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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tore V5.0 版本补丁包
Version 5.0.1
2018-8-17
【优化】优化后台ui界⾯
【优化】优化详情⻚图⽚显⽰(0db9bd5706425cdbf484c075a825cc78e029af9f)
【修改】jiathis 分享⼯具更换为百度分享(a7e8d34ba443ed806bbc18b444a83841e6ad853d)
【修复】队列状态下 ⽔印图⽚⽆法⽣成问题(4b7d14d2071704e49631527343239cb90c975d5b)
【修改】商品详情⻚分享第三⽅改为百度分享(a3c02aaedfdb30b03ce98f29f032c5d9d198e526)
【修复】微信更新⾃定义菜单⽆法获取
ACCESS_TOKEN(c73c9bc56fd3a5c75af0ca00e35d678e0c37105e)
【优化】修改后台帮助地址(9a1b2a5f4aef38152fdfb20a47cebd1b91ebe1d0)
【优化】订单促销规则(1f06cadadf23657b6b72bbb7097ac86ef53e266c)
【优化】后台物流信息展⽰(bc2898814c50e3beb9cb6013f37f4853bd99aec3)
【修改】获取物流跟踪⽅式改为直连快递⻦(56d789765f825798afa79cdc9a2d6cdf41af181c)
【优化】新增Redis密码参数(b0c43ffe66fd220107eed809131edb5f0cff552b)
【优化】修复passport后台越权漏洞(b0c43ffe66fd220107eed809131edb5f0cff552b)
【修改】增加电⼦⾯单客⼾号明细图查看(f4ac0c320473de2f727cd22d433add0e81dfee5c)
【修复】⽆法打印电⼦⾯单问题(074656ad15ecb25432c0b355e22b7c7bfe5e9e1c)
【修复】快递⻦电⼦⾯单打印报错问题(7c4f80f57d9b0a6bc938223fca3f54efce117b11)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注意5.0使⽤的是swoole加密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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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tore V3.0 版本补丁包
ECstore V3.0 版本补丁包
Version 3.0.5
Version 3.0.4
Version 3.0.3
Version 3.0.2
Version 3.0.1
Version 3.0.0

Version 3.0.5
2018-8-17
【优化】优化详情⻚图⽚显⽰(0db9bd5706425cdbf484c075a825cc78e029af9f)
【修改】jiathis 分享⼯具更换为百度分享(a7e8d34ba443ed806bbc18b444a83841e6ad853d)
【修复】队列状态下 ⽔印图⽚⽆法⽣成问题(4b7d14d2071704e49631527343239cb90c975d5b)
【修改】商品详情⻚分享第三⽅改为百度分享(a3c02aaedfdb30b03ce98f29f032c5d9d198e526)
【修复】微信更新⾃定义菜单⽆法获取
ACCESS_TOKEN(c73c9bc56fd3a5c75af0ca00e35d678e0c37105e)
【优化】修改后台帮助地址(9a1b2a5f4aef38152fdfb20a47cebd1b91ebe1d0)
【优化】订单促销规则(1f06cadadf23657b6b72bbb7097ac86ef53e266c)
【优化】后台物流信息展⽰(bc2898814c50e3beb9cb6013f37f4853bd99aec3)
【修改】获取物流跟踪⽅式改为直连快递⻦(56d789765f825798afa79cdc9a2d6cdf41af181c)
【优化】新增Redis密码参数(b0c43ffe66fd220107eed809131edb5f0cff552b)
【优化】修复passport后台越权漏洞(b0c43ffe66fd220107eed809131edb5f0cff552b)
【修改】增加电⼦⾯单客⼾号明细图查看(f4ac0c320473de2f727cd22d433add0e81dfee5c)
【修复】⽆法打印电⼦⾯单问题(074656ad15ecb25432c0b355e22b7c7bfe5e9e1c)
【修复】快递⻦电⼦⾯单打印报错问题(7c4f80f57d9b0a6bc938223fca3f54efce117b11)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HP5.6

patch-3.0.5-ShopEx-ONex-ECStoreEncrypte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HP5.6

patch-3.0.5-ShopEx-ONex-ECStore-Source.tar.gz

Version 3.0.4
201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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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修改后台帮助地址(9a1b2a5f4aef38152fdfb20a47cebd1b91ebe1d0)
【修复】订单促销规则修改,满固定⾦额后对不包含的商品不做优惠
(1f06cadadf23657b6b72bbb7097ac86ef53e266c)
【修复】营销功能-推⼴链接功能修复(f22d94bd1f39aa4c80cfcffee909556065b89671)
【优化】后台物流信息展⽰(bc2898814c50e3beb9cb6013f37f4853bd99aec3)
【修改】获取物流跟踪⽅式改为直连快递⻦(56d789765f825798afa79cdc9a2d6cdf41af181c)
【优化】新增Redis密码参数(b0c43ffe66fd220107eed809131edb5f0cff552b)
【优化】修复passport后台越权漏洞(b0c43ffe66fd220107eed809131edb5f0cff552b)
【优化】重新⽣成语⾔po包(ae4fcf4ca02e4d8637e1c997054ca62ccbba2edb)
【优化】增加电⼦⾯单客⼾号明细图查看(f4ac0c320473de2f727cd22d433add0e81dfee5c)
【修复】⽆法打印电⼦⾯单问题(074656ad15ecb25432c0b355e22b7c7bfe5e9e1c)
【删除】默认电⼦⾯单appkey(8ff0a601bf007e6fc6ced5dbb69259853db2f098)
【修复】快递⻦电⼦⾯单打印报错问题(7c4f80f57d9b0a6bc938223fca3f54efce117b11)
【修复】图形统计报表不显⽰的问题(1fab541128ff3576d2f77d1c180cc087aab1437a)
注意:
图表问题需要清空 sdb_ectools_analysis_logs，然后执⾏：
INSERT INTO

sdb_ectools_analysis

(

id

,

service

,

interval

,

modify

) VALUES

(1,'b2c_analysis_sale','day',当前时间-1天的时间戳), (2,'b2c_analysis_shopsale','day',当前时间-1天
的时间戳);
队列任务加⼊按天统计数据，⼿动执⾏队列任务。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HP5.6

patch-3.0.4-ShopEx-ONex-ECStoreEncrypte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HP5.6

patch-3.0.4-ShopEx-ONex-ECStore-Source.tar.gz

Version 3.0.3
2018-4-18
【优化】修改验证码图⽚⼤⼩，优化验证码识别(ba9ced86966e4445ef3383af1e90bac3e99e54fc)
【优化】商品货号输⼊框宽度加⻓ 【修复】移动端注册⻚⾯，密码输⼊框与验证码输⼊框部分重叠
(a7905b10ca95d4b0cd8952159deb343d7b73796d)
【优化】系统安装检测mysql连接时将mysql函数改成mysqli函数
(27f708ec3e3ce5c3407e767424b72481270c80bf)
【优化】添加开具发票的详细信息(0974e081d868e70db593b215c1396be4f947a744)
【修复】商品规格排序问题(旧规格排序需要重新保存后才⽣效)
(81764f87cd700aaa30e2e9b0685901149777d0bc)
【新增】新增PC端模板优惠券挂件(ea7e105a479aaeac94cc746227f824e0bfff37ac)
【修复】 1.选择规格后排序不正确的BUG 2.天⼯⽀付后回调⻚⾯不正确
(d8637d3103b2b5254be850d7faab1391d9956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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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后台登录验证码样式(8a49dc1b5138973325ecf21e1f8ffc61fe597a15)
【优化】⼿机端验证码样式(368e1fa5ec303551fb6117e0abaf29af8b6e2d01)
【增加】增加前台订单查看发票详情(e24ef289e1b00d09ac16a172db56c8bdda5afae2)
【优化】优惠券挂件卷改成券(bf8a83834f4a6d08b376b036b6eba6bc3a207deb)
【增加】移动详情⻚货品编号(5198d1572e63e36ffd6d632ec176c990635c159d)
【优化】验证码样式修改(bd396627a822dde9460f4f9a08b275d8ee6771a1)
【修复】物流跟踪功能⼿动解除⽆法再次绑定(1f73cebbac68a27bb4e2d3ac3646fb6c858cb3b6)
【修复】规格显⽰问题(6137d50723264ee874182df551c2acf15207ee02)
【修复】适配⽆法选中的商品属性列表，给⼀个可以跳转选中的连接
(e9c97bea32f4be74d15622a0060eece7fc3f4dbe)
【优化】⾃动匹配规格新增温馨提⽰(5388bd394eb79bd006a62628b8057f99533c3943)
【优化】⾃动匹配规格新增温馨提⽰(68d78f40e1d5802a12780565dabe650aa2894ded)
【修复】后台编辑商品规格显⽰不全(904307b6f20931727db49b7d5850bfc9a1426244)
【优化】⾃动匹配规格新增温馨提⽰(d57d80eb0cc29310789fa6d8dafaf89e626bd39a)
【修复】ecstore负载均衡hostname有问题(ea90761636c22684a4864806f096c30d55aa2abc)
【修复】https的时候，端⼝错误(f8aa1b0a9e533a1558ca181e86a126d6369c5a11)
【优化】规格显⽰(087af38493dd7c52ab044c66844b5795d75c659a)
【优化】规格去重优化(18e01ab72f46b639562827916df8b1e660262bf1)
【修复】修复导⼊⽂件的bug(597a33106817d7ca27730a22be1aef67ed44835d)
【修复】快钱⽀付接⼝回调信息验签错误(7452a950fdf2075774aa40d71c838c566e8dfefe)
【修复】修复导⼊⽂件規格排序不正确导致后台编辑商品部显⽰内容的
BUG(6cb330645e1094aff9fc2956e36188aaa5f24033)
注意:
验证码图⽚识别的优化需要对⽐两个资源包，删除原有的，⽤新的替换。 验证码资源包⽬录地址：
根⽬录下的 /public/app/base/statics/code （新资源包只保留0-6数字组）
优惠券挂件和验证码优化是对模板做修改,如果多个模板，对应⽬录更新，每个模板更新⼀次，清除模
板缓存维护后即可⽣效。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HP5.6

patch-3.0.3-ShopEx-ONex-ECStoreEncrypte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HP5.6

