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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OPENERP简介 

OpenERP 是一款优秀的开源 ERP 软件。开源是说，软件完全公开，任何人可以自由下载软件，

还可以自由下载软件的所有源代码，任意修改软件；软件本身没有任何秘密，没有任何收费。优秀是

说，软件功能丰富，品质优秀。OpenERP 源自欧洲，技术先进，质量稳定。OpenERP 是欧洲中小

型企业最受欢迎的 ERP 软件，拥有最多的用户数量。OpenERP 的开发历史超过 10 年，拥有 1700

多个功能模块，涵盖企业管理方方面面的业务流程，包括 Magento、TaoBao、Joomra 等网店软件集

成接口。 

和商业 ERP 软件相比，OpenERP 不需要任何版权费用，可以终身免费使用。OpenERP 也不按

用户点数收费，系统上线后，无论增加多少终端用户，不需要增加任何软件费用。OpenERP 收取的

是服务费，聘请 ERP 专业人员咨询、实施、培训以及安装维护 OpenERP 系统，提供服务的公司或

人员需要收取必要的服务费用。 

开源智造咨询有限公司（OSCG）是 OpenERP 香港和大陆地区的官方合作伙伴，我们提供专业

的 OpenERP 系统咨询、实施、培训、二次开发、系统维护等服务。我们还提供基于 OpenERP 的在

线 ERP 租用（SaaS）。我们的在线 ERP 按行业预配了很多模块和基础数据，只要导入自己的客

户、产品等少量数据即可开始 ERP 系统。 

开源智造咨询有限公司（OSCG）是大中华区最早的 OpenERP 合作伙伴之一，我们拥有最多的

中国区 OpenERP 成功案例；我们的团队撰写了 OpenERP 中文教材，是大中华区的 OpenERP 权威

专家；针对中国的财务制度、用户习惯、业务特点，我们对 OpenERP 做了大量中国特色的开发，拥

有完整的适应中国区各种需求的功能模块。 

 

1.2 内容概要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 OpenERP 的关注。OSCG 是中国 OpenERP 官方合作伙伴的先驱，公司总部

在香港，在上海设有技术中心。OSCG 提供基于 OpenERP 的各种服务，包括咨询、培训、技术支持

等。 

      本书是 OSCG 基于 OpenERP 开发的淘宝订单处理模块的用户功能操作手册。  

 

1.3 版权声明 

本书版权属于香港开源智造咨询有限公司，任何人或机构可将本书内容用于学习、研究、教育，

以及其他非商业性或非盈利性用途，但同时应遵守著作权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得侵犯本书作

者的合法权利。除此以外，将本书任何内容用于其他用途时，须征得本书作者的书面许可，并支付报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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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理篇 

2.1 系统功能 

基于 OpenERP 的淘宝订单处理系统主要实现了下面一些功能： 

 淘宝商品同步：系统自动导入淘宝店里的商品，并自动将淘宝商品和系统里的库存商品对应起

来。支持多店铺商品导入，支持组合商品自动拆分。 

 淘宝订单同步：买家下单并付款后，系统立即、自动从淘宝上同步该订单到系统，进入系统的订

单处理过程。客服人员只要在 ERP 系统中操作订单即可，无需操作淘宝后台。支持淘宝商品到

仓库商品的自动转换，组合商品自动拆分成多个仓库商品；自动审单；订单合并；订单自动添加

赠品；自动同步淘宝折扣、减价等优惠促销活动。 

 淘宝订单发货：仓库人员直接在 ERP 系统中打印发货单、快递单，并做发货处理，系统自动减

库存。支持联想单号、运费自动计算、快递单套打、运单号自动上传淘宝等功能。 

 库存管理：支持入库、出库、库间调拨、库存盘点、安全库存、库存查看、库存报表等常见库存

操作要求。 

 采购管理：支持采购下单、采购订单打印、采购分析、库存不足自动采购等功能。 

 

这套淘宝 ERP 的核心是开源软件 OpenERP 7.0 。订单处理、库存管理、采购管理等功能都是利

用 OpenERP 现成功能实现的。下图是系统的淘宝商品导入截屏： 

 
 
 

下图是系统的淘宝订单同步画面截屏： 

 



 

