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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使用说明 

1、阅读模式请设置成文档结构图靠左，可根据左边的文档结构图选定查看内容 

 

 

 名词解释       

1. 相关商品：顾客在浏览当前内容时（文章、商品或其它），可以同界面看到的其它商品，

是一种引导顾客浏览的方式。在商城中，如果不手动设置，系统则会自动根据商品分类

来匹配相关商品。 

2. 属性：商品的基本要素，又细分为基本属性与扩展属性，如某手机商品，它的基本属性

为名称，售价等，基本属性是商品的共有属性，在【商品发布】时进行描述； 

3. 扩展属性：是一种对商品增强描述的属性，这种属性不需要按属性统计数量或控制价格，

但其取值范围一般都有一个可枚举的范围，比如手机的网络制式一般就分 GSM、

CDMA、TD-SCDMA、WCDMA、其它制式等几种方式。 

    扩展属性与商品类型相关，在【商品类型】中描述，扩展属性在系统中有二种作用： 

   1）、作为描述性内容，展示在商品的详细描述中； 

   2）、在网站分类页面支持按扩展属性进行搜索。 

4. 规格：对商品的细分，这种细分后的商品一般与库存和价格相关，商品可以有一个或多

个规格，仍以手机为例，外观颜色、内存容量等内容可视为规格，规格的变化可能会引

起商品售价的变化。 

5. 消费者：商城的浏览者，意向购买商品的顾客，可以匿名购买商品，但没有在商城注册。 

6. 会员：已经在商城注册的顾客。 

7. 顾客：消费者与会员的统称。 

8.   N：前 7 天、前 14 天、前 30 天； 

9.   M：任何指定的正值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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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 

 描述 

一个商城的商品少至数件，多到上万件是都有可能的（京东有数十个分类上万个品牌及百万

商品），如何组织管理好这些商品的分类、品牌及商品本身，如何让顾客更方便快捷的找到

自己想要的商品，如何引导顾客更长时间的浏览商城就是“商品”模块要做的事情。 

我们将通过【商品类型】来维护商品的扩展属性与规格，通过【商品品牌】来维护商品的品

牌，该二者可以视为是【商品分类】的补充分类，他们并不是一个商品的必需条件，但如果

设定他们将有助于更好的管理商品。 

 

（商品分层检索示意图） 

商品模块包含商品管理、品牌/标签管理、分类/类型管理及淘宝业务管理四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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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管理 

 商品发布 

商品发布详细操作如下： 

1、选择商品所属的商品分类，如下： 

 

 

2、填写商品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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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属分类】:前面选择的商品所属的商品分类，如果需要修改，可以通过【编辑】进

行重新选择。所属分类在【商品分类】板块进行添加或者修改。 

（2）【商品类型】：选择商品所属的商品类型，选项值需要在商品类型处添加。  

（3） 【品牌】：选择所属品牌，选项值需要在品牌分类进行添加，在商品类型中进行匹配。 

（4）【商品名称】：为商品命名。 

（5）【商品简介】：添加商品简介内容，限定在 300个字符以内。 

（6）【商家编码】：是厂家出厂时为商品分配的编码。 

（7）【计量单位】：可以是克、台、件等。 

（8）【商品标签定义】：可以设置要定义的标签；同时可以点击【添加】添加新的标签。 

（9）【是否为跨境商品】：跨境商品开启之后在订单提交页面需要上传身份证信息，方便

海关进行核实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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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商品扩展属性：在添加商品类型时添加好扩展属性，在上传商品时关联这个对应的

商品类型 

4、运费模板：针对单个商品设置对应的运费模板 

注意：运费模板是在系统板块中的运费模板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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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 场 价】：本站会员所看到的商品市场价。 

（2）【一口价 】：本站会员所看到的商品零售价。 

编辑会员价： 

a、系统会先根据管理员设置的一口价和会员等级折扣公式来自动计算出来。 

b、如果需要对会员价进行调整，系统支持对单个商品设置会员价。直接在会员等级价格处

填写数值即可。 

c、会员的等级折扣公式可以在【会员】-【会员等级】中进行设置。如下图： 

d、调整会员价后，一定要点击页面底部的【确定】按钮才会调整成功。 

 

（3）【成 本 价】：本站会员所看到的商品成本价。 

（4）【 货 号 】：管理员为商品填写的代码。 

（5）【商品库存】：商品的库存信息。销售后系统会自动减少商品库存。 

（6）【警戒库存】：商品的最低库存，在【商品列表】可以利用选择【库存报警】来筛选

出库存不足的商品，及时补充库存。 

 

 

【开启规格】可以对商品设置不同的规格以及不同的价格、库存等信息。 

  可以实现不同规格不同价格 

 a 生成部分规格：可以选择生成部分的规格值组合。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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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增加一个规格：点击对应规格后面的添加 

 c关闭规格：商品只有一种规格时，无需进行规格选择，可以关闭规格。 

 d 在商品类型板块可以设置一种规格值上传规格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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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搜索优化】：进行 SEO 设置，系统只提供设置工具，具体设置方法，可以参考 SEO

相关知识。 

（2）【开启佣金】：可以对商品单独设置推广佣金比例。 

  注意:佣金规则设置请参考推广员板块中推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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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主图】：可以上传5张商品缩略图。首页和详细页面会显示第一张图片。建议图

片尺寸500*500像素，图片太大影响网站访问加载的速度。 

（2）【商品描述】：添加商品详细描述，可以添加文字、图片、视频。 

     注意：1、PC端和移动端可以分开进行设置，若移动端不单独设置则直接引用 PC端内

容。 

      2、支持将商品描述中的外链图片下载到本地服务器中。 

 

 商品列表 

1、商品列表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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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搜索框】：支持按商品的出售状态、商品名称、商家编码、商品分类 、品牌、商品

标签、类型、是否达到警戒库存等条件搜索商品。 

（2）【批量操作】：调整基本信息，如下图： 

 

 

 

a、【商品上架】：批量设置商品上架，商品在前台可以被查看，顾客可以购买。 

b、【商品下架】：批量设置商品下架，商品在下架区可以被查看，顾客无法购买，适用于

缺货或其它原因临时下架的商品。 

下架区是系统的一个内置页面，使用时需要通过“页面”-“页面管理”-【设置页头】进行

配置。 

c、【商品入库】：批量设置商品入库，商品在前台无法被查看，适用于不再出售的商品。 

d、【设置包邮】：批量设置商品设置包邮。 

e、【取消包邮】：批量设置商品取消包邮，取消包邮之后，运费按配送方式计算。 

f、【调整基本信息】：将选中的商品以二维列表式显示，可以方便调整商品名称，商品编

码以及市场价。 

    (a)批量为商品名称增加前缀和后缀。 

    (b)批量替换商品名称中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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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单独手动修改商品名称。 

   （d)单个商品的商家编码和市场价的修改。 

修改信息后在页底处保存设置即可。如下图： 

 

g、【调整显示销售数量】：修改前台商品显示的销售数量，如下图： 

 

a、直接调整前台显示的销售数量。 

b、通过公式来调整前台显示的销售数量。 

    c、直接调整前台显示的销售数量。 

 

 

d、【调整库存】：可以对已选的这些商品的库存直接改成某个值，或增加/减少某个值，也

可以手工输入您想要的库存后在页底处保存设置。 

i、【调整会员零售价】：如果会员等级价没填，系统会自动按等级折扣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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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对已选的这些商品直接调价或按公式调价，也可以手工输入您想要的价格后在页底处

保存设置。 

j、【调整商品关联标签】：可以批量调整商品关联标签 

（3）【相关商品】：如果不设置，系统则会自动根据商品分类来匹配相关商品 。 

a、可以通过商品分类、商品名称搜索需要添加的商品。 

b、手动添加相关商品时，可以单个商品添加，也可以整页商品一起添加。 

c、已经添加的商品，可以直接单个删除，也可以清空列表全部删除。 

（4）【编辑、删除】：可以单独编辑、删除单个商品，或者如下图全选或者多选某几个商

品然后删除。 

（5）【门店库存】：可以直接查看该商品在哪几个门店有库存。 

 

 

注意事项： 

    1）、商品上架、下架、删除可以进行批量操作，商品随时都可以删除；删除后的商品

会进入【商品回收站】，可以恢复，已删除的商品不会对之前产生的订单、采购单产生影

响； 

2）、下架区的商品，在首页显示此商品已下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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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上架的商品，消费者是不可见。 

4）、未分类的商品，前台不会显示，但可以搜索。 

5）、商品的任何编辑，不会对之前产生的订单、采购单产生影响。 

 商品回收站 

功能： 

 对被删除的商品进行彻底清除或还原操作。 

说明：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误删除给客户带来的不便，系统中对商品的删除都是软删除，商品被

删除后会集中到回收站，只有在商品回收站中才可能彻底删除商品，同时，如果需要，可以

将被删除的商品还原到出售、下架及仓库状态中。 

 

1、商品回收站显示如下： 

 

 

 

具体操作： 

还原操作：可以将商品还原到出售中、下架区、仓库里。 

彻底删除：系统会提示是否删除商品图片；彻底删除的商品不能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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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咨询 

商品咨询：会员在商品详情页商品咨询处提出的咨询，在管理员回复后会在前台显示。 

 

                   （商品咨询前台效果） 

1、如何提交商品咨询： 

在商城前台>>商品详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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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品咨询管理员后台操作如下： 



 17 

 

（1）手动设置商品咨询的查询条件。 

（2）会员在前台提交的商品咨询详细信息显示。 

（3）管理员回复选中的商品咨询。 

（4）回复的咨询显示在后台已回复咨询中，只有已回复的咨询才会在前台商品详情页，商

品咨询处显示出来。 

 

 商品评论 

一、前台会员评论 

1、会员评分：评分为五分制，1 分为差评；2--3 分为中评；4--5 分为好评，对应前台的好

中差评分类展示 

2、会员评论内容：最多限制 500 个字符 

3、会员晒图：最多允许上传 5 张图片，图片大小不允许超过 2m，上传后在按钮旁边显示小

图，其尺寸为 40*40，鼠标移上去显示删除字样。点击后即删除。前台图片的放大效果仅在

查看晒图时点击才有。后台管理员可以点击查看大图 

4、商品图片显示调用 80*80 尺寸 

5、商品评论：交易成功且没有结束交易的商品才可以被会员评论，管理员在后台可以进行

删除或者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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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商品评价前台效果） 

 

1、如何提交商品评论： 

在商城前台>>商品详细页： 

 

 

2、后台商品评论操作如下： 

 

 

（1）手动设置商品咨询的查询条件。 

（2）会员在前台提交的商品评论详细信息显示。 

（3）删除该条评论，如果选择删除，那么该条评论在前台也会删除。 

（4）管理员对评论进行回复，回复内容可以在前台进行展示。 

 批量上传商品 

 根据商品分类与品牌及状态将淘宝或拍拍数据包中的商品进行批量上传； 

 从本地导入不超过 40MB 的商品数据包。 

 

批量导入分为从本地数据包导入、从淘宝数据包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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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淘宝数据包导入设置如下图： 

 

目前支持导入导出淘宝助理 5.0及 5.0以上版本数据包，因 5.0以上版本数据包与 5.0数据

包一样，系统中没有单独列出 5.5以上版本选项，导入导出 5.0以上版本数据包时直接选择

5.0即可。 

 

（1）导入插入版本：目前支持淘宝助理5.0及以上版本。 

（2）导入数据包文件：如果数据包小于40M可以直接在后台上传，再导入，如果数据包大

于40M需要把数据包文件上传到服务器，再进行下拉选择。 

注意：淘宝数据包的来源： 

1.本商城系统本身导出的淘宝数据包； 

2.淘宝助理导出的数据文件，在这里导入前先把 CSV 文件和图片文件夹都命名为 products 

然后选中两个打成 zip 的压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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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分类：选择要导入的商品分类，即将上传的 CSV文件里面的商品需要上传到哪个

商品分类下面。 

（4）商品品牌：选择要导入的商品品牌。 

（5）商品导入状态：有三种状态，出售中，下架区，仓库中。 

2、从本地数据包导入： 

操作与从淘宝数据导入一样，需要将商品的相关信息录入到淘宝助理中，再从淘宝助理中导

出的数据包。以 zip格式打成压缩包 。 

 

 批量导出商品 

 将指定商品状态（出售、下架、仓库）下的商品批量导出成淘宝、或本地数据包 

 

系统提供制作淘宝助理数据包、拍拍助理数据包，制作方法相同。 

商品数据包制作如下图（以淘宝数据包为例）： 



 21 

 

（1）商品筛选条件：可以根据多种条件组合筛选出想要导出的商品。 

 

（2）导出版本：目前只支持本地数据包、淘宝助理5.0,5.7及以上版本数据包、拍拍助理2013。 

（3）导出库存数量：是否导出库存。 

 

（4）点击“除外”操作，该商品不导出。 

特别说明：导出为本地商城数据包时，导出商品图片(不含商品描述中的图片)，这个选项是

指，是否需要导出商品缩略图（系统把上传的图片中进行缩小形成缩略图用于网站首页和详

细页面进行展示）。 

 商品扩展分类 

 对商品的扩展分类进行管理（添加、删除、批量添加、批量删除、批量移动） 

商品可以没有品牌，不设类型，但分类是必须有的，而一种商品根据划分方法不同往往可以

分属多个商城分类，但在发布商品时只能选择一个分类，在系统中，我们称它为主分类，而

要再增加商品所属分类时我们可以通过扩展分类来解决，比如将爱马仕手提包的主分类设为

“箱包-手提包”，然后在扩展分类中给其附上另一种分类“奢侈品-手提包”，这样，在前

台搜索时，通过这二种分类都能找到同一款产品，在系统中，最多我们可以给同一款商品设

置 5 个扩展分类。 

1、商品扩展分类显示如下： 

删除商品分类后，原店铺分类下的商品归属为未分类商品。 

http://item.jd.com/10092430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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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筛选条件：可以通过筛选条件查找商品。 

（2）单个商品设置扩展分类：系统支持一个商品同时归属为两个店铺分类，此处为单个商

品单独为设置扩展分类,最多支持扩展第五分类。 

（3）【转移商品分类】：可以单选或者多选商品，对选择商品进行批量转移。 

（4）【批量设置商品分类】：此处为选择的商品批量设置扩展分类。 

说明： 

<1>在这里可以把没有分类的商品转移到任意一个分类之中，同时也可以为某个商品添

加扩展分类，让一个商品同时归属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商品分类。 

<2>使用助理上传的商品，如果在其他分类找不到该商品，可以在未分类商品里面查找。 

<3>未分类商品，前台不会显示，但是可以手动搜索该商品。 

 品牌/标签 

 商品品牌 

1、品牌管理页面显示如下： 

可以通过品牌名称查询品牌、设置品牌顺序，品牌管理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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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新品牌 

 

 



 24 

(1)【品牌名称】：设置品牌名称。 

(2)【品牌 logo】：上传该品牌 logo。 

(3) 【品牌官方地址】：设置该品牌的链接地址，格式如（海商）：http://www.hishop.com.cn/ 

(4)【URL 重写名称】【搜索关键字】【关键字描述】：方便客户进行内容优化，利于搜索

引擎收录。 

（5）【品牌介绍】：品牌介绍内容限制在300字符以内。   

（6）【关联商品类型】：用于前台渐进搜索。 

 

 商品标签 

商品标签，定义商品所属的各个标签，如果在上架商品时给商品指定了标签，则首页、商品

分类页面可按标签查看商品。 

商品标签是供商品搜索的又一个筛选条件，设定后会显示在商品的查找界面。 

 

（商品标签前台效果） 

1、商品标签管理页面显示如下： 

对该商品标签进行编辑或删除操作。 

 

 

 

3、添加标签： 

 

标签名称：不能为空。 

http://www.lenov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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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配置 

 商品分类 

1、商品分类管理页面显示如下： 

 

（1）全部展开如下图： 

系统默认是全部展开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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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部收缩效果如下图： 

 

 

（3）调整修改单个分类或批量对多个分类的显示顺序。 

（4）将该商品分类内的商品转移到其他商品分类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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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编辑或者删除该商品分类。 

 

 

3、添加新商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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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类名称】: 在这里填写分类的名称。 

（2）【上级分类】: 如果是子分类，则需要在这里选择上级分类。如果是顶级分类则可以

省略 

（3）【商品类型】：为分类设置默认的商品类型。 

（4）【分类图标】：商品分类显示的图标。（注意：此功能效果展示根据模板不同而显示

与否） 

（5）【货号前缀】: 商家编码前缀长度限制在 5 个字符以内，前缀只能是字母数字-和_。 

（6）【url 重写名称】：为了区分商品分类的链接地址，在这里可以设置某个分类的重写

url。比入靓丽包包的 url 重写地址为 bag，那么在前台打开这个分类的时候，在地址栏中 url

会增加一个 bag。 

（7）【搜索标题】：分类标题 SEO 设置，系统只提供设置工具，具体设置方法，可以参考

SEO 相关知识。 

（8）【搜索关键字】:在这里设置分类商品搜索时的关键字，客户可以通过这个关键字搜索

到相关的商品。比如靓丽包包这个分类可以设置搜索关键字为背包，这样客户就可以通过背

包这个关键字搜索到相关的商品。 

（9）【搜索描述】: 通过一段文字对分类进行简单的描述。 

（10）【分类广告】: 通过一段文字或者图片介绍分类，该处类容在该分类页处显示。 

 商品类型 

商品类型是一系属性的组合，可以用来向顾客展示某些商品具有的特有的属性，一个商品类

型下可添加多种属性.一种是供客户查看的扩展属性,如图书类型商品的作者，出版社等；一

种是供客户可选的规格,如服装类型商品的颜色、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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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类型管理： 

商品类型页面显示如下 

 
（1）通过商品类型名称搜索。 

（2）编辑或者删除该商品类型。 

 

2、添加新商品类型： 

 

（1）【商品类型名称】：为商品类型命名，长度限制在1-30个字符之间。 

（2）【关联品牌】：为商品类型匹配品牌，关联品牌后，在上架新商品时可以选择品牌。

这里的品牌名称需要提前在【品牌】中进行添加。 

在系统中，维护品牌与商品的联系有二处地方，一处是在此，另外在【商品品牌】中也可以

为品牌匹配商品类型，二者关联后，在上架新商品时可以选择此类型的相关品牌（样例中由

于我们是空白商城，还没有建品牌，此处不选择）。 

 

3、添加扩展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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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扩展属性，如下图所示界面。 

扩展属性是在展示商品时，供客户查看的。 

 

（1）【属性名称】：为属性命名。 

（2) 【是否支持多选】：勾选代表可以多选。 

（3）【属性值】：扩展属性的值，多个属性值可用“,”号隔开，每个值的字符数最多15

个字符，不允许包含脚本标签和\(反斜杠),系统会自动过滤。 

4、添加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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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格名称】：设置规格的名称 

（2）【可上传规格图】：选择是否可以上传规格图，如果有多个规格，只能选择一个规格

上传规格图。 

（3）【添加规格属性】：规格值，多个规格值可用“,”号隔开，每个值的字符数最多 15

个字符，不允许包含脚本标签和\(反斜杠),系统会自动过滤。 

 

 

 

 

扩展属性和规格设置完成后，在上传商品时就可以 进行选择，前台的展示效果如图： 



 32 

 

 

 淘宝业务管理 

 直通精灵介绍 

直通精灵是一款实现独立商城系统与淘宝店铺互通的工具，主要实现了独立商城商品与淘

宝卖家商品的双向同步， 

淘宝卖家产生的订单也能同步到独立商城来进行打单，发货，统计功能等并能将发货状态

同步到淘宝店。 

一、定购直通精灵与绑定商城 

1、点击”马上定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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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按月、季度、半年或一年来定购，为了不影响您的网站运营，建议按年定购。 

 

3、定购成功后，点击后台右上角【淘】 

 

4、点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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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直通精灵成功绑定独立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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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直通精灵中下载淘宝订单 

（1）点击淘宝订单 

 

（2）下载淘宝订单 

在直通精灵下载淘宝订单，只能下载从商城 发布到淘宝的商品的订单  

 

（3）下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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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返回商城后台，将成功下载的订单发货 

（1）此为刚下载成功的订单，点击发货 

 

（2）商城后台发货成功后，返回淘宝店铺查看“已发货”的订单 

 

 

（3）发货成功，淘宝中运单号码 与物流公司信息与独立商城信息同步。 

只有直通精灵是登陆状态，才只需要在商城后台发货，淘宝店的订单会自动同步发货； 

如果不是登陆状态，那么在商城后台发货操作一次后，还需要再到直通精灵上再次点发货操

作，淘宝店铺订单才会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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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返回直通精灵--淘宝商品 

（1）选择淘宝商品 

 

（2)勾选商品，下载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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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载成功后，回到商城后台，可查看刚下载的商品 

 

五、返回直通精灵--商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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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可制作淘宝格式数据，选择一键发布 

不要重复发布商品到淘宝，以免扣分 

（1）选择制作淘宝格式数据 

 

（2）设置好商品信息后，点击“确认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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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发布到您的淘宝店铺 

 

（4）发布参数设置好后，点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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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商城中的商品发布商品到淘宝成功 

（1）淘宝店铺的发布状态 

 

（2）直通精灵中商品的发布状态为”已发布” 

 

直通精灵的操作步骤分为 

（1）订购直通精灵与绑定商城 

（2）在直通精灵页面，下载淘宝订单 

（3）返回商城后台，将成功下载的订单发货。发货成功，淘宝中运单号码 与物流公司信息

与独立商城信息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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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返回直通精灵--淘宝商品--下载商品，下载成功后，回到商城后台，可查看刚下载的

