 

【固定资产】→【卡片管理】→将鼠标移到操作栏的【修改】，可进行变动操作 

 

点击【变动】进入固定资产变动页面→选择变动内容、填写变动后信息→进行【保存】 

 

注意事项： 

1. 固定资产变动后，系统会生成【固定资产变动凭证，】如需生成变动凭证，可到【凭证

生成】处生成 

2. 当月如果生成了固定资产相关凭证，不可再对资产进行【变动】 

3. 如果您需要查看固定资产变动记录，只需要左键双击需要查看的固定资产，就会弹出页

面，选择变动记录进行查看 

 

 



(四)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卡片管理】→将鼠标移到操作栏的【清理】，可进行清理操作 

 

点击【清理】后系统会给出提示，需要清理则点击【确定】 

 

确定后操作位置会变成【已清理】状态 

 

注意事项： 

1. 当月如果生成了固定资产相关凭证，不可再对资产进行【清理】 

4. 清理固定资产后，系统会生成【固定资产变动凭证，】如需生成清理凭证，可到【凭证

生成】处生成 

2. 如需生成固定资产清理凭证，可到【凭证生成】处生成 

3. 进行固定资产清理后，该项资产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五) 计提折旧 

【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生成凭证】→【保存】 



 

点击生成凭证后，弹出系统自动生成的记账凭证 

 

 

注意事项： 

1. 计提累计折旧的原则为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计提折旧；当

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不计提折旧 

2. 生成凭证中的会计科目是根据您在卡片新增时的入账信息确定，计提折旧时的解放科目

对应的是[费用科目]，贷方科目对应的是[折旧科目] 

(六) 凭证生成 

【固定资产】→【生成凭证】→可生成固定资产新增、固定资产变动、固定资产清理、计提

折旧四种凭证，同时为您提供固定资产对账功能 



 

点击【固定资产对账】，系统给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出提示 

 
 

1）新增固定资产生成凭证： 

 

点击【生成凭证】 



 

注意事项： 

1. 您可以通过【凭证生成】功能自动生成固定资产新增凭证，而不用自己录入新增凭证 

2. 凭证内的会计科目和借贷方金额源于您在固定资产卡片中录入的信息，请谨慎填写 

3. 凭证生成卡片上有清单清单按钮，点击查看固定资产的明细 

 

4. 对于已经生产了新增凭证的固定资产卡片，只能进行修改不能进行删除 

 

2）固定资产变动生成凭证： 

 

点击【生成凭证】 



 

 

3）固定资产清理生成凭证： 

 

点击【生成凭证】 

 

 

4）计提折旧生成凭证 



 

点击【生成凭证】 

 

注意事项： 

1. 累计折旧的借方科目来源于您在固定资产卡片入账信息中的费用科目，通常为生产成本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制造费用等，采用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 

2. 累计折旧的金额为固定资产按您设置的折旧方法所计算出的折旧总额 

3. 点击这就清单，可以查看您本月需计提的折旧明细，当月新增固定资产的本月折旧为 0 

 
4. 当月累计折旧计提完成后，固定资产卡片会锁定，不能进行增加 

http://www.so.com/s?q=%E7%94%9F%E4%BA%A7%E6%88%90%E6%9C%AC&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7%94%9F%E4%BA%A7%E6%88%90%E6%9C%AC&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7%AE%A1%E7%90%86%E8%B4%B9%E7%94%A8&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5%88%B6%E9%80%A0%E8%B4%B9%E7%94%A8&ie=utf-8&src=wenda_link


 

(七) 账簿查询 

折旧明细表 

【固定资产】→【折旧明细表】→支持月份、资产名称查询，生成年度账簿，打印，导出 

 

 

折旧汇总表 

【固定资产】→【折旧汇总表】→按资产类别归类，可按月查看，支持打印、导出 

 

 



六、 科目外币核算 

(一) 功能启用 

进入【增值功能】→【了解详情】 或者 【免费试用】→【开始体验】 

 

进入增值功能页面，点击免费试用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初始化】→【科目管理】→选中科目，点击【修改】→点击外币符

号栏处也可立即体验 



 

注意事项： 

1. 我们的科目外币核算的免费试用期为三个月，体验期结束后，不会影响您其他功能的正

常使用 

2. 点击开始体验后，账套管理中相应账套处会出现外币核算功能的图标，没有启用该功能

的则没有图标 

(二) 设置外币 

【初始化】→【科目管理】→选中需要添加外币核算的科目→点击修改,弹出编辑科目弹框

→在外币符号处添加或选择外币符号→选择外币后默认进行期末调汇，如不需系统进行期末

调汇，可将外币核算下方的期末调汇勾选去掉 

(如需撤销该科目的外币核算,只需将填写的外币符号删除即可) 

