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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 Cloud 往来核销 

本手册对 NC Cloud往来核销业务进行介绍，包括基本功能详解和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

请结合实际业务参考并验证使用；对手册内容理解存在疑问时，请及时咨询用友官方热线

4006600588-按 2技术咨询，输入贵公司的服务识别码及密码，转技术人工客服咨询确认。 

 

1 功能概述 
往来核销一般用于个人借款、单位款项往来的核算，以分析每一笔往来的对应关系，进

行账龄分析，主要解决总账科目在往来凭证层面的核销处理。 

2 功能详解 
往来核销涉及的功能应用主要有〖往来核销对象设置〗、〖总账往来期初〗、〖往来核

销处理〗、〖往来账龄分析〗、〖往来核销余额表〗和〖往来核销情况查询〗。 

往来核销的基本流程：〖往来核销对象设置〗设置核销科目->〖总账往来期初〗中录入

期初数据->〖往来核销对象设置〗中启用核销对象->〖往来核销处理〗进行核销。 

2.1 往来核销对象设置 

往来核销对象设置用于设置要进行核销的科目、辅助项，并确定启用期间、是否严格控

制及是否核销号必录。 

 

1）科目编码：可以是非末级科目，非末级科目设置为核销对象时，可对其下级核销科目进

行核销。各核销对象的科目不能重复，且各核销对象的科目之间不能具有上下级关系 。 

2）辅助核算：一旦设有辅助核算，则根据“是否严格控制”检查。如果“是否严格控制”

为“是”，则该辅助核算类型下同一辅助项内容的数据方能进行核销。例如：对应收账款的

客户档案作为核销对象，则在核销时，必须对同一客户的数据进行核销，不同的客户之间无

法进行核销。 

3） 是否核销号必录：若设置为“是”，则在凭证维护时，未录入核销号不允许保存凭证。 

4）启用：启用时会弹出检查窗口，根据启用日期校验往来的未核销余额和总账余额是否平

衡，检查平衡后则启用。 

5）取消启用：已经启用则不能修改核销对象，需将已核销的记录全部反核销后方可取消启

用，取消启用后再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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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总账往来期初 

总账往来期初用于针对每个核销科目，录入核销对象启用日期前的未核销数据。若存在

满足核算对象的科目期初，应在核算对象启用前录入或导入该往来科目的期初并保持平衡，

否则核销对象无法启用。核销对象一旦启用则不能修改总账往来期初。 

在〖总账往来期初〗中，先点击“查询”，查询后进行总账往来期初的录入；录入总账

往来期初数据后，可点击“检查”（如下图），检查总账余额与未核销余额是否一致。 

 

增加总账往来期初的方式有手工增加和导入方式： 

1） 手工新增 

点击“新增”后录入数据，再点“保存”即可。 

 

 凭证日期：必须小于启用日期，不能为空，默认为启用日期前一天，可修改。 

 业务日期：小于等于凭证日期，不能为空，默认为启用日期前一天，可修改。 

 币种：可参照选择某一币种，不能为空，默认为组织本币。 

 核销号：同一核销对象的核销号相同时，保存期初会有提示。  

 方向：默认为科目方向。 

 原币/组织本币： 录入原币自动带出组织本币，本币不能为空。 

【注意】业务日期和凭证日期会影响账龄，账龄的分析日期可以分别选择这两个日期。 

2） 导入方式 

 

 导入：导入启用日期前的凭证明细，不包含该核销科目在〖总账〗-〖期初余额〗中录

入（最开始建账的期初余额）的数据。如果建账时有期初数据，可手工补充维护，以保证与

总账余额一致。 

 导入期初余额：将核销科目启用日期前一天的期末余额进行导入，凭证日期和业务日期

默认为启用日期的前一天，支持修改。 

 Excel导入：将 Excel 文件中的数据导入，格式文件可以选择“Excel导出”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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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即时核销 

即时核销是在〖凭证维护〗的界面进行操作。  

业务参数有：“GL098-凭证保存时是否即时核销”。若参数值为“是”，如果凭证上有

核销科目，保存时自动弹出即时核销界面（如下图），可进行核销处理。 

 

