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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派ONex在线零售产品操作⼿册
商派ONex在线零售产品操作⼿册(版本v2.3.77)下载

后续操作⼿册的更新会逐步以⻚⾯展⽰。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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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CStore系统介绍
“ECStore”是上海商派（ShopEx）推出的企业级⽹上商店系统，融合了ShopEx在电⼦商务领域多年的⾏业
经验,	为企业提供快速搭建⽹店的解决⽅案，提供安全、稳定的系统架构。

“ECStore”适合希望进军电⼦商务、拓展线上业务的企业，拥有或打算部署企业独⽴服务器⽤于线上业务的
开展。“ECStore”为企业提供灵活、可靠、强⼤的B2C⽹上商店系统，能够迅速响应企业业务发展，为企业
电⼦商务业务提供全⾯、专业的⽀持。

ECStore作为消费者的⽹络购物平台，它既是多种服务、应⽤的前端载体，⼜是后端处理、分析、监控系统
的信息源。

ECStore有如下亮点：

速度快、⾼承载、⾼安全

ECStore优化了系统架构，前后台响应速度提升。同时在应对⾼负载和并发上具有优越的承载能⼒，并具有
⾼安全性的特点。卓越的性能帮助企业拓展业务，不再有系统瓶颈。

专业的权限管理、详细的操作⽇志

ECStore根据企业B2C运营的⻆⾊和流程，细致了权限管理功能，可单独控制添加商品、编辑会员积分等各
种操作，满⾜企业专业性的要求。同时⽀持记录后台详细操作⽇志，责任追踪不再空⽩。

应⽤插件快速加载，⼀键安装拓展功能

ECStore企业版引⼊应⽤程序接⼊机制（APP），功能拓展从此简易⽆⽐。

⽀持sphinx搜索引擎，打造强⼤商品搜索

ECStore⽀持sphinx搜索引擎，极⼤提升搜索性能，并能⽀持搜索分词、搜索联想等⾼级功能，使店内商品
搜索登上新台阶。

业内领先的促销引擎

ECStore拥有业内领先的促销引擎，可结合商品、订单属性，实现千变万化的促销规则。

系统整合集成

ECStore通过事件机制与API接⼝集成到ESB，可以实现与企业内部系统、后端作业处理系统等整体集成，
轻松打通电⼦商务IT系统。

模块化结构、快速灵活的开发框架

ECStore依托模块化结构，⽤⼾可⾃主复制使⽤、研究、改进，极⽅便地进⾏⼆次开发，快速响应企业发展
需求。

⾃定义URL、SEO优化

ECStore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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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tore版针对搜索引擎进⾏优化，内置强⼤的URL⾃定义功能，可随意定制，例如www.shopex.cn/⼿机
等。在基本描述内容外，根据系统⻚⾯分布，针对性增加nofollow、noindex等SEO标签，引导搜索引擎蜘
蛛爬⾏，避免商品分类等内容重复度较⾼⻚⾯出现重复，极⼤提升SEO效果。

强⼤的商品展⽰

ECStore运⽤更优化的商品规格表现⽅式，为企业搭建合理的商品结构，同时通过商品标签等功能，使商品
得到全⾯、个性化的展⽰。

⽂章内容管理，轻松维护⽹站内容

ECStore内置针对电⼦商务的⽂章内容管理系统，⽅便地添加、维护⽹站内容，⼴告⻚⾯随⼼定制，不懂代
码也能维护。

ECStore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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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CStore系统名词解释
商店前台

⽹店前台就是顾客浏览商品、购买商品的⻚⾯。

管理后台

供商家进⾏商店管理的界⾯，可以在这⾥完成商品添加、订单处理、会员查看、⽹店模版更换等多种管理
操作。

商品分类

商品分类，俗称商品类别、商品⽬录，指的是为了⽅便顾客分⻔别类查找商品，同时⽅便商家进⾏商品管
理的分类⽅式。

虚拟分类

在原商品分类基础上，依据商品的品牌、属性、价格等条件筛选⽽形成的新分类⽅式，例如200—300元的
商品，⼥性滑盖⼿机等分类。

商品类型

商品类型不同于商品分类，指的是依据某⼀类商品的相同属性归纳成的属性集合，例如⼿机类型都有屏幕
尺⼨、铃声、⽹络制式等共同的属性；书籍类型都有出版社、作者、ISBN号等共同的属性。

通⽤商品类型

ECStore系统内置的仅含有商品名、重量、销售价格、简介、库存、品牌等基本属性的⼀种商品类型。

商品规格

是依据顾客的购买习惯⽽独⽴出来的⼀种商品的特殊属性，例如顾客先选好了某⼀款衬衫，然后必须再选
择颜⾊和尺码才可以订购，这⾥的颜⾊和尺码被称为规格。

商品关键词

商品关键词是商品名称的有效补充，可以实现更多的搜索结果匹配机会，如：索尼爱⽴信W910i⼿机中设
置商品关键词“索爱W910i”，则⽤⼾搜索“索爱W910i”也可以找到这款⼿机。

版块

商店前台⾯⻚的不同区域，例如特价商品、销售排⾏榜、最新发货清单等，商家可以在后台的模版编辑中
进⾏版块设置来修改前台表现样式。

市场价

顾客购买商品时的参考价格，不作为购买⽀付价格。

销售价

ECStore系统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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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通顾客在商店中购买商品的结算价格。

会员价

顾客注册成为商店的会员之后，购买商品所享受的价格。商家针对同⼀商品可以根据会员等级不同，设置
不同的价格。

商品配件

是与此商品出现在同⼀个⻚⾯并且可同时购买的其他商品，如：购买诺基亚N95，可同时购买⼿机电池、内
存卡、蓝⽛⽿机等配件。

相关商品

商家为了促进其它商品的销售⽽将其显⽰在当前商品的⻚⾯上，这些商品就叫做相关商品。

商品

在ECStore系统中，商品是⼀个销售单位，在前台表现为⼀个商品详细⻚。

货品

在ECStore系统中，货品与商品不相同，货品是⼀个库存单位，例如“索爱W910i”是⼀个商品，但红⾊的“索
爱W910i”是⼀个货品，⿊⾊的是另⼀个货品。

货号

是货品的唯⼀编号，可⽤于仓库管理。

商品编号

商品的唯⼀编号，可⽤于商店前台的商品检索，⼀般使⽤数字编号，⽅便电话订购。

标签

是⼀种分组标识，可⽤于商品、订单，店主可以利⽤标签筛选分组，如：为某⼏个商品增加“热卖商品”的标
签，可以通过板块设置，让这⼏个商品显⽰在前台⾸⻚的热卖商品区。

购物⻋

指的是应⽤于⽹店的在线购买功能，它类似于超市购物时使⽤的推⻋或篮⼦，可以暂时把挑选商品放⼊购
物⻋、删除或更改购买数量，并对多个商品进⾏⼀次结款，是⽹上商店⾥的⼀种快捷购物⼯具。

⽀付⽅式

⽀付⽅式指的是⽹上购物时顾客与商家的货款清算⽅式，如：信⽤卡付款、⽀付宝付款、货到付款等。

配送⽅式

配送⽅式指的是商家将顾客购买的商品，送到顾客⼿中所采⽤的运送⽅式，如：中国邮政EMS、⻔店⾃取
等。

商品详细⻚

ECStore系统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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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细⻚指店主所销售的商品，在⽹店前台的详细信息展⽰⻚⾯，⼀般包括商品详细介绍、销售价格、
商品属性、购买按钮、商品图⽚等部分。

商品列表⻚

指⽤⼾通过搜索或点击商品分类进⼊的商品陈列⻚⾯，对顾客起到购物引导作⽤，⼀般包含商品名称、简
介、价格等基本信息；（⽬前ECStore系统有图⽂混排、橱窗以及⽂字列表三种展⽰样式。）

商品列表⻚图⽂混排显⽰⽅式

指⽹店前台采⽤商品横排罗列的形式，即每个商品占⼀⾏显⽰，依次向下罗列，⼀般包含商品名称、图
⽚、简介等信息。

商品列表⻚橱窗显⽰⽅式

指⽹店前台采⽤橱窗⽅格的形式，即每⾏多个商品，依次向右罗列，宽度超过限制则⾃动换⾏，⼀般包括
商品名称、图⽚、简介等信息。

商品列表⻚⽂字列表显⽰⽅式

指⽹店前台采⽤最简单的商品横排罗列的形式，即每个商品占⼀⾏显⽰，依次向下罗列，但不包含商品图
⽚，只有⽂字清单式列表。

商品缩略图

指商店商品图⽚按⼀定⽐例进⾏尺⼨压缩后的图⽚，⼀般⽤于⾸⻚、商品列表⻚、购物⻋⻚等需要简单展
⽰商品图⽚的地⽅。

商品相册图

指为形象地说明商店商品所使⽤的最⼤尺⼨商品图⽚，在ECStore系统中仅指商品相册中的⼤尺⼨图⽚和图
⽚放⼤器所使⽤的图⽚。

商品详细⻚图

展⽰在商品详细⻚左上⻆的图⽚。

图⽚放⼤镜

ECStore系统提供的商品图⽚展⽰新功能，顾客将⿏标移⾄商品详细⻚图⽚后，在右侧会出现细节放⼤效
果。

税率

是顾客需要发票时所承担的税点。

会员等级

ECStore系统提供多级会员体系，不同等级会员可以享受不同商品价格、不同积分规则以及不同的促销规
则。

优惠券

ECStore系统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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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券是⼀串代码，例如Anew200857，在购物的过程中输⼊，即可获得相应的优惠。	分两种优惠券：	A
类优惠券：是⼀串可⽆限次使⽤的代码。	B类优惠券：是多串但每串只可使⽤⼀次的代码。

促销规则

顾客购买商品时，满⾜⼀定条件就可以得到指定优惠的规则，例如商场中，我们常⻅的“满570,送100”，或
“满300，⽴减57”。

促销活动

促销活动是⼀条或多条促销规则的集合。

会员积分

会员积分是ECStore系统的⼀种购物优惠功能，会员顾客通过购买商品会累积⼀定的积分，并可根据商家设
定的规则实现积分兑换与商品优惠。

⾮会员购买

⾮会员购买是⼀种快速购物通道，即⽆需注册商店会员就可下订单购物。

队列

多个相同动作的集合，⽐如多条短信、多个邮件，当数量⽐较多时会采⽤队列的⽅式呈现，并按照⼀定规
则逐渐进⾏。

APP

中⽂称应⽤，是指将某些功能⽤独⽴的插件来实现的⽅式，这些应⽤可以⾃由安装与卸载，⾮常适于⼆次
开发与功能拓展，当有更新时会有提⽰并可在线操作，给商家带来极⼤⽅便。

ECStore系统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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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桌⾯

安装与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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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流程

安装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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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ECStore系统安装环境说明
与⼀般的软件不同，运⾏ECStore需要特殊的环境⽀持，如果环境不适合，则安装会⽆法进⾏。

本⼩节包括5部分，通过本节说明，您可以了解到ECStore运⾏的具体环境要求与参数。

1、安装环境要求

2、php环境下必须要启⽤的函数

3、Nginx下配置环境的需求

4、⽬录结构说明

5、安装过程中出现zend乱码的原因

1、安装环境要求

①.	服务器环境：Linux、Unix，推荐Linux

②.	Web环境：Ngix

③.	语⾔环境：PHP	5.3.6	及以上

④.	数据库：MySQL	5.0	及以上（如果采⽤MySQL数据库）

⑤.	其他：Zend	Guard	Loader	及以上

推荐使⽤软件环境：Linux	+	Nginx	+	PHP5.3	+	MySQL5.1*

2、PHP环境下必须要启⽤的函数

在Php配置⽂件php.ini中设置开启如下函数，如果不开启，则某些功能会有影响

allow_url_fopen

GD扩展库

MySQL扩展库

系统函数	——	phpinfo、dir

3、Nginx下配置环境的需求：

ECStore采⽤pathinfo做资源定位，所以要求$_SERVER环境变量中必须要有PATHINFO或则
ORGI_PATHINFO

在nginx下需要对配置⽂件做⼀些设置才可以

这些设置主要是在php	fast	cgi的配置⽂件中，设置代码为

set	$real_script_name	$fastcgi_script_name;

if	($fastcgi_script_name	~	"(.+?.php)(/.+)")	{

set	$real_script_name	$1;

ECStore系统安装环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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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path_info	$2;	}

fastcgi_param	SCRIPT_FILENAME	$document_root$real_script_name;

fastcgi_param	SCRIPT_NAME	$real_script_name;

fastcgi_param	PATH_INFO	$path_info;

4、基本⽬录结构说明

/

../app	基于ECOS上建⽴的所有的app的集合

../config	系统配置⽂件⽬录，需要设置为可写

../data	系统运⾏过程中产⽣的数据缓存

../demo	提供系统运⾏时的标准数据格式

../public	⽤于存放上传的图⽚、⽂本

../themes	系统模版存放⽬录，权限需要设置为可写

5、安装过程中出现zend乱码的原因

安装ECStore系统时，有时会出现以下乱码问题：

说明：ECStore核⼼程序⽤zend	guard进⾏了加密，安装的服务器必须安装Zend	Optimizer	2.5.7以上版本
进⾏解密后才能正常解析并运⾏ECStore程序。

出现上述问题的可能原因：

a、空间未安装zend，此情况多出现在国外服务器

b、空间中已安装的zend失效

c、空间中已安装的zend版本过低

ECStore系统安装环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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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使⽤FTP⼯具⼆进制上传安装程序
FTP⼯具上传⽅式的设置是⾮常重要的，如果设置出错，会导致⽆法安装。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学会如何正确的上传安装程序。

1、添加站点、配置连接信息

2、设置上传⽅式并确认上传⽬录

3、上传ECStore⽹店安装⽂件；

⽬前常⻅的Ftp软件有：CuteFtp、FlashFxp、LeapFtp等。

接下来，我们以常⽤的FlashFxp的设置为例来实现整个上传过程

⼀般情况下，购买了空间后，空间商会把空间信息⽤邮件的⽅式告之，如

请记录其中WEB空间信息，准备配置

1、添加站点、配置连接信息

打开FlashFxp，依次点击	站点-站点管理器

然后新建站点，并输⼊站点名称

使⽤FTP⼯具⼆进制上传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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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依次输⼊IP地址、⽤⼾名、密码：

2、设置上传⽅式、确认安装⽬录

依次点击	选项-参数设置

然后在界⾯中点击	传送，设置传送⽅式为⼆进制

如果安装时出现	Unable	to	read	12321	bytes…..这样的提⽰，则上传⽅式肯定不是⼆进制，请重新设置。

保存后，连接站点，查看默认⽬录。

使⽤FTP⼯具⼆进制上传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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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情况下，站点的默认⽬录为www、htdocs、wwwroot、连接后的当前⽬录，具体请与空间商确认

本例中为www

如果已经上传完成，但通过域名⽆法访问到，就有可能是因为⽂件没有上传到默认⽬录中。

3、开始上传安装⽂件

⑴、左上窗⼝选择要上传的⽂件

(2)、点击⿏标右键，选择“传送”，将Shopex程序⽂件上传到空间默认⽬录中。

使⽤FTP⼯具⼆进制上传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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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传完成后，显⽰如下

然后就进⼊安装流程，对系统进⾏安装。

使⽤FTP⼯具⼆进制上传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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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单机环境下安装ECStore系统
ECStore系统只有安装后才可以正常使⽤，⼀般情况下只要满⾜如下三个条件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a、能够⽀持ECStore系统运⾏的空间环境：php空间、mysql空间。

b、⼀个可以访问到空间的域名。

c、拥有空间FTP信息、数据库信息。

本⼩节包括6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在空间上顺利安装ECStore，并可进⾏后续操作。

1、获得ECStore系统安装程序

2、获得空间FTP信息，设置FTP上传⼯具

3、输⼊空间绑定的域名开始安装

4、填写获得的数据⽤⼾名及密码

5、安装系统运⾏所需要组件

6、完成安装

在购买适合的php空间与mysql空间后，会从空间商处获得空间FTP信息与数据库信息，认真记录这些信
息。

接下来根据实际情况，⼀步⼀步来完成安装。

1、获得ECStore系统安装程序

通过ShopEx⽹站提供的链接或通道，获得ECStore安装程序，并解压做好上传准备。

2、获得空间FTP信息及数据库信息

空间商⼀般通过邮件⽅式告之相关信息：

请认真记录，然后配置FTP上传⼯具，具体配置过程请参考前⾯⽂章。

单机环境下安装ECStore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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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空间绑定的域名开始安装

浏览协议后继续，总共有三步

单机环境下安装ECStore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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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写数据库信息

说明：

(1).如果数据库信息不正确，此界⾯中不会出现数据库名，需要与空间商确认。

(2).此处设置的管理员拥有系统最⾼权限。

(3).体验数据安装后可在后台删除。

5、安装系统运⾏所需组件

单机环境下安装ECStore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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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装完成

单机环境下安装ECStore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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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安装的过程中，需要等待1分钟到5分钟不等，请耐⼼等待

(2)、访问ECStore系统后台：http://您⽹店地址/index.php/shopadmin，建议收藏您⽹店系统后台管理地
址，⽅便登陆管理。

单机环境下安装ECStore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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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激活ECStore
在完成安装ECstoe之后，还需要产品激活码进⾏激活产品才可以正常使⽤ECStore

1.商家账⼾绑定

商家可以通过管理员界⾯或

http://my.shopex.cn/index.php?ctl=ent&act=register注册⻚进⾏商家注册，获取商家ID

在成功注册完商家⽤⼾后，进⾏绑定商家⽤⼾

激活EC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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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产品激活码，产品激活成功

3.正式运营⽹站

激活ECStore

30



激活ECStore

31



桌⾯内容介绍

桌⾯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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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桌⾯内容布局说明
桌⾯内容即ECStore系统安装成功后，登录后台看到的内容，⼀般是经常使⽤的，或最为关⼼的⼀些菜单及
数据。

本⼩节分5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桌⾯内容有充分的了解

1、总体布局说明

2、右上⻆菜单

3、左上⻆菜单

4、报表分析

5、右侧信息栏与底部提⽰栏

1、总体布局说明

登录后台后，显⽰如图

本⻚⾯中内容在每次登录时⾃动汇总，可以在第⼀时间内看到⽹店的总体信息。

2、右上⻆菜单

右上⻆菜单主要是登录设置、退出，常⽤的菜单内容

桌⾯内容布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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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置与退出

最右边的设置与退出主要是当前管理员的相关信息

点击设置后可以看到

点击密码修改，可以修改当前密码

点击	后台操作习惯，则可以定制当前⽤⼾的菜单顺序

桌⾯内容布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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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快捷菜单编辑

点击菜单中的快捷菜单

然后点击编辑

此时，会显⽰后台所有的顶级菜单及下⾯的⼦菜单，可以根据操作频率选择后显⽰在右上⻆，⽐如勾选商
品列表并保存后，再点击右上⻆快捷菜单

商品列表	按钮已经添加在此处。

3、左上⻆菜单

桌⾯内容布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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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菜单是系统的主要功能菜单所在，也是操作最频繁的，

默认状态

当⿏标放在其中任何⼀个菜单上时，都会动态显⽰此菜单下⾯的所有层级的⼦菜单，并可点击快速打开

4、报表分析

报表分析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运营分析、统计分析、业务概览

(1)、运营分析

运营分析在桌⾯的左上⽅

运营主要是对商店总体的订单状态做⼀个汇总，已发货与已付款的订单情况

当数据量⽐较⼤时，不同状态的订单会形成不同颜⾊的表

(2)、待处理事项

待处理事项在桌⾯的左下⽅

桌⾯内容布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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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订单来说，主要是新订单的情况、发货情况及订单留⾔的情况

对会员来说，主要是与会员交流的情况汇总

对商品来说，主要是库存及到货通知的概况。

(3)、业务概览

业务概览是在桌⾯的右下⻆

主要是对订单、会员、商品、促销等在量上的变化数据

5、右侧信息栏与底部提⽰栏

右侧信息栏主要是关于ECStore的⼀些发展情况

底部提⽰栏分两部分

左边的是版本信息

右边的是⼀些使⽤上的⼩技巧提⽰

桌⾯内容布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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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后台使⽤技巧
ECStore后台有许多使⽤技巧，掌握了这些技巧，会给您的操作带来莫⼤的⽅便。

本节主要介绍8个⼩技巧，希望这您可以快速掌握。

1、列表项的使⽤

2、滑铲的使⽤

3、列表⻚选择所有内容

4、⾼级筛选

5、标签功能

6、商品图⽚⼀次性上传多张

7、列表⻚的跨⻚批量选择

8、列表⻚单列显⽰宽度可⾃由调整

1、列表项的使⽤

ECStore后台多个栏⽬在右侧都有列表项，⽐如商品中的列表项

点击列表项展开后可看到具体内容：

(1)列表项中选择某些项⽬，或去掉某些项⽬，保存后会根据选择情况在列表内容中即时变化

后台使⽤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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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其它栏⽬中的列表项位置都相同，只是不同栏⽬中的内容有所区别！

(2)列表项中的各项内容可以⽤拖动⽅式进⾏调整：⿏标放在任意⼀项上，⿏标会变为移动的按钮，可以上
下拖动

后台使⽤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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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动到合适位置后，保存即可⽣效。

2、滑铲的使⽤

在查询列表中，需要选择多项的时候，可以⼀直按住⿏标向上或者向下滑动进⾏选择，俗称“滑铲”。

⽐如在商品列表，如果商品⽐较多时，可以这样操作

⼀般在选择部分商品时使⽤

3、列表⻚选择所有内容

在列表⻚中，⽐如商品、会员、订单的列表⻚中，选中⼆条以上记录以后，会在列表的上部出现⼀⾏提
⽰：

后台使⽤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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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提⽰是说明你选择了当前⻚⾯下的部分记录数，如果想选择所有的记录，可点击蓝⾊链接，会再出
现⼀个提⽰：

这次提⽰的是选择了所有的记录数。

⽤这种⽅法可以⼀次性选择该栏⽬下所有内容

4、⾼级筛选

在列表⻚中，⽐如商品、会员、订单的列表⻚中，右上⻆都有⼀个⾼级筛选功能，此功能可以全⽅位搜索
当前列表⻚中内容，做到精准搜索

不同列表⻚，⾼级筛选功能不尽相同，⽐如商品列表⻚的筛选

后台使⽤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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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标签功能

在列表⻚中，⽐如商品、会员、订单的列表⻚中，左边第三个有⼀个标签管理功能

点击后，可以看到界⾯概况

后台使⽤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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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个标签

添加后，显⽰在列表中

在商品中使⽤此标签

更多使⽤，请参考相关⽂章

6、商品图⽚⼀次性上传多张

添加商品时，如果这个商品有多张图⽚可以使⽤，可⼀次选择后全部上传，节省⼤量时间

添加⼀个商品，在图⽚上传位置，⿏标放在上传按钮处会有提⽰

后台使⽤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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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选择图⽚

选择后⾃动上传

如果您的商品图⽚⽐较多时，⽤此⽅法会⾮常⽅便

7、列表⻚的跨⻚批量选择

例：要设置某项活动，需要在商品列表中选择某些商品，但这些商品⼜分布在多个不同的⻚⾯中，此时要
如何操作呢？

可以如下操作：

在商品列表的第⼀⻚选择⼏个商品

后台使⽤技巧

44



然后点击下⽅的翻⻚

点击任何⼀⻚，然后继续选择商品

此时，在上⽅可以看到，被选中的商品会⾃动累加。

这样，在设置促销活动，或对某些商品进⾏批量操作时可以带来很⼤的便利性。

8、列表⻚单列显⽰宽度可⾃由调整

例如：在商品列表⻚，商品的名称⽐较⻓，⽆法显⽰完整，要如何操作才能直接浏览到商品的全称呢？

当出现此种情况时，可以把⿏标放在单列的边界处，此时⿏标会改变形状

此时，左右拖动⿏标，则商品名称的单列宽度就会动态变化，⽅便查看全部内容

说明：此功能⽬前只有在列表⻚内容的第⼀屏中有效，当拖动当前⻚后，不能再修改单列宽度。

后台使⽤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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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回收站
回收站，顾名思义就是在商店中删除的内容的临时中转站，回收站中的内容可以恢复到原来位置，也可以
彻底清除。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回收站的⼯作范围有⼀定了解。

1、回收站界⾯说明

2、恢复与清除

在ECStore中，回收站是统⼀设置的，在后台所有位置删除的内容，⽐如⽂章、商品、分类等会全部放在统
⼀的⼀个回收站中。

1、回收站界⾯说明

后台，点击右上⻆菜单中的	回收站，即可开启回收站

回收站是⽤弹窗的⽅式显⽰的

当被删除的内容⽐较多时，也可以⽤⾼级筛选的⽅式查找

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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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恢复与清除

上图中，被删除的内容涉及多⽅⾯，有⽂章，有商品，也有订单

如果想恢复某个内容，⽐如商品，可勾选后进⾏恢复操作

进⾏恢复操作后，会有两个提⽰：重新⽣成唯⼀性的字段后新增，不做恢复处理。

如果删除时留下的位置已经被占⽤，则恢复时会按上⾯的选择操作。如果没有被占⽤，则会恢复到原来的
位置

如果想彻底删除，则选择后直接操作即可，彻底删除后的信息⽆法恢复。

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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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系统配置⽂件config解读
系统配置⽂件config.php包括数据库的相关信息，包括⼀些优化系统的参数开关，还包括⼀些附加的设置开
关。

本⼩节包括6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其中某些部分进⾏优化与调整

1、数据库配置信息

2、优化参数

3、时区调整

4、前台禁ip

5、数据库集群

6、htaccess优化

Config.php⽂件是在系统安装后产⽣的，不安装不产⽣，位置在安装空间config⽂件夹下，如果丢失，⽹店
会⽆法运⾏。

提⽰：对此⽂件的编辑请⽤专⻔的编辑软件，如EditPlus或Dreamweaver；不要⽤记事本，会产⽣⼲扰代
码。

本例中使⽤EditPlus查看及编辑。

1、	数据库配置信息

查看此⽂件，可以看到头部内容

数据库信息⼀般情况下不要修改，除⾮服务器有变动，如迁移或更新等。

系统缓存默认是开启的，对⽹站的正常运转性能有好处。

如果是在后台调试模板，想⽴刻在前台看到修改后的情况，可暂时关闭缓存，⽅法是

把//define	('WITHOUT_CACHE',false);修改为	define	('WITHOUT_CACHE',true);

系统配置⽂件config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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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结束，再开启缓存。

2、优化参数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调整，⼀般情况下不⽤修改

3、时区调整

默认情况下，在安装时系统已经⾃动识别服务器的时间设置与当前时间的关联，不需要调整。

如果不是在东8区(中国是在东8区)，可以把此数字修改为⾃⼰所在的时区即可。

如果缺少本段代码，直接添加也可。

服务器对内存的限制默认是32M，如果速度慢时，可稍微调整

4、前台禁ip

如果不希望某些IP访问⾃⼰的⽹店，可以在此添加

此处即可以填写IP地址，也可以填写⽹段，多条规则中间⽤空格分隔。

5、数据库集群

尽管系统已经对缓存系统极度优化，以⾄于有时前台访问根本不会连接数据库。

系统配置⽂件config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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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负载的数据库⽤⼾，还是提供了读写分离的⽀持

以上这段就是⽤来给"只读"数据库⽤的。

开始的数据库信息是读写均可的数据库，也就是master数据库

6、htaccess优化

这个强烈推荐！	这样会访问我们打好包.jgz⽂件⽽不是.js

以上这些是在平常使⽤时可能会修改的地⽅，修改前请做好备份！

系统配置⽂件config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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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板

控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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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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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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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商店logo与店家信息设置
商店logo、店家信息是⼀个⽹店的基本信息，也是给顾客的第⼀印象，设计精美的logo可以留给客⼾不⼀
样的感受。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设置⼀些商店中⽐较基本的项⽬。

1、商店名称、商店LOGO更换；

2、店家信息的修改

1、商店名称、商店LOGO更换

后台右上⻆，依次点击	控制⾯板-商店设置

(1)、更改商店Logo

点击上图中的	选择，可对⽹店logo进⾏更换

Logo图⽚有三处来源，分别是本地上传、⽹店图库、⽹络

商店设置

54



本地上传使⽤是最多的，本地做好图⽚，直接上传后，确认即可

图库⾥的内容⼀般是商店中其它部分上传的⼀些图⽚，⽐如商品图⽚、商品描述信息⾥的图⽚

⽹络图⽚⼀般是引⽤互联⽹上的图⽚，这种途径与服务器关系密切，如果服务器发⽣变化，则图⽚显⽰会
异常，使⽤时要慎重。

说明：

a、Logo尺⼨⼤⼩：在模板下对原Logo点右键查看尺⼨，然后制作同⼤⼩的Logo替换即可

b、Logo上传可⽀持jpg、gif、png等常⽤的图⽚格式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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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改商店名称

在商店名称中修改后，保存，清除缓存，前台便会呈现新修改的名称

2、店家信息修改

点击上⾯菜单中的店家信息，可以对商店的基本信息进⾏编辑

该数据仅作系统后台展⽰所⽤。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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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登陆注册设置
登录与注册是消费者成为⽹站会员的必经步骤，	⽽登陆注册⻚⾯的设置和设计也与⽤⼾体验息息相关。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设置登录注册⻚⾯⼀些⽐较基本的项⽬。

1、登录注册⻚⾯左侧图⽚设置

2、会员登录注册的设置

1、	登录注册⻚⾯左侧图⽚设置

后台右上⻆，依次点击	控制⾯板-商店设置

点击上图中的	选择，可对登录注册也左侧⼤图进⾏更换

Logo图⽚有三处来源，分别是本地上传、⽹店图库、⽹络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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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上传使⽤是最多的，本地做好图⽚，直接上传后，确认即可

图库⾥的内容⼀般是商店中其它部分上传的⼀些图⽚，⽐如商品图⽚、商品描述信息⾥的图⽚。选择之后
点击“确定”。

前台显⽰如下：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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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图⽚⼀般是引⽤互联⽹上的图⽚，这种途径与服务器关系密切，如果服务器发⽣变化，则图⽚显⽰会
异常，使⽤时要慎重。

2、	会员登录注册的设置

可设置会员注册与会员登陆是否开启验证码

后台右上⻆，依次点击	控制⾯板-商店设置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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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客登录⽅式

跳转⾄登录⻚：前台⻚⾯跳转⾄登录⻚⾯

弹出登录窗⼝，如图：

(2)、会员注册与登录需输⼊验证码

注册⻚启⽤验证码功能，可防⽌利⽤程序恶意注册。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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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启⽤验证码功能，可防⽌暴⼒破解。

(3)、会员注册、找回密码、绑定⼿机发送短信时需要验证码

会员注册、找回密码、绑定⼿机发送短信时需要验证码，可提⾼会员账⼾安全性。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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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消费者填写的登录账号为⼿机号码是，下⽅会出现短信验证码。

当找回密码时，需要填写⼿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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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机号注册限制（PC）
账⼾体系的经营是为商家带来⻓期效益的基⽯，与会员的传播机制是账⼾体系经营的基础，	通过的⼿机号
数据，商家可以与消费者建⽴真实的⼀对多关系。

ECStore提供了PC商城的限制注册功能，商家可以将PC商城的注册⽅式限制为只能通过⼿机号来注册，来
提⾼⽤⼾体系的真实性。

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使⽤当前功能来限制PC商城的注册⽅式

管理员依次点击[控制⾯板]—[商店设置]—[登陆注册设置]，就可以看到“只允许⼿机号注册的”

管理员可以开启“是否只允许⼿机号注册”的功能。开启后，前台注册⻚⾯如下。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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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积分设置与购物设置
积分是指顾客在商店中购买商品后获得的分数。通过使⽤积分，会员可以实现会员级别的变迁，也可以使
⽤积分来兑换优惠券。⾮会员购物得不到积分的，只有商店的注册会员才可以享受积分。积分是商家在设
置商店促销、吸引顾客购物、保持会员稳定时⼀个不可或缺的⼿段。

购物设置⼀般是设置商品、订单的显⽰⽅式，及顾客在购物时的⼀些规则，贴⼼的购物设置可以给顾客⾮
常舒服的感觉，从⽽促使⽤⼾的多次消费。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学会对您的⽹店进⾏购物设置、积分相关设置。

1、积分设置与相关问题

2、购物设置

1、	积分设置与相关问题

后台右上⻆，依次点击	控制⾯板-商店配置

接上⾯菜单，点击积分设置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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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分计算⽅式

⼀般情况下，商家可以通过两种⽅式的设置，来让会员得到积分：

⼀种是订单中商品总价格乘以某个⽐例值，另⼀种是指定商品单独设置积分。

当设置为不使⽤积分时，会员等级按照购物的经验值来进⾏升级

经验值指的是顾客历史消费⾦额累积值，1元=1个经验值

①、按订单中商品总价格来获得积分

选择后展⽰的选项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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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分换算⽐率

例如，会员购买本店任意商品，每⼗元钱累积⼀个积分。

则设置为

积分换算⽐率的⽅法：	1积分除以所要求的⾦额	得到

本例中为1/10元=0.1	所以换算积分⽐例设置为0.1

购买商品时，在订单详细⻚⾯可以看到本次购物所获得的积分情况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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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只有当此订单的状态变为	已付款	后，积分才会更新到会员，如果是	未付款	则会员积分不会更新。

(3)、会员等级升级⽅式

会员等级升级⽅式可安装两种⽅式升级

按积分

按经验值

(4)、积分升级⽅式

当(2)、会员等级升级⽅式选择为按积分时显⽰此条选项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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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只升不降时，会员等级与积分的增减⽆关

选择根据积分余额升级或降级时，当积分消费后低于当前会员等级，会员等级会下降到对应等级

(5)、是否启⽤签到送积分功能

开启签到功能后，会员能够在会员中⼼签到，每天⼀次，并且在签到后能够得到后台设置的“每次签到获取
的积分”的积分数。

(6)、积分过期设置

设置过期时间后，当超过设置的⽇期，积分变为过期积分

(7)、下单抵扣⾦额

当积分⽤⼾选择为只抵扣时，下单⻚⾯积分可抵扣

(8)、积分抵扣最⼤⾦额或⽐例，积分抵扣⾦额的⽐例值

选择(5)、下单抵扣⾦额后显⽰此处选项

(9)、获得积分间隔时间

当设置间隔后，⽤⼾获取积分的时间会根据设置的数字判断

(10)、何时结算积分，何时扣除使⽤积分

⽀付完毕时

当⽤⼾在⽹店前台购买商品，并付款成功时即可获取积分

⽀付发货后

当订单状态由未发货改变为发货时，获得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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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完成时

当订单状态改变为完成时，获得积分

(11)、积分⽤途

兑换

兑换赠品，优惠券促销内容

抵扣

下单抵扣⾦额

②、为商品单独设置积分

例如，会员可以购买本店指定商品获得积分，设置多少分就得多少分，与商品价格⽆关。

此处开启后就可以在商品中设置积分了。在商品列表中，编辑需要设置积分的商品。

在详细⾯可以看到积分的设置框，输⼊积分值

注意：如果没有选择	商品积分单独设置，则商品中就没有积分选项！

购买后，在购物⻋中可以看到该商品的积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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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订单⻚也可以看到积分情况

注意：只有当此订单的状态变为	已付款	后(获取时间设置为⽀付完毕时)，积分才会更新到会员，如果是	未
付款	则会员积分不会更新。

(2)、会员积分的查看与编辑

⼀般情况下，店主可以在会员列表中查看某个会员的积分

点击某个会员，可以查看他的积分历史，并且也可以随时修改会员的积分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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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购物设置

后台右上⻆，依次点击	控制⾯板-商店配置

然后点击购物设置

商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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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订单⾦额显⽰位数与价格进位⽅式