 

(三) 期初余额录入 

设置了外币核算后，进入【期初余额】，右上角会增加外币金额的入口 



 

点击【外币金额】，填写外币和金额 

 

(四) 凭证录入 

【录凭证】→设置了外币核算的科目会弹出弹框填写外币和汇率并自动算出金额 

 

(五) 期末结转汇兑损益 

当凭证中有启用外币核算的科目并且在录凭证时填写了该科目的外币及汇率，系统会提供自

动生成汇兑损益结转凭证，进去【结转】→点击【生成凭证】 



 

填写外币当前汇率→确认后即可生成调汇凭证 

 

(六) 查询历史调汇记录 

进入结转页面→点击【历史汇率查询】，可查看历史月份涉及的外币调汇汇率 

 



(七) 查看账簿 

设置了外币核算并有期初或发生业务的科目，查看账簿时，提供外币金额式的总账明细账查

询 

 

七、 原始凭证管理 

(一) 功能启用 

进入【增值功能】→【了解详情】 或者 【免费试用】→【开始体验】 

 

进入增值功能页面，点击免费试用 



 

(二) 导入附件 

点击右上角的【导入附件】弹出导入附件框→点击【单击添加文件】→选择本地文件点击【打

开】→导入 

 

注意： 

a) 附件导入支持 jpg、png、bmp、jpeg 图片格式，和电子发票 pdf 文件 

b) 导入附件所在期间为您的账套的最后一个会计期间，若您账套中有反结账月份，导

入月份为您未结账月份，月份可进行选择 

c) 导入附件可多张同时导入，找到需要导入的附件所在文件夹（建议放在桌面文件夹

内），CTRL+A 全选，可选择该文件夹下的所有图片 

d) 点击【打开】后，您选择的需要导入的附件名会展示在导入附件的弹框中，导入速

度与附件大小有关：图片越大，导入速度越慢，图片越小，导入速度越快 

e) 若选择的附件中有不需要的附件，可以在该弹框点击【删除】图标 



 

f) 导入成功后会提示导入成功，弹框关闭 

g) 您导入的所有附件的状态为未整理未生成凭证状态 

(三) 整理凭证 

i. 点击未整理未生成凭证状态下的附件→弹出【原始凭证管理】弹框→填写附件信息→保

存/保存并继续 

 

注意： 

a) 整理时，上传的图片可根据图片上的左右旋转，放大缩小按钮进行操作，滚动鼠标

也能购放大缩小 

b) 整理凭证时，业务类型为必填，未填写无法进行保存 



c) 填写的金额即生成凭证时自动带出额金额 

d) 凭证日期默认为最后一个会计期间的最后一天，该凭证日期即记账凭证上的凭证日

期，可进行修改 

e) 凭证摘要根据您选择的业务类型自动带出，可进行修改 

f) 点击保存并新增，跳到下一张未整理的附件；点击保存，则停留在当前页面，保存

按钮左侧出现生成凭证按钮，点击生成凭证按钮，系统根据您所选的业务分类生成

对应的凭证 

g) 整理成功，如需查看该张附件，需到对应的已整理的业务分类中查看 

ii. 点击已整理未生成凭证状态下的附件，可重新编辑已整理附件的内容 

iii. 点击已生成凭证状态下的附件，无法对附件内容进行整理，如需重新整理，可先删除已

生成的凭证 

(四) 合并附件 

勾选你需要合并的附件，当勾选附件张数大于等于两张时，右上角会出现【合并凭证】按钮，

点击【合并凭证】即可合并成功 

 

注意： 

a) 已合并的附件仍可进行合并 

b) 已整理的附件再次进行合并，合并后会丢失原始凭证上原已录入的信息，变成未整

理的合并附件 

c) 合并的凭证进行整理时，2/2 表示总共合并了 2 张附件以及该张附件是所有附件中



的第 2 张 ；金额二可为金额一的合计，可切换到每一张附件处输入金额并确定，

得出汇总的金额二，金额二也可直接输入 

 

(五) 拆分附件 

鼠标移至已合并的附件→附件上会出现【拆】’字→点击可进行拆分 

 

注意： 

a) 未整理为生成凭证的附件进行拆分可直接拆分 

b) 已整理未生成凭证的附件进行拆分点击查分,会变成未合并和整理状态 

c) 已生成凭证的附件无法直接拆分，如需拆分，需先删除生成的凭证 



(六) 生成凭证 

勾选附件→点击【生成凭证】 

 