若参数值为“否”，则凭证保存时不会自动弹出即时核销界面。可以在凭证保存后选择

核销科目对应分录，在“分录处理”下选择“即时核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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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照核销 

参照核销在〖凭证维护〗的界面进行操作。 

在凭证保存之前，选择核销科目对应分录，在“分录处理”下选择“参照核销”，则弹

出参照核销的界面。  

 

 

参照核销和即时核销的区别：发生的时间点不同，即时核销发生在凭证保存后，并且可

以同时查询多个凭证进行核销；而参照核销发生在凭证保存前，可以参照到除当前凭证外该

科目所有未核销的分录数据，无法根据查询条件筛选，分录方向和金额会根据本次参照核销

的分录生成反向的金额。 

例如：核销科目的凭证分录为贷方 10，参照核销选择了贷方 5，则参照核销确定后分录

金额自动变为借方 5（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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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往来核销处理 

往来核销处理是往来业务进行事后的核销处理；支持手工核销、红蓝对冲、自动核销、

自动红蓝对冲以及反核销操作；不支持跨币种进行核销处理。 

1） 业务参数 

 GL080-核销日期： 

参数用途：用于总账往来核销时，若采取自动核销方式，取借方记录时所采取的顺序。 

参数值：凭证日期、业务日期。默认：凭证日期。 

凭证日期：在符合条件的借方凭证中按凭证日期的顺序抽取记录进行核销。 

业务日期：在符合条件的借方凭证中按业务日期的顺序抽取记录进行核销。 

 GL081-核销顺序： 

参数用途：总账往来核销中进行自动核销处理时，可根据此参数的设置，从前向后或从后向

前进行核销。 

参数值：最早余额法、最近余额法。默认：最早余额法。 

最早余额法：按日期顺序，从最早的日期开始比较，从前向后进行核销。 

最近余额法：按日期顺序，从最近的日期开始比较，从后向前进行核销。 

注意：此处日期顺序是根据参数 GL080 的设置值进行排序的结果。 

 GL134-是否允许跨末级科目核销： 

参数值说明：是、否；默认为“是”。 

是：系统控制只允许末级科目之间进行核销。 

否：系统不控制只允许末级科目之间进行核销，非末级科目也可以设置为核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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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销查询 

进行核销处理前，需要先点击“查询”（如下图）；日期范围的截止日期不能晚于登录日

期；支持按凭证日期/业务日期进行查询；支持按原币/组织本币的未核销金额范围进行查询；

支持按照凭证分录摘要查询，查询时可使用“%摘要内容%”进行模糊查询；方向可选择“双

向”、“借方”、“贷方”，默认为“双向”；币种条件默认为组织本币；支持查询时勾选“包含

未记账”。 

 

3） 手工核销 

查询出数据后，在借方和贷方选择需要核销的数据，点击“核销”进行处理；如只核销

一部分金额，可修改本次核销金额，可选择多笔进行处理，未核销余额由金额减已核销金额

计算，且不允许编辑。 

 

如果借贷方选择的金额不一致时，系统会提示“参加核销的借贷方金额不相等，是否强

制核销？”（如下图），点击“确定”后，系统会按照金额小的进行匹配核销。例如：借方金

额是 100，贷方金额是 150，强制核销后，剩余贷方未核销金额是 150-1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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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蓝对冲 

红蓝对冲是手工选择同方向、正负数的金额的记录进行对冲。查询出数据后，选择要进

行对冲的记录，点击“红蓝对冲”，系统将对所选记录进行红蓝对冲处理，可选择多笔进行

处理，如果只对冲一部分，可修改本次核销金额。 

 

5）自动核销 

自动核销是根据核销标准进行成批核销。查询出数据后，点击“自动核销”，设置核销

标准。 

 