patch-3.0.3-ShopEx-ONex-ECStore-Source.tar.gz

Version 3.0.2
2017-11-18
【修复】商品详情⻚套件优惠价格显⽰取整(7d68a661cd981fc196c4b527dd021861f5ce2e66)
【修复】订单优惠变更，积分抵扣⻚⾯内容不变(028faed7424fab236904f7024688f4051e548a58)
【优化】html快递单模板打印(a0ecd83c917e089e47b27834e937c3b84869353c)
【优化】waybill_extend 表jsonon_packet 字段类型text 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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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xt(82cc393ea9a9020fbc1f890f04b3441b72d16993)
【优化】weixin_mdl_menus语法更加严格(0965718dfb0cc1c714b35e71cac94d3c9ae27133)
【新增】微信免登绑定现有⽤⼾配置(e584afd62a9144bd2bd1be26c7be0fca526dc602)
【修复】商品详情⻚-咨询列表个数显⽰问题(945b1321e7f95def920a5807720d90b1ab945abf)
【优化】微信免登增加绑定账号功能(64e6be2a6122388f1d131dc59804456388a7d666)
【优化】前台打印选择隐私⾯单提⽰信息(83c78bb538f9ff15e067bdf3104099cbe37f5810)
【修复】⾮80和443端⼝下，⽣成的资源⽂件地址会有问题
(349f6c4fe118627267a60ec91982019899b91efd)
【优化】developer去除ip限制(4ee9b00144816fefd8e4d068e0b0df5158de274a)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HP5.6

patch-3.0.2-ShopEx-ONex-ECStoreEncrypte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HP5.6

patch-3.0.2-ShopEx-ONex-ECStore-Source.tar.gz

Version 3.0.1
2017-8-18
【新增】后台登录验证域名(5cb0faa927cc5106892746b11b84ae48ed30cdfc)
【修复】⼀个可以加⼊数量0的购物⻋的漏洞(fb46d73c92ad8a16a4e885c600bfa8261d009e37)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HP5.6

patch-3.0.1-ShopEx-ONex-ECStoreEncrypte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HP5.6

patch-3.0.1-ShopEx-ONex-ECStore-Source.tar.gz

Version 3.0.0
2017-8-1
【新增】授权图⽚新增默认值(b6a5b405aecd78e51ed15a5c70a7393c3a1dfd84)
【新增】新的激活⽅式(31a7c0904cf070f58728fa2939036bd1977e4990)
【新增】商派⽀持中⼼(0236805333554997bd027aca7923636e946d3416)
【新增】快递⻦电⼦⾯单(95869bd18e066c610b5c0646c4fe2b1f38c4c651)
【优化】没有登录shopex_id的时候不需要输⼊激活码
(28e1479938005a7af7ed80d63746b4f154d050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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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code 加密可以设置国企时间(cfbb119cba330e05ab7e90521c838a4aeefa67b1)
【优化】删除后台⾸⻚的短信⼴告(67956c26fc319a90e0e7e62242a4f04226eb7cd6)
【优化】httpclient不⽀持gzip(22358094694e7ee0335278f7d8d2bd5d90617a10)
【优化】将快递⻦接⼝测试地址改为正式地址(0ea3140c2f75778e6948f79cc0bb33ce1fd1941e)
【优化】虚拟分类中的品牌搜索⽆效问题(4439ff23ff73e20b06c185b40852c2f920e692d4)
【优化】微信扫码⽀付详情⾥带回⻋导致js语法错误
(c5974939a9a65c1d30844472c58d6f2da1dec962)
【优化】前台商品详情⻚切换规格时跳转错误(c5c24aaa0767154d0ed195dbbaf37bab86f9e324)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HP5.6

patch-3.0.0-ShopEx-ONex-ECStoreEncrypte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HP5.6

patch-3.0.0-ShopEx-ONex-ECStore-Source.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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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tore V2.0 版本补丁包
ECstore V2.0 版本补丁包
Version 2.4.3
Version 2.4.2
Version 2.4.1
Version 2.4.0
Version 2.3.80
Version 2.3.79
Version 2.3.78
Version 2.3.77
Version 2.3.76
Version 2.3.75
Version 2.3.74
Version 2.3.73
Version 2.3.72
Version 2.3.71
Version 2.3.70
Version 2.3.69
Version 2.3.68
Version 2.3.67
Version 2.3.66
Version 2.3.65
Version 2.3.64
Version 2.3.63
Version 2.3.62
Version 2.3.61
Version 2.3.60
Version 2.3.59
Version 2.3.58
Version 2.3.57
Version 2.3.56
Version 2.3.55
Version 2.3.54
Version 2.3.53
Version 2.3.52
Version 2.3.51
Version 2.3.50
Version 2.3.49
Version 2.3.48
Version 2.3.47
Version 2.3.46
Version 2.3.45
Version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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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2.3.43
Version 2.3.42
Version 2.3.41
Version 2.3.40
Version 2.3.39
Version 2.3.38
Version 2.3.37
Version 2.3.36
Version 2.3.35
Version 2.3.34
Version 2.3.33
Version 2.3.32
Version 2.3.31
Version 2.3.30
Version 2.3.29
Version 2.3.28
Version 2.3.27
Version 2.3.26
Version 2.3.25
Version 2.3.24
Version 2.3.23
Version 2.3.22
Version 2.3.21
Version 2.3.20
Version 2.3.19
Version 2.3.18
Version 2.3.17
Version 2.3.16
Version 2.3.15
Version 2.3.14
Version 2.3.13
Version 2.3.12
Version 2.3.11
Version 2.3.10
Version 2.3.9
Version 2.3.8
Version 2.3.7
Version 2.3.6
Version 2.3.5
Version 2.3.4
Version 2.3.3
Version 2.3.2
Version 2.3.1
Version 2.3.0
Version 2.1.8
Version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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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2.1.6
Version 2.1.5
Version 2.1.4
Version 2.1.3
Version 2.1.2
Version 2.1.1
Version 2.1.0
Version 2.0.37
Version 2.0.36
Version 2.0.35
Version 2.0.34
Version 2.0.33
Version 2.0.32
Version 2.0.31
Version 2.0.30
Version 2.0.29
Version 2.0.28
Version 2.0.27
Version 2.0.26
Version 2.0.25
Version 2.0.24
Version 2.0.23
Version 2.0.22
Version 2.0.21
Version 2.0.20
Version 2.0.19
Version 2.0.18
Version 2.0.17
Version 2.0.16
Version 2.0.15
Version 2.0.14
Version 2.0.13
Version 2.0.12
Version 2.0.11
Version 2.0.10
Version 2.0.9
Version 2.0.8
Version 2.0.7
Version 2.0.6

Version 2.4.3
2017-05-26
【优化】优化wap端新增编辑收货地址时，详细地址中输⼊空格也可以保存成功 (2e0f4f2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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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wap端订单结算⻚⾯积分输⼊的问题优化 (60e7d8db7)
【优化】联调crm单独拉掉“根据推荐码更新积分接⼝”的请求发起点 (d2fca0b8a)
【优化】联通crm⽤⼾创建接⼝调整（加⼊积分更新）(b200c424a)
【优化】银派⼩跟班访问及开通增加产品来源的标记 (dbde102a0)
【优化】补全app:express的表的comment说明 (7038fcf57)
【优化】银派⼩跟班申请注册与shopex.cn⽤⼾⾝份整合业务 (6e2ee7fe5)
【修复】预售已结束，商品的基本信息还是⽆法修改 (c844fc935)
【修复】添加赠品编号时，后台⽣成的赠品编号和前台显⽰的赠品编号不⼀致 (da35c186d)
【修复】⼿机端商品详情不显⽰商品促销信息，商品促销中赠送赠品单独统计不算⼊商品促销规则中
wap端加单独显⽰赠品信息栏 (7e3024eda)
【修复】当规格种类⼤于两种时，前台商品详细⻚⾯不能正常显⽰的问题 (834ead4bd)
【修复】wap端会员价的显⽰问题 (9dbedde42)
【修复】在oms中修改ecstore的订单商品数量问题 (bfa3a1397)
【修复】响应的批量回写库存接⼝报多个Warning关于Cannot modify header information的错误
(d65f2e3eb)
【修复】退款申请显⽰数量不正确，同时修复了商品列表、咨询列表、⽀付⽅式管理3个⻚⾯同样的问
题 (281e2deae)
【修复】移动端商品详细⻚，先⽴即购买，返回上⼀⻚⾯再点击加⼊购物⻋，⻚⾯显⽰
undefind(1f0b8a022)
【修复】站外推⼴链接只⽀持pc端的推⼴，不⽀持wap，新增了wap端js记录FIRST_REFER和
NOW_REFER的cookie值 (9a126558f)
【修复】移动端配件商品⽆法显⽰图⽚ (e2493d681)
【修复】ecstore移动端购物⻋商品配件数量⽆法编辑 (80de2f473)
【修复】ecstore消费冻结积分PC端与移动端不同步 (7e45bec0a)
【修复】ecstore移动端已提交的订单详情⻚中没有显⽰积分抵扣的⾦额 (f3a29044b)
【修复】ecstore2.4.0购买送赠品的商品后，在订单详情⻚查看，赠品不显⽰图⽚ (83d80421b)
【修复】报表中会员排⾏的排名不正确 （ea07341e7）
【修复】修复后台显⽰tab数字缓存问题 (7b7d4f9ed)
【修复】配件商品在购物⻋内的价格显⽰不⼀致(ced879ce3)
【修复】改进wap端购物⻋配件价格显⽰为当前配件总价，⽽不是单价(37a2b4842)
【修复】wap端购物⻋报'buy_price' of null的错误，导致⻚⾯不能刷新的问题(e9dcda85e)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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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HP5.3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4.3-PHP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HP5.3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4.3PHP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HP5.3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4.3-PHP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HP5.6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4.3-PHP5.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HP5.6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4.3PHP5.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HP5.6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4.3-PHP5.6.tar.gz

Version 2.4.2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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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本版本基于OMS联通做了深度优化，⽀持了会员售前退款的场景、优化了发货回传的机制以及完善了
售后结果在前端展⽰的⼀些内容。
2017-03-29
【新增】售前退款功能
【新增】ECSTORE新增银派⼩跟班电⼦⾯单打印的功能 (31751da)
【优化】完全下架app：stats⽣意经统计相关，后台报表⽣意经统计显⽰403错误。 (7b9c5a0)
【优化】新增SSL加密需开启php_openssl.dll,技术⽀持：smtp邮箱端⼝问题 (322bbd9)
【优化】v3接⼝更新：换货响应新增memo字段记录数据，售后申请新增return_type字段。(b96abda)
【修复】pc端购物⻋移除商品后的显⽰问题 (9df5d27)
【修复】修正后台登陆验证码不显⽰以及后台登陆失败的时候没有提⽰信息的问题，以及电⼦⾯单的
⼀些⻚⾯优化 (dac898c)
【修复】原有的后台帮助link失效，做替换。(ae1b7d0)
【修复】修复订单付款后，后台部分退款发货后，在前台订单有问题，不能发起售后操作。(7042a1a)
【修复】积分更新通⽤⽅法优化，解决不绑定crm情况下后台更新积分报提⽰信息。(edd658f)
【修复】PHP5.6兼容：响应oms发货状态回写报Strict Standards。(c66929b)
【修复】修复后台会员列表群发邮件不加⼊null值得邮件 (869e347)
【修复】预售已结束，商品的基本信息还是⽆法修改 (c844fc9)
【修复】添加赠品编号时，后台⽣成的赠品编号和前台显⽰的赠品编号不⼀致 (da35c18)
【修复】wap端找回密码时，输⼊错误的验证码后依然能跳转到设置新密码⾥ (d89a988)
【修复】货店通铺货到ECstore规格不全 (7464496)
【修复】从2.4.0升级到2.4.1后移动端会员退出时的bug。(7f35879)
【修复】注意对应的模板、挂件名和栏⽬节点展⽰深度的数字调整。(c6fcc2b)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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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需要执⾏脚本初始化银派⼩跟班电⼦⾯单打印的模板数据，/usr/local/php/bin/php 实际代码根⽬
录/script/initElectronTmpl.php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HP5.3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4.2-PHP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HP5.3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4.2PHP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HP5.3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4.2-PHP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HP5.6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4.2-PHP5.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HP5.6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4.2PHP5.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HP5.6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4.2-PHP5.6.tar.gz