商品 

（5）返回直通精灵--商品同步 

（6）可制作淘宝格式数据，选择一键发布 

（7）独立商城中的商品发布商品到淘宝成功 

请注意： 

（1）在直通精灵下载淘宝订单，只能下载从商城 发布到淘宝的商品的订单 

（2）只有直通精灵是登陆状态，才只需要在商城后台发货，淘宝店的订单会自动同步发货； 

如果不是登陆状态，那么在商城后台发货操作一次后，还需要再到直通精灵上再次点发货操

作，淘宝店铺订单才会同步。 

（3）一键发布商品时，不要重复发布商品到淘宝，以免扣分 

 订单 

 描述 

本章节主要介绍“订单”相关的功能，通过本章节，我们可以了解到订单的工作流程，订单

的相关设置以及退换货的条件、在哪使用快递模板打印快递单据等等。 

订单相关模块包含订单管理、退换货（款）、单据管理及快递单管理四个子模块。 

 订单管理 

当顾客对商品确认购买时，就会产生订单，订单的正常生命周期会根据进展最多可以分为以

下六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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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列表 

订单状态说明： 

1. 所有订单：此处能看到所有状态的订单，所有的操作也能在此处执行，是订单的一

个汇总集合； 

2. 等待买家付款：即买家选择在线支付但还有没支付的订单； 

3. 待自提：即需要去门店自提的订单 

4. 等待发货：线上已付款或线下支付但未发货的订单； 

5. 已发货：已发货，等待顾客签收的订单； 

6. 成功订单：已被确认签收的订单； 

7. 已关闭：未及时付款且未发货或其它原因而关闭的订单。； 

8. 历史订单：三个月以前的已完成订单。 

注：还有一个未在订单列表中的状态“交易结束”：指成已成功 N 天后的订单，处于这个

状态的订单无法进行退换货操作，同时也无法进行评论。N 在【订单设置】中配置。 

 

1、订单列表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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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搜索查询】：可以根据订单状态，订单编号，会员名称，时间段，配送方式，

门店，订单来源，商品名称，收货人，打印状态，联系地址作为筛选条件来筛选订单。 

（2）【下载配货单】：导出内容只包括等待发货状态的订单，订单配货表不会合并相

同的商品,商品配货表则会合并相同的商品。 

 

   （3）【批量打印】: 包括打印快递单和打印发货单 

 

        （1）打印快递单：只有等待发货状态下的订单才能打印快递单。 

         第一步：选择需要"批量打印快递单"的订单，系统支持单独勾选、全选、反选。 

         第二步：确认收发货任信息、快递单模板信息，点击"批量打印快递单"，将创建

打印任务。（如果未安装打印控件，那么根据提示先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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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打印快递单的时候，请先确认电脑本地是否有安装快递单打印机，确认后打印。 

 

 

       （2）批量打印发货单：等待发货，已付款的订单可以打印发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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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多操作：包括批量发货和订单导出 

 

     （1）批量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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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设置后，点击批量发货，完成批量发货操作。 

 

     (2)订单导出： 

第一步：选择需要导出的订单，点击订单导出。 

 

第二步：订单导出为一个 CSV 的文件，包括：订单号，下单时间，付款时间，完成时间，

用户名，买家真实姓名，收货地址，详细地址，邮编，收货人姓名，电话号码，手机号码，

发货时间，配送方式，运费，发货单号，订单总金额，订单奖励积分，商品总金额，订单总

利润，商品明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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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删除】：只有等待买家付款，已关闭和历史订单才能进行删除操作。其他状态下的

订单都是不能删除的。 

（6）【批量打印电子面单】：需要授权淘宝店铺，登录淘宝店铺，进入设置签订自己所需

的物流公司，然后将对应的信息配置好 

 

1.需要先去淘宝完成授权 

2.输入淘宝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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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顺丰的需要在这个平台配置，其他的物流公司直接在淘宝店铺里配置 

（7）【匹配门店】：如果订单是匹配到门店此处显示的是门店名称，如果订单匹配的是平

台，则此时显示平台。 

（8）【操作】： 

a分配门店：如果是分配到平台的订单显示的是分配门店的操作，可以将订单分配到门店。

如果是分配到门店的订单显示的是更改门店的操作。可以更换门店或者是更换到平台。 

 

 

b 门店发货： 

 客户付款之后，管理员可以将订单分配到门店发货，点击【分配门店】选择对应的门店，

手动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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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备注：可以对该订单添加备注信息以及设定一个方便自己查看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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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订单详情：此处可以为该订单从礼品列表中添加礼品，修改订单的价格，发货地址等

相关信息，但是如果订单状态变成已付款，那么将无法修改订单价格。 

 

 

a【修改价格】：【等待付款的订单】如果价格有误，可以对订单数量、支付的手续费、商

品的价格、运费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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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添加订单礼品】：可以手动给客户添加赠送订单礼品。 

（1）按照礼品名称搜索，手动调整赠送礼品数量点击添加。 

 

 

(2)礼品需要先在【营销】---【礼品列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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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设置 

订单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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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期自动关闭限时抢购订单】：买家提交订单后未付款时间超过设置的有效时间，订

单将自动关闭。 

2、【过期几天自动关闭订单】：下单后过期几天系统自动关闭未付款订单。 

3、【发货几天自动完成订单】：发货几天后，系统自动把订单改成已完成状态。 

4、【完成几天自动结束交易】：订单完成几天后，系统自动结束交易，不得再申请退换货 

服务。 

5、【完成几天订单自动5分好评】：订单完成几天之后，系统自动五分好评。 

6、【订单支付短信通知发货人】：订单支付后系统发短信通知发货人。 

7、【提供发票】：开启后买家下单可以索取发票，设置发票收税比率，0表示顾客将不承担

订单发票税金：不开启则不需要设置收税比率，且买家下单查看不到发票 

8、【跨境商品实名认证】开启后，商品可设置实名验证，提交订单时用户需要提交身份证

信息，可以选择仅认证身份证号或者验证身份证及身份证正反面照片两种选项 

9、【上门自提】 开启后，买家下单可选择上门自提，且运费默认为0 

 

 退换货（款） 

 退款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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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通过【订单编号】、【待处理】、【已处理】、【已拒绝】状态来查询退款单。 

2、可以查看订单的详情、处理状态。 

3、【处理】：可对退款申请单进行确认和拒绝退款的操作，并进行备注。 

 

退款后，系统将会根据买家的申请退款方式进行退款。如果选择的是预付款，则会直接退到

预付款中。如果选择的是银行的方式，则需要管理员通过线下方式转账。 

  流程：管理员同意退款之后直接点击确认退款给客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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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货申请单 

1、可以通过【订单编号】、【待处理】、【待用户发货】【用户已发货】、【已完成】、

【已拒绝】的处理状态来查询。 

2、可以查看订单的详情。 

3、【处理】可对退货申请单进行确认和拒绝退货及退款的操作，并进行备注。 

退款后，系统将会根据买家的申请退款方式进行退款。如果选择的是预付款，则会直接退到

预付款中。如果选择的是银行的方式，则需要管理员通过线下方式转账。 

 流程：管理员同意退货之后，需要客户发货，并在会员中心确认发货，填写物流单号，确

认发货之后管理员后台订单变为用户已发货，管理员收货确认之后完成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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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货申请单 

 

1.可以通过【订单编号】、【待处理】、【待用户发货】【商家已发货】、【已完成】、【已

拒绝】的处理状态来查询。 

2.可以查看订单的详情。 

3.【处理】可对换货申请单进行确认和拒绝换货的操作，并进行备注。 

流程：管理员同意换货之后，需要客户发货，并在会员中心确认发货，填写物流单号，确

认发货之后管理员后台订单变为用户已发货，管理员收货确认之后完成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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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认换货之后订单列表页面该订单显示【待用户发货】状态。 

 

 

 快递单管理 

 快递单模板 

快递单模板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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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启用该快递单模板，如果此处不是勾选的，那么该快递单模板将不会在打印订单的

时候显示。 

2、编辑选中的快递单模板。 

3、在打印项位置不变的情况下，更换其他的快递单模板。 

 

4、删除选中的快递单模板 

注意：当收货人地址过长时，可能会出现部分地址不可见的情况，建议可以通过多添加省级、

市级、县/区级三个地址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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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打印项 

1、自定义项列表显示如下： 

可以查看自定义打印项名称、内容，并可以进行删除操作。 

 
2、添加自定义打印项： 

输入名称、和内容保存即可。 

 

 

 发货人信息管理 

1、发货人信息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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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现有发货人信息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2、添加发货人信息，设置好发货人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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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 

      1，发货点、发货人姓名、发货地区、发货详细地址：用于在快递单打印时显示的发

货人信息。 

       2，手机号码：如果是默认发货人信息，在消息提醒板块--配置好手机消息后，可

以设置订单付款后有短信通知发货人手机。 

        3，微信 OpenId、获取 OpenId：如果是默认发货人信息，在消息板块--配置好微

信消息后，发货人微信扫描获取 OpenId的二维码，订单付款后有微信消息推送到发货人的

微信。 

 同步京东 

 参数设置 

1、Appkey 和 AppSecret 请商家去京东接入自研应用后获得。获取指南链接：

https://jos.jd.com/doc/channel.htm?id=68 

https://jos.jd.com/doc/channel.htm?id=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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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商家自研应用 

卖家自研应用（商家接入流程） 

正式环境访问地址： https://jos.jd.com/ 

如果您是具有开发能力的商家希望自主开发工具/软件/系统，用于自身店铺经营所用； 请创建“卖家/自

研应用”。 

卖家/自研应用 限商家账号创建，主子账户登录宙斯控制台均可看见店铺已创建的应用，需创建应用的账

户有编辑应用的权限。 

JOS 为商家应用开放以下 API 权限：类目服务 商家服务 商品服务 SKU 服务 订单服务 售后服务 配送服

务 促销服务 

卖家自研应用接入运营规则： 

公告详情 

1）要求您是京东的入驻商家，符合以下申请资质，JOS 审核通过后可创建。 申请开通“自研应用”，请

将如下表格信息发送至 jos@jd.com 进行审核（申请资料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核） 

店铺信息： 

商家 ID（1）   商家 ID（2）   

入驻时间   公司名称   

https://bbs.zone.jd.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46&extra=page=1
mailto:jos@j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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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 POP 运营 

如有不明，请咨询贵公司商务或运营人员 

（京东为每家店铺分配固定的运营人员，称为 POP 运营） 

Appkey 仅 2014 年 3 月 31 日之前对接的商家需要提供 

公司资质（营业执照） 请以图片附件形式发送 

ERP 截图（5 张） 请以图片附件形式发送 

研发人员联系方式 

姓名   座机   

手机   邮箱 只能为公司邮箱 

QQ       

 

2) 2014 年 3 月 31 日之前自主研发对接的商家，请按以上表格重新提交自研应用证明资料，才可以继续使

用。否则 2014 年 6 月 1 日起，软件无法再处理京东商品和订单等业务。  

3) 商家自研应用流量限制不变；如商家自研应用存在不合理调用，京东开放服务平台有权停止该应用的接

口调用权限。 

应用接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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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成为开发者商家直接使用商家账号和密码登录 https://jos.jd.com，补充相关资料成为京东 JOS

开发者身份 

 

 

3）创建应用登录状态下，进入 https://dev.jd.com/devIndex.action 。 

填写应用名称，应用类型为"卖家/自研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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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应用信息，并上线测试， 

 

 

线上测试阶段您可以测试线上 API，每天 500 次，授权有效时长为 24 小时。 

测试完成后，在应用基本信息页，你可以直接上线运行，运行后，授权有效时长为一年，只能授权自身店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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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存 AppKey 和 AppSecret 后，再点击“前往生成”，再按操作提示生成 AccessToken 

 

 

 

2、保存 AppKey 和 AppSecret 后，再点击“前往生成”，再按操作提示生成 Access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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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订单 

参数设置成功之后就可以点击同步京东订单到后台，在订单列表中可以通过【订单来源 

】京东订单查询。 

 

 会员 

 描述 

本章节主要介绍“会员”的概念及相关设置，通过本章节，我们将了解到什么是会员，会员

的产生，会员的分级，会员等级的作用，商城与会员的互动及如何对会员进行分类从而实现

针对性的深度营销等内容。 

会员设置包含会员管理、会员深度营销、客户反馈及信任登录四个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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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管理 

 会员列表 

当顾客注册了商城帐户或通过信任登录进入系统，就自动成为了商城的会员，会员通过购物

获得积分，累计积分可以提升会员等级，不同等级的会员可以在商城内享受不同的折扣价格

来购取商品。 

 

会员列表查看页面如下： 

 

 

 

1、通过购买力筛选会员。 

 

1）最近消费时间、消费次数、消费金额、订单均价、商品分类、会员标签从多个维度对会

员的购买力进行筛选，可以对筛选出的会员精准赠送优惠券、设置标签、群发信息和进行

APP推送，提升会员留存率必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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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购买力条件的内容可以自定义添加 

PS:自定义添加的内容不会保存，是一次性用于搜索，页面刷新之后就会删除。 

 

3）针对会员进行群发消息（通过短信、邮件、站内信、APP 推送的方式给指定会员推送消

息；短信和邮件群发，需要在后台配置好信息，其中短信还需要在短息平台购买短信）、设

置标签、赠送优惠券。 

2、通过登录帐号、姓名/昵称、注册时间、会员等级、会员来源、会员标签查询会员，并将

会员的数据导出来存放在本地。 

3、通过短信、邮件、站内信、APP 推送的方式给指定会员推送消息；短信和邮件群发，需

要在后台配置好信息，其中短信还需要在短息平台购买短信。 

4、不同的会员设置不同的标签 

 



 71 

5、选定会员进行赠送优惠券（优惠券在营销板块进行添加，领取方式选择指定发放的优惠

券） 

 

6、可以对会员按照消费金额、积分、预存款、订单数进行排序，方便管理员对会员进行深

度营销 

 

7、查看会员基本信息、统计信息、购买记录 

 

8、编辑修改客户基本信息、登录密码、交易密码 

（1）基本信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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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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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改交易密码： 

 

9.支持会员的导入，后台有给定文件格式 需要先按照要求将文件上传 

 

 

 会员等级 

会员等级与积分相关，当积分达到一定级别时会提升会员等级，享受分级会员待遇。 

 



 75 

1、会员等级设置如下： 

 

该处显示所有会员等级的详细信息并可对现有会员等级进行编辑、删除、设置默认会员等级

的操作。 

2、添加会员等级： 

添加会员等级设置如下图 

 

（1）【会员等级名称】：设置该会员等级名称。 

（2）【积分满足点数】：设置会员等级积分满足点，当客户的积分达到这个满足点的时候，

客户的会员等级自动升级到该相应等级。积分满足点一定要设置，否则可能会导致会员等级

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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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员等级价格】: 当前会员等级可以享受的商品购买优惠比率。 

 

（会员等级设置及前台效果比较） 

（4）【设为默认】设置是否将该会员等级设置为客户注册之后默认的会员等级。 

（5）【备注】为该会员等级添加备注信息。 

 

 标签管理 

对会员标签进行管理，可以查看该标签下的会员数 

 

1、添加标签：可以按照累计成功交易数或交易额设置标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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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不同标签下的会员人数 

3、对当前标签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会员分层 

商城会员留存甚至要比会员拉新更重要，那么商家掌控会员动态和进行分层管理对商城运营

来说至关重要。通过饼图和数据将会员状态直观体现，点击可链接到对应分组的会员列表。 

可以对筛选出的会员精准赠送优惠券、设置标签、群发信息和进行 APP 推送，维护会员必

备！ 

 

1、新注册会员：查看当日、本周、本月新增会员数 

 

2、会员消费：通过消费会员人数查看消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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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跃会员：按照 1、3、6 个月，3 个时间段会员消费次数划分为不同级别的活跃会员。 

 

 

4、休眠会员：按照 1、3、6、9、12 个月，五个不同是时间消费情况划分不同级别休眠会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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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分管理 

对商城会员积分进行管理，查看、编辑修改会员积分，设置不同的积分规则 

积分可手动进行增加或者减少 

 

1、积分规则设置：设置积分获取和抵扣规则 

1）积分获取规则，可以设置注册会员赠送积分、每日签到送积分、连续签到送积分、购物

消费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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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注册会员奖励积分：新会员注册时可以获取的积分数。 

B、每日签到奖励：在 PC端，移动端会员中心签到可以获取的积分数。 

C、连续签到送积分：会员连续签到送积分数。（PC端和移动端同步） 

D、购物消费奖励积分：订单金额除去运费，奖励的积分数。 

E、商品评论送积分，订单中包含多个商品，是分开进行评论分别获取积分的。 

 

2）积分抵扣规则：可设置抵扣订单金额、最高可抵扣的订单比例、积分是否与优惠券同时

使用 

注意：积分抵扣活动不与团购、限时抢购和火拼团同时使用 

 

 

A、抵扣订单金额消耗积分规则：在订单提交页面可以用积分抵扣订单金额。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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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最高可抵扣比例：积分可抵扣的比例，主要是为了保证最低的利润。 

 

2、通过会员名、会员等级查询会员 

 

3、批量操作修改会员积分 

 

4、单独调整某个会员积分、查看会员的积分来源、消费情况，并通过不同来源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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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款管理 

 

 预付款管理 

预付款是针对商城会员的一项便利措施，会员可以通过开通、充值往预付款帐户中添加小额

资金，这样在购物、退款等商城内的资金操作中均可以方便的使用该帐户。 

说明： 

预付款是直接注册账号就直接开通，注册之后在 PC 端和移动端都会提示会员设置交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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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点击顶部的去设置 设置交易密码  也可以在会员中心预付款账户中点击设置 

 

 

预付款管理如下 

 

（1）通过会员名称、会员真实姓名手动查询会员预付款。 

（2）商城会员账户里面的预付款信息。 

（3）为选定的会员手动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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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看选定的会员预付款消费的明细。 

 

 预付款报表 

会员预付款报表如下： 

 

（1）通过用户名、交易时间查询会员预付款报表。 

（2）商城会员账户里面的预付款信息。 

（3）生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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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现管理 

 提现设置 

 

1、是否开启预存款提现，可以设置是否允许预付款提现功能。 

 提现申请 

1、会员提现申请如下： 

（1）前台会员提交提现申请填写提现信息： 

注意：提现金额在管理员未处理改提现申请之前将会显示在【】提现冻结金额中，并不能

用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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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用户名、交易时间查询会员提现报表。如果后台开启了支付宝和微信批量转账那

么会员可以在前台申请提现中选择提现到微信或者支付宝中，后台可以进行微信和支付宝批

量付款。 

 

（2）会员提现申请的金额的详细信息。 

（3）会员提现使用的银行账号信息，当鼠标经过该图标时，将会显示会员的银行账号信息，

该处信息的设置是会员在会员管理中心提现申请里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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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同意该提现申请，如果选择接受，表示该申请被同意并已经完成该提现申请，管

理员需要在将分销商提现的金额汇入会员的银行账户，如果选择拒绝，该提现申请则不成功。 

 提现报表 

1、提现报表如下： 

 

（1）可以手动搜索想要查询的会员或者一段时间内的提现记录。 

（2）会员提现金额的详细信息。 

（3) 生成会员提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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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内信 

 

 收件箱 

1、前台--会员中心-- 给管理员发消息--显示后台收件箱中 

 

 

（1）可以回复，删除。  

 发件箱 

发送站内信给会员：点击发送站内信--填写消息内容--选定发送给指定会员（在下方输入框

中输入会员名称）或者发送给指定的会员等级（选择相对应的等级）--点击发送--发送至后

在前台会员中心收件箱中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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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登录 

商城支持微博、QQ、微信、淘宝账号、支付宝账号等第三方平台的帐号登录。 

通过后台开启配置可登录的第三方账号，在会员登录界面也会相应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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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信任登陆设置图文步骤》 

 信任登录 

1、系统支持 QQ信任登录、淘宝信任登录、支付宝信任登录与新浪微博信任登录，配置完成

后可在 PC端和移动端显示相应的信任登陆图标。 

 

 

 一、现以 QQ 信任登录配置为例进行讲解，具体如下： 

QQ 信任登录 
QQ信任登录须知： 

1、签约信任登录之前必须要先绑定授权自己的独立域名（网店授权域名）。 

2、名称：可以输入网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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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介：对网站进行介绍 

4、提供方：可以填写公司名称或者网站名称 

5、网站地址：网店授权域名，需要带 HTTP 

6、申请 QQ 信任登陆的回调地址： 

http://域名

/openid/OpenIdEntry_hishop.plugins.openid.qq.qqservice.aspx 

域名前面要加 http:// 

 

1、进入网店后台——会员——信任登陆---信任登录列表，点击 QQ

信任登陆“在线申请”或者直接打开：http://connect.qq.com/ 

 

 

2、点击“登陆”，输入 QQ 信息后登陆--完善开发者资料审核之后创

建应用。 

注意：开发者资料可以创建个人/企业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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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发者信息审核通过之后，点击应用管理---创建应用--选择创建

网站应用。 

 

 

 

 

4、选择行业、填写网站名、网站简介--创建应用 

网站名称：输入网站名称 

简介：对网站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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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填写网站相关信息--上传网站 logo 图标--提交审核 

网站域名：网店授权域名，需要带 HTTP 

回调地址：http://域名/openid/OpenIdEntry_hishop.plugins.openid.qq.qqservice.aspx 

域名前面要加 http:// 

提供方：可以填写公司名称或者网站名称 

备案号：网站域名备案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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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用审核成功之后配置好 APP ID 与 App Key 在网站后台就可以

使用 qq 信任登录。 

 

 

 

 

 

 

 

注： 

1)粘贴时不要粘贴入空格，否则会设置不成功。 

2)会员必须使用申请 QQ 信任登录时申请的域名进行访问网站，否则无法通过 QQ快捷登录。 

二、淘宝、支付宝、新浪微博信任登录申请与配置方法与设置方法可参考 QQ 信任来操作： 

1、淘宝开放平台地址：http://open.taobao.com/index.htm 

2、支付宝信任登录申请地址： 

https://b.alipay.com/order/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2013052704023441 

注意： 

    1)必须先与支付宝签约任【支付宝即时交易】收款服务，才能申请支付宝快捷登录； 

    2)由于支付宝不支持团购类网站签约快捷登录，如果商城首页有“团购”显示，请选择不

含“团购版块”模板，申请成功后再更换回来。 

新浪微博开放平台地址：http://open.weibo.com 

 