 按日期范围：设置日期范围相差 XX 天内，借方贷方分录的日期之差在该天数之内的方

能进行核销处理；日期之差大于该天数的不能进行核销处理；如果借方日期早于贷方日

期，则需自动取下一条借方记录再进行比较；若借方日期晚于贷方日期，则自动取下一

条贷方记录再进行比较，直到双方日期之差满足该条件为止。比较日期根据总账参数

“GL080核销日期”的设置进行选择凭证日期或业务日期。 

 按核销号：只有核销号一致的借贷方记录可进行核销，核销时对于相同核销号的借贷方

记录可赋予一个核销批次号。 

 金额相等：只有借贷双方本次核销金额都相等（比如借方 100 与贷方 100）时方能进行

核销；如果不按金额相等核销，在进行自动核销时，双方数据根据总账参数“GL081-

核销顺序”进行自动匹配，若为“最早余额法”，则按时间顺序从前向后对双方记录进

行匹配核销，若为“最晚余额法”，则按时间顺序从后向前对双方记录进行匹配核销。 

 只核销已选记录：只有勾选的借贷方数据可进行核销。 

 按辅助项：只有借贷双方该辅助核算的辅助项相同时方能进行核销，如果〖核销对象〗

设置“是否严格控制”为“是”，则按辅助项默认选择，不可取消。 

6）自动红蓝对冲 

自动红蓝对冲是系统自动将同方向正付数金额的记录之间进行对冲，对冲的记录不再进

行核销处理。查询出数据后点击“自动红蓝对冲”，系统按红蓝对冲标准查询出的记录进行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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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日期范围：日期范围相差 XX 天被选中时，借方贷方分录的日期之差在该天数之内的

方能进行核销处理，日期之差大于该天数的不能进行核销处理。若借方日期早于贷方日

期，则需自动取下一条借方记录再进行比较，若借方日期晚于贷方日期，则自动取下一

条贷方记录再进行比较，直到双方日期之差满足该条件为止。比较日期根据总账参数“核

销比较日期”的设置进行选择凭证日期或业务日期。 

 金额相等：只有同方向本次核销金额（比如借方 100 与借方-100）都相等时方能进行红

蓝对冲；如果不按金额相等，在进行自动红蓝对冲时，双方数据根据总账参数“GL081-

核销顺序”进行自动匹配，若为“最早余额法”，则按时间顺序从前向后对双方记录进

行匹配核销，若为“最晚余额法”，则按时间顺序从后向前对双方记录进行匹配核销。 

 按辅助项：只有借贷双方该辅助核算的辅助项相同时方能进行处理。 

【注意事项】业务中同时存在红蓝对冲和核销时，先操作红蓝对冲，再操作核销。 

7）切换布局功能 

可设置凭证借贷方数据显示的布局位置，可以设置上借下贷或者左借右贷。 

 上借下贷模式，如下图： 

 

 点击“更多-切换布局”，进入左借右贷模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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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联查凭证：可勾选借贷方数据进行凭证联查。 

 

 

8） 全匹配、取消匹配 

 全匹配：用于批量选择要处理的数据，当〖往来核销对象设置〗中设置了辅助核算，并

设置了严格控制时，选择某条数据，点击“全匹配”后，当前查询结果中的数据，符合

该科目+辅助内容的数据将全部选择。如果不是严格控制，则符合该科目的数据将全部

选择。 

 取消匹配：取消全匹配时选择的数据。 

9）对照、取消对照 

 对照：指在手动核销方式下，指定借方/贷方一条数据时，根据核销对象设置的科目+

辅助（严格控制下需要匹配辅助项相同）+金额，自动过滤出贷方/借方满足条件的数据，

以达到缩小范围，方便核销的目的。在核销处理窗口中，点击“对照”按钮后，可进行

借方对照或贷方对照。 

 以借方对照为例，选中借方一条数据，过滤出贷方数据，过滤条件为：与借方选中数据

科目+辅助项相同（严格控制下需要匹配辅助项相同），金额相等的所有数据。 

 

 取消对照：退出对照模式，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全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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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反核销 