Version 2.4.1
注意:
为响应备付⾦的管理办法与政策，ECSTORE从2.4.1版本起预存款功能下架，在当前版本中预存款余额商
家还能在后台查看并且退还给客⼾，然后再在后台将实际预存款⾦额扣减清除，下⼀个版本2.4.2中预存款
功能将彻底清除。
⾃本版本起，ECSTORE彻底兼容PHP5.6版本。
2017-01-24
【新增】H5会员中⼼增加积分兑换优惠劵功能，添加兑换操作弹窗提⽰功能。 (295e1e9)
【新增】H5会员中⼼增加积分兑换优惠劵功能。 (2aeaf22)
【PHP5.6兼容】H5会员中⼼地址管理删除操作5.6报warning的问题，这⾥统⼀改变了删除⽅法的传值
⽅式。 (876bca9)
【PHP5.6兼容】订单积分抵扣发现明显的addon没有反序列化的问题报了warning。 (7a3ee70)
【PHP5.6兼容】修复编辑快递单模板warning，为空数组不能foreach。 (12d223d)
【PHP5.6兼容】修复⽂章列表编辑操作报warning，goodskeywords，goodsnums。 (d39639f)
【PHP5.6兼容】售后退货处，多余的引⽤符号去除，获取adjname优化。 (919a245)
【PHP5.6兼容】售后退款处，空对象代码去除，这时预存款回打取消引⽤符号。 (f7b0b53)
【PHP5.6兼容】解决提交订单时的Strict Standards提⽰。 (9bb9f8c)
【优化】预存款下架：删除预存款的⽀付插件及其他的相关修改。 (29af4c3)
【优化】H5会员中⼼增加积分兑换优惠劵功能，失败跳转等功能点的优化。 (6cfc14f)
【优化】获取积分值检查function本⾝及⽅法名的优化。 (71baa40)
【优化】H5会员中⼼增加积分兑换优惠劵功能，调整相关按钮显⽰。 (c300c31)
【优化】积分兑换优惠券模块规范pc端和wap端的⽅法名和html⽂件的命名。 (755d753)
【优化】增加积分查询接⼝判断缓存包括积分是0的情况。 (7592c69)
【优化】前台未评论商品进⼊的逻辑问题。(375f5e0)
【优化】修复订单消费积分的失败后也unfreez这部分积分。 (ce5e20a)
【优化】订单消费积分的调⽤。 (7ff8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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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新增在订单创建前看存在积分使⽤的情况下，积分功能是否开启，以及积分进⾏兑换或者抵
扣时做相应的积分检查。 (a7f5d28)
【优化】如果相关的积分接⼝crm_member_id为0则再打会员同步接⼝。 (88df0d9)
【优化】退还订单消费积分和两处管理员改变积分的调⽤。 (71b6dfe)
【优化】相应积分相关更新的接⼝加上记录明细和判断是否是按积分来调整⽤⼾等级的。 (6206c70)
【优化】新增积分公⽤查询⽅法，兑换优惠券调⽤。 (78af7ee)
【优化】更新商品评论获得积分的调⽤。 (2064e0f)
【优化】更新签到赠送积分，推荐送积分的调⽤。 (0dee83b)
【优化】修改更新积分公⽤⽅法，去除事务，最后个参数改为是否直接拿本地point，注册送积分调
⽤。 (56699f7)
【优化】CRM版本查询接⼝优化加上kv缓存。 (3ab53c5)
【优化】兑换优惠券，后台管理员改变积分两处切换成新的公⽤积分更新⽅法。 (2d718cd)
【优化】推荐送积分，商品评论获得积分两处切换成新的公⽤积分更新⽅法。 (efe8718)
【优化】签到赠送积分，修改业务逻辑先处理积分更新，如果在绑定crm情况请求接⼝失败则签到失
败。 (31a8cbc)
【优化】添加⽤⼾接⼝ (同步)、会员积分更新接⼝，添加在记录接⼝⽇志时单据号为ec的
member_id。 (b3b6bfe)
【优化】公⽤积分更新⽅法规整，获取积分多处⽅法优化，注册赠送积分处切换成新的公⽤积分更新
⽅法。 (5eab37a)
【优化】即时通信挂件 (9f36261)
【优化】后台会员列表加载拉掉异步实时获取积分接⼝，修正crm响应更新数据库point字段⽅法。
(93185b0)
【修复】修复已经完成的订单在ecstore⾥推送出来的状态是trade_closed (1a0f22b)
【修复】修复⽂章后台编辑器太⼩ (937b5c4)
【修复】修正同⼀个同浏览器前后台账号都登录后退出或关闭浏览器后的问题。（前台偶发性出现⽆
法登⼊和登出的问题）(6aacf2b)
【修复】后台 ⽂章栏⽬ 中，连续两次编辑保存后，点击 预览 是显⽰“未发布错误访问” (1cac858)
【修复】ec在wap端收货地址创建时选择指定⽇期送货后提交订单后仍然显⽰任意时间 (5eff914)
【修复】当微信昵称带图标时，点击会员发送短信时显⽰错误 (beab189)
【修复】待发货订单筛选保存时的错误 (1bd8395)
【修复】商店配置-缺货库存不显⽰在WAP端不⽣效 (c518abb)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4.1-PHP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4.1-PHP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4.1-PHP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4.1-PHP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4.1-PHP5.3.tar.gz

Version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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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该版本升级涉及Zend新Key加密,所以需进⾏整包升级，并且升级前请先联系ego@shopex.cn服务号获取新
的授权⽂件
本次升级改动到原mysql模式的队列配置⽂件，具体在根⽬录下config/queue.php，需进⾏代码⽐较做合
并，切勿遗漏
2016-12-15
【新增】 新增会员积分查询接⼝⽇志保存中单据号member_id的记录。EC605(683e36db0817aa523646ffb1577e3500dcf91677)
【新增】新增⼿机⽀付宝2.0⽀付功能。EC-581(e38ee9571d81791a124479e37f8fe25d360b721f)
【优化】即时通信挂件(9f362612cc7ce5b732f564c6ebe930df50c8e898)
【优化】注释掉后台商品列表的导出(ERP格式)的功能按钮。
(3305733eefa4543ef8a623d18c5446024b53f10a)
【优化】积分相关接⼝：修改了超时到10s，补上了之前缺少的积分备注，修复了新会员注册的时候会
丢失⽤⼾名。EC-597(424233cc4e2b08021c6d51fe30efae57ef937637)
【优化】涉及积分查询接⼝：优化后端会员列表⻚⾯异步显⽰积分。EC595(64dd3b230a53619a22ea52bd23a7771696d5ff0b)
【优化】天⼯收银调整(8ec56ce2a07be78ad4819279633485dcd75e0130)
【修复】商店配置-缺货库存不显⽰在WAP端不⽣效
(c518abb91e25aa7d27e5f01267070c8fe571ad5a)
【修复】ECS-204 后台 ⽂章栏⽬ 中，连续两次编辑保存后，点击 预览 是显⽰“未发布错误访
问”(1cac858cb329c067fdd3a8de0892656544954bf8)
【修复】ec在wap端收货地址创建时选择指定⽇期送货后提交订单后仍然显⽰任意时间
(5eff9148c8045d7dd263c9f9ef4b963b9300ffff)
【修复】当微信昵称带图标时，点击会员发送短信时显⽰错误
(beab189f46bf7cf6e9c2b3ab624b5ed2cdd88b7d)
【修复】Ectore预存款⽀付订单,有⽀付信息⽆法正常同步⾄oms的情况
(0d6627f32012b4be1b9e874f08590b3f525a9959)
【修复】待发货订单筛选保存时的错误(1bd839522a2062a8bdec65bb47f9f1cc1943f868)
【修复】修复商品类型⾥的扩展属性-“显⽰”的按钮，是否勾选都会在前台和商品列表编辑⾥显⽰ EC602(c7a6c76db3d8b4691b7ebe49def1039c82b2fac6)
【修复】修复书写不严谨导致的系统注⼊⻛险性的漏洞
(c6459360bdcdf6169f26d30bffde91e0fc5cff74)
【修复】修复订单编辑iframe显⽰这块添加货品项⽬addItem时丢失了删除的图标 EC599(bc6742a636b8b9cb5dccf1e8e28007c2a5e9df06)
【修复】⼿机端购买商品加配件时点击结算报错 EC594(7ab79fb3ad86718d92f6fcb3a21d34e7643f9f60)
【修复】b2c.order.check_cost 确认订单价格统计接⼝，返回的价格是销售价⽽不是优惠后的总价
EC-596(bbd3415e20e85e2f3e2db582b2ec38c0a8e1bd3a)
【修复】后台配送⽅式开启物流保价后，前台下单⻚⾯刷新⼀次后保价费⽤消失 EC592(9c8831689a5a618ae084b5b79a96a20c94255eca)
【修复】ec联通crm积分更新接⼝多加唯⼀字段batch_id，并且和矩阵确认新加此字段。EC590(8bebb4c783f332061dadda64ea61d9a2e288b476)
【修复】请求rpc公共函数新增timeout参数，来解决部分接⼝时限不够，延⻓ec注册送积分请求crm的
时限。EC-589(f982d2c32e6a76bf3b9794dd25eaa529a83342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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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修复订单取消任务的model赋值命名错误 EC588(0733e5df49d67f2d0ce8054ada52eaeda8c8dc3a)
【修复】后台商品列表编辑加⼊⼿机端详情保存后第⼆次再打开消失 EC587(a4c209714813d7cd509b758c8b43c449f0c975a0)
【修复】修复⼿机端⽀付宝1.0兼容ios的跳转验签错误。EC583(b5cc53b9583ff9a68a59f8424f3ef250fbafdcb8)
【修复】修复技术⽀持：后台⽣成报表-》商品销售排⾏⾥的退换货数量和实际单数不符。EC578(20af6- 【优化】天⼯收银升级 添加⽹银(5c1fb856d0aaa2141cac980ffe682005cd246209)
【修复】修复会员下单的时候，收货地址确认的时候可读取到其他会员的地址信息安全漏洞问题
(00714da460525a62a2002ef3d9da0b6df1b93eb6)
【修复】新增订单超卖字段，发货操作，如超卖订单的商品冻结库存⼤于当前库存，则认为是商品库
存不⾜，不予发货。jira：EC-575同EC-574(50ac801d918d7f1cdb7ccb98498bda74206e7bd3)
【修复】修复wap端⾼级搜索跳转地址不正确的问题
(41152af9e09cd55a1ccaef74a565ea36cab07c12)
【修复】修复在系统安装时选择不安装体验数据的时候，出现第⼀个⽤⼾注册后背视作管理的问题，
涉及到订单留⾔和站内信。EC-570(990d51f026e1210e0422d35e4c50618fbae8709d)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Version 2.3.80
2016-08-24
【优化】优化短信发送提醒⽂字，增加营销类短信⾃动增加“退订回N”的说明(a69067)
【更新】根据中国银联chinapay更新内容更正银联⽀付回调地址(776b95)
【修复】修复后台修改带规格值商品的市场价后前台主⻚价格不改变的问题(61e15e)
【修复】修复移动商城品牌区在默认筛选模式下的分⻚问题(7d354f)
【修复】修复因⽀付宝回调信息有误导致系统验证⽅式的问题(3d7124)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8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8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8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8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80.tar.gz