1) 勾选单张未整理的附件，会生成一张空白的记账凭证，所有的信息均需自己录入 

2) 系统不支持多张未整理凭证进行生成凭证 

3) 勾选单份已整理的附件点击【生成凭证】，凭证会根据该原始凭证整理时填写的 

4) 勾选多份已整理的附件点击【生成凭证】，系统会提示您选择生成凭证的方式（默认选

择按业务分类汇总生成凭证） 

 

a) 选择【按业务分类汇总生成凭证】，系统会根据您勾选的附件按照每个业务分类汇

总生成凭证 

b) 选择【所选原始凭证汇总生成一张凭证】，系统会将您所有的附件生成一张凭证 

c) 选择【按业务分类+日期汇总生成凭证】，系统会根据你勾选的附件按照每个业务分

类和整理凭证是选择的凭证日期汇总生成凭证 



d) 选择【每份原始凭证生成一张凭证】，您有多少份附件，就会生成多少分原始凭证 

注意： 

a) 勾选已整理的附件生成凭证，若凭证信息不完整，生成凭证的内容也不完整 

b) 生成凭证时，如果涉及科目启用了辅助核算的，需要您选择科目对应的明细核算项

目，未完善的无法生成凭证 

c) 生成凭证的附件上会显示对应的凭证号，点击凭证号可直接联查对应的凭证 

 

d) 查看凭证时，由原始凭证附加生成的凭证可联查相应的附件 

 



(七) 删除附件 

 

方法一：勾选您需要删除的附件→点击右上方的【删除附件】按钮→确认删除 

方法二：将鼠标移至您所需删除的附件上→点击删除的图标→确认删除 

注意： 

a) 未生成凭证的附件进行删除操作的，确认后直接删除 

b) 已生成凭证的附件无法直接删除，需要先删除生成的凭证，才能删除附件 

(八) 查看附件 

 

1) 查看当前月份附件 

a) 进入原始凭证页面，默认展示未整理未生成凭证的附件 

b) 原始凭证其中一个分类维度为是否整理：分为全部、未整理、已整理； 另一个分



类维度为是否生成凭证：分为未生成凭证、已生成凭证、所有附件 

c) 可切换两种维度查看不懂分类下的所有附件 

d) 业务分类右侧的数字表示是否生成凭证维度下该业务分类下有多少张附件 

e) 查看附件可按时间 

2) 查看历史月份附件 

结账后，无法查看历史月份的附件，如果对历史月份附件有疑问可【反结账】到该月份进行

查看修改 

(九) 日常维护 

1. 新增业务分类 

如果内置的业务分类模板无法满足您的日常业务需要，可进行新增业务分类 

方法一：【初始化】→【业务分类】→点击右上角的【新增分类】→弹出新增业务分类弹框

→填写业务名称、所属分类（默认分类为其他业务，可修改），摘要，会计科目等→保存 

 

方法二：【初始化】→【业务分类】→选择左侧的业务分类，直接在该业务分类下新增，新

增信息填写同上 



 

方法三：在原始凭证页面左侧的三级业务分类右侧处点击添加图标 

 

注意: 

a) 新增业务分类时,业务名称和分类模板为必填项 

b) 科目被禁用后，业务分类中被禁用的科目会显示为空，并且新增，编辑时都无法选

择已被禁用的科目 

c) 新增分录时，借贷方金额比例不平时，无法信息保存 

d) 新增业务分类时,分录模板为多借、多贷时,可进行增减行 



 

 

2. 编辑业务分类 

如果系统内置的模板与自己实际需要的模板有误差的，可对模板进行重新编辑  

方法一：【初始化】→【业务分类】→选择需要修改凭证模板的业务分类→点击【编辑】→

弹出编辑弹框进行修改 

 

方法二：在原始凭证页面左侧的末级业务分类右侧处点击编辑图标 



 

 

3. 删除业务分类 

对于不需要的业务分类可进行删除 

方法一：【初始化】→【业务分类】→找到您需要删除的业务分类→进行【删除】操作 

 

方法二：【初始化】→【业务分类】→勾选你需要删除的业务分类→点击右上角的【批量删

除】 



 

方法三：在原始凭证页面左侧的末级业务分类右侧处点击删除图标 

 

注意: 

a) 删除后的业务分类将不能被恢复 

b) 业务分类下存在已整理的附件,无法进行删除 

 

4. 修改凭证生成方式 

当您在批量生成凭证时，弹出的选择凭证生成方式弹框内勾选过【不再提示】，系统将默认

为您最后一次选择的凭证生成方式，并且弹框不再提示 



 