如果凭证需要反核销，则在〖往来核销处理〗界面，点击“更多”下的“历史查询”，

进入历史查询界面；再点击“查询”，查询时注意选择对应的处理方式（核销/红蓝对冲），

系统显示每一批次的已核销/已红蓝对冲汇总记录。点击“详细”，可查看该批次的详细核销

记录。如果要进行反核销或反红蓝对冲，则点击“反核销”。 

 

 

 

2.7 账龄区间设置 

账龄区间设置用于维护账龄区间档案，设置账期的时间长度，用于进行往来账龄分析。 

 

1）时间单位：可选择年、月、日，用于设置账期的时间单位，不同的单位天数用于账龄的

计算。 

年：当时间单位为年时，单位天数可选择 360、365、日历天数。 

月：当时间单位为月时，单位天数可选择 30、日历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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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当时间单位为日时，单位天数只可选择 1。 

2）账期设置 

账期开始：系统生成或手工录入，系统生成时根据上一期的结束日期计算得到。 

账期结束：系统生成或手工录入，系统生成时根据账期总数和当前期的开始期计算得到。 

账期总数：指当前期间的总期数，手工录入的数字或系统根据账期开始和账期结束计算得到，

如时间单位为“年”，那么是指当前记录的总年数；如期间单位为“月”，那么是指当前记录

的总月数；如期间单位为“天”，那么是指当前记录的总天数。 

2.8 往来账龄分析  

往来账龄分析用于对核销科目进行账龄分析，查询条件如下图： 

 

1）分析方式：实际发生额账龄分析、余额账龄分析 

实际发生额账龄分析：系统按照实际核销结果，将未核销的发生额按照账龄区间进行展示； 

余额账龄分析：系统先自动将尚未正式核销的数据模拟核销后,再将未核销的借方按照账龄

区间进行展示。 

 按照实际发生额账龄分析，显示未核销数据。 

 

 按照余额账龄分析，系统会进行模拟核销，按照核销后的余额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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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核销科目未全部核销完毕时，如果核销对象设置的不是严格控制，按余额进行账

龄分析时，系统进行模拟核销时不会按照相同的辅助内容进行处理，此时的数据与辅助余额

表可能会出现偏差。 

2）核销范围：最终核销日期、截止日期 

最终核销日期：账龄分析剔除所有截止系统当前日期的已核销金额； 

截止日期：账龄分析时剔除到截止日期已核销的金额。 

例如：辅助明细账如下图所示，应付账款科目，1 月份的凭证与 2月份的凭证在 2月进行核

销处理。 

 

 核销范围选择为“最终核销日期”，日期选择到 1月 31 日，不会显示已核销的客商数

据。 

 

 核销范围选择为“截止日期”，日期选择到 1月 31日，会显示 1月未核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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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日期：凭证日期、业务日期 

可按凭证日期还是按分录中业务日期进行分析。选择凭证日期，则账龄=核销范围日期-

凭证日期；选择业务日期，则账龄=核销范围日期-业务日期。 

例如：凭证制单日期是 2020-02-09；业务日期是 2019-12-31。 

 

 按照凭证日期进行分析，显示账期在一个月之内； 

 

 按照凭证日期进行分析，显示账期在一个月到三个月； 

 

4）分析方向：借、贷、双向 

 分析方向选择为借方，往来账龄分析只展示余额为借方的数据； 

 

 分析方向选择为贷方，往来账龄分析只展示余额为贷方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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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方向选择为双向，往来账龄分析展示借方和贷方的余额数据； 

 

5）收款账龄分析 

如果查询时勾选“收款账龄分析”条件，查询结果展示的是已核销的汇总数据。 

 

点击“明细”可以联查具体的明细记录。 

 

 

 

 

 

 

 

 



 
 

16 
 

2.9 往来核销余额表 

往来核销余额表用于统计各核销科目的每笔业务的原币金额、未核销余额以及账龄，此

处的账龄按天计算展示。 

 

 