订单⾦额显⽰位数可设置:	⽆⼩数位	1位⼩数	2位⼩数。

价格进位⽅式可设置：四舍五⼊、向上取整、向下取整

两者⼀般是结合使⽤的。

例如：商品价格为180.83如果设置为1位⼩数，同时进位⽅式为四舍五⼊，则显⽰为180.8；如果设置为2
位⼩数，则显⽰为180.83

(2)、顾客点击商品购买按钮后的跳转⽅式

点击后可有三种选择

可以根据⾃⼰的顾客的购物习惯进⾏选择，也可进⾏调研后确认，⼀般默认是不跳转。

(3)	购物⻋是否显⽰订单促销信息

开启后在购物⻋商品下⽅显⽰促销信息

未开启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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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后

(4)邮编选择及是否开启配送时间

如果邮编不是必填，订单⻚显⽰为

当邮编设置为必填，则订单⻚显⽰为

可据实际情况进⾏调整

(5)、是否设置含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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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设置是为前台订单确认下⾯发票启⽤关闭的功能

当设置为启⽤时前台订单确认下⾯显⽰

(6)是否开启配送时间

开启后，顾客下单可以选择指定送货时间

7)	是否开启组合⽀付

开启后，前台选择预测款⽀付，当预存款内⾦额不⾜时，可选择使⽤预存款+其他⽀付⽅式组合⽀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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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购物显⽰设置与其它设置
购物显⽰设置分为商品列表⻚设置和商品详情⻚设置，主要是设置会员登录时的显⽰信息，以及商品在显
⽰时的项⽬等内容。

贴⼼的购物显⽰设置可以给顾客极⼤的信息获利量与购物舒适感。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商品列表⻚设置”	、“商品详情⻚设置”和“库存相关”来设置您的前台展⽰效果

1、商品列表⻚设置

2、商品详情⻚设置

3、其他设置

1、	商品列表⻚设置

(1)、商品列表默认展⽰⽅式

点击商品分类或搜索商品时的展⽰⽅式。可设置：列表、⼤图

列表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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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效果如下图：

（2）、商品列表⻚中打开商品详情⻚⽅式

点击商品时跳出商品详情⻚的展⽰⽅式。可设置：从当前⻚⾯跳转、打开新⻚⾯

(3)、搜索列表显⽰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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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设置的数字显⽰搜索列表⻚商品数量

(4)、商品列表显⽰前多少⻚

显⽰前多少⻚数据

(5)、是否开启库存状态提⽰

开启后当商品库存值低于商品列表库存紧张数量时

(6)、商品列表是否展⽰缺货商品

当开启时商品缺货状态在商品列表⻚显⽰

(7)、列表⻚是否启⽤分类筛选

开启后在商品列表⻚显⽰分类筛选

(8)、是否启⽤价格段筛选

在商品类型设置价格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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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开启时，商品列表⻚显⽰：

（9）、是否启⽤商品标签

启⽤后显⽰：

（10）、是否启⽤促销商品搜索、促销信息

启⽤后显⽰：

是否展⽰促销信息

(11)、搜索列表是否启⽤发布时间，⽤⼾评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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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后，在商品列表⻚排序显⽰发布时间和评论次数筛选

(12)、是否启⽤数量选择

在商品⻚显⽰商品数量

2、商品详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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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显⽰⽴即购买

在商品详情⻚⽴即购买按钮的显⽰开关

(2)、商品⻚是否显⽰订单促销信息：

开启后商品详细⻚⾯显⽰订单促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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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开启商品推荐(商品详细⻚)

开启后在商品详情⻚的商品图⽚下⽅会显⽰：

可以将商品推荐给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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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启⽤放⼤镜功能

开启后在商品详细⻚

(5)、市场价相关

市场价格⼀般是在编辑商品时输⼊的，不输⼊默认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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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	“显⽰市场价”功能，在商品列表⻚、商品详细⻚中都将显⽰市场价格，关闭则不显⽰；⾸⻚是否显⽰
市场价在模板中控制。

商品列表⻚表现效果如下：

如果在添加商品时没有输⼊市场，也可让系统根据销售价⾃动上调部分价格，销售价或乘以某个系数，或
增加某个值

当市场价⾼于销售价时，可选择是否显⽰节省：⾦额、百分⽐、折扣

显⽰效果：

会员价显⽰设定：

可设置选项如下：

a、显⽰所有会员等级价格

b、不显⽰会员价

c、显⽰所有会员等级价格

d、显⽰会员价同时显⽰所有会员等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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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显⽰⽅式以及消费者登陆情况，商城前端显⽰如下

(6)、库存数量：

前台是否显⽰库存数量

2.0版本库存数量显⽰有三项

不显⽰库存提⽰：

显⽰库存数量提⽰:

启⽤库存优化⽅案:

库存优化⽅案启⽤时，需要在商品-商品提⽰规则管理处添加规则

编辑库存显⽰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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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规则添加/编辑完成后，选择需要编辑的商品选择对应的规则

当设置完成后在商品详细⻚显⽰的效果如下：

(7)、属性显⽰位置

仅商品价格上⽅

仅商品详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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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处同时显⽰

在两处同时显⽰

（8）、是否启⽤货品编号

在使⽤此功能前，⼤家先来了解下⾯这些知识：

a.什么是商品？什么是商品编号？

在ECStore中，商品是⼀个销售单位，在前台表现为⼀个商品详细⻚

商品的唯⼀编号，可⽤于商店前台的商品检索，⼀般使⽤数字编号，⽅便电话订购。

b.什么就货品？	什么是货号？

在ECStore中，货品与商品不相同，货品是⼀个库存单位，例如“索爱W910i”是⼀个商品，⽽红⾊的“索爱
W910i”是⼀个货品，⿊⾊的是另⼀个货品。

货号是货品的唯⼀编号，可⽤于仓库管理。

c.为什么会⽤这个体系？

因为有的商家⽤了这个体系，需要和进销存软件的货号关联，所以有了这个体系；

当这⾥勾选启⽤后，新增商品与商品编辑中将显⽰“货品编号”的输⼊框；如下图：

前台商品详细⻚表现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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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启⽤商品货号，请根据⾃⼰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9）、是否启⽤商品编号

开启后在商品详情⻚的商品图⽚下⽅会显⽰：

3、其他设置

（1）、商品库存报警数量

此功能是设置库存报警的数量，当商品库存达到报警数量时就会在后台进⾏提⽰

（2）、库存预占触发时间

库存预占即库存的冻结⽅式，⽬前有两种：订单付款减少库存、订单⽣成减少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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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付款减少库存：订单⽣成并不扣除实际库存数值，只有当订单的状态变为付款后，实际库存才会减
少。此⽅式可避免有⼈恶意下单，推荐使⽤。

订单⽣成减少库存：订单⽣成⽴即减少库存，如果库存数额设置较少，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正常购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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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积分的使⽤与常⻅问题
是指顾客在商店中购买积分商品后获得的分数。通过使⽤积分，会员可以实现会员级别的变迁，也可以使
⽤积分来兑换优惠券。⾮会员购物得不到积分的，只有商店的注册会员才可以享受积分。积分是商家在设
置商店促销、吸引顾客购物、保持会员稳定时⼀个不可或缺的⼿段。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设置会员级别变迁的标准、兑换优惠券的标准。

1、积分在会员级别中的应⽤

2、积分在兑换优惠券中的应⽤

3、积分常⻅问题

1、积分在会员级别中的应⽤

依次点击	会员-会员等级，可以看到当前商店中会员等级详细信息

会员等级可以通过设置积分来实现会员在等级间的变迁。

2、会员积分在优惠券中的应⽤

如果商店中已经设置了优惠券，则商家可以设置⽤积分来兑换优惠券

依次点击	营销推⼴-优惠券-积分兑换优惠券，添加新兑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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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可兑换的优惠券必须是	每⼀张只能使⽤⼀次的B类优惠券，如果此处⽆法选择，说明没有添加B类优
惠券。

3、积分常⻅问题

(1)、订单已经下了，但积分未更新可能的原因

⾮会员购物；

订单状态不是	已付款；

积分设置为商品单独设置，但商品中没有相应的设置积分；

积分设置为订单中商品总价格，但积分换算⽐例为空或设置为0；

(2)、商品设置了积分，但在前台商品详细⻚⾯却不显⽰积分

积分获得⽅式设置为按订单中商品总价格换算

修改为商品单独设置积分即可

(3)、登陆会员中⼼兑换优惠券时，发现列表是空⽩

积分较少，低于兑换的最低数额

商家没有开启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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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应⽤中⼼
应⽤中⼼是ECStore中所特有的⼀个功能，⾥⾯集成了许多常⽤的功能插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安装应
⽤中⼼⾥的插件，也可以随时卸载。应⽤中⼼会逐步推出更多更适⽤的插件，应⽤的另外⼀个名字是
APP。

本⼩节包括4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应⽤中⼼有⼀定了解。

1、应⽤中⼼界⾯说明

2、具体应⽤的界⾯说明

3、应⽤的安装与卸载

4、应⽤的更新

1、应⽤中⼼界⾯说明

后台，点击右上⻆	应⽤中⼼

或控制⾯板中	应⽤中⼼

均可打开应⽤中⼼

布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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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应⽤的界⾯说明

点击上图部左边的⼩三⻆，可查看具体应⽤界⾯，例如推⼴链接

3、应⽤的安装与卸载

正常情况下，应⽤列表中会显⽰所有应⽤，包括已经安装好的及可以安装的。

应⽤⼜分系统级应⽤与⼀般应⽤，系统级应⽤不能卸载，⼀般应⽤可以卸载与安装。

例如，上图中的	开发者⼯具	就是未安装，可以点击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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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安装

确定后即进⼊安装界⾯

安装成功后，会显⽰在应⽤列表中

相应的，也可以进⾏卸载操作，在卸载过程中会提⽰备份此应⽤产⽣的数据

卸载后，此应⽤⼜会变为可安装状态

应⽤中⼼

94



4、应⽤的更新

当某个应⽤有更新内容时，系统会在桌⾯提⽰，也可以⼿动检查

⼀般更新都是解决某些bug，或增加新功能，建议即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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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邮件短信设置
邮件、短信是商家与会员保持沟通的重要桥梁之⼀，会员在⽹店的所有操作均可通过邮件或短信功得到确
认。邮件、短信增强了商家与会员的互动性，同时可以提⾼处理问题的效率。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配置好邮件与短信功能，并可修改内容模板。

1、配置邮件及注意事项

2、配置短信

3、模板的选择与编辑

配置邮件及短信的基本前提是有⼀个可以正常收发信的邮箱，可以正常使⽤的⼿机；同时，会员注册时也
要提供完整的邮件信息、⼿机信息才可以。

1、配置邮件及注意事项

给⽤⼾发送邮件之前，需要先配置好系统邮件功能，配置成功后才可使⽤。

点击右上⻆	控制⾯板-邮件短信设置

邮件发送⽅式分两种情况：

⼀种是使⽤本服务器发送：使⽤本服务器发送的⽅式，只需要填写邮箱地址就可以了，但前提是需要服务
器⽀持，请与空间商确认；

另⼀种使⽤外部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发送。如果选择使⽤外部SMTP发送⽅式，则需要正确填写服务
器相关信息后才可正常使⽤。

使⽤本服务器发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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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服务器本⾝⽀持此功能来完成此配置对接

使⽤外部SMTP发送⽅式：

配置结束后，可点击测试配置，如果能收到测试信息，说明配置成功

说明：

a、⼀般情况下，如果您通过邮件客⼾端(⽐如outlook、foxmail等)能正常收发邮件，那么使⽤同样的设置就
可以让您的商店正常发信。如果设置正确但⽆法正常发送邮件，有可能是您的邮局只⽀持web收发信，或不
⽀持SMTP⽅式，请使⽤其他邮箱，或者请咨询您的主机提供商，查看⼀下主机商是否使⽤防⽕墙屏蔽了
smtp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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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多数企业邮局、sohu邮箱、sina邮箱、163邮箱⼀般可⾏；QQ邮箱需要设置开启SMTP功能；yahoo
邮箱、hotmail没有免费smtp功能，暂不能使⽤；	gmail邮箱是SSL发信⽅式，⽬前也不能使⽤。

2、配置短信

短信配置⽐较简单，只要⼿机号码是正确可⽤的，⼀般均可配置成功。

点击上⻚菜单中的	短信配置

1.	 输⼊⼿机号码

2.	 点击“发送激活短信”，⼿机获取激活码

备注:	⼿机将收到Shopex短信平台发送的激活码信息。

信息内容为：尊敬的⽤⼾，以下是Shopex发送给您的⼿机激活码（6位数字）：**，请⽤此激活码激活短信
功能。

输⼊收到的激活码，点击“验证激活码”按钮，即可完成短信功能的设置。

最后	输⼊激活码进⾏确认，⼿机绑定

⼿机绑定成功后，将会跳转⻚⾯成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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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查看⾃⼰账⼾了解⾃⼰当前账⼾的情况

3、模板的选择与编辑

为⽅便⽤⼾的使⽤，ECStore内置了常⽤的电⼦邮件、站内消息及⼿机短信的模板。商家只需简单编辑，就
可以直接使⽤。

例如：某商家想在⽤⼾订单创建成功后，通过邮件、站内消息及⼿机短信通知⽤⼾，并告知⽤⼾名及密
码。

勾选“订单创建时”右侧三处的复选框，启⽤模板，如图所⽰

三种模板需要分别编辑，如编辑邮件的订单创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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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内消息模板、⼿机短信模板，与邮件模板编辑的⽅法相同，请参考使⽤。

说明：模板必须勾选启⽤后才会起作⽤，如果某个功能没有⽣效，请确认是否已经勾选！

注意：⽬前ECStore与ECP的另外⼀款产品OCS完成对接时，后台相关的短信提醒服务⽆法使⽤。我们将
会在下次的产品更新时，为⽤⼾解决此问题，这⾥还请谅解。具体⽆法使⽤的短信服务为：

订单发货时，订单退货时，订单退款时，订单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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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会员注册项
顾客注册为会员后可以填写许多信息，这些信息可让商家对会员的购物⾏为分析提供便利。不同的商店注
册项内容会有所区别，您可以根据⾃⼰的情况来进⾏设置与选择。

本⼩节分5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有选择的设置会员的个⼈信息。

1、会员注册项在前台的表现

2、会员注册项的显⽰与否

3、会员注册项的显⽰顺序调整

4、添加会员注册项

5、会员注册项的编辑与删除

1、会员注册项在前台的表现

前台注册会员⻚⾯，可看到显⽰的会员注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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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填写这些注册项的内容，保存后会⼀直有效

2、会员注册项的显⽰与否

注册项在会员中⼼是否显⽰可以在后台控制

后台	依次点击	控制⾯板-商店设置-会员注册项

如果想让某个注册项在会员中⼼显⽰，点击变为绿⾊就可以了；不显⽰就点击为灰⾊。

3、会员注册项的显⽰顺序调整

默认情况下，注册项的显⽰顺序是按添加先后显⽰的，如果想调整注册项的顺序也很⽅便。

⿏标放在某⼀注册项名称上时⿏标会改变形状

然后按住⿏标左键，通过拖拽调整注册项的位置，保存后⽣效

4、添加会员注册项

如果默认注册项不能满⾜需要，可以随时⼿动添加。

例如：添加新注册项：兴趣爱好，并且为必填项

商店后台，控制⾯板-商店设置-会员注册项

会员注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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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注册项名称，设置是否必填，选择类型

保存后，前台会员中⼼处将新增“兴趣爱好”注册项

会员注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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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您可以根据⾃⼰的需要添加其它的注册项。

5、会员注册项的编辑与删除

系统默认的会员注册项可以编辑、设置是否显⽰；⾃定义会员注册项可以做任意操作。

编辑时，注册项的名称与类型与新添加时完全⼀样，不再详述。

会员注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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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授权证书
授权证书是您享受ShopEx服务的唯⼀标识，它记录了您的商家信息、购买服务记录、某些服务的充值帐⼾
⾦额等重要信息。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清楚授权证书的作⽤

1、授权证书的获得与恢复

2、授权证书关联的服务

3、授权证书常⻅问题

1、授权证书的获得与恢复

点击右上⻆	控制⾯板，然后点击界⾯中的	授权证书

正常情况下，在当前界⾯会显⽰对应的证书号码

在ShopEx产品数据中，这个证书编号是全局唯⼀，不会出现重复的情况，每个证书对应⼀个⽹址。

(1)、证书产⽣的机理：⽹店在线安装成功后，登录后台时，系统会⾃动访问shopex产品服务器，访问成功
后会返回包含证书号的信息，并显⽰在后台。

(2)、⽆法⽣成证书的原因：

①、本地安装：只有在⽹络服务器安装的ShopEx商店系统才拥有证书功能，如果是在本地安装，则⽆法⽣成相应的证书，⽆法使
⽤ShopEx证书下载和上传功能。如果您将本地的商店系统迁移⾄服务器，则会⾃动获得ShopEx证书。

②、服务器禁⽌访问：系统所安装的服务器禁⽌shopex服务器访问，此时证书也⽆法⽣成
防⽕墙、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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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证书的下载与删除：

证书在⽣成后，可以根据情况下载与使⽤，⽐如使⽤shopex助理。	平时也可下载备份。

如果上传了错误的证书，也可以点击删除。

(4)、证书的恢复：

如果因某些原因，商店证书丢失了，可以⽤备份的证书进⾏恢复。

如果证书误删除，并且也没有备份，则恢复证书的⽅法是：退出⽹店，重新登录即可

2、授权证书关联的服务

⽬前基于授权证书的服务主要有短信、400电话	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服务基于证书

3、授权证书常⻅问题

(1)、修改商店信息后，⾃动变更

原因：当前证书并不是原配，或者是从别的商店中临时借来的，请修改

(2)、短信功能⽆法启⽤

原因：证书对应的⽹址不对；服务器⽆法访问到ShopEx服务器

(3)、与ShopEx旗下产品⽆法进⾏对接

原因：证书对应的⽹址不对；导致⽆法对接

(4)、产品激活码失效，⽆法登⼊管理界⾯

原因：修改证书信息，并进⾏上传，导致产品激活失效

授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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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企业帐号
ShopEx企业账号是客⼾享受ShopEx服务的唯⼀标识，它记录了您的商家信息，购买服务记录等重要信
息。

企业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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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与货币

⽀付与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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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式管理

⽀付⽅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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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付⽅式介绍及设置说明
为响应备付⾦的管理办法与政策，ECSTORE2.4.2中预存款功能彻底清除。

⽀付⽅式指的是⽹上购物时顾客与店主的货款清算⽅式，如：信⽤卡付款、⽀付宝付款、货到付款等。如
果⼀个商店中没有⽀付⽅式，则顾客⽆法进⾏购物

本⼩节分5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了解到时下常⽤的⽀付⽅式，以选择适合⾃⼰商店的⽀付⽅式。

1、常⽤⽀付⽅式介绍

2、ECStore⽀持的⽀付⽅式

3、⽀付⽅式的修改及添加

4、在线⽹关⽀付说明

5、线下⽀付说明

商店添加完常⽤的⽀付⽅式后，顾客在前台购物结帐时可以选择⽀付⽅式

选择后就会在订单中显⽰。

例如：商店中需要分别设置常⽤的⽀付⽅式，可以线下⽀付、在线⽀付、预存款⽀付，请依次添加。

1、常⽤⽀付⽅式介绍

⼀般情况下，⽀付⽅式分为三种：预存款、在线⽹关、线下⽀付。

预存款：顾客在商店中注册为会员后，就可以在会员信息中设置预存款；购物时选择此种⽀付⽅式，⽣成
订单⽀付时会⾃动扣除相应⾦额。

在线⽹关：也称第三⽅⽀付⽹关，商家预先在⽀付⽹关平台上申请帐号，审核通过后在后台配置⽣效。当
顾客也有相同的⽀付平台帐号时，就可以选择在线⽹关⽀付，跳转到⽹关平台付款完成后会返回⼀个状态
给商店，然后商家根据状态情况来进⾏后续操作。因为有了第三⽅的保证，在线⽹关使⽤相对会更安全
些。⽬前常⽤的在线⽹关有⽀付宝、财付通、快钱、paypal等。（⽬前中国银联Chinapay只⽀持⽼版本，
新版本暂不⽀持）

线下⽀付：通常是指邮政汇款、⽹上银⾏转帐、货到付款、上⻔⾃提付款等⽅式。

2、ECStore⽀持的⽀付⽅式

⽀付⽅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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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式 ⽀持平台

微信⽀付JSAPI 触屏版

微信⽀付 触屏版

中国银联端⽹关⽀付（wap） 触屏版

⼿机财付通 触屏版

⼿机⽀付宝 触屏版

银联在线⽀付ChinaPay 标准版

中国银联⽹关⽀付（新） 标准版

⽹银在线 标准版

中国银联 标准版

线下⽀付 通⽤版

财付通双接⼝ 标准版

财付通 标准版

paypal 标准版

快钱⽀付 标准版

⽀付宝⽹关⽀付 标准版

⽀付宝 标准版

拉卡拉境内⽀付 标准版

拉卡拉境内⽀付 触屏版

拉卡拉境外⽀付 标准版

拉卡拉境外⽀付 触屏版

标准版：在电脑端下单后，可以使⽤的⽀付⽅式

触屏版：在移动触屏端下单后，可以使⽤的⽀付⽅式

通⽤版：在电脑端、移动触屏端下单时，可以使⽤的⽀付⽅式

3、⽀付⽅式的修改或添加

依次点击	控制⾯板-⽀付⽅式管理，可以看到系统已经内置了⼀些常⽤的⽀付⽅式，再配置⼀下帐号就可以
使⽤了

⽀付⽅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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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付⽅式的添加将通过app	store在线设置。

4、在线⽹关⽀付说明

在线⽀付需要先在⽀付平台上申请帐号，有的平台通过审核后才可使⽤，有的需要在平台上签约后才可使
⽤，依相应平台说明为准。

在线⽀付接⼝⽬前分两种，⼀种是担保交易，⼀种是即时到帐。申请帐号时会有选择，同⼀个帐号只能申
请⼀种接⼝。

担保交易：顾客购物付款后，款项先⽀付到⽹关平台，商家看到付款状态后发货；顾客收到货后，点击付
款，⽹关平台把款项转到商家的帐⼾中。这种接⼝在安全上更有保证，看不到货不付款，可以有效保护买
家利益。

即时到帐：顾客购物付款后，款项会通过⽹关平台⽴即转到商家帐⼾中，对卖家利益有保证。

在后台设置接⼝时，选择相应接⼝，把审核后或签约后得到的客⼾号与私钥分别输⼊，保存即可。	详细设
置请参考相应⽂章

5、线下⽀付说明

点击进⾏编辑：将银⾏帐号及汇款地址放在详细描述中，供顾客选择。顾客付款后再联系商家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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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时可选择：

此外，如果在配送⽅式中开启了	货到付款

则顾客选择此配送⽅式时，会⾃动显⽰货到付款。

⽀付⽅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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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设置⽀付宝⽀付接⼝
⽀付宝（中国）⽹络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独⽴第三⽅⽀付平台，由阿⾥巴巴集团创办。⽀付宝
（www.alipay.com）致⼒于为中国电⼦商务提供“简单、安全、快速”的在线⽀付解决⽅案。

⽀付宝帐号注册成功后，必须在⽀付宝平台签约后才能在ECStore后台使⽤。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顺利为您的商店设置⽀付宝⽀付接⼝

1、通过ECStore后台签约

2、获得集成信息

3、增加⽀付宝接⼝

说明：以下操作的前提是有⼀个已经注册好的⽀付宝帐号，如果没有，请先在⽀付宝⽹站注册申
请！

1、通过ECStore后台签约

说明：通过ECStore后台与⽀付宝签约，会享受⼀定⽐例的优惠，以当时公告为准。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板−⽀付⽅式管理，配置⽀付宝

选择⽀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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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转⾄⽀付宝商⼾号申请界⾯

2、获得集成信息

如果⽀付宝审核通过，就可以获取集成信息

登陆⽀付宝，点击商家服务，获得合作者⾝份(PartnerID)

交易安全校验码(Key)需要输⼊⽀付密码获得

⽀付⽅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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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认真记录这两个信息

3、增加⽀付宝接⼝

在ECStore后台重新配置⽀付宝接⼝，或重新增加。

在合作者⾝份(ParterID)和交易安全校验码(key)内分别输⼊刚才记录的信息，注意前后均不能有空格；

根据与⽀付宝确认的接⼝类型选择对应类型，保存后即可完成⽀付宝接⼝的设置。

接⼝类型说明：

标准双接⼝：⽬前⽀付宝已经取消此接⼝，但以前申请过此接⼝并且在合同范围内的⽤⼾仍然可以使⽤

⽀付⽅式管理

116



担保交易接⼝：请通过ECStore后台申请

即时到帐交易接⼝：可在⽀付宝平台申请

此处的接⼝类型⼀定要与您在⽀付宝签约的接⼝类型完全⼀致才可认，具体请与⽀付宝确认。

说明：选择的接⼝类型与签约的类型必须完全⼀致！

⼩提⽰：设置⽀付宝接⼝结束后，可以尝试在前台购买⼀个商品，看能否⾛完整个⽀付流程。

如果您想申请其它付费接⼝，请直接在⽀付宝后台商家信息中申请！

⽀付⽅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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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微信扫码⽀付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逐渐来临，移动⽀付作为其标志性产物已经融⼊到了我们的⽣活中。移动⽀付不同
于以往的⽹⻚⽀付⽅式，以其便捷性带给消费者良好的⽀付体验。ECStore也顺应潮流对接了微信扫码⽀
付，消费者可以通过扫描⼆维码快速到达⽀付⼊⼝，确认订单并输⼊⽀付密码后，消费者就可以轻松完成
⼀次⽀付流程。整个过程环节少，⽀付体验良好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完成微信扫码⽀付的基本配置

1、如何开启微信扫码⽀付

2、如何利⽤微信扫码⽀付⽅式完成⽀付业务

1、	如何开启微信扫码⽀付

管理员依次进⼊[控制⾯板]—[⽀付⽅式管理]，就可以“微信扫码⽀付⽅式”的配置⼊⼝(须保证ECStore版本
不低于2.3.47)

管理员依次配置“微信扫码⽀付”的配置参数，并开启该⽀付⽅式。

⽀付⽅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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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利⽤微信扫码⽀付⽅式完成⽀付业务

消费者进⼊订单结算⻚⾯，选择[微信扫码⽀付]作为⽀付⽅式

消费者提交订单，在订单⽀付⻚⾯点击“去付款”，此时系统弹出微信扫码⽀付的⽀付⼆维码。（如下图所
⽰）

⽀付⽅式管理

119



消费者拿出⼿机扫码上⽅的⼆维码，输⼊密码后完成⽀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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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货币管理、价格精度与⽀付⾃定义
货币是⼀个购物平台中所必须的组成部分，通过货币管理可以设置多种货币共同存。价格精度主要是设置
商品⾦额或订单⾦额在运算时依据的某些原则。⽀付⾃定义是设置顾客付款成功或失败后的提⽰信息。

本⼩节分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设置货币、价格精度及付款后的反馈信息。

1、货币管理

2、价格精度设置

3、⽀付⾃定义设置

ECStore在安装时如果选择了体验数据，则会⾃动添加⼈⺠币，并设置为默认⽅式。相应的，商品及订单的
价格全是⼈⺠币。

1、货币管理

后台	依次点击	控制⾯板-货币与⽀付-货币管理

点击后，可以看到⾥⾯的默认货币

2.0版本的其他货币⽬前在前台暂时不⽀持显⽰，只⽀持⼈⺠币货币类型

2、价格精度设置

价格精度设置主要是指订单中⾦额计算时的⼀些参考标准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板-⽀付与货币-价格精度设置

货币管理、价格精度与⽀付⾃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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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保留位数有四种选择，可以据实际情况进⾏选择，多数情况是选择整数取整。

取整⽅式有三种，可以据实际情况进⾏选择

3、⽀付⾃定义设置

⽀付⾃定义主要是⽤⼾在付款成功或失败后看到的提⽰信息，付款⽅式可以是通过第三⽅⽀付⽹关，也可
以是预存款。

依次点击	控制⾯板-⽀付与货币-⽀付⾃定义设置

货币管理、价格精度与⽀付⾃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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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前台付款后，就可以看到引⾃设置的信息

此处内容可据实际情况进⾏调整。

货币管理、价格精度与⽀付⾃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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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收款账号管理
ECStore新集成了收款账号管理的功能，改变了以往在订单⽀付环节中收款账号杂乱⽆章的状况。

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使⽤当前功能来管理收款账号

管理员依次点击[控制⾯板]—[⽀付与货币]—[收款账号管理]，就可以看到收款账号管理的列表

管理员可以在[收款银⾏]列表⻚对收款银⾏账号进⾏新增、删除操作

收款账号列表的账号会在[订单列表]—[未⽀付订单]的⽀付界⾯显⽰

收款账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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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设置

配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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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物流公司
物流公司模块，可以让⽤⼾⾃定义地设置物流公司的所有相关信息，如官⽅⽹址、快递单查询地址等，为
⽤⼾提供了极⼤的便利。

本⼩节分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添加⼀个新的物流公司或修改已经存在的物流公司信息。

1、添加物流公司

2、物流公司与配送⽅式的关联

3、会员查询效果

1、添加物流公司

在设置配送⽅式的过程中，需要选择对应的物流公司，例如本地的⽤A物流公司，外地的⽤B物流公司。

因此，在设置配送⽅式之前，需要先设置好物流公司，以⽅便在设置配送⽅式时进⾏选择。

说明：如果安装时选择了体验数据，则系统已经内置了⼤部分常⽤的物流公司。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板-配送设置-物流公司

添加⼀个新的物流公司，以中铁快运为例。

物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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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流公司与配送⽅式的关联

物流公司添加完毕后，还需要与配送⽅式进⾏关联后才会⽣效。

可在编辑已有配送⽅式或添加新的配送⽅式时进⾏联系。

3、会员查询效果

当某会员购物时选择关联了此物流公司的配送⽅式时，可在会员中⼼查看相应的物流状态

这样，可以⽅便顾客快速知晓物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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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添加全国统⼀的配送⽅式
配送⽅式，指的是商家将顾客购买的商品，送到顾客⼿中所采⽤的运送⽅式，如：中国邮政EMS、⻔店⾃
取等。

本⼩节包括1部分，通过本节设置，您可以设置全国统⼀价并且⾃动计算配送费⽤的配送⽅式。

1、地区选择与费⽤配置

说明：本操作的前提是物流公司已经设置完成，地区设置已经完成。

例如，在商店中增加⼀种针对全国统⼀价的配送⽅式，配送费⽤⾸重570克10元，每续重570克加5元

1、地区选择与费⽤配置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配送设置-配送⽅式，添加新配送⽅式

设置配送⽅式的名称，从已经添加好的物流公司列表中选择，选择后即关联⽣效。

添加全国统⼀的配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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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费⽤类型选择统⼀设置，则全国任何地区会员购物时都会显⽰此种配送⽅式。

计算费⽤时，如果是根据商品重量来计算，则可以分别选择⾸重与续重的单位，由系统⾃动计算。

⾸重与续重均内置了多种常⽤单位。

结合本例	⾸重选择570克，续重选择570克，意思就是：⾸重570克多少钱，每续重570克加多少钱。

详细设置：

如果勾选物流保价，则费率与最低保价费必须设置，如果两者都设置，则取两者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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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费⽤是计算运费时的参考标准，结合本例设置的意思就是⾸重10元，然后每续重⼀次费⽤加5元

如果勾选了货到付款，则会在前台购物⻚⾯增加⼀个货到付款的⽀付⽅式，供⽤⼾选择。

这样，⼀个全国⼀价的配送⽅式就设置好了。规则是⾸重570克10元，每续重570克增加5元。

同时对于选项中未涉及到的地⽅可以进⾏可以通过⽂件或图⽚补充介绍。

经过上述操作，⼀个完整的配送⽅式就⽣效了，顾客在前台购物时就可以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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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添加同城物流配送⽅式
配送⽅式，指的是商家将顾客购买的商品，送到顾客⼿中所采⽤的运送⽅式，如：中国邮政EMS、⻔店⾃
取等。

本⼩节包括1部分。通过本节设置，您可以设置指定地区专⽤的配送⽅式，并可⾃动计算费⽤。

1、地区选择与费⽤配置

说明：本操作的前提是物流公司已经设置完成，地区设置已经完成。

例如，在商店中增加⼀种配送⽅式，只供江浙沪地区⽤⼾专⽤，要求是：⾸重0.5公⽄5元，每续重0.5公⽄
3元

1、地区选择与费⽤配置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配送设置-配送⽅式，添加新配送⽅式

设置完参考单位后，选择	指定地区和费⽤。物流公司可据实际情况进⾏选择，本例中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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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下⽅会多出两个区域

默认费⽤是为指定地区之外的⽤⼾所准备的，在本例中⾮	江浙沪	地区⽤⼾选择此配送⽅式时就⽤默认费⽤
计算。

注意：如果不勾选默认费⽤，则⾮指定地区的⽤⼾购物时就不会出现此种配送⽅式。

勾选了启⽤默认费⽤后，则费⽤计算是⽤⼀个固定的标准。

在	配送地区框内点击，会弹出地区列表，然后选择指定地区，本例中为	上海、浙江、江苏

添加同城物流配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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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设置⾸重费⽤与续重费⽤，最终效果如图

若要增加多个指定地区，重复上述操作即可

保存后，在配送⽅式列表中可看到

特别注意：如果选择了某个省下⾯的部分县市，则在配送地区处显⽰的仍然是顶级省市，⽐如选择了安徽
省合肥市，则配送地区处会显⽰安徽省。因此当有些⽤⼾看不到对应的配送⽅式时，多检查⼀下地区设置
详⻚。

如果顾客注册时地区是属于江浙沪，则结帐时，就会⾃动调⽤本配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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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改为其它指定地区，只需在指定地区处重新选择地区并设置相应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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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添加不同城市不同物流费⽤的配送⽅式
配送⽅式，指的是商家将顾客购买的商品，送到顾客⼿中所采⽤的运送⽅式，如：中国邮政EMS、⻔店⾃
取等。

本⼩节包括1部分。通过本节设置，您可以设置不同城市分别⾃动计算费⽤的配送⽅式。

1、地区选择与费⽤配置

说明：本操作的前提是物流公司已经设置完成，地区设置已经完成。

例如：商家所在地为浙江省杭州市，顾客包括本市、全国省会城市、全国县级城市、港澳台地区，不同的
地区配送的费⽤各不相同：本市⾸重570克3元，续重1公⽄加1元；省会城市⾸重570克5元，续重1公⽄加
2元；县级城市⾸重570克7元，续重1公⽄加3元；港澳台⾸重570克10元，续重加5元。

1、地区选择与费⽤配置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配送设置-配送⽅式，添加新配送⽅式

然后选择	指定地区和费⽤。物流公司可据实际情况进⾏选择，本例中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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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专⽤：选择杭州市，并设置费⽤

点击“为指定地区设置运费”继续新增省会城市

在选择省会城市时需要单独点击选择

然后依次添加各县级市港澳台地区

添加不同城市不同物流费⽤的配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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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配置完最后效果

添加不同城市不同物流费⽤的配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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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全国不同地区的⽤⼾购物时，选择这同⼀种配送⽅式（本例中为中国邮政EMS）时就会根据注册时
的地址⾃动调⽤相应的计算⽅式，相同商品费⽤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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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定义配送地区使⽤
如果系统内置的地区不能满⾜您的需求，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定义，如送货范围限制为国外城市、
或本城市的某些⼩区等。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轻松实现地区的⾃定义，让商店实现本地化。

1、添加⾃定义地区

2、设置专⽤配送⽅式

例如：某个商店主要的顾客是本街道范围内的某些⼩区，针对这种情况单独设置⼀个配送⽅式

1、添加⾃定义地区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板-地区管理-地区管理

点击新增，设置顶级地区

⾃定义配送地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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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后，在列表中点击添加⼆级地区

重复上述操作，最终⼩区详细列表：

顾客注册会员后，登陆会员中⼼，点击收货地址

修改本⼈所在地区为⾃定义地区

同样，国际上其它国家也可以⽤⾃定义⽅式添加。

2、设置专⽤配送⽅式

在添加或修改配送⽅式时，选择指定地区及费⽤，使⽤刚才⾃定义的地区

⾃定义配送地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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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后，当注册地区是本⼩区的顾客购物结帐时，就会看到本⼩区专⽤的配送⽅式。

如果顾客在会员中⼼内没有设置具体地区，则在结帐时选择了⾃定义地区后也会⾃动显⽰专⽤的配送⽅
式。

⾃定义配送地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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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配送公式说明
配送公式是ECStore中⽐较独特的⼀个功能,可⽤于⾃动计算配送价格,到现在为⽌还未发现不能⽤该公式描
述的配送⽅式。配送公式⼀般参考订单中的商品总价格(p)、订单中商品总重量(w)来按照⼀定的逻辑⾃动进
⾏运费的计算。使⽤配送公式可以极⼤的⽅便商家对配送费⽤的控制，起到⼀劳永逸的作⽤。

本⼩节包括5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通过设置公式，让系统⾃动计算顾客的配送费⽤。

1、配送公式表达式中字⺟含义、字符含义

2、以重量为计算标准的配送公式

3、以⾦额为计算标准的配送公式

4、同时以商品重量、订单⾦额为计算标准的配送公式

5、配送公式的验证与使⽤

1、配送公式表达式字⺟含义、字符含义

公式表达式中商品总重量⽤字⺟“w”表⽰，商品总⾦额⽤字⺟“p”表⽰

公式表达式中符号含义：

+		加号
-		减号
*		乘号
/			除号
(	)		普通的优先计算符号
[	]：
			当[	]中的数值	>0时	整体值向上取整数，如[7＋2.2]=10

			当[	]中的数值=0时	整体值取0，如[0]=0

			当[	]中的数值<0时	整体值取0，如[0]=0

多⽤于给出倍数
{	}：
			当{	}中的数值	>0时,整体值取1，如{23565}=1、{0.00001}=1

			当{	}中的数值=0时,整体值取0.5，如{0}=0.5

			当{	}中的数值<0时，整体值取0，如{-2255}=0,{-0.002}=0

多⽤于给出状态值W的基本单位是克，设置公式时要注意。

特别是[]、{}中数值在0这个临界点时的值是⾮常关键的，只有这⾥完全理解了，才会看懂公式的含义，才
能写新公式

2、以重量为计算标准的配送公式

例如：⾸重1公⽄是15元，续重每增加0.5公⽄，加5元

分析：因为要考虑到货物总重量会少于⾸重，所以⾸重要单独考虑

续重时考虑商品总重量减去⾸重后，是续重标准的倍数，是⼏倍就⽤倍数乘以续重的标准

两者的和即是总的配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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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例，(w-1000)/570即为商品重量去除⾸重后对续重的倍数，因此结果不⼀定为整数，故⽤[(w-1000)/570]来向上取
整

两者结合起来，总的公式即为：15+[(w-1000)/570]*5

当然，⽬前这样简单的功能已经可以在后台通过直接设置单位与数值来实现。

再例如：某种配送⽅式，要求如下：

2公⽄以下的包裹按照：⾸重570克		算10元，每续570克	按3元计算；

⼤于等于2公⽄，⼩于5公⽄的包裹按照：每1公⽄6元；（如重5公⽄＝6×5元＝￥30元）

⼤于等于5公⽄，⼩于10公⽄的包裹按照：每1公⽄5元计算；（如重10公⽄＝5×10元＝57元）

⼤于等于10公⽄及以上的包裹按照：每1公⽄4元计算；（如重20公⽄＝4×20元＝80元）

第⼀段分析：由字⾯意思可以看出，包括两个⽅⾯，⼀个是重量范围，⼩于2公⽄；另⼀个是费⽤计算的标准。

因此，只要货物的重量是在要求范围内，就给出符合要求的标识，这⾥⽤1表⽰；如果不符合就给出0的状态。

要求是状态值，考虑⽤[	]或{	}。⽤[	]时，当其中的值⼤于0时，整体值是个⼤于1的整数值，并不适合⽤状态标识，所以使⽤
{	}。

设置为{2000-w}，当w<2000时	{2000-w}值是1，符合要求；当w>0时，{2000-w}值是0，也符合要求。但有个临界
值是要注意的，就是当w恰好等于2000时，{2000-w}结果就为0.5，这不属于本范围内，因此，再加个判断：{{2000-w}-0.