Version 2.3.79
2016-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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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优化了ECStore百货类模板物流查询样式(2ccb1f)
【修复】修复⽂章栏⽬编辑时⽆法切换“是否使⽤站点栏⽬单独⻚”的问题(1ba022)
【修复】修复当积分扣除模式为“订单完成”时订单完成会员冻结积分没有减少的问题(943bd2)
【修复】修复找回密码时发送邮箱可重复点击的问题(8c359e)
【修复】修复选择商品重新⽣成⼆维码时部分⽆效的问题(d120a1)
【修复】修复前端商城关于商品规则显⽰顺序不对的问题(9a6a91)
【修复】修复编辑订单后积分抵扣⾦额没有⽣效的问题(42a2b7)
【修复】修复后台邮件账⼾设置中因排序变动导致“选择发送⽅式”⽂字不显⽰的问题(4d376d)
【修复】修复当优惠券对指定商品类型进⾏优惠时判断有误的问题(da9d59)
【修复】修复图⽚管理中删除图⽚后不会物理删除图⽚⽂件的问题(6b99f8)
【修复】修复订单赠送优惠券因异常操作导致优惠券为“已使⽤”的问题(1e7434)
【优化】优化前台到货通知⾥提⽰填写⼿机“或者”邮箱，实际操作中两项都要填写的问题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7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7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7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7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79.tar.gz

Version 2.3.78
2016-08-09
【更新】更新快钱⽀付⽅式的加密⽅式(7f267a)
【修复】修复B类优惠在录⼊⽅式使⽤时取消订单后仍为使⽤状态的问题(70b530)
【修复】修复当顾客登录⽅式为“弹出登录窗⼝”时会员⽆法⽤邮箱登录的问题(3bd68a)
【修复】修复移动商城商品详情⻚因浏览不同规格导致⽆法直接返回上⼀⻚⾯的问题(8f69ec)
【修复】修复因商品图⽚路径改变导致前台商品详情图⽚⽆法显⽰的问题(dddb18)
【修复】修复商品促销送优惠券活动会消耗积分兑换优惠券次数的问题(d71088)
【修复】修复客服挂件中添加SKYPE却显⽰QQ企业的问题(6dd92e)
【修复】修复前端商城会员中⼼底部模板变形的问题(55b9ac)
【修复】修复导出商品数据时商品分类信息错误的问题(5fa63d)
【修复】修复ECStore商品评论模块内存错误的问题(251a35)
【修复】修复后台订单发货时因⽇志有误提⽰sql错误的问题(9ab7b2)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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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7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7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7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7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78.tar.gz

Version 2.3.77
2016-07-05
【更新】短信优惠活动更新(01eda5)
【新增】系统模块短信发送记录(c73740)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7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7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7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7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77.tar.gz

Version 2.3.76
2016-06-30
【优化】优化预售活动时间在前端商城的展现形式(6903eb)
【优化】优化限时抢购⻚⾯标签栏的ico的显⽰形式(294843)
【修复】修复商品导出时因规格值带有冒号⽽⽆法完全显⽰的问题(633c5d)
【修复】修复积分兑换赠品列表中显⽰记录有误的问题(d29555)
【修复】修复因商品名称中带有单引号导致⽆法对⽐的问题(d73b31)
【修复】修复桌⾯中点击“昨⽇订单”等标签时显⽰的是全部订单的问题(ffd464)
【修复】修复新添商品同时新添规格时前台⽆法筛选到的问题(2e3f70)
【修复】优化朋客存储的cookie存储读取路径(8e8e72)
【修复】修复赠品挂件点击后显⽰商品内容有误的问题(89f9fa)
【修复】修复移动商城商品详情⻚因多次展开收回规格导致商品加⼊购物⻋偶发性失败的问题
(a5e58c)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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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7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7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7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7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76.tar.gz

Version 2.3.75
2016-06-23
【优化】修复微信分享⻚⾯功能在⾸⻚以及商品列表⻚的显⽰问题(e76229)
【优化】优化后台会员群发短信的⽂字提⽰(8bd3e9)
【修正】修复预售活动重新编辑后查看不到货品名称的问题(454efa)
【修正】修复商品虚拟分类-编辑标签需要保存2次的问题(2c4502)
【修正】修复后台商品列表后编辑商品seo设置时若存在单引号就保存不了的问题(2d1cbb)
【优化】优化当后台频繁操作导致的base_cache_expires表 死锁的问题（385ff8)
【修正】修复前台刷新导致商品全⽆的问题(4cc90d)
【修复】修复数据库信息和ec后台统计的货品数不⼀的问题(7dadaf)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7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7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7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7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75.tar.gz

Version 2.3.74
2016-06-16
【新增】对接天⼯⽀付（本期上线天⼯⽀付宝⽀付⽅式）(ecb50d)
【新增】新增订单购物必填项填写功能(d13b21)
【优化】更正满减优惠券的处理逻辑，将优惠券的实际应⽤条件从订单总⾦额优化为订单促销后的⾦
额(e9c0a8)
【修复】修复后台模块列表⻚因⼆次点击导致记录选择后数⽬显⽰有误的问题(bc9cd2)
【修复】修复因领取优惠券挂件异常导致消费者进⼊当前⻚⾯要先登陆的问题(5709c4)
【修复】修复可能因死锁原因导致的消费者已⽀付但订单⽀付状态仍为未⽀付的问题(6dea79)
【修复】修复组合促销活动中消费者取消订单后仍消耗购买机会的问题(5cdd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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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修复因异常批量上下架操作导致的商品上下架异常的问题(1adc60)
【修复】修复了积分获取间隔时间⽆效的问题(193a91)
【修复】修复商品列表⻚因切换商品展⽰⽅式导致图⽚偏移的问题(168370)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7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7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7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7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74.tar.gz

Version 2.3.73
2016-06-07
【修复】修复消费者完成⽀付但由于订单⽀付状态极⼩概率下未改变所导致的⼆次⽀付问题(5c390d)
【修复】修复因微信昵称带有⼩图标导致⽆法实现免登的问题(678fc8)
【修复】优化移动端商城当更改商品数量导致不满⾜赠品促销规则时购物⻋促销描述内容没有实时更
新的问题(6b815e)
【修复】修复商品销售排⾏报表导出时字段有误的问题(94b847)
【修复】修复在商品列表⻚往返翻⻚过程中，第⼆次与第⼀次所看到的商品不⼀样的问题(e61603)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7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7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7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7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73.tar.gz

Version 2.3.72
2016-05-31
【修正】在不开启排他的情况下，因good_id存在重叠部分导致商品促销加载有误的问题(b28e3a)
【修正】后台缺货信息列表数量显⽰有误的问题(02be77)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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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7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7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7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7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72.tar.gz

Version 2.3.71
2016-05-26
【修正】开启组合促销，下单开启报错提⽰，购物商品未有符合条件的商品，报错(beff18)
【修正】微信免登⽤⼾收藏商品与普通会员收藏商品相互⼲扰(0f40bb)
【修正】⾃定义筛选的订单、商品、会员导出问题(4b796a)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71.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71.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71.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71.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71.tar.gz

Version 2.3.70
2016-05-18
【优化】修复组合促销功能⽆法实现多件商品同时限购的问题(8fefc8)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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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7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7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7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7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70.tar.gz

Version 2.3.69
2016-05-12
【新增】移动端⾃定义活动⻚(db57f7)
【新增】移动商城领取优惠券挂件(e15850)
【新增】微信商城会员免登功能(6b2ca4)
【修复】修复微信商城中更换账⼾时⽤⼾名显⽰问题(26fa94)
【修复】修复商品详细介绍时⼿动⽣成的超链接有误的问题(3495a6)
【修复】修复后台订单⽇志中“确认收货”字段显⽰有误的问题(baf8e3)
【修复】修复后台上传压缩分辨率较⾼的PNG格式图⽚后背景变为⿊⾊的问题(fdcc6f)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6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6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6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6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69.tar.gz

Version 2.3.68
2016-05-03
【优化】默认开启⼿机注册图⽂验证码并修改⽂字描述(e0504a)
【修正】修复特定情况下因⽆法识别openid导致微信jsapi⽆法⽀付的问题(f8332c)
【修正】修复因商品名称太⻓导致微信⽀付失败的问题(8fb2ec)
【优化】优化已完成订单出现付款按钮的问题(064ded)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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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6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6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6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6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68.tar.gz

Version 2.3.67
2016-04-26
【修改】 修复某些浏览器因JS兼容问题导致的预存款⽀付请求重复发起问题(d37e13)
【修正】 后台到货通知会员名显⽰错误(05fc9c)
【修正】 ecstore⽀付⽅式管理分⻚错误(2ab4bd)
【修改】 订单添加商品偶发性问题(861c85)
【修改】 修复后台商品详情编辑器中⿏标第⼀次定位在编辑框会预留空格的问题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6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6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6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6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67.tar.gz