 
开源智造咨询有限公司（OSCG） - OSCG 淘宝 OpenERP 用户手册 

参考: Document Reference   版本 Draft 页 6/23 

除非盖章,否则打印后为非控制文件 
 

2.2 系统结构 

这套淘宝 ERP 的核心是 OpenERP 7.0 系统。OpenERP 是欧洲开发的世界排名第一的开源 ERP

软件。关于 OpenERP 的介绍，百度百科上有，百度一搜就能查到。 

系统由 OpenERP 软件、PostgreSQL 数据库、淘宝同步模块三部分组成。OpenERP 是免费开源

ERP 软件，可以从 openerp 网站直接下载安装，Windows 和 Linux 平台都能安装。PostgreSQL 是世

界排名第一的开源数据库软件，可以从 postgresql 网站免费下载安装。“淘宝同步模块”是

OpenERP 中的一个功能模块，也是免费开源软件，可以从这里下载：http://www.oscg.cn 。 

 

 
 
 

淘宝订单同步示意图。 

 
 

淘宝模块启动时候，系统会主动和淘宝建立长连接，接收“淘宝主动通知”。当淘宝上有人下

单，或者淘宝上订单状态发生变化，淘宝都会给 OpenERP 系统发送通知。OpenERP 系统接到该通

知，立即将通知内容放入 Beanstalk 构成的作业队列。另外一个线程从作业队列中取得通知内容，根

据通知内容作相应处理，如从淘宝上抓下订单，在系统中创建 OpenERP 订单。 

 

2.3 系统性能 

我在一台普通的四核台式机上多次测试，一分钟大约同步 60 个淘宝订单。由此推算，一小时大

约可以处理 3000 单以上，一天处理 3 万单应该是轻轻松松的。这个量可以满足绝大多数淘宝店家的

需求。 

http://www.osc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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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淘宝店铺设置 

3.1 系统安装 

3.1.1 安装 OpenERP 

首 先 要 安 装 OpenERP 7.0 ， OpenERP 7.0 的 下 载 地 址 在 这 里 ：

http://nightly.openerp.com/7.0/nightly/  。exe/目录是 Windows 版的安装包，src 是 OpenERP 系统源

代码，可以用于 Linux 上的安装。通常我们下载一个日期最新的版本安装即可。在 Windows 上，安装

非常简单的，一路下一步即可。如果安装有问题，可以百度查，有很多安装相关资料可查。 

而后安装淘宝同步模块：taobao, 下载地址在这里：http://www.oscg.cn/?attachment_id=907 。

下载该模块，放到 OpenERP 安装目录下的 addons 目录下，重启 OpenERP，刷新模块列表，之后

就可以查找到 taobao 模块，安装新模块即可。OpenERP 的模块安装方法也有很多资料可以百度。 

淘宝模块安装好以后，系统中会多出一些菜单，其中有一个是“销售   设置  Taobao  

Taobao Shop ”。 

 

3.1.2 安装 Beanstalk 

由于淘宝模块用到了 beanstalk，还需要安装 beanstalk。下面介绍 Ubuntu 上的安装方法。 

1) 安装 beanstalk: 

 
# apt-get install beanstalkd   Unubtu 
 

2) 开启 beanstalkd 的持久化选项： 

 
# vi /etc/default/beanstalkd 
      
## Defaults for the beanstalkd init script, /etc/init.d/beanstalkd on 
## Debian systems. Append ``-b /var/lib/beanstalkd'' for persistent 
## storage. 
BEANSTALKD_LISTEN_ADDR=127.0.0.1 
BEANSTALKD_LISTEN_PORT=11300 
#DAEMON_OPTS="-l $BEANSTALKD_LISTEN_ADDR -p $BEANSTALKD_LISTEN_PORT" 
DAEMON_OPTS="-l $BEANSTALKD_LISTEN_ADDR -p $BEANSTALKD_LISTEN_PORT -b 
/var/lib/beanstalkd"  
START=yes 
 

3) 启动 beanstalk 

# /etc/init.d/beanstalkd start 
 

4) 停止 beanstalk 

# /etc/init.d/beanstalkd stop 
 

3.1.3 配置 OpenERP 

在 OpenERP 的配置文件中，需要增加几个和淘宝功能模块相关的配置项。 

http://nightly.openerp.com/7.0/nightly/
http://www.oscg.cn/?attachment_id=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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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penERP 配置文件中增加淘宝模块需要的配置项： 