如需修改，进行如下操作：【初始化】→【业务分类】→点击右上角的【凭证生成方式】→

选择需要的凭证生成方式→确定 

 

 

八、 常见问题 

(一) 基础问题 

Q1：云记账怎么收费的？ 

基础功能免费，增值功能收费 

账套数\功能 辅助核算 固定资产管理 外币核算 

1 账套 60 元\年 50 元\年 60 元\年 

5 账套 120 元\年 80 元\年 100 元\年 

10 账套 220 元\年 150 元\年 180 元\年 

20 账套 260 元\年 170 元\年 240 元\年 



 

Q2：云记账可以建多少个账套？ 

云记账现在支持每个账户建立 20个账套 

 

Q3：如何找回云记账密码？ 

进入用户登录界面，点击找回密码，填写您注册时留下的手机号或者邮箱，便可重置密码啦 

 

Q4：用云记账软件后，会不会出现信息泄露问题？ 

我们深知保护您的数据安全和隐私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因此我们采用了全程加密、多

重备份等专业技术来为您的数据“保驾护航”，航天信息是值得您信赖的品牌 

 

Q5：云记账需要备份保存吗，如果电脑故障，会不会影响账号使用？ 

您的数据会在云端保存多重备份存储，您不用担心您的账套数据丢失；无论在哪，只要进入

云记账登录页面 http://cloud.jss.com.cn/，登录账号，您所有的数据都在 

(二) 账套问题 

Q1：建账时选择会计准则有后什么区别？ 

我们提供了小企业会计准则（2013版）和企业会计准则（2007版）两种会计准则可供选择，

准则下科目严格按照准则要求设置，同时两种准则下的会计科目和增值功能内提供的模板是

有区别的，请您按照您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当账套中已经录入过凭证，会计准则无法修改，如果未录凭证，发现准则有误，您可以进行

以下操作：【账套管理】→【编辑】→填写正确的信息→【保存】 

 

Q2：账套信息有变，可以修改吗？ 

当您的公司信息编辑错误，或者之后有所变动，可对账套信息进行编辑修改，操作如下：【账

套管理】→找到需要修改的账套→点击右侧的【编辑】→进行修改后点击【保存】 

 

Q3：账套误删能恢复吗？ 

为了避免误删账套对您造成的困扰，我们设置了两重删除，误删需要的账号可以进入【回收

站】中进行恢复，但是如果您在回收站中删除了，那就是永久删除，无法找回，请谨慎操作

回收站删除功能 

 

Q4：是否可以移交账套？ 

可以进行账套移交，进入账套管理页面，点击左侧导航栏中的账套交接，输入接收人的

手机号或者用户名，选择您需要交接出去的账套名，点击移交即可。进行该操作后，等

待接收人进行接收即可。 



 

(三) 科目问题 

Q1：是否能新增一级科目？如何增加？ 

不能新增一级科目，由于新增一级科目会影响报表取数精准性，所以系统不支持新增一级科

目，但可支持新增下级科目，最多可新增到四级科目 

新增下级科目时，你可以点击新增进行单个新增，也可进行批量新增，批量新增操作如下： 

 

进入新增页面，按列输入或粘贴您要增加的内容，点击【确定】 

 
 

Q2：是否能删除一级科目呢？如何删除？ 

不能删除一级科目，由于删除一级科目会影响报表取数精准性，所以系统不支持删除一级科

目，但是您自行增加的下级科目是可以删除的 

如果您觉得页面上的一级科目过多，影响页面的简洁性，您可以在科目管理中禁用和隐藏您

不需要的科目，使页面看起来更加简单，禁用科目可在您需要的时候再启用，具体操作如下： 

鼠标移至需要禁用的科目→点击禁用 



 

禁用后出现【隐藏禁用科目】→点击后科目隐藏→按钮变为【显示禁用科目】 

 

需要启用禁用的科目：点击【显示禁用科目】→【启用】 

 

 

Q3：为什么自行增加的下级科目也不能删除？ 

首先，您可以检查该科目是否录入过期初数据，如果录入是不能删除科目的，您可以将期初

数据线删除，在进行科目的删除 

其次，该科目是否已经录入凭证，如果已经录入，你需要先删除凭证，才能进行科目的删除 

 

Q4：有的科目和平时使用的科目叫法不一致怎么办？ 

云记账的会计科目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备（2007 版）和小企业会计准则（2013 版）编写，在

科目名称上的叫法是规范的，有些科目的名称会与以前的会计制度不一致，在此提供以下解

决办法： 

低值易耗品，新会计准则中取消低值易耗品科目，可作为二级科目放在一级科目周转材料下，

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 

待摊费用、预提费用，新会计准则已废除该科目，原“待摊费用”可以通过“预付账款”可

用“预付账款”或“其他应收款”代替；原属于预提费用的业务现应计入“应付利息”、“其

他应付款”科目。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小企业会计准则》取消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发生的相关业务直接