微信信任登录申请地址：https://open.weixin.qq.com 

建议申请信任登录前，客户参考信任登陆相关文档（文档可以联系对接人员获取）。 

http://open.taobao.com/index.htm
https://b.alipay.com/order/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2013052704023441
http://open.weibo.com/
https://open.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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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员 

 描述 

本章节主要介绍“推广员”的概念及功能，推广员是推广分佣机制的主要角色，而推广分佣

机制是商城的核心亮点之一，善用好推广分佣将给商城带来高质量的流量，大大节省商城的

营销费用，同时带来可观的销售收益。 

推广员管理包含推广员管理、佣金管理二个子模块。 

 

（图 6-1：推广对比图） 

推广分佣体系：推广分佣是一种拥有更多渠道更好效果，能按实际推广效果进行费用管理的

营销手段。 

特色推广员是商家发动会员进行自发推广的工具，会员即有机会成为推广员！根据实际推广

效果和成单效果获取佣金，商家可以设置是否开启多级分佣。刺激老客户带动新客户！ 

 

 

 推广员管理 

 推广员审核 

如果在【推广员设置中】勾选需要申请提交的信息，会员申请成为推广员则需要填写对应的

信息由后台管理员审核。 

查看待审核的推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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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通过用户名、申请时间进行查询。 

2、可对待审核的推广员进行审核通过或者拒绝通过操作。拒绝通过需要填写拒绝理由。 

 

 

 推广员列表 

说明： 

     一个推广员可以有多个下级推广员及下级会员； 

     一个下级推广员或下级会员只能有一个上级推广员； 

     已注册的会员可以申请成为推广员，上级保持不变； 

     成为推广员需要审核（如果后台开启了审核设置）。 

 

查看商城的推广员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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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通过推广员或者申请的时间段查询商城的推广员。也可以查询已清退的推广员。 

2、点击累计获取佣金可查看推广员的累计佣金明细。 

 

 

3、点击直接下级数可以查看推广员发展的下级会员和下级推广员的明细。 

 

4、点击推广码可以查看到推广员的推广码和推广链接。 

5、点击清退可以清除这个推广员的资格，但不影响作为会员的权益。 

注意：佣金必须满足以下两种情况才能提现 

1、订单必须是已完成的状态。 

2、订单完成几天后，系统自动结束交易，不得再申请退换货服务之后，如果设置的是 7 天，

那么必须是订单完成 7 天后佣金才能申请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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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设置 

分佣规则设置 

 

 

1、【注册佣金】：A 邀请一个新会员 B 注册后，A 所能获得的佣金 

  注：同 IP24 小时内的只能获取一次注册佣金，有效防止恶意刷注册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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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启多级分拥：如果只使用一级分拥，可以关闭多级分拥。 

  注：微信核查不能有三级分拥，建议关闭多级分拥 

3、【会员直接上级抽佣】：A 邀请了 B，B 后续消费 A 所能获得的佣金 

4、【会员上二级抽佣】：下级推广员的下级会员通过分享的推广链接产生的有效订单时，

上级推广员也可以获得相应的佣金比例。 

5、【会员上三级抽佣】：A 邀请的会员 B 后续发展了会员 C，C 又发展了会员 D，D 消费

时，A 所能获得的佣金 

6、【推广员自己购买是否计算佣金】：开启后，推广员购买商品将获得直接上级抽佣 

7、【在商品详情页显示佣金】：开启后，在商品详情页可以显示佣金明细 

  注意：商品发布时也可以针对单个商品进行分佣设置，当二种分佣设置都存在时，商品的

分佣设置优先于系统分佣设置。 

佣金计算规则： 

 当通过会员的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并完成注册的用户 A，后续每次 A 消费该会员都能获

得直接佣金；A 后续若发展了 B，B 再发展了 C，则该会员可按上二级佣金所设置的比

例获得 B 消费金额的相应返佣，同时可按上三级佣金所设置的比例获得 C 消费金额的

相应返佣； 

 当用户下单并完成支付则计算佣金，但此时佣金为未结算状态，用户不可提现；仅当订

单完成并过售后维权期，该笔佣金才变更状态为已结算，可提现； 

 若在此期间，订单发生退款、退货；则该笔订单不计算佣金； 

 注册佣金可以及时提现 

 如果设置推广员自己购买获得佣金，则该会员的上级获得上二级抽佣，上级的上级获得

上三级抽佣。 

 如果推广员 A 发展了 B，B 发展的会员 C 通过 A 分享的链接进行的购买。则 A 获得上

二级抽佣，B 获得直接上级分佣 

 如果 A 是推广员，其他推广员发展的会员通过 A 分享的链接进行的购买，那 A 也不会

获得佣金。 

推广员申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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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册即可成为推广员。开启后，注册会员默认成为推广员 

 

2、推广员申请：未开启注册成为推广员，则管理员在后台可以勾选申请时所需信息。 

 

推广分享设置： 

可以在后台设置分享推广标题，分享图片，分享详情 

 

招募计划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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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员招募介绍】：推广协议设置，在前台会员申请成为推广员页面显示。 

【推广员招募链接】：点击链接进入推广员招募页面，点击“立刻申请”进入到登录页面，

去验证该用户是否为商城推广员，如果不是则进入申请表单页面。已登录的推广员扫码后直

接进入到我要推广页面 

【二维码】扫码后进入推广员招募页面，点击“立刻申请”进入到登录页面，去验证该用户

是否为商城推广员，如果不是则进入申请表单页面。已登录的推广员扫码后直接进入到我要

推广页面 

 

 佣金管理 

1. 推广员获得佣金后，可以在个人帐户的“推广员”--“我的佣金”中进行明细查询

及申请提现 

2. 流量佣金、注册佣金可以直接提现，其它佣金当交易结束后方可以提现，推广员通

过“我的帐户”-“推广员”可以了解与自己有关的推广内容，并在“我的佣金”

中进行佣金提取。 

 

（示意图：推广员佣金提取前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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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现申请 

 

提现结算界面如下： 

 

1、可以通过时间段和推广员姓名查询推广员的结算申请信息 

2、前台会员中心申请提现界面如下： 

 

3、审核推广员的结算申请信息，审核界面如下： 

 

4、前台会员中心已结算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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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提现 

历史提现界面如下： 

 

 

可以查看到推广员的的申请提现金额、申请日期、结算日期、备注信息 

 营销 

 描述 

本章节主要介绍商城的“营销”相关知识，刚刚了解的推广员分佣机制就是一种很好的营销，

除此之外，商城还可以通过诸如商品打折、买赠、满额优惠、团购、优惠券等等促销活动来

提高商品交易额。 

营销知识包含常用促销、互动营销、运营工具三个子模块。 

 

营销活动总体规则： 

1. 单种商品只能参加一种商品促销活动； 

2. 单个订单只能享受一种订单促销涉现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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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订单同时满足多个涉现金活动时，享受优惠力度最大的； 

4. 订单促销的涉现活动与非现金活动可以同时享受； 

5. 商品促销与订单促销活动可以同时享受； 

6. 满额送礼品只能通过购物车触发，只能享受一次； 

7. 团购、限时抢购、捆绑销售的商品不能再参加其它商品促销活动，不跟其它活动效果同

享； 

8. 优惠券除在团购和限时抢购外，可以其它活动一起享受； 

9. 除捆绑促销外，其它促销活动可指定参与活动时间。 

营销活动支持终端一览表： 

 

 常用促销 

商品详情页促销规则 

在商品详情页展示重要的促销信息，分为三种类型： 

 券：代表当前商品有可领取的优惠券（仅在移动端出现）； 

 满：当存在订单促销以及代金红包活动时，显示该图标，具体包括：满减，满送（赠品）

满额免运费、混批规则、批发规则 

 赠：购买指定商品送礼品、商品买几送几 

 有买有送 

针对部分商品的赠送礼品或者买一送一 

说明： 

 可指定参与促销活动的会员等级。 

 每种商品只能参加一个商品促销活动。 

 参加了商品促销活动的商品不能再参加批发打折（不含混批）活动。 

 有买有送促销活动针对商品的相同规格进行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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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促销的方式有：买商品赠送礼品、买几送几 

2、以买商品赠送礼品为例： 

 

 

输入促销活动名称、选择对应的礼品、起止日期、促销详情、选择适合的会员等级。 

添加对应的促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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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台显示效果： 

   在商品详情页可以查看到相对应的促销信息，礼品可以在商品详情页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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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额优惠 

针对订单中的商品达到一定金额或数量时给予一定的优惠。 

说明： 

 可指定参与促销活动的会员等级。 

 一个订单可以享受多个促销活动（涉现金活动可以与非现金活动同时享受，比如满额打

折与满额优惠不能同时享受，只能享受力度最高的那一个，但满额打折可与满额送礼品

同时享受）。 

 一个订单同时满足多个订单促销活动时，只享受最高优惠活动，比如满 100 优惠 10 元，

满 200 送 30 元，满 500 优惠 100 元，当订单额江 200 元时，只享受 200 元的活动。 

 订单促销是针对订单购物车金额进行促销。 

 订单促销和商品促销可在订单中共存。 

一、添加新的订单促销: 

 1、订单促销的类型：满额优惠金额、满额送礼品、满额送倍数积分、满额免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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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满额优惠金额为例： 

 a:添加新的促销活动，选择满额优惠金额，输入输入满足金额、立减金额、促销活动名称、

开始日期、结束日期、选择适合的会员等级、促销详细信息，点击添加。 

 

  3、前台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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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购 

将指定商品进行捆绑销售，实现多元化销售。 

说明： 

 选择商品：通过该操作将二件或二件以上的商品进行组合。 

  注：最多可以选择 9 件 

 独立的营销活动，参与了该活动的商品不能再参与商品促销活动。 

 该活动不触发购物车。 

 将二件或二件以上指定规格的商品进行组合销售，比如手套跟围巾组合，比如手机跟内

存卡组合等等。 

 套装组合后，显示在主商品的详情页 

如下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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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组合商品: 

 

（1）主商品：指定组合购买的主商品 

（2）一口价：显示为主商品的一口价 

（3）组合价：设置主商品与组合商品后的价格 

（4）组合商品：选择与指定的主商品搭配销售的组合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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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可以设置关联不同规格不同价格的商品，可以对其设置不同价格 

（5）开始时间：设定组合购活动的开始时间 

（6）结束时间：设定组合购活动的结束时间 

在前台展示效果如下： 

 

 经典团购 

说明： 

 对指定商品发起一次团购活动，在活动期间，如果团购数量达到指定的最低要求，则活

动成功，反之失败 

 团购活动不影响商品普通销售流程，只有从前台团购活动专题页面购买商品，才能享受

商品的团购价格； 

 团购活动开始前，前台团购活动专题页显示活动开始倒计时， 

 团购活动开始后，前台团购活动专题页显示活动结束倒计时； 

 团购订单付款才能统计参团人数； 

 团购活动结束，前台团购专题页不再显示该活动，未付款团购订单不允许再支付； 

 团购活动订单不再触发其他任何促销活动； 

 团购活动成功结束，团购订单才能发货； 

 团购订单，若参团人数达到团购限购总数，该团购活动自动置为结束未处理状态； 

 团购订单，若参团人数超出团购限购总数，团购订单不允许支付，需修改购买数量； 

 团购活动正在进行中，团购订单退款，需扣除违约金； 

 团购活动成功结束，团购订单未发货，若团购订单退款，需扣除违约金； 

 团购活动成功结束，团购订单已发货，若团购订单退款，可全额或部分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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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PC 购团购详情页） 

 

注：当同一商品即参与了团购又参与了抢购活动时，通过团购专题页进入看到商品团购活动，

通过抢购活动进入看到的是商品抢购活动，如果通过关键字搜索或分类导般看到的是商品抢

购活动，即抢购优先于团购。 

添加团购活动设置如下图: 

 

 

注意：1、只有团购活动成功结束后，才能进行发货操作。 

      2、违约金：当团购期间或者团购结束之后，会员申请退款，需要扣除会员的违约金。 

      3、限购总数量：此次活动可购买的商品的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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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团购满足数量：此次活动的最低商品订购数量，满足此数量团购才能成功结束。 

 

 

 限时抢购 

说明： 

 对指定商品发起一次限时抢购活动，在活动期间，可以以相当优惠的价格购得商品。 

 抢购活动不影响商品普通销售流程，只有在专题页面才能享受商品的抢购价格。 

 抢购活动开始前，前台抢购活动专题页显示活动开始倒计时。 

 抢购活动开始后，前台抢购活动专题页显示活动结束倒计时。 

 

（示意图：限时抢购页前台效果） 

 

（示意图：限时抢购详情页前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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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限时抢购商品，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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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限时抢购活动点击提前结束后将不会再前台限时抢购页面限时。 

      2、限时抢购可以实现不同规格不同的抢购价格。 

      3、每人限购数量：每个会员能购买的数量。 

 混合批发 

针对订单中的所有商品满足一定数量时的打折促销 

说明： 

 可指定参与促销活动的会员等级。 

 混批规则由混合批发打折、混合批发优惠金额二种类型组成。 

 同时满足多个混批促销活动时，触发优惠折扣最高的促销活动。 

 混批活动可以和商品促销活动在订单中共存。 

 满额打折、满额优惠金额、混合批发打折、混合批发优惠金额促销活动不可同时满足，

每次只能享受其中优惠幅度最大的，除此外其他订单促销活动可以和混批活动在订单中

共存。 

 混批活动可以和批发促销活动在订单中共存。 

 

 

 

可以添加新的混批规则，也可以查看当前活动的基本信息，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添加新的混批规则: 

1、以混合批发打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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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促销类型为混合批发打折，输入满足数量、折扣值、促销活动名称、开始日期、结

束日期、选择适合的会员等级、促销详细信息。 

 单品批发 

针对部分商品满足一定数量时的打折促销 

说明： 

 可指定参与促销活动的会员等级。 

 批发活动不与其他商品促销活动共存，已参与商品促销、捆绑促销活动的商品，不能再

参与批发活动； 

 批发活动可以和订单促销活动在订单中共存； 

 批发活动可以和混批活动在订单中共存； 

 可设定参与订批发促销活动的会员等级，以及活动周期。 

 

 

可以添加新的批发规则，也可以查看当前活动的基本信息，进行编辑和删除、添加促销商品

的操作。 

添加新的批发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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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入满足数量、折扣值、促销活动名称、开始日期、结束日期、选择适合的会员等级，

促销详细信息之后，选择和添加参与促销的商品。 

 

 

 优惠券 

商家可通过面值、发放总量、每人限领、订单金额、有效期、可使用商品 、领取方式灵活

自由设置优惠券。 

并且可以搭配其他营销活动组合使用，可以通过优惠券吸纳新会员，留住老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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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优惠券既可以全场通用也可以针对部分商品进行设置 

2、优惠券链接可以设置在商城首页或详情页等让会员自主领取 

3、优惠券可以设置不同领取方式应用到不同场景 

4、增加注册送优惠券活动,商家可以随意将活动链接配置到各个端页面上，或将

活动二维码进行推广 

5、商家可以灵活设置优惠券是否与限购、团购及火拼团同时使用 

6、可以针对不同的会员指定发放不同的优惠券，进行会员深度营销，发送优惠

券后会通过短信、邮件、站内信提醒会员 

 

优惠券列表 

 

领取方式：主动领取、指定发放、积分兑换 

链接：可以获取到优惠劵链接和二维码 

领取详情：查看具体领取详情 

 

1、添加优惠券 



 124 

 

 

注意事项： 

1.一个优惠券，必须满足一定的金额才可以使用。 

2.优惠券有使用次数限制。 

3.同一个优惠券活动可以派发给不同的会员。 

优惠券活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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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提交页使用优惠券显示如下： 

 

 手机专享价 

商家可以通过设置手机专享价的优惠额度、享受手机专享价的商品，进行该营销活动。 

会员在手机端购买，即可享受手机专享价。将会员引流到移动端的营销神器！ 

主要用于移动端中微商城和 APP 享受优惠价 

 

添加手机专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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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减金额：即设置在手机端下单优惠的金额 

（2）促销活动名称：设置此活动的名称 

（3）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活动开始和结束设置的时间点 

（4）促销详细信息：设置促销信息，不显示 

（5）添加促销商品：添加对应参加活动的单个商品 

活动设置好之后，在 PC 端展示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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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售 

商品均可参加预售功能，会员通过预付定金即可参加活动，商家可以根据预售情况规划生产，

避免库存堆积。 

通过后台设置商品预售定金、预售结束时间、尾款支付时间、发货时间，商品即可参加预售

营销活动。 

 

1. 预售交易流程 



 128 

用户

预售商品

支付定金

等待支付尾款开始

支付尾款

是否在设置时
间内支付

订单关闭
（定金不退）

等待商家发货

买家确定收货

交易完成 申请售后

购买

否

是

 

2、预售活动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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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预售商品：预售商品不能添加限时购、拼团、团购、组合购的商品；

限时购、拼团、团购、组合购不能添加预售的商品；预售商品价不能和手机专享

价同时使用；同一个商品同一个时间只能参加一个预售活动； 

（2）定金：分为百分比或者固定金额两种形式。预售商品支付定金后不能退；

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尾款，订单将被关闭，并且定金不退； 

（3）预售结束时间：设置好预售的结束时间； 

（4）尾款支付时间：设置一个时间段，支付尾款，尾款=（商品售价+运费-优惠

-定金）； 

（5）发货时间：设置尾款支付后多少天进行发货或者指定一个发货日期。 

 

 

 互动营销 

 大转盘 

1、大转盘管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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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看大转盘活动信息。 

（2）查看活动设置的奖项和礼品。 

（3)查看中奖信息、编辑、删除、结束大转盘活动，链接可以复制或者扫描活动二维码。 

 

 

2、添加新的大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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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1、中奖后积分和优惠券将自动发送给用户；礼品用户在个人中心“我的奖品”

中领取；总中奖概率不能超过 100%。 

2、开启每天抽奖次数，可以设置每天的免费抽奖次数，每天晚上 24 点刷新。 

 
 

 刮刮卡 

1、刮刮卡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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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看刮刮卡活动信息 

（2）查看活动设置的奖项和礼品 

（3)查看中奖信息、编辑、删除、结束刮刮卡活动，链接可以复制或者扫描活动二维码。 

 

 

 

2、添加新的刮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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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3、中奖后积分和优惠券将自动发送给用户；礼品用户在个人中心“我的奖品”

中领取；总中奖概率不能超过 100%。 

4、开启每天抽奖次数，可以设置每天的免费抽奖次数，每天晚上 24 点刷新。 

 
 

 

 

 

 

 砸金蛋 

1、砸金蛋活动管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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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看砸金蛋活动信息 

（2）查看活动设置的奖项和礼品 

（3)查看中奖信息、编辑、删除、结束砸金蛋活动，链接可以复制或者扫描活动二维码。 

 

 

 

2、添加新的砸金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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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5、中奖后积分和优惠券将自动发送给用户；礼品用户在个人中心“我的奖品”

中领取；总中奖概率不能超过 100%。 

6、开启每天抽奖次数，可以设置每天的免费抽奖次数，每天晚上 24 点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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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拼团 

商家可以在后台选择参加火拼团的商品、设置火拼价、活动数量、活动商品数量、活动起止

时间、参团人数、时限、每人限购数量等。通过链接/二维码的形式，会员自发组团购买。

促进商品推广增加销量！ 

 

 

1、添加火拼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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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 

设置火拼团活动分享的标题和详情 

 

 

3、新增活动 

 单个活动只能挑选一件商品，可根据 SKU 设定活动库存以及活动价格； 

 商品不能同时参加限时购、团购、积分抵扣以及其它商品、订单促销；当用户选中的商

品参加了其它活动时，应提示用户：“该商品正在参加 XX 活动，无法同时参加拼团活

动”；如果商品正在参加限购和团购，则在选择商品时不显示此商品 

 拼团商品不能添加入购物车，拼团订单不参与其它订单促销类活动； 

 拼团订单能否使用优惠券根据该优惠券新增时相应的设定进行判断； 

 前台活动列表页面，相应的活动按添加时间进行排序，最新添加的排在最前面； 

 即将开始的活动可以编辑所有字段；正在进行中的活动仅可以编辑结束时间、每人限购

数、活动图片 

4、字段要求： 

 开始时间：精确到时分，只有即将开始的状态才能编辑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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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时间：精确到时分，只有正在进行的状态才能编辑结束时间，可使提前结束 

 每人限购数：大于 0 的整数； 

 活动库存：大于 0 的整数，且不能超过实际库存； 

 团购价：大于 0，且不能超过商品正 常售卖价； 

 参团人数：整数，取值范围：2-200；达到成团人数即可成团 

 活动图片：主要显示在活动列表页，不超过 2m.  建议尺寸 640*400   

 

5、活动规则 

 拼团活动在微商城配置，PC 端等其他终端暂时不能配置此活动 

 拼团仅支持微信支付、预付款支付。如提交订单后在其他端支付的话，仅支持使用可原

路返回的支付方式完成支付。 

 活动添加后即在前台显示，根据开始时间显示即将开始、正在进行的状态 

 任何会员都可开团，当下达订单并完成支付后，即视为开团成功；若仅提交订单但未付

款，此时该团并未开设成功，仅当用户完成支付后，该团才开设成功，才可以分享参团

链接；提交未付款时间为系统设置自动关闭未付款订单时间 

 通过同一个团的链接进来提交订单并付款成功的，视为参团成功；若只提交订单但未付

款的，不算为有效参团用户；在此时间段内，其它用户仍可正常参团；对于仅提交订单

但未完成支付的，不出现在个人中心我的拼团中； 

 对于有效参团人数已满，如有待支付订单的情况仍然可以付款成功，在订单列表页面有

标示“由于同时支付或成团后再支付，超出成团人数的订单” 

 在组团的时限内，若组团失败自动关闭参团但未支付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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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有效参团人数达到成团人数要求时，则拼团成功； 