1） 核销范围：最终核销日期、截止日期。 

最终核销日期：查询出到最终核销日期的数据。 

截止日期：与日期范围条件匹配查询，查询出到截止日期的数据。 

2）分析日期：凭证日期、业务日期。选择凭证日期，则账龄（天数）=核销范围日期日期-

凭证日期；选择业务日期，则账龄（天数）=核销范围日期-业务日期。 

3）方向：借、贷、双向 

如果选择“双向”，则按借放、贷方、余额显示数据；如选择“借”或“贷”，则只展

示借方或贷方数据。 

4）账龄：输入账龄天数区间，查询结果展示符合该条件的数据。 

5）包含已两清：勾选后查询结果展示已核销完没有余额的记录。 

6）辅助类型名称：如果勾选辅助核算，则查询结果显示辅助核算内容，并按照辅助核算小

计展示，如不勾选则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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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往来核销情况查询 

往来核销情况查询用于查询核销科目每一笔记录的未核销数据、已核销的数据，查询条

件及查询结果中的方向为每一笔记录的余额方向，如果整笔核销完，方向为平。 

1） 以应收账款为例，查询条件选择方向为借方，未核销时查询该账表，只显示借方数据。 

 

2）进行借贷部分核销，且借方金额大于贷方金额时，贷方金额全部核销完；对于借方来说，

借方还有余额，此时查询方向为借方时，显示的方向余额是借方；对于贷方来说，贷方已没

有余额，方向为“平”，此时如果要按照贷方查询，需要勾选“包含已两清”可查询出数据，

如果不勾选则不显示。 

此例中借方金额是 1117，贷方是 200，核销 200后，查询条件选择方向为“借”，会显

示出贷方 200数据，余额方向为借，如下图。 

 

   查询条件选择方向“贷”，需要勾选“包含已两清”可查询出数据，方向为“平”。 



 
 

18 
 

 

3）进行部分红蓝对冲后，可查询出对应方向的负数金额。 

 

4）如果该笔记录全部核销完，查询条件中需要勾选“包含已两清”则查询结果才会显示，

方向显示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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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见问题 

3.1 核销对象取消启用提示：已经开始核销不允许取消启用 

出现该提示说明核销对象已做过核销处理，需要先反核销才可以取消启用。 

在〖往来核销处理〗节点，通过“更多-历史查询”按钮查询出已核销的记录做反核销。 

3.2 核销对象启用时检查未平衡 

核销对象启用时系统会校验总账启用期间的期初余额和〖总账往来期初〗录入里的数据

是否平衡，如不平衡则不允许启用核销对象，可在〖总账往来期初〗查询出数据，通过“检

查”按钮核对数据，调整往来期初数据与总账数据一致后再做启用。 

3.3 核销对象设置中“是否核销号必录”如何应用 

“是否核销号必录”为“是”，凭证保存时会校验核销科目分录的核销号是否录入，如

果未录入则凭证不允许保存；“是否核销号必录”为“否”则凭证保存时不校验分录的核销

号是否录入。 

3.4 核销对象设置中“是否严格控制”如何应用 

在进行核销处理或红蓝对冲时，科目的辅助核算内容一致时才可以进行核销。 

3.5 核销对象设置的科目为一级科目，当一级科目下增加了

下级科目，对核销对象有什么影响 

核销对象自动更新为新增的第一个下级科目。 

3.6 核销科目的辅助核算修改后对核销有什么影响 

如果核销对象的“是否严格控制”为“否”时，核销处理查询数据时不要选择辅助核算

条件，否则查询不到之前的辅助核算数据，影响核销。 

如果核销对象的“是否严格控制”为“是”时，往来核销处理查询时会报错：“辅助核

算不符合核销对象设置”（如下图），无法进行核销；如果一定要修改科目的辅助核算，可以

反核销、取消启用后修改核销对象辅助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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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核销科目是非末级科目，核销处理时是否可以实现选多