计在当期损益，分录举例：借：管理费用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待处理财产损益,在新准则中，把“待处理财产损益”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了。明确要求，

在资产负债表日，即使企业没有作出处理决定，也必须将其余额转平，计入当期损益。 

劳务成本，可在一级科目“主营业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成本”下设二级科目“劳务成本” 

坏账准备，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收及预付款项的坏账损失应当于实际发生时计入营业

外支出，同时冲减应收及预付款项。”不需计提坏账损失 

其他应交款、应交税金，2007年新的会计制度，将“其他应交款”取消。“其他应交款”和

“应交税金”合并成“应交税费”,教育费附加、矿产资源补偿费都不再在“其他应交款”

核算。 

 

Q5：能否对科目设置数量核算、外币核算、辅助核算呢？ 

https://www.baidu.com/s?wd=%E5%B0%8F%E4%BC%81%E4%B8%9A%E4%BC%9A%E8%AE%A1%E5%87%86%E5%88%9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uW0znjNWrjIBnjRknjD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RzP1bYrHbv
https://www.baidu.com/s?wd=%E5%BA%94%E6%94%B6%E5%8F%8A%E9%A2%84%E4%BB%98%E6%AC%BE%E9%A1%B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uW0znjNWrjIBnjRknjD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RzP1bYrHbv
https://www.baidu.com/s?wd=%E5%BA%94%E6%94%B6%E5%8F%8A%E9%A2%84%E4%BB%98%E6%AC%BE%E9%A1%B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uW0znjNWrjIBnjRknjD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RzP1bYrHbv


是可以的， 云记账在科目管理处为大家提供了这三种核算,具体操作如下： 

【初始化】→【科目管理】→【修改】→在数量核算栏输入单位，在外币核算栏选择您需要

的外币符号，以及勾选您需要的辅助核算项目 

 

 

Q6 ：固定资产旁的明细是什么功能？ 

该功能为【固定资产清单】功能，可简单的对您的固定资产进行管理，即每月系统会根据您

填写的信息自动帮您生成累计折旧结转凭证 

 

点击【明细】→进入固定资产清单→输入资产名称、始用年月、原值、折旧年限、残值率→

自动生成每月应计提折旧→月底进入结转生成累计折旧凭证 

 

注意事项： 

1. 期初在科目管理中录入固定资产的始用年月必须小于期初录入时间 

2. 结账后，科目管理中的清单功能将为锁定状态，此时您可以从结转中进入清单新增加 

3. 如果已经生成计提折旧、损益结转凭证，或已结账，就不能修改资产明细 

4. 除了录入清单，购入固定资产的会计凭证也是您需要做的 

 



Q7：为什么有的科目无法录入期初数据？ 

首先，您需要确定自己是否是结账后进入期初余额的，如果您已经进行了结账操作，系统会

将期初余额锁定，无法录入，如需补录，可先进行反结账操作 

其次，系统规定只有最末级科目才能录入数据，非末级科目无法录入 

(四) 凭证问题 

Q1：云记账录完凭证后是否要进行审核，如何审核？ 

不需要审核，一般的线下财务软件都会设置审核按钮，适用于多人配合工作，云记账是一款

线上软件，力求是客户操作起来方便快捷，所以并没有设置审核功能 

 

Q2：录凭证发现缺少需要的科目，是否要到科目管理中增加呢？ 

不需要到科目管理中新增，直接在记账凭证中新增即可 

具体操作如下： 

点击科目输入的位置→【新增科目】→填写新增内容→【保存】 

 

 

Q3：录入凭证时，如果录漏了或者录错了怎么办？ 

摘要左侧隐藏了插入行和删除行的按钮，需要使用时请将光标移到凭证录入的位置 



 

 

Q4：凭证录错了怎么办？ 

凭证录错可直接到查凭证处点击修改进行修改即可，同时如有需要您还可以进行删除、插入

等操作，删除凭证后，出现断号，系统右上角显示【整理断号】按钮，凭证号微连续时，功

能按钮则被隐藏 

 

(五) 期末结转问题 

Q1：云记账提供了什么期末结转？ 

云记账为您提供了六类结转：计提折旧、结转销售成本、结转未交增值税、计提所得税、结

转损益级结转未分配利润，无需进行期末结转的，生成凭证按钮为灰色，需要生成凭证的按

钮为橙色，显示已生成状态的，当月不能继续生成凭证 

 