 当在拼团过程中时，已完成支付的订单不能发起退款；当拼团成功后，相关参团的人员

才能申请售后； 

 当在组团的时限内，未达到要求组到成团人数，则此次组团失败，系统自动发起退款流

程，退款金额为订单的实付金额，退款原因为“拼团失败，自动退款”，退款方式为原

路返回，商城确认后即将相应金额退还给会员（退款规则同原售后流程）； 

 所有组团中的团均出现在对应的活动详情页面，其他会员可直接参与； 

 当用户点击参与的团已组团成功，用户在对应的活动详情页，可我也要开团，若点击我

也要开团，则跳转到对应活动详情页； 

 参加拼团的商品可支持上门自提及门店配送（只能在线支付）；仅当拼团成功，平台才

能分配门店（或系统自动分配），对于上门自提的订单，拼团成功后，门店才能确认订

单； 

 如果需要提前结束活动，则编辑时调整结束时间为当前时间 

 在成团期间，活动时间已结束，但是成团时限还剩余时间，则活动可以在成团时限内继

续拼团。活动时间结束后无法再开团 

6、订单处理 

组团中的订单： 

 待付款的订单平台以及会员均可手工关闭； 

 待发货的订单，平台无法进行处理，并在操作栏提示该订单成团中； 

 组团失败，自动发起退款的订单，退款完成后，订单置为已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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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消息提醒系统 

 拼团成功时，发送微信消息通知用户；OPENTM400341405 

 拼团失败时，发送微信消息通知用户；OPENTM400833482 

 

 

 微抽奖 

1、微抽奖管理如下 

 

（1）查看微抽奖活动信息 

（2）编辑或者删除微抽奖 

（3)查看中奖信息 

如果抽中奖品，系统会要求中奖者留下联系方式，再通过线下联系发放奖品。

 

 

 

2、添加新的微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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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金红包 

 顾客通过微商城消费满足一定金额后，可以触发一个分享红包，将该红包分享出去后，

看到红包的人都可以领取红包，红包金额可以在微商城中进行购物使用，类似滳滴打车

的分享红包。 

 代金红包只支持线上付款方式触发。 

1、代金红包管理如下 

 

（1）查看代金红包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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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辑或者删除代金红包 

（3)查看红包详情 

2、新增代金红包 

 

 
 

注意：已经存在正在进行中的活动，不能再次添加新的代金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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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一摇抽奖 

摇一摇抽奖设置如下： 

 

 

1、【每次摇奖消耗积分】：每日登陆 APP参加摇一摇摇奖消耗积分 

2、奖项设置 

 

可以设置摇一摇抽奖是送积分还是送优惠券，然后可以设置中奖概率 

 

 

 

 

 运营工具 

 微报名 

1、微报名活动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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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看微报名活动信息 

（2）编辑或者删除砸金蛋 

（3)查看报名人数 

 

 

 

2、添加新的微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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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品中心 

说明： 

 是否参与促销赠送：当此选项被选择时，该礼品才能被顾客选赠。 

 兑换需积分：礼品被兑换时所需要的积分标准。 

 礼品可以在商品促销及订单促销中使用。 

 兑换礼品不收取费用，但需要使用积分。 

 同一商品或订单只能选择一种礼品。 

1、礼品列表如下: 

 

 

(1)可以通过礼品名称的关键字 

   是否参与促销赠送：当此选项被选择时，该礼品才能被顾客选赠。                                                                                                                                                                   

(2)显示添加的所有礼品的简单信息。 

(3)编辑或者删除选定的礼品。 

2、添加礼品 

添加礼品设置如下: 



 148 

 

 

 

 

1、按提示依次输入：礼品名称、礼品图片、计量单位、成本价、市场参考价、兑换需积分、

简单介绍（不支持 HTML代码编辑）、详细信息（支持 HTML代码编辑模式）、详细页标题、

详细页关键字、详细页描述，点击添加按钮完成添加。 

2、运费模板：选择好运费模板 

3、SEO 设置：SEO部分主要是用于搜索引擎的收录。 

3.礼品在前台展示：（注：可积分兑换的礼品可在前台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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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添加礼品时礼品名称不能为空且在1至60个字符之间；计量单位，在1至10个字符之

间；成本价只能是数字，且不能超过2位小数；简单介绍，在1至300个字符之间；详细

页标题，在1至60个字符之间；详细页关键字，在1至100个字符之间；详细页描述，在1

至100个字符之间； 

2、礼品的使用对象：会员； 

3、礼品必须包含的信息有：礼品名称、礼品图片、成本价 

 注册送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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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后，注册会员会默认赠送优惠券（注意：需要先在后台添加指定发送的优惠券。） 

 

 



 151 

 

 

（注册领取优惠券示意图） 

 APP 推广红包 

商家可以在后台设置 APP 推广红包，会员访问 PC 端和微信端时都会给予提示，引导会员

下载 APP，会员安装并登录 APP 后可获得 APP 推广红包。商家可以用于 APP 端用户引流，

增加消费者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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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值赠送 

说明： 

1、充值赠送能够帮助商家实现“充 XX 元送 XX 元”的营销方案 

2、充值赠送部分的成本由平台承担，请谨慎使用此活动，可能存在门店变相套现的风险； 

3、开启充值赠送开关后，个人用户的“预存款”账号提现功能将会永久关闭； 

 

充值赠送 是预付款的充值 充值多少送多少，这个只能是固定金额，前台会员在

充值时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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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 

 描述 

来自交易、流量、商品、会员、微信粉丝增长情况、微信粉丝互动情况的数据分析，搭载多

种统计图。让数据更直观的体现，掌控全商城动态不再困难！ 

 

 交易分析 

 

交易数据 

通过数据曲线分布图，转化率阶梯图分析昨天、最近七天、最近 30 天的付款金额、付款人

数、付款件数、下单转化率、付款转化率、成交转化率等信息，并支持导出交易分析数据。 

 

Ps：系统默认提供 6 个分析维度，可以点击取消/选择一个或者某几个维度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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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客户交易构成 

通过饼状图分析新老客户当月付款分布比例，更精准掌握商城新老客户的消费情况。 

 

交易数据 

通过柱状图分析最近 7 天、最近 30 天、自定义时间段，商城交易金额、订单数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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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来源构成 

通过饼状图分析商城各个端口的订单数量、金额的构成分布情况。 

 

 

PS：其他包含触屏端、服务窗端口的统计数据。 

 流量分析 

 

页面流量 

通过全站、首页、分类页、详情页不同的页面查询最近 7 天、最近 30 天、最近 90 天、自定

义时间段，访问曲线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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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系统默认提供 2 个分析维度，可以点击取消/选择一个或者某几个维度进行统计。 

 

 

各端口浏览占比 

通过浏览次数（pv)、独立访客（uv）分析查询昨天、最近 7 天、最近 30 天、最近 90 天、

自定义时间段，不同端浏览饼状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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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其他包含触屏端、服务窗端口的统计。 

 

 商品分析  

商品类目销售分析 

通过饼状图分析昨天、最近 7 天、最近 30 天,商城一级分类商品类目销售占比情况。 

 

Ps：系统默认按照后台添加的一级分类进行分析，可以点击取消/选择一个或者某几个一级

分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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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销售情况 

分析昨天、最近 7 天、最近 30 天、自定义时间，商城商品浏览量、浏览人数、付款人数 、

单品转化率、销售数量、销售金额。 

 

 

 

 会员分析 

会员增长情况 

可以按年、按月分析新会员增长情况，并支持导出会员增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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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端口来源 

可按年、按月分析不同端口会员来源数与占比。 

 

PS：其他包含触屏端、服务窗端口的统计。 

粉丝与会员构成 

通过饼状图分析商城会员数和粉丝数之间转化情况。 

会员：通过注册方式成为商城的会员。 

粉丝：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商城。 

粉丝会员：注册成为会员之后和商城的粉丝绑定，或者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商城之后在

PC 端他端口登录之后就成为粉丝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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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累计消费金额分布 

通过柱状图分析会员购买消费金额、订单分布情况。 

 

 微信粉丝增长分析 

同步绑定微信公众账号，并配置好微信 APPid 和 APPsecret 之后同步进行操作，具体绑定方

法参考微商城基本配置操作方法。 

 

点击【开始同步数据】统计微信公众号每天的关注、取消关注、净关注、累计关注的数量，

并统计其折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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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粉丝互动分析 

同步绑定微信公众账号，并配置好微信 APPid 和 APPsecret 之后同步进行操作，具体绑定方

法参考微商城基本配置操作方法。 

 

点击【开始同步数据】统计粉丝的互动情况，包括菜单的点击、消息的发送、互动人数及互

动人数占比的走势 

 

 

 

 

 

 

 系统 

 描述 

从本章节开始将开始介绍商城的功能设置，本章节主要介绍“系统”的一些设置，系统是商

城的骨架，商城的顺利搭建依赖于系统模块的配置。 

系统设置包含基本设置、支付配送设置、权限设置及图片库管理四部份。 

 基本设置 

 基本设置 

 

 

1、商城基本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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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城名称】：设置您的商城名称  

设置好的商城名称会在浏览区标题栏显示， 如下图所示： 

 

Ps：名称前面的 是 ico 图标，favicon.ico 一般用于作为缩略的网站标志,它显示位于

浏览器的地址栏或者在标签上,用于显示网站的 logo,如图上图位置， 目前主要的浏览器都

支持 favicon.ico 图标.  一般尺寸有 32*32 48*48，图标命名 favicon.ico 格式，上传至

网站根目录（具体可咨询售后客服协助上传）。 

Ico 图标参考制作、转换网站：http://www.bitbug.net/ 

（）【商城标志】：设置您的网站 logo 标志，具体 logo 尺寸一般以模板首页显示效果为

准。 

 

（）【网店授权域名】: 设置您的后台登陆域名，一般为您的顶级域名 www.abc.com 不

需要加/admin 和空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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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一、打开网站后台地址，跳转到网站前台？ 

  这是因为你把网店后台绑定的域名更改了，访问后台的域名为此处的域名加/admin 访

问，比如说绑定的是 www.abc.com,那么访问后台的地址为 www.abc.com/admin  

如果说你绑定的域名是 abc.com，那么访问后台的地址就变为了 abc.com/admin  

  如果你是在官方购买的开店服务，我们为您搭建好网店时，您的域名备案未通过前，一

般都会为您自动分配一个三级域名或者使用服务器 ip 地址来访问前台和后台，在您域名还

未备案通过和绑定到网店空间前，请不要把后台的绑定域名进行修改，否则就会出现，打开

之前的后台登陆网址时，会自动跳转到网店前台，因为系统无法识别您输入的后台网址。 

（4）【自定义页尾】 

 

设置您自定义的信息，比如您的联系方式，友情链接，在线客服，统计代码，等您需要设置

的信息。 

 

在这里以增加 51 统计代码为例进行操作示范。  

第一步：到 http://www.51.la/免费注册申请统计代码，并复制代码，方便到网店系统后

台添加使用。 

第二步：找到自定义页尾操作区，点击文本模式和代码模板转换按钮，调整到代码模板， 

转换成为代码模式后，其他按钮会显示为灰色，这也是判断编辑器现在处的模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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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把复制的统计代码直接复制到编辑框，然后进行保存，并可以在前台看到效果了，

如果你在执行这个操作前就已经打开了网站前台，需进行网页刷新。 

 

 

  

（5）【会员注册协议】：添加好内容，会员注册时可以查看 

 

 

（6）【开放平台接口参数】: 当整合有第三方 ERP 管理系统时，需要使用安全校验码，请

不要随意重新生成安全校验码。  

（7）【网店管家接口参数】：当与我司网店管家 ERP 管理系统对接时需要使用此对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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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商品设置--默认商品图片】：上传新商品时，未上传商品主图时，系统自动调用此

默认商品图片。默认商品图片仅在首页、商品列表页显示，无大图显示，不会在商品详情页

显示。 

 (9)【营销 SEO设置--简单介绍】：在浏览器标题栏显示该区域内容，方便搜索引擎收录网

站。 

 

（10）【商城描述】：对您的网上商城一个简单的描述，不会在前台显示，但是有利于搜索

引擎收录。 

（11）【搜索关键字】：设置能够代表商城的简单字词，不会在前台显示，方便搜索引擎找

到您的商城。 

 

说明：店铺描述和搜索关键字设置后在网店前台不会直接显示，这两项设置主要是为了搜索

引擎更好的收录考虑，你添加后可以在网页的源代码中可以查看到，在网页的空白处右击 

选择查看源文件，便会打开一个记事本文件，如图： 

 

 

 

 

 消息提醒设置 

消息提醒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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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子邮件设置 

 

（1）邮件发送方式:选择 ASP.NET邮件组件方式进行正确设置。 

（2）邮件 smtp服务器相关信息配置。 

（3）EDM邮件营销服务，可以点击开通。 

（4）测试邮箱：测试邮件是否配置成功 

【SMTP 服务器】：如新浪的 SMTP 服务器是 smtp.sina.com.cn 。  

【SMTP 服务器的端口号】：一般默认都是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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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连接】：如果使用安全连接，SMTP 的端口号则可能和默认的端口号不一样，一般选

择不勾选安全连接。  

【SMTP 用户名】：设置您在邮件服务器上注册的用户名（如果是普通邮箱为电子邮件地址

的填写“@”符号前面的部分，如果是企业邮箱为整个邮箱信息）。 

SMTP 用户密码：邮箱登录密码。 

SMTP 邮箱：配置邮件使用的邮箱，也是客户收到邮件显示的发件箱。 

2、手机短信配置 

 

（1）【购买】：购买官方专属手机短信。 

a、注册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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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短信接口的 Appkey 和 Appsecret】 

短信账号详细信息，可以同时获取查看注册的相关信息，Appkey 和 Appsecret 

 

C、【选择要购买的短信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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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信配置 

模板消息仅用于公众号向用户发送重要的服务通知，只能用于符合其要求的服务场景中，如

信用卡刷卡通知，商品购买成功通知等。不支持广告等营销类消息以及其它所有可能对用户

造成骚扰的消息。 

*使用微信模板消息功能前，请确保在本系统的“微商城”中已经正确的配置了公众账号信

息 

步骤： 

第一步、在功能->添加功能插件处申请模板消息使用权限。 

 

第二步、选择公众账号服务所处的两个行业，请在第一个行业选择 IT科技/互联网|电子商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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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添加模板 

 

第四步、搜索并添加模板。 

1、在搜索框中输入模板名称并搜索，在搜索结果中找到表格中对应编号的模板点击“详情”。 

（模板名称请依据表格中所列出的填写，请确保模板编号与表格中所提供的编号一致） 

 

2、点击"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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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与模板对应表（请确保在公众平台中添加如下模板） 

 

第五步、将添加后的模板 Id 保存到本系统中 

1、复制模板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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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开微信模板消息点击【编辑】 

 

3、粘贴复制的模板 Id 并保存 

 

 

 在线客服 

说明： 

 PC 商城在线客服支持腾讯 QQ、阿里旺旺和美恰三款产品； 

 移动端可以接入美恰客服。 

 在线客户的存在可以加强与顾客的沟通，增加企业信任度。 

QQ/阿里旺旺 

（1）添加在线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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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线客服类型】：可以选择阿里旺旺或者腾讯 QQ 

 

（2）【帐号】：设置在线客服账号。 

（3）【昵称】：设置在线客服昵称。 

（4）【排序】：设置在线客服首页显示顺序。 

（5）【是否显示】：设置在线客服是否在首页显示。 

 

注意：添加阿里旺旺，这里的账号是旺旺会员名 

 
 

（2）调整显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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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台显示位置：设置在线客服在首页显示的位置，如下图显示在首页左上角。 

 

（2）【与网站顶部间隔】：设置在线客服与网站顶部间隔。 

（3）【是否开启】：是否开启在首页显示在线客服。 

（4）【编辑删除】：编辑、删除已经添加的在线客服。 

 

美洽客服 

美洽客服添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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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启美洽客服：使用美洽客服则开启，QQ/阿里云旺旺和美洽，只能选择一个开启使用 

2.请填写您的企业 ID：注册好美洽客户之后，获取到企业 ID，填写至此 

3.客户端下载：下载客户端，接待客户 

（1）注册美洽客服 ID 

（地址 https://app.meiqia.com/verifymailsent） 

 

填写好公司名称和登录邮箱，会自动发送一封激活邮件到您填写的这个邮箱里 

（2）点击邮箱激活，填写信息 

https://app.meiqia.com/verifymail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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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可以填写信息或者是跳过，以后填写 

（3）点击跳过或者是填写好信息后，会直接登录到美洽客服页面，点击设置--查询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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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查看到企业 ID，将企业 ID复制配置到后台 

（4）配置好 ID后，在美洽客服中心添加分组客服，点击设置--客服与分组 

 
（5）然后添加分组，填写组名称 

 

（6）针对对应的组，添加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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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客服，填写登陆邮箱，此邮箱会收到激活邮件，激活后才能启用账号 

注意：服务上线，是指客服人员量多时，可同时接待的对话数，如果是设置为 0，此客户就

不会自动分配到对话 

 

（7）添加好之后，在手机端登录或者在 PC端下载美洽客服，登录客服账号 

注意：免费版的只能添加一个在线客服，如果您使用的是免费版的，只能使用注册的这个账

号作为客服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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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洽客服调整样式 

登录美洽客服账号，点击设置--网页插件 

 

点击网页插件进入，选择修改桌面网站外观设置或者是移动网站外观设置 

 

可以选择对应的聊天按钮样式和聊天框样式 

聊天按钮样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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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框样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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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设置 

 

 

（1）会员注册：邮箱或者手机号码（手机号码注册必须先配置好短信套餐） 

（2）是否验证邮箱：开启之后 需要在系统板块先配置好邮箱。 

（3）验证方式：圆形验证或者滑动验证，滑动验证需要在极验后台注册号码将信息配置在

后台 

（4）其他注册信息：管理员可以在后台设置会员注册时需要的其他信息如：真实姓名、性

别、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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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配送 

 

（示意图：配送方式前后台关系） 

支付配送由四个子功能模块构成，顾客在前台见到的配送方式，是后台通过【配送方式】将

【运费模板】与【物流公司】连接起来的运算效果，在顾客选定配送方式后将进行相应的运

费计算。 

 

 

 运费模板 

说明： 

 通过模板设置可以配置出不同地区的不同起重价与续重价，比如在一个叫“标准运费”

的模版中除设置默认运费标准外，还可以将西北五省设一种运费标准，将港澳台设一种

运费标准，将海外设一种运费标准，这样，只需要一个运费模板，顾客在购物时，系统

就可以根据顾客的收货地点适配相应的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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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运费模版） 

 

 

 

（1）【模板名称】：设置运费模板名称。 

（2）【是否包邮】：选择自定义运费则需要收取费用，卖家承担包邮表示免邮。 

（3）【计价方式】：自定义按件数、按重量或者按体积 

（4）【运送方式】：根据计价方式进行设置。 

（5）【新增城市运费】：设置运费模板地区价格，不设置地区价格所有地区运费将按照默

认起步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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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地区价格到达地区，可以按照地区选择，也可以按照省市选择。 

 

 

 

注意事项：  

1、运费模板可添加多个，系统是针对每个商品单独设置运费模板。 

2、运费地区具体到省下面县市。 

 物流公司 

说明： 

 快递鸟 code 与淘宝 code 的作用是为了获得快递鸟的物流信息与同步淘宝发货。 

 系统内置了 25 家快递公司，商家可以选择合适的公司进行合作，不用的快递公司一般

也不需要更改。 

 

1、物流公司管理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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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按照物流公司名称、快递鸟 Code 淘宝 Code 搜索物流公司。 

（2）对物流公司进行编辑。 

2、添加物流公司，主要是在配送方式时进行选择对应的物流公司。 

 

注意： 

快递鸟 Code 是物流跟踪所需要的，淘宝 Code 是同步淘宝发货所需要的，所以当现有的物

流公司不需要用时，建议不要直接删除，不使用即可。 

 支付设置 

说明： 

 支付方式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在线支付、线下支付、货到付款、预付款帐户支付四类，其

中预付款帐户支付是商城自带的支付体系，在线支付包括微信扫码支付、支付宝担保交

易、银联在线、快钱等 21 种常用支付方式。 

 这些支付接口已经被系统内置，商城可以根据业务需要选择一个或多个进行对接，不同

的支付方式涉及不同的签约流程。 

 

1、支付方式管理页面显示如下图 

显示添加好的支付方式，可以进行显示顺序上下调整、编辑、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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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新的支付方式： 

 

（1）【支付接口类型】：选择支付接口类型，系统内置了几十种支付接口。 

（2）【支付方式名称】：设置支付方式订单提交页面显示的名称。 

（3）【手续费】：设置使用该支付方式时是否需要付手续费。 

（4）【用于预付款充值】：该支付方式是否用于预付款充值。 

（5）【备注】：添加支付方式备注在订单提交页可以显示。 

 

部分支付方式的商家信息需要在与第三方支付公司签约后，在商家服务中进行查看， 

常用支付方式签约地址： 

支付宝 PC 端签约及时到账（包含支付宝扫码支付）： 

https://b.alipay.com/order/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2015110218012942 

支付宝触屏版：签约手机网站支付： 

https://b.alipay.com/order/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201511021800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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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 APP：签约移动支付 

https://b.alipay.com/order/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2015110218010538 

银联全渠道（PC 端签约网关支付，手机网页支付）：https://merchant.unionpay.com/join/product 

相关文档：《银联全渠道证书下载、导出及上传流程》 

财付通：http://mch.tenpay.com/market/opentrans_security.shtml 

快钱：http://club.99bill.com/viewthread.php?tid=154605 

微信扫码支付：

https://pay.weixin.qq.com/index.php/home/login?return_url=%2F 

相关文档：《微信支付申请流程》、《公众号绑定和微信支付（扫码支付）配置流程》 

 提现设置 

 