# vi /opt/opener/server/install/opener-server.conf 
 
beanstalkd_interface = localhost 
beanstalkd_port = 11300 
taobao_stream_service = True 
taobao_stream_thread_limit = 1 
taobao_worker_thread_limit = 2 
 

 beanstalkd_interface ：beanstalk 所在服务器的 IP 地址，该参数告诉淘宝模块应连接到哪个消息

队列。 

 beanstalkd_port ：beanstalk 所在运行的端口号，该参数告诉淘宝模块应连接到哪个消息队列端

口号。 

 taobao_stream_service : 该参数告诉淘宝模块是否接收淘宝主动通知，默认值为 true, 即接收通

知。 

 taobao_stream_thread_limit : 该参数设置接收淘宝主动通知的线程数，通常是 1 

 taobao_worker_thread_limit : 该参数设置处理淘宝主动通知的线程数，通常一个接收线程对应 2

个处理线程。 

 

3.2 淘宝 APP 

ERP 系统安装好以后，需要在淘宝上为每个店铺申请一个应用。申请方法很简单，淘宝上有详细

的说明手册：http://open.taobao.com/doc/detail.htm?spm=0.0.0.0.QcZOMv&id=107  。申请店铺应用

的时候，一定要勾选“征订主动通知”。申请好店铺应用以后，可以获得三个重要参数：App Key,  

Secret Code 和 Session Key。外部系统通过该三个参数接入店铺后台，自动抓取商品、订单等信

息。 

申请好应用并取得该三个参数以后，点击菜单“销售  设置  Taobao  Taobao Shop ”，新

建一个店铺，并填入三个参数：App Key,  Secret Code 和 Session Key，如下图所示： 

 
 

店铺的“Product”属性页的设置是系统自动导入淘宝商品时候的一些默认值，可以按如下设置： 

http://open.taobao.com/doc/detail.htm?spm=0.0.0.0.QcZOMv&id=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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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淘宝应用没有问题，店铺参数设置正确，保存 Shop 后，系统会主动连接淘宝，从淘宝上取

得店家昵称和店家链接，保存在 Shop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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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淘宝商品导入 

4.1 商品导入 

在 Taobao Shop 画面（菜单“销售  设置  Taobao  Taobao Shop ”）上，点击按钮“更

多”，显示导入淘宝商品 和导入淘宝订单菜单。 

 

 
 

点击导入淘宝商品，系统弹出淘宝商品导入画面，如下图。 

 
 

搜索关键字处，如果输入关键字，系统会搜索淘宝商品名中含有该关键字的商品，而后导入。如果不

输入任何关键字，则系统自动导入所有淘宝商品，包括上架的和下架商品。点击 Search Product 按

钮。弹出画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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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画面上，有几个注意点： 

 Supply Method：有 Buy 和 Produce 两种选择。简单情况可以选择 Buy，这样系统直接导入淘

宝商品作为库存商品。如果选择 Produce，则意味着，从淘宝导入的商品是个虚拟商品，实际发

货时候，系统会根据淘宝商品上的“商家编码”，找到该编码的仓库商品而发货。Produce 时

候，系统会根据商家编码，自动将淘宝商品和对应库存商品关联起来。系统是用 BoM 关联二者

的。对于组合商品、淘宝商品名不同于仓库商品名时候，都要用这种方式处理。 

 Procurement：有两个选择，一个是 Make to Stock，一个是 Make to Order。如果 Supply 

Method 选择 Buy，这里建议选 Make to Stock，如果 Supply Method 选择 Produce，这里建议选

Make to Order。 

 Min Quantity 和 Max Quantity：如果 Procurement 是 Make to Stock，系统会自动建立安全库

存规则，这两个参数是安全库存的最小数量和最大数量。关于 OpenERP 的安全库存说明，请参

看 OpenERP 用户手册。 

 是否更新库存：如果勾选，系统会自动将淘宝库存数量导入到系统中，默认是勾选的。如果淘宝

店铺上的库存不准确，请不要勾选！如果 Supply Method 是 Produce，也请不要勾选，因为

Produce 的商品是虚拟商品，没有库存！ 

 