6}，即当w等于2000时，{2000-w}-0.6值为负数，{{2000-w}-0.6}}值就为0，则总值为0。
同时还要考虑到w≤0的情况，因此⽤{{w}-0.1}来进⾏界定

这样	当0<w<2000时，{{w}-0.1}*{{2000-w}-0.6}给出的值就为1，否则就为0，只有两个结果。

⾦额计算：考虑到商品重量会有⼩于570克的情况，因此设置默认值10元；仿照上例原理，⽤[(w-570)/570]得出⼀个整数，
再乘以续重标准就可以了

所以第⼀段的公式可以设置为：{{w}-0.1}*{{2000-w}-0.6}*(10+[(w-570)/	570]*3)

其它⼏段的设置与之类似，关键的地⽅是重量的临界值的设置

如：{{w-2000}-0.1}*{{5700-w}-0.6}		就表⽰	2000≤w<5700	这个重量范围。

<b>⼩技巧：⾄于⽤0.1还是0.6主要是考虑{	}中值为0，⽽结果为0.5时，这个值属于哪个范围的问题</b>

{{w-2000}-0.1}*{{5700-w}-0.6}	表⽰范围	2000≤w<5700

{{w-2000}-0.6}*{{5700-w}-0.6}	表⽰范围	2000<w<5700

{{w-2000}-0.6}*{{5700-w}-0.1}	表⽰范围	2000<w≤5700

{{w-2000}-0.1}*{{5700-w}-0.1}	表⽰范围	2000≤w≤5700

同理可得出其它分段公式。

最终配送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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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1}*{{2000-w}-0.6}*(10+[(w-570)/570]*3)+{{w-2000}-0.1}*{{5700-w}-0.6}*[w]*6+{{w-570

0}-0.1}*{{10000-w}-0.6}*[w]*5+{{w-10000}-0.1}*[w]*4

3、以⾦额为计算标准的配送公式

例如：订单⾦额满200元免运费，不满200元加收5元运费

分析：本例是以200元为界，低于200元的只要给出个1的状态，然后乘以5即可；⽽超过200元的，则给出个0状态，这样总值也
为0，即符合要求。

实际范围是	0≤p<200;	200≤p	临界点是200

因为只考虑状态，⽽不考虑具体值，所以⽤{	}，不⽤[	]；⼜因为⼤于200元时值为0，所以有效值⽤200-p	。

{200-p}，这样当p值⼩于或⼤于200元时是给出正常状态的，但要考虑当p恰好等于200元时的情况，所以增加对临界值的判断

设置为{{200-p}-0.6}，这样，不论什么情况，都只会给出1或0两个状态

注：如果是{{200-p}-0.1}，则p等于200元时也会收5元

最终配送公式:	{{200-p}-0.6}*5

<span	style="color:red">再例如：200元以下运费乘以12%，200元及以上乘以10%，570元及以上乘以8%，1000元及
以上6%，2000元及以上免费</span>

分析：关键还是范围的判断与状态的给出

实际范围是	0≤p<200;	200≤p<570;570≤p<1000;1000≤p<2000;2000≤p

所以只要给出每⼀个范围的状态，然后乘以⾦额值即可

结合前例，可得出第⼀个范围的公式：{{200-p}-0.6}*p*0.12

最终配送公式：

{{200-p}-0.6}*p*0.12+{{p-200}-0.1}*{{570-p}-0.6}*p*0.1+{{p-570}-0.1}*{{1000-p}-0.6}*p*0.0

8+{{p-1000}-0.1}*{{2000-p}-0.6}*p*0.06

4、同时以商品重量、订单⾦额为计算标准的配送公式

此种⽅式其实就是上述两种⽅式的结合

例如：订单⾦额满200元免运费；不满200元时，⾸重1公⽄15元，续重每增加0.5公⽄加5元

分析：实际是要求两个状态，当⾦额不⾜200时给出⼀个1的状态，此时正常计算；当⾦额是200元及以上
时给出状态0

结合前例，不⾜200元时，公式为：15+[(w-1000)/570]*5

然后再加⼀个限制条件，只要少于200元状态为1，超过200元时状态为0就可以了，此时公式为：{{200-p}-0.6}

把这两部分结合在⼀起，最终公式就是：{{200-p}-0.6}*(15+[(w-1000)/570]*5)

5、配送公式的验证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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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或修改配送⽅式时，在	配送费⽤	时，可以看到	使⽤公式	的标识

点击	使⽤公式	后，出现公式的输⼊框

输⼊公式后，最好先对公式的可⽤性进⾏验证。点击验证后，会弹出⼀个验证框

计算时有两个关键值，⼀个是商品的总重量，⼀个是订单的总⾦额，计算时按输⼊的两个值计算。

注意：如果某⼀项不输⼊值，则要设置为0，不能为空

输⼊值时，点击计算可以看到验证情况

如果结果验证正确，确定后，保存即可⽣效。

说明：如果使⽤公式时，则每个商品中必须要设置重量才会让公式⽣效，如果商品重量为空或设置为0，则
配送费⽤会与预期值有⽐较⼤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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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配送时间介绍及设置说明
配送时间是指消费者希望货物到达的时间。此功能适⽤于，能够掌握物流配送时间、在消费者选择的⼀定
时间范围内将货物送达的商家。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通过设置配送时间，提供给顾客配送时间选择的服务。

1、如何启⽤配送时间及其效果

2、如何启⽤指定⽇期及其效果

3、“接单后配送最短所需的时间”说明

1、如何启⽤配送时间及其效果

点击后台右上⻆“控制⾯板”，依次点击：商店设置-购物设置

将“是否开启配送时间”选中“是”。出现之前的隐藏项“是否启⽤指定⽇期”。

配送时间介绍及设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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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后，顾客在前台下单填写订单信息时可以选择指定送货时间。前台显⽰如图：

2、如何启⽤指定⽇期及其效果

将“是否启⽤指定⽇期”选中“是”。出现之前的隐藏项“是否开启夜晚配送时间”和“接单后配送最短所需时
间”。

（1）若订单能在夜晚配送，则“是否开启夜晚配送时间”选择“是”。

配送时间介绍及设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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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顾客在前台购买商品时，订单信息将显⽰如下：

（2）若订单不能在夜晚配送，则“是否开启夜晚配送时间”选择“否”。

当顾客在前台购买商品时，订单信息将显⽰如下：

设置为否时，订单将不会在夜晚配送（18:00~22:00）。

3、“接单后配送最短所需的时间”说明

顾客下单，商家可能不会⽴即发货，设定接单后配送最短所需的时间，提供有效的收货时间给顾客选择。

配送时间介绍及设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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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框内可以输⼊0到72范围内的整数，⽤⼾下单后将⽆法指定在该时间段内配送。

举例

假设现在是上午10点，为8:00~12:00时间段内，若将所需时间设定为“24”⼩时。

则在前台顾客下单时，显⽰显⽰如下

为当前时间段后，24⼩时之后的时间段才能供顾客选择。

配送时间介绍及设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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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物流信息查询
ECStore的物流信息查询对接平台从快递100更换成华强宝，商家并不需要去华强宝那边申请授权Key，开
启订单跟踪查询后就可以对物流信息进⾏查询。

开启订单物流跟踪

后台	依次点击	控制⾯板-物流跟踪设置-点击“是“-保存

设置完成后，顾客在前台可以查看到订单的物流跟踪信息

点击“会员中⼼“-”查看订单“,在订单详情中可以查看到对应的物流跟踪信息

物流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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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地区管理与地区设置
收货地区是商家出售商品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没有地区信息将⽆法对商品进⾏配送，销售就会出现严重的障
碍。

本⼩节分为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成功地为您的商店进⾏配送区域的管理。

1、地区管理的⻚⾯介绍。

2、地区以及⼦地区的添加与编辑。

3、地区设置的相关说明。

1、地区管理的⻚⾯介绍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板-地区管理

系统中默认集成了⼤陆及⾹港、澳⻔、台湾地区内容

地区管理与地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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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省、市、县的内容

2、地区以及⼦地区的添加与编辑

商家也可以根据⾃⼰业务的需要添加⾃定义的地区及⼦地区，名称可⾃定义

如果有上级地区可以设置上级地区，如南京市上级为江苏省。没有则⾃动成为顶级地区。

地区排序按数字，数字越⼩排序越靠前。

对于已经设置过的地区，可以重新编辑以及设这个地区下⾯的⼦地区

地区管理与地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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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地区或者编辑时，会进⼊地区编辑⻚⾯。添加地区、添加⼦地区、编辑地区，三个⻚⾯中内容
是⼀致的。

在对地区管理的内容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结束编辑。

3、地区设置的相关说明

对于不同地区，如中国⼤陆、台湾、⾹港或者美国等不同的国家地区，软件在语⾔、会员注册地区、购物
流程、订单处理机制等各⽅⾯都会有着⼀些差异。为了解决此问题，ECStore引⼊本地化这个管理概念，不
同地区商家只要使⽤相应的本地化插件，就会得到⼀套符合当地情况的设置⽅案。ECStore本地化默认包
含"中国地区"⽅案。

地区管理与地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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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操作员管理与⻆⾊管理
在商店⽇常运营过程中，有时会需要多个部⻔、多⼈员协作操作，⽐如添加商品、处理订单等。使⽤⻆⾊
与权限管理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设置不同权限的⻆⾊，并添加相应⻆⾊下的管理员。

1、⻆⾊管理

2、操作明细⽇志

3、操作员管理

管理员权限说明

管理员权限划分功能从⽹店业务经营⻆度出发，让不同的管理员有不同的管理权限，⽅便商家对不同的管
理员进⾏管理和控制。

例如商品的添加、修改、补货、下架可以由商品管理员负责，会员的注册、确认、充值可以由会员管理员
负责，促销活动、优惠券时可以由促销管理员负责，订单⽣成后的确认、发货可以由订单管理员负责处
理…..这样便于对⽹店运营进⾏管理，同时可以责任到⼈。

系统安装时⽣成的管理员默认是超级管理员，只有⼀个，后来添加的管理员均为普通管理员。

普通管理员添加之前，需要先设置⻆⾊，然后设置属于某⻆⾊下的管理员。

1、⻆⾊管理

ECStore中的⻆⾊是指⽹店后台某个频道的权限集合，类似Windows的⽤⼾组概念。

例如，“商品管理员”⻆⾊，只具有与商品有关的全部权限；“会员管理员”⻆⾊，只具有与会员有关的全部权
限。如某管理员A属于“商品管理员”⻆⾊，那么管理员A就有“商品管理”的全部权限。若管理员A同时属于“商
品管理员”⻆⾊和“会员管理员”⻆⾊，那么管理员A就具有这2个⻆⾊的全部权限。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板—⻆⾊管理，可以新建⻆⾊

例如新建“商品管理员”⻆⾊，可对其进⾏设置

操作员管理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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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默认只有商品⽅⾯的权限。如果想再为这个⻆⾊增加其它权限，可以继续选择并提交。

提⽰：添加新⻆⾊时内容与编辑⻆⾊时的内容⼀致，只要输⼊⻆⾊名称并指定权限就可以完成⻆⾊的添
加。

2、操作明细⽇志

记录每个操作员对任意的⼀个点击进⾏记录。

操作明细⽇志主要是记录了企业内部⼈员在系统操作时修改了系统中的相关数据所留下的操作记录，以便
⽇后有⼈误操作的	同时，可以查到相关的责任⼈。⽬前系统的明细操作⽇志主要记录了企业⼈员对"商
品"，"单据"及"会员"操作相关重要数据的记录。

明细操作⽇志对照表

ECStore系统中，管理员如果需要查看明细⽇志，可通过系统管理后台的"控制⾯板"→"系统明细⽇志"中，
查看相关的⽇志记录。详细的操作⽇志对照表可参考如下表格：

操作员管理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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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系统中如果原始数据是留"空"如商品
名称，类型，分类等，系统记录为()	操作
【ACTION】

⽇志【LOG】

管理员添加商品，点击"添加保存" 添加新商品"*"	*为商品名称

编辑单个商品，修改"商品名称"，"商品分
类"，"商品编码"，"商品类型"，"商品品
牌"，	"商品价格[成本价，销售价，市场
价]"，"商品上下加"，"商品库存"，"⽆库
存可销售"，"商品重量"点击保存

实例：	将ID为(*)的商品	商品品牌由(B1)改为(B2),商品
成本价由(￥)改为(￥￥),商品市场价由(￥)改为(￥￥),
商品重量由(K)改为(KK)，商品分类由(C1)改为(C2),商品
名称由(N1)改为(N2),商品编码由(C1)改为(C2),修改了商
品简介，商品库存由()变为(NUM)

删除商品，点击"删除"

商品导⼊，点击"⽂件导⼊"，导⼊成功 通过CSV⽂件，批量导⼊商品

商品列表中，选中相关商品，CSV"导
出"商品列表 导出商品操作

商品批量处理【ACTION】 注：如果⼀次性批量操作商品超过100项，则记录中
的"商品编号"将代替商品id记录

选中商品列表商品，点击"批量操作"，选
择"统⼀调价"，选项"直接修改"

商品货号（©改为￥），（©改为￥）,….	©代表"商品货
号"	￥代表"修改后⾦额"

选中商品列表商品，点击"批量操作"，选
择"分别调价"，输⼊相关价格,保存

修改货号为(©)的(销售价)为(￥);	修改货号为(©)的(成本
价)为(￥);	修改货号为(©)的(各会员等级价)为(￥);	©代
表"商品货号"	￥代表"修改后⾦额"	系统记录当前保存的
所有结果值

3、操作员管理

添加管理员的前提是⻆⾊已经设置结束，如果没有⻆⾊，请先添加。

例如：添加⼀个商品管理员，该管理员具有与商品有关的所有权限。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板-操作员管理，点击	添加管理员

依次输⼊管理员的⽤⼾名、密码，然后指定⻆⾊

操作员管理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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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后该管理员帐⼾被激活，可以正常登录使⽤；不启⽤，则该管理员⽆法登陆。

添加后，⽤此管理员在后台登陆，因为其所属⻆⾊限制了功能范围，故登陆后只会看到商品菜单，其它菜
单不显⽰。

编辑管理员

当需要对某管理员权限进⾏调整时，可以点击管理员列表中的编辑，重新选择已经设置好的⻆⾊。

内容与添加管理员时完全相同。

操作员管理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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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商品图⽚配置
商店安装后对商品图⽚有默认的限制尺⼨，如果想调整对图⽚⼤⼩的限制，可以对尺⼨⼤⼩重定义。商品
⽔印是商家对⾃⼰的图⽚增加的⼀种标识，这样既可以⽤商品图⽚进⾏宣传，还可以防⽌他⼈盗⽤⾃⼰的
商品图⽚。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对本节操作，您可以设置图⽚的⼤⼩⽅法，可以为商品图⽚增加个性化的⽔印标识

1、对商品列表图⽚进⾏设置

2、对商品详细⻚图⽚进⾏设置

3、对商品相册⻚图⽚进⾏设置

说明:

⼀张商品图⽚上传后，会⾃动⽣成三张图⽚，分别出现在商店的三类⻚⾯

a、显⽰在商品列表⻚、⾸⻚商品版块内的图⽚，称为“列表⻚缩略图”

b、显⽰在商品详细⻚内的图⽚，称为“商品⻚详细图”

c、显⽰在商品相册⻚内的图⽚，称为“商品相册图”

1、对商品列表图⽚进⾏设置

点击商品分类或搜索商品，看到的商品图⽚即为列表⻚缩略图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板−图⽚管理−商品图⽚配置：

商品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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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商品图⽚暂时未上传，商品列表中的图⽚会显⽰系统默认的缺省图。

缺省图也可以⾃定义，本地上传即可。

2、对商品详细⻚图⽚进⾏设置

(1)、尺⼨设定

在商品详情⻚中第⼀屏的左侧⼤图，为详细⻚⾯的标准图，⽽此尺⼨说明的是框内展⽰的⼤⼩。

后台设置：

依次点击	控制⾯板−图⽚管理−商品图⽚配置，进⾏设置

商品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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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商品图⽚暂时未上传，商品详细图会显⽰系统默认的缺省图。

缺省图也可以⾃定义，本地上传即可。

(2)、⽔印设定

点击进⼊商品详情⻚后，即可看到logo在详情⻚第⼀屏的商品图⽚中展⽰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板−图⽚管理−商品图⽚管理内，开启⽂字⽔印功能，

输⼊要显⽰的⽂字，选择⽂字⽔印在图⽚上要显⽰的位置，设定⽔印⽂字⼤⼩和颜⾊，保存后再上传的商
品即可为商品详细⻚图⽚打上⽂字⽔印。

⽂字⽔印效果：

商品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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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建议先设置⽔印，再上传商品，这样，商品图⽚就会⾃动增加设置好的⽔印。

图⽚⽔印时设置⼤体相同，只要上传⼀个准备好的图⽚就可以了

3、对商品相册⻚图⽚进⾏设置

(1)、尺⼨设定

在商品详细⻚中继续点击图⽚时显⽰的即为相册图

商品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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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板−图⽚管理−商品图⽚配置

如果商品图⽚暂时未上传，商品相册图会显⽰系统默认的缺省图。

缺省图也可以⾃定义，本地上传即可。

说明：以上图⽚，必须是本地上传的图⽚，才会有实际效果，对远程图⽚⽆效。

商品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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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图⽚⽔印效果

前台商品详细⻚图⽚上，可以看到设置了⽔印的效果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板−图⽚管理−商品图⽚配置

开启图⽚⽔印功能，上传⽔印图⽚，选择⽔印要显⽰的位置，设定图⽚⽔印透明度后，保存⽣效。

商品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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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成功后，可查看⼀下效果，配置结束后，再上传的商品图⽚就会⾃动加上⽔印。

图⽚重新⽣成⽅法说明：

如果已经上传了⼤量图⽚后才设置了图⽚⽔印或相册图⽚⽔印，可以通过图⽚重新⽣成增加⽔印。

后台，商品-商品列表，勾选要重新⽣成图⽚的商品，点击批量操作，选择重新⽣成图⽚

商品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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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重新⽣成”即可

商品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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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图⽚管理
图⽚管理主要是管理商店中所有的图⽚，在图⽚管理中可以查看所有上传成功的图⽚，可以对图⽚进⾏上
传、删除、批量重新⽣成等操作。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店的图⽚管理有⼀定了解。

1、图⽚管理界⾯说明

2、添加图⽚

1、图⽚管理界⾯说明

后台，依次点击	控制⾯板-图⽚管理

商店中所有图⽚全部列出

点击查看⼩三⻆，可看到具体图⽚的信息

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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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与缩略图：与商品列表⻚的重新⽣成图⽚功能⼀致

2、添加图⽚

商店中其它任何地⽅可以上传的图⽚都会在此处显⽰。

相应的，此处上传的图⽚也可以在其它任何地⽅调⽤。

此处上传图⽚有两种⽅式：

(1)本地上传

点击此界⾯中的	上传新图⽚

在界⾯中会显⽰图⽚信息

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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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点击，即可浏览本地图⽚。可以单独上传⼀张，也可同时上传多张，也可多次上传⼀张

上传后，保存即可显⽰在列表中

(2)添加⽹络图⽚

点击添加，然后在对话框中输⼊

返回到列表中，即可看到⽹络图⽚的信息

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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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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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数据备份与还原
在⽹店运营过程中，有时会碰上服务器被攻击、服务器损坏、管理员误操作等意外情况，从⽽导致数据损
坏等情况。因此，我们需要经常备份⽹店数据，以确保数据安全。

⽹店数据⼀般包括两部分：保存在⽹店空间⾥的⽂件、图⽚等内容；另⼀部分便是保存在数据库中的内
容。前者⽤FTP⼯具连接到⽹店所在空间后下载即可，⽽数据库备份则可通过后台内置的⼯具进⾏操作。

当服务器出现问题时，可以⽤这两部分内容进⾏恢复，从⽽快速重建。

说明:此处的备份只包括数据库部分，商品的图⽚还需要另外在空间中进⾏下载备份。

本⼩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学会对您的⽹店进⾏数据备份、数据恢复与清除体验数据

1、数据备份

2、恢复备份

3、清除体验数据

1、数据备份

后台，点击右上⻆	控制⾯板，然后点击	其它-数据备份与还原

界⾯中主要有三部分内容：数据备份、数据恢复（初始不显⽰）、清除体验数据

点击⽴即备份，对数据库进⾏备份

数据备份与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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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后就开始备份了，备份结束后，会提⽰下载。

也可在备份历史界⾯进⾏下载

说明：

A、	备份时间以数据量多少为准，备份过程中请耐⼼等待，请勿进⾏其他⻚⾯操作

B、空间中data/backup⽂件夹权限要可写，否则备份⽂件⽆法⽣成

C、备份完成后，及时保存到本地。建议养成经常备份数据的好习惯，这样才能确保你的数据真正的安全。

2、数据恢复

后台，依次	点击控制⾯板−数据管理

如果曾经备份过数据，就会出现如图界⾯

备份历史：此按钮只有在⾄少操作过⼀次备份后才会显⽰，可点击查看备份历史。

如果经常备份，在此界⾯会有多个可⽤来恢复的⽂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件进⾏操作

数据备份与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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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备份过，则此处内容为空

点击“恢复”后，跳出确认对话框，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数据的恢复。

数据保存在本地时的操作

如果备份了数据库，将⽂件下载到本地并在空间上删除后，再要恢复时则需要通过FTP⼯具将下载的zip⽂
件上传到空间

data/backup下，此时在恢复列表中就可以操作了

说明：如果恢复的是以前备份的数据，则在备份时间点以后⽹店内变化的数据会发⽣丢失。

3、清除体验数据

如果安装时⽹店程序时，同时也安装了体验数据，在熟悉系统后，则需要重新上传商品，此时可⼀次清除
安装时的体验数据。如果商店中有很多商品，但设置⽐较混乱，需要重新设置时也可以使⽤此功能。

说明：

a、此功能⼀旦使⽤，⽹店内所有的数据包括会员数据、商品分类、商品类型、商品数据、⽂章等数据将会
被清除，包括最新添加的，请慎重使⽤。

b、建议在使⽤此功能之前，对当前的数据进⾏备份，这样可以让后悔成为可能。

后台，依次	点击控制⾯板−数据管理

点击后显⽰

数据备份与还原

176



为了安全，在操作时必须输⼊管理员的⽤⼾名与密码才可继续！

清除体验数据后，商店系统就相当⼀张⽩纸，没有任何内容，所有的⼀切需都要重新考虑与设置。

数据备份与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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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缓存管理
缓存是顾客在访问⽹站时产⽣空间⾥的⼀些临时⽂件，当有顾客再次访问同样的⻚⾯时就会优先调⽤缓存
⽂件，从⽽提⾼访问速度。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据实际情况操作缓存。

1、缓存清空与优化

2、关闭缓存

1、缓存清空与优化

当商店中某些内容更新时，⽐如添加商品、更新补丁、替换模板，在操作完成后最好清⼀下缓存，清除后
就可以直接访问更新内容了。

后台，依次点击控制⾯板-其它-缓存管理

⻚⾯中有两个按钮，分别是优化缓存与清空缓存

此外，在模板处也有清除缓存的地⽅

在模板列表中，查看模板的更多

缓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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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的缓存清除，也可清除当前的模板缓存

2、关闭缓存

在修改模板时，往往需要看到模板的即时效果，此时可以关闭缓存

修改空间中config/config.php

找到其中的⼀段

define('WITHOUT_CACHE',false);这段话的意思是默认开启缓存

如果要关闭缓存，只需要将其中的false修改为true，即可关闭缓存了。

缓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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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队列管理
队列⼀般是⼤批量，执⾏相同动作的任务集合，在ECStore中只要是调⽤批量操作的APP，均可产⽣队列，
队列会在系统空闲时⾃动完成。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了解产⽣队列的操作，并可据实际情况来启动或停⽌队列。

1、产⽣队列的操作

2、队列的管理

说明：本⽂以图⽚批量上传与短信发送为例进⾏说明。

1、产⽣队列的操作

商品批量上传：

在上传CSV⽂件时，系统会提⽰增加到队列中

此时，点击队列，就会发现⾥⾯正在进⾏的队列情况

可以对此队列进⾏暂停、启动、删除的操作。

2、队列的管理

队列产⽣后，可以对队列做暂停、重新启动与删除的操作。

多数情况下，队列会在某⼀段时间运⾏完成后⾃动消失。

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进⾏删除或重新启动操作。

队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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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ECStore和CRM积分联通
ECStore和CRM积分联通功能，将顾客在ECStore上的会员积分与顾客在CRM上所记录的积分同步、联通,
实现全渠道积分的互通、消耗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ECStore和CRM积分联通功能有⼀定了解。

1、绑定初始化积分

2、⽇常操作同步积分（查看积分，同步积分变更，积分⽇志）

1、	绑定初始化积分

后台，控制⾯板-数据互联-初始化积分数据到CRM

点击按钮可以将ECStore内会员的积分记录添加到消息队列，并同步到绑定的CRM系统

2、	⽇常操作同步积分（查看积分，同步积分变更，积分⽇志）

⽇常的积分同步操作主要如下：

（1）、会员的积分总值通过调⽤积分查询接⼝从CRM获取

（2）、会员的积分⽇志通过调⽤积分⽇志接⼝从CRM获取

（3）、所有的积分变动调⽤积分变更接⼝同步到CRM

会员的积分总值，积分⽇志分别调⽤接⼝从crm获取，其他功能不变

ECStore和CRM积分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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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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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概况

经营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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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经营概况
经营概况主要是介绍商店⾥订单情情况及会员情况，对商店的总体情况可以⼀⽬了然。

本⼩节包括1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养成经常浏览的习惯

1、	界⾯功能介绍

1、界⾯功能介绍

后台，依次点击	报表-经营概况

界⾯最上⽅是商店运营总体情况

下⽅是订单相关情况，主要是订单的数量与订单的⾦额

统计数据可以分别按昨⽇、今⽇、本周、本⽉、上⽉情况进⾏统计，也可指定⽇期对数据进⾏筛选

经营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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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款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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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销售收⼊统计
销售收⼊统计主要是对已经完成付款的订单，以及退款的订单进⾏⼀个简单的统计；预存款统计则是对会
员中有预存款消费的情况进⾏⼀个简单统计。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本店的销售与预存款情况有⼀个初步的了解

1、销售收⼊统计

2、预存款统计

1、销售收⼊统计

后台	依次点击	报表-销售收⼊统计

点击后，就是通⽤的筛选界⾯

可以⾃定义⽇期进⾏筛选订单情况

销售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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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点击⽣成报表导出CSV

销售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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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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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店铺销售情况与商品销售排⾏
与销售收⼊统计相⽐，店铺销售统计主要是统计商店的订单的量及⾦额，还涉及退换货的⼀些情况，相对
细致；商品销售排⾏则主要是统计商店中销售的排⾏，以⽅便商家进⾏相应的调整。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进⾏相应的调整

1、店铺销售情况

2、商品销售排⾏

1、店铺销售情况

后台，依次点击	报表-店铺销售情况

点击后，就是通⽤的筛选界⾯

店铺销售情况与商品销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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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订单成交量、订单成交额、商品退换量、商品退换率都可以分别统计

2、商品销售排⾏

后台，依次点击，报表-商品销售排⾏

店铺销售情况与商品销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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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就是通⽤的筛选界⾯

也可以⾃定义⽇期进⾏筛选

店铺销售情况与商品销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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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也可以导出报表，具体不再详述。

店铺销售情况与商品销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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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会员统计
会员统计主要是统计会员相关的订单数量及订单⾦额，可以让商家对本店的会员情况有⼀个全盘的了解。

本⼩节包括1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会员成单情况有⼀定了解

1、	会员统计

1、会员统计

后台，依次点击	报表-会员排⾏

点击后，就是通⽤的筛选界⾯

会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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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指定⽇期对数据进⾏筛选

同时也可以查看订单额

这样，通过这样⼀个简单的统计就可以对某段⽇期范围内会员的销售情况有⼀个总体掌握。

会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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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管理
原先模板与新模板的变化，（如您是新使⽤ECStore的客⼾可不关注下⽅内容）

在ECStore2.0的模板机制中，我们增加了很多功能亮点，同时也给⼴⼤开发者提供了更多的模板级⾃定义
内容：

让我们来看下	这些有哪些改动：

•	模板内设属性⼩范围修改

•	新开放底层数据接⼝

•	增加模板级挂件

•	封装精确选择商品组件

•	B2C购物流程的⻚⾯拦截功能

•	⽀持详细⻚多内容区分割及view区域重定义

•	边框机制/开启与隐藏

•	前台集成switchable效果

当中最⼤的改动莫过于模板机制中对于挂件机制的理解，我们将挂件从原有的系统中剥离出来，不再提供
系统级挂件；

转⽽向开发者提供丰富的系统底层数据接⼝，降低开发者制作挂件的成本;

同时，将挂件⽬录放置在模板包内，让挂件依附于模板，跟随模板包安装和使⽤。

还有很重要的前台交互逻辑的改变，使得可视化编辑操作更加得⼼应⼿...

精确选择商品组件，让你更加精准的选择⾃⼰的商品...

模板级的⻚⾯拦截机制，不需要改动系统⽂件，就可以DIY系统流程⻚⾯...