Q2：如何使用计提折旧结转功能？ 

计提折旧功能：启用固定资产清单功能，填写资产名称、始用年月、原值、折旧年限、残值

率，系统会自动计算月累计折旧，如需结转点击【生成凭证】 

入口一：在【初始化】→【科目管理】→固定资产→明细 

入口二：【结转】→【清单】 

如果您开启了固定资产管理功能，结转中的计提折旧将关闭，需要折旧可到【固定资产】→

【计提折旧】 

 



Q3：如何使用销售成本结转功能？ 

销售成本结转的前提是启用辅助核算，对主营业务收入、库存商品等科目启用存货辅助核算,

期末可自动生成销售成本结转凭证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初始化】→【辅助管理】→【存货】→填写存货名称、计量单位 

 

2. 【初始化】→【科目管理】→对库存商品和主营业务收入等科目设置存货辅助核算（找

到科目，进行编辑） 

 
3. 日常凭证录入时涉及库存商品和主营业务收入时会自动启用数量核算，请您自己输入数

量和单价 

 

4. 系统会自动计算销售成本，您需要到【结转】处【生成凭证】 



 

 

Q4：如何使用增值税结转功能？ 

当您应交增值税贷方有余额时，系统可自动生成未交增值税结转凭证，点击生成凭证后，会

出现已生成字样，一个月只能进行一次结转，如果结转后新增凭证涉及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时，可将原来结转的结转增值税凭证在【查凭证】中删除，再重新生成一张 

 

Q5：如何使用所得税费用结转功能？ 

每个季度末（3,6,9,12 月）会显示该结转项目，结转是借：所得税费用 贷：应交税费-应

交所得税，当您的本年利润为正数，系统可自动生成计提所得税结转凭证，凭证金额为利润

总额*税率-所得税费用借方累计发生额，修改所得税税率方法如下： 

进入【结转】页面→点击所得税税率→弹出温馨提示→进行修改 

 

同时，系统根据您的本年利润判断您需要交纳所得税时，【结转】处的结转所得税的状态为

【生成凭证】，生成凭证后会出现已生成字样，一个月只能进行一次结转，如果结转后新增

损益类科目，可将原来结转的所得税凭证在【查凭证】中删除，再重新生成一张 

 

Q6：如何使用损益结转功能？ 

如果您录入的凭证里涉及到损益类科目（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其他业务支出、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支出、所得税费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等。）

系统会自动生成结转损益凭证，一个月可多次结转 

 

Q7：如何结转未分配利润功能？ 

年底 12月，系统会根据您的本年利润余额，生成结转未分配利润凭证  

(六) 账簿报表问题 

Q1：可以查看那些账簿报表？ 

默认的账簿有三种：总账、明细账和科目余额表；如果您启用了辅助核算增值功能，你可以

查看辅助核算明细表和辅助核算余额表；如果您启用了固定资产管理功能，在固定资产模块

http://baike.so.com/doc/2216310-2345178.html
http://baike.so.com/doc/1122672-1187757.html
http://baike.so.com/doc/5354295-5589759.html
http://baike.so.com/doc/1451283-1534175.html
http://baike.so.com/doc/1154945-1221718.html
http://baike.so.com/doc/5376088-5612201.html
http://baike.so.com/doc/211743-223964.html
http://baike.so.com/doc/6795212-7011936.html
http://baike.so.com/doc/1123897-1189018.html
http://baike.so.com/doc/1550374-1638879.html
http://baike.so.com/doc/4775820-4991610.html
http://baike.so.com/doc/145563-153824.html
http://baike.so.com/doc/1388605-1468037.html
http://baike.so.com/doc/824065-871573.html
http://baike.so.com/doc/4501163-4710661.html


下会增加折旧明细表和折旧汇总表 

系统会为您提供四种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利润季报、现金流量表 

 

Q2 ：是否需要结账后查看账簿报表呢？ 

无需结账操作，只要您新录入了凭证，账簿报表信息会实时更新 

 

Q3:怎么批量打印总账、明细账？ 

如需批量打印总账、明细账，只需在选择下需要打印的期间，和点击【生成年度账簿】即可，

支持生成 excel格式和 PDF格式 

 
 

Q4：总账打印可以打印明科目的总账吗？ 

总账生成明细账时需要您确定打印内容，选择一级科目则只打印所选期间所有科目一级科目

的总账，选择末级科目则打印所选期间的所有一级科目及明细科目的总账 

 

 