4.2 用 BOM 表拆分组合商品 

系统是通过 BoM 来映射淘宝商品和仓库商品，一个淘宝商品可以映射到一个仓库商品，也可以

映射成多个仓库商品（淘宝组合商品的情况），不同店铺的商品可以映射到同一个仓库商品。商品映

射的 BoM 表如下图。 

 
 

这个示例中，淘宝商品“得力  5301 单强力夹  文件夹  板夹  资料夹”映射到仓库商品

“[6921734953018] 得力 5301”。淘宝商品导入时候，如果 Supply Method 是 Produce，系统会先

在 OpenERP 中创建一个淘宝产品，而后再根据商品的商家编码在 OpenERP 系统中查找产品编码等

于淘宝商家编码的产品，自动建立这个映射 BoM 表。因此，如果产品导入时候 Supply Method 是

Produce，则需要先把仓库产品录入到 OpenERP 系统中，且设置好产品编码，再从淘宝导入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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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组合商品，或者淘宝商品导入前没有预先在系统中录入好仓库产品，则需要手工在 BoM

表的部件中添加仓库商品。 

如果淘宝商品就是仓库产品，两者间无差异（单店铺、淘宝商品名和仓库产品名一样、没有组合

商品），则无需事先录入好仓库产品，Supply Method 选择 Buy，直接导入即可。 

关于 OpenERP BoM 表的更多说明，请参考 OpenERP 用户手册。 

 

4.3 新品上架流程 

淘宝 ERP 上线初期，如果淘宝商品和库存商品不一致，需要映射，则必须先把库存产品录入到

系统（当然，如果数量多，OpenERP 也支持 CSV 文件一次性导入数据），具体操作步骤是： 

1) 录入或导入仓库产品到系统，并正确填写好产品编码； 

2) 淘宝商品店铺里的商品都填写好商家编码（上架的必须，下架的可要可不要）； 

3) 上述工作做好以后，导入淘宝商品，注意 Supply Method 选择 Produce，如此，则系统会根据商

家编码自动建立淘宝商品和仓库产品的对应关系。 

 

淘宝 ERP 使用过程中，如果有新品上架，必须确保该新品对应的仓库产品要预先录入到系统，

并正确填写好产品编码。具体操作步骤和初期上线类似： 

1) 录入或导入新上线商品对应的仓库产品到系统，并正确填写好产品编码； 

2) 填写好新上线商品的商家编码； 

3) 导入淘宝商品 

 

其中 3）可做可不做，当新上线商品有订单后，如果 ERP 系统中还没有该产品，系统会自动创建

该产品，并建立对应关系。因此 3）不是必须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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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淘宝订单导入 

5.1 订单导入 

淘宝店铺有人下单并付款时，订单会自动进入 OpenERP 系统。此外，系统也支持手工导入淘宝

订单。下图是手工订单导入画面。 

 
 

 漏单检查：系统一般会实时、自动同步淘宝订单，但由于网络故障等原因，会有些单漏掉，没有

实时导入系统。漏掉检查就是，列出所有漏掉的单子（即淘宝上有，但系统中没有的订单），点

击画面下方的 Import Order，则系统立即导入该单。 

 订单查询：列出所有符合条件的订单，点击画面下方的 Import Order，则系统立即导入该单。 

 直接导入订单：点击它，系统不会在画面上列出待导入订单，而是直接导入。订单量多的时候

（几千条），这可以避免订单画面显示速度太慢。 

 卖家已发货，等待买家确认收货：勾选该状态，系统会导入该状态的订单。但是，为了避免系统

导入上线前已发货的订单（那样的订单通常不再需要进入系统处理），系统会判断该订单是否已

经导入过（处于买家已付款，等待卖家发货状态），如果没有导入过，则系统忽略该单，不会导

入。 

 

        系统导入订单时候，如果是新的淘宝昵称，系统会自动根据买家信息和送货地址在系统中创建客

户及客户的联系人。淘宝昵称会对应到系统中的客户，送货地址会对应到客户的联系人，一个昵称可

以有多个送货地址（联系人）。如果是新上架的商品，系统也会自动在 OpenERP 中创建该产品。 

 

下图是系统导入的淘宝订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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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订单自动审核 