模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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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模板管理介绍
打开任意⼀个ECStore⽹站，看到的即为模板的前台表现形式。设计师根据创意做好⻚⾯⽂件，经过联动处
理便成为模板，它可以改变前台所有的内容布局、颜⾊、⻛格等。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随时为您的⽹站更换⾃⼰想要的模板，并可进⾏适当编辑。

1、安装模板

2、编辑模板

模板可随时在后台进⾏更换、编辑。

后台，依次点击站点-模板管理-模板列表，可以看到当前使⽤的模板与已经上传的模板

1、安装模板

在ECStore中，通过本地上传安装。

本地上传安装：

已安装的模板可以下载，下载后会在本地⽣成新的模板⽂件，格式为	.tgz

客⼾也可通过其它途径获得模板，⼀般也要此格式才可使⽤

在模板管理界⾯点击上传新模版

模板管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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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模版包

上传成功后会出现在模板列表中

2、编辑模板⻚⾯

如果要修改当前模板⻚⾯中内容，或重新调整版块，就需要对模板进⾏编辑。

模板管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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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管理

(1)、可视化编辑：为直接在前台⻚⾯上进⾏修改，较为直观，适合多数使⽤者。

(2)、⻚⾯管理：在后端直接增加站点所需要的⻚⾯，其可多⽅⾯的对⻚⾯进⾏编辑。

模板管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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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码编辑：为通过代码编辑⻚⾯，适合专业⼈员使⽤。

添加相似：可以为当前栏⽬增加相似⻚⾯，并对其进⾏编辑。

删除：删除按钮就会永久删除此⻚⾯，⽤⼾在删除⻚⾯之前最好先做⼀下备份，以免删除之后带来的不便

(3)、源⽂件管理：管理模板中的的所有的⽂件，可直接在线修改

模板管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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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模板⽂件直接涉及前台的具体呈现，在修改前⼀定要做好备份！

更多：对模板整体对应的的操作项

下载：将此套模板进⾏下载，下载默认的格式为tgz

设置备注名称：对此模板备注特定⽅便记忆的名字。

备份模板：备份此模板

还原⾄上⼀个版本：备份后，误操作后可还原。

维护：加了新挂件上去就要点下维护，否则可视化编辑⾥⾯看不到挂件

清楚模板缓存：删除模板多余缓存

模板管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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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模板中的版块说明
我们知道，在“拼图”游戏中，⼀个拼图是有很多拼块组成，拼块来回移动就可以组成⼀幅完整的拼图了。那
么在ECStore模板⻚⾯中也是这样，⼀个⻚⾯就是⼀副拼图，⽽拼块就是版块（英⽂通常称为widget）。⼀
个⻚⾯就是由多个版块组成，每个版块内置了常⽤的功能，这些版块可以在⻚⾯中随意移动，从⽽组成不
同的⻚⾯。

本⼩节包括4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版块有深刻的认识，并可对版块进⾏⽇常维护。

1、版块常识

2、模板中内置的版块种类

3、版块的添加、删除与编辑

4、模板备份

说明：本⽂以ECStore的默认模板为例进⾏说明，其它模板类同。

1、版块常识

设计师在完成⼀个模板后，通常其中已经包括了商店⽇常能⽤到的基本功能。上传模板后，直接启⽤就可
以了，不需要再做特别的修改。在模板的每⼀个⻚⾯中，都是由若⼲个版块组成的

2、模板中内置的版块种类

模板中按前台表现形式对版块进⾏了分类，主要是	辅助信息，。、⼴告相关、商品相关、⽂章相关、商品
挂件、积分兑换、购物⻋、注册登录等。每⼀分类包括了多种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版块，如下例：

模板中的版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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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添加某个版块时，先决定功能，再依次选择版块分类-具体版块就可以了，就如同在多个商品分类中选择
商品⼀样。

3、版块的添加、删除与编辑

当模板中原有版块已经不能满⾜需要时，可以添加相应的版块

⽐如，添加另⼀个商品⼴告版块：

进⼊模板管理⻚⾯，点击正在使⽤中的模板的“可视化编辑”按钮

默认进⼊⾸⻚的可视化编辑，点击空挂件位，或点击任意已添加挂件的“添加挂件”按钮

模板中的版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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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挂件列表⻚中找到“⾸⻚横向滚动⼴告”挂件，点击添加。

弹出挂件配置窗⼝，会显⽰挂件的具体配置内容

模板中的版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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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图⽚后，可以对图⽚进⾏配置

配置完后，保存修改，并保存模板后，挂件的添加就完成啦！

现在就可以去商城的⾸⻚看看添加的挂件了

模板中的版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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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已添加的挂件感到不满意，可以对挂件进⾏编辑和删除。

在可视化编辑中，点击任意挂件的编辑按钮，可以对挂件进⾏编辑。

在可视化编辑中，点击任意挂件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选择的挂件。

注意事项：对挂件进⾏添加、编辑、删除操作后，建议维护⼀下挂件，并清理下模板缓存。

4、模板备份

如果对模板进⾏了修改，则修改结束后建议对此模板进⾏备份，然后下载，保存在本地就可以了。

模板中的版块说明

208



当出现问题时，可以利⽤备份⽂件进⾏恢复。

模板中的版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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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管理

站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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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系统模块
在ECStore中，许多功能是⽤模块的⽅式来实现，这些模块可以随时开启与关闭。对⼆次开发⼈员来说，也
可以对模块进⾏相应的修改或调整。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ECStore中基本模块的组成部分有⼀定了解。

1、模块界⾯介绍

2、关闭模块的前台表现

1、模块界⾯介绍

后台，依次点击	站点-站点管理-系统模块

此界⾯中显⽰的是系统安装时内置的⼀些基本的模块。

依次说明这些模块存在的位置，名称及⽣效范围。

这些基本模块，默认全部开启。

点击左边⼩三⻆，可以查看此模块⼀些描述信息

系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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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闭模块的前台表现

如果关闭某个模块，则在前台的调⽤位置即显⽰错误。

⽐如关闭会员中⼼模块

此时在进⼊前台⾸⻚，⻚⾯会提⽰错误

系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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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模块类似。

系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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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导航菜单
导航菜单主要是控制前台导航的内容与排列顺序，也可以设置是否显⽰，是否新开窗⼝。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据实际情况设置导航菜单的内容

1、导航菜单界⾯说明

2、编辑导航菜单

3、添加导航菜单

打开⼀个ECStore⽹站，顶部菜单即导航栏⽬

1、导航菜单界⾯说明

后台，依次点击	站点-站点管理-导航菜单

内容为当前的导航菜单内容。

可编辑、可查看、可调整顺序、可隐藏。

其中的排序并不是在后台的顺序，⽽是在前台的显⽰顺序，⼩的显⽰在前

2、编辑导航菜单

点击界⾯中的编辑，即可弹出编辑界⾯

导航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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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保存即可

3、添加导航菜单

点击界⾯中添加菜单

弹出添加界⾯

导航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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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系统界⾯即系统默认的节点，可以直接选择操作

选择后，下⼀步会跳转到编辑界⾯

保存后即可。

⾃定义链接则是其它内容，⽐如论坛的链接

导航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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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后即可

导航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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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站点配置
站点配置模块，可以对站点名称、⻚⾯底部的信息以及⼀些辅助信息进⾏设置。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修改⽹⻚底部信息，并对全站的⼀些辅助信息有所了解。

1、修改站点名称与底部信息

2、配置站点的⾼级设置

1、修改站点名称与底部信息

底部信息在前台的显⽰

后台，依次点击	站点-站点配置-基本信息

修改后保存，到前台便可显⽰修改后的效果

站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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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置站点的⾼级设置

依次点击	站点-站点配置-⾼级设置

可配置全⻚缓存、URL参数分隔符、URL扩展名等。

这些内容对搜索引擎的收录会有极⼤的帮助，可以多设置⼀下，观察收录情况，找到最佳设置。

站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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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定义URL
⾃定义URL即可将系统默认的⼀些URL修改为完全⾃定义的名称，这种表现⽅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增
加搜索引擎的收录，并让⽤⼾有⼀个⾮常新奇的体验。

本⼩节包括1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灵活的设置URL

1、添加规则

1、添加规则

后台，依次点击	站点-站点管理-⾃定义URL

例如，添加⼀条规则，将cart.html修改为gouwu.asp

新链接可以修改为任意内容，包括汉字、各种符号等，只要你能想到，就可以使⽤

启⽤后保存

⾃定义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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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点击预览，可以在前台看到修改后的链接

简⾔之，您可以把商品、商品分类、⽂章等链接修改为易被收录或搜索到的⽅向来表现，尽显⾃定义的优
势。

⾃定义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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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SEO优化
所谓搜索引擎优化(SEO优化),就是针对各种搜索引擎的检索特点,让商店的基本要素适合搜索引擎的检索原
则(即搜索引擎友好),从⽽获得搜索引擎收录并在检索结果中排名靠前。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设置，就可简单的优化您的商店了

1、SEO优化的作⽤

2、如何设置SEO优化

1、SEO优化的作⽤

通过搜索引擎优化，可让商品的关键词被搜索引擎收录并在搜索结果中排名靠前，从⽽使得商店得到更多
精准的访问流量以便更好的推⼴商品；如下图可看到搜索引擎优化带来的效果：

2、如何设置SEO优化

在设置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下这些关键词

商店⾸⻚Title标题、商品分类⻚标题、商品⻚⾯标题、	META_KEYWORDS(⻚⾯关键词)、
META_DESCRIPTION(⻚⾯描述)

关键词解释如下图:

SEO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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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如上图，可看到搜索结果中的⽂字描述，就是被搜索引擎收录后的商店描述；

⻚⾯关键词：是搜索引擎内在关联的，没有搜索直观上的表现。“⻚⾯关键词”可表现在⻚⾯源码中，⽤“⻚
⾯关键词”告诉搜索

引擎您⽹⻚是与哪些关键词相关，相当于您在⾃荐。

商店Title标题、商品分类⻚标题、商品⻚⾯标题，都是Title标题，只是⻚⾯不⼀样，表现效果如上图。

设置步骤如下：

(1)、SEO默认配置

后台，依次点击	站点-站点管理-SEO优化

内容主要是商店⻚⾯Title标题、及⻚⾯关键词、⻚⾯描述设置

SEO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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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设置的“⻚⾯关键词”与“⻚⾯描述”是全站的统⼀的设置，如果其他具体位置没有设置“⻚⾯关键
词”与“⻚⾯描述”⽽这⾥有设置，系统将会⾃动此处设置的信息。

⼩结：为什么要这样设置，这样设置有什么好处呢？

本例中，如果商店⾸⻚被搜索引擎收录后，当顾客在搜索引擎中搜索“⼥鞋”、“⼥包”、“美肤”时，商店的关
键词就会与之匹配，这样商店就有可能排列靠前。在设置时，标题尽量有与描述相吻合的词，这样效果更
佳。不过关键词的分析与设定，还需要店主⾃⼰多多实践才能得出好经验，只有最适合⾃⼰的才是最有效
的。

(2)、详细⻚⾯的SEO设置

除了默认的SEO设置，系统还提供了多个相关⻚⾯的SEO设置

在SEO优化界⾯可以看到提供的多个相关⻚⾯的设置

点击某个，例如商品详细⻚（其它⻚⾯操作类似）

SEO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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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就相当于设置了引⽤的⼀个标准，如果商品处填写了这些信息，系统就会根据此处的设置标准
来逐⼀调⽤。

添加商品时的SEO设置

访问刚刚设置过的商品，即可看到商品⻚的标题⽂字了！

SEO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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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后，如果这个商品⻚被搜索引擎收录，当顾客在搜索引擎中搜索“⾯霜、“美肤”词时，这个商品就可能
被匹配上，就有可能在搜索结果中前列了。

与SEO优化相关的部分⼀定要仔细设置，这样可以更有利搜索引擎收录。同时也要做好关键词的分析，特
别是可以多考虑⽤⼾的搜索习惯，反复设定，直⾄效果最佳。

SEO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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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Sitemap
Sitemap	可⽅便您通知搜索引擎您⽹站上有哪些可供抓取的⽹⻚。最简单的	Sitepmap	形式，就是	XML	⽂
件，在其中列出⽹站中的⽹址以及关于每个⽹址的其他元数据（上次更新的时间、更改的频率以及相对于
⽹站上其他⽹址的重要程度为何等），以便搜索引擎可以更加智能地抓取⽹站。

本⼩节包括1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提交⾃⼰的Sitemap来让Google收录商店

1、如何提交Sitemap

1、如何提交Sitemap

进⼊Google⽹站管理员⼯具建⽴⼀个帐号，访问注册www.google.com/webmasters/tools?hl=zh_CN

如果已经帐号，直接登录即可。

登陆后添加商店⽹址

Sit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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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验证

这⾥有两种验证⽹站⽅法，推荐使⽤第⼆种上传HTML⽂件⽅法

建⽴⼀个名为google5fed5de481e07bab.html	（这个名称是随机产⽣的），将这个⽂件⽤FTP上传⾄商店
的根⽬录后，点击验证即可。

说明：验证不通过，⽆法提交sitemap

验证完成后，回到控制台开始添加Sitemap

ECStore后台，依次点击	站点-站点管理-Sitemap

Sitemap

228



可看到系统⾃动⽣成的Sitemap地址（可点击查看）,复制域名后⾯的地址提交

提交后等待验证，验证通过后，提交成功。如果没有通过验证，请确认信息后重新提交。

提交成功后，Google就会⾃动收录⽹站了。

Sit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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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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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章列表
⻚⾯列表中的内容为商店中所有的⽂章及单独⻚，在这⾥可以编辑原来的⽂章与⻚⾯，也可以添加新的⽂
章与⻚⾯。

本⼩节包括4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随时对⽂章进⾏处理。

1、列表功能说明

2、添加⽂章

3、添加单独⻚

4、添加⾃定义⻚

1、列表功能说明

后台，依次点击	站点-⻚⾯管理-⻚⾯列表

常⽤的是编辑与预览

2、添加⽂章

在添加⽂章前需要先准备好⽂章的内容，并设置好⽂章所属的栏⽬。

⽂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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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SEO可以⽤准备好的材料快速录⼊

保存后即会显⽰在列表中

⽂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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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预览

3、添加单独⻚

添加单独⻚前需要准备好单独⻚的内容与单独⻚所属栏⽬

添加单独⻚的界⾯与添加⽂章时⼤多相同，只是多了个模板的选择

如需编辑单独⻚模板，可以前往“模板编辑”中的⾃定义添加“站点栏⽬单独⻚”以个性化您的模板

⽂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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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添加⾃定义⻚

添加⾃定义⻚前需要准备好⾃定义⻚的内容与⾃定义⻚所属栏⽬

添加⾃定义的界⾯与⽂章⻚、单独⻚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内容⻚完全⾃定义

⾃定义内容⽀持html代码，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插⼊相应的代码。

⽂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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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章栏⽬
⽂章栏⽬主要是描述整个商店总的⽂章架构及单独⻚的所属分类，良好的⽂章架构会给⽤⼾⾮常好的阅读
享受。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章栏⽬的总体规划与设置有⼀定了解。

1、界⾯介绍

2、编辑节点

3、添加新节点

1、界⾯介绍

后台，依次点击	站点-⻚⾯管理-⽂章栏⽬

这⾥的节点相当于商品分类，可以有多级分类。⽂章相当于单个商品，可以编辑与添加。

查看⽂章：在后台查看此节点下所有⽂章

浏览：在前台查看此节点下的所有⽂章

⽂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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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节点：将所有节点及节点下的⼦节点全部展开，此⻚⾯默认是展开状态。

收起节点：只显⽰顶级节点，如图

编辑排序：可在列表状态下编辑所有节点的显⽰顺序

节点展开下的编辑排序：

节点收起后的编辑排序

⽂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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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辑节点

点击某个要编辑的节点

点击后会显⽰具体内容

是否使⽤站点栏⽬单独⻚：默认是不开启的，是⾃⼰单独⼀个⻚⾯。如果想使⽤默认的⻚⾯，可点击是，
此时会显⽰：

⽂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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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的模板可以选择，也可以编辑。同⽂章的单独⻚。

3、添加新节点

可以添加顶级节点，也可以在已经存在的节点上添加⼀个⼦节点

后续操作与编辑节点时完全相同，不再详述。

⽂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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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异常⻚⾯管理
异常⻚⾯管理⼀般是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出现的提⽰信息，让⽤⼾知道当前状况，并进⽽提供接下来可以
进⾏的其它动作。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设置⼀些简单易懂的提⽰信息

1、⽆法找到⻚⾯时的提⽰信息

2、系统错误时的提⽰信息

3、搜索为空时的提⽰信息

1、⽆法找到⻚⾯时的提⽰信息

修改⽆法找到⻚⾯时的提⽰信息

此处⽀持html代码，修改后，保存之。

异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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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般⽤于点击某个⻚⾯，⽽这个⻚⾯不存在时的提⽰

2、系统错误时的提⽰信息

修改系统错误时的提⽰信息

与前相同，同样⽀持html代码

此⻚⾯⼀般适⽤于系统级的错误提⽰，并且当服务器本⾝没有配置时才会调⽤。

3、搜索为空时的提⽰信息

后台，依次点击	站点-⻚⾯管理-异常⻚⾯管理

修改其中的提⽰信息

与前相同，同样⽀持html代码

当前台搜索为空时，即会出现此提⽰语

异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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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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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是具有⼀定资源互补优势的⽹站之间的简单合作形式，分别在⾃⼰的⽹站上放置对⽅⽹站的
LOGO图⽚或⽹站的⽂字链接，使得顾客可以从合作⽹站中发现⾃⼰的⽹站，从⽽达到互相推⼴的⽬的。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为⾃⼰的⽹站增加多个友情链接。

1、添加有情链接内容

2、修改友情链接版块

打开⼀个ECStore⽹⻚，⼀般均会在底部看到友情链接

本操作的前提是您已经有合作⽹站的⼀些相关信息，如logo、⽹店名、域名。

1、添加友情链接内容

后台，依次点击	站点-友情链接，点击	添加友情链接

设置友情链接的名称与链接地址

说明：排序是⽤来设置友情链接的显⽰次序，数字越⼩排序越靠前

友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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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修改友情链接版块

后台，依次点击	站点-模板列表，选择正在使⽤中的模板的可视化编辑

在⾸⻚添加⼀个友情链接的挂件（标准模板已经添加了友情链接挂件，⼀般在⻚⾯底部，找到后点击挂件
的编辑）

编辑⻚⾯

显⽰内容根据具体情况进⾏选择，保存后⽣效。

⾄此，友情链接添加结束，您可以根据⾃⼰的实际情况来添加多个，并设置显⽰的样式。

友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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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

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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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

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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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优惠条件、优惠⽅案与促销规则
促销是伴随着商品销售所衍⽣出来的⾏为。在电⼦商务中，促销活动往往能提升⽹店的点击量和浏览量，
从⽽提⾼商店的销售额，对于运营⽹店⽽⾔⾄关重要。

ECStore中促销分为订单促销和商品促销，订单促销为基于订单的促销⽅案，即对于某⼀笔订单⽣效的促销
活动；商品促销是对于某⼀件商品所实施的促销⽅案，只对某⼀件商品或⼀部分商品⽣效。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了解ECStore的基本促销功能

1、	促销规则的介绍

2、	优惠条件的基本内容

3、	优惠⽅案的基本内容

1、促销规则的介绍

促销规则⼀般是某些条件与动作的集合，当某个特定的条件激活时，就会有相应的运作产⽣。

ECStore中的规则有两种，分别是基于订单与商品，条件与运作各不相同。

订单促销规则

商品促销规则

订单促销规则与商品促销规则的前⾯部分是完成⼀样的，包括名称、状态栏、⽣效周期、适⽤会员等级
（包括⾮会员），所不同的是激活的条件与相应的运作。

优惠条件、优惠⽅案与促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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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就是相应的激活条件与对应动作了。

2、优惠条件的基本介绍

促销规则设定完后就要对促销活动的条件进⾏设定，这⾥商品促销与订单促销有所不同。商品促销的条件
要求针对⼀张订单⽽⾔，同理商品促销的条件设置是针对⼀件或⼀部分商品。

订单促销的优惠条件，对于订单内的整体情况设定⼀些要求达到的条件，从⽽给予优惠⽅案。

例如选择	“当订单商品数量满X，给予优惠”

优惠条件、优惠⽅案与促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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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优惠条件都会对应不同的优惠⽅案，这⾥不⼀⼀说明，在后⾯的⽂章中将举例详细介绍。

商品促销的优惠条件，主要是针对商品种类、品牌、类型所区分。

例如图中选择为商品分类。

3、优惠⽅案的基本介绍。

优惠条件、优惠⽅案与促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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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完优惠条件后，当顾客购买的订单或者商品达到了所设定的条件，则会出现⼀些预先设定好的优惠结
果,这便是优惠⽅案。

在上例中的订单促销选择了“当商品数量满X，给予优惠”则出现以下⽅案

⽽在商品促销条件中设定后，出现的优惠⽅案如下图⽰。

以上为促销设定中的⼀些基本功能介绍，在实际运营中可根据促销需求，制定出灵活多变的促销⽅案。

优惠条件、优惠⽅案与促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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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订单促销
订单促销，是对达到预设条件的订单给予优惠⽅案的⾏为。在ECStore中，⽤⼾可以⾃定义去设置这些促销
⽅案，⽤来提升店铺销售额。本节将叙述订单促销⽅案的相关设定流程，帮助⽤⼾更好的了解促销的⽅
式。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设置多种多样的订单促销⽅案

1、	设定具体的订单促销⽅案

2、	在购物中满⾜条件，得到促销中的优惠

3、营销活动分离

例如：对订单进⾏促销，要求单笔订单满570减157

1、设定具体的订单促销⽅案

后台，依次点击	营销-订单促销	可以看到店铺当前已设定过的促销规则。

如若还未设定，则点击	添加规则。

点击添加后，进⼊订单促销规则的编辑界⾯。设置活动所需要的内容，包括⽣效时间，以及会员等级要
求。

订单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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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活动的优惠条件，活动是满570减157。选择与活动要适应的优惠条件。

根据已设定好的优惠条件选择相对应的优惠⽅案

订单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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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完成后点击保存，便可在后台的订单促销规则中看到刚才添加的促销活动了。

2、在购物中满⾜条件，得到促销中的优惠。

设定好了促销活动规则后，我们在前台购买时当订单价格⾼于570后，促销规则就会⾃动⽣效，使订单总价
格优惠157元，在购物⻋中便会显⽰出来。

此时订单的需⽀付的⾦额将会是优惠后的⾦额。

如此，订单促销规则便设定成功了。

3、营销活动分离

商家在后台编辑促销规则后，将在前台显⽰这些促销信息，并且商家可以在后台选择促销信息的⽣效平台

订单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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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平台有两种选择：PC端（电脑端）和触屏端（移动触屏端）

设置完成后，促销信息将会在商家所勾选的平台上显⽰。

订单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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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商品促销
商品促销模块在ECStore中是可以针对某⼀件或某⼀类商品进⾏优惠的促销规则。当顾客购买某⼀件商品
时，或是某⼀类共同特性的商品，达到某种条件时，系统将给予顾客优惠。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顺利添加⼀条商品促销规则。

1、	设定具体的商品促销⽅案。

2、	在购物中满⾜条件，得到促销中的优惠。

例如：店铺进⾏	购买任意护肤产品赠送⼩礼品的活动

1、设定具体的商品促销⽅案

后台，依次点击	营销-商品促销	可以看到店铺当前已设定过的商品促销规则。如若还未设定，则点击	添加
规则。

点击添加后，进⼊编辑界⾯。把相关内容设置为活动需要的要求，包括⽣效时间，以及适⽤的会员等级要
求等。

商品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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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设定活动的优惠条件，活动要求是购买任意护肤产品。

选择与活动要适应的优惠条件，在商品分类中选择所有与护肤相关的分类。

商品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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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品牌、类型等，或指定某⼀个商品规定优惠条件，流程基本⼀致，这⾥不再⼀⼀详述。

设定优惠条件后，接着选择相应的优惠⽅案，本例中为购买护肤产品赠送⼩礼品。此时礼品可以在已添加
过的赠品中选择，若没有赠品，可以去赠品管理中添加赠品。步骤详⻅赠品管理模块。

设定完成后点击保存，便可在后台的商品促销规则中看到刚才添加的促销活动了。

点击应⽤，则促销活动应⽤到相应的商品中。

2、在购物中满⾜条件，得到促销中的优惠

设定好了促销活动规则后，顾客在前台购买时选择了护肤产品，商品促销规则就会⾃动⽣效，就会赠送已
设定好的赠品，并在购物⻋中便会显⽰出来。

商品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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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商品促销规则便设定成功了。

商品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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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促销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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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1安装组合销售app
在ECStore系统后台，进⼊“应⽤中⼼”，可以看到“购优惠”app

点击安装，安装成功后，“组合销售”功能会出现在“营销”模块中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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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管理组合销售
添加组合销售

点击“添加规则”，系统会弹出活动添加⻚⾯

设置完所有项⽬后，点击保存，添加的活动就会出现在列表中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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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展开”按钮可以浏览更多活动信息

编辑组合销售

活动添加完后也可以对进⾏编辑，点击任意活动的“编辑”即可对其进⾏编辑操作，管理员可以对活动的各项
配置进⾏编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设置好的初始销量是⽆法编辑的。

删除组合销售

对不需要的活动可以进⾏删除，在活动列表勾选需要删除的活动，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需要注意的是
正在进⾏的活动是⽆法删除的。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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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3促销类型标签管理
添加组合促销时可以添加⾃定义促销类型标签，但是添加组合促销的⻚⾯中没有办法对促销类型标签进⾏
管理，那么如果对⼀个促销类型标签感到不满意，想要删除或编辑时该怎么办呢？

答案就在组合促销的列表⻚，有没有看到⼀个“促销类型”的按钮？请将⿏标移动到这个按钮上，按钮下⽅会
出现“类型设置”的⼊⼝。

点击“类型设置”，系统会弹出促销类型管理的⻚⾯，在这个⻚⾯是不是能看到⾃⼰之前添加的所有的⾃定义
促销类型标签？

编辑促销类型标签

在类型设置⻚⾯中点击任意类型的“编辑”即可对该类型标签进⾏编辑操作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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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促销类型标签会同步⾄正在使⽤该标签的活动中。

删除促销类型标签

在类型设置⻚⾯勾选任意类型，在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对该类型进⾏删除操作。需要注意的是，系统预设的
类型标签以及正在被活动使⽤的类型标签是⽆法删除的。

添加促销类型标签

管理员不但可以在添加组合促销活动时添加促销类型标签，也可以在类型设置中添加促销类型标签。点击
类型设置⻚中的“添加类型”按钮即可添加促销类型标签。

新添加的促销类型标签可以在类型列表中看到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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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可以在添加组合促销⻚中选择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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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4设置组合销售导航菜单
添加完的组合销售活动该怎么在前台展⽰呢？如何让顾客能够很⽅便的浏览到我们的活动呢？

其实很简单，只要添加⼀个导航菜单即可。

点击后台“站点”模块-导航菜单，添加⼀个导航菜单

导航菜单中出现了组合销售的系统⻚⾯可以选择，还等什么，将其选中并且进⼊下⼀步吧

在下⼀步中，可以设置导航菜单的名称、排序等，不过重要的是还可以选择组合销售的促销类型，这⾥的
下拉栏中会列出您系统中所有的组合促销类型，选择需要使⽤的促销类型后，点击保存吧。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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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成功的导航菜单会在导航菜单列表⻚中显⽰

当然只在后台有显⽰是远远不够的，快去前台⾸⻚看下吧。

⾸⻚的导航栏中是不是出现了刚才添加的导航菜单？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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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5组合促销列表⻚
顾客在商城⾸⻚的导航栏点击组合促销菜单

就能进⼊组合促销的活动列表，列表⻚中显⽰了正在进⾏的活动商品和可接受预订的活动商品。

如果开启了开团提醒，那么顾客就可以通过输⼊⼿机号或邮箱来获取订阅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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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在活动的商品被售完了，那么该商品系统会⾃动将商品标⽰为“已抢完”，并且商品的图⽚会变为⿊⽩
⾊。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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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6组合促销详情⻚
顾客在组合促销列表⻚中任意点击商品的名称或图⽚，就能进⼊该商品的组合促销详细⻚。组合促销详细
⻚在活动的不同状态下会有不⼀样的展⽰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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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7已开始活动的详情⻚
顾客可以直接购买已经开始活动的商品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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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8已发布未开始活动的详情⻚
您对未开始的活动可以设置是否对顾客进⾏开团提醒，当开启了开团提醒时，详细⻚中就会出现“开售提
醒”按钮以供顾客进⾏预订。

当顾客点击了“开售提醒”按钮，那么顾客就可以通过输⼊⼿机号或邮箱来获取订阅提醒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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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希望活动可以预订，则可以不开启开团提醒，未开启开团提醒的活动详细⻚就不会出现“开售提
醒”按钮了，取⽽代之的是“未开始”按钮，并且按钮为置灰状态，顾客⽆法点击。

组合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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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9在商品详情⻚中购买活动商品
当顾客决定要购买活动商品时，点击组合促销详细⻚中的“⻢上抢”按钮，就会跳转⾄活动商品的商品详细
⻚，在这⾥顾客可以⽴即购买活动商品，或者将活动商品加⼊购物⻋。

活动商品的详细⻚与⼀般商品的详细⻚基本⼀致，区别在于价格的显⽰与会展⽰组合促销的类型标签，需
要注意的是组合促销的活动商品是⽆法参加系统其他的商品类促销的。

如果您对活动设置的限购数量，那么这⾥的数量输⼊栏就会判断顾客的购买数量来防⽌超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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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10下单购买活动商品
顾客可以在商品详细⻚⽴即购买活动商品，或者将活动商品加⼊购物⻋。

组合促销的商品可以与普通商品⼀起购买，并且享受订单类的优惠。

活动商品在购物⻋中：

活动商品在结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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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活动中开启了⽀付超时关闭订单的功能，那顾客提交订单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付，系统将会
⾃动关闭其订单，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订单内有其他普通商品，订单也依然会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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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快启版没有)

预售(快启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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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1、安装预售app
在ECStore系统后台，进⼊“应⽤中⼼”，可以看到“shopex预售系统”app

点击安装，安装成功后，“预售”功能会出现在“营销”模块中

预售(快启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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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2、添加预售活动

在预售⻚，点击 ，系统便会弹出活动添加⻚⾯

⼀个预售活动只能添加⼀个预售商品，选择了预售商品后，系统会将预售商品下的所有货品列出，您可以
对货品的预售属性单独进⾏设置。

预售(快启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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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所有项⽬后，点击保存，添加的活动就会出现在列表中。

预售(快启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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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3、预售活动状态说明
1、	未开启：活动的启⽤状态设置为“否”。

2、	未开始：活动的启⽤状态设置为“是”，但是尚未到“⽀付订⾦开始时间”。

3、	进⾏中：活动的启⽤状态设置为“是”，并且已到“⽀付订⾦开始时间”，但是尚未到达“⽀付尾款结束时
间”。

4、	过期：活动的启⽤状态设置为“是”，并且到达“⽀付尾款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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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4、编辑预售活动
当您添加完活动后，可以对活动进⾏编辑，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未开启’，‘未开始’状态的活动才允许编
辑，活动⼀旦为“进⾏中”（订⾦⽀付阶段开始）进⾏，就⽆法再编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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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5、删除预售活动
您可以对“未开启”，“未开始”，“过期”这些状态的预售活动进⾏删除，“进⾏中”的预售活动是⽆法被删除
的。

删除活动时，系统会提⽰您是否要“关闭商品⽆库存也可销售”，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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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6、查看预售订单统计，估算配货数量
预算活动开始后，当会员下单⽀付后，系统就会统计这些订单数量，⽅便您查阅，了解销售情况，估算需
要配货的数量。

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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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7、前台浏览并参与预售活动
顾客可以在商品列表⻚看到含有“预售”标签的活动商品。

顾客从列表⻚（或者您发布的推⼴链接）进⼊预售商品的详细⻚，就可以购买预售商品

顾客提交订单后，即可为预售商品⽀付订⾦。如果顾客⻓时间没有付款，系统会根据您在预售活动中设置
的“⾃动失效时间”来定时取消订单（需要配置cron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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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订⽀付后，顾客在“会员中⼼”-“我的订单”中可以查看到预售订单，此时尚未到尾款⽀付时间，顾客暂时
⽆法进⾏尾款⽀付。

当时间到达尾款⽀付开始时间，顾客便能够对预售订单进⾏尾款⽀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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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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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添加A类优惠券
优惠券就是在顾客进⾏消费时可以⽤来代替部分现⾦的⼀种货币表现形式，也叫代⾦券。通过使⽤优惠
券，可以让顾客消费时少⽀付⼀定数额的款项，从⽽刺激持续消费。对顾客来说，优惠券表现的形式⼀般
是⼀串字⺟+数字的组合。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为您的商店设置成功A类优惠券，在⼀定时期内此类优惠券可重
复使⽤。

1、确定优惠券的要求，选择类型

2、设置优惠券的产⽣条件、会员级别、有效⽇期、优惠内容、商品范围

3、优惠券的使⽤

当顾客有A类优惠券并在购物⻋中使⽤时，可在购物⻋中看到使⽤优惠券的最终效果。⼀般情况下，此类优
惠券成本⽐较少，可以吸引顾客在第⼀次购物时使⽤！

例如：商店新开张，为吸引顾客消费，提供⼀个优惠券号码进⾏⼴告，在⼀定期限内，任何⼈均可使⽤此
优惠券，购物满570元⽴减57元！

1、确定优惠券要求，选择类型

后台，依次点击	营销-优惠券列表-添加优惠券

点击添加后出现优惠券类型选择界⾯

添加A类优惠券

289



两种优惠券中，本例使⽤是第⼀种。

2、设置优惠券详细内容

(1)、设置⽣效周期与适⽤的会员等级(⾮会员也可以使⽤)

(2)、设置优惠券的条件

(3)、设定优惠券的优惠⽅案

保存后出现在优惠券列表中

添加A类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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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优惠券添加完成。列表中的优惠券，可以编辑，可以删除，可以搜索。

3、优惠券的使⽤

复制产⽣的这唯⼀号码，进⾏各种⽅式的宣传，任何看到的顾客都可以使⽤。

顾客在前台购物，当商品总⾦额符合条件时，本例是⼤于570元，就可以输⼊优惠券号码

点击确定，就可看到⽣效状态

如果当前环境不符合优惠券要求，优惠券状态栏会显⽰不适⽤。

添加A类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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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添加B类优惠券
优惠券就是在顾客进⾏消费时可以⽤来代替部分现⾦的⼀种货币表现形式，也叫代⾦券。通过使⽤优惠
券，可以让顾客消费时少⽀付⼀定数额的款项，从⽽刺激持续消费。对顾客来说，优惠券表现的形式⼀般
是⼀串字⺟+数字的组合。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为您的商店设置多张B类优惠券，在⼀定时期内，每张此类优惠
券只能使⽤⼀次

1、确定优惠券的要求，选择类型与规则

2、设置优惠券的产⽣条件、会员级别、有效⽇期、优惠内容、商品范围

3、优惠券的使⽤

⼀般⽽⾔，B类优惠券是有⼀定成本的，因此必须是顾客购物达到某个条件后，才会得到，并在下次购物时
享受优惠！

例如：周年庆⼤促销，所有顾客购物满300元，可得⽴减57元优惠券，再次购物时凭此券可减去57元优
惠！

1、确定优惠券的要求，选择类型

后台，依次点击	营销-优惠券列表-添加优惠券

点击添加

添加B类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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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优惠券中，本实例使⽤是第⼆种。

2、设置的优惠券的详细内容

(1)、设置优惠券⽣效周期与适⽤的会员等级(⾮会员也可以使⽤)

(2)、设定优惠券的优惠条件

添加B类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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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相应的优惠⽅案

保存后出现在优惠券列表中

⾄此，优惠券添加完成。列表中的优惠券，可以编辑，可以删除，可以搜索。

3、优惠券的使⽤：

⾃动：可与促销活动结合，顾客购物后由系统⾃动发出。

下载使⽤：要印刷为卡发给会员时，可下载得到具体卡号；或有特殊需要时⼿动发给指定会员。

在优惠券列表点击下载

添加B类优惠券

294



下载后，可⽤EXCEL打开，查看详细信息

顾客得到优惠券后再次在前台购物时，当商品总⾦额符合条件时(本例中是⼤于300元)，就可以输⼊优惠券
号码

然后可看到⽣效状态

如果当前环境不符合优惠券要求，则会显⽰优惠券不适⽤。

添加B类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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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积分兑换优惠券
在优惠券已经设置了的前提下，顾客可通过两种⽅式可以得到优惠券：

a、⼿动发送：商家下载CSV⽂件或复制优惠券号码，通过其邮件、⼴告或即时通讯⼯具等⽅式直接发给
顾客，让顾客直接得到并使⽤。A、B两类优惠券均可使⽤本⽅式，具体设置流程不再说明。

b、积分兑换：会员顾客通过购买商品或店主直接给会员增加积分，会员有⼀定积分后，可⽤来兑换优惠
券。本⽅式只适⽤于B类优惠券，只适⽤于会员顾客。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可以让会员顾客使⽤积分兑换B类优惠券。

1、设置积分兑换规则

2、会员兑换

3、优惠券常⻅问题

4、积分兑换优惠券限制

说明：本⽂档的前提是已经设置好B类优惠券，并且有会员系统。

1、设置积分兑换规则

后台	依次点击	营销-积分兑换优惠券-添加兑换规则

如果有多种B类优惠券，则可在	优惠券名称处选择

设置允许积分值后，提交

积分兑换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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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员兑换