设置单次提现的最小限额，适应于预付款提现、佣金提现、门店提现、供应商提现 

 

 

1. 支付宝：配置好之后，会员在申请提现的时候可以申请提现到支付宝。 

注意：需要先开通支付宝批量付款。 

2.微信：配置好之后，会员在申请提现的时候可以申请提现到微信。 

注意：会员账号需要有在微商城或者 PC 端信任登陆过，获取到 openID。微信商户中心需要

先开通企业批量付款。 

 

https://merchant.unionpay.com/join/product
http://club.99bill.com/viewthread.php?tid=154605
https://pay.weixin.qq.com/index.php/home/login?return_url=%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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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管理 

 

管理员在后台可以对区域进行管理，自定义编辑省市区，后台有相关的区域前台会员下单时

才可以进行选择，实现部分商城需要的区域配送。 

 权限安全 

权限管理说明： 

 商城系统提供了细致的权限管理策略，对可操作的每一种权限都进行了控制，商城可以

根据部门职责将权限划分到匹配的部门，产生不同的子帐号，比如可以由系统管理员来

管理商城基本设置，由商品部来管理商品的分类、发布，由销售部来管理订单及市场活

动等等； 

 系统还可以对同一部门内的不同人员进行统一授权，首先通过【部门管理】建立部门名

称并分配操作权限，如商品发布、商品编辑、商品查看等，然后通过【管理员管理】将

部门人员并入部门，即可实现某部某人做某事的设定。 

 为了保证系统安全，权限分配中有一些系统级的权限是无法分配的，他们仅限超级管理

员使用。 

 部门管理 

1、部门管理设置如下 

 

（1）添加部门：部门名称：输入部门名称，部门名称不能为空,长度限制在 60 个字符以内。 

              职能说明：说明部门具备哪些职能，长度限制在 100个字符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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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辑部门权限：设置该部门能够操作该商城后台的权限，勾选上表示具有操作此项的

权限。 

 

 

（3）编辑、删除：编辑或者删除该部门内容，操作与添加相似。 

 

常见问题： 

我这边有两个财务人员，我如何给他们分配不同的操作权限？ 

目前系统只能对部门进行权限设置，不能对同一部门的不同工作人员分配不同的操作权限，

但您可以通过灵活操作来实现您想要的效果，您可以 

设置两个财务部，如命名为财务部一 财务部二 两个部门，把不同的人员分配到不同的部门，

然后对部门设置权限就可以了。  

 

注意：权限安全模块权限只有超级管理员才能操作，其他管理员都不能操作； 

部门权限中，系统中没有权限安全模块的授权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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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员管理 

1、管理员管理 

 

（1）通过管理员用户名、管理员所属部门搜索管理员。 

（2）编辑或者删除该管理员资料。 

2、添加管理员 

 

（1）【用户名】：设置管理员的用户名。 

（2）【密码】：设置管理员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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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修改系统管理员，先新添加一个系统管理员再将原来的系统管理员帐号删除。 

 操作日志 

 通过【操作日志】，后台详细记录了每个管理员的历史操作记录，方便商家了解商城管

理员的每天工作，随时掌握网站的动态，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为公司提供责任追溯的证

据。 

注：日志记录格式为：“谁+在哪里+什么时间+做了什么” 

 

操作日志显示如下图

 

操作日志可以方便管理员对于网站所做的操作有个详细的了解，能够随时了解到网站的动 

（1）通过操作人、操作时间段查询操作日志。 

（2）可以批量多个删除或者清空所有的操作日志。 

（3）可以删除单个操作日志。 

 数据库管理 

 通过【数据库管理】可以进行简单安全的数据库备份与还原操作，建议运行中的商城数

据每周至少备份一次数据，本数据库备份可以做为物理备份的一种辅助手段。 

注：数据管理的备份与恢复功能，仅对 Web 与 Sql 为同一台服务器的站点有效。 

 

1、数据库备份恢复显示如下 

点击“恢复”，对以往备份的数据库进行恢复，请注意选择恢复的备份文件名，在恢复后，

所有数据库信息包括管理员用户名密码都会恢复成备份时的状态。 

注意：为了系统的安全，后台关闭的数据恢复的功能，需要在数据库中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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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库备份 

点击“开始备份”，可备份所有的数据库数据与结构,备份完成后可通过数据库恢复功能进

行恢复，备份过程中请勿进行其他操作。 

 

 SEO 优化 

 Sitemap 站点地图 

自动生成的网站地图地址如下:http://域名/sitemapindex.xml 

设置完成后只需静静等待收录即可，新站通常会在 20 个工作日左右被收录，建议更新频率

为 24小时，参与网站地图的商品数量，搜索引擎推荐为 50-100个。 

 

http://demo2.vshop.kuaidiantong.cn/sitemapindex.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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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库 

 图片库 

  图片库主要是对网店系统的图片进行管理和使用，比如，我们可以在广告位、商品图片和

文章编辑时，我们就可以方便的使用图片库中的图片，而无需每次都要从本地电脑进行上传。 

 

1、图片库管理如下 

 

（1）通过图片名称查询图片。 

（2）单独删除图片或者全选、反选批量删除图片。 

（3）移动图片分类。 

（4）对图片进行排序，可以按照上传时间、图片名称、修改时、图片大小等排序。 

 

（5）复制、替换、改名等操作 

 

2、上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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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图片所属分类，上传图片时， 可以一次性上传 10 张图片，图片的大小尽量控制在

500KB 以内，因为图片过大会影响网站的访问速度。 

 

 

 图片分类 

1、图片分类管理如下： 

 

分类管理，可以对网店的所有图片进行分类管理，在管理页面可以直接修改分类名称、调整

分类显示顺序、或者删除分类。删除分类之后该分类下单图片将归属到默认图片分类下。 

 

2、添加图片分类 

输入分类名称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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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 

页面管理 

 页面管理 

 PC 端首页模板 

模板列表设置如下： 

 

（1）应用：选择喜欢的模板来使用，更换前台展示的模板效果。 

（2）下载：下载模板到本地。（通过模板下载，可以对模板进行修改，仅限对网页代码编

辑有一定功底的设计人员使用。） 

（3）编辑模板  针对 PC 端首页进行可视化编辑 

针对不同的页面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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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默认（default）模板首页为例，进行可视化编辑讲解： 

 

 

 

1、热门关键字编辑如下： 

 

 

选择设置好关键字的商品分类，设置显示关键字显示数量。 

2、轮播广告编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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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现有的轮播图片删除、替换操作。也可设置轮播图片链接地址。 

<2>直接上传图片时，图片尺寸为 742*447 像素的图片，大小不超过 500k。 

<3>可上传 10 张轮播广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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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定义编辑广告设置如下： 

 

1)点击上传图片图标 

 

2)点击“本地上传——浏览”按钮，上传广告图片 

 

4、单张图片广告编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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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删除、替换原广告图片设置。  

 

5、品牌选项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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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要显示的商品分类、显示数量、品牌 LOGO、品牌名称（标题）等。 

6、商品选项卡编辑： 

 

1)选项卡：选项卡数量可以显示到 8 个，具体显示选项卡数量根据模板排版要求来设置。 

2)其它：设置关联的商品分类、品牌、标签、商品数量、图片规格。商品数量与图片规格

需要根据模板排版要求来设置。 

7、商品楼层编辑： 

1）商品展示栏目可上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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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题/导航栏图片 

 

上传商品楼层标题图片，使用建议的图片尺寸，大小不超过 500k。 

8、商品列表： 

 

设置关联的商品数量、商品分类、品牌数量、图片规格、自定义标签 、商品类型、商品属

性名、商品属性值。 

9、销售排行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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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关联的商品分类、图片规格、显示数量、图片显示数量等。 

10、文章列表设置： 

 

(1)基本设置：设置栏目标题、显示数量、关联显示的文章分类。  

(2)其它：标题图片、广告图片与商品楼层编辑中的设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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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分类列表设置： 

选择设置好列表的商品分类，设置显示数量。 

 

 移动端首页模板 

移动端首页模板适用于：微商城、触屏版、服务窗   

 

可以先在后台选择好模板。目前移动端模板是只有六套模板，点击应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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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编辑：编辑移动端的首页   扫码可以直接查看预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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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添加模板：移动端的首页是自定义编辑的，左侧的模块是自定义添加组合的，选择模块点

击即可添加，自有组合，可重复添加。 

 
2.编辑  删除或者位置的调整。 右侧是设置跳转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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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页头 

说明： 

 页头也可以理解为商城的横向导航菜单 

 

（示意图：页头前台效果） 

 

1、页头菜单设置如下： 

 

（1）商品分类显示个数：如果为 0，商品分类将不会再在横向菜单中显示，如果为正

数，将按数字显示显示顺序为“正数”的分类菜单。 

    （2）菜单类别： 

    系统页面：有 11 个系统页面可供选择，包含但不限于积分商城、限时抢购、团购、

优惠活动等； 

    商品搜索链接：按照指定条件搜索出来的结果页面，比如页头叫“99 包邮童装”，

然后配置一个价格区间在 99 元以下，分类为童装的搜索即可； 

    自定义链接：指向指定的 URL。 

    （3）其它操作：可以对现页头菜单进行排序、是否隐藏、编辑、删除操作。 

 

2、添加页头菜单设置如下： 

 

（1）菜单名称：菜单名称不能为空，长度限制在 60 个字符内。 

（2）菜单类别：选择菜单显示的类别，是系统页面还是商品搜索链接还是自定链接。 

a 系统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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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商品搜索链接 

 

c 自定义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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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页面 

自定义页面主要方便商家制作一些特殊页面专题，方便商家结合节日、商场活动进行推广，

把用户引流到商场来消费 

自定义（PC）页面主要是用于 PC 端； 

自定义（微信）主要用于微商城、触屏版和服务窗； 

自定义(APP)页面主要用于 APP 端口。 

自定义的二级页面可以在移动端可视化编辑的时候进行关联。 

功能： 

 商场后台可视化编辑微信端和 APP 端的自定义页面 

 管理自定义页面列表 

 编辑和管理系统默认自定义页面 

 



 211 

PC 端自定义页面添加如下： 

1、根据左侧显示的 5 大添加板块选择内容制作自定义页面、可以设置拖动内容显示位置。 

 

 

2、设置完成如何设置显示： 

 

（1）可以在广告位图片设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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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页面】--【设置页头】--添加编辑自定义菜单，自定义链接到 pc 端页面。 

 

 

 

 

 

微信端自定义页面添加如下： 

1、根据左侧显示的 12 大添加板块选择内容制作自定义页面、可以设置拖动内容显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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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完成如何设置显示： 

 

（1）在微信自定义回复、自定义菜单中设置自定义链接到自定义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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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辑微信、触屏版、服务窗【首页设置】、【店铺导航】关联到自定义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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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端自定义页面添加如下： 

1、根据左侧显示的 12 大添加板块选择内容制作自定义页面、可以设置拖动内容显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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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完成如何设置显示： 

 

（1）编辑【首页编辑】关联到自定义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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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模板 

1、微商城、触屏版、服务窗提供 4 中分类模板样式供选择，直接选择应用即可 

 

2、APP 提供 4 中分类模板样式供选择，直接选择应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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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管理 

在系统提供的 40 个模板风格中，有部份模板由于不同的设计风格和需求不一样，这些模板

将不会在首页显示【商城公告】、【友情链接】或【投票调查】。 

 

 商城公告 

说明： 

 商城公告一般发表一些活动说明，公告，通知等内容，该子模块显示在首页的商城公告

栏目中，但有部份页面模板没有在首页设置该栏目。 

 

1、公告管理设置如下: 

 

2、添加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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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公告、帮助、文章时，可以对某特定词汇生成内链，外部复制时，会带有该文章链接。 

、编辑、删除该条公告的内容。 

店铺公告前台显示如下。（视模板不同，店铺公告在前台显示的效果、位置等不同。） 

 

 

 友情链接 

说明： 

 该子模块显示在首页的友情链接栏目中，但有部份页面模板没有在首页设置该栏目。 

 

1、友情链接管理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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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置您添加的友情链接在前台从左至右的顺序。 

(2)如果该处没有勾选上，那么该友情链接将不会在前台显示。 

(3)编辑或删除该友情链接。 

2、添加新的友情链接 

 

 热门关键字 

说明： 

 根据商城搜索热度提前预置一些搜索词作为引导，同时也节省顾客的输入时间，也可以

设一些主打商品作为关键词，热门关键字将显示在首页的显眼位置，不同的页面模板显

示关键字时的样式与位置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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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热门关键字前台效果） 

 

1、热门关键字管理页面如下： 

 

（1）前台热门关键字的显示顺序。 

（2）对该热门关键字进行编辑或删除操作。 

 

2、添加热门关键字 

 

商品主分类：系统支持关键字与分类关联，关联后，前台客户点击不同的店铺分类，出现的

搜索关键字不同。 

关键字名称：不能为空，一行代表一个关键字，一次可以添加多个关键字 

 

 

商品主分类热门关键字前台显示效果如下图。（模板不同，关键字显示的位置、效果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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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热门关键字前台显示（模板不同，关键字显示的位置、效果也不同。） 

 

 投票调查 

 

说明： 

 可以发起多个活动，但只允许在前台显示一个 

 该子模块显示在首页的投票调查栏目中，但有部分页面模板没有在首页设置该栏目。 

1、投票调查管理设置如下： 

 

（1）【展开、收缩】：展开、收缩投票调查选项内容，并查看结果。 

（2）【在 PC 端是否显示 】：是否允许在 PC 端是否显示。 

注意：现在所有模板都不显示投票调查 

 

2、添加新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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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票标题】：该投票调查在前台显示的投票名称。 

（2）【最多可选项数】：该投票允许选择的选项数，如果该处为1，那么该投票调查为单选，

其他情况视该处所填数字的多少进行多选。 

（3）【开始日期】：活动只有达到开始日期才会生效。 

（4）【结束日期】：当活动达到结束日期时活动会结束。 

（5）【投票选项】：该投票调查允许选择的选项有哪些，每个选项一行，每填一个选项请

换一行继续添加。 

（6）【展示位置】：该投票调查是否允许在 PC端和微商城前台显示，网站前台只能显示一

个投票调查。 

 文章列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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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显示在首页的商城资讯栏目中，有部分页面模板在首页没有该栏目 

 

 文章列表 

1、文章管理设置如下 

 

添加公告、帮助、文章时，可以对某特定词汇生成内链，外部复制时，会带有该文章链接 

（1）通过手动输入或者选择的搜索条件来搜索文章内容。 

（2）如果该处的状态为√，那么该文章将会在前台显示，反之则不显示。 

（3）编辑或者删除该文章内容。 

（4）相关商品：如果不设置，系统则会自动根据商品分类来匹配相关商品 。手动添加相关

商品时，可以单个商品添加，也可以整页商品一起添加。如下图： 

 

2、添加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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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分类 

1、文章分类管理设置如下 

 

 

（1）调整、修改在前台文章分类显示的顺序。 

（2）编辑或者删除该帮助分类。 

 

 

2、添加新的文章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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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文章分类的名称。 

（2）该文章分类的图标，在前台文章分类处显示。 

（3）对于该文章分类的一个简单介绍，该介绍在后台文章分类显示，方便管理员按分类要

求添加文章内容。 

 

 帮助中心 

说明： 

 显示在底部帮助：指定帮助中心的显示在首页接近底部的位置。 

 在这一栏目中商家更多的是发布一些操作指南，像如何注册成为成员，如何下单，如何

申请成为推广员等，利用好帮助管理可以大大节省人工沟通成本。 

 通过示意图，可以看出，一级菜单显示为大号字体，由【分类管理】设置，仅显示，点

击无效，二级菜单为小号字段，由【帮助管理】设置，点击时将在新页面打开此主题的

内容。 

 

（示意图：帮助菜单前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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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管理 

1、帮助管理设置如下 

 

（1）通过手动输入或者选择的搜索条件来搜索帮助内容。  

（2）编辑或者删除该帮助内容，操作与添加相似。  

 

2、添加新的帮助内容 

 

添加公告、帮助、文章时，可以对某特定词汇生成内链，外部复制时，会带有该文章链接。 

 帮助分类 

1、帮助分类管理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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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前台帮助分类从左至右显示的顺序 。 

（2）如果该处的状态为√，那么该帮助分类将会在前台显示，反之则不显示 。 

（3）编辑或者删除该帮助分类 。 

 

2、添加新的帮助分类 

 

（1）该帮助分类的名称 

（2）该帮助分类的图标，在前台帮助分类处显示 

（3）该帮助分类是否在前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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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该帮助分类的一个简单介绍，该介绍在后台帮助分类显示，方便管理员

按分类要求添加帮助内容 

3、帮助管理内容前台显示效果如下图。（帮助管理的展示位置、效果，视模板不同，而显

示不同。） 

 

 供应商 

供应商主要是为平台提供货源，平台审核货源上架到平台商城，用户购买供应商的商品，订

单会自动分配给供应商，由供应商发货。 

供应商有自己独立的后台，在后台可以上传商品、管理订单发货、处理售后、财务结算及消

息推送密码管理等等；平台后台也有供应商管理板块，供应商商品的审核、订单的查看、提

现的处理、供应商的添加等等由平台统一处理；供应商所有商品的营销活动都由平台统一添

加管理，供应商只需要关注自己的产品和订单发货即可。 

供应商模式图 

 

 供应商后台 

 供应商后台首页 

供应商后台登录地址：域名/admin 

 

功能： 

 统计今日的订单数、订单金额及上架商品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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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处理事务提醒，包括：待发货订单、退货单、换货单、库存报警商品 

 显示账户资金信息：可提现余额、提现冻结余额、已提现总额 

 统计商品销量 TOP10 

 

 商品管理 

【发布商品】 

1、跟平台发布商品类似，比平台少了部分必填字段 

2、发布商品第一步选择分类，第二步填写商品基础信息，第三步编辑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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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审核商品】 

1、筛选和查询待审核商品 

2、编辑和重新提交未通过审核商品 

说明： 

 所有审核中和未通过审核的商品都会出现在此列表中，供应商可以对商品进行编辑修改

删除操作 

 未通过的商品可以看到未通过原因，编辑完成后重新提交审核 

【商品列表】 

   1、审核通过的商品存在此列表中，可以按出售中、下架中、仓库中进行筛选商品 

2、在列表页可以单个修改修改商品的库存，也可以批量修改库存；也可以重新编辑商

品信息 

说明： 

 供应商不可以下架和删除列表商品 

 供应商编辑完商品保存后，商品需要平台方重新审核 

 参加营销活动的商品供应商不能编辑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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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管理 

【订单列表】 

1、可以按订单状态“等待买家付款”“等待发货”“已发货”“成功订单”“历史订

单”对所有供应商进行归类筛选 

2、按“订单编号”“商品名称”“收货人”“收货地区”“订单时间”对订单做查询

筛选 

3、对订单可以进行批量“下载配货单”“批量打印快递单”“批量打印发货单”“批

量发货”“批量订单导出” 

说明： 

 供应商不能对订单进行改价，只对订单进行发货操作 

【退货申请单】 

处理退货单据 

说明： 

 用户发的退货申请后由平台这边先审核，审核同意后，才交给供应商这边做处理， 

 供应商只针对退货的商品做确认收货操作，确认收货后，再交由平台这边做退款处理 

【换货申请单】 

处理换货单据 

说明： 

 用户发的换货申请后，由平台这边先审核，审核同意后，才交给供应商做后续处理， 

 换货主流程：用户发起申请》平台同意换货》用户发货给供应商》供应商确认收到货物》

供应商换货发货给用户》用户收到换货》换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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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算管理 

【订单结算】 

1、查看待结算订单和已结算订单 

2、可以根据时间和订单号对列表做筛选 

说明： 

 

 待结算订单为已经付款但是没有过售后期的订单，包括处于退款中、退货中、换货中的

订单 

 已结算订单为完成并过了售后期的订单；已结算金额自动累加到供应商的虚拟账户里面 

 结算价=供货价+运费；发生商品退货和退款时，此件商品不结算供货价，但订单的运

费仍然结算 

【申请提现】 

1、供应商可以把虚拟账户的资金申请提现，提现到自己的银行卡或者支付宝账户里面 

2、查看及导出提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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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以根据时间和状态对提现申请单据做筛选 

说明： 

 

 

 供应商的提现操作和提现详情在这里进行管理；可以清晰看到自己可以提现金额、提现

冻结金额和已提现金额 

 提现申请会先到达平台后台，管理申请通过后，放款打入供应商指定账户；拒绝后，供

应商可以根据被拒理由，调整后重新申请 

 可以同时申请多条提现单据 

【收支明细】 

1、供应商可以把虚拟账户的资金申请提现，提现到自己的银行卡或者支付宝账户里面 

2、查看及导出提现记录 



 235 

3、可以根据时间和状态对提现申请单据做筛选 

说明： 

 收支明细会记录账号里的出账和入账，出账是商品销售的结算收入，出账是提现支出 

 

 平台供应商板块 

 供应商管理 

供应商列表 

1、添加供应商 

2、管理和编辑供应商信息 

3、可根据供应商名称、用户名查找列表供应商 

4、冻结供应商 

说明： 

 

 供应商只能由平台这边添加，创建账号和密码 

平台可以在列表的“编辑”操作里，对供应商进行冻结，冻结的供应商不能登录后台，所有

的商品会在前台下线；解冻后，商品需要重新审核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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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管理 

待审核商品 

1、审核及批量供应商商品 

2、预览供应商商品 

3、编辑供应商商品 

4、可以根据名称、类目、供应商做筛选查询 

说明： 

 

 

 供应商的商品必须平台先设置好一口价才能做相应的审核 

 商品审核被拒时需要平台填写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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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通过的商品默认上架 

商品列表 

1、可以根据名称、类目、供应商等做筛选查询 

2、可以对商品进行批量操作 

3、可以编辑、删除商品 

4、设置商品的相关商品 

说明： 

 