系统导入淘宝订单时候，如果买家已付款，且无“买家留言”，也无“卖家备注”，则系统会自

动审核订单，订单直接进入发货处理。 

如果有“买家留言”或“卖家备注”，则订单导入系统后，保持“草稿”状态，客服人员可以修

改订单，而后手工审核订单。 

如果“卖家备注”的头四位是数字，系统默认是客服工号，系统自动查询登录 ID 为该工号的系

统用户，如果找到，则自动设置该订单的业务员为该用户。 

 

5.3 赠品及优惠减价 

订单导入时候，系统自动查找编码为“X.SWX.011.11”的商品，将其作为赠品自动添加到订单

上，方便仓库发货。如果不需要自动添加赠品，只要删除系统中编码为“X.SWX.011.11”的商品即

可。修改编码为“X.SWX.011.11”的商品的名称，即可改变赠品品种。 

如果淘宝订单上有优惠减价，系统会自动在订单上增加商品行“[discount_fee] 优惠减价”，其

数量为 1，单价是减价金额（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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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淘宝订单发货 

6.1 快递公司设置 

菜单“仓库  设置  运输方法”，系统会列出各种快递方法及快递公司。下图是 EMS 的设置

示例图。 

 
 

 物流公司：提供本快递服务的公司，用于系统结算快递费用。如果不使用系统的财务功能结算快

递费用，这里可以随便填一个公司。 

 送货服务：为了计算快递费用，系统会自动在淘宝订单上增加快递费用明细行，此处定义该行上

显示的快递服务商品名称。 

 Code：快递公司代码，必须填淘宝规定的代码，否则自动上传运单号到淘宝时候，淘宝会报错。 

 联想方法：根据起始运单号，自动生成下一个运单号的生成方法。不同快递公司适用不同方法。

可选方法有下面几种。 

  
 根据目的地定价：快递费用的计算方法。如 EMS，其快递费用的计算方法，根据目的地和重量来

计算。系统中可以设置计算方法，让系统自动根据订单上的发货地址的省份，及商品重量自动计

算快递费用。如下图是 EMS 发往苏浙沪三地的快递费用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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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 1000g 的设置表示，如果订单商品重量在 1 公斤以下，快递费是 5 元。 

续重 2000g 的设置表示，如果订单商品重量在 1 公斤以上，2 公斤以下，快递费是 6 元。 

其他依次类推。 

 

6.2 仓库打单 

系统中的订单审核确认后，系统自动生成订单对应的发货单。点击菜单“仓库  按订单接收发

送产品  淘宝发货”，系统显示发货单列表，如下图。 

 
 
 

选择需要处理的发货单，点击按钮“更多”，快递打单处理，系统弹出打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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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总拣单：系统汇总所选发货单，打印总拣货单，交由仓库人员“一次拣货（总拣）”。 

 打印分拣单：系统打印每张发货单的装箱单，该单交由负责分拣的仓库人员按单分拣，并打包。 

 打印快递单：套打快递单。系统会根据发货单上选择的快递公司，选择合适的套打格式。“待打

印数”默认是所选发货单张数。输入起始快递单号，待打印张数，系统会自动生成快递单号，填

写到发货单上，并打印指定张数的快递单。如果同时输入起始单号和结束单号，系统会忽略待打

印数，而是从起始单号一直打印到结束单号。 

 关闭：关闭本窗口。注意：请点击这个按钮关闭窗口，这样系统会清除一些内部打印状态。不要

点右上角的“红叉叉”关闭本窗口，否则，多次打印同一个发货单的快递单的时候，系统会报错

而不让重复打印。 

 

系统总拣单示例图： 

 
 
 

系统分拣单示例图： 

 
 
 

6.3 上传淘宝运单号 

勾选淘宝发货单，点击下图所示“同步淘宝运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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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会自动检查所选发货单中，已有运单号的单据，显示他们的淘宝单号及运单号，如下图： 

 
 

点击 Update Delivery 按钮，系统自动将显示的运单号上传到淘宝上。 

 

6.4 快递单套打格式设置 

下图是系统打印的圆通公司的快递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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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供了快递单套打格式的设置文件。格式设置文件名是：快递公司代码.tpl，如 EMS 的快递单格

式设置文件是 EMS.tpl。格式设置文件是 txt 文件，可以直接用记事本打开修改。下图是圆通快递单套

打的格式设置文件截图： 

 

 
 