(1)、查看⾃⼰的积分

前台会员登录会员中⼼，可以看到⾃⼰的积分

(2)、进⾏兑换

点击	积分兑换优惠券，如果有适合⾃⼰的，兑换即可

兑换后再点击	我的优惠券，就可以看到已经兑换好的优惠券，再购物时就可以使⽤了

如果看不到优惠券，则可能是商家未设置，或顾客的积分不够。

3、优惠券常⻅问题

(1)、在购物⻋输⼊优惠券号码时提⽰⽆效的可能原因及解决⽅案

可能的原因：

a、优惠券号码出错，与系统提供的号码有差别，或前台有空格，请仔细核实并复制

b、当前⽇期不在优惠券设置的⽣效⽇期之内，导致优惠券号码成为⽆效号码

c、当前登陆会员所在级别不在优惠券设置时允许的会员级别之内，导致当前会员⽆权使⽤

d、优惠券状态设置	为	禁⽤，请改为	启⽤

积分兑换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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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会员未登陆，或未注册会员，⽬前优惠券必须是会员⾝份才可使⽤

f、选择指定商品的优惠券规则时，没有指定商品范围，导致⽆效

(2)、下订单时提⽰有优惠券，但订单⽣成后，⼀直没有得到优惠券

a、如果优惠券是通过系统⾃动发送的，则必须当订单状态是	已付款	时才会发给会员

b、如果订单是部分付款也不⾏，必须是全额付款

(3)、为何我登录	会员中⼼	后，点击	积分兑换优惠券，⾥⾯是空的？

a、后台虽然有优惠券，但没有在	积分兑换优惠券	中添加兑换规则

b、您的积分⽐较少，低于可兑换优惠券的最低要求，所以也不显⽰，只有当您的积分超过最所要求的最低
时，才会显⽰可兑换的优惠券列表

(4)、添加优惠券时，有条规则是允许兑换赠品，但赠品列表中却是空？

a、赠品列表中没有添加任何赠品，请添加

b、当前⽇期已经超过了添加的赠品的有效⽇期，赠品已经变为⽆效，请重新设置赠品的有效⽇期。

(5)、在购物⻋中输⼊优惠券后，⽣成订单，也全额付款，但并没有相应的免运费、没有增加X倍积分、没
有打折

a、设置优惠券规则时，优惠内容中没有勾选，或没有设置相应内容，导致⽆效

积分兑换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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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何购物⻋中的优惠券显⽰内容与后台设置的优惠券名称不符？

a、购物⻋中显⽰的优惠券内容是在优惠券设置时输⼊的描述内容，并不是优惠券列表中的优惠券名称，优
惠券名称只在列表中显⽰，便于商家管理。

4.积分兑换优惠券限制

此功能只适⽤于B类优惠券

后台	依次点击	营销-积分兑换优惠券-添加兑换规则

设置B类优惠券兑换规则

(1)、如果有多种B类优惠券，则可在优惠券名称处选择

积分兑换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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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兑换所需积分：

兑换所需积分为会员兑换此优惠券所需要的积分

(3)、最⼤兑换数

最⼤兑换数为每位会员兑换此优惠券数量的上限

前台显⽰，举例：

若后台设置如下

前台会员使⽤积分兑换优惠券

会员中⼼-积分兑换优惠券-兑换

当兑换次数达到最⼤的兑换数后，会员将被提醒“您的兑换次数已达上限“。

积分兑换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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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在“我的优惠券“中，可以查看到⽤积分兑换所得的优惠券。

积分兑换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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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注册营销
通过积分/优惠券奖励机制，激励新⽤⼾注册

前台⽤⼾注册后，就会得到相应的积分和优惠券

注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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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品

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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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赠品使⽤说明
赠品是商店对⻓期持续购买的会员顾客的⼀种褒奖⽅式，顾客可以使⽤积分兑换赠品，也可以通过商店的
优惠活动⾃动得到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顺利添加赠品

1、添加赠品

2、会员获得赠品的⽅式

说明：本⽂的操作前提是商店中已经有启⽤会员等级体系、启⽤积分体系，兑换赠品的顾客必须注
册为会员。

1、添加赠品

赠品的管理与商品完全⼀样，⼀般也是先添加赠品分类，再添加赠品。

后台，依次点击	营销-赠品分类-添加

赠品添加

赠品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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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品的基本信息设置

设置兑换周期与本赠品允许兑换的会员等级

其它设置与商品的设置完全相同。

说明：兑换周期很关键，直接决定赠品是否在前台显⽰！

赠品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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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选择已添加好的商品作为赠品

保存后，赠品添加完毕。

2、会员获得赠品的⽅式

⼀般情况下，会员顾客要获得赠品通过两种⽅式：

a、当会员顾客购物累积到⼀定积分时，可使⽤积分兑换赠品

b、当会员购买指定商品后可获得赠品（请参考促销⽅⾯⽂章）

会员中⼼

点击我的积分，再点击积分兑换赠品，进⼊赠品列表

赠品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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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会员中⼼，查看⾃⼰的积分

当⾃⼰积分达到兑换标准时就可以点击兑换了

下⾯的流程与正常的商品购买完全⼀样。

赠品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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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凑单
凑单功能是提⾼商城客单量的有效促销⼿段,如当订单满200参加活动，购物⻋内商品总价不满200时，通过
凑单功能参加该促销活动以达到促销的⽬的，同时提⾼客单价。

前端购物⻋显⽰

凑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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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站外推⼴链接
流量是⼀个⽹站经营的基础，持续地引流⾏为将带给⽹站源源不断的⽣命⼒。站外推⼴链接功能帮助您将
商品或者商店的⽹⻚地址创建为⼀个站外推⼴链接，您可以将站外推⼴链接以图⽚或者⽂字⽅式投放在其
他⽹站上，这样顾客就可以从其他⽹站上通过这个链接访问您的商店并且购物下订单，系统也会在订单信
息⾥⾯记录此订单来源，您可以依此作为渠道引流决策的依据，去分析各个推⼴平台的引流效果，提升⽹
站推⼴⾏为的效率。（此链接⽬前仅适⽤于PC端商城）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ECStore中站外推⼴链接功能有⼀定了解。

1、如何为您的推⼴渠道单独⽣成推⼴链接

2、如何查看会员以及订单的来源

1、如何为您的推⼴渠道单独⽣成推⼴链接

依次进⼊“营销”—“站外推⼴链接”，点击“创建链接”

依次输⼊以下参数

1.	 要推⼴的⽹站地址：在此处输⼊您需要推⼴的⻚⾯地址，若您想要推⼴某款畅销商品，就在此处输⼊
此商品的前台⻚⾯地址，如果想推⼴整个商店，则可以输⼊商店地址（⽹⻚地址需要带有http://）

2.	 来源ID：来源就是指您需要将站外推⼴链接投放的⽬的地，⽐如您需要将站外推⼴链接放在新浪⽹进
⾏推⼴，则可以在来源ID栏输⼊“sina”，⽤来标志这个投放⽬的地。这样当顾客从新浪点击站外推⼴链
接到商店进⾏购物后，所⽣成的订单⾥⾯就会⽤sina这个ID来标识这些订单，您也就可以清楚的掌握订
单的来源，从⽽判断哪些投放⽬的地效果更好

站外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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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效期：此处设置对来源ID进⾏统计的有效期，默认为15天，指某顾客通过站外推⼴链接访问了您的
商店，如果他在15天内购物⻋购买了商品或注册会员，则系统会记录该订单或会员的有效来源为该来
源ID。

点击“确定”则保存设置

2、如何查看会员以及订单的来源

在效期内，通过该链接注册成为的会员以及订单都会带上该标识

管理员可以在订单或者会员列表中查看到该标识

（图为订单列表中的订单来源）

（图为会员列表中的会员来源）

站外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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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推荐
基于社交⽹路的传播特质，ECStore推出了⽤⼾推荐的功能，商家可以利⽤会员于现实⽣活的的关系链为其
引流，附以积分做为⿎励并拓展会员体系。

在设置完功能并开启后，消费者可以将会员中⼼中的会员推荐码推荐给他周边的⼈，待其完成注册后，推
荐⼈会得到会员权益（积分）作为⿎励。

本节主要讲解⽤⼾推荐功能的设置流程以及实际的使⽤场景。

商品批量导⼊的基本步骤：

1、开启“⽤⼾推荐”功能

2、设置“⽤⼾推荐”功能

3、消费者使⽤业务讲解

1、	开启“⽤⼾推荐”功能

当您将ECStore升级到⽀持“⽤⼾推荐”的版本后，其功能并⾮直接显现在商家⾯前，⽽是需要您于[应⽤中
⼼]进⾏安装。

点击”确定”则系统进⾏安装。

安装成功后，“营销”模块就会出现“⽤⼾推荐”的功能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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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推荐”功能

关于“⽤⼾推荐”功能的设置，当考虑到绑定CRM时（CRM版本要不低于2.2.8），会分两种情况。

1)	当绑定CRM时，因为CRM具备“中台”的概念，拥有掌控规则的职能，故当前“⽤⼾推荐”的推责由中台设
置，ECStore来继承。

2)	当未绑定CRM时，ECStore可以⾃⾏选择是否“开启”还是“关闭”该项功能，以及设置推荐所送的积分。

具体操作步骤

管理员进⼊到“⽤⼾推荐”的设置⻚⾯依次设置“⽤⼾推荐”的开启状态以及推荐成功后所送的积分

当管理员开启了该功能，并设置推荐所⽤的积分数值后，消费者在[会员中⼼]—[我的推荐码]（或“注册推
荐”）中就能看到相应的推荐码

3、消费者使⽤业务讲解

消费者将该⼆维码展⽰给他⼈，他⼈拿出⼿机，对展⽰的⼆维码进⾏扫描，将会进⼊到移动端注册⻚⾯
（需要开启移动商城）

在完成注册流程后，推荐者将会获得相应的积分奖励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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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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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列表

会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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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会员功能说明
ECStore的会员管理系统将会员的基本信息、订单、积分、预存款、咨询、评论等紧密结合在⼀起，操作简
单⽅便；商家可以随时查询会员消费情况、反馈情况并据此做出相应调整，良好的会员管理将给您带来极
⼤⽅便。

本⼩节包括6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掌握会员的常⽤功能

1、会员群发信息

2、会员标签

3、会员订单查看

4、会员积分、预存款查看与操作

5、会员搜索

6、添加会员

1、会员群发信息

给会员群发信息可通过三种渠道：

⼀是给会员的邮箱群发送邮件信息

⼆是给会员群发站内消息

三是给会员的⼿机群发短消息

说明：发邮件与短信之前，需要先配置好商店的邮件与短信功能，并且会员的注册信息中⼿机号码与邮箱
是正确的。

先在会员列表中选择需要群发的会员

然后可以点击	发邮件、发消息、发短信来进⾏相应操作

会员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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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群发邮件

输⼊内容后，发送即可。

2、会员标签

会员标签是⼀种分组标识，商家可以利⽤会员标签来⾃定义会员分组。

例如：给部分会员打上⼀个标签，标签为“购物狂”。

选中要添加标签的会员

然后将⿏标移动⾄标签，则出现

点击“未选中项打标签”后，弹出设置标签窗⼝

会员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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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会员标签，可以添加⼀个，保存之后被选中的会员就会出现标签

这样，我们就为部分会员添加了⼀个标签。当然，你还可以为每个会员添加多个标签。

通过标签可以对会员进⾏⾃定义分组，⽅便后续管理。

3、会员订单

如果某会员在商店购买过多次，商家可以在会员信息中看到该会员的所有订单记录，便于对会员⾏为作出
分析。

例如：会员test01的订单记录：

4、会员积分、预存款查看与操作

通过会员管理，可以为会员加减积分或预存款额。

例如：为会员test01增加积分，输⼊积分值，然后点击“编辑”按钮，即可增加积分。

会员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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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员搜索

分为简单搜索和⾼级筛选

简单搜索：

使⽤简单搜索时，可以选择⽤⼾名、姓名、备注、E-mail、⼿机等来进⾏搜索，输⼊关键字后，点击搜索按
钮即可

⾼级筛选：

⾼级会员搜索，是⼀种更为精准的搜索，可以根据会员的所有条件来进⾏筛选。对于有着⼤量会员的商家
来说，可以更加⽅便、快捷地找到想要的会员.

会员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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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搜索条件的筛选之后，然后点击下⾯的“搜索”按钮，即可搜索到你想要的会员信息。

6、添加会员

商店的会员主要来源于前台注册；

如果有的⽤⼾不⽅便注册会员，或商家事先⽣成⼀批会员，直接让⽤⼾登陆，此时就需要在后台⼿动添加
会员

输⼊会员基本信息

会员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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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后，会员⾃动出现在会员列表中

如果想完善这个会员，可对此会员继续进⾏编辑器，添加某些内容。

会员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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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会员等级
⼀般情况下，商店中会有多个会员等级，不同等级的会员可以享受不同的折扣价格，这样可以吸引会员持
续消费。同时可以根据积分设置会员升级的标准，积分越多会员等级越⾼，享受的折扣越低。完整的会员
体系可以⽅便商家对会员进⾏管理，同时也会给会员本⾝带来⼀定的便利。

本⼩节包括4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为商店设置丰富的会员等级

1、会员等级说明

2、编辑与添加会员等级

3、会员等级在会员中⼼的表现

4、商品⻚会员价格的显⽰

1、会员等级说明

对会员来说，可以⽤积分来划分不同的会员等级，例如积分0−4999分为普通会员，积分5700−7999分为
⻩⾦会员，积分8000以上的为特殊来宾会员，每个等级折扣不同。如下图所⽰

说明：

a、当会员的积分达到升级标准后会⾃动升级

b、也可以使⽤经验值来作为会员等级的标准，具体参考控制⾯板中会员等级升级⽅式。

2、编辑与添加会员等级

编辑会员等级与添加会员等级界⾯相同，参照操作即可。

例如：添加⼀个零售会员等级“铂⾦会员”

后台，依次点击	会员−会员等级-添加等级

会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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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填写会员等级名称、优惠百分⽐、会员等级类型、达到此会员等级所需要的积分，保存即可

说明：如果某会员等级设置为默认会员等级，则新会员注册后直接成为此等级会员，每个商店必须有且只
有⼀个默认的会员等级！

3、会员等级在会员中⼼的表现

在前台会员中⼼，会员登录后会显⽰该会员所属的会员级别，如图：

4、商品⻚会员价格的显⽰

⽆论会员是否登⼊，都会看到当前所设置的所有的会有价格，来激发会员对折扣享受的欲望。

会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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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登录后，后所看到的内容与登⼊前⼀致。

会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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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给会员群发邮件、站内消息、⼿机短信
商店进⾏促销时，可以适时将信息通过邮件、站内消息、⼿机短信的⽅式群发给会员，让会员及时获得促
销信息。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随时给会员群发信息，让沟通没有距离。

1、给会员群发邮件

2、给会员群发站内信

3、给会员群发⼿机短信

说明：给会员群发信息前，请确保邮件已经配置成功、短信已经配置成功！

1、给会员群发邮件

会员列表-选择要发送邮件的会员

填写邮件标题及邮件的信息内容

给会员群发邮件、站内消息、⼿机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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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发送”按钮，就为选中的会员发送出了邮件。

2、群发站内信

选择要发站内信的会员

点击“群发站内信”按钮

给会员群发邮件、站内消息、⼿机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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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发送”按钮就可以了

在前台会员登陆会员中⼼后，将显⽰站内消息

3、给会员群发⼿机短信

选择要发送⼿机短信的会员

点击“群发短信”按钮，并填写具体内容

给会员群发邮件、站内消息、⼿机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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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发送”按钮就可以将短信内容发送到选中会员的⼿机上了。

给会员群发邮件、站内消息、⼿机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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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评论

咨询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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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消息设置说明
这⾥的消息主要是指商家与顾客的沟通渠道或⽅式，主要包括：咨询、评论、站内消息。积极有效的沟通
可以活跃商店⽓氛，对商品的持续销售会有极⼤的的帮助。

本⼩节包括4部分，通过节操作，您可以顺利的设置好咨询、评论、留⾔的交互⽅式

1、基本设置

2、咨询设置

3、评论设置

1、基本设置

后台，依次点击	会员-消息设置

显⽰的数量可据实际情况操作。

验证码与审核是为了防⽌某些⼈的恶意操作。

说明：此处的设置是全局的，设置后，在咨询、评论、留⾔处⾃动⽣效！

2、咨询设置

在上图界⾯中点击咨询设置

消息设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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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设置咨询的权限与显⽰⽂字！

3、评论设置

上图中点击评论设置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设置评论的权限与显⽰⽂字！

消息设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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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设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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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咨询、评论、留⾔、站内消息管理
咨询、评论、站内消息是商家与顾客进⾏沟通所不可或缺的⽅式，积极有效的沟通可以活跃商店⽓氛，对
商品的持续销售会有极⼤的的帮助。

本⼩节包括3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有效的管理咨询、评论与站内消息

1、咨询的发表与管理

2、评论的发表与管理

3、内消息的发表与管理

说明：本操作的前提是商店已经开启了咨询、评论与站内消息！如没有开启，请先开启。

1、咨询的发表与管理

点击某⼀个商品，在商品下⽅可以看到已经发表过的咨询

点击右上⽅或下⽅的我要咨询，就会进⾏咨询⻚⾯

界⾯中的某些信息，可以在后台修改。

咨询、评论、留⾔、站内消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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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提交后，就会出现在商店后台咨询列表中

可点击⼩三⻆查看详细内容与回复

咨询、评论、留⾔、站内消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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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看发表咨询的⼈的相关信息。

也可以对评论做回复、关闭显⽰、删除操作。

2、评论的发表与管理

点击某个商品，可以在下⽅看到关于此商品的评论

点击上⽅的	我要评论

咨询、评论、留⾔、站内消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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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跳转⾄会员的未评价商品⻚

未评论商品⻚显⽰会员所有的已购买但未评论的商品，会员可在该⻚对未评论的商品进⾏评价

咨询提交后，就会出现在商店后台评论列表中

咨询、评论、留⾔、站内消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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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点击⼩三⻆查看详细内容

可以查看发表咨询的⼈的相关信息。

也可以对评论做回复、关闭显⽰、删除操作。

3、站内消息的发表与管理

站内消息只限于会员与商家、会员与会员之间

登录会员中⼼，可点击右上⽅消息查看具体操作

咨询、评论、留⾔、站内消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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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只有给管理员发的短消息才会显⽰在后台消息列表中，会员之间发的短消息不会显⽰在后台列表
中。

点击后台消息列表，可以看到会员发来的短消息

可据实际情况进⾏相应的操作。

咨询、评论、留⾔、站内消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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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会员签到
会员签到是会员累计积分的⼀个⽅式，会员可以通过每天⼀次签到来增加他的积分。

点击后台右上⻆“控制⾯板”，依次点击：商店设置-积分设置

如何开启签到功能：

开启签到功能，前台会员中⼼显⽰如下：

会员只需点击红⾊按钮“签到”即可，每个会员每天只能签到⼀次，会员每天签到所得积分为后台设置的“每
次签到获取的积分”的数额。

会员签到后，效果如下：

会员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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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信任登录
ECStore中⽀持5种信任登录⽅式，依次为QQ、开⼼⽹、⼈⼈⽹、新浪微博、淘宝⽹，在使⽤信任登录
后，⽤⼾可以选择新建账号、注册ECStore账号并绑定信任登录账号和已有的ECStore账号绑定。在本⽂档
只介绍QQ账号登录。使⽤QQ账号登录，需要在QQ互联中申请应⽤，并在ECStore中配置从QQ互联申请
获得的appid和appkey。在QQ互联申请成功后，即可使⽤。

会员信任登录

340



7.4.1在QQ互联中申请应⽤
1、登录QQ互联

在浏览器上打开⽹址：http://connect.qq.com/。

点击右上⻆【登录】按钮，使⽤QQ账号登录。

2、管理中⼼

点击【管理中⼼】进⼊应⽤管理⻚⾯。（图中位置1）

完善开发者资料，如果⼿册登录需要完善开发者资料。

在QQ互联中申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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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创建应⽤】，开始创建应⽤。（图中位置4）

3、创建应⽤

应⽤类型为【创建⽹站】

填写应⽤资料

在QQ互联中申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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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说明 备注

1 名称 应⽤的名称 1.和⽹站⻚⾯logo、title⾥的⽹站名称⼀致
2.和备案⾥⾯的⽹站名字⼀致

2 简介 对应⽤的简单描述

3 提供⽅ 应⽤提供的公司名称 需要跟注册的开发商名称相关

4 分类 应⽤提供的公司名称 应⽤的分类信息

5 ⽹站地址 ECStore商城的⽹址 纯域名、域名带⼀级路径

6 回调地址 接⼝调⽤成功后的回调地址 参考回调地址格式

回调地址格式：

http://⽹站地址/index.php/openapi/trustlogin_api/parse/trustlogin_plugin_qq/callback/

在ECStore模板中添加QQ信任登录的代码

在QQ互联中申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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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CStore后台依次打开【站点】--【模板管理】--【模板列表】--【源⽂件管理】，找到【index.php】点
【编辑】，将上图⻩⾊部分代码复制黏贴到head标签中。如下图

完成后在QQ互联的申请窗⼝上点击【开始验证】。

在QQ互联中申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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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创建应⽤，完成应⽤创建

4、提交审核

查看应⽤详情

完善备案信息

填写补充信息

注意：在审核通过前，此处填写的【协作者测试号】，可以使⽤QQ信任登录，来测试功能

在QQ互联中申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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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审核

提交审核前需，确认以下三类信息已经填写正确

1、应⽤基本信息

应⽤的关键信息，如名称、简介、分类等。

2、图标素材

应⽤在平台各处显⽰的图标、预览图等，是应⽤在腾讯平台上线审核的必须信息。

3、版权协议

应⽤在腾讯平台上线需提供的各种协议、证明类材料。如应⽤为托管应⽤或应⽤申请平台Q点⽀付功能，必
须在此签署分成协议。

【注意】

1、审核的时间⼤约是1天，⽐如当天提交，第⼆天可以在QQ互联中查看审核结果。

2、审核不通过的时候，⼀定⾸先联系QQ客服，确认审核不通过的具体原因，并按照要求修改。QQ互联客
服账号：800013811

3、在审核未通过之前，可以通过【协助者测试号】填写的QQ号登录⽹站，测试QQ信任登录功能。

在QQ互联中申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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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ECStore中的设置
1、	安装【信任登录配置】app

2、	配置QQ信任登录

3、	前台查看效果

1、安装【信任登录配置】app

在【应⽤中⼼】找到【信任登录配置】点击安装

2、配置QQ信任登录

依次打开【控制⾯板】--【信任登录配置】，找到QQ登录，点击【配置】按钮。打开配置⻚⾯后，录⼊
appid、appkey启⽤状态选择【是】

前台查看效果

ECStore中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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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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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管理
ECStore本⾝可软件端的商品助理⼯具可以联通，⽅便客⼾线下及多渠道商品管理的需求

帮助线上企业（卖家）快速加⼯商品信息，实现多渠道跨平台多店铺发布商品；实现商品数据多渠道转
化；实现不同渠道不同	店铺商品信息全⽹管理的客⼾端软件。

下载地址：www.shangpintong.com

1、商品的导⼊导出，编辑等功能（详细请查看商品助理产品操作⼿册与⽩⽪书内容）—app安装联通

商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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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列表

商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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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添加⼀个简单的商品
本⼩节包括3部分，主要说明⼀个最简单的商品所具备的基本信息，通过本节操作，可以让商品快速显⽰在
前台，可进⾏正常销售，

1、商品的基本信息

2、添加⼀个简单商品

3、商品的显⽰与查看

1、商品的基本信息

⾸先想⼀下，最简单的商品应该包括那些内容呢？可能最基本的应该是以下⼏点：

a、商品分类：⼀件商品最好有所属的分类，便于管理，所以可能添加分类往往是第⼀步的

b、商品名称：⼀件商品当然也是必须有名称

c、商品图⽚：只有精美的图⽚，才能让顾客对你的商品产⽣⾜够的兴趣。

d、商品价格：要出售商品，当然也必须给这个商品指定⼀个价格

下⾯是⼀个简单商品在⽹店中显⽰的：

2、添加⼀个简单商品

商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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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分类、上传图⽚、设置价格

添加完商品之后，就可以在商品列表⾥看到已经添加的商品。

3、商品的显⽰与查看

后台，在商品列表中点击查看某个商品，可以看到这个商品的前台链接以及此商品的访问和购买信息

商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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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简单商品添加完毕。

商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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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完善这个商品
通过上⾯4步，已经完成了⼀个最简单的商品添加，但是仅仅这4个步骤，还不能完成⼀个⽣动的商品，如
果你完全学会了下⾯的介绍，您的商品就已经不逊⾊于那些知名⽹店的商品了。

本⼩节包含7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让这个商品更加丰富

1、商品编号

2、库存

3、商品简介

4、详细介绍

5、商品标签

6、相关商品

7、其他未尽事宜

1、商品货号

添加商品货号，可能会更好让你管理你的商品，特别是当您的商品已经很多的时候。

上图是后台输⼊商品编号以后在前台的显⽰

2、库存

您可以在添加商品的时候把库存写上，客⼾每买⼀个商品都会直接减去⼀个库存，当您的库存⼩于指定值
的时候，这个商品买家就⽆法购买了。

库存的数量很重要，作为商家要及时关注库存的数量，以免买家购买时候出现库存不⾜的情况。

关于库存的⼏个说明

(1)、如果库存的输⼊框留空的话，则系统默认为此商品⽆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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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库存⼩于指定值的话，则在商店⽹⻚⻚⾯中，此商品不会显⽰“购买”按钮，会出现“到货通知我”按
钮，买家点击这个“到货通知我”按钮，会⾃	动跳转到“缺货登记”⻚⾯，让⽤⼾输⼊⾃⼰的联系⽅式等等。商
家把此商品备⾜货，则可以给这些登记的买家发⼀个邮件，告诉他们，现在这个商品已经有货了。

3、商品简介

简要的说明⼀下您的商品的特性，供⽤⼾在商品详情⻚中，展⽰此信息

4、详细介绍：

详细介绍部分，您可以随⼼所欲了，您也可以直接把别的⽹⻚内容复制过来，然后粘贴在详细介绍的输⼊
框。这是个可以⾃由发挥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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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品标签

您可以把这个理解为另⼀种筛选商品的⽅式，您可以⾃由灵活的定义。关于商品标签的使⽤，请查看另⼀
⽂档。

6、相关商品

仔细的斟酌⼀下该为这个商品匹配哪些相关商品，可能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促销效果。有时添加相关商
品，是⼀种重要的	促销⼿段，也可以更好的增加客⼾粘度。

添加相关商品需要下⾯三步就可以了：

点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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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框中，进⾏如下设置：

选择结束，确认后会提⽰“单向相关”或“双向相关”

单向相关：本商品中显⽰相关商品，但相关商品不会显⽰本商品

双向相关：本商品会显⽰相关商品，相关商品处也会显⽰本商品。

保存后，在前台商品处可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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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未尽事宜

本节中没有提到的部分，如果您是⼀个初级⽤⼾，暂时先不⽤理会，因为掌握了上⾯的东西，您的商品已
经不逊⾊⼴泛那些知名⽹店的商品了

这⼏项，本节没有涉及到，但是没它们，现在也不会影响您开店做⽣意了。当然，如果学会它们，可能会
使您的商品更加⽣动与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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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3什么是商品关键词
ECStore中的商品关键词是商品名称的有效补充，使⽤关键词可以更⽅便更灵活的后台及前台搜索关注的商
品机会（这⾥的关键词的意思不是SEO中的“keyword”，SEO中的keyword我们称之为“⻚⾯关键词”），精
准的关键词可以让后台的多项操作更⽅便，也可以让前台的商品搜索更便捷。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就可以⾃定义个性化及多样化的搜索商品关键词规则

1、商品关键词能做什么

2、设置商品关键词

1、商品关键词能做什么

(1)、商品关键词可⽤于与其他商品关联的桥梁

例如：添加相关商品时可⽤关键词筛选

(2)、后台添加虚拟分类的商品时可⽤关键词筛选

(3)、商品列表“⾼级搜索”中可⽤商品关键词筛选，与添加相关商品时界⾯相同

2、设置商品关键词

在商品列表中“编辑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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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关键词”中录⼊“保湿⾯膜|芳草集”关键词	(注：多个时⽤|分隔；)，当顾客在前台搜索“保湿⾯
膜”或“芳草集”时，在结果中都能出现这个商品了。

⼩技巧：

有⼀些⽐较拗⼝的商品名称，像“阿斯匹林”，商家可在“商品关键词”中输⼊“ASPL|	aspirin”，然后在前台提
⽰⽤⼾⽤简拼⾸字⺟或是英⽂搜索，⽤⼾只要搜索“ASPL”或是“aspirin”都可得到结果，这样能让搜索变得
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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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4商品标签使⽤说明
在ECStore中，商品标签是⼀种分组标识，商家可以利⽤商品标签来⾃定义商品分组，⽅便对商品的有序管
理。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常灵活的使⽤标签来管理商品啦！

1、商品标签的作⽤

2、新建和管理商品标签；

3、如何使⽤商品标签；

1、商品标签的作⽤

商品标签可⽤于:

a、将不同品牌、不同类型、不同分类的商品⾃定义分组

b、设置促销活动关联商品时，可⽤商品标签筛选关联

例如：浪漫情⼈节促销活动	选中您想参于促销的商品打上“情⼈节促销”标签，在建⽴促销活动时，可以锁
定“情⼈节促销”标签的商品

c、后台商品列表“⾼级搜索”中可⽤商品标签筛选

d、后台添加虚拟分类的商品时可⽤商品标签筛选

e、后台添加相关商品时可⽤商品标签筛选

2、新建和管理商品标签

(1)、新建商品标签

后台，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列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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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新标签按钮后，出现

点击保存之后，有标签产品的显⽰为

(2)、管理商品标签

操作同上，勾选要进⾏更改标签的商品，然后按标签按钮，进⾏选择或添加新的标签；

3、如何使⽤商品标签

ECStore中的标签⼀般有两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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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于店主⾃⼰进⾏某种标识，⽐如特价商品、新进商品、赔本商品等。

另⼀种是可供系统进⾏筛选，⽐如模板中商品区的筛选，或虚拟分类中的商品筛选标准。

例如：在模板⾸⻚调⽤“最新商品”

操作步骤如下：

(1)、在管理后台商品列表中选中⼀些商品打上“最新商品”的标签

（2)、在模板⾥设置	“最新商品”区的筛选条件。

依次点击	站点-模板管理-模板列表，编辑模板⾸⻚

编辑⾸⻚最新商品区

商品列表

364



选择标签

当给某商品设置“最新商品”标签后，前台最新商品区就会显⽰设置了这个标签的商品。

⽤同样的⽅法，可以⾃定义很多标签来实现商品分组并在⾸⻚显⽰

例如：可⾃定义	⼥性⼿机	智能⼿机	超薄⼿机等商品标签，然后选择商品，打上商品标签，再在版块设置
⾥选择相应的商品标签即可。

商品标签可以让操作更灵活，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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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5批量编辑商品信息
批量编辑商品，即可以对多个商品进⾏相同的操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了操作的效率。

本⼩节包括4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效率的编辑⼤量商品的信息

1、批量编辑的好处

2、批量编辑的⽅法

3、可批量编辑的内容

4、批量编辑商品信息及价格的应⽤案例

a、我想把某些商品设为同⼀销售价格？应该如何操作呢？

b、我把整个商店的商品销售都上调10%，如何操作呢？

c、我新进⼀批货，想在进价的基础上统⼀增加10%进⾏销售

d、我想把某些商品的中级会员价⽐销售价低5%

e、我可以选⼏个商品，分别设置各项价格吗？

1、批量编辑的好处

例如：新进了⼀批货，发现成本价变⾼了，现需要调整商品的销售价格，如何来操作呢？	可以选择需要修
改的商品，然后使⽤批量编辑，按某个规律同时调整商品的成本价及销售价；⼤批量商品，⼀个动作轻松
搞定。即节约时间，提⾼效率，还保证准确度。

2、批量编辑的⽅法

批量编辑有两种⽅法：

（1）、列表分别编辑：⽤列表⽅式单独编辑商品的价格与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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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编辑：可直接修改或⽤“加减乘”的⽅法来批量修改库存、销售价、市场价、商品重量等内容

3、可批量编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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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批量修改内容：商品上、下架，价格，库存，商品名称，商品简介，商品品牌，商品排序，商品
重量，分类转换，商品图⽚重新⽣成

4、批量编辑商品价格的应⽤案例

公式批量编辑中，⼜细分⼏种⽅法，针对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法，下⾯举⼀些常⻅的例⼦来说明

a、例如：我想把某些商品设为同⼀销售价格？应该如何操作呢？

在商品列表中选择要修改的商品，依次点击	批量操作-统⼀调价

开始统⼀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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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例如：我把整个商店的商品销售都上调10%，如何操作呢？

选择全部商品，依次点击	批量操作-统⼀调价

使⽤公式

c、例如：我新进⼀批货，想在进价的基础上统⼀增加10%进⾏销售

选择新进的商品，依次点击	批量操作-统⼀调价

商品列表

369



使⽤公式

d、例如：我想把某些商品的⻩⾦会员（以当前会员等级为准）价⽐销售价低5%

选择要调整的商品，依次点击	批量操作-统⼀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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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式

此外，还可以对选中的商品分别调价，具体不再详述。

总结：批量编辑商品信息的功能，有很多场景的应⽤，很多细节上的⼩功能，还需要商家⼀⼀去尝试才能
体会批量编辑功能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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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6如何让您的商品更具备吸引⼒
商品详情是顾客⾮常关注的点，商品是否转化为订单，详情⻚启到了⾮常关键的作⽤。那么ECStore的商品
详情做到了更灵活的配合，和交互体验良好的展⽰，让您在⾯对不同业务不同场景下，都可带给您顾客群
体最好的购物体验的同时，也⼤⼤的提⾼了订单客单价的可能性。

接下去我们来看看ECSotre准备了哪些特⾊展⽰。

1、巧妙的设置价格对⽐

2、更丰富的商品促销与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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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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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CSV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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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1什么是商品批量导⼊、导出
商品批量导⼊、导出是指可以对全部或指定的部分商品进⾏⼀次性批量上传，此⽅法可以⼤⼤⽅便商家对
⼤量商品的处理，可以节约⽤⼾的商品处理时间，缩短整店的设置周期。此操作过程⼀般是通过CSV⽂件
来进⾏的，CSV⽂件可以通过Excel等软件打开和编辑。

本⽂重点介绍如何使⽤CSV批量导⼊多个商品，如果您已经能够熟练的添加复杂商品了，可以⽤此⽅式；
如果您还是初⼊⻔，建议您先不必如此操作，可先掌握简单的商品添加⽅式。

商品导出功能⼀般⽤于商品信息的备份，操作简单，不再进⾏说明。

商品批量导⼊的基本步骤：

1、下载特定的CSV⽂件。

2、编辑CSV⽂件。

3、使⽤FTP⼯具上传商品图⽚；如果是远程图⽚，直接使⽤图⽚地址。

4、上传CSV⽂件让系统执⾏CSV⽂件内容。

必须知道的⼀个基本信息：

在CSV⽂件中，每条商品信息都必需包含⼀个唯⼀的货号（如果没有规格，则编号与货号相同）。
如果后台中存在⼀个货号为A的商品，CSV⽂件中也包含⼀个货号为A的商品，则系统认为该CSV⽂
件是对货号为A的商品进⾏编辑；如果后台中不存在货号为A的商品，系统则认为该CSV⽂件是新增
加⼀个货号为A的商品。

在使⽤CSV添加、修改商品之前，必须同时满⾜以下7个条件：

a、⽹店中必须先设置好商品分类。商品分类只能在ECStore后台增删改，如果CSV中某商品的分类写错
了，那么该商品的分类将丢失（即⽆分类）。

b、⽹店中必须先设置好商品类型，并且CSV中的商品属性项必须和ECStore后台中的商品类型⼀致。如果
CSV⽂件中的字段和系统后台的商品类型属性项不同，则⽆法正常处理CSV⽂件。

c、每个商品必需对应唯⼀的⼀个货号。如果某个商品下有规格，则在“规格货号”列⾥必需填⼊唯⼀的⼀个
规格货号。货号如果出现重复，则系统⽆法处理CSV⽂件。

d、如果某商品有规格，则该商品规格值不能为空。单个商品⾥的规格值也不能重复。即不能在CSV中存在
⼆个颜⾊同为银⽩⾊的NOKIA	6300。

e、商品属性值不能填写错误。

例如，笔记本商品类型，其下有个属性名称是“标配内存”，该属性的输⼊类型是下拉选择，其属性值分别
为“1G、2G、4G”。那么，在CSV⽂件中不能在“标配内存”列中出现“3G”这个值。

f、CSV中不能存在后台中不存在的参数名称。

例如，后台中有笔记本这个商品类型，该类型下有多个参数名称。但CSV中不能新出现⼀列参数，每个参
数名称都必需在后台⾥得到匹配。

g、如果编辑有规格的商品，则CSV中规格⾏的书写顺序必需和后台的规格值排列顺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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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后台中有某商品，其下有颜⾊这个规格，规格值的顺序是红、⿊、⽩。那么在CSV⽂件中，该商品
的规格填写顺序也必须是红、⿊、⽩。