Version 2.3.66
2016-04-21
【修正】 信任登录wap端淘宝修改(338251)
【修正】 商品在单独设置会员价格后，⼿机端前台会员价格显⽰为0(8b3fa0)
【优化】 微信免登⽂字优化(6ef3c5)
【优化】 修复订单备注始⾃动标注的红旗图标问题(304c35)
【修正】 订单挂件显⽰异常（572d00)
【修正】 wap端商品详情⻚始终显⽰已收藏(5d6b3f)
【优化】 优化绑定微信公众号时appid、appsecret表单填写规则（对表单的内容⾃动“去空格”）
(baa522)
【优化】 淘宝信任登陆后⻚⾯样式调整 (93696b)
【优化】 订单列表新增”是否显⽰订单附⾔”字段(f47037)
【优化】 修复当顾客登陆⽅式为“弹出登陆窗⼝”时，淘宝信任登陆样式问题(4adc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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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6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6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6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6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66.tar.gz

Version 2.3.65
2016-04-13
【优化】修正并发下单情况优惠劵可重复使⽤情况(4bfb3e)
【优化】优化移动商城下单时⼿动输⼊优惠券情况下输⼊框的显⽰样式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6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6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6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6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65.tar.gz

Version 2.3.64
2016-04-12
【更新】使⽤标准模板的情况下在后台新增品牌，前台显⽰出错(aae635)
【修正】send_signup_sms 对注册的⼿机号发送验证码都返回⼿机号码不合法，不能发送验证
(c7dd5f)
【修正】技术⽀持：订单赠送的B类优惠券直接提⽰“本优惠券次数已⽤完”(40c1fc)
【修正】wap端找回密码短信模板(624ec8)
【修正】在关闭注册、找回密码、绑定⼿机发送短信时是否需要验证码，h5⽆法注册(233415)
【修正】Sitemap中收录的可供抓取的⽹⻚中有⼤部分失效的商品链接(108ae7)
【优化】API调⽤失败重试接⼝(4ba338)
【优化】为 syscache 添加到 kvstore 存储端解决原始⽂件存储问题(0c27a2)
【优化】[河北爱⽶]河北爱⽶项⽬上线前性能优化 select * 改为 select 字段(56bb10)
【更新】注册api更新(48b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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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滚】修复添加发货单时因为检查准备发货状态导致的发货状态失败(0b50f0)
【回滚】为SOCKET SMTP添加SSL⽀持(0643d0)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6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6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6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6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64.tar.gz

Version 2.3.63
2016-04-06
【新增】朋客发布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6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6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6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6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63.tar.gz

Version 2.3.62
2016-03-31
【修护bug】ecstore撤回o2o模版(7a4c80)
【修正】⽂章列表，后台添加⽂章后不能预览(c8f8b5)
【修正】“⾃动取消订单”定时任务涉及到“货到付款”的订单缺陷修复(9dd18d)
【修正】ecstore前台商品详情中，点击分享⼿机扫码后进⼊的是pc⽹站(e5d7eb)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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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6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6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6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6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62.tar.gz

Version 2.3.61
2016-03-25
【修正】ecstore优惠券重复使⽤问题(659c8f)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61.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61.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61.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61.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61.tar.gz

Version 2.3.60
2016-03-24
【BUG优化】wap端在未登录情况下加⼊三件不同的商品到购物⻋，进⼊时只有却只有⼀件商品
(122b2f)
【更新】撤销微信扫码登录(205156)
【修改】商品详情分享布局调整(8812be)
【修正】ecstore⼿机端添加购物⻋跳转改进(721ba0)
【修正】联合打印中购物次数以及⾦额 积分的统计数字显⽰问题(35efc1)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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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6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6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6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6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60.tar.gz

Version 2.3.59
2016-03-17
【BUG优化】管理员操作退款，订单使⽤积分未返还 (e3706a)
【BUG修复】组合促销 再次编辑 新增产品 原有商品促销价被重置的问题(23976d)
【BUG优化】登录与否赠品在商品详情⻚的显⽰问题(36b07d)
【BUG修正】信任登录性别默认为⼥(c7520a)
【修正】QQ信任登录问题(7283ca)
【BUG修复】赠品登录关闭(da547d)
【BUG优化】wap端前台购买加⼊购物⻋后，增加数量时，价格显⽰错误(e3d4d0)
【BUG修正】赠品登录不能关闭(b37edd)
【修正】前端商品分类orderby注⼊问题(e46273)
【BUG修复】官⽅演⽰模板中的商品挂件中的gifttrees挂件赠品连接问题(60fcf3)
【BUG优化】官⽅演⽰模板topbar_subn_new挂件(117610)
【BUG修正】百货类演⽰模板,order_member_new挂件(916b53)
【修正】官⽅演⽰模板中的商品挂件中的gifttrees挂件空⽩的问题(5e4d46)
【BUG修复】57版本补丁包SQL错误(997296)
【优化】样式(dd2ddd)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5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5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5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5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59.tar.gz

Version 2.3.58
2016-03-08
【BUG优化】优化wap注册步骤⽂字提⽰(88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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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修复】wap不能⼿机注册，⼿机校验失败(0adf95)
【BUG优化】ecstore站内信(329742)
【BUG修正】wap登陆界⾯中勾选“两周内⾃动登录⽆效(767438)
【优化】sdb_bdlink_link表增加索引(7ca522)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5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5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5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5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58.tar.gz

Version 2.3.57
2016-02-25
【BUG修复】华为莫塞尔报反射型XSS漏洞，希望特殊字符进⾏编码或过滤(0a95df)
【BUG修复】购买商品，修改订单后⽀付完成积分显⽰(e71e80)
【BUG修复】ecstore标准模板分⻚栏显⽰问题(46ed54)
【BUG修复】后台编辑商品后，前端筛选问题(d37922)
【BUG修复】ecsote开启多规格后，价格显⽰错误(c10f85)
【BUG修复】商品编辑⾥的相关商品全不选不能删除的BUG(17832b)
【BUG修复】⽔平越权可查看他⼈收货地址(7cf20a)
【BUG修复】前台商品列表⻚评论次数的显⽰问题(e0e844)
【BUG修复】优惠劵使⽤问题 ⽹站购物⻋⽅式的优惠券，与⽴即购买⽅式的优惠券在使⽤中会互相影
响(6b618e)
【BUG修复】后台添加四级、五级地区后，订单地址的显⽰问题(b24b89)
【BUG修复】短信到货通知模版a标签问题(2ed92e)
【BUG修复】透明背景png图⽚背景变成⿊⾊(760878)
【BUG修复】货到付款订单⽆法释放冻结库存(f952fe)
【新增功能】增加会员编辑优惠券列表展⽰(31852a)
【新增功能】后台可配置只允许⼿机号码注册(d87770)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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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5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5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5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5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57.tar.gz

Version 2.3.56
2016-02-03
【修正】密码验证问题(43a96f)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5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5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5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5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56.tar.gz

Version 2.3.55
2016-02-01
【更新】异常订单更新(736615)
【更新】logger ⽇志更新(c48a6f)
【新增】⾃动重试发起中的请求(4d425)
【更新】ecstore默认需要curl_init(992a8d)
【修改】图⽚上传，最近浏览(58ae9b)
【bug修复】已存在商品并且绑定规格后，规格仍旧可以删除(a18863)
【修护bug】修改注册登陆⻚输⼊标点符号(0d7318)
【修护bug】新添加商品保存以后再添加规格前台⽆法筛选(6bc3c0)
【修护bug】商品列表⻚ 商品名称较⻓时，显⽰不完全,多余字符⽤...隐藏(0c41ed)
【修护bug】后台会员中⼼站内信记录和订单记录显⽰问题(68259e)
【修护bug】评论⻚⾯的购买时间显⽰错误(102b8a)
【修护bug】⼿机号码正则判断中添加177号段(d99c04)
【修护bug】后台订单增加货品数量后，商品冻结库存不变(112009)
【修护bug】ecstore阿⾥云检测提⽰⾼危漏洞(235d52)
【修护bug】开启商品规格以后，“⾸⻚普通商品展⽰挂件”展⽰的价格不是默认规格的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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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def)
【修护bug】开启⼿机商城以后，部分PC⽤⼾IE浏览器访问⾸⻚⾃动跳转到⼿机版(ff9838)
【修护bug】ecstore漏洞问题(944a8f)
【修护bug】修护未注册登录锁定+登录注册过滤问题(b2b49f)
【修护bug】在对Ecstore做代码安全扫描的时候，发现的漏洞(f7ab25)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5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5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5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5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55.tar.gz

Version 2.3.54
2016-01-20
【修正】ecstore站内信(f77f42)
【修正】针对短信轰炸所做的关闭短信验证提醒措施(950d3b)
【修正】订单促销的前台显⽰问题(573dc8)
【修正】在ECSTORE后台-控制⾯板-商店设置-商品列表⻚设置中，将商品列表是否展⽰缺货商品选
择为“否”，但前台商品列表处仍然显⽰缺货商品(cfd66f)
【修正】登录限制问题(b59291)
【修正】开启预存款，前台进⾏预存款充值时，默认选中⽀付宝⽹关⽀付这个时候不会出现选择银⾏
的下拉框(ac2ea8)
【修正】前台订单⽣成⻚⾯上下运费不匹配的问题(70b427)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5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5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5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5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54.tar.gz

Version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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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6
【修正】积分规则切换时产⽣的bug(ec4d3a)
【修正】⽤微信⽀付做预存款时⽆法充值的bug(5e275e)
【更新】更新wap端⼿机⽀付upacp(1d3ee3)
【修正】开启规格新增货品，在分类筛选项中不能筛选(179562)
【优化】微信上创建会员时，会员绑定微信openid(c4dda6)
【更新】银联upacp⽀付更新，⽅法读取多个公钥信息(7fe791)
【修正】线下⽀付收款单操作员显⽰错误(d26961)
【修正】多个商品满⾜同⼀商品促销时，订单优惠⽅案中优惠⾦额不完整的bug(b8ae27)
【修正】购物⻋中含有配件时，更改配件数量，配件对应 “⼩计” 部分⾦额变为 主商品的 “⼩计”⾦额
(aa5520)
【修正】注释掉打印订单条码(3bc0f8)
【修正】应⽤中⼼偶发性⽆法安装应⽤问题修复(0a433b)
【修正】评分项⽬不能删除(ab8c74)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5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53.tar.gz