 第一行 21cm, 13cm 表示快递单的纸宽 21cm，高 13cm。格式文件中第一行总是指定纸张宽和

高。 

 # 开头的行表示注释 

 第 5 行 3.2cm,10.1cm,'梦想淘宝'  表示在坐标位置（3.2cm, 10.1cm）的地方打印固定文字“梦想

淘宝”。坐标位置是以纸张的左下角为(0,0)点。（3.2cm, 10.1cm）表示离纸张左边界 3.2 厘米，

下边界 10.1 厘米处。 

 第 9 行中的 len(o.company_id.street or '') > 17 and o.company_id.street[17:] or ''  表示，如果公

司街道地址长于 17 个字，打印第 17 个字以后的部分。这是一个简单的 Python 语句，o 表示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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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的发货单，o.company_id 表示发货单上的 company_id 字段，o.company_id.street 表示发

货单上的公司的街道地址。 

 

可以激活 OpenERP 的“开发者模式”查看发货单上的各个字段的字段名，关于如何激活开发者

模式，请参看 OpenERP 的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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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采购及库存管理 

7.1 OPENERP 采购概述 

在 OpenERP 中，采购的发起通常有这么几种方式： 

 因某库存产品低于系统设定的安全库存，系统自动产生采购订单，提请采购。这种情况，采购数

量是设定的最大库存数量减去现有库存数量。 

 Make to Order 的产品，因销售订单的需要，系统自动产生采购订单，提请采购。这种情况，采

购数量和对应的销售订单数量一致。 

 手工填制采购订单，根据实际需要，可以手工填制采购订单，采购需要的产品。 

 

和销售订单的处理基本一样。采购订单的处理流程一般是： 

1) 系统中的采购订单，经确认之后，系统自动基于该采购订单生成对应的采购入库单； 

2) 供应商货物送到之后，仓库验货入库，系统库存增加； 

3) 而后，通常基于入库数量在系统中开具供应商发票； 

4) 财务收到供应商税务发票之后，和系统中的供应商发票核实无误，审核系统发票； 

5) 系统根据系统中的发票金额自动生成应付账款会计凭证； 

6) 出纳采购付款，并核销对应的应付账款凭证。 

 

采购订单处理流程中，除上述正常流程外，还有几个异常情形需要处理。其一是，采购入库数量

和采购订单数量有差异；其二是，供应商开过来的税务发票和实际入库数量或金额不一致。这些差异

情况该如何处理，将在后文讲述。 

 

OpenERP 采购的详细操作，参照 OpenERP 用户资料，这里不详述。 

 

7.2 OPENERP 库存管理概述 

 首先，OpenERP 是通过记录产品在库存间的移动来记录库存数量的。OpenERP 的数据库中没

有库存数量的字段，它的库存数量是实时计算得来的。OE 的库存管理不记录库存数量，它记录的是

库存移动，记录在 stock_move 表中。例如采购进货时，入库单上的每一条进货明细对应 stock_move

的一条记录，记录该货物移动的源库位、目标库位，数量，移动日期，移动状态（已发生 or 尚未发

生）。计算产品库存时，汇总该产品的 stock_move，入库减去出库的 Move，即得该产品的总库存。

如果只要计算某库位的产品库存，汇总目标库位是该库位的 move 数量，减去源库位是该库位的数

量，即得库存。 

或许有人要问，采购入库时，是从供应商处提取货物，记入我方仓库，库存移动的源库位在哪？

是的，OpenERP 的库存管理中，为了解决此类问题，设置了若干虚拟库位，分别对应 Supplier、

Customer、Production 等。采购入库时，从供应商的虚拟库位 Supplier Location 移动到本公司库

位，销售出库时，从本公司库位移动到客户的虚拟库位 Customer Location。生产原料出库时，从公

司库位到虚拟库位 Production Location，车间成品入库时，从 Production Location 移动到公司库位。

甚至库存盘盈盘亏时，系统记录的是公司库位到虚拟库位 Inventory loss Loction 的库存移动。 

在业务伙伴的 Stock Properties 中，可以为每一业务伙伴设置 Supplier Location 和 Customer 

Location。Supplier Location、Customer Location 可以是真实的库位，也可以是为了记录库存移动而

虚设的库位。在产品的 Counter-Part Locations Properties 中，可以为每一产品设置 Production 

Location 和 Inventory loss Loction。同样的，Production Location、Inventory loss Loction 可以是真