如果是要⽤CSV编辑商品，建议在后台的商品列表⾥勾选要编辑的商品，然后下载这些商品的CSV⽂件进
⾏编辑，再上传即可。

如果以上条件未满⾜，请勿使⽤批量导⼊功能，否则会出错。

这些要求满⾜以后，您就可以⼀次性导⼊多个商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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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2有相同商品类型的商品批量导⼊商店
如果您已经能够熟练的添加复杂商品了，并且要添加的商品属于同⼀个商品分类，拥有相同的商品类型，
则可以⽤批量上传的⽅式⼀次性导⼊⼤量商品。

本节包括7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批量上传具有相同商品类型的商品

1、检查要添加的商品所属的商品类型设置

2、确认要上传的商品分类绑定的商品类型，然后下载对应的CSV⽂件

3、编辑商品⽆规格的列的内容

4、编辑商品有规格的列的内容

5、商品图⽚列的填写

6、编辑商品辅助信息列的内容

7、上传编辑好的CSV⽂件并核实商品内容

说明：本操作的前提是商店中已经有对应的商品分类及商品类型，如果没有，请先添加商品类型、
商品分类，并将商品类型绑定在商品分类中。(商品类型及商品分类的添加请参考其它⽂章)

例如：有三个U盘商品，属于同⼀个商品分类，有相同的商品类型，要批量上传到商店中去。

1、检查要添加的商品所属的商品类型设置

确认本店中已经有商品分类、商品类型；查看商品类型中属性及参数的内容，并记录，以进⾏核对。

后台，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类型

检查要添加的商品所属的商品类型的设置情况，或者新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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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型必须要拥有属性

属性类型决定了CSV中属性值的填写⽅式。

参数内容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则不要修改参数名称、不能在CSV中填写后台没有的参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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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商品分类绑定的商品类型

2、下载对应的CSV⽂件

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管理-商品导⼊，在此界⾯中选择商品类型，本例中是	闪存盘，然后下载CSV⽂件

3、对商品⽆规格的列的编辑⽅法

⽤Excel打开CSV⽂档，⽂件的第⼀⾏（也称商品类型⾏）的内容决定了该列可以填写什么样的内容。

本例中，CSV⽂件的第⼀⾏第⼀列写的是”	*:闪存盘”，那么，该列填写的就是商品类型名称：闪存盘。

第⼀⾏第⼆列是“bn:商品编号”，那么其他⾏的第⼆列就只能填写商品的编号，以此类推。

如图是包含三个商品信息的CSV⽂件

特别要注意的	“分类”列，即商品分类，书写格式如下：顶级分类->下级分类->下下级分类……上下级分类
之间⽤“->”分割。

注意：所填写的分类必需在⽹店后台中真实存在，如果没有则商品添加后的分类⽆效，会变成⽆分类

4、对商品有规格的列的处理⽅法

有规格的商品，需要分多⾏填⼊。

第⼀⾏为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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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中，	“规格货号”列要空着；“规格”列要填写规格名称，例如，颜⾊、材质等。若有多个规格，每个规
格之间请⽤竖线“|”分割。

从第三⾏起，就是规格商品⾏。规格商品⾏需要（⽽且是必须）填写的列有：“商品类型”列、“商品编
号”列、“规格货号”列、“销售价”列、“规格”列、“各级会员”（各级会员的售价）列和“库存”列。其中，“规
格”列的内容不能重复、不能为空，如果规格值有多个，则每个规格值之间要⽤竖线“|”分割。

5、商品图⽚列的填写⽅法

CSV⽂件中，关于图⽚的列有⼆个。分别是是缩略图列、图⽚⽂件列。

缩略图是指商品列表⻚及⾸⻚的缩略图；图⽚⽂件是指商品相册的⾥的图⽚。

如果商品中的图⽚是在本地上传的，则在编辑好CSV⽂件后需要先⽤FTP⼯具把制作好的图⽚上传到空间
中某⽂件夹下，然后在CSV的图⽚列⾥填写图⽚⽂件的相对地址即可。

说明：此⽂件夹可以是已经存在的，也可以新建。⽐如shangpin，则图⽚的相对地址就是
shangpin/001.jpg

编辑完的CSV⽂件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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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商品图⽚为⾮本地的远程图⽚，则需要填⼊能通过⽹络访问的完整的绝对图⽚地址，包括http://。

编辑完的CSV⽂件：

说明：远程图⽚并不会保存远程图⽚到服务器，只是引⽤。如果远程图⽚有变动，则商店图⽚显⽰会受到
影响。

多个图⽚之间请⽤英⽂输⼊法状态下的逗号分割。

6、编辑商品其它列的内容

“上架”列：本列控制商品的上下架。上架状态为⼤写的“Y”，下架状态为⼤写的“N”或者留空

属性值的内容由商品类型中的属性类型来决定：

利⽤CSV提升效率

382



参数则可以直接输⼊新内容

最终如图：

添加的过程中要随时保存，防⽌数据丢失，点击保存时会提⽰：

选择	是	即可保存

7、上传编辑好的CSV⽂件并核实商品内容

⾄此，CSV⽂件已经编辑完毕，在商品管理⻚点击	商品导⼊	按提⽰操作

如果填写完整，系统会提⽰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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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商品列表，可以看到已经增加了三个商品

可分别在后台与前台点击查看核实

如果商品数量⽐较多时，可在	控制⾯板-队列	中查看队列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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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3不同商品类型、不同商品分类的商品批量导
⼊商店
如果您已经能够熟练的添加复杂商品了，并且要添加的商品属于不同的商品分类、分别拥有不同的商品类
型，可以⽤批量上传的⽅式⼀次性导⼊⼤量商品。

本节包括7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批量上传属于不同商品类型、不同商品分类的商品。

1、检查要添加的商品所属的商品类型设置

2、确认想要上传的商品分类绑定的商品类型，然后下载对应的CSV⽂件

3、编辑商品⽆规格的列的内容

4、编辑商品有规格的列的内容

5、商品图⽚列的填写

6、编辑商品辅助信息列的内容

7、上传编辑好的CSV⽂件并核实商品内容

说明：本操作的前提是商店中已经有对应的商品分类及类型，如果没有，请先添加商品类型、商品
分类，并将商品类型绑定在商品分类中。(商品类型及商品分类的添加请参考其它⽂章)

例如:我现在有三个闪存盘商品、四个⽿机商品，分别属于不同的商品类型与商品分类，现在要批量上传到
商店中去。

1、检查要添加的商品所属的商品类型设置

确认本店中已经有商品分类、商品类型，查看商品类型中属性及参数的内容，并记录，以进⾏核对。

后台，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类型

检查要添加的商品所属的商品类型的设置情况，或者新添加

类型必须要拥有属性

闪存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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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类型：

属性类型决定了CSV中属性值的设置

闪存盘属性名称与属性类型：

⽿机属性名称与属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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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内容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参数内容，则不要修改参数名称，不能在CSV中填写后台没有的参数名称

然后在商品分类⻚⾯添加商品分类，并绑定刚才的商品类型

闪存盘分类：

⽿机分类：

2、下载对应的CSV⽂件

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导⼊，分别选择闪存盘与⽿机，下载对应的CSV⽂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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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操作将同时⽤到这两个CSV中的内容

3、对商品⽆规格的列的编辑⽅法

⽤Excel打开其中⼀个CSV⽂档，⽂件的第⼀⾏（也称商品类型⾏）的内容决定了该列可以填写什么样的内
容。

例如，本CSV⽂件的第⼀⾏第⼀列写的是”	*:闪存盘”，那么，该列填写的就是商品类型名称：闪存盘。

第⼀⾏第⼆列是“bn:商品编号”，那么其他⾏的第⼆列就只能填写商品的编号，以此类推。

如图是包含三个商品信息的CSV⽂件

特别要注意的	“分类”列，即商品分类，书写格式如下：顶级分类->下级分类->下下级分类……上下级分类
之间⽤“->”分割。

注意：所填写的分类必需在⽹店后台中确实存在，如果没有则商品添加后的分类⽆效，会变成⽆分类

当多个不同类型的商品集中在⼀个CSV⽂件⾥时，各列的填写规范还是⼀样的。所不同的是，同⼀商品类
型下的商品必须写在⼀起，不能混掉。当某⼀商品类型的商品填写完后，必须先输⼊新商品类型⾏后，然
后再输⼊商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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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商品有规格的列的处理⽅法

有规格的商品，需要分多⾏填⼊。如上所说，不同类型的商品之间分隔⼀下即可。

第⼀⾏，除了“规格货号”列和“规格”列、“price:中级会员”、“price:低级级会员”和“price:⾼级会员”等以外，
所有的列都必需填⼊。

其中，第⼀⾏的“规格”列要填写规格名称。例如，颜⾊、材质等。若有多个规格，每个规格之间请⽤竖
线“|”分割。

从第⼆⾏起，就是规格商品⾏。规格商品⾏需要（⽽且是必须）填写的列有：“商品类型”列、“商品货
号”列、“规格货号”列、“销售价”列、“规格”列、“各级会员”（各级会员的售价）列和“库存”列。其中，“规
格”列的内容不能重复、不能为空，如果规格值有多个，则每个规格值之间要⽤竖线“|”分割。

5、商品图⽚列的填写⽅法

CSV⽂件中，关于图⽚的列有⼆个。分别是是缩略图列、图⽚⽂件列。

缩略图是指商品列表⻚及⾸⻚的缩略图；图⽚⽂件是指商品相册的⾥的图⽚。

如果商品中的图⽚是在本地上传的，则在编辑好CSV⽂件后需要先⽤FTP⼯具把制作好的图⽚上传到空间
中某⽂件夹下，然后在CSV的图⽚列⾥填写图⽚⽂件的相对地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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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件夹可以是已经存在的，也可以新建。⽐如shangpin，则图⽚的相对地址就是
shangpin/001.jpg

编辑完的CSV⽂件显⽰为：

如果商品图⽚为⾮本地的远程图⽚，则需要填⼊能通过⽹络访问的完整的图⽚地址，包括http://。

编辑完的CSV⽂件：

说明：远程图⽚并不会保存远程图⽚到服务器，只是引⽤。如果远程图⽚有变动，则商店图⽚显⽰会受到
影响。

多个图⽚之间请⽤英⽂输⼊法状态下的逗号分割。

6、编辑商品其它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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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列：本列控制商品的上下架。上架状态为⼤写的“Y”，下架状态为⼤写的“N”或者留空

属性值的内容由商品类型中的属性类型来决定：

参数则可以直接输⼊新内容

最终如图：

特别说明：您可以在商品列表中下载⼀个包括某些商品的CSV⽂件，来对⽐其中的属性、参数的写法！

添加的过程中要随时保存，防⽌数据丢失，点击保存时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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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是	即可保存

7、上传编辑好的CSV⽂件并核实商品内容

⾄此，CSV⽂件已经编辑完毕，在商品管理⻚点击	商品导⼊	按提⽰操作

如果填写完整，系统会提⽰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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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4商品数据以ERP通⽤格式导出（仅适⽤于
ERP⽼版本）
在购买了ERP时并进⾏商品初始化同步时，ECStore也⽀持将EC部分已添加的商品以CSV的⽅式同步到
ERP中（⽬前仅⽀持3.7.0版本及以下的ERP产品）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掌握将商品信息以CSV⽅式导⼊到RP的使⽤⽅法

1、将商品以CSV⽅式导出

2、将商品信息导⼊到ERP中

1、	将商品以CSV⽅式导出

管理员依次进⼊[商品]—[商品列表]，可以看到将商品导出到ERP的按钮（如下图所⽰）

在选中想要导出的商品后，点击“导出[ERP格式]”按钮后，系统会弹出这样的输⼊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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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依次选择导出的⽂件类型（建议以CSV的⽅式导出），以及的导出描述，在配置好FTP后，该导出
任务将会进⼊到队列中。

待导出任务执⾏完毕后，管理员依次进⼊[系统]—[队列导⼊导出]—[导出队列]后，就可以看到导出的商品
CSV⽂件

管理员点击[下载]按钮后就会下载相应导出的商品信息

2、	将商品信息导⼊到ERP中

依次打开ERP的[基础档案]—[商品批量处理]—[批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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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报错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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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信息 错误原因

导⼊的商品数据量过⼤，请减少到5700单以下 数据条数⼤于5700

⽂件中以下商品货号重复 ⽂件内有货号重复

⽂件中以下商品条形码重复 ⽂件内有条形码重复

⽂件中以下商品编号重复 ⽂件内有商品编号重复

第n⾏	货号和规格不能同时为空 货号和规格同时为空

第n⾏	商品类型不能为空 货号和规格同时为空，商品类型为空

第n⾏	货号：ibn的重量必须为⼤于等于0的数字 重量不为空，但是不是纯数字

第n⾏	成本价必须为⼤于等于0的数字 成本价不为空，但是不是纯数字

第n⾏	销售价必须为⼤于等于0的数字 销售价不为空，但是不是纯数字

第n⾏	品牌：col:品牌']].'不存在 品牌不为空但是在系统内不存在此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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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商品到货通知
商品到货通知，是指顾客对某些没有库存的商品产⽣购买需求，等待商品到货时接受通知的⾏为。在⼀定
程度上，也可认为是预定或代购。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掌握商品到货通知的使⽤⽅法

1、正常的库存设置

2、商品到货通知触发的条件

3、发送到货通知

说明：本操作的前提是商店已经正确配置好邮件系统，可以发送邮件；如果没有配置，请先配置邮
件！

1、正常的库存设置

⼀般情况下，在添加商品时会设置⼀定量的库存，可据实际情况设置，也可设置⼀个⽆穷⼤的数字。

简单商品的库存

有规格的商品的库存

此时，在⽹店前台会显⽰正常的可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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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品到货通知触发的条件

到货通知触发的条件：⽆库存时不可销售

在添加或编辑商品时，对⽆库存的情况要选择不可销售

这样，当实际库存成为0的时候，就会触发

触发时，在商品详细⻚，正常的购买按钮就变为到货通知，不能正常购买

点击此按钮，会提⽰输⼊邮件信息

提交后的信息就会出现在商店后台商品到货通知列表处

3、发送到货通知

后台，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管理-到货通知，可以看到当前的到货通知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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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显⽰缺货的商品信息，顾客的联系⽅式，供店主进⾏后期操作

当商品补充库存完毕后，就可以进⾏发货通知了。

说明：商品的库存必须不为0时，才可以进⾏发货通知！

发送完到货通知后，此列表中的状态也会改变

同时，顾客留下的邮箱中也会收到通知的邮件

顾客可以直接点击进⾏购买

说明：通过此⽅法，可以变通的实现预定或代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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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商品⼆维码
商品列表（后台）中展⽰商品的⼆维码图⽚、⽀持下载，管理员可以下载⼆维码进⾏印刷张贴在各类场
所、各类印刷物中已黏合消费者，使⽤移动设备扫描查看。系统⽀持在PC版前台，消费者可以通过⼆维码
扫描在移动设备上进⾏购物和⽀付

商品添加⾃动⽣成⼆维码

当商品添加成功后，对应的⼆维码会⾃动⽣成，⽆需做任何设置。

当⽼版本ECStore升级包含⼆维码功能的版本时的商品，或商品的url有变更的情况下，需重新⽣成⼆维码
图⽚

前台⼆维码显⽰在商品详情⻚

商品⼆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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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后直接进⼊触屏版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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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确认收货功能配置
确认收货功能是顾客收到货物后的反馈，顾客可以在会员订单列表中执⾏“确认收货”操作。为防⽌顾客忘记
或不主动“确认收货“，商家可以执⾏”⾃动确认收货“操作；当订单送货地较远，或是订单物流出现问题，商
家可以设置延⻓确认收货时间。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ECStore中确认收货功能有⼀定了解。

1、顾客如何执⾏“确认收货”

2、如何执⾏“⾃动确认收货”操作

3、商家如何针对特殊订单延⻓确认收货时间

1、顾客如何执⾏“确认收货”

当顾客下单付款后，商家在后台进⾏发货操作

商家发货后，顾客在前台会员订单列表中，就可以执⾏“确认发货”的操作

点击“确认收货”按钮，表⽰顾客已完成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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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可以在订单详情⻚查看到，订单已确认收货的状态

2、如何执⾏“⾃动确认收货”操作

后台，点击“系统”→“定时任务”，在计划任务管理列表中有“⾃动确认收货”

默认在10天内，顾客忘记或不主动在前台确认收货，后台将执⾏⾃动确认收货操作

（“⾃动确认收货”任务默认为每天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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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点击“执⾏”，将⽴即执⾏“⾃动确认收货”任务

3、商家如何针对特殊订单延⻓确认收货时间

当订单送货地较远，或是订单物流出现问题，商家可以设置延⻓确认收货时间。

针对已发货的订单，在订单列表⻚，勾选需要延⻓确认收货时间的订单，点击“操作”按钮→点击“延⻓确认
收货时间”

输⼊订单需要延⻓的天数

确认收货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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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成后，确认收货时间为默认的时间天数加上商家所设置的延⻓时间天数，当顾客在确认收货时间内
没有确认收货，后台将执⾏⾃动确认收货操作。

确认收货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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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配置

商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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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分类

商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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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设置商品分类
商品分类，俗称商品类别、商品⽬录，主要是为了⽅便顾客分⻔别类查找商品，同时⽅便商家进⾏商品管
理的分类⽅式。特别是商店中商品数量⽐较多，商品的分类就更加重要。

本⼩节包括5部分，通过本节操作，可以为您的商店设置好商品所属的分类，以及多级⼦分类。

1、添加商品分类

2、商品分类的排序

3、调整商品分类的层级关系

4、商品分类在前台显⽰

5、商品分类在前台显⽰⽅式调整(⾼级应⽤)

例如：现在有10个商品，分为三⼤类，每⼀类下有更详细的⼦分类，在⼦分类下也允许有再进⼀步的⼦分
类。

层级关系

1、添加商品分类

后台，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分类，进⾏添加

商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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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商品分类的名称；如果是顶级分类，上级分类就选择	⽆

说明：如果商品分类需要绑定指定商品类型，并且商店中已经添加好商品类型，则需要绑定商品类型，效
果如下图。如果不需要绑定，或没有添加商品类型，则分类中会默认使⽤通⽤商品类型。

重复添加步骤，增加三个顶级商品分类：

在分类下可直接点击添加⼦分类，此时上级分类默认选择

商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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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添加⼦分类操作，依次添加完所有的⼦分类

如果分类下⾯没有商品，可以删除；如果分类下有商品并且已删除，则还要到商品回收站中清除⼀下才可
以删除分类。

也可以查看下⾯已经添加好的商品有哪些，甚⾄预览前台效果。

2、商品分类的排序

排序可通过数字调整分类的显⽰顺序，数字越⼩排序越靠前。排序数字相同时，按添加顺序显⽰，先添加
的显⽰在上。

如本例中，⼀分类下的三个⼦分类，如果设置了数字重新排序，可以看到效果

3、调整商品分类的层级关系

层次关系可以重新设置分类的整体布局

例如本例中的	⼀分类03bb	原先的上级分类是	⼀分类03	要调整到	⼀分类01	下，则可编辑	⼀级分类
03bb，然后重新

选择上级分类

商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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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后可看到效果

同时，分类不仅可以实现同级别下的换位，也可以实现任意级别的调整，还是本例，把	⼀分类03bb调整为
顶级分类，重新设置上级分类	选择	⽆	即可

4、商品分类在前台显⽰

后台商品分类设置完后，前台就可以⽴即显⽰了

⾄此，商品分类的设置已经完成，您可以根据⾃⼰的具体情况来设置顶级分类、⼦级分类的名称与顺序，
并可设置⼦分类的显⽰⽅式。

商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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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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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什么是商品类型
商品类型不同于商品分类，指的是依据某⼀类商品的相同属性归纳成的属性集合，例如⼿机类型有屏幕尺
⼨、铃声、⽹络制式等共同的属性；书籍类型有出版社、作者、ISBN号等共同的属性。

商品类型可以在简单商品基础上增加更多的展⽰点，让顾客能全⽅位、多⻆度的来选择商品。商品类型包
括扩展属性、参数、规格等三个部分。

本⼩节包括5部分，通过本节学习，您可以详细了解属性、扩展属性、详细参数表，为后续设置做准备。

1、扩展属性

2、详细参数表

3、规格

4、顾客必填信息

5、通⽤商品类型

说明：在⽬前版本中，商品类型只适⽤于实体商品，虚拟类商品暂不⽀持。所谓实体商品就是在现实中看
得⻅、摸得着的商品，如⼿机。

1、扩展属性

商品的基本属性就是⼤多数商品所共有的⼀些内容，如商品名称、货号、重量等基本内容。

扩展属性则是某类商品所独有的内容，不同商品内容有所区别，如⼿机的频段。

在ECStore⽹店点击⼀个复杂商品的详细⻚⾯，可看到在前台显⽰的扩展属性内容。

本商品中，货号、编号等就是所有商品共有的内容，就称之为基本属性。

⽽质地、场合、季节、版型等均是这⼀分类下商品所独有的内容，就是服装类商品的扩展属性。

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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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商品的扩展属性不尽相同，如⻝品会有保质期、产地、原材料；电脑会有主频、内在⼤⼩、显卡等
内容，这些均可⽤扩展属性来表现。

2、详细参数表

当商品需要展⽰的内容⽐较多，⽽扩展属性⼜不能完全显⽰其内容时，可以⽤详细参数表来更详尽的展⽰
商品的信息。

例如⼿机商品中，⽀持的频段可能有多个、主屏尺⼨有多个、屏幕⾊彩有多种、⾳乐播放和⽂件格式有多
种，⽤扩展属性已经不能完全展⽰商品的内容了，此时就可以⽤详细参数表来全部展⽰。

参数表可以分组，每⼀组中可以有详细内容。

通过详细参数表配合扩展属性基本可以把商品的所有内容全部展⽰出来，让顾客更⽅便的了解商品信息，
从⽽产⽣相应的购买⾏动。

3、规格

所谓规格是依据顾客的购买习惯⽽独⽴出来的⼀种商品的特殊属性。

例如顾客先选好了某⼀款衬衫，然后必须再选择颜⾊和尺码才可以订购，这⾥的颜⾊和尺码称为规格。

具体介绍请参考规格⽂章

4、顾客必填信息

有些商品，⽤⼾购买时需要填写⼀些信息，以⽅便店主处理商品。

例如商品是鲜花，商店提供送花上⻔服务，顾客购买鲜花送给他⼈时可以填写⼀下收花⼈的信息，这样就
⽅便店主直接送花上⻔。

例如商品是衬衫，商店提供免费喷字服务，顾客购买时就可以留⼀下字的内容，⽅便店主进⾏后续操作。

同时，顾客也可以说⼀下商品的注意事项或送货时间。

总之，这个项⽬是购物时的⼀个良好的补充，⽅便店主与顾客。

5、通⽤商品类型

在ECStore中，任何⼀个商品分类都要绑定商品类型才可。

⽽有些简单商品是不需要商品类型的，此时系统就会在这种商品分类下默认⼀个通⽤的商品类型。

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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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品类型是ECStore系统内置的仅含有商品名、重量、销售价格、简介、库存、品牌等基本属性的⼀种
商品类型。

如果是在简单商品分类下添加商品，或没有选择商品分类时，系统会⾃动启⽤通⽤商品类型，如图所⽰。

通⽤商品类型是⼀个默认的商品类型，不能删除。

商品类型

416



8.2.2.2扩展属性说明
扩展属性是相对于商品的基本属性⽽⾔的，基本属性就是⼤多数商品所共有的⼀些内容，如货号、重量、
等内容，⽽扩展属性则是某⼀类商品所独有的内容。

本⼩节包括4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轻松设置符合⾃⼰商品的扩展属性。

1、扩展属性说明

2、扩展属性输⼊项说明

3、扩展属性选择项说明

4、扩展属性的应⽤

在商品详情中展⽰⼀些最基本的属性，⽽规格参数中会展⽰商品的扩展属性

1、扩展属性说明

后台，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类型-添加商品类型

系统已经预设了⼀些常⽤的商品类型，可以直接调⽤，如果没有合适的，也可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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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定义，⼀定要选择扩展属性

下⼀步后点击	扩展属性

扩展属性的类型有两种：

⼀种是选择项，即在此设置好可选值，然后在添加商品时直接从可选值中选择；

另⼀种是输⼊项，即在添加商品时输⼊内容。

2、扩展属性选择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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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项：⼀般⽤于可选值⽐较少且重复使⽤的情况，例如服装的尺⼨、颜⾊等，这类内容可以在多个商品
中重复使⽤。可以预	先设置好这部分内容，添加商品时直接选择就可以了，能起到⼀劳永逸的效果。

选择项的扩展属性在商品列表⻚会有三种显⽰⽅式，分别为：渐进式筛选、下拉筛选、不可筛选

所谓渐进式筛选就是把商品扩展属性的所有内容依次列出，可以点击对商品进⾏筛选，如图：

点击商品详细⻚⾯时，所有本商品的扩展属性全部显⽰：

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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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置为选择项表现类型后，会⾃动出现	增加选择项的操作

通过此操作，可依次增加选择项内容

如果有多个值，则需要多次添加，切记不可在同⼀⾏内容输⼊多个值。

3、扩展属性输⼊项说明

输⼊项：⼀般⽤于内容⽐较多且⽆法共⽤的情况，⽐如书籍类商品中的作者、ISBN、出版年份、出版社
等，这类内容会有很多个值但不能重复使⽤。这时可以设置好扩展属性名，添加商品时单独输⼊扩展属性
值就可以了。

输⼊项的扩展属性在商品列表只有⼀种状态，不可搜索，在商品列表⻚不显⽰。

4、扩展属性的应⽤

(1)、顾客在前台对⽐两个或多个商品时，除基本属性外，也会对⽐扩展属性。

(2)、在添加虚拟分类时，也可通过商品的扩展分类来选择商品

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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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可参考虚拟分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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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3商品参数表说明
当商品需要展⽰的内容⽐较多，⽽扩展属性⼜不能完全显⽰其内容时，可以⽤详细参数表来更详尽的展⽰
商品的信息。

如⼿机商品中，⽀持的频段有多个、主屏尺⼨有多个、屏幕⾊彩有多种、⾳乐播放和⽂件格式有多种，此
时可以⽤详细参数表来展⽰。

商品参数不参与检索，只在商品详细⻚展⽰，添加及显⽰时按组操作。

本⼩节包括1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为您的商品添加多组、多个详细参数。

1、添加商品参数表

点击⼀个复杂的商品，在详细⻚⾯除可以看到基本属性、扩展属性外，还可以看到更详细、更综合的商品
参数

1、添加商品参数表

在台，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类型-添加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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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系统预设的商品类型，也可以选择⾃定义

⼀定要选择商品参数，才可以使⽤此功能；如果没有选择，则⽆法设置参数，前台也不会显⽰

参数表中内容默认为空，先从添加参数组开始

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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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是⽤参数组管理的，必须先添加参数组，然后在组中添加参数内容

参数组及参数内容数量没有限制，可任意添加，最终效果如下：

保存后，将此商品类型与商品分类绑定。

添加商品时，如果同时也添加了商品参数的内容，即可在前台显⽰。

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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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4设置商品类型（商品类型与分类、品牌的关
系）
商品类型与商品分类是紧密结合在⼀起的，商品类型只有与商品分类绑定在⼀起才可显⽰其中内容；商品
分类也必须绑定了商品类型才可正常操作。

商品类型可以设置是否与品牌相关联，如果关联，则添加商品时可直接选择商品品牌，并可在商品列表中
⽤品牌筛选商品；如果没有关联，则添加商品时就⽆法设置品牌，也⽆法⽤品牌筛选商品。

本⼩节包括5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把商品类型与商品分类绑定在⼀起，并在商店前台显⽰其中内
容；可设置商品类型是否与商品品牌进⾏关联

1、商品类型与商品分类的绑定

2、商品类型中对商品品牌的关联

3、添加商品时商品类型的表现

4、添加商品时商品品牌的表现

5、商品类型在前台的表现

1、商品类型与商品分类的绑定

后台，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类型，查看当前已经添加好的商品类型

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分类，查看已经添加好的商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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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或编辑某商品分类，可进⾏商品类型的绑定

保存后就绑定成功

2、商品类型中对商品品牌的关联

说明：本操作的前提是已经添加好多个商品品牌，如果未添加商品品牌，请先添加

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品牌

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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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其中已经有多个添加好的商品品牌

添加或编辑商品类型

选择关联品牌

然后选择本类型要关联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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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添加商品时商品类型的表现

添加商品时，如果未选择商品分类，则调⽤默认的通⽤商品类型

在选择商品分类或更换商品分类时，会有系统提⽰，请谨慎操作

选择商品分类后，会⾃动显⽰绑定的商品类型，同时显⽰商品类型中的内容

所有内容添加完，保存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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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添加商品时商品品牌的表现

添加商品时，可以从关联的商品品牌中选择品牌

在前台商品列表⻚，关联好的商品品牌成为对商品进⾏筛选时的筛选条件。

5、商品类型在前台的表现

点击商品分类，可以看到商品类型内容在商品列表⻚的表现

商品类型

429



PS：ECStore2.0版本中颜⾊和尺码的形式变成⽂字。

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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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规格

商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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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1什么是商品规格
规格是依据顾客的购买习惯⽽独⽴出来的⼀种商品的特殊属性，例如顾客先选好了某⼀款衬衫，然后必须
再选择颜⾊和尺码才可以订购，这⾥的颜⾊和尺码被称为规格。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可以了解什么是商品规格及商品规格的应⽤场景

1、什么是商品规格

2、	商品规格有什么作⽤？

1、什么是商品规格

某个商品的详细⻚⾯

这⾥，颜⾊与尺码就是商品的规格，可以帮⽤⼾准确定位到⾃⼰想要的商品。

2、规格值有什么⽤

商品规格有以下作⽤：

(1)、同⼀个商品可使⽤商品规格来⽣成不同货品；

商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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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使⽤规格后，在同⼀个⻚⾯中可以展⽰⼗个商品组合。

(2)、商品规格增强商品详细⻚表现

⾐服可选颜⾊与尺码、商品图⽚、价格联动；

(3）、可在商品列表⻚中使⽤商品规格来快速筛选商品；

点击某个颜⾊后，可以筛选出拥有此产品的所有商品

商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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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2配置商品规格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可以掌握添加、修改与管理商品规格

1、添加商品规格、设置前台显⽰⽅式

2、商品规格与商品类型绑定

3、商品规格⽣效

1、添加商品规格、设置前台显⽰⽅式

后台，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规格，准备添加

说明：如果在安装ECStore时选择了体验数据，则会内置部分常⽤的规格值，可以直接使⽤。如果没有选择
体验数据，则须添加后才可使⽤。

输⼊相应内容

商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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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的显⽰⽅式

2、	商品规格与商品类型绑定

规格与商品类型进⾏绑定时，可以绑定在原来已经有的商品类型上，也可以全新添加⼀个商品类型并绑
定。

下⾯以新添加商品类型为例：

设置商品类型的⼀些数据，如参数等后，下⼀步，点击规格进⾏绑定

商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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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规格，则出现

保存之后，出现

如果还要继续绑定规格，请继续按“选择规格”按钮。

3、	商品规格⽣效

商品规格与商品类型绑定成功后，要想让商品类型⽣效，有两个选择：

a、将已经绑定商品规格的商品类型与某商品分类绑定，则添加此分类下的商品时，就会⾃动⽣效。

b、在添加商品时，临时指定某商品类型，也可⽣效

(1)、商品类型与商品分类绑定后，添加此分类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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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已经设定了某规格，⾥⾯包括了尺⼨和颜⾊，将规格与商品类型	⼥装	绑定，然后将此商品类型与商品
分类	冬⽇特价	进⾏绑定	则当你添加商品时选择⼥装的分类，则已经设定好的规格就直接使⽤了

添加商品分类，并与商品类型绑定

在此分类下添加商品时，可点击下⽅的开启规格

开启后显⽰的内容全是在商品类型中绑定的规格中的内容

此时就可以⽅便添加相应的规格值了。

(2)、添加商品时，临时指定某商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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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指定某类型或更换为其它商品类型，相应的规格会⾃动切换，具体操作与上述⼀样。

⼩结：商品规格的配置，⼀定事先规划、添加⾃⼰想使⽤的规格同时绑定类型，这样在添加商品时才能顺
利调⽤配置好的规格内容。

商品规格

438



8.2.3.3开启商品规格
规格是依据顾客的购买习惯⽽独⽴出来的⼀种商品的特殊属性，例如顾客先选好了某⼀款衬衫，然后必须
再选择颜⾊和尺码才可以订购，这⾥的颜⾊和尺码被称为规格。

本⼩节包括6部分，通过本节操作，可以为您的商店开启配置好的规格。

1、设置商品的销售价、成本价、货号、重量、库存

2、开启规格，增加规格项

3、添加需要的规格值

4、⽣成货品

5、添加新规格值

6、⾃定义规格图⽚、规格关联相册

说明：本操作的前提是系统中已经配置好可⽤的商品规格，如果没有可使⽤的规格则须先添加。

1、设置商品的销售价、成本价、货号、重量、库存

后台，依次点击	商品-添加商品，在⻚⾯中填写商品基本信息

然后填写开启规格时会统⼀调⽤的⼀些信息

说明：如果此处的内容预先设置好，则开启规格后每⼀个货品会⾃动复制此处信息，⽆需单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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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启规格

输⼊上述信息后，点击商品添加⻚中的开启规格(⻅上图)，弹出界⾯

说明：此处显⽰的内容均为已经配置好的规格内容，如果没有预先配置，则此处内容为空。

3、添加需要的规格值

选择颜⾊与尺码后，就可以根据需要来添加相应的规格值了

⽐如有两种⾐服，蓝⾊的M与蓝⾊的L

先选择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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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选择尺码：需要M、L

4、⽣成货品

接上，如果选择⽣成所有货品，就会按选择的颜⾊与尺码⾃动组合。

注意：如果规格项有⼀个以上，则要全部选择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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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有颜⾊与尺码两个规格值，则颜⾊与尺码要分别选择与添加。如果没有全添加，则会提⽰出错。

5、默认货品

2.0系统有默认货品概念，当设置后，前台访问货品商品，默认显⽰该默认值。

6、⾃定义规格图⽚、规格关联相册

如果商品的图⽚⽐较多，并且每⼀种规格均有相应的图⽚，则可以让规格与图⽚关联。关联后，在商品详
细⻚点击某个规格时只显⽰对应的图⽚。

提⽰：关联之前必须已经上传了此商品的多个图⽚。

点击想关联图⽚的规格

点击选择后会弹出已经上传好的商品的图⽚，对应选择即可。

其它规格依次勾选商品图⽚即可。

保存后在前台商品⻚点击不同规格时，就会显⽰不同图⽚，前台顾客体验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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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1如何使⽤商品品牌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顺利的设置好商品品牌，商品添加时选择品牌后，可以⽅便顾客
查看，也⽅便顾客使	⽤品牌搜索商品

1、商品品牌的应⽤与好处

2、设置商品品牌

1、商品品牌的应⽤与好处

商品品牌的好处：

a、使⽤品牌专区，能⽅便直观展⽰各⼤品牌

b、⽅便顾客使⽤品牌导航寻找商品

品牌在前台表现如下：

点击其中⼀个品牌进去后，如“SONY”,则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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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显⽰此品牌下的所有商品。

2、设置商品品牌

后台，依次点击	商品—商品品牌--添加商品品牌

点击添加商品品牌

商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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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设置商品品牌关键的地⽅是要关联商品类型，这样才会⽣效。

商品品牌关联商品类型后，在添加商品的时候，当选择关联的商品类型时，就会出现相关的品牌了，如
图：

选择并保存后，即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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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1什么是前台虚拟分类
虚拟分类是在原商品分类基础上，依据商品的品牌、属性、价格等条件筛选⽽形成的新分类⽅式，例如200
—300元的商品，⼥性滑盖⼿机等分类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场景的应⽤来理解什么是虚拟分类