Version 2.3.52
2015-12-09
【修正】新添加商品保存规格关联图⽚需要重复操作问题修复(64dff4)
【修正】购物⻋中含有配件时，更改配件数量，配件对应 “⼩计” 部分⾦额变为 主商品的 “⼩计”⾦额问
题修复(99059c)
【修正】商品在有冻结库存的前提下能通过【统⼀调库存】把商品库存调整为0问题修复(094d91)
【修正】同时对⼀个商品添加商品促销和组合促销的优惠，前台商品列表⻚的显⽰问题修复(9981db)
【修正】ECStore订单在OMS全额退款后取消，优惠券未退回未使⽤问题修复(6ea91c)
【修正】ECStore后台图⽚偶发性上传失败问题修复(163c98)
【修正】PC端已使⽤的优惠券还能在选择问题修复(23786e)
【修正】后台报表经营概况右侧的销售量、销售额统计缺少滚动条问题修复(bca25e)
【修改】修复PC商城预存款⽆法充值的问题(58e708)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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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5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5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5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5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52.tar.gz

Version 2.3.51
2015-11-30
【更新】此包为升级到52版本必备的补丁包，但⽆具体功能更新内容，为了升级到52及以后版本,客⼾
需要先升级到51版本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51.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51.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51.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51.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51.tar.gz

Version 2.3.50
2015-11-26
【优化】后台商品咨询被回复短信内容加⽤⼾名(e02fc8)
【bug】--EC140--wap端购物⻋结算⻚⾯，导致checkbox点击⽆效(e0af58)
【新增】移动⽀付宝⽀付(若使⽤新⽀付宝⽀付，PHP要安装OPENSSL拓展，服务器要开启CURL)
(3bb910)
【修改】IE11 图⽚展⽰BUG(8a7ee2)
【更新】申请退款(8ee4bb)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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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5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5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5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5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50.tar.gz

Version 2.3.49
2015-11-18
【新增】wap退换货(765016)
【优化】⽂字修改，短信提醒变更为67个字符(6d422f)
【优化】商品分享样式(01f9d3)
【优化】apilog表查询性能优化(0e82b0)
【回滚】回滚授权代码(46d2e7)
【优化】授权优化(52ffb2)
【修正】wap端忘记密码，⽤邮箱验证，输⼊验证码失败时，布局加载两次(fc2650)
【修正】修正售后，售后排除完成能申请售后(bd3750)
【修正】wap段⾃动登录BUG(49fb91)
【修正】退换货代码错误(e2c95a)
【修正】商品导出时，详细介绍的代码有问题(05376f)
【修正】短信发送错误的判断代码错误(ea939a)
【修正】已过期的优惠券还能再选择(862cdc)
【修正】订单⽀付中 付款账⼾⽆法删除和维护(fd9763)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4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4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4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4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49.tar.gz

Version 2.3.48
2015-11-04
【优化】组合⽀付⽀持微信扫码⽀付(666d68)
【优化】安装wap应⽤的时候，更新地区列表，解决刚安装的wap的时候不能使⽤地区列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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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43)
【优化】商品导出默认图⽚的顺序优化(6cadf6)
【优化】添加收藏，增加过滤(a1cd37)
【修正】营销赠送优惠券获取之后已⽤(9f6f74)
【修正】会员短信群发问题和后台⽐较型筛选条件⽆效(094a28)
【优化】证书登录错误，邮箱改为400电话(9776b7)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4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4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4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4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48.tar.gz

Version 2.3.47
2015-10-28
【修正】商品配件数量bug(b93a35)
【优化】编辑未⽀付订单，添加商品，删除图标未显⽰(8a221f)
【优化】后台订单促销商品促销，⽂字优化(0bcbac)
【优化】证书绑定提⽰faq连接地址修改(30972c)
【修改】订单付款IE兼容试图下BUG(c1efe8)
【修正】添加⽤⼾失败，事务被提交了(175383)
【优化】团购订阅重复提醒(fc8459)
【修复】修复wap端⽴即购物运费在配送⽅式⾥⾯显⽰错误(fc0f52)
【修正】批量操作、导出、标签、删除会操作全部的问题(66352d)
【新增】微信⽀付扫码⽀付(b1dc71)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4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4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4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47.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47.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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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2.3.46
2015-10-14
【修正】pc端会员充值，⽀付⽅式⾮后台设置的名称(e5c52f)
【修正】挂件搜索关键词⽆效(cd6fe0)
【修复】后台积分详情语法错误(456512)
【新增】实时⽣成⼆维码的连接(6a8911)
【优化】给15个表添加索引（⽐邮件⾥多）(f3b963)
【新增】返回字段⾥增加 approve_status(9c4c74)
【新增】修改更新库存的返回结果(1d8d66)
【修正】date插件在chrome的显⽰问题(780144)
【优化】⾃动取消普通订单(df5bdf)
【修正】后台商品雷达去除(d9897b)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4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4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4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46.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46.tar.gz

Version 2.3.45
2015-09-24
【新增】新增数据接⼝(9ebcd0)
【后台】增加显⽰微信⽀付(35ffae)
【新增】wap端预存款充值增加微信充值(9efcbc)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4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4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4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45.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45.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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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2.3.44
2015-09-21
【优化】 base_httpclient 可以通过配置使⽤crul(1ac203)
【修正】微信⽀付⼆次⽀付openid⽆法获取(459b16)
【修复】wap端模板保存css⽂件报错的bug(06f7d7)
【优化】短信签名设置的说明⽂字(5acf7e)
【优化】新增导航菜单时增加不要过多增加导航的建议提⽰⽂字(bbbb41)
【优化】移除邮件订阅，默认显⽰⽂章标题数⽬(f39164)
【修正】商品列表⻚order by sql注⼊(453462)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4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4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4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44.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44.tar.gz

Version 2.3.43
2015-09-14
【修正】配件⼆次编辑才⽣效问题(eaa117)
【修正】修正标准模板在⽤⼾登录注册⻚⾯客服不显⽰问题(9c349d)
【优化】后台订单⽀付⽅式增加微信⽀付(eadeb1)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4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4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4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43.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43.tar.gz

Version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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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09
【修正】触屏版使⽤部分⽀付⽅式提⽰“不⽀持次⽀付⽅式”(8894cb)
【修正】团购提醒重复发送(7252a0)
【修正】修正虚拟分类问题(a8c3cc)
【修正】ecstore使⽤⽤⼾名注册，然后再在个⼈中⼼设置name，订单导出列会员⽤⼾名为:未知或⽆
操作员 (d72d73)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4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4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4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42.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42.tar.gz

Version 2.3.41
2015-09-08
【修复】导出erp格式，商品类型为具体的商品类型(cf8bf5)
【修正】导出选择全部订单时，导出的内容是未发货的订单列表(66a88a)
【优化】优化导出功能(c4bb97)
【优化】订单同步erp后，未设置⽤⼾名的会员购买⼈信息没有显⽰(a2c654)
【修正】登陆cookieBUG(fe017b)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说明:
本次加⼊了ecstore商品导出为ERP商品模版功能，由于ecstore导出采取ut8编码，⽽erp使⽤的GBK编码，
所以需要先将导出的csv⽂件编码修改为GBK，再导⼊⾄ERP中。另外，本次的商品导出erp格式只⽀持导
⼊ERP3.7以下版本(不含3.7版本)。
关于csv⽂件转换编码，可以使⽤⽂本编辑器来进⾏转换，我们以windows操作系统，使⽤⽂本编辑器
editplus 为例：
在ECStore中将商品导出为ERP格式。 [images/changelog/1.jpg]
打开EditPlus，点击⽂件，点击打开图标(图⽚上画圈位置)，打开下载的csv⽂件。
[images/changelog/2.jpg]
点击【⽂件】菜单，选择【另存为副本】，打开另存为窗⼝。 [images/changelog/3.jpg]
在另存为窗⼝，【编码⽅式】选择系统默认。点击保存。 [images/changelog/4.jpg]
此时的csv⽂件，便可导⼊到erp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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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 下载 | | ----- | -----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41.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41.tar.gz | | 商
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41.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
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 patch-onex_ecstore_pro-2.3.41.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41.tar.gz |

Version 2.3.40
2015-09-02
【修正】修复了邮箱注册时安全中⼼⽆法验证邮箱的Bug(95d21a)
【优化】优化了商品评价的流程，使得会员能够对商品进⾏连续评价(95d21a)
【新增】新增拉卡拉境内境外共4种⽀付⽅式(PC和WAP)(089d41)
【优化】增加站外链接推⼴功能(ce1e50)
【优化】优化了优惠券的使⽤流程，使得未⽀付订单的优惠券能够退回(b9604b)
【新增】订单列表增加退换货⼊⼝，消费者可以直接对单⼀订单内的商品发起退换货申请(34f017)
【修正】优化积分接⼝流程，减少积分调⽤次数(89b0e7)
【优化】优化⽤⼾推荐规则读取流程，绑定CRM后，⽤⼾推荐的规则将由CRM统⼀控制(6e94ef)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重要说明:
本次更新由于优化了货币相关流程，系统中没有设置过默认货币的客⼾，需要添加⼀个默认货币，系统在
⽆默认货币的情况下前台只提供预存款⼀种⽀付⽅式，请注意。(已经有设置默认货币的客⼾可以⽆视)
默认货币的添加⽅法：后台-控制⾯板-货币管理，点击“添加货币”按钮即可添加货币，添加货币时可以选
择“是否设置为默认货币”。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4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4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4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40.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40.tar.gz

Version 2.3.39
2015-08-21
【修正】预存款⽀付BUG修正(f19bd8)
【修正】微信关键字语法错误(0fa252)
【修正】积分抵扣最⼤⾦额⽆效的bug(9db6ff)
【修正】应该是⼀个多加的⽇志点，会导致⻚⾯安装失败。(8167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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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后台订单详情-购买⼈信息增加显⽰⼿机(7cd9e2)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3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3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3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39.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39.tar.gz