 可以批量对商品上架、下架、调整零售价、销售数量等等 

 订单管理 

订单列表 

查看供应商订单相关的信息，可以根据名称、类目、供应商做筛选查询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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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的订单只出现在供应商版块的订单列表中；平台订单只出现在平台的订单列表中 

 供应商的订单未付款之前的改价或者关闭操作由平台进行；付款后的发货操作由平台进

行 

 购物车的商品会根据不同的供应商做分仓展示 

 当前台用户提交订单有多个供应商及平台的订单，在提交订单会根据不同供应商及平台

做区分；当用户提交订单未支付时，在订单列表会显示一个订单，用户可以统一付款，

用户付完款后，订单会拆分成多个供应商和平台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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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申请单 

处理退款申请单 

说明： 

 

 用户申请的退款订单由平台直接审核，不经由供应商操作，审核通过后，把钱退还给用

户，未审核通过，则退款失败 

退货申请单 

处理退货申请单 

说明： 

 

 退货申请单先要经过平台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用户直接发货给供应商，供应商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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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后，确认收货，再由平台打款给供应商 

换货申请单 

处理换货申请单 

说明： 

 

 换货申请单先要经过平台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用户把要换的货直接发货给供应商，

供应商拿到货物后，确认换货并把要换的货发送给用户，用户拿到换货后，确认收货，

换货成功 

 财务管理 

结算对账 

查看各个供应商结算明细和收支明细  



 241 

 

提现申请 

查看各个供应商账户余额及提现金额，并可以生成报告 

 

 

 

 门店 

 描述 

本章节介绍的“门店”功能，O2O 多门店系统的管理所在，通过本章节，可以了解平台与

门店之间的关系，以及门店独有的上门自提功能。 

门店功能包括门店管理、结算管理、IBeacon 管理三个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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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店管理 

 门店列表 

1、门店管理如下 

 

 

（1）可以店铺名称、用户名、门店域名进行查询商城各个门店信息。 

（2）可以对门店进行编辑、查看等相关操作。 

（3）查看该门店上架的商品 

（4）获取单个门店的链接 

 

2、新增门店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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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店名称】：对应门店的名称。 

（2）【门店所在区域】：对应门店所在的区域。 

（3）【详细地址】：对应门店所在的详细地址。 

（4）【定位】：对应门店所在区域进行定位搜索标注（移动端可以在后台设置周边门店，

可查看相关门店信息） 

（移动端周边门店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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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周边的店，具体逻辑如下：根据定位当前地址显示用户周边的门店，按与用户当前距

离的远近进行排序，当门店与用户的距离超出门店的服务半径时，则该门店不显示在周边

的门店中，周边的店作为独立链接，可配置到微信、APP、触屏版、服务窗。 

 

（5）【联系人】：对应负责门店的联系人名称。 

（6）【联系电话】：门店负责人的联系人电话。 

（7）【门店标签】：在门店设置板块可以添加标签，在添加门店时可以关联，方便管理员

进行管理。 

（8）【配送方式】：可以进行勾选该门店支持的配送方式 

快递配送是指的平台所使用的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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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自提：订单支持上门自提，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与门店的地址匹配，并且商品有货门店在

正常营业。 

门店配送：勾选门店配送之后会设置一个配送半径，配送费以及起送价，在移动端门店首页

进行下单，可以根据收货地址匹配范围选择门店配送。 

（9）【门店图片】：门店显示图片 

（10）【营业时间】：门店的营业时间 

（11）【用户名】：门店后台登录所使用的账号。 

（12）【密码】：门店后台登录所使用的密码。 

（13）【门店结算】平台抽佣比例，门店的订单结束交易之后需要与平台申请结算，抽佣比

例是需要门店付给平台相应的佣金。已订单金额进行核算，具体的核算在门店结算板块。 

 门店推广 

 

门店可以单独反正会员，在门店 APP 可以设置导购 生成发展会员的二维码。门店发展的会

员只作为业绩的统计，不会获取到佣金。 

门店数据支持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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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店设置 

 

匹配最近的门店：当后台选择此模式时，用户定位成功后会进入其所在位置的最近门店

首页，这个比较适合连锁加盟业态，所售的产品相同，按用户位置就近推荐门店即可 

（1）无匹配门店时：可以选择是否推荐到平台。开启之后当前定位地址无匹配门

店时会自动调整到平台首页 

（2）非营业时间下单:关闭之后 ，在非营业时间 只能访问，商品没有加入购物车

和立即购买按钮。 

（3）门店发展的会员只能访问对用的门店：门店 APP 可以设置导购，有生成带有

ID 的推广码，通过门店发展的会员是否允许在其他的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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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匹配到最近门店，进去微商城首页显示的内容） 

 

匹配多门店首页：当后台选择此模式时，会根据用户位置匹配到门店列表首页，这个首

页显示的是同城的门店，并按距离排序显示，类似于美团外卖饿了么这种平台，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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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区域或同城门店电商的商家  

（1）无匹配门店时：可以选择是否推荐到平台。开启之后当前定位地址无匹配门

店时会自动调整到平台首页 

（2）首页广告图：进入多门店列表页显示的轮播图 

（3）是否开启门店推荐：当用户访问某个商品详情页时，若所在门店已售罄，或

该门店不在服务范围内，是否向用户推荐其他门店 

（4）非营业时间下单:关闭之后 ，在非营业时间 只能访问，商品没有加入购物车

和立即购买按钮。 

 

（图为匹配到多门店，进去微商城首页显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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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平台首页：当后台选择此模式时，用户会直接进入平台的首页（跟 2.5 版本及之前

版本一致），在平台首页可以配置入口进入周边的门店，此模式适用于平台+线下实体

店的模式，平台店和线下门店运营并重 

（1）是否开启门店推荐：当用户访问某个商品详情页时，若所在门店已售罄，或该门

店不在服务范围内，是否向用户推荐其他门店 

 

营销图库：门店可选择使用平台所设置的营销图片，并在图片下配置相应的商品。门店 APP

在门店装修时关联平台后台添加的营销图库。 

 

 

营销图标：营销图标设置好后将出现在所有门店的首页，用户通过门店首页营销图标所进入

的具体活动页，产生订单后将算为对应门店的业绩。图标在添加的时候可以关联相应营销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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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标签设置：最多设置 8 个标签，在门店添加的时候可以关联标签。门店标签会展示在多

门店的首页，用于向会员展示门店的特殊属性。 

门店 APP 推送：门店 APP 在打包的时候，会需要客户申请一个个推账号，个推账号创建好

应用后，将相关的信息配置在后台。 

 

 

该场景下会发送推送消息到门店 APP：退款、退货、上门自提待确认、门店订单待发货、

门店线上支付、门店库存达到警戒库存    

门店 APP 下载设置：安卓门店 APP 打包之后，可以将安装包上传到后台，可以获取到下载

链接。iOS 的下载链接可以与在线客服联系在苹果市场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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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算管理 

 门店账户 

 

查看门店的结算明细，可提现金额，冻结金额等。也可以查看到门店的收支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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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算列表 

 

查看门店的订单结算详情。 

说明： 

1、若门店订单采用线上付款或到店支付采用支付宝微信收银 

      应结金额 = 订单实付+积分抵扣部分+优惠券抵扣部分-税金-退款部分 - （订单实付

+积分抵扣部分+优惠券抵扣部分-运费-退款部分-税金）*门店抽成佣金比例  

2、若门店订单采用到店现金支付 

      应结金额 = 优惠券抵扣部分+积分抵扣部分-税金- （订单实付+积分抵扣部分+优惠

券抵扣部分-退款部分-运费-税金）*门店抽成佣金比例 

 提现申请 

 

当订单结束交易，门店可以向平台申请提现，提现支持支付宝和银行卡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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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货统计 

 

通过发货时间、对应门店查询各大门店产生的交易情况，同时也可以【生成报告单】。也可

以查看每笔订单详情 

 Ibeacon 管理 

说明： 

 若是需要配置 iBeacon，需要开通微商城并配置公众账号信息。 

 可以在此给 Ibeacon 设置一些优惠券或是活动，将 Ibeacon 设备放到门店，当有顾客在

门店附近进行微信摇一摇时，有机率摇到设置的内容，从而达到吸粉促销的目的。 

 

iBeacon 中文名必肯 ，Ibeacon一项低耗能蓝牙技术，添加好 iBeacon，可以由 iBeacon发

射信号，IOS设备定位接受，反馈信号。 

注意：若是需要配置 iBeacon，需要开通微商城并配置公众账号信息。 

1、设备说明 

Ibeacon 主要应用于微信摇一摇场景，线下实体门店放置 ibeacon 设备，结合微信摇一摇功

能达到吸粉促销的目的。  

2、设备使用前提条件 

 （1）商家有已认证的服务号，且在微信公众平台开通摇一摇 

 （2）已购买 ibeacon 设备 

 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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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平台新增设备 

 

 

2、手机下载 APP RealKit （建议使用苹果手机下载） 

 

 

3、在 RealKit 激活 Ibeacon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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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平台设备管理中对应设备的 Major、Minor、UUID 填入 APP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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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管理 

1、新增页面 

 

 

2、将 ibeacon 设备与页面关联 

 

 效果统计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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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OS 管理

 

 HIPOS 设置 

1、注册商户，填写信息 



 261 

 

2、先写好对应的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3、到了设置支付这个页面后，选择需要的支付方式，进行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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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写对应的详细资料并提交（支付宝支付也是一样的） 

 

 

 HIPOS 绑定 

1、选择对应的门店，来绑定 pos 机，直接点击新增 pos 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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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新增 pos 机后，呈现的界面如下，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只要拿 HiPOS 扫一下即

可绑定成功 

 

3、：拿 HiPOS 扫码后，呈现的界面如下。二维码会自动消除，会显示绑定的 pos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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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OS 交易 

记录 HIPOS 交易明细 

 

 门店 APP 

 描述： 

   协助门店店员在手持移动设备上快速处理订单及管理门店商品，查看营收统计。其重点

提高了门店自提订单核销效率。为全原生化 APP，保证了操作体验的流畅性和数据安全性。 

登陆，首次登陆账号，需扫描后台门店 APP 二维码，登陆账号为各门店管理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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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店 APP 功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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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销订单】门店 APP 具备扫提货码进行核销的功能，在核销的同时会判断该订单是否付

款，如果没有付款的话，可以通过现金、支付宝、微信三种方式及时收款。 

【收银】APP 有微信、支付宝及现金三种收银方式，相比传统线下收银工具更加智能，收

银记录都可以在统计板块的收银明细中进行查看。不仅可以处理商城的订单收银，还可以针

对线下订单进行收款，线下订单同时也能在收银明细中查看数据。 

【自提订单】查看该门店自提订单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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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货订单】查看该门店待发货订单。 

【售后订单】查看该门店退款退货订单。 

【商品管理】查看该门店所有商品，对商品可以进行调整库存和下架操作。 

【库存报警】查看以达到库存报警的商品，提醒管理员进行商品库存管理。 

 

【统计】商家在门店 APP 上查看今日收银总额；了解其中现金收银和在线支付收银的具体

金额；可根据条件查看收银明细和账单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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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修改门店管理账号登陆密码以及门店基本信息，设置常用快递。商城数据有更新后

台可手动同步数据。 

【门店 APP 消息推送】门店订单申请退款、退货、上门自提待确认、门店订单待发货、门

店订单线上支付、门店商品库存达到警戒库存时，推送消息给该门店 APP，若匹配多门店

的订单或平台手动分配门店，则不会推送消息； 

 门店订单规则 

1. 通过限时抢购活动、团购活动、捆绑销售活动、匿名购买或礼品的订单不支持上门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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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门店配送； 

2. 商品在任一门店上架，在商品详细页和购物车页面显示支持上门自提； 

3. 加入购物车、立即购买、购物车结算、提交订单时，商品购买数量不能大于当前商品平

台库存； 

4. 提交订单时，根据收货地址所在市、有货的、正在营业的门店（门店所在地）可选上门

自提和门店； 

5. 当门店不支持某件商品上门自提时或门店某件商品无库存、下架时，在门店选择面板上

提示“该门店不支持商品自提”。 

6. 提交订单时，选择上门自提、到店支付，提交成功之后不能更改支付方式； 

7. 提交订单时，选择平台合作快递、货到付款或线下支付，提交订单成功之后不能更改支

付方式； 

8. 在自提订单在门店未确认前，平台可重新分配正在营业的门店，且不能更改分配到平台； 

9. 已付款或货到付款的订单，在门店未发货前，平台可重新分配正在营业的门店，若已分

配门店，平台不能发货或批量发货； 

10. 在线支付、上门自提的订单，需付款成功门店才能确认订单； 

11. 门店确认订单成功，生成唯一提货码或二维码、且可通过微信、短信通知会员； 

12. 开启“订单自动分配到门店”，系统自动分配规则如下：排除无库存、商品下架、暂

停营业的门店，根据收货地与门店配送范围进行匹配，当存在多个匹配门店时，由平

台人工分配； 

13. 门店配送的订单在发货成功扣除库存，且生成门店商品库存日志； 

14. 上门自提的订单在门店确认成功扣除库存，且生成门店商品库存日志； 

15. 限时抢购活动、团购活动、捆绑销售活动、匿名购买的订单在付款成功扣平台库存； 

16. 自提订单、到店支付的订单，APP 门店和 Hipos 机可线上收款和现金收款； 

17. 自提订单、到店支付的订单，PC 门店提货码核销和 Hipos 机采用现金收款方式核销成

功后视为门店收款； 

18. 自提订单、到店支付的订单，App 门店采用“线上收款和现金收款”核销成功后视为门

店收款； 

19. 门店 APP 的在线收款方式是根据后台配置的支付宝手机网页支付和微信支付； 

20. 货到付款的订单，门店发货成功视为门店收款； 

21. 门店发货的订单，会员申请退/换货，需门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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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门店现金收款、自提的订单，会员申请退款或退货可选择“到店退款”； 

23. 门店收款的订单，会员申请退款，需门店确认或门店完成退款； 

24. 开启“订单短信通知”、门店或平台发货人已获取微信 OpenID，订单支付后系统发短

信或微信模板消息通知发货人，若货到付款或匹配多门店的订单不能通知发货人； 

25. 门店订单申请退款、退货、上门自提待确认、门店订单待发货、门店订单线上支付、门

店商品库存达到警戒库存时，推送消息给该门店 APP，若匹配多门店的订单或平台手动

分配门店，则不会推送消息； 

26. 移动端商品详情页可查看门店信息，展示所有上架此商品的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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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商城 

 微信配置 

 基本配置 

1、公众账号基本通讯配置如下 

需要将 V商城生成的 URL与 TOKEN配置到微信公众平台-开发者模式下。 

 

（1）微信公众账号配置如下图 

 

点击开发者中心--配置项--成为开发者  

https://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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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微信公众账号 URL和 Token地址和 V商城必须保持一致，配置好之后必须是已起用状态 

 

 

 

2、推广员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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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定义菜单权限配置如下： 

在微信公众账号成为开发者配置好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开发者凭据。将此 AppId和 AppSecret

配置到 V商城服务号配置。 

 

 

需要将微信公众平台-开发者模式下的 AppId与 AppSecret配置到微配置-服务号配置下。 

4、登录接口配置如下： 

认证通过的服务号勾选确认使用，非认证通过的服务号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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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官方登录接口设置（仅认证通过服务号可用） 

进入公众账号后台-服务-我的服务（点击修改）将 V 商城域名填写在此（注意：不带 http

的） 

 

 

6、多客服配置： 

只有认证通过的服务号可在公众平台开通多客服，已在公众平台开通时请勾选，未开通时勿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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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S 接口安全域名 

打开公众账号设置--功能设置--将网站域名在此进行填写，域名不需要带 http:// 

 

 

注意：配置好 JS 接口安全域名才能正常使用红包分享 

 

相关文档《公众账号微信认证流程》、《配置微商城步骤》 

 自定义回复 

1、自定义回复管理玉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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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查看已经添加好的自定义回复信息，是否发布信息。 

（2）可以对已添加的自定义回复进行编辑和删除的操作。 

 

2、添加文本回复如下： 

 

（1）【回复内容】：客户第一次成功关注公众账号发送的文本内容。 

（2）【回复类型】：关键字回复、关注时回复、无匹配回复。 

（3）【关键字】：用户可通过回复某个关键字发送该条文本内容。 

（4）【匹配模式】：可以选择回复的关键字是模糊匹配或者精确匹配关键字内容。 

（5）【状态】：该条文本回复是否开启。 

 

 

3、添加单图文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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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题】：图文标题。 

（2）【封面】：图文封面图片。 

（3）【摘要】：图文摘要内容。 

（4）【自定义链接】：可以对但图文图片这只自定义链接地址。 

（5）输入单图文正文内容信息。 

（6）【回复类型】：客户成功关注公众账号后回复关键字可以发送该条图文消息。 

（7）【状态】：该条文本回复是否开启。 

 

4、添加多图文回复如下 

 

（1）【标题】：图文标题。 

（2）【封面】：图文封面图片。 

（3）【自定义链接】：可以对但图文图片这只自定义链接地址。 

（4）输入图文正文内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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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添加一个图文。 

（6）【回复类型】：客户成功关注公众账号后回复关键字可以发送该条图文消息。 

（7）【状态】：该条文本回复是否开启。 

 

注意：关注回复和无匹配回复，不管是文本或者图文只能存在一个。关键字回复添加所填写

的关键字不能重复。 

 自定义菜单 

自定义菜单配置如下： 

目前自定义菜单最多包括3个一级菜单，每个一级菜单最多包含5个二级菜单。一级菜单 最

多5个汉字，二级菜单最多7个汉字，多出来的部分将会以“...”代替。请注意，创建自定

义菜单后，由于微信客户端缓存，需要24小时微信客户端才会展 现出来。建议测试时可以

尝试取消关注公众账号后再次关注，则可以看到创建后的效果。 

 

（1）可以编辑自定义菜单显示的顺序 

（2）可以对已添加的一级菜单添加子菜单。 

（3）添加或者修改自定义菜单需要点击【保存到微信】才能同步更新微信上的信息。 

 

2添加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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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菜单名称不能为空，一级菜单在五个汉字内，二级菜单在七个汉字内。 

（2)添加主菜单一般选择绑定对象，默认不绑定；若是绑定之后将不能添加子菜单。 

 

3 添加子菜单 

 

（1）【菜单名称】：菜单名称不能为空，一级菜单在五个汉字内，二级菜单在七个汉字内。 

（2）【绑定对象】：绑定后主菜单将不能再添加下属子菜单，子菜单必须绑定一个对象。 

注意 

（1)添加主菜单，绑定关键字将不能再添加下属菜单。 

（2）添加子菜单，必须要绑定一个关键字。 

（3）添加或者修改自定义菜单需要点击【保存到微信】才能同步更新微信上的信息。 



 281 

 支付设置 

 

1、微信支付设置 

（1）支付方式设置如下 

（注意：只有认证通过的服务号才可以申请微信支付） 

 

1、AppId 和 AppSecret 是属于自定义菜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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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公众平台 mp.weixin.qq.com 开发者中心页面的开发者 ID 下 AppID(应用 ID)和

AppSecret(应用密钥) 

2、mch_ID（微信支付商户号）：在公众平台-微信支付-商户信息-商户号 

 

3、PartnerKey：在微信商户平台配置 

PartnerKey 设置步骤如下： 

第一步： 

登录商户平台请访问 http://pay.weixin.qq.com 

 

http://pay.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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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账号和密码（邮件里面会提示商户平台登录帐号和密码，如果密码有修改就需要输入正

确密码。） 

第二步： 

进入账户中心—账户设置—API 安全—下载证书。 

（点击安装控件，安装之后需要输入管理员的手机验证码才可以安装。 

 

第三步： 

证书安装完成之后设置 API 秘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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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钥长度为 32 个字符，其中包含字母和数字相结合。设置好之后将秘钥填写在微信支付

PartnerKey 处即可。 

第四步： 

保存信息。 

4、获取证书：登录商户平台—API 安全—下载证书 

 

证书下载之后，解压。商城后台上传 apiclient_cert.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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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方式申请流程参考如下： 

1)登录 https://mp.weixin.qq.com/进入后台，服务-服务中心-商户功能 

 

 

2)填写商户基本资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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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务审核资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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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务审核资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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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签署合同如下图 

 

6）缴纳保证金和发布产品如下图 



 292 

 

相关文档：《微信支付申请的流程和配置》 

2、盛付通支付 

（1）支付方式设置如下图 

 

商家信息需要在与第三方支付公司签约后，在商家服务中进行查看。 

3、线下支付设置 

（1）线下支付：配置 PC端的线下支付 

填写线下付款方式说明，如银行卡转账，支付宝转账等，点击是否立即开启该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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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付宝支付 

 

需要先在支付宝签约手机网站支付的接口，签约好之后将相关信息配置在后台 

 

 

 

 店铺导航 

店铺导航如下：设置页面底部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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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辑】：对已有的导航进行编辑。 

（2）【删除】：删除已有的导航栏。 

（3）【添加导航】：添加一个新的导航栏。 

 

a【标题】：输入导航标题名称。 

b【图标】：图标尺寸建议 60*60。 

c【链接】：可以为图标设置链接，也可以输入自定义链接，系统链接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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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程序 

概览以及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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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上架流程

网站域名先完成

HTTPS服务

注册小程序账号

小程序后台添加海

商程序员为开发者

海商程序员用开发

者工具上传程序包

客户登陆小程序后
台填写小程序相关
信息（名称、

LOGO、行业等）

客户在自己商城后
台配置好小程序首
页（产品要能体现

所做行业）

提交审核

（3-7天审核结果）

 

 

 

1 小程序账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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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注册有两种方式 

A、 登陆 https://mp.weixin.qq.com/，选择小程序，按照提示步骤

进行注册即可，此种方式注册完，需要另外再申请微信支付

和微信认证（300 元） 

 

 

 

 

 

 

https://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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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有了微信服务号，直接在 https://mp.weixin.qq.com/登陆

到服务号后台进行注册，如果这个服务号已经认证和注册微

信支付的，小程序就不再需要注册微信支付和微信认证了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https://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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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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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步（填写账户信息） 

 

 第六步（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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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程序上传和发布 

 商家创建好账号后登陆到小程序后台，给海商提供绑定一个开发者账号 

 

 
 开 发 者 用 微 信 登 陆 到 开 发 者 工 具 ， 工 具 下 载 地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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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debug/wxadoc/dev/devtools/download.html?t=149682666

7 

 

 下载好开发者工具后，扫码登陆，然后添加一个项目，填写 APPID（在微

信小程序设置里面）和项目名称， 

APPID 获取位置如下 

 

 

 

https://mp.weixin.qq.com/debug/wxadoc/dev/devtools/download.html?t=1496826667
https://mp.weixin.qq.com/debug/wxadoc/dev/devtools/download.html?t=14968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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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去选择本地的程序文件目录 

 

 

 创建完项目后，再上传小程序，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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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完成后，客户在其小程序管理后台，点击上传审核，上传审核前需要填写

完小程序的相关信息（小程序名称、LOGO、行业、简介等），全部弄完等待

微信审核即可上线，一般是 3-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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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配置 

 

轮播图：建议尺寸 750*750，最多上传五张 

精选商品：首页展示的商品 

 支付设置 

 

支持微信支付，开启微信支付将相关的信息配置在后台即可. 