1、什么是虚拟分类

2、虚拟分类应⽤举例

1、什么是虚拟分类

虚拟分类其实是把搜索结果当成分类名称的功能，虚拟分类是基于商品品牌、属性、分类、价格、关键词
和标签等搜索出来的结果形成的分类，仅⽤于前台。

例如现实中的图书馆，书放在哪个书架是固定的，这就好像我们的后台分类；⽽我们在图书馆找书,可以根
据书名、作者、书号、分类等⽅式来进⾏检索，这些检索的依据就相当于前台的虚拟分类。

虚拟分类适⽤于那些商品有较多属性，顾客习惯⽤各种不同的检索⽅式去找商品的商家。

例如卖⼿机的商店，在原有商品分类基础上还想实现这样的分类：⼥⼠⼿机、男⼠⼿机、商务⼿机、1000-
1999元、2000-2999元⼿机等，此时⽤虚拟分类就可以很⽅便的实现；

再例如商家想建⽴“10元专区”栏⽬，把商店全部10元内的商品都放“10元专区”栏⽬，如何来操作呢？其实
使⽤虚拟分类，就变的相当简单了：

2、虚拟分类应⽤举例

a、按适合⼈群类型分类

b、按价格区间分类

c、按商品折扣与价格专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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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之，虚拟分类可以将分布在不同分类下的商品⽤另⼀种灵活的⽅式来组合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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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2使⽤虚拟分类实现“百元促销”专区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就会设置按价格区间	“100⾄200元”	的专区栏⽬啦！

1、设置“100⾄200元”	专区的好处

2、建⽴虚拟分类名称并设置过滤条件

3、前台添加虚拟分类版块

说明：本操作的前提是商店中已经添加有商品分类，并且分类下有商品。

1、设置“100⾄200元”	专区的好处

a、可以精准在价格之间，更好的为不同层次的顾客设置价格区间导航；

b、⽆需新建商品分类就能实现，同时也⽅便后续管理

2、建⽴虚拟分类名称并设置过滤条件

后台，依次点击	商品-虚拟分类-添加虚拟分类

设置过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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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台添加虚拟分类版块

依次点击	站点-模板列表-编辑模板-可视化编辑⾸⻚：

添加版块

选择虚拟分类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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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添加的虚拟分类

添加完成

保存后浏览

前台消费者点击相应的虚拟分类，就可以到商品列表⻚浏览其中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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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分类的使⽤可以更灵活，可以在不同情况下使⽤，当⽤商品分类⽆法实现某些功能时，不防试⼀下虚
拟分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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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管理

订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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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订单流程及使⽤介绍
订单是顾客在商店购买商品后的表现。订单⽣成后，商家通过处理订单来完成款项的转移与货物的配送。
订单的处理是商店中⾮常重要的⼀个环节。

本⼩节包括7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订单处理界⾯、处理流程有⾮常清晰的了解。

1、前台⽣成订单

2、订单界⾯说明

3、订单处理流程说明

4、后台添加订单

5、订单标签使⽤说明

6、订单搜索说明

7、订单打印说明

8、ECStore与OCS联通后，订单界⾯调整说明

1、前台⽣成订单

顾客在前台购物选择物品，加⼊购物⻋，然后⽣成订单。

顾客注册会员后购买，登录会员中⼼可看到订单信息

订单流程及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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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订单也可在后台⼿动添加，稍后说明。

2、订单界⾯说明

后台，依次点击	订单-订单列表，可以看到订单界⾯

其中列出的是常⽤到的功能按钮！

在订单的后⾯部分还有配货单、购物清单的打印按钮

可以打印订单中商品的清单、给顾客的购物清单、店主配货时的配货单及快递单信息。

点击某个订单，会看到这个订单的详细信息

订单流程及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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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状态可通过对订单进⾏处理来改变

3、订单处理流程说明

⼀般情况下，商家处理订单的流程为：⽀付-->发货-->完成。退款、退货、作废在特殊情况下使⽤。

⽀付：如果顾客在订单⽣成后选择在线付款，则订单中	⽀付	会变为灰⾊，⽆法点击；如果顾客是选择的
线下付款，则商家需要确认款项到帐后点击⽀付。

发货：商家在确认顾客款项已经到帐的前提下，可以对货物进⾏	发货	处理，然后点击此按钮改变状态。

完成：当订单⽀付完成、发货完成，则商家可以选择把此订单设置为	完成	状态，设置此状态后，不能再
对此订单有任何操作(删除除外)。

说明：前台会员中⼼，订单的状态会随后台订单状态的改变⽽变化，会员可以即时看到订单处理情况！

4、后台添加订单

多数情况下，订单是在前台由顾客购物⽣成。

如果顾客是通过其它⽅式下单，⽐如电话⽅式，则商家也可在商店后台⼿动添加订单。

后台，依次点击	订单-订单列表，点击添加

然后输⼊会员名称

订单流程及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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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商品

商品添加完成

点击下⼀步后依次选择配送⽅式、⽀付⽅式

订单流程及使⽤介绍

459



新订单出现在订单列表⾥

5、订单标签使⽤说明

订单标签是⼀种分组标识，店主可以⽤标签来对订单进⾏⾃定义分组

管理：添加及删除标签

设置：在订单中使⽤已经添加好的标签

订单流程及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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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添加好的标签可编辑可删除，可重命名，可设置标签颜⾊和字体颜⾊。

最终效果

6、订单搜索说明

在对订单搜索时，可以根据多个条件进⾏查询。

也可⽤⾼级筛选来动态查询

订单流程及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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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订单打印说明

如果想⽤纸张的形式来表现订单，也可打印订单

选择订单，然后打印

⾄此，您应该对订单的处理流程及界⾯功能有了清晰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说明部分常⽤功能

8、ECStore与OCS联通后，订单界⾯调整说明

随着电⼦商务的⾼速发展，企业对业务处理流程也变的越来越复杂，ECStore的订单管理已经很难满⾜中⾼
端企业的业务需求，因此这⾥推荐ShopEx的另外⼀款产品OCS（运营协同系统），该系统主要承接了
ECStore中的相关订单作业管理⼯作。具体的订单作业流程可以参考“OCS操作⼿册”，这⾥主要介绍，在

订单流程及使⽤介绍

462



ECStore与OCS联通成功时，订单界⾯的⼀些调整。

a)	进⼊“控制⾯板”中的“数据互联”

b)	点击“新建绑定关系”，输⼊相关系统名称，点击“申请绑定”

c)	输⼊相关绑定信息，进⾏系统绑定

d)	查看绑定关系，确认系统两边都绑定完成

订单流程及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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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绑定成功后，订单相关操作将不可⽤，所有的订单操作将在OCS系统中完成

订单流程及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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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处理订单与单据管理
订单⽣成后，需要及时对订单进⾏处理，或付款、或发货，并反馈给顾客。

本⼩节包括6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掌握处理订单的详细流程。

1、编辑订单

2、收款：⽣成收款单（退款：⽣成退款单）

3、发货：⽣成发货单（退货：⽣成退货单）

4、订单的完成\作废

5、打印订单

6、跟踪物流快递单

⼀般情况下，订单处理包括编辑(⾮必须)、⽀付(⾮必须)、发货、完成；如果有异常，还会有退款、退货操
作。

1、编辑订单

订单⽣成后，如果需要对订单进⾏其它附加操作：如修改商品数量及费⽤，则需要对订单进⾏编辑。

可以编辑的订单，会在订单最前显⽰	编辑	按钮，并且本订单会⾼亮显⽰。

如果订单不需要修改，则直接进⾏下⼀步

说明：订单中有	编辑	按钮的才可以进⾏编辑操作，如果没有则说明此订单已经付款、完成或作废，不能再
编辑。

修改商品信息

修改综合信息

处理订单与单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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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款：⽣成收款单（退款：⽣成退款单）

点击某个未处理的订单，可看到订单状态及操作界⾯

⽀付按钮为可点击，付款状态为未⽀付，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种是此订单需要修改，顾客会在修改后
付款；另⼀种是此订单款项是由会员通过线下付款⽅式进⾏⽀付，需要商家在确认款到后再点击，让订单
付款状态为已付款。

假设此单需要⼿动修改，点击	⽀付，会弹出付款单

处理订单与单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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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单中信息⾃动调⽤订单内容，若有变化或记录，可在此单中操作，完成后提交。

当收款⾦额如果少于订单⾦额，则订单中付款状态会显⽰	部分付款，可点击继续⽀付

收款单会在付款结束后⾃动⽣成，可点击查看详细收款信息，供查看处理状态

收款单对收款过程进⾏了记录。

如果此单需要退款，可在订单中点击	退款，会弹出退款单

提交后，可在退款单处查看

处理订单与单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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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款项的任何操作，均可在后台查看到详细信息。

说明：如果顾客在订单⽣成后选择在线付款，则⽀付⽆须操作。直接进⼊下⼀步

3、发货：⽣成发货单（退货：⽣成退货单）

⽀付结束后，接下来就是发货

点击订单，可看到发货按钮

点击后，弹出发货单

处理订单与单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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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发货时也可少于订单上商品数量，此时就会显⽰部分发货

同样，发货单⽣成后，可在	发货单	处查看

如果顾客对商品不满，要求更换，或直接结束此单，则需要退货操作

点击退货后出现退货框

处理订单与单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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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退货单处查看详细信息

4、订单的完成\作废

发货结束后，此订单已经完成，此时可以在订单状态中点击	完成	来结束。

完成后，该订单归档并且不允许再做任何操作(删除除外)。

如果想重新⽣成订单，也可把此订单作废处理。

5、订单打印

订单结束后，如果想⽤纸张形式表现，可以选择打印，把订单详细内容全部打印进⾏记录。

处理订单与单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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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跟踪物流快递单

ECStore⽀持物流快递单跟踪查询，客服⼈员或商家不需要通过快递公司的官⽹进⾏物流查询，客服⼈员直
接通过订单详情中的“快递单跟踪”查询物流快递详情，会员也可以通过会员中⼼的订单详情直接跟踪物流快
递。当前，ECStore所⽀持的物流快递单查询的公司，如下：

分
类 快递公司名称

A AAE全球专递	安捷快递	安信达快递

B 百福东⽅	彪记快递	BHT

C 希伊艾斯快递	中国东⽅（COE）	⻓宇物流

D ⼤⽥物流	德邦物流	DPEX	DHL	D速快递

E

F fedex	⻜康达物流	凤凰快递

G 港中能达物流	⼴东邮政物流	GLS快递

H 汇通快运	恒路物流	华夏⻰物流

J 京⼴速递	急先达	佳吉物流	佳怡物流	佳怡物流	加运美

K 快捷速递

L 联昊通物流	⻰邦物流	蓝镖快递

M ⺠航快递

P 配思货运

Q 全晨快递	全际通物流	全⽇通快递	全⼀快递

S 盛辉物流	速尔物流	盛丰物流	上⼤物流

T 天地华宇	天天快递	TNT

U UPS

W 万家物流	⽂捷航空速递	伍圆速递	万象物流

X 新邦物流	信丰物流	星晨急便	鑫⻜鸿物流快递

Y 亚⻛速递	⼀邦速递	优速物流	远成物流	圆通速递	源伟丰快递	元智捷诚快递	越丰物流	韵达快运
源安达	原⻜航物流	运通快递

Z 宅急送	中铁快运	中通速递	中邮物流

客服⼈员在处理订单时，点击“发货”按钮，客服⼈员选择“快递公司”，填写快递单号后确认，即可跟踪查询
物流快递单。如图

处理订单与单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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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物流单号”

2.	 显⽰“具体快递单信息详情”

商城会员也可以通过会员中⼼的订单详情，跟踪快递单详情。具体如图下：

处理订单与单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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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如何打印订单购物清单、配货单
多数情况下，订单不需要打印，在商店后台查看即可，或者把订单导出CSV⽂件查看。但有时，需要⽤纸
张的形式把订单内容表现出来，此时就需要订单打印；到仓库中配货时，需要配货单；发给顾客的物品，
需要购物清单。通过单据打印均可把这些信息⾃动调⽤进⾏打印。

本⼩节包括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顺利完成对订单、购物清单、配货单的打印。

1、打印订单

2、打印购物清单、配货单，联合打印

3、编辑打印样式

1、打印订单

打印订单最基本的前提是需要准备打印机，并且可正常使⽤

在订单列表选择需要打印的打单

然后会新开⼀⻚，显⽰订单详细内容

如何打印订单购物清单、配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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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打印即可

2、打印购物清单、配货单，联合打印

当给顾客发货时，如果有⼀张购物清单，可以⽅便顾客查看。公司内部有时需要配货单进⾏配货，这些均
可打印。

在订单上有⼀个打印机的⼩图标，后⾯有四个按钮

购：打印购物清单

配：打印配货单

合：⼀起打印购物清单与配货单

递：打击快递单

点击购，可显⽰

如何打印订单购物清单、配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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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配，可打印配货，供仓储管理⼈员快速配货

点击合，以上两个单据会显⽰在⼀起进⾏打印

3、编辑打印样式

⼀般情况下，订单、购物清单、配货单打印时会按默认的内容与格式进⾏打印，如果想调整内容与格式，
可通过编辑打印样式来实现

如何打印订单购物清单、配货单

475



可对默认的打印样式进⾏修改

因其中内容与数据库关联⽐较⼤，建议修改时⼀定要⼩⼼，尽量请专业⼈⼠修改。

如果修改出错，可点击左下⻆恢复初始样式恢复默认内容。

⾄此，您应该可以对单据进⾏流畅的打印了。

如何打印订单购物清单、配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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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管理

售后服务管理

477



9.2.1售后服务功能使⽤说明
售后服务主要是顾客收到货物后的反馈，⽐如某个商品有问题，需要退或换，此时可在会员中⼼申请售后
服务.售后服务会让⽤⼾感觉更专业，顾客必须注册为会员后才能使⽤售后服务。

本⼩节分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让您的商店开启售后服务，并能处理售后服务请求。

1、售后服务的公告设置

2、会员使⽤售后服务

3、处理售后服务

1、售后服务的开启

后台，依次点击	站点-售后服务配置，设置售后服务须知

输⼊规则内容并保存，这些内容将显⽰在前台会员中⼼的售后服务处，如某会员登⼊后

售后服务功能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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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的售后服务

2、会员使⽤售后服务

如果顾客收到的商品有问题，或退货，或更换时就可以使⽤售后服务。

登陆会员中⼼后申请退换货

说明：订单中只有已经付款并且是发货状态的才可申请售后服务！

点击申请

售后服务功能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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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写完后，提交即可

3、处理售后服务

后台，售后服务列表，可看到提交的申请

点击可显⽰详细信息

售后服务功能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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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审核中

前台会员中⼼处会看到状态改变

点击接受申请

然后可以给会员留⾔

此时，会员中⼼会显⽰	通过审核

如果点击	拒绝，则会员中⼼会显⽰，审核未通过

售后服务功能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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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通过这个通道，可以⽅便商家与顾客的快速反馈。

售后服务功能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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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单管理

快递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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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打印快递单
顾客在前台下订单后，商家发货时，需要填写物流单据，当发货量⽐较⼤时，效率就会低。快递单打印可
以⾃动调⽤相关信息，由系统打印完成，当发货量⽐较⼤时，会极⼤提⾼订单处理的效率。

本⼩节分3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选择相应的快递单模板，并进⾏打印

1、设置发货信息管理

2、启⽤内置快递单模板

3、打印快递单

说明：打印快递单的前提条件是要有针式平推打印机！其它打印机暂不能完成此任务！

1、设置发货信息管理

打印快递单时，会⾃动调⽤系统内置的发货信息出现在快递单中，因此发货信息需要预先设置

后台，依次点击	订单-快递单管理-发货信息管理

点击添加

打印快递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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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的所有信息会⾃动在快递单中调⽤。

2、启⽤内置快递单模板

先在后台导⼊新的快递单模板（如果已经有模板，可直接使⽤）

上传本地模板

浏览上传后，即可以看到

打印快递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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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某模板，会显⽰此快递模板的全部内容，可据实际情况进⾏修改

编辑完毕并启⽤

说明：打印快递单时，只显⽰启⽤的模板！

3、打印快递单

在订单列表中，选择某个订单，点击上⾯的递

点击后，打开新⻚⾯，此处为订单内容及快递单模板

打印快递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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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的单据点击相应的物流公司

⽐如选择	EMS

点击此⻚⾯的确认，则会调⽤保存的信息，并出现快递单⻚⾯

打印快递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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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打印就可以了

您可以根据⾃⼰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模板，在处理订单时会给您节省⼀定的时间。

打印快递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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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编辑快递单模板
⽬前系统内置了⼤部分常⽤快递单模板，商家可以⾃⼰编辑、上传、下载模板。

本⼩节包括4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会对快递单模板有深⼊的了解！

1、下载与导⼊快递单模板

2、编辑快递单模板

3、添加相似快递单模板

4、添加新快递单模板

1、下载与导⼊快递单模板

如果⾃⼰对内置快递单模板进⾏过修正或其它编辑，可以把此模板下载进⾏备份，或上传到其它ECStore站
点。

也可以上传其它ECStore⽹站提供的快递单模板，在本站中使⽤。

下载：在要下载的快递单模板上点击	下载模板	即可

下载的⽂件为	.	dtp格式的⽂件，请认真保存。

导⼊：点击导⼊模板，然后选择	.	dtp格式的快递单模板即可

编辑快递单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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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快递单模板，上传即可

2、编辑快递单模板

如果对快递单模板的默认内容不满意，可以随时进⾏调整

在相应快递单模板上点击	编辑

会弹出订单的编辑界⾯

编辑快递单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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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背景图可以随时删除、更换、移动！

发货信息及收货信息区内容均可修改显⽰位置

打印项内容也可根据需要另外添加

3、添加相似快递单模板

如果新添加的快递单模板与内置的某个模板⽐较相似，也可以⽤添加相似单据的⽅式快速添加；

在相似的模板上点击	添加相似单据

编辑快递单模板

491



具体内容

注意上传的图⽚最好与内置快递单的图⽚尺⼨相符

4、添加新快递单模板

添加新快递单模板的⽅式与上⾯相似

点击添加模板

编辑快递单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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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先上传新单据的图⽚

图⽚最好⽤分辨率⾼的扫描仪进⾏处理，效果会更好。

图⽚上传结束后，根据图⽚中内容项位置添加相应打印项就可以

⾄此，您应该可以对内置的快递单进⾏编辑，并可添加新的快递单单据！

编辑快递单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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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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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定时任务
10.1.1队列管理

ECStore系统的队列可在，系统-定时任务-队列管理中查询

10.1.2	定时任务

Ecsotre可以通过对计划任务的执⾏做设置，以及⼿动执⾏

可以点击编辑对任务执⾏时间做调整，以及开启，关闭。

脚本计划执⾏时间例⼦如下：

定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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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0-4	*

表⽰每天凌晨0点到4点每30分钟调⽤⼀次脚本

定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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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数据通道
10.2.1数据通道配置

ECStore提供了两种通道与后端OCS系统进⾏连接，现在你可以在后台的数据通道配置选择连接的是公有
矩阵还是集通矩阵

在配置集通矩阵时，需获取集通矩阵的相关信息，获取⽅式在输⼊栏右侧已做说明

注:当切换公有，集通矩阵时需解绑ECStore与OCS的绑定关系	

数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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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队列导⼊导出
ECStore系统需要⽤⼾配置FTP服务器⽤来存放批量导出的数据以及批量导⼊的结果，如果没有配置正确的
FTP信息，则⽆法	正确的进⾏导⼊和导出操作。

注：提供的FTP需要读写权限，请配置前先检查是否有读写权限

10.3.1	FTP配置

获取你的FTP配置信息，点击FTP配置，输⼊相应数据后保存，即可导⼊导出数据。

10.3.2导出队列

系统后台导出任务执⾏后，在此处下载导出⽂件

10.3.3导⼊队列

系统后台导⼊任务执⾏后可以查看导⼊队列情况，并做相应操作

队列导⼊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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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导⼊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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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志

同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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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志管理
Ecsotre系统的联通⽇志信息可在同步⽇志-同步⽇志管理内查询，类型包含订单，会员，商品同步⽇志。

同步⽇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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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	所有
Ecsotre与后端所有同步⽇志信息查询

⽇志包含各个同步状态，并可进⾏⾼级筛选

同步⽇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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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2	成功
⽇志状态为同步成功的⽇志信息

同步⽇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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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3	运⾏中
正在运⾏中的⽇志信息

同步⽇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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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4	请求失败
请求失败的⽇志信息，可以在操作处点击重试

同步⽇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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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5	响应失败
后端响应失败的⽇志

同步⽇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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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6	发起中
⽇志状态为发起中的⽇志

同步⽇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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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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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移动商城2.0安装
移动商城2.0为ECStore2.0的APP应⽤，如需使⽤，必须在后台的“应⽤中⼼”中将其安装

安装流程：

1、	管理员登录后台系统，点击右上⻆导航栏处的“应⽤中⼼”，进⼊“应⽤中⼼”

2、	找到“移动商城2.0”，安装该APP

3、安装完毕后，后台导航菜单栏中出现“移动”菜单

移动商城2.0安装

509



11.2开启移动商城
安装完移动商城2.0的APP后，商城状态默认是“关闭”的，需前往”移动“—”基本配置“中⼿动开启。

开启⼿机商城：

1、	点击导航栏中的”移动“，进⼊”移动“⻚

2、点击⻚⾯左侧菜单中的”基本配置“,	进⼊”基本配置“⻚

3、点选“是否开启⼿机平台”处的“是”后，点击⻚⾯下⽅的“确认”按钮

开启商城后，就可以去前台访问移动商城2.0啦

访问移动商城：

1、	安装完移动商城后，系统会⾃动⽣成移动商城域名，格式为:http://您的商城域名/index.php/wap，可以
使⽤该域	名登陆移动商城。

2、	也可以使⽤⼿机直接访问⽹站域名，⻚⾯会⾃动跳转⾄移动商城。

开启移动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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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列表
移动商城2.0⾃带⼀套默认的标准模板，并且已经添加好挂件，您也可以根据⾃⼰的喜好来编辑模板

模板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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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模板管理
模板可随时在后台进⾏编辑

进⼊后台依次点击“移动”—“模板列表”

如果要修改当前模板⻚⾯中内容，或重新调整版块，就需要对模板进⾏编辑

进⼊模板编辑界⾯

模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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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模板编辑
可视化编辑：为直接在前台⻚⾯上进⾏修改，较为直观，适合多数使⽤者。

删除：删除按钮就会永久删除此⻚⾯，⽤⼾在删除⻚⾯之前最好先做⼀下备份，以免删除之后带来的不便

清除模板缓存：清楚当前模板缓存，当对模板进⾏过修改或模板发⽣异常时，可⼿动进⾏清空

添加新模板⻚⾯：专业⼈员使⽤。

模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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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基本信息
当前模板的⼀些基本信息，包括名称、对应版本、作者信息等。

下载模板：可把当前已安装的模板，下载为本地⽂件，这样可以与他⼈共享⾃⼰的模板

备份与还原：可对当前模板的设定与编辑进⾏备份，以后可直接还原为备份前的设定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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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配置挂件
进⼊模板的“可视化编辑”，即可对模板⻚⾯中的挂件进⾏配置

模板中按前台表现形式对版块进⾏了分类，主要是商品相关、⽂章相关、辅助信息、注册登录。每⼀分类
包括了多种表现形式

不同具体版块，如下例：

挂件的添加、删除与编辑

1.	在可视化编辑中添加挂件

以⾸⻚主⼴告挂件为例：

进⼊模板管理⻚⾯，展开模板的模板编辑界⾯，点击⾸⻚的“可视化编辑”按钮

配置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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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空挂件位，或点击任意已添加挂件的“添加挂件”按钮

	

在弹出的挂件列表⻚中找到“⾸⻚主⼴告”挂件，点击添加。

配置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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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挂件配置窗⼝，会显⽰挂件的具体配置内容

点击添加图⽚后，可以对图⽚进⾏配置

配置完后，保存修改，并保存模板后，挂件的添加就完成啦！

配置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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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可以去移动商城的⾸⻚看看添加的挂件了

2.	在可视化编辑中编辑、删除挂件

如果对已添加的挂件感到不满意，可以对挂件进⾏编辑和删除。

在可视化编辑中，点击任意挂件的编辑按钮，可以对挂件进⾏编辑。

配置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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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视化编辑中，点击任意挂件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选择的挂件。

注意事项：对挂件进⾏添加、编辑、删除操作后，建议维护⼀下挂件，并清理下模板缓存。

3.	标准模板⾃带挂件配置说明

移动商城的标准模板⾃带以下9个挂件：

挂件名称

商城Logo logo

商品搜索 search

⾸⻚主⼴告 main_slide

⾸⻚配图商品展⽰ index_goods

登录挂件 topbar_member

⾸⻚⽤⼾评论 comment

⾸⻚普通商品展⽰ index_tab_goods

热卖品牌 brand_list

⾸⻚主商品分类 goodscat

A、商城logo

挂件⽆需配置，直接调⽤系统设置的⼿机商城logo图

配置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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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后，挂件展⽰效果

B、商品搜索

挂件⽆需配置，直接添加即可

添加后，挂件展⽰效果

C、⾸⻚主⼴告

详细请⻅：在可视化编辑中添加挂件

D、⾸⻚配图商品展⽰

挂件可以配置最⼤展⽰商品数量（可选值在1-10之间，最⼩为1，最⼤为10，超出以10为准），板块标
题，标题背景⾊及展⽰商品

配置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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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后，挂件展⽰效果

E、登录挂件

挂件⽆需配置，直接添加即可，在前台提供会员的注册、登录⼊⼝

添加后，挂件展⽰效果

配置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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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评论

挂件可配置需要显⽰的最⼤评论数，挂件中显⽰的评论按评论时间降序，展⽰最新的评论信息

添加后，挂件展⽰效果

G、⾸⻚普通商品展⽰

挂件可配置需要显⽰的商品及最⼤显⽰数量（可选值在1-4之间，最⼩为1，最⼤为4，超出以4为准）

配置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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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后，挂件展⽰效果

H、热卖品牌

挂件可配置需要显⽰的最⼤品牌数

配置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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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后，挂件展⽰效果

I、⾸⻚主商品分类

挂件⽆需配置，直接调⽤后台分类数据

添加后，挂件展⽰效果

配置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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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基本配置
1.	⼿机商城logo

管理员后台设置⼿机平台LOGO后，⼿机平台前台LOGO改变成设置后的LOGO，图⽚⽀持为gif,jpg,png。
设置的LOGO图⽚⼤⼩固定。

商店LOGO更换：

后台依次点击“移动”—“基本配置”，点击“⼿机商城LOGO”处的“选择”按钮。

在展开的图⽚上传界⾯中，可以使⽤本地上传、⽹店图库、互联⽹图⽚三种⽅式进⾏图⽚上传。

上传LOGO图⽚后，进⼊前台可以查看所配置的logo图。

2.	苹果桌⾯图标

可为苹果设备⽤⼾在桌⾯建⽴⼀个图标，是⼀个快速进⼊商城的途径。

图标更换：

后台依次点击“移动”—“基本配置”，点击“苹果桌⾯图标”处的“选择”按钮。

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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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开的图⽚上传界⾯中，可以使⽤本地上传、⽹店图库、互联⽹图⽚三种⽅式进⾏图⽚上传

上传LOGO图⽚后，使⽤苹果safari浏览器的“添加到主屏幕”功能⽣成的图标即是所配置的图标

3.	⼿机商城名称

提供⼿机商城的名称设置，设置后名称后，⼿机商城前台⾸⻚title为设置后的商城名称。

配置⼿机商城名称：

后台依次点击“移动”—“基本配置”，在“⼿机商城名称”处输⼊⾃⼰⼼仪的商城名称。

4.	商城⼿机状态设置

提供管理员开启或者关闭⼿机平台的运营

运营管理员选择开启⼿机平台，移动商城⼿机平台即可被浏览者/消费者访问。

运营管理员选择关闭⼿机平台，移动商城⼿机平台即不可被浏览者/消费者访问。访问⼿机商城域名后⾃动
跳转⾄商城标准平台。

具体开启/关闭步骤：⻅“开启移动商城2.0”

5.	扫购模式开关

该功能可以让客⼾在PC商城前台商品详情⻚中⽤⼿机的⼆维码扫⼀扫功能进⾏购物和⽀付

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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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注册协议

管理员设置⼿机平台注册协议，只有同意该协议后，才能注册成为会员。设置协议后，前台注册⻚⾯的“同
意注册协议”链接为	该协议⽂章地址。

配置注册协议：

后台依次点击“移动”—“基本配置”，在“注册协议”处配置注册协议。

进⼊前台的注册⻚⾯，点击“同意注册协议”链接，显⽰后台所配置的“注册协议”

7.	⽹⻚底部信息

管理员展⽰⼿机平台的版权、服务等信息，置于⻚⾯底部

底部信息配置：

后台依次点击“移动”—“基本配置”，在“⽹⻚底部信息”处配置底部信息。

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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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毕后，可在⼿机商城前台⻚⾯底部查看所配置的信息

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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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商城前台

移动商城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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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
⾸⻚的样式主要以添加相应的挂件来展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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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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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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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注册⻚
点击⾸⻚登录挂件中的“注册”按钮或者底部的“注册”链接，可以进⼊注册⻚

⼿机商城注册⻚的注册项是独⽴的，不受ECStore后台会员注册项控制。

移动端注册只能⽤⼿机号码进⾏注册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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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登陆⻚
点击⾸⻚登录挂件中的“登录”按钮或者底部的“登录”链接，可以进⼊登录⻚。

⼿机商城登录与PC端保持⼀致，允许使⽤⽤⼾名和邮箱来进⾏登录。

⽤⼾在填写完账号及密码信息后，可以使⽤“记住我”功能（默认勾选），在⽤⼾没有清除浏览器cookie	的
情况下，再次打开	登录⻚，为⽤⼾保留账号信息，⽤⼾登录时只需要输⼊密码及验证码。

会员登录成功后，⾸⻚的登录挂件会显⽰⽤⼾的登录信息，会员若想退出登录，可以点击挂件上的“退出”按
钮

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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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商品分类⻚
点击顶部或底部导航栏中的“商品分类”，可进⼊商品分类⻚

每个分类列表显⽰其⼦分类和“查看全部商品”按钮。

若分类下有⼦分类，显⽰“查看全部商品”和其下所有⼦分类，点击“查看全部商品”按钮进⼊该分类的商品列
表⻚

若分类没有⼦分类，则点击进⼊该分类的商品列表

商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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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商品列表⻚
通过商品分类、商品品牌、搜索可以进⼊商品列表⻚。

商品列表⻚允许会员对商品进⾏默认、价格、销量⽅⾯的排序，同时也提供商品属性上的筛选

点击筛选后，弹出筛选对话框，选择筛选条件后，点击筛选按钮，关闭弹出框，并刷新商品列表，显⽰相
应的筛选结果。

商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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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商品详细⻚
通过在商品列表⻚点击商品图⽚等途径可以进⼊商品详细⻚。

会员在商品详细⻚能够查看商品的各个详细信息，并可以将商品加⼊购物⻋，或者直接购买商品。

下图展⽰出了商品详细⻚的各个区域，我们根据此图来对商品详细⻚进⾏说明

1.	商品图⽚

商品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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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品图⽚，可以使⽤滑动操作来查看图⽚

2.	商品名称及价格

展⽰商品的名称及价格信息，点击会员价后，弹出所有会员等级价格

3.	促销信息栏

展⽰促销类型的标签，包括商品促销和订单促销，点击促销信息栏，弹出促销详情

4.	规格

展⽰商品的规格，点击规格值后，展开规格选择界⾯，选择完规格值后，收起规格选择界⾯

5.	按钮(⽴即购买、加⼊购物⻋、收藏)

⽴即购买—直接跳转⾄商品结算⻚

加⼊购物⻋—将所选商品加⼊购物⻋中

收藏—收藏商品，收藏过的商品“收藏”按钮会变为“已收藏”

6.	基本信息

展⽰商品的基本信息，如品牌、货号、分类、属性等

7.	商品详情

展⽰管理员在后台所配置的商品详细信息

8.	⽤⼾评论

商品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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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商品评论信息

会员在收到货品后，可对货品进⾏评价，管理员或其他会员可对评价进⾏回复

9.	商品咨询

显⽰商品咨询信息

会员可对商品进⾏咨询，管理员或其他会员可对咨询进⾏回复。

商品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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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7购物⻋⻚
会员可将想要购买的商品加⼊购物⻋中，购物⻋⻚展⽰了会员当前所购买的商品信息及获得的优惠信息，
帮助⽤⼾顺利完成订单商品确认

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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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8订单结算⻚
会员可在订单结算⻚选择收货地址、⽀付⽅式、配送⽅式，使⽤所持有的积分和优惠券，最后提交订单。

下图展⽰出了订单结算⻚的各个区域，我们根据此图来对订单结算⻚进⾏说明

1.	收货地址

订单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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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可以添加、使⽤属于⾃⼰的收货地址，每个会员最多可以添加10个收货地址

2.	配送⽅式

会员选择收货地址后，配送⽅式栏会展开显⽰⽀持会员地址所在地区的全部配送⽅式

3.	⽀付⽅式

会员可以选择移动商城特有的⽀付⽅式，如移动⽀付宝等，移动商城的⽀付⽅式不与pc端⽀付保持⼀致

订单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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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在移动商城中下的订单可以在pc端更改⽀付⽅式，进⾏⽀付

4.	商品清单

显⽰会员选购的商品信息（商品图⽚、名称、规格、价格、数量、促销活动等）

5.	订单留⾔

会员可在订单中给管理员留⾔

6.	积分抵扣

管理员如果在后台将积分设置为⽤于抵扣，会员可在订单结算⻚使⽤持有的积分进⾏抵扣。

订单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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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优惠券

会员可在订单结算⻚使⽤持有的优惠券，会员可通过选择已有优惠券或输⼊优惠券码来定位需要使⽤的优
惠券。

使⽤⽅式⼀、选择优惠券

订单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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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式⼆、输⼊优惠券码

8.	订单优惠

会员可在此查看已享受到的订单优惠信息

9.	结算信息

会员可在此处查看订单的结算信息

订单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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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订单提交按钮

提供顶部、底部两个订单提交按钮，帮助会员更快捷的提交订单

订单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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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9⽀付⻚
会员提交订单后，⻚⾯会跳转⾄⽀付⻚

使⽤不同的⽀付⽅式，⽀付⻚的呈现⽅式会有所不同

在线⽀付（如移动⽀付宝、预存款）

线下⽀付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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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到付款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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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551



11.5.10会员中⼼
会员可在会员中⼼⾥管理⾃⼰的订单、收藏、收货地址、预存款、积分等

会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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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1申请退换货
售后服务主要是顾客收到货物后的反馈，⽐如某个商品有问题，需要退或换，此时可在会员中⼼申请售后
服务.售后服务会让⽤⼾感觉更专业，顾客必须注册为会员后才能使⽤售后服务。

本⼩节分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让您的移动商城具备退换货能⼒。

1、消费者在移动端发起退换货申请

消费者依次进⼊移动商城2.0的个⼈中⼼，此时可以查看到“申请退换货”的发起⼊⼝。（请确定ECStore版
本不低于2.3.49）

此时，消费者可以看到符合退换货条件的订单列表，点击[申请售后服务]则对当前订单发起售后申请

申请退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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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在退换货申请⻚⾯依次填写以下内容（如下图所⽰）

1.	 退换货类型（是退货还是换货）

2.	 选择商品（根据具体需求选择符合退换货条件的商品及其数量）

3.	 填写申请理由（简单描述消费者发起售后的原因）

4.	 详细描述（该内容为选填，可输⼊对申请理由的补充说明）

5.	 同意协议（发起售后⾏为需同意当前商家设定的退换货政策以及补充规则，点击“”）

6.	 提交按钮（点击提交，则发起退换货申请）

申请退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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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者查看退换货记录

消费者依次进⼊移动商城2.0的个⼈中⼼，此时可以查看到“退换货记录”的查看⼊⼝

申请退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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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点击[退换货]记录则可以看到以往发起的退换货申请，点击[查看]则可以看到退换货申请的详情。
（如下图所⽰）