Q5：资产负债表不平怎么办？ 

首先，检查您的期初录入是否平衡，进入【初始化】→【初始余额】→【试算平衡】，如果

提示不平衡，请自行检查是否漏输、错输数据 

其次，是否进行期末结转，点击【结转】→如有橙色的【生成凭证】则点击【生成凭证】，

如果结转后，在此录入损益类凭证，需再次结转账簿问题 

 

Q6：账簿报表中出现红色数字是什么意思？ 

红色代表负数，如果账簿报表中出现红色数字，您应该对该科目适当注意了 

 

Q7：查看账簿时，新增科目对应的金额与实际录入的金额不一致是什么原因？ 

如果您新增科目的上级科目有余额，新增下级时上级科目的余额就会转入下级科目，之前凭

证中的科目也会被新增下级科目所代替，所以会造成您看到的金额不一致的现象，例如：科

目 1043有余额，如果你新增一个二级明细，那么 1043 的余额会自动转到 104301 的余额里。



如果新增科目遇到科目有余额的情况，系统会给出如下提示： 

 

 

Q8：明细账与资产负债表中的余额不一致是什么原因？ 

资产类往来科目期末出现贷方余额，这时不再是债权而是债务，应重新分类到负债类科目，

反之，负债类往来科目出现借方余额时，这时不再是一种负债而是债权，应重新分类到资产

类科目，为了反映资产负债的本来面目，要进行会计报表项目的重分类。它调表不调账，所

以会出现账表不一致的现象，如需核查，可查看科目余额表进行核对 

应收账款项目=应收账款明细科目借方余额+预收账款明细科目借方余额 

预收账款项目=应收账款明细科目贷方余额+预收账款明细科目贷方余额 

应付账款项目=应付账款明细科目贷方余额+预付账款明细科目贷方余额 

预付账款项目=应付账款明细科目借方余额+预付账款明细科目借方余额 

目前，系统支持【重分类】和【不重分类】两种分类方式，可自行进行查看 

(七) 结账问题 

Q1：在哪里结账？ 

结账的功能按钮放在【期末-结账】页面，点击结账检查后，会计期间自动进入下个月 

 

Q2：结账检查的项目有哪些？ 

主要包括 4大类检查： 

资产负债表平衡校验：检查您的期初与资产负债表是否平衡，如若不平，无法进行结账 

固定资产检查：检查您的固定资产管理或清单与先关凭证的关系，如果存在差额不影响结账，

如与自己账务相符，可直接结账 

科目余额赤字检查：检查您的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原材料、库存商品、长期待摊费用、无

形资产，往来科目等，存在赤字不影响结账，如与自己账务相符，可直接结账 

凭证检查：包括凭证号码是否连续和凭证日期是否序时，存在断号或者不序时情况，可根据

自己需要决定是佛需要整理，不整理不影响结账 

 

Q3：结账时出现提示代表什么？ 

1. 系统提示：恭喜您，结账检查通过！表示您当月月的账无异常，可直接结账 

2. 系统提示：结账存在风险项目，请检查！该风险项为需要注意但是可忽略的内容 

3. 系统提示：结账检查未通过，请处理后再结账！表示您当月的账存在无法结账的因素，

必须修改后才可结账 

 

Q4：结账后发现凭证有误怎么办，是否可以反结账？ 

进入【期末-结账】，选择月份，结账按钮会变成反结账，目前不支持跨期间结账，如需反结



账，请从后往前进行反结账操作  

(八) 固定资产清单问题 

Q1：什么是固定资产清单功能？ 

清单功能可以对您的固定资产进行简单的管理，您可以在清单功能中输入资产名称、始用年

月、原值、折旧年限、残值率，录入资产使用年限的次月可在【结转】处生成折旧计提凭证 

 

Q2：科目管理中的明细进入后不能新增资产怎么办？ 

首先，从科目管理中的【固定资产清单】新增固定资产，使用年月必须小于录入时间 

其次，如果您已经【结账】，科目管理中的【明细】是锁定状态，如果需要新增资产，需要

到【结转—清单】中录入，从【结转】处进入固定资产清单新增不受限制 

 

 

Q3：在清单中录入资产后，是否该需要录入固定资产新增凭证？ 

清单功能不提供生成固定资产新增凭证，清单中录入当月新增的固定资产，需自行录入相应

的固定资产新增凭证  

 

Q4：计提折旧的规则是什么？ 

计提累计折旧的原则为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计提折旧；当月减

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不计提折旧 

 

Q5：结转功能中生成计提折旧凭证是否可以修改？ 

可以修改的，模板只限于参考，生成计提折旧凭证的借方科目不同会计准则下默认科目不同，

企业会计准则下借方为销售费用，小企业会计准则下借方为管理费用—累计折旧，如果您需

要使用的是其他科目可自行修改 

 