个末级科目同时核销 

受总账参数“GL134 是否允许跨末级科目核销”控制，参数值为“是”核销时可以选择

到末级科目。 

3.8 往来期初录入提示：第 1 行的凭证日期要小于启用日期 

往来期初是指核销对象启用之前的数据，所以往来期初的凭证日期必须早于核销对象启

用日期，可修改往来期初的凭证日期或核销启用日期。 

3.9 通过 Excel 导入总账往来期初报错：XX 辅助核算不存在 

说明辅助核算对应不上，辅助核算内容错误或辅助核算后有空格。 

3.10 核销处理查询出分录的金额和未核销余额不一致，什

么原因 

说明已经做过部分核销，例如借方分录 100和贷方分录 50核销，则借方分录的金额为

100，但未核销余额为 50。 

3.11 核销处理和历史查询均查询不到某张凭证里的分录 

可以先通过往来核销情况查询表查询下是否有记录，按照凭证日期并勾选包含两清进行

查询，如果查询出该笔记录是有余额的，可以进一步在核销处理进行查询；如果查询出该笔

记录余额是平的，可以进一步在往来核销处理-历史查询中进行查询。 

1）核销处理查询时需注意以下查询条件： 

 查询时选择的辅助核算类型和该分录的辅助核算类型是否一致，例如查询时辅助核算类

型选择了客商和部门，而该分录只有客商辅助，则查询不出来该分录，建议清空辅助核

算类型查询； 

 查询时选择的日期范围是否包含该分录的凭证日期/业务日期； 

 其他查询条件是否和分录条件一致，例如方向、币种、摘要、核销号，凭证是否记账等； 

 查看凭证来源系统，如果是损益结转，则核销处理中无法查询出来。 

2）历史查询时需注意以下查询条件： 

 历史查询时选择的辅助核算类型和分录的辅助核算类型是否一致，在核销对象不严格控

制的情况下，可能会存在跨辅助核销的情况，一般建议清空辅助核算内容查询。 

 历史查询时选择的日期范围是否包含分录的凭证日期/业务日期。 

 历史查询时，核销方式分别按核销和红蓝对冲进行查询。 

 其他查询条件是否与分录条件一致，例如币种、金额范围、摘要、核销号等，一般建议

不选择金额范围、摘要、核销号进行查询； 

3）如排除以上查询条件后，在核销处理和历史查询中仍查询不到，则可能凭证数据异常，

可以重新做凭证参与核销，删除原凭证，如不方便重新做凭证，则考虑通过 ismcloud 提交

问题后台检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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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账龄分析查询中按实际发生账龄分析和余额账龄分析

查询的区别 

实际发生额账龄分析：系统按照实际核销结果进行数据展示； 

余额账龄分析：系统先自动将尚未正式核销的数据模拟核销后进行展示。注意在未全部核销

完毕时，如果核销对象设置的不是严格控制，按余额进行账龄分析时，系统进行模拟核销时

不会按照相同的辅助内容进行处理，此时的数据与辅助余额表可能会出现偏差。 

3.13 往来账龄分析的余额与科目（辅助）余额表不一致 

1）先检查币种是否一致，科目（辅助）余额表默认查询时的条件是组织本币。 

2）往来账龄分析查询时选择双向查询再进行比对，如果只查询一个方向，数据可能完整。 

3）往来账龄分析查询时分析日期选择凭证日期进行查询。 

4）如果核销对象设置的不是严格控制，可能存在核销错误，建议查询时先不勾选辅助项类

型，先比对科目的余额是否一致；如果科目的余额是一致的，需要进一步比对辅助数据，建

议分析方式选择按发生额账龄分析进行比对，如果按余额进行账龄分析时，系统进行模拟核

销时不会按照相同的辅助内容进行处理，此时的数据与辅助余额表可能会出现偏差。 

5）如果不清楚哪个月的数据不一致，可以先查询总账往来期初的数据与对应启用日期的总

账期初数据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说明启用后修改了总账数据。如果期初是一致的，再进

一步比对查询条件的日期范围，如果科目（辅助）余额表查询的不是最新期间的数据，建议

查询往来账龄分析时，查询条件选择按截至日期，日期的截至日期与科目（辅助）余额表保

持一致，比如查询科目（辅助）余额表日期范围是 10 月，往来账龄分析查询时截止日期也

选到 10月 31日；然后再进一步缩小日期范围进行比对，找出差异的月份，再对比明细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