Version 2.3.38
2015-08-13
【优化】注册推荐优化，变crm控制积分规则，ecstore设置变成显⽰(60c87c)
【优化】版本提⽰(4ba764)
【优化】积分联通2期-crm接⼝相关代码,全渠道签到，会员积分查询优化 (54a5cb)
【优化】修改移动端商品详情图⽚间隙(b49061)
【修正】后台到货通知数量⽆法正常显⽰bug修正 (50b9a0)
【更新】版本品牌更新(12cb9c)
【修正】商品⻚⾯⼤图⽂字BUG修改(2bcf0f)
【升级】升级到2.3.38(ccfe82)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重要通知:
从2.3.38版本起，ECstore正式更名为ONex
优化功能说明 邀请注册流程优化(绑定CRM时)：
若ECstore绑定了CRM，则由CRM(中台)来控制ECstore的邀请注册规则，ECstore的“⽤⼾推荐”将处于不可
编辑状态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quick-2.3.3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tandard-2.3.3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source-2.3.3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2.3.38.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onex_ecstore_pro_source-2.3.38.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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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2.3.37
2015-08-13
【修正】订单物流连接华强宝(002b6d)
【优化】优化退换货流程，退换货不能重复申请(7bb402)
【优化】商品搜索⻚分类地⽅有？号，影响seo(7247cc)
【修正】同步⽇志管理后台批量⽆效(221d5c)
【修改】通过控制⾯板的[是否启⽤商品编号]控制后台商品编辑⻚⾯商品编号的显⽰(182d2f)
【优化】信任登录前端增加显⽰昵称和头像(a9488c)
【修正】点击连接绑定账号失败(4a64d5)
【修正】修正验证传⼊空值可被验证通过(4f1bcb)
【优化】修复后台订单筛选结果数错误(b17cfb)
【优化】site的date插件(f167a1)
【优化】删除的sql语句不能为全部删除，全部删除返回false并记录(75dda0)
【优化】修改商品描述图⽚间隔问题(347bd4)
【修正】到货通知BUG修正(9df5ef)
【新增】确认收货(d05b9d)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新功能说明
物流信息查询对接华强宝： ECstore将物流信息查询对接的平台从快递100变为了华强宝，由于⽬前该
查询⽅式对接的是矩阵，所以不需要输⼊授权Key值就可以直接查询
退换货流程优化： 修复了针对单⼀订单可以⽆限发起退换货申请的问题
QQ信任登陆重新上线： 之前的下线原因是由于腾讯那边单⽅提⾼了⽹站的审核标准，在进⾏QQ信任
登陆的过程中需要将QQ的头像显⽰，⽽之前EC的信任登陆并未显⽰该头像，故该信任登陆⽅式临时
下线。这次产品针对QQ那边的标准修改⻚⾯前端的设计，使其符合审核标准，于当前版本中重新上
线。
确认收货： ECstore针对订单流程的完整性增加了“确认收货”的步骤，消费者在商家发货后可以对订单
执⾏“确认收货”的操作。该功能主要分为以下3个部分。
确认收货操作：消费者可以在[订单列表]对已经发货的订单执⾏确认收货操作
⾃动确认收货：针对未确认收货的发货订单，系统提供⾃动确认收货的功能，默认为10天，10天
后系统⾃动执⾏队列将符合规则的订单执⾏“确认收货”操作
延⻓确认收货时间：假设已发货订单⾯向⼀个偏远地区，或者在物流途中出现意外，10天可能⽆
法送达到消费者，ECstore提供针对单⼀订单的延⻓确认收货时间的操作，该功能的操作需要先勾
选已发货的订单，并在[订单列表]中点击新出现的“操作”—“延⻓确认收货时间”按钮，输⼊确定延
⻓的天数后，当前订单的确认收货时间将延⻓⾄更改后的时间节点
| 版本 | 下载 | | ----- | -----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 patch-2.3.37-quick.tar.gz | | 商派
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 patch-2.3.37-standard.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
权 | patch-2.3.37-source.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 patch-2.3.37commerce_standard.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 patch-2.3.37commerce_source.tar.gz |

41

V2.0补丁包

Version 2.3.36
2015-08-13
【升级】升级到2.3.36(c3c038)
【优化】推荐注册，只能输⼊整数(c4ac49)
【优化】需要升级crm的提⽰(7f77f9)
【修正】优化积分初始化(5fceba)
【新增】积分对接crm + 注册送积分(a5e5d3)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新功能说明
积分对接CRM： 在该版本中，ECstore与CRM实现了积分的对接，对接成功后，ECstore的积分将接
收CRM的数据实现全渠道积分的统⼀查看，消耗。简单操作如下：
在[数据互联]中绑定ECstore与CRM(须注意CRM的版本不低于2.2.6)
点击[初始化积分到CRM]按钮， 系统将弹出双层确认框来防⽌误操作，若管理员确认CRM版本没
有问题后，ECstore会将会员的积分记录添加到消息队列，并同步到绑定的CRM系统. 注: a) 由于
ECstore和CRM之间积分接⼝变动，故在与CRM进⾏“积分初始化”的操作时需保证CRM的版本不
低于2.2.6，否则可能会出现问题。b) 建议不要解绑ECstore与CRM之间的关系，不然会导致会员
积分数据的不统⼀(积分⽇志将全部保存在CRM这边)，未来EC这边会就积分的对接问题做更多的
优化。
会员签到： 商家可以在[商店设置]—[积分设置]中设置会员每⽇签到时可获取的积分。设置完毕后，会
员就可以于PC版[会员中⼼]中进⾏签到⾏为，并获取会员积分。若商家想要移动端签到的功能，该功
能已经在CRM的“移动⾃服务平台”实现了，有意该需求的商家可以通过购买CRM来实现
推荐注册： 商家可以在[营销]—[⽤⼾推荐]中设置相关参数，设置完毕后在[会员中⼼]—[我的邀请码]中
就可以看到带会员标识的⼆维码。相关⼈员扫过⼆维码完成注册后，推荐⼈就可以获得规则中设置过
的积分数量。若商家想要移动端邀请注册的功能，该功能已经在CRM的“移动⾃服务平台”实现了，有
意该需求的商家可以通过购买CRM来实现
| 版本 | 下载 | | ----- | -----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 patch-2.3.36-quick.tar.gz | | 商派
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 patch-2.3.36-standard.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
权 | patch-2.3.36-source.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 patch-2.3.36commerce_standard.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 patch-2.3.36commerce_source.tar.gz |

Version 2.3.35
2015-07-06
【优化】修改后缀 wap不能修改⽀付⽅式(8620da)
【修正】修正⽀付⾦额计算ceil可能会多1分的问题(48e32b)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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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35-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35-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35-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35-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35-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34
2015-06-11
【优化】前台商品详情⻚内分享按钮，分享到腾讯微博、新浪微博时，没有商品的链接(2dc4ef)
【修正】编辑商品冻结库存丢失(2a25e4)
【修正】wap端⼿机充值返回提⽰没找到订单(实际已经充值)
【修正】对接crm后，crm 发放优惠劵，ecstore没有⽣成的错误(385759)
【修正】站点设置设置⾮.html 购物流程会异常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34-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34-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34-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34-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34-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33
2015-06-04
【修正】 商品列表显⽰⼤图错误(26fa4c)
【修正】 wap 注册，苹果safari浏览器使⽤⼿机⽤⼾名注册时可以为字符(25edd8x)
【新增】营销在pc端、wap端分离(cafcd9)
【修正】 微信拼写错误(fb8d77)
【优化】kv失效的时候，对⽐表会有打印信息(32fcd0)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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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33-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33-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33-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33-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33-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32
2015-05-14
【优化】优化更新(update)的机制，避免某些情况下数据库部分内容⽆法更新。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重要说明:
版本重要说明：2.3.31版本修正了‘预存款⽀付密码’在安装后没有进⾏配置时（⽆默认值情况下）会导致预
存款重复⽀付的问题，此版本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点击‘维护’)。2.3.32版本则优化了补丁包
升级后更新（update）的机制，请需要使⽤‘预存款⽀付密码’的⽤⼾升级⾄2.3.32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32-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32-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32-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32-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32-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31
2015-05-14
【优化】团购活动初始销售值可以单独设置(12aed4)
【优化】找回密码取消站内信(a8de12)
【优化】订单打印添加商品图⽚(912b06)
【优化】订单列表显⽰是否索要发票(c2ce98)
【优化】wap微信免登陆功能(2afcdf)
【修正】微信⾃定义菜单报错(de9d27)
【修正】计划任务删除⼀个⽉⽇志计算错误，会删除当天前的数据(99a2df)
【修正】修改商品规格信息填写特殊符号的处理(8bdc2f)
【修正】修改finder多次搜索并选择后传参问题(0e2cc0)
【修正】微信⾃定义菜单可能报错(5a4d43)