Q6：启用了固定资产清单功能是否还能启用固定资产管理这个增值功能？ 



可以转换，如果您在【增值功能】中启用了【固定资产管理】功能，清单功能关闭，清单中

的数据会自动转到固定资产管理中进行管理。同样，如果【固定资产管理】功能到期后，固

定资产管理中的数据将转为清单功能 

 

(九) 数量金额核算问题 

Q1：如何启用数量金额核算？ 

数量金额核算适用于既需要进行金额核算，又需要进行实物数量核算的各种财产物资的明细

核算，如原材料、产成品、库存商品、材料成本差异、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设置数量金

额核算方法操作如下： 

【初始化】→【科目管理】→找到您需要增加数量金额核算的科目→【修改】→在计量单位

处填写单位→【保存】 

取消数量金额核算的方法：进入【科目管理】→【修改】→将之前在计量单位处填写的单位

删除→【保存】 

 

 

Q2.启用数量金额核算功能以后如何录入数据？ 

【初始化】→【科目余额】→点击右上角的【数量金额】 或者 找出设置了数量金额的科目

（设置数量金额后，科目旁有相应图标 ） 



 

点击进入填写期初余额、本年累计中的数量和金额 

 

 

Q3：录凭证时如何使用数量金额？ 

进入【录凭证】页面录凭证时，设置了数量金额的科目，您手工录入金额和数量，系统会自

动反算出单价 

 

同时，在【查凭证】的摘要处，系统会自动显示涉及科目的数量和单价 

 

 

Q4：如何在账簿中查询数量金额科目？ 

【账簿】→【总账】→选择需要查询的科目→选择数量金额式 



 

【账簿】→【明细账】→选择需要查询的科目→选择数量金额式 

 

(十) 打印问题 

Q1：现在支持什么样的打印方式？ 

目前云记账支持 PDF 打印、专业打印和专业套打，PDF 打印包括 A4 两版和 A4 三版，专业

打印现支持发票版白纸（240×140mm）、发票宽白纸（高 110~120mm）、A4 宽白纸（高

90~100mm）、A4 宽白纸（高 110~120mm），专业套打现支持 240x140(发票版激光)套打和

210x127(A4 版激光) 

 

 

Q2:各种格式打印效果如何？ 

【专业打印】下有五种格式： 

发票版白纸（240*140mm）：该格式试用纸张为发票大小白纸，打印效果如下： 



 

发票宽白纸（高 110~120mm）：该格式适用纸张为长为 240mm、宽为 110~120mm 大小白纸，

打印效果如下： 

 

A4 宽白纸（高 90~100mm）：该格式适用纸张长 210mm、宽 90~100mm 大小白纸，打印效

果如下： 



 

A4 宽白纸（高 110~120mm）：该格式适用纸张长为 210mm、宽 110~120mm 大小白纸,打印

效果如下 

 

A4 宽白纸（高 140~150mm）该格式适用纸张长为 210mm、宽 140~150mm 大小白纸,打印

效果如下 



 

 

Q3：打印需要下载什么插件吗？ 

PDF 打印不需要下载其他插件，只要您的电脑中安装 PDF 阅读器或者浏览器中自带 PDF 阅读

器，如果没有 PDF 阅读器，点击打印后会提示您下载 

首次进行专业打印或专业套打时，需先下载打印插件（诺诺打印助手），没有下载，无法进

行打印 

 

Q4：无法打印应该怎么办？ 

如果是 PDF 打印，请检查是否下载 PDF，如果扔不能打开，可能是由于兼容性问题导致，可

尝试更换浏览器；如果是专业套打无法打印，请检查是否下载专业套打插件，下载后即可打

印。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无法操作问题，可联系 QQ 群：468499823 

(十一) 导出/导入问题 

Q1：什么是导出功能呢？如何使用？ 

导出功能就是把云记账内的给种账簿、报表、数据，通过处理形成 excel表格、PDF格式等，

云记账在科目管理、初始余额、各类账簿、报表处提供了导出功能，位于其右上角，点击[导

出]后，点击下载即可，方便您对账查询 

 

Q2：什么是导入功能？ 

在固定资产管理的卡片管理中提供了[导入]功能键，目的是方便大家批量增加固定资产卡片，

使用该导入功能前需要大家先根据提示下载模板，并按照模板填写其中内容，最后点击[浏

览]找到模板，最后点击导入即可批量生成卡片啦 

 



Q3：账簿导出失败？ 

答：迅雷等下载软件会自动监视浏览器下载内容，造成账簿导出异常，关闭迅雷等下载软件

“监视浏览器”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