实的，也可以是虚设的。例如，可以将每个生产车间当成一个生产库位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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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虚拟库存。虚拟库存在 OpenERP 中叫 virtual stock, futurestock，故名思议，是将来

库存，不是现在的库存（现在的库存叫 real stock）。虚拟库存的概念是，将要进货的数量减去将要

出货的数量，加上现存的数量，即得虚拟库存。因为 2 天内和 10 天内将要进货、出货的数量不同，

所以虚拟库存的数量根据计算日期而异。虚拟库存的意义是，例如，某笔销售业务，客户要在 5 天后

提货 100 件。此时，销售员要检查库存是否足够，但他应该检查的是 5 天后的库存，而不是现在的库

存。所以，对实际业务而言，重要的是虚拟库存，而不是实际库存。 

       第三，Warehouse 和 Location。Warehouse 是仓库，对应公司真实存在的仓库。一个仓库通常

包含若干个库位（Location），如，合格品区、收货区、辅助区、不合格品区。在 OpenERP 中，

Warehouse 包括收货区、出货区、存货区三个库位。当然，简单情况，可以将三个区设成同一个库

位。Location 是库位，库位可以真实存在，也可以是虚拟的。库位下面还可以包括若干子库位，如下

图所示。库存计算、库存移动都是针对库位的，不是针对仓库的。所以，库位是 OpenERP 库存管理

的核心概念。 

 
 

库位类型： 

 供应商库位（Supplier Location）: 用于从供应商处收货时的库存移动的源库位，是一种虚拟库

位。 

 视图库位（View）: 库位树状结构的中间节点，用于组织库位树状结构。该种视图不可在库存移

动中使用，但可用于库存统计，即统计其下面的各个库位的总库存。 

 内部库位（Internal Location）: 仓库中实际存放货物的库位，即库区。 

 客户库位（Customer Location）: 用于供货给客户时的库存移动的目标库位，是一种虚拟库

位。 

 盘点库位（Inventory）: 用于盘亏时的目标库位，或者盘盈时的源库位。注意，新上 OE 系统时

候也是从该库位中“移动”产品至各库位，以建立期初库存。 

 补货库位（Procurement）: 产品需求单，引起库存移动的“临时”源库位或目标库位。当系统

初次生成需求单时候，系统不能确定补货的来源（不确定是通过购买还是通过生产补货）。只有

当系统运行完补货调度计划（Procurement Scheduler）后，才知道补货来源。默认情况下，系统

每天运行一次补货调度计划，当然，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手动执行补货调度计划。补货库位用于初

次生成的需求单中的库存移动。每当运行完补货调度计划后，该库位库存数量应为零。 

 生产库位（Production）: 生产时候，生产领料的目标库位或成品入库时候的源库位，是一种虚

拟库位。 

 多公司中间库位（Transit Location for Inter-Companies Transfers）: 多公司时候，用于库存

移动时候的中间库位。 

 

       第四，库位链。OpenERP 中，可以设置库位链来跟踪货物的移动顺序。例如，假如某仓库的入

库程序是，收货区  验货区  存货库区。那么，可以设置库位链：收货区库位  验货区库位  存

货库区库位，当收货人确认后，系统自动增加收货区到验货区的库存移动，验货人确认后，系统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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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验货区到存货库区的库存移动。也即是，设置好库位链后，货物可以手动或者自动在库位链间移

动。 

库位链中，从前一库位到下一库位的移动，有三种移动方式： 

 手动操作（Manual Operation）：系统自动生成一张到下一库位的移动单，要求操作员确认后才

实际移动。 

 自动调拨（Automatic Move）：系统自动生成一张到下一库位的移动单，不需要操作员确认，

直接移动。此时通常还会指定库链提前时间（Chaining Lead Time），该时间表示，货物进入库

位后，等待该时间，再进入下一库位。这个概念可以用于建模物流路径结点及其时间。 

 自动，但不增加（Automatic No Step Added）：系统不生成到下一库位的移动单，而是直接修

改原库存移动的目标库位为下一库位。 

 

OpenERP 库存相关的详细操作，参照 OpenERP 用户资料，这里不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