申请退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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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退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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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2领取优惠券
优惠券是商家开展促销活动、提升交易转化的重要⼿段，为了提⾼移动端	转化率，实现以“券”为核⼼的销
售⾏为。ECStore推出了移动端领取优惠券挂件功能，

（P.S⽬前优惠券仅⽀持活动期间相同类型⼀⼈领⼀张。）

本节共包含两部分，通过本节内容，您可以完成优惠券的设置功能。

1.	 优惠券领取的设置

2.	 配置领取优惠券挂件

1.	优惠券领取的设置

管理员依次进⼊到[营销]—{优惠券列表}，点击[新增]优惠券。此时可以看到优惠券的获取⽅式。因为涉及
到领取业务，所以将其设置为“领取”与领取上限（本系列的总共领取上限，建议不要设置太⼤，正常情况下
⼏千到⼏万即可。）

（P.S	获取类型为“领取”的优惠券不会出现在“积分兑换优惠券”的列表中）

2.	配置领取优惠券挂件

管理员依次进⼊到[移动端配置]—[模板列表]—[可视化编辑]，点击“添加挂件”后可以查看到领取优惠券的挂
件。

领取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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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商城领取优惠券挂件共有两种展⽰形式。（您可以针对您⾃⼰的需要进⾏⾃由设置）

类型⼀	

类型⼆	

选择了类型后，您可以设置放置于挂件中的优惠券。（按CTRL键可以进⾏多选，多选的挂件也会以相同的
⽅式展⽰在前端商城中，如下图）

消费者点击可以获取到相应的优惠券。

领取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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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3移动端⾃定义⻚⾯
考虑到商家在平时开展的营销活动中都需要特定的展⽰⻚⾯，ECStore推出了⾃定义活动⻚⾯的功能，该⻚
⾯具备⾼开放度的特性，共装有7个挂件槽⼝，商家可以在该⻚⾯上以放置挂件的⽅式进⾏⻚⾯的装点。若
客⼾对⻚⾯的个性化要求较⾼，也可以让其技术⼈员直接修改代码来达到想要的效果。

通过本节，您可以完成移动端⾃定义活动⻚⾯的设置

1.	 ⾃定义⻚⾯的编辑

2.	 新增⾃定义活动⻚⾯

3.	 ⾃定义活动⻚⾯管理

1.	⾃定义⻚⾯的编辑

由于活动⻚的设置是依照于模板⻚⾯的编辑来定的，所以管理员需要先在模板⻚⾯新开⼀个活动⻚⾯

管理员依次打开[移动]—[移动端配置]—[模板列表	]，进⼊当前模板的[⻚⾯管理]栏⽬管理

移动端⾃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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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好了后，管理员可以对⻚⾯进⾏[可视化编辑]或者直接修改代码。

2.	新增⾃定义活动⻚⾯

在编辑好了活动⻚⾯的基础上，管理员需要将其与新增的⻚⾯关联起来。

管理员依次进⼊到[移动]—[移动端配置]—[活动⻚管理]，点击[新增]，设置好名称并选择对应设置的活动
⻚。

移动端⾃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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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点击[预览]后可以查看到刚刚编辑好的⻚⾯展⽰效果，管理员可以复制当前⻚⾯的链接，链接可以放
在移动商城的任何地⽅，⽐如⾸⻚轮播⼴告或其他地⽅。

放置成功后，消费者就可以通过链接进⼊到相应的活动⻚⾯了。

3.	⾃定义活动⻚⾯管理

管理员可以在活动⻚管理⻚⾯对已添加的⻚⾯进⾏[编辑]和[删除]操作。

移动端⾃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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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商城
企业⽤⼾能够在ECStore后台设置连通微信公众帐号，⽅便⾼效的与⽤⼾进⾏互动与消息交互，也能够将移
动与微信公众帐号紧密结合，⽤⼾⼀键免登即拥有会员权利，也能使⽤微信⽀付进⾏付款购物，让企业⽣
意和服务发布到微信公众帐号中，拓展移动电⼦商务的互动、交易、服务的接触点获取更⼤的利润。

微信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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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微信商城配置
1.	绑定微信公众帐号

⽤⼾在使⽤微信商城前，⾸先需在控制⾯板内绑定微信公众帐号。

点击添加公众帐号如下：

微信商城配置

564



这些参数都会在微信公众平台【设置】—【公众号设置】以及【开发】—【公众号设置】中查找到。

微信商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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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配置token	和url

微信公众帐号信息保存后会⽣成url与token，当保存后登录登录公号平台mp.weixin.qq.com开启开发模式并
配置

微信商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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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微信公号平台mp.weixin.qq.com，登录微信服务/订阅号，进⼊【开发】—【基本配置】配置token及url

如图：

以下情况适⽤于拥有⾼级接⼝权限的微信帐号-

进⼊我的服务-OAuth2.0⽹⻚授权，配置授权回调域名，域名地址为ECStore站点地址，如图：

微信商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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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众帐号添加绑定后，可⾄移动-微信商城添加互动等相关数据内查看使⽤绑定的帐号

微信商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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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配置

基本配置为⽤设置微信商城的基本信息包含：商城logo,名称，简介。

此处可以设置以上基本信息分享到的相应⻚⾯

微信中的显⽰效果：

微信商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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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微信信任功能配置
微信信任登陆功能，将移动与微信公众帐号紧密结合，⽤⼾⼀键免登即拥有会员权利，也能使⽤微信⽀付
进⾏付款购物。商家需要在后台设置微信信任登陆功能，将⽤⼾进⾏绑定。

本⼩节包括2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掌握微信信任登陆功能的配置

1、商家配置绑定账号时显⽰的内容

2、触发免登绑定的⽅法

1、商家配置绑定账号时显⽰的内容

微信商城配置-微信账号绑定⻚⾯内配置【未绑定状态友好提⽰回复⽂本】和【绑定成功⻚⾯友好提⽰⽂
本】。此处配置的是绑定账号时显⽰的内容，不是触发绑定的事件。

2、触发信任登陆绑定的⽅法（⽬前共有两种⽅式实现微信信任登陆）

（1）、微信消息互动

（2）、微信⾃定义菜单

（1）、微信消息互动

【微信消息互动】触发免登绑定是通过绑定【是否需要检查免登绑定】的⽂字消息或者图⽂消息来实现
的。触发消息互动，在回复指定的⽂字消息或者图⽂消息时，⽂字消息如果【是否需要检查免登绑定】选
择了，会检查是否登录，没有登录会发出链接，让⽤⼾点击链接绑定账号。

添加【是否需要检查免登绑定】的⽂字消息或者图⽂消息

微信信任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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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消息互动，绑定添加的⽂字消息或者图⽂消息

（2）、微信⾃定义菜单

微信⾃定义菜单来触发绑定免登账号，需要选择回复类型为⾃定义链接，⾃定义链接为授权⻚⾯，或者是
【需要检查免登绑定】的⽂字消息或者图⽂消息。

后台-移动-微信⾃定义菜单-添加菜单

微信信任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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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选择回复类型为⾃定义链接，⾃定义链接为授权⻚⾯

需要选择回复类型为⽂字消息，在⽂字消息中附带链接

微信信任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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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微信端发送消息，当⽤⼾免登状态验证为未绑定时显⽰配置的提⽰⽂本，如图

微信信任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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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请点击这⾥进⾏绑定”链接

微信信任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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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商城⽤⼾登录，登录成功后提⽰绑定成功

微信信任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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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后⽤⼾再次发送消息显⽰为配置的授权信息

微信信任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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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会员中⼼链接后可免登进⼊会员中⼼

微信信任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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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微信公众号场景下⽤微信⽤⼾绑定商城会员的情况，系统⽀持记录微信⽤⼾的昵称，且在会员列表
中展⽰，⽅便管理员进⾏识别。

微信信任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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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微信免登
为了减少购物环节（注册），提⾼移动触点的交易转化率，ECStore推出了微信免登的功能。

微信免登不同于微信信任登陆，微信信任登陆是需要消费者先绑定⼀次后。⽽微信免登不需要消费者登陆
绑定，在消费者进⼊到商城的⼀刻，系统会⾃动根据其会员⾝份默认为登陆状态。

此功能也通过⾃定义菜单来实现，	但区别于“对接朋客的版本”，建议不要与之混淆。

(除了移动商城⾸⻚，其他⻚⾯包括⾃定义⻚⾯都可以实现微信免登)

通过本节，您可以完成微信免登的操作。

1.	 开启微信免登

2.	 关闭微信免登

1.	开启微信免登

管理员依次进⼊到[移动]—[微信商城配置]—[基本配置]，可以看到“是否开启微信免登”的选项。

管理员开启了“微信免登”后，“⾃定义菜单”⾥的链接都会变成可以完成免登的链接。

由于微信公众账号的⾃定义菜单不是实时更新的，所以需要管理员⼿动将⾃定义菜单的链接重新更新到微
信端。

管理员依次进⼊到[移动]—[微信⾃定义菜单]，点击【更新】将可以免登的链接更新到微信端

微信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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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消费者点击⾃定义菜单进⼊到商城时，系统会默认消费者的微信⾝份为登陆状态。

2.	关闭微信免登

管理员依次进⼊到[移动]—[微信商城配置]—[基本配置]，可以看到“是否开启微信免登”的选项。

若商家需要关闭微信免登服务，则需要先关闭该选项，并按照“开启微信免登”的流程再次更新⾃定义菜单的
链接。

微信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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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微信商⼾功能
1.	商⼾功能信息

如果你正在签约公众平台商⼾功能，请将下⾯"⽀付授权⽬录，⽀付请求实例，⽀付回调URL，维权通知
URL，告警通知URL"中的内容复制粘贴⾄

微信公众平台	->	服务	->	服务中⼼	->商⼾功能	的申请表单填写项中

完成商⼾功能的申请。

点击“微信⽀付设置”

微信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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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后在微信商城购买商品使⽤微信⽀付⽅式

⽀付完成后返回微信商城

微信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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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告警通知数据

此处显⽰微信向商⼾发送的告警通知数据

微信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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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微信消息管理
1.	⽂字消息列表

⽂字消息列表为⽤⼾管理微信商城⽂字信息的功能界⾯，⽤⼾可对⽂字消息做新增，编辑，删除操作

点击添加⽂字消息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依次设置消息名称，免登绑定检查，⽂字消息内容-内容不能超出1200个字符（600个汉字）

微信消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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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成功后，该⽂字消息可利⽤于微信消息互动以及⾃定义菜单，根据⽤⼾的需求选择该⽂字消息。

2.	图⽂消息列表

图⽂消息列表为⽤⼾管理微信商城⽂字信息的功能界⾯，⽤⼾可对图⽂消息做新增，编辑，删除操作

点击添加封⾯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微信消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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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添加成功后，添加该封⾯的⼦图⽂。⼦图⽂数量限制为8条

点击添加⼦图⽂

微信消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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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排序顺序数字越⼩越靠前，⼦图⽂排序与封⾯排序分离

添加的图⽂数据在微信的显⽰如下图显⽰：

微信消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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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微信消息互动
1.	关注⾃动回复

设置关注⾃动回复信息，当⽤⼾关注微信服务/订阅号时，微信商城⾃动回复设置的信息

⽤⼾可设置⽂字，图⽂信息类型

依次进⼊移动-微信消息互动-关注⾃动回复，点击绑定信息

在绑定消息对话框选择⾃动回复绑定的微信公众帐号，消息类型，列表中选择消息并保存

⼀个公众微信帐号只可绑定⼀条⾃动回复信息，不可绑定多条

绑定后关注该公众帐号效果如下(⽂字消息)：

微信消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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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息⾃动回复

设置消息⾃动回复信息，当⽤⼾向微信服务/订阅号发送消息时，微信商城⾃动回复设置的信息

⽤⼾可设置⽂字，图⽂信息类型

依次进⼊移动-微信消息互动-消息⾃动回复，点击绑定信息

微信消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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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绑定消息对话框选择⾃动回复绑定的微信公众帐号，消息类型，列表中选择消息并保存

⼀个公众微信帐号只可绑定⼀条⾃动回复信息，不可绑定多条

绑定后向该公众帐号发送消息效果如下(图⽂消息)：

微信消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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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词⾃动回复

设置关键词⾃动回复信息，当⽤⼾向微信服务/订阅号发送消息时，微信商城⾃动回复设置的信息

⽤⼾可设置⽂字，图⽂信息类型

关键词提供了灵活的⾃动回复机制，系统会根据⽤⼾微信消息内的⽂字判断⾃动回复的信息

依次进⼊移动-微信消息互动-关键词⾃动回复，点击绑定信息

微信消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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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绑定消息对话框选择关键词回复绑定的关键词，微信公众帐号，消息类型，列表中选择消息并保存

⼀个公众帐号可绑定多条关键词

绑定后向该公众帐号发送关键词效果如下(⽂字消息)：

微信消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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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信多客服功能配置

微信多客服功能的配置是为了⽅便商家与消费者交流，了解消费者需求、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微信多客服
功能是由消费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后台所绑定的关键词⽽触发的关键词⾃动回复，触发后，消费者所发
送的消息将显⽰在PC客⼾端，客服在PC客⼾端可以进⾏回复。

本⼩节包括4部分，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对ECStore中微信多客服部分有⼀定了解。

1、微信公众平台多客服配置

2、ECStore后台多客服配置

3、客服如何使⽤多客服PC客⼾端

4、客服如何实现与消费者的互动

1、微信公众平台多客⼾配置

微信消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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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功能-“多客服”：

点击“下载客⼾端”下载多客服客⼾端：

点击“添加客服⼯号”来开通⼈⼯客服权限：

上传头像、添加⼯号、昵称、密码，点击“确认添加”后，完成创建。

2、ECStore后台多客服配置

在ECStore后台，依次点击“移动”-“关键词⾃动回复”-“绑定消息”：

微信消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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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触发关键词⾃动回复的关键字，并选择“多客⼾提⽰消息”：

微信消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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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成后，当消费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后台所绑定的关键词，则会触发关键词⾃动回复。消费者所发
送的消息将显⽰在多客服PC客⼾端。

3、客服如何使⽤多客服PC客⼾端

打开多客服客⼾端，并进⾏登录：

登陆成功后，显⽰界⾯如下：

4、客服如何实现与消费者的互动

⾸先，消费者向微信公众号发送后台所绑定的关键字，如“客服”：

微信消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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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客⼾PC客⼾端，将显⽰有1⼈等待接⼊：

微信消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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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1⼈等待接⼊”框，出现“未接⼊客⼾列表”：

或者可以选择左下⻆⾃动接⼊选项：

微信消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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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关闭”、“仅转接”或接⼊⼈数。

选择客⼾，并“接⼊”，客服与消费者就能进⾏交流。

微信消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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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后，客服就能与消费者交流，了解消费者需求、解决消费者的问题。

微信消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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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7微信⾃定义菜单
管理员可以在“微信⾃定义菜单”中管理⾃定义菜单，包括添加菜单、编辑菜单、删除菜单以及更新菜单

以下是微信⾃定义菜单的列表⻚展⽰

⼀、添加微信⾃定义菜单：

1、点击列表⻚中的“添加菜单”按钮就可开始添加⾃定义菜单的⼀级菜单

微信⾃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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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添加后，列表⻚就会出现添加的⼀级菜单

2、点击⼀级菜单操作操作项中的“添加⼦菜单”，即可添加⼆级菜单

微信⾃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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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供了三种回复类型，让我们来看看各个回复类型的作⽤吧。

⾃定义链接：

该类型直接跳转型，⽤⼾点击使⽤该类型的⼆级菜单后，会跳转⾄相应的⻚⾯

⽂字消息：

微信⾃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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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信息常⽤于对⽤⼾直观的推送营销类型信息、通知类信息等，⽤⼾点击使⽤该类型的⼆级菜单后，系
统会⾃动推送出⽂字消息，⽤⼾可以浏览⽂字信息，也可以点击⽂字中的超链接跳转⾄相应⻚⾯。

客⼾在微信点击微信菜单后

微信⾃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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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消息

图⽂消息可以运⽤“标题+摘要+封⾯图⽚”的预览界⾯更完整地呈现内容，能更好地激发⽤⼾的阅读兴趣，
⽤⼾点击使⽤该类型的⼆级菜单后，系统会⾃动推送出图⽂消息，⽤⼾可以浏览到图⽚和⽂字消息，也可
以点击图⽚跳转⾄相应⻚⾯。

微信⾃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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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在微信点击微信菜单后

微信⾃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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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完⼆级菜单后，列表⻚显⽰所添加的⼆级菜单。

如果菜单配置了需要会员权限的系统级⻚⾯（需要经过会员登录的），如下图这些⻚⾯

微信⾃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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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点击相应菜单后，会跳转⾄登陆⻚，登陆后即可绑定免登陆。

输⼊账号后，登陆即可绑定成功

微信⾃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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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默认菜单、更新菜单

添加好的菜单如何同步到微信上呢？这时就需要“设为默认菜单并更新”这个按钮了，对于菜单的编辑更改，
需要设置为默认菜单才能同步⾄微信，每次编辑或删除菜单后也要点击此按钮才能更新⾄微信，切换菜单
时依然需要点击它，所以是个很重要的按钮。

三、删除

如果对当前的菜单感到不满意，或者不满⾜当前业务需求了，可以删除菜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级菜
单如果包含⼆级菜单的话，是⽆法直接删除的，需要将其下的⼆级菜单全部清除后，才能删除⼀级菜单。

微信⾃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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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定义菜单配置维权菜单

配置后可在微信商城进⾏维权操作

微信⾃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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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8微信⽀付配置
ECStore集成了微信⽀付JSAPI的功能，本节要讲解了微信JSAPI的配置流程。

通过本节操作，您可以完成微信⽀付的配置操作

第⼀步：配置微信⽀付前，管理员需要先申请好微信⽀付（已申请过微信⽀付的亲可以跳过这步~）

P.S	ECStore提供两个微信⽀付⽅式配置，⼀个叫微信⽀付，⼀个叫微信⽀付JSAPI，其中微信⽀付JSAPI为
微信官⽅最新推出的⽀付⽅式，新签约的客⼾建议都配置这⼀种

http://kf.qq.com/faq/140225MveaUz150107UVFNjy.html

第⼆步：管理员需要进⼊到ECStore后台【控制⾯板】—【⽀付⽅式管理】，找到微信JSAPI⽀付的配置⻚
⾯

这些参数都可以在微信商⼾平台后台查询到，

注：

微信⽀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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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API参
数名 详细说明

微
信
⽀
付
商
⼾
号

mch_id 商⼾申请微信⽀付后，由微信⽀付分配的商⼾收款账号

API
密
钥

key

交易过程⽣成签名的密钥，仅保留在商⼾系统和微信⽀付后台，不会在⽹络中传
播。商⼾妥善保管该Key，切勿在⽹络中传输，不能在其他客⼾端中存储，保证
key不会被泄漏。商⼾可根据邮件提⽰登录微信商⼾平台进⾏设置。也可按⼀下路
径设置：微信商⼾平台(pay.weixin.qq.com)-->账⼾设置-->API安全-->密钥设置

配置完后，商家就可以使⽤到微信的⽀付业务了。

微信⽀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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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朋客
朋客是shopex推出的⼀款新的“通过消费者绑定专属导购员，打破线上线下界限，让企业更贴近消费者，有
针对性的服务消费者，	从⽽提升销售业绩和品牌形象。”的⼀款产品

通过商家在朋客体系下的导购员关系，商家可以利⽤每⼀位导购员的社交链条作为销售渠道，在其铺垫完
销售渠道（商品链接），消费者通过链接完成交易闭环后，导购员可以拿到相应的业绩分润。建议详读操
作⼿册

（P.S	因为朋客APP是依赖于微信体系，所以在安装过程中，管理员需要先安装“微信商城“再安装”朋客“）

（P.S	绑定了朋客后，建议微信公众账号的设置在朋客后台那⾥操作，但微信⽀付建议在ECStore后台配
置）

通过本节操作说明，您可以利⽤朋客完成以下操作

ECStore操作

1.	 朋客绑定	朋客操作

2.	 导购⽀持商品分享

3.	 业绩报表改版，新增销售额、订单数数据

4.	 导购查看订单

对接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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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朋客绑定
本⼩节介绍了如何将ECStore与朋客进⾏绑定的过程

⾸先系统要升级⼤⽀持朋客的版本。管理员依次打开[应⽤中⼼]，会看到朋客的应⽤安装APP

安装成功后，管理员依次进⼊[营销]—[朋客数据互联]—[绑定朋客]

管理员点击“绑定朋客”，则弹出朋客的绑定⻚⾯（如下图）

朋客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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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输⼊朋客后台的账⼾密码，若验证通过后，ECStore系统将于朋客后台进⾏绑定。

1.	朋客解绑

管理员依次进⼊[营销]—[朋客数据互联]—[绑定朋客]，在绑定的基础上，管理员点击“解绑”按钮。此时弹出
如下⻚⾯

管理员确认后点击“解绑”按钮，输⼊朋客后台的账⼾密码，若验证通过后，ECStore系统将于朋客后台进⾏
解绑。

朋客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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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微信免登
在对接朋客的版本中，为了减少购物环节（注册），提⾼移动触点的交易转化率，ECStore推出了朋客版本
的微信免登的功能。

此功能通过⾃定义菜单来实现，ECStore先将商城的URL转化成带免登属性的URL，再将其嵌⼊到朋客后台
的微信⾃定义菜单中，这样当消费者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定义菜单进⼊到商城时，就可以实现免登了。

（P.S	该功能仅适⽤于与朋客对接的版本中，在没有对接朋客的情况下，请不要直接使⽤或者进⾏数据互联
以及微信⾃定义	URL的⽣成，否则可能会导致绑定的微信公众账号⽆法使⽤的状况）

为了实现微信免登，我们⾸先需要先进⾏数据互联将系统数据与朋客对接起来，

管理员⾸先需要在打开数据互联，依次进⼊[控制⾯板]—[其他]—[数据互联]

新建数据互联，管理员需要[新建绑定关系]，输⼊绑定的名称（可以⾃定义），点击[保存并关闭窗⼝后]

微信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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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申请绑定，选择类型为“微信”，点击“授权”

管理员拿出⼿机微信扫码显⽰的⼆维码（当前微信号要是朋客绑定的公众号的管理员），并并进⾏公众号
授权。

微信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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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点击“下⼀步”完成授权⼯作，这样ECStore就与朋客的微信公众号完成了绑定⼯作。

为了在朋客的微信公众账号内实现微信商城免登（即消费者通过微信⾃定义菜单渠道进⼊微信时，系统根
据会员的微信标识⾃动创建新账⼾），管理员需要将商城链接转化成带有免登属性的url，并将此url嵌⼊到
⾃定义菜单的链接中。

转换过程：

管理员依次进⼊[移动]—[微信免登链接⽣成]

输⼊要转换的url(如商城⾸⻚、如会员中⼼

（http://xxxxx.com/	index.php/wap/index.html)

点击[转换]则将URL转化为带免登属性的URL（将这个URL嵌⼊在朋客的⾃定义菜单设置中）

转换后管理员需要将该链接嵌⼊在朋客的⾃定义菜单管理⾥⾯，⽣效后此时消费者从朋客的公众账号内点
击该菜单进⼊的时候，消费者就可以直接完成免登了。

微信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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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如何查看商品并进⾏分享？
在朋客APP的发现菜单中，新增了商品列表，将ECStore⾥上架的商品全部陈列供导购员查找分享导购员⼀
共有两种分享商品的⽅式：

1)	在与某位顾客对话过程中进⾏分享

在该客⼾的会话⻚，点击+号，选择发送商品。然后选择⼀个商品点击发送按钮即可。

如何查看商品并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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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商品并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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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接分享到QQ空间（QQ空间就没有微信免登功能）、微信、朋友圈

进⼊到发现后，选择商品列表，⾸先您可以通过两种⽅式进⾏商品的搜索：

通过分类⼀层层筛选查找（⽬前只⽀持两级分类查找）

直接输⼊商品名字搜索。

商品列表⻚

如何查看商品并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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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搜索

商品名称搜索

如何查看商品并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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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到商品后，点击进⼊可进⼊到商品详情⻚，确认后就可以点击进⾏分享。当然也可以在列表⻚直接点
击分享按钮进⾏分享

如何查看商品并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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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业绩报表改版，新增销售额、订单数数据

因为增加了导购业绩相关数据，所以导购APP端与后台业绩报表均进⾏改版。

1)	关于数据定义：

销售额：已⽀付订单的顾客实际⽀付⾦额总数；

订单数：顾客有实际⽀付⾦额的订单数；

会员数：已经关注并且与导购/⻔店绑定的会员数

2)	后台业绩报表：

后台业绩报表可以查看到实时的⻔店、导购、会员的数据信息，包括今⽇新增以及总数，从⽽对业绩有⼀
个全⾯了解，进⽽帮助接下来的战略规划。

总共有三个分类：业绩概览、⻔店和导购

业绩概览是指，在该登陆账号有权限查看的所有⻔店的数据，包括近期数据，累计数据以及指定时间区域
内的趋势图。

如何查看商品并进⾏分享

627



⻔店⾥是主要是各个⻔店的数据，可以将数据导出做管理

导购⾥是主要是各个导购的数据，可以将数据导出做管理

如何查看商品并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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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导购APP端业绩报表
进⼊个⼈中⼼后，可以点击业绩统计进⼊业绩数据的展⽰⻚。可以查看今⽇数据以及累积数据，还有近7天
与近30天的趋势图。

如果该到导购员是店⻓，那么他可以有权限查看该⻔店下其他导购员的个⼈业绩，以及⻔店整体的业绩。

导购APP端业绩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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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导购如何查看客⼾订单
进⼊个⼈中⼼，点击订单管理，即可查看订单列表以及订单情况。可以根据收货⼈、订单号、收货⼈⼿机
号进⾏查询

导购如何查看客⼾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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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只有通过导购分享链接进⾏购买的订单，才会算作该导购的订单。其余订单不会在该订单列表⾥

只要是已经⽀付的订单，不管后续是否会发⽣退货换货情况，都算作导购的业绩。

店⻓可以查看全店的订单。

顾客⼀旦下单，朋客会收到推送提⽰。之后订单状态的更改（⽐如发货、确认收货等）就不会提⽰，只是
会出现红点做告知。

导购如何查看客⼾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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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收银

天⼯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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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天⼯收银配置
本期的话ECStore只集成了天⼯收银⽀付宝⽀付⽅式，未来会集成更多

天⼯收银的基本步骤：

1、注册“天⼯收银”账号

2、配置“天⼯收银”功能

1、	注册“天⼯收银”账号

商家需前往	https://charging.teegon.com/	进⾏⼿机号注册

注册成功后，可以在后台⾥看到这些信息

天⼯收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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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需保存这些信息，以便之后的配置⼯作

2、配置“天⼯收银”功能

管理员依次进⼊到[控制⾯板]—[⽀付⽅式管理]可以看到“天⼯收银”。

点击[配置]并将客⼾号和私钥填⼊，选择开启该⽀付⽅式后消费者即可使⽤。

（注：在微信内使⽤⽀付宝⼿机⽀付因为微信屏蔽的问题，在消费者完成⽀付后可能会出现订单不存在的
字样）

天⼯收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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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x	ECSTORE银派电⼦⾯单使⽤说明V1.0
⼀、	说明

1.	 产品介绍
2.	 价值点
3.	 准备⼯作

⼆、	ONex	ECSTORE电⼦⾯单设置

1.	 添加电⼦⾯单来源
2.	 配置快递公司模板
3.	 添加物流公司
4.	 快递单打印

三、	ONex	ECSTORE电⼦⾯单FAQ

1.	 使⽤电⼦⾯单有哪些注意事项
2.	 物流公司的条码是否正确。
3.	 物流公司模板是否可以编辑。
4.	 打印预览时空⽩不能选择打印机？
5.	 预览跟打印都是空⽩，提⽰安装控件，控件是什么？
6.	 打印偏移怎么办
7.	 打印时为什么崩溃
8.	 为什么反复提⽰我安装控件
9.	 为什么电⼦⾯单打印的时候提⽰获取运单号失败
10.	 电⼦⾯单打印预览正常，为什么打印出来没有条码？

ONex	ECSTORE银派电⼦⾯单使⽤说明V1.0

639



⼀、	说明
1.	产品介绍

银派⼩跟班是商派+银联商务联合打造的物流服务专家，其中电⼦⾯单是银派⼩跟班提供的⼀项针对⾯单获
取打印的应⽤服务。

a)	电⼦⾯单是快递公司的⾯单管理发展⽅向，能解决纸质⾯单的以下问题：

b)	商家打印纸质⾯单效率低；拣货单与⾯单匹配⿇烦。

c)	COD等增值业务订单与⾯单需要绑定，制约业务发展。

d)	纸质⾯单号码管理复杂，虚假发货难控制。

e)	合作伙伴操作⿇烦、效率低；使⽤后的纸质⾯单保存⿇烦。

f)	不环保；⾯单如果直接张贴到消费者包裹上，影响美观；

g)	成本⾼：对⽐纸质⾯单，电⼦⾯单可以下降⼀定的物流成本。

2.	价值点

a)	商家价值：

打印效率⾼、拣货效率⾼；能拿到更优惠的快递折扣。

业务推⼴快、成本低、操作效率提升；

b)	消费者价值：

能在热敏纸⾯单中清醒看到⽀持的物流服务；隐私信息在将来能得到保障、不泄露。

3.	准备⼯作

a)	服务申请

⽅式⼀：通过访问银派⼩跟班的介绍⻚，进⾏申请

⽅式⼆：在ECSOTRE系统内配置电⼦⾯单来源时，点击申请开通进⾏申请

b)	硬件准备

热敏打印机、热敏纸、扫描枪

c)	打印控件

系统使⽤前，安装控件（模板编辑及打印预览时提⽰下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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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x	ECSTORE电⼦⾯单设置
1.	添加电⼦⾯单来源

淘宝云栈：

1)	填写来源名称

2)	选择来源类型（银派⼩跟班）

3)	选择物流公司（即为电⼦⾯单申请时的物流服务类型）

4)	选择付款⽅式（到付、现付、⽉结等）

5)	填写客⼾号及密码

2.	配置快递公司模板

说明：电⼦⾯单模板有三种形式：

A）	直连物流公司的标准模板

B）	菜⻦⾮统⼀模板（各个物流公司提供⾯单纸带LOGO的模板）

该模板使⽤商派控件

1.	 选择控制⾯单，进⼊快递⾯单管理列表。

2.	 添加快递⾯单模板（包含普通⾯单、电⼦⾯单）。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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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控制⾯板》快递⾯单管理》新增电⼦⾯单

菜⻦⾮统⼀⾯单（需每个物流公司分别设置）

需要安装商派控件，添加或者编辑“电⼦⾯单模板”及打印预览时会提⽰下载，

安装时需关闭浏览器，如果安装后还提⽰未安装，请注意浏览器是否拦截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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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shopex控件时，直接在系统安装程序卸载即可。

在弹出窗⼝中编辑电⼦⾯单模板

1)	填写模板名称

2)	选择是否使⽤

3)	设置背景（可不设置，如设置可参考实际快递⾯单，按需进⾏修改）

4)	单据打印项可以添加打印内容，如货品内容样式等

5)	条码打印项可以添加运单号条形码、发货单号条形码

6)	矩形可以设置⻓⽅形或者正⽅形边框，标签可以⾃定义⽂字内容，线条可以设置直线	‘设置’可以改变编
辑器熟悉、颜⾊、字体等。

注：建议使⽤默认的快递公司模板

1）快递公司不同，可能对⾯单要求不同，已经内置的模板已经由快递公司确认，因为快递⾯单需要快递公
司识别，请按模板内容设置，尽量不要修改，如修改请测试打印样式快递公司是否认可，以免打印的快递
单不符合快递公司要求。

2）条码各物流公司不同，请根据要求配置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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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物流公司

路径：控制⾯板》物流公司管理》新增物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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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窗⼝填写信息：

1)	选择⾯单类型：普通⾯单、电⼦⾯单

2)	选择单号来源（需提前在电⼦⾯单来源设置）

3)	填写物流公司名称（打印时⽅便识别）

4)	地区设置，可指定某些地区使⽤（根据仓库打单实际情况配置）

5)	⾸重续重等费⽤设置

6)	选择启⽤状态

7)	选择电⼦⾯单打印模板（对应物流公司编码选择相应的电⼦⾯单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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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设置其他⼀些信息后保存提交

4.	快递单打印

在订单列表中选择具体订单的快递单打印，选择具体的物流公司确认打印，⻅下图：

加载获取运单号，如果失败的请查看⽇志或者联系客服，可能是不到达。

获取到的可以点击准备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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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敏打印勾选“热敏”，也可以点击属性配置打印机选项

确认⽆误后，点击【打印快递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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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窗⼝中选择打印机

如果是打印电⼦⾯单，需要勾选“使⽤热敏打印机”

⾸次使⽤时需配置“属性”

根据打印机不同，选择合适的配置⽅式

注：⽬前⽐较通⽤的尺⼨是15cm*10cm	请根据快递公司要求进⾏设置。热敏打印机可能设置不同，请按要
求正确配置（如设置热敏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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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ONex	ECSTORE电⼦⾯单FAQ
1.	使⽤电⼦⾯单有哪些注意事项

a)	升级后安装控件，按操作⼿册操作	，不清楚的可以联系客服

b)	查看原来的模板是否正常

c)	按操作配置电⼦⾯单

d)	建议请使⽤⽕狐浏览器打印（如果是IE及IE内核的建议IE9以上）

e)	建议使⽤正版WIN7系统

2.	物流公司的条码是否正确。

序号 快递公司名称 ⾯单码CODE

1 顺丰 128C

2 宅急送 128A

3 EMS 128A

4 百世汇通 128C

5 中通 128B

6 优速 128C

7 申通 128

8 全峰 128

9 天天 128C

10 中国邮政 128C

11 快捷 128

12 顺丰 128A

ERP系统已经内置，如果⾃⾏调整必须严格按照此条码设置，否则快递公司巴枪可能⽆法扫描，影响揽
件。

3.	物流公司模板是否可以编辑。

模板已经内置，每家物流公司要求不同，所以不建议更改，⼩范围的⾃定义可以，但是请与物流公司确认
是否OK，避免影响揽件。

4.	打印预览时空⽩不能选择打印机？

请检查打印机列表的名称是否有特殊字符，建议使⽤英⽂或者数字

5.	预览跟打印都是空⽩，提⽰安装控件，控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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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ex	Print	Controller	是商派推出的强⼤控件，⼀个控件打印所有ESTORE⽀持的物流公司⾯单，⽆需再
安装各个物流公司的打印机控件，安装以后即可直接打印。

6.	打印偏移怎么办

在快递单模板⾥⾯的尺⼨请与实际⾯单尺⼨相同（各个物流公司⾯单⼤⼩不同），电⼦⾯单打印预览的时
候勾选“热敏”，普通⾯单不要勾选

如果打印出来，整体偏移，则模板⾥⾯反向调整即可

如果是每张逐渐向下偏移，则把⾯单模板的⻓度设置⼩⼀些

如果是如果是每张逐渐向上偏移，则把⾯单模板的⻓度设置⼤⼀些

同时也可以卸载原来安装的控件（需关闭浏览器），重新安装控件。

7.	打印时为什么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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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时会获取打印机列表，请检查打印机的名称是否有特殊字符，建议使⽤英⽂跟数字组合。

8.	为什么反复提⽰我安装控件

浏览器拦截

安装后可以关闭浏览器重新登录，也可以清理缓存。

9.	为什么电⼦⾯单打印的时候提⽰获取运单号失败

a)	获取⾯单失败具体原因可查看系统的同步⽇志

b)	⽐如电⼦⾯单来源客⼾号密码是否设置正确

10.	电⼦⾯单打印预览正常，为什么打印出来没有条码？

打印的快递单能看到运单号，但是条码不显⽰，

因为初始化时每个电脑可能环境不同，所以在可在模板编辑模板，添加⼀个⼀样的条码，把原来的删除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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