注意：appid 和 AppSecret 配置的是小程序的，商户号和 32 位密钥和微商城配置的一致的，

直接获取的商户中心信息。 

 

小程序在提交审核注意事项： 

1.提交审核时选择的类目必须和后台配置的商品数据相关联否则可能审核通不过 

2.小程序名称注意不要和微信公众号的名称一致 

3.其它事项请查看小程序后台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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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屏版 

 店铺导航 

 

 

 

店铺导航如下：设置页面底部导航 

 

（4）【编辑】：对已有的导航进行编辑。 

（5）【删除】：删除已有的导航栏。 

（6）【添加导航】：添加一个新的导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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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标题】：输入导航标题名称。 

b【图标】：图标尺寸建议 60*60。 

c【链接】：可以为图标设置链接，也可以输入自定义链接，系统链接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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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设置 

 支付设置 

 
 

1、手机支付宝设置如下 

   (1)打开手机网站支付链接： 

https://b.alipay.com/order/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2014110308142133 

 

  (2)登入企业支付宝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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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信息如下图  

①网站的网址：必须是已经备案通过的网址，备案法人必须与企业支付宝账号法人保持一致。 

②网站必须是建设完成，能正常打开 

③有一定数量的商品可供浏览 

④所经营的内容合法 

⑤没有团购商品和团购字样 



 312 

 

(3)提交之后需要3个工作日审核，如下图 

 

商家信息需要在与第三方支付公司签约后，在商家服务中进行查看。 

支付宝手机网站签约地址： 

https://b.alipay.com/order/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2014110308142133 

 

2、盛付通支付方式设置如下 

https://b.alipay.com/order/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201411030814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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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信息需要在与第三方支付公司签约后，在商家服务中进行查看。 

3、线下支付设置如下：

 

填写线下付款方式说明，如银行卡转账，支付宝转账等，点击是否立即开启该支付方式。 

 

 

4、银联全渠道支付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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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信息需要在与第三方支付公司签约后，在商家服务中进行查看。 

 

2、支付方式申请流程如下 

打开银联全渠道支付申请链接：https://merchant.unionpay.com/portal/login.jsp 

点击在线申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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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窗 

 店铺导航 

店铺导航如下：设置页面底部导航 

 

（7）【编辑】：对已有的导航进行编辑。 

（8）【删除】：删除已有的导航栏。 

（9）【添加导航】：添加一个新的导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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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标题】：输入导航标题名称。 

b【图标】：图标尺寸建议 60*60。 

c【链接】：可以为图标设置链接，也可以输入自定义链接，系统链接显示如下 

 
 

 

 服务窗配置 

依次打开【服务窗】---【服务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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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配置 

服务窗基本配置如下 

 

1、如何获取 APPID、开发者公钥？ 

第一步：登陆服务窗 fuwu.alip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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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开发者、查看基础信息，可以查看到 APPID、开发者公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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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获取到的 APPID、配置到后台 

 

将开发者公钥填写到网站后台，注意填写时候信息前后不要有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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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服务窗相关信息首先必须申请服务窗口 ： 

2、企业服务窗申请流程 

1）登录服务窗地址：fuwu.alipay.com 

 

2）客户需要提供支付宝账号（支付宝账号已经过实名认证），发给售后对接人员，售后对

接人员会发一个邀请码，填写在此。（请注意邀请码填写之后，不要关闭页面，一定要完成

所有的申请流程，否则邀请码无法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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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企业 

 

4）这个是企业的支付宝，需要填写相关信息（所有信息中不能包含微信二字。填写之后无

法修改） ，企业需要上传授权运营书，授权运营书可以直接点击链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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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交开通同时可以去设置自定义菜单和欢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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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交之后支付宝将会在5个工作日审核 

 

7、审核通过之后，点击开发者就可以查看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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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服务窗申请流程 

1）登录服务窗地址：fuwu.alipay.com 

 

2）客户需要提供支付宝账号，登录支付宝服务窗（支付宝账号已经过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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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开通服务窗，选择个人，填写好相关资料 

 

4）需要填写好服务窗相关信息（所有信息中不能包含微信二字。填写之后无法修改） ，提

交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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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交之后支付宝将会在5个工作日审核 

 

6）审核通过之后，点击开发者就可以查看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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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菜单 

1、自定义菜单配置如下： 

目前自定义菜单最多包括 3个一级菜单，每个一级菜单最多包含 5个二级菜单。一级菜单最

多 4 个汉字，二级菜单最多 12 个汉字，多出来的部分将会以“...”代替

 

（1）可以编辑自定义菜单显示的顺序 

（2）可以对已添加的一级菜单添加子菜单。 

（3)添加或者修改自定义菜单需要点击【保存到服务窗】才能同步更新服务窗上的信息。 

 

2、添加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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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菜单名称不能为空，一级菜单在五个汉字内，二级菜单在七个汉字内。 

（2)添加主菜单一般选择绑定对象，默认不绑定；若是绑定之后将不能添加子菜单。 

 

3 添加子菜单 

 

（3）【菜单名称】：菜单名称不能为空，一级菜单在五个汉字内，二级菜单在七个汉字内。 

（4）【绑定对象】：绑定后主菜单将不能再添加下属子菜单，子菜单必须绑定一个对象。 

注意 

（1)添加主菜单，绑定关键字将不能再添加下属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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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子菜单，必须要绑定一个关键字。 

（3)添加或者修改自定义菜单需要点击【保存到服务窗】才能同步更新服务窗上的信息。 

相关文档：《企业服务窗申请流程》、《支付宝服务窗个人申请流程》、《服务窗配置》 

 支付设置 

1、手机支付宝设置如下： 

温馨提示：触屏版的手机支付宝在支付宝官网签约手机网站支付 

 

填写与支付接口提供商签约时，支付接口提供商提供的签约信息。 

 

2、支付方式申请流程如下 

打开手机网站支付链接： 

https://b.alipay.com/order/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201411030814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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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企业支付宝如下图 

 

填写信息如下图  

①网站的网址：必须是已经备案通过的网址，备案法人必须与企业支付宝账号法人保持一致。 

②网站必须是建设完成，能正常打开 

③有一定数量的商品可供浏览 

④所经营的内容合法 

⑤没有团购商品和团购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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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之后需要3个工作日审核，如下图 

 

商家信息需要在与第三方支付公司签约后，在商家服务中进行查看。 

支付宝手机网站签约地址： 

https://b.alipay.com/order/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2014110308142133 

 

2、盛付通支付 

支付方式设置如下图 

https://b.alipay.com/order/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201411030814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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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信息需要在与第三方支付公司签约后，在商家服务中进行查看。 

 APP 

商城 APP 分别有 Android 与 ISO 版本，配置方式相同。APP 需要提交相关资料进行制作安

装包并进行上架后客户才能进行下载。 

资料准备详见：《商城应用生成材料》、《苹果开发者帐号申请》、《APP 信任登录申请

流程》 

 首页配置 

 

 商品配置 

1、首页商品显示如下： 

首页商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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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看已添加的商品名称、库存、市场价、一口价；也可以对已添加的进行排序和删除的

操作。 

 

2、添加首页商品： 

 

通过商品名称、商品分类、商品品牌搜索商品，选择好商品点击选择。 

 首页编辑 

首页实现可视化编辑可以满足不同商家对首页的样式要求，让 APP首页更加多元化，拓展性

更强 

 

 后台提供五中模块化的板式供商家选择，如上图数字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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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模块都可以重复配置到 APP 首页，通过点击增加到 APP 首页上，根据示意尺寸

的上传相应的图片，每张图片都可以指定链接到不同的商城位置，如品牌专题、积分商

城、购物车、活动页面等等 

 

 基本设置 

 版本管理 

（1）在此开启是否允许 APP 下载 

（2）上传安卓 APP 安装包 

（3）Ios 上架到苹果应用市场之后会有对应 APP 地址，在此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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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页图片 

 

 支付配置 

1、手机支付宝设置如下： 

温馨提示：APP手机支付宝支付在支付宝申请的是 APP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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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申请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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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在线申请如下图 

 

申请条件： 

1.企业支付宝账号注册企业账号，您可以提供产品介绍文档或者手机 demo.apk .doc .docx .pdf

格式，内容要求包含产品说明、接口使用场景、资费说明等，文件大小不超过 5M）如果已

经在 appstore、googleplay、豌豆荚上架，可不提供文档 demo，直接提供应用名称，本产品

不支持仅填写网址申请； 

2.个体工商户，您可以提供产品介绍文档或者手机 demo.apk .doc .docx .pdf 格式，内容要求

包含产品说明、接口使用场景、资费说明等，文件大小不超过 5M）；个体工商户申请需要

上传营业执照 

支付方式签约地址： 

https://b.alipay.com/signing/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I1011000290000001002 

 

 

 

2、微信支付如下图： 

https://memberprod.alipay.com/account/reg/emailMercha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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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APP 端的微信支付是需要在微信开发平台申请账号做资质认证后创建移动应用，

审核通过才可绑定 

1、AppId 和 AppSecret 是属于微信开放平台移动应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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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微信开放平台 open.weixin.qq.com 管理中心--移动应用中查看 AppID 和 AppSecret 

 

mch_ID（微信支付商户号）：在开发平台-管理中心-移动应用-点击查看，这里签署成功后，

在邮箱中查找商户号和密码 

温馨提示：移动应用审核通过之后，会获取到微信支付的功能，点击此处提交资料，签署成

功后获取到微信商户账号，对应的微信商户账号会发送到您提交资料时填写的邮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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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artnerKey：在微信商户平台配置 

PartnerKey 设置步骤如下： 

第一步： 

登录商户平台请访问 http://pay.weixin.qq.com 

 
 

输入查收到微信商户账号和密码（邮件里面会提示商户平台登录帐号和密码，如果密码有修

改就需要输入正确密码。） 

第二步： 

进入账户中心—账户设置—API 安全—下载证书。 

（点击安装控件，安装之后需要输入管理员的手机验证码才可以安装。 

http://pay.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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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证书安装完成之后设置 API 秘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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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钥长度为 32 个字符，其中包含字母和数字相结合。设置好之后将秘钥填写在微信支付

PartnerKey 处即可。 

第四步： 

将以上信息配置到后台，保存即可。 

 

 

 

3、盛付通支付设置如下： 

 

商家信息需要在与第三方支付公司签约后，在商家服务中进行查看。 

 

5、银联全渠道支付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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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信息需要在与第三方支付公司签约后，在商家服务中进行查看。 

3、支付方式申请流程如下 

打开银联全渠道支付申请链接：https://merchant.unionpay.com/portal/login.jsp 

点击在线申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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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推送 

 推送设置 

 

 

（1）注册极光帐号，获取 AppKey 和 Master Secret 信息配置到后台。 

（2）订单推送设置：可以选择在订单发货、退款订单和退货订单推送消息。 

 消息列表 

 

 

（1）可以根据推送的类型，时间段，推送的状态筛选推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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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送消息的内容，接收的对象以及推送的时间。 

 

 常见问题 

 商品 

1、我们网站可以这样显示吗？或我们怎样可以实现不同的

规格不同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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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如图所示显示的是商品的规格属性，添加商品属性时候编辑商品的规格，编辑商品时

开启规格并对不同的商品设置不同的价格。 

2、我们网站可以这样显示吗？或 怎么可以在前台将一些规

格属性显示出来了，方便客户查看了？ 

 

Q&A：可以这样显示， 

（1）首先需要在商品--【商品】--【商品配置】--商品类型中添加类型，并关联好品牌， 

（2)添加商品分类，关联这个商品类型。 

(3)添加商品时候关联商品分类以、品牌及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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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站商品详情页处下面的那些商品显示是在哪里设置的

呀？可以由我自己设置吗？或后台商品版块里面商品旁边

的那个相关商品是什么？ 

 

Q&A：相关商品展示的是同一类型的商品商品，可以在商品列表中对不同的商品添加关联同

类型的商品。 

 

4、有一件商品，我想在服装分类下面可以显示在女装分类

下面也可以显示，这个怎么操作？ 

Q&A：商品扩展分分类同时关联两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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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品分类和商品类型的区别？ 

Q&A：商品类型：是方便添加、编辑商品时使用，不会在网站前台使用。 

       商品分类：主要是商品分类展示，在网站前台会显示出来，方便客户选择购物。 

      商品分类：就是将商品分为几类，在前台的导航栏可以显示的。 

      商品类型：就是将相同属性的商品归类，可以用来向顾客展示某些商品具有的特有

的属性， 

eg:：进入一个实体店，男装、女装就相当于店铺分类。牛仔，雪纺就是商品类型。 

 

6、截图那里的新品是在哪里修改，有什么作用呢? 

 

Q&A：商品标签，在【商品】--【品牌/标签】--【商品标签】中添加 

作用：对商品设置关联标签，方便首页商品展示栏目关联对应标签的商品，商品详细页可

以通过标签搜索商品。 

7、我现在卖的是食品，有大包小包的但是价格不一样，应

该怎么设置呢？ 

Q&A：商品类型中设置不同的商品规格，添加商品关联对应的类型规格并对不同规格设置不

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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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品牌和属性如何显示在网站前台？ 

Q&A： 

1）商品分类关联好商品类型。 

2）商品类型关联好商品品牌。 

3）商品同时关联好商品分类、商品类型、商品品牌。 

9、直通精灵的主要作用？ 

Q&A：用于独立商城系统后台商品、订单数据与淘宝店铺互通。 

 

10、我要怎样可以快速修改商品价格？ 

Q&A：商品列表中批量调整商品价格。 

11、为什么我批量导入数据包，提示导入成功但是后台不显示

商品？ 

Q&A：检查导入的数据包，可以将数据包通过淘宝助理转换之后重新导入系统。 

 

12、我作为会员下了一个单之后，我比较忙，10 天后，他怎么

自己确认收货了。是什么原因呢？ 

Q&A：订单设置中可以设置发货几天自动完成订单。 

 

13、如果客户购买了商品，要免掉运费，怎么操作？ 

Q&A：商品编辑时选择免邮的运费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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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个导出商品，怎么制定某几件导出呢？ 

 

Q&A：通过顶部的搜索条件搜索出对应的商品，不需要的商品可以点击除外。 

 

 

15、为什么我在首页搜不到这件商品呢？ 

 

Q&A：商品未上架在仓库中，仓库中的商品不在首页显示。 

 

16、商品分类最多可以添加到几级？ 

Q&A：商品分类最多可以添加到五级。 

 

17、为什么删除不了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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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该商品类型下还有商品关联。 

18、为什么商品图片没法放大的效果？ 

 

Q&A：商品原图小于放大显示框，图片尺寸一般建议 500*500，才会有比较好的放大效果。 

19、淘宝数据包上传的文件夹命名是任意自己定的吗？ 

 

Q&A：淘宝数据包上传统一命名 products。 

20、淘宝数据包可以不通过系统上传，直接在服务器里面上

传吗？怎么上传的？ 

Q&A：可以通过服务器或者 ftp 工具,上传到网站的/storage/data/taobao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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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的淘宝助理是 5.5 的，可是这里只有 5.0 的选择，那

怎么处理呢？ 

 

Q&A：淘宝助理 5.0 支持淘宝助理 5.0 以及 5.0 以上版本数据包导入。 

22、这个在前台哪里显示？ 

 

Q&A：商品类型就是将相同属性的商品归类，可以用来向顾客展示某些商品具有的特有的属

性，不会直接在前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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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品牌 LOGO 在哪里可以看到？ 

 

Q&A：品牌 logo 可以根据不同模板的展示效果在首页或者品牌页面显示。 

 

 订单 

1、为什么管理员退款了之后，会员没有收到款？ 

Q&A：系统只支持支付宝、微信原路退回。其他的支付方式支付的需要管理员进行线下打

款。 

 2、订单已经完成，推广申请提现佣金，为什么不能申请提

现？ 

Q&A：申请提现金额没有达到最低提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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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订单提交页面，是否需要发票，这里发票的税金如何收

取客户的？ 

Q&A：在订单设置当中进行发票税率的设置。 

 

4、我后台是有订单的，为什么历史订单中看不到订单记录？ 

 

Q&A：订单达到三个月之后才会成为历史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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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什么会员没有确认订单的情况下订单是显示已完成？ 

Q&A：订单设置当中有设置发货几天自动完成订单。如下图： 

 

6、为什么会员订单提交成功了，后台没有发货按钮？ 

   Q&A：会员提交的订单为团购订单。团购需要成功结束才会有发货的按钮。 

 

7、为什么这笔订单不可以修改价格。 

 

 

   Q&A：订单状态为已发货的状态。无法修改订单价格 

8、为什么不可以给这个订单添加礼品呢？ 

 

    Q&A：订单状态为已发货的状态。 

9、为什么这个发货人信息一直删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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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发货人信息为默认值。所以无法删除。可以新增一个发货人信息设置为默认值。再删

除原来的发货人信息 

10、这个是用来干嘛的，怎么设置呢？ 

 

 Q&A：增加新的快递单模板，上传快递单背景图设置相应的打印选项即可 

11、为什么这笔订单不可以打印呢？ 

 

Q&A：已关闭的订单无法打印 

12、红色框框那个是什么意思？ 

 

Q&A：此订单来自于微信端 

13、为什么我提交订单之后，忘记支付了，过了两天就关闭

了呢？ 

 

Q&A：后台订单设置当中设置了过期几天自动关闭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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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 

 1、申请信任登陆验证时提示以下图，请列出出现下图提

示的几种原因。 

 

Q&A：原因：1、后台的网站授权域名是否与填写的域名一致 

           2、代码是否有复制在后台的自定义页尾（HTML代码格式） 

           3、后台登录的地址是否与填写的域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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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支付宝获取了 PID 和 KEY 配置在后台，信任登陆不

能使用，有哪几种情况不能使用。 

Q&A：原因：1、是否有重新申请支付宝快捷登录 

           2、配置的信息当中是否有空格 

           3、申请支付宝快捷登录填写的域名是否与后台授权域名一致 

           4、支付宝快捷登录回调地址是否填写正确 

          

 3、申请支付宝信任登录，我按照操作申请了，配置好之

后为什么还是登录不了？ 

 
Q&A：申请的是支付宝的支付方式。需要另外再申请支付宝快捷登录。 

 4、新浪微博在线申请中选择验证方式下图中的验证方式

验证不了，请问有怎么解决？ 

 

 Q&A：可以通过文件验证的方法。将下载的验证文件上传到网站根目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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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QQ 信任登陆审核退回提示“在申请 QQ 信任登陆的

时候一直提示无备案或者备案不符”，请问是什么原因？ 

 

Q&A：原因：1、域名没有备案 

           2、配置的 PID和 KEY信息当中有空格 

           3、回调地址填写是否与后台授权域名一致 

        

 

 

 6、预付款怎么用啊，钱是哪里来的，支付之后又到哪里

去了？ 

 

Q&A：预付款是属于我们商城的一种虚拟交易方面。会员可以在会员中心开启预付款支付方

式。在商城产生交易。可以通过充值的方式来增加预付款或者是管理员在后台的财务报表

当中手动加款。产生交易过程当中系统会自动根据商品的价格来扣除预付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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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我在后台删除会员等级删除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Q&A：不能删除默认的会员等级 

 8、货到付款，没有付款直接退回的订单如何操作？ 

 

Q&A：可以让会员在会员中心进行退货的申请。 

 

 9、是否可以批量购买商品？ 

Q&A：可以将商品加入购物车，在结算时进行勾选。 

 10、我明明购买了这件商品，对商品评价，怎么突然看不

到了？ 

 

Q&A：管理员在后台删除了商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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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客户都是通过我的平台采购后平台代发货的，会员中

心那里可以设置 100 个收货地址吗？ 

 Q&A：会员最多只能设置 5 个收货地址。 

 12、添加了线下支付可以用于预付款充值，为什么在会员

中心点击充值跳到首页了。 

 

 Q&A：预付款适应于线上充值。不支持线下充值。建议最好是用即时到账的支付方式进行

预付款的充值方式 

 13、我用支付宝给预付款充值，支付宝已扣除钱，但是预

付款没有收到钱，请问是什么原因？ 

 Q&A：需要管理在后台手动添加预付款给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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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QQ 信任登陆审核通过了，突然就不能用了，提示下

图，请问是什么原因？ 

 

Q&A：QQ 信任登录申请时填写的授权回调地址错误 

正确回调地址为：http://正式授权域名

/openid/OpenIdEntry/hishop_plugins_openid_qq_qqservice 

 

 15、会员 A 购买了一件商品价格是 90 员。为什么我将链

接发给朋友他们看到价格是 100 员呢？ 

Q&A：商品有设置会员等级价。 

 16、会员中心给管理员发送的消息管理员在哪里查看？ 

Q&A：会员--客户中心--收件箱中查案。 

 17、会员可以同时属于活跃客户和休眠客户，会员可以同

时属于新客户和活跃客户，对吗？ 

Q&A：可以。 

 18、短信平台注册时填写的手机号码会不会显示在客户的

手机上？ 

Q&A：不会，客户收到的短信显示的是短信平台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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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我刚刚通过 QQ 快捷购买之后，为什么收不到邮件。

后台都配置好了。 

Q&A：通过信任登录的客户需要在会员中心重新设置好邮箱，否则收不到邮件。 

 20、休眠客户配置中这个天数能自己设置吗？ 

 

Q&A：目前是系统内置的 7 天，14 天，30 天，不能自己添加。 

 

 推广员   

 1、会员申请推广员为什么每次都需要管理员审核呢，可

以不审核么？ 

Q&A：推广员板块下面的推广员申请设置，如果设置了那么就需要主站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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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后台有推广员板块，会员中心没有推广员，请问是什

么原因? 

 

Q&A：后台登录的域名与店铺配置的基本设置填写的域名不一致。 

 3、会员中心佣金有 100，为什么没有体现的按钮？ 

Q&A：可在订单设置中设置，需要订单交易结束，不得再申请退换货才可以申请提现。 

 

 4、我有推广佣金 50 元，提现不成功，请问为什么？ 

Q&A：分佣设置中设置了佣金提现的最小限额。如未满足将无法申请提现。 



 365 

 
 

 5、A 发展下级会员 B，B 购买了商品之后，后台查看 A

获得了佣金，但是在 A 的会员中心中没有推广佣金，请

问为什么？ 

Q&A：订单还未完成。 

 6、如何查看推广员佣金明细。 

Q&A：可以在后台推广员列表，找到对应的推广员点击累计获得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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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微信端没有推广员申请的入口，请问是什么原因？ 

 

 

Q&A：在推广员板块下面的分佣规则设置中，是否显示推广员选择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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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会员购买后若退货，退款，系统会自动扣除推广员获

得的拥金吗？ 

Q&A：订单交易未结束是无法申请佣金提现的，如果可以进行退款退货那么佣金将会自动扣

除。 

 

 

 营销 

 1、购物积分设置 

在购物积分设置，若写的是 5 元 1 积分？那么购买 9.9 元的商品能获得多少积分？ 

此积分设置是针对全场商品而言呢，还是每个商品可以设置不同的积分点？ 

 

 

拓展思考：购物积分为 1 元 1 积分,商品金额为 100 元，若运费为 10 元，订单总金额为 110

元,能获得多少积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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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积分采取小数点后四舍五入，5 元 1 积分 9.9 元获得积分 2 积分； 

积分都是针对全场商品。 

      运费以及其他费用不计算积分，只计算商品总价积分。 

 2、添加了礼品，选择的是参与促销赠送 在前台不显示的

原因是什么呢？ 

 

Q&A：没有设置可以积分兑换，只有可以积分兑换的商品才能下首页显示。 

 

 3、积分主要有哪些用途呢？用总结性的话加以说明？ 

拓展思考:如果客户购买了商品,获得积分 1000积分,可是后台客户退款了?这积分是否存在还

是没有了呢? 

Q&A：1）积分兑换礼品。 

2）积分兑换优惠券。 

3）增加会员等级。 

4）积分抵扣订单金额 

5）微商城活动可以用积分换取活动机会 

 

客户退款之后积分会做相应扣除。 

 4、匿名购买的客户购买了商品后,能否获得积分? 

Q&A：不能获得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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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客户是 VIP 会员，可是有个商品促销活动是买 100 送

20 的，可他登录会员后却不能参加，有可能的原因是？ 

Q&A：商品 VIP 会员等级价格低于 100。 

 

Q&A：满额送礼品是商城促销活动，客户选择商品购买同时可以选择赠送的礼品； 

买商品赠送礼是由系统管理员手动给客户订单添加订单礼品，客户不需要自己选择。 

     满额送礼品不会显示在商品详情页，显示在订单提交页面。   

 

 

 6、有客户参加了团购活动，买家付款成功，卖家也收到

款了，卖家在后台却看不到发货按钮的原因？ 

 

拓展思考:如果团购活动以失败结束,是否能正常发货? 

Q&A：团购活动必须要成功结束之后才会显示发货按钮，若是团购活动失败则不会显示发货

按钮。 

 7、一个订单是否可以使用多张优惠卷？ 

Q&A：一个订单只能使用一张优惠券。 

 8、优惠券提示编号无效或商品金额不够有哪 5 种情况？ 

Q&A：1）优惠券编码错误。 

2）优惠券没有到使用时间。 

3）优惠券已经过期。 

4）优惠券已经使用过。 

5）商品金额没有达到商品满足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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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我在后台修改了店铺名称可是后面这里还是有这样的

显示，这里要在哪里修改呢？ 

 

Q&A：系统-基本设置--SEO 营销优化--简单介绍 

 

 

 11、匿名购买也可以参与我们商城中的促销活动吗？ 

Q&A：商城促销活动只限会员参与。 

 

 12、我后台添加了礼品，时间久了我也不知道礼品库存还

有多少？是否可以在后台直接修改礼品库存数量呢？ 

Q&A：礼品不能设置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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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 

 1、管理员是否可以手动给会员预付款账号加款？会员预

付款是否可以为负? 

Q&A：（1）会员可以在后台手动给会员加款，如下图： 

 

（2）会员预付款可以为负数。 

 2、管理员给会员预付款账户加时提示此错误是什么原

因？如下图： 

 

Q&A：会员没有开启预付款账户功能，需要登录会员中心预付款账户开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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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员在后台添加了多种支付方式，（如图 1）但会

员在进行预付款充值时只显示两种支付方式，是什么原

因？（如图 2） 

图 1：  

图 2： 

 

Q&A：在添加支付方式时候，只有扫码支付、纯网关支付这两种支付方式点击开启了【用

于预付款充值】；同时请注意预付款、线下支付方式即使开启了用于预付款充值，会员充

值也不会显示这两种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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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员有开启预付款功能，那么会员可以针对预付款账

号设置安全保护功能吗？ 

Q&A：会员预付款账户在开启时候是需要设置一个预付款支付的密码。 

 

 

 

 5、会员申请提现之后钱或者是退款之后是否会自动的转

入到会员所在账户中？如果将不是该怎么处理？ 

Q&A：提现、退款到银行卡不会自动打款给客户；管理员需要线下打款到客户提供的银行

账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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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什么情况下预付款资金会在冻结金额里面呢？ 

 

Q&A：会员申请提现，管理员审核中。 

 7、会员是否可以在移动端当中开启预付款的功能呢？并

对预付款进行充值呢? 

Q&A：可以在移动端操作。 

 8、我们的系统会员可以通过哪几中类型在预付款账户中

查询使用记录？ 

Q&A：自助充值、后台加款、消费、提现、订单退款、推荐人提成、订单退货、佣金转入。 

 

 

 

 10、我在后台给会员查看预付款明细时，可以针对明细生

成报告单吗？ 

Q&A：可以。 

 11、会员通过网银在线进行预付款充值时，提示：签名验

证出错是什么原因？如下图： 

 

Q&A：可能原因： 

1）检查网银支付方式配置的信息是否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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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录的域名是否和签约网银的域名一致。 

3）接口是否更新。 

 12、为什么我在会员中心选择了支付宝充值，充值完成之

后为什么预付款里面的金额还是零呢？ 

Q&A：1）支付宝是担保交易，需要管理员在支付宝中确认。 

       2）充值信息没有及时返回系统。 

 

 系统 

 1、为什么我的首页顶部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Q&A：由于上传的图片太大，logo 图片大小建议 265*70，实际以首页展示效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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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添加支付方式的时候，下面显示的用于预付款充值，

是什么意思呢？ 

 

Q&A：商城会员有预付款功能，在添加支付方式时候选择用于预付款充值，就是允许会员可

以通过这种支付方式自动充值预付款。 

     3）访问的是下架区的商品。 

 

 

 5、客户咨询首页要显示友情链接，如何操作 

 

Q&A：1、通过后台更换其他首页显示友情链接的模板。 

     2、通过后台系统--自定义页尾--添加友情链接地址。 

     3、通过模板定制服务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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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邮件设置，已经按照步骤填写好，为什么还会出现配

置错误？有哪些原因 

 

Q&A：1、配置的信息当中是否有空格。 

     2、配置的信息当中填写是否正确。 

     3、配置的邮箱是否有开启 SMTP服务。 

 7、支付宝配置好之后，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Q&A：1、配置的信息当中是否有空格。 

     2、配置的信息是否正确。 

     3、是否有签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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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添加在线客服的时候，QQ 号码是正确的，点击保存

还是提示请填写正确的 QQ 号码是为什么？ 

 

Q&A：填写的账号前台有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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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网店授权域名是由客户设置，还是有固定生成模式？

网站前台访问域名与这里有什么区别？ 

 

Q&A：网店授权域名主要是填写客户所提供的授权域名。 

 11、我商品上传时并没有上传主图，为什么首页这个商品

会显示图片呢？ 

Q&A：在商城后台--系统--基本设置--商品设置--有设置默认商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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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后台管理员 admin 这个用户名，可以修改为其他的

用户名吗？如何修改？ 

 

Q&A：需要添加新的超级管理员账号之后再删除原来的管理员 ADMIN 这个用户名 

 13、我添加了一个管理员，给他授权了所有板块，可为什

么还是不能修改其他管理员的密码？ 

Q&A：只有超级管理员才可以修改其他管理员的密码 

 14、权限如何设置 

 

Q&A：商城后台--系统--部门管理--设置不同的部门权限 

 



 381 

 15、数据库点击恢复，出现恢复失败是什么原因 

 

Q&A：数据库恢复只能在服务器当中恢复。 

 16、我设置了运费模板对应的快递费都是 10 元，但是针

对内蒙古这样的地方，我需要将运费设置高一些，怎么设

置呢？ 

Q&A：在后台支付配送--运费模板--点击添加地区价格来设置 

 

 17、客户修改的是哪一个价格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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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修改的是商品价格。不是市场价格。 

 

 

 

 

 18、什么是集成？ 

 

Q&A： 

1、您要将获得 PID与 KEY配置在后台  

2、审核通过后，状态为待集成，只要客户的商城网站有一笔支付宝的交易完成后，大概 1

个工作日左右，支付宝签约状态为已完结，就能正式用这个支付方式收款了。 

 

 19、客户签约支付宝，审核不通过时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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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首页不能有团购标签。将首页团购字体设置不显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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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消息类型中微信配置已经成功，为什么会出现以下的

情况? 

 

Q&A：微信消息没有配置好模板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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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我修改了邮件内容，为什么发送邮件给客户时收不到

邮件呢？ 

 

Q&A：1、后台是否有勾选邮箱发送消息给会员。 

     2、邮件内容是与代码有关，不能修改。 

 

 

 

 22、删除了图片分类，那我的图片也删除了吗？ 

 

Q&A：只是删除了图片分类。但删除的图片分类下的图片会自动划入到默认分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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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为什么我配置好了，但是邮件发送不了。 

 

Q&A：smtp 服务器、smtp 用户名、smtp 邮箱信息不一致。 

 24、邮箱配置好了，为什么会员注册时收不到邮件？ 

Q&A：配置好邮件之后需要在消息提醒页面勾选会员注册时候发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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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邮件配置一直提示配置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Q&A：1）检查邮箱配置 smtp 服务器、端口、用户名、密码是否正确。 

2）登陆邮箱设置查看是否开启 smtp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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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 

 1、我的首页大广告图不轮播了，是为什么呢？ 

Q&A：轮播图片不轮播是由于轮播图片代码被破坏了，恢复代码重新上传图片，一般建议图

片先上传到图片库，复制图片库图片地址替换图片路径，不建议直接删除图片然后添加。 

 

 2、为什么导航栏里的海淘有下拉框，其他的确没有下拉

框呢？ 

 

Q&A：上图有下拉框的是商城的商品分类，商城中只有商品分类在导航栏显示才会有下拉框

的效果。 

 3、这里的导航栏为什么总是显示有海淘和手机呢？我页

头菜单里没有看到这两个菜单名呢？ 

 

Q&A：海淘、手机是商城的商品分类，在设置页头菜单时候显示了 2个分类在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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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客户咨询修改这里的文字，如何回复 

 

Q&A：在页面--可视化编辑中修改。 

 

 5、要让一个商品显示在第一个，如何设置 

 

Q&A：编辑商品，将商品的排序增大商城中商品排序越大显示越靠前。 

 6、商品列表怎么设置不同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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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不通的商品展示栏目设置不同的关联条件如商品分类、品牌、标签等。 

 7、设置了关键字，前台只显示一个，是什么原因 

 

Q&A：1）设置了显示个数；2）设置了显示分类 

 8、首页导航栏会出现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Q&A：导航栏内容太多，将后面的内容挤下去导致页面错位。 

建议：减少导航栏显示内容，或者将显示的内容文字数量减少。 

 门店 

1.周边门店 

（1）可以作为独立链接，配置到微信、APP、触屏版、服务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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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端显示效果） 

（2）周边门店具体逻辑：1.移动端的定位地址（根据定位当前地址显示用户周边的门店，

按与用户当前距离的远近进行排序） 

                  2.门店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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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服务半径（当门店与用户的距离超出门店的服务半径时，则该门店不

显示在周边的门店中） 

 

 

2.上门自提订单显示： 

A、商品在任一门店上架，在商品详细页和购物车页面显示支持上门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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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会员登录购买，填写的收货地址与门店的范围匹配，订单提交页面配送方式可以选择自

提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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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门自提的匹配逻辑：根据收货地址所在市、有货的、

正在营业的门店（门店所在地）可选上门自提和门店。 

当门店不支持某件商品上门自提时或门店某件商品无库存、下架时，在门店选择面板上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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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门店不支持商品自提”。 

 

 5.关于平台与门店的商品库存 

门店的平台的库存是完全独立的，门店的订单门店进行发货，扣减门店的库存（门店配送发

货减库存，上门自提在门店确认成功减库存） 

  平台进行发货的扣减平台的库存（发货减库存） 

 6.门店订单 

（1）在线支付支付、上门自提的订单，需要付款之后门店才会有确认订单的操作按钮。 

（2）门店上门自提订单，门店在后台点击确认订单，会生成唯一提货码和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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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限时抢购活动、团购活动、捆绑销售活动、匿名购买或礼品的订单不支持上门自

提和门店配送； 

（4）货到付款的订单，门店发货成功视为门店收款； 

（5）门店发货的订单，会员申请退/换货，需门店确认； 

（6）门店现金收款、自提的订单，会员申请退款或退货可选择“到店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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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商城 

 1、公众账号绑定好了，自定义菜单都有，为什么我关注

之后回复内容提示如下图： 

 

Q&A：在公众账号配置的时候消息加密类型选择明文模式。 

 2、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Q&A： 

可能产生的原因： 

1）未认证通过的订阅号是没有自定义菜单。 

2）自定义菜单名称的字数过大。 

3）后台配置有空格。 

 3、配置微信支付，这个 ID 在哪里找到呢？ 

 

Q&A：是商户号，在公众平台-微信支付-商户配置中的商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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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微商城板块我后台都加了内容，为什么前台是空白的

呢？ 

Q&A： 

原因 1：后台添加的内容，并不在选择的模板中显示。 

原因 2：如果是通过自定义菜单进入，那么自定义菜单有可能绑定的是触屏版的链接地址。 

 5、微信公众账号选哪种呢？如图客户提问 

 

拓展问题:订阅号和服务号有什么区别?订阅号是否可以申请微信支付？ 

Q&A： 

订阅号：①不能设置自定义菜单②不能设置消息模板③每天可以发送一条群发信息 

服务号：①不认证之后可以自定义菜单②需要认证之后可以设置消息模板③认证之后可以

申请微信支付 

订阅号是不可以申请微信支付的。 

 6、使用微信支付提示支付取消或者失败是什么原因？ 

Q&A：①配置出错 ②后台配置的 key 是否重新生成的 

 7、订阅号认证通过了，为什么不显示微信支付申请的按

钮呢？ 

 

Q&A：订阅号是不可以申请微信支付的。 

 

 8、我刚注册是公众账号，账号名称是长沙海商，我现在

要修改成海商科技可以么？ 

目前只有认证的时候才可以修改公众账号名称，如果认证通过了就可以申请了。 

提问：公众账号名称需要注意什么？如果我申请的是订阅号怎么改成服务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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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订阅号是可以升级为服务号。 

 9、为什么我跟公众账号绑定了，可以关注后不显示自定

义菜单，自定义回复也不对呢？ 

Q&A：公众账号平台的开发者模式没有开启。 

 10、微信端可不可以把推广员隐藏掉呢？ 

Q&A：可以的，在微信板块下面的微信配置，有一个是否显示推广员。 

 11、公众账号之前绑定了订阅号，那么我现在要改成服务

号可以么？ 

Q&A：可以的，重新绑定即可。 

 12、如何让会员参加微信活动？ 

 

Q&A：方式：①通过关键字来参加②通过自定义菜单来实现③通过首页图标来实现。 

 13、申请手机网站支付的时候，总是被驳回，原因是：备

案和支付宝信息不符? 

提问：申请手机网站支付需要什么条件？ 

Q&A： 

1）首页不能有团购字样 

2）首页有商品可供浏览 

3）必须是企业支付宝 

4）申请时填写的域名备案的法人必须与支付宝账号的法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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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微信支付都按照文档配置好了，KEY 也是重新生成

的，为什么还是无法支付？ 

 

Q&A：ID 填写错误，一般 ID 都是十位数字。 

公众平台的微信支付中的开发配置没有配置成功 

 15、在微商城会员中心-推广员，点击发现下级推广员，

点击二维码一直跳转到首页是什么原因？ 

 

Q&A：那个二维码是需要分享给其他朋友的，如果已经是推广员的那么点击之后就会跳转到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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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为什么我添加了微抽奖现在无法报名了呢？ 

 

Q&A：活动报名时间已经结束。 

 17、我想加一个关注回复和无匹配回复，可是这里点击不

了，是什么情况？ 

 

Q&A：关注回复和无匹配回复不管是图文还是文本只能添加一个。如果添加了就不能再添加 

 18、会员中奖了，奖品是优惠券，可是在会员中心没有看

到可使用的优惠券呢。 

 

Q&A：中奖之后的奖品都是需要手动发送给会员的，包括优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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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编辑一级菜单，怎么不显示绑定关键字的框框 

 

Q&A：因为这个一级菜单下添加了二级菜单那边是不能绑定关键字的，否则一级菜单绑定关

键字之后将不能添加二级菜单。 

 触屏版 

 1、申请手机网站支付提示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 

 

Q&A：申请的这种支付方式只支持企业账户申请，个人账户不支持。 

 2、我想申请一个盛付通，我的域名也备案了，为什么申

请的时候总是失败？提示信息不一致。 

Q&A：需要检查一下申请盛付通账号的企业信息是否与备案企业信息一致。 

 3、首页加了限时抢购，我在后台营销推广下面也加了很

多限时抢购的商品，为什么前台没有看到这个抢购的商品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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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手机版由于页面有限，抢购活动不会下首页显示需要点击链接进入查看。 

 4、会员支付的时候点击这个账号怎么没有跳转到支付宝

支付页面啊？ 

 

 

Q&A：线下支付是需要单独通过配置的支付途径支付，这里的支付宝是没有链接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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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窗 

 1、支付宝都是需要企业的，那我是个人的怎么申请服务

窗？ 

Q&A：支付宝服务窗个人也可以申请，一般建议使用企业注册。 

 2、为什么这个菜单不能添加二级菜单呢？ 

 

Q&A：添加主菜单时候绑定了关键字，所以不能添加子菜单。 

 3、服务窗是需要怎么进入呢，我后台加了商品，可以点

击浏览器前台显示的却是电脑版的。 

Q&A：手机登陆支付宝--服务窗--点击搜索服务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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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盛付通申请通过了，也配置好了，可是还是无法支付。 

 

Q&A：没有开启使用该支付方式。 

 5、为什么在支付宝服务窗中，点击自定义菜单提示页面

不存在？ 

Q&A：因为在服务窗菜单管理中将自定义菜单关联到跳转网页 

 

 APP 

 1、为什么我 APP 安卓包上传了，但是打开出错？ 

Q&A：售前确认支付宝上传是否正确，若是确定没有问题联系对接售后人员，协调技术查看。 

 2、目前 APP 快捷登录有哪几种？ 

 



 408 

提问：公众账号是否可以申请 APP 快捷登录？ 

Q&A：QQ 信任登陆、新浪微博信任登陆、支付宝信任登陆、微信信任登陆。 

 3、APP 怎么下载啊？ 

 

提问：安卓需要提供什么资料？ 

 

Q&A：1、安卓 APP安装包制作好上传之后后台会有链接地址，直接可以下载安装包。 

2、安卓 APP 需要的资料请查看操作第 300页【Android app 制作前需要提供资料】 

 4、安卓 APP 可以生成二维码下载，那你帮我把 IOS 的

也生成二维码发个我？ 

Q&A：由于系统不一样 IOS 是需要到苹果开发市场下载，可以将对应网站 IOS 苹果市场下

载地址制作成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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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为什么我支付宝都配置好了，可就是无法支付呢？ 

 

提问：支付宝应用支付和网页支付的区别。 

Q&A：没有开启使用该支付方式。 

 7、我购买了云商城含有 APP，可是要怎么使用，怎么进

入前台查看。 

Q&A：APP 需要制作好安装包之后下载 APP 到手机上使用，具体 APP 需要提供材料参考操作

手册第 300、302页。 

 8、安卓的包已经上传好了，ios 的包什么时候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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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ios 安装包一般不需要在后台上传，上架到苹果应用市场就可以了，会有苹果下载地

址。 

 9、APP 下载地址这里，帮我换成我的前台域名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太长了。 

 
 

 

Q&A：每个 APP 都是需要相对的路径才能下载，不能换成直接的域名，建议可以

制作成二维码供客户扫描即可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