44

V2.0补丁包

【修正】预存款2次⽀付问题(0a3359)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31-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31-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31-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31-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31-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30
2015-05-06
【修复】⼿机邮箱登陆，修改⽤⼾名，会造成⽤⼾⽆法登陆(a32b18)
【新增】微信转发(e6f9bb)
【新增】微信多客服(c62ddc)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PS: 由于2.3.29版本中新增了“预存款⽀付密码”，该功能可能会导致预存款重复⽀付的问题(2.3.32版本中已
经修复)，此版本中也会存在此问题，请打过本补丁的亲升级⾄2.3.32版本。
多客服使⽤说明:
先进⼊您的微信公众号开启多客服，添加客服账号，下载客⼾端 [images/changelog/kf-1.png]
进⼊ecstore后台，在微信管理中添加⼀条⽂字消息 [images/changelog/kf-2.png]
添加⼀条关键字回复，将类型设置为“多客服显⽰消息” [images/changelog/kf-3.png]
会员关注公众号后，输⼊关键字即可触发多客服，这时您就可以在多客服客⼾端中收到客⼾对客服的
咨询，并进⾏回复 [images/changelog/kf-4.png]
微信转发使⽤说明:
在ecstore后台，微信管理的基本配置中可以配置微信转发应⽤的⻚⾯ [images/changelog/weixin1.png] 勾选对应的⻚⾯后，会员使⽤微信访问这些⻚⾯，进⾏微信分享时，分享时显⽰的⽹⻚图⽚会
使⽤logo图⽚(注：商品详细⻚不使⽤logo，⽽是使⽤商品图⽚)
| 版本 | 下载 | | ----- | -----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 patch-2.3.30-quick.tar.gz | | 商派
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 patch-2.3.30-standard.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
权 | patch-2.3.30-source.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 patch-2.3.30commerce_standard.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 patch-2.3.30commerce_source.tar.g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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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2.3.29
2015-04-23
【优化】客服挂件优化，添加企业qq(46d9ee)
【修正】⽀付宝⽹关⽀付充值错误(212444)
【修正】 api b2c.goods.get_lv_price 当没有获取到货品的时候产⽣的报错(b931e8)
【修正】 api b2c.goods.get_type_detial show导致sql出错(86d0fe)
【修正】 调⽤接⼝ b2c.member.add_cart 有sql报错，字段定义为limit 导致sql错误(9378c4)
【修正】预存款⽀付可能存在不显⽰(53b4e0)
【修正】商店配送时间指定关闭后刷新后不隐藏---鲁江(96162d)
【新增】预存款⽀付新增⽀付密码 --- 陆彬(ee0d65)
【修正】指定配送时间选择⼀号时多⼀个⽉(1d489d)
【优化】指定配送时间可以设置关闭和开启(664be5)
【修正】后台商品双关联失效(c2c30d)
【优化】银联⽀付⽂字描述优化(3db139)
【新增】配送时间选择优化(473b94)
【新增】银联wap⽀付(6f1f3d)
【优化】 预付款代码优化(ed9703)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PS：‘预存款⽀付密码’需要在‘预存款⽀付⽅式’中配置，请打上此补丁的亲⼀定要勾选是否使⽤密码(启⽤勾
选‘是’，不启⽤勾选‘否’)，不勾选的情况下会出现预存款重复⽀付的问题。 此问题已经在2.3.32中修复，请
需要使⽤此功能的亲，升级⾄2.3.32版本。
[images/changelog/2.3.29-1.png]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29-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29-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29-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29-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29-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28
2015-03-25
【新增】增加新版中国银联⽹关⽀付⽅式
【修正】修复了组合促销的若⼲Bug
【优化】优化了Wap端优惠券使⽤的流程
【优化】优化了⻚⾯管理中⻚⾯名称的显⽰⽅式
【优化】优化了Wap端商品详情的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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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修复了扩展属性⽆法保存是否显⽰的Bug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28-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28-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28-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28-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28-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27
2015-03-19
【修复】QQ信任登陆串号问题(c4744d)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27-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27-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27-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27-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27-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26
2015-03-18
【修正】修复了会员列表中会员性别默认为男的Bug (466660)
【优化】优化了会员列表中积分⾼级筛选的⽅式 (955e43)
【优化】增加了购物⻋中优惠券添加的限制模式 (5c3d3c)
【优化】微信内⽀付宝⽀付接⼝更新(d78598)
【修正】修复了指定区域配送时结算⻚⾯不显⽰该配送⽅式的Bug(505194)
【优化】解决了⽀付宝担保⽀付时须填写收货⼈地址的问题(2c85a0)
【优化】优化了只显⽰会员价时⽤⼾未登录的情况下会员价格显⽰情况(8a896f)
【修正】信任登录qq登录后，退出再登录，登录异常 (串号)
(190987c913c9bc3638d6ca853366aa51e32fc3d9)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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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26-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26-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26-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26-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26-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25
2015-03-12
【优化】信任登陆bug修复(f74da3)
【优化】后台未开启任何⽀付⽅式时，货到付款的⽀付⽅式显⽰优化(e5a850)
【优化】安全中⼼邮箱验证显⽰⽂字优化(3b435a)
【新增】积分兑换优惠劵限制(da9e94)
【优化】购物⻋中优惠⾦额显⽰优化(改为订单优惠⾦额)(f2698c)
【新增】会员中⼼中个⼈信息增加补充额外的功能(af548e)
【优化】后台短信签名限制规则修改，更改字符⻓度为3~8 (c7bc53)
【修正】修正了wap端修改密码后跳转到空⽩⻚的现象(24b64e)
【修正】优化了会员中⼼信任登录更改⽤⼾名不能保存的Bug(75e2b0)
【优化】优化了信任登陆后台配置⼈⼈不能使⽤ 保存关闭按钮的Bug(330345)
【新增】触屏端信任登陆注册⽤⼾⽀持密码修改(d49ece)
【优化】修正会员注册项中的“会员中⼼可编辑”状态为默认不开启(9d07bb)
【优化】优化了系统后台不开启任何⽀付⽅式时的⽂字提⽰(1108dd3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由于新版本信任登陆的QQ信任登陆存在串号问题，打过此补丁的⽤⼾，或者需要使⽤新版信任登陆的⽤⼾
升级⾄2.3.27版本或以上。
新增内容说明:
积分兑换优惠劵限制： 新增了积分兑换优惠券的数量限制
增加了“积分兑换优惠券”⾥增加“最⼤兑换数量”的填写(数量的填写内容须为正整数，此时更新前的
优惠券活动兑换不设上限)
会员中⼼中【积分兑换优惠券】⾥增加优惠券显⽰限制
当会员等级符合条件时，会员点击兑换，此时依次判断以下值
会员的兑换次数是否达到上限。若达到上限时，则显⽰提⽰⽂字“您的兑换次数已达上限”。并
且兑换⾏为失败
会员的积分是否⾜够。若会员积分不⾜时，则显⽰提⽰⽂字“您的积分不⾜”。并且兑换⾏为失
败
当会员的兑换次数未达上限且积分⾜够时，则显⽰“兑换成功，活动期间您还可兑换X张”(X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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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的兑换数量)
会员中⼼中个⼈信息增加补充额外的功能 【控制⾯板】--【会员注册项】显⽰⽂字优化，更改为“会员
注册时需填写“，并增加”个⼈信息中可编辑 ”的设置, 设置的效果如下 [images/changelog/2.3.25-1.jpg]
| 版本 | 下载 | | ----- | -----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 patch-2.3.25-quick.tar.gz | | 商派
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 patch-2.3.25-standard.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
权 | patch-2.3.25-source.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 patch-2.3.25commerce_standard.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 patch-2.3.25commerce_source.tar.gz |

Version 2.3.24
2015-03-04
【修正】商品详情⻚商品价格不显⽰(单独设置会员价格时)(a81733)
【修正】b2c_site_gallery->ajax_get_goods的过滤会过滤掉查询内容(146458)
【优化】后台报表会员运存款导出列表中⽀付⽅式变中⽂(989531)
【修正】订单确认⻚运费为0的时候，显⽰未包含运费(71b73f)
【优化】前台最新订单列表收货⼈只显⽰⼀个字，后⾯⽤*代替(8c1c5a)
【优化】未读站内消息条⽬数在导航中显⽰(e185b6)
【优化】订单购物单不统计未完成订单，统计⽅式改为已经完成订单(不包含当前)加当前打印订单
(827832)
【优化】后台编辑会员积分和预存款没有显⽰分⻚(c7e2cb)
【优化】商店设置选项位置调整(2bee06)
【优化】会员余额数据导出添加信息(1cb3d6)
【优化】余额导出⽤⼾id变为⽤⼾名(ebf056)
【优化】计划任务禁⽤⽆效(040a2a)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由于新版本信任登陆的QQ信任登陆存在串号问题，打过此补丁的⽤⼾，或者需要使⽤新版信任登陆的⽤⼾
升级⾄2.3.27版本或以上。
由于ECOPEN平台(为ECstore提供信任登录服务的平台)后续不再维护以及提供服务，所以ECstore重新开
发了直连的信任登录，⽤来替代现有的信任登录，对此功能说明如下：
新版信任登录和⽼版信任登录不可同时使⽤。
我们为⽼版本信任登录⽤⼾提供了修改密码以及绑定⼿机和邮箱功能，以便切换新的信任登录后能够
重新绑定现有账号，继承现有账号的各种业务记录。
新版本信息登录的开启，需要商家⾃⾏去各平台注册开发者账号并申请应⽤，以获取APPID及APPKEY
有鉴于以上三点，所以新版信任登录默认不安装，对于新的商家，可以在应⽤中⼼直接安装开启；对于已
经运营的商家，需按如下流程使⽤新版信任登录：
通过公告或者其他通知⽅式，告知消费者信任登录切换的情况和时间，并建议消费者在会员中⼼进⾏
密码设置以及绑定⼿机或者邮箱的操作；(如果切换新的信任登陆前，消费者没有进⾏相关的设置，后
续将⽆法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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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各信任登录服务平台的账号注册及应⽤申请，以获取对应的APPID及APPKEY。
在以上两项完成后，卸载⽼的信任登录，安装新的信任登陆，选择信任登录⽅式以及填写APPID以及
APPKEY。
通知消费者使⽤新的信任登录登录成功后，选择绑定现有账号，输⼊之前绑定的⼿机或者邮箱以及密
码实现账号继承。
其他：
ECOPEN平台将会持续运营半年左右，在关闭运营之前⼀个⽉会进⾏持续的通知。
| 版本 | 下载 | | ----- | -----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 patch-2.3.24-quick.tar.gz | | 商派
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 patch-2.3.24-standard.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
权 | patch-2.3.24-source.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 patch-2.3.24commerce_standard.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 patch-2.3.24commerce_source.tar.gz |

Version 2.3.23
2015-02-04
【优化】会员中⼼商品评论和咨询，默认勾选为匿名(3a93d3)
【安全】增加post数据过滤：b2c_ctl_site_gallery:ajax_get_goods()(bfa203)
【新增】商品列表⻚打开商品详情⻚打开⽅式(是否新开窗⼝)(eba1ba)
【优化】会员注册项旺旺账号的格式从字⺟变为字⺟+数字(1b5381)
【优化】销售记录可设置是否显⽰销售价格(f33a3a)
【新增】触屏版物流信息显⽰(022ce0)
【新增】商品详情⻚显⽰商品编号(62d704)
【优化】商品详情⻚会员等级价格显⽰⽅式(增加显⽰当前会员的等级价格)(f33415)
【修正】微信⽀付时，若获取openid失败，会报the transaction has not started yet的问题(93c323)
【修正】下载导出⽂件时报错，显⽰FT的问题(2b39fe)
【修正】微信升级6.1后，部分安卓机器微信⽀付报“服务器繁忙”的问题(1ba6f5)
【修正】⽤⼾注册项，部分保存判断和输⼊判断不⼀致的问题(2fac52)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23-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23-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23-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23-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23-commerce_source.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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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8
【修正】货到付款在wap端显⽰为不⽀持的问题(a7f607)
【修正】触屏端⻚⾯title显⽰错误(16528f)
【优化】default模板⽂章⽬录下两个⼴告相关挂件转移到⼴告⽬录中(70591b)
【修正】PC端⽂章列表挂件，出现了移动端⽂章的问题(78d531)
【优化】后台⽂章列表⻚，编辑⽂章以及新增⽂章以后⾃动刷新⽂章列表⻚(134e56)
【修正】wap不登陆的情况下可以访问订单⽀付成功⻚可能导致联系地址泄露的问题(e482c5)
【修正】品牌列表⻚商品标签筛选⽆法关闭的问题(0c1e16)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22-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22-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22-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22-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22-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21
2015-01-22
【修正】组合促销编辑⻚⾯object打开以后的url过⻓(3369f9)
【优化】后台修改会员等级成功后，增加“保存”成功的交互逻辑(84d033)
【优化】后台移动端基本配置中关于苹果桌⾯图标加注释(0a87da)
【修正】session的httponly问题(d9d5ef)
【优化】会员等级设置的过期时间设置，改为积分过期时间(632ab9)
【优化】wap模板样式更改及代码压缩(b28ee9)
【修正】商品详情⻚⼩图，会被拉伸的问题(32d16e)
【修正】商品详情⻚⽂本不能复制问题(59cfd9)
【新增】信任登陆⽤⼾可以设置密码(553984)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21-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21-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21-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21-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21-commerce_source.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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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2.3.20
2015-01-14
【优化】触屏端某些⻚⾯不显⽰移动商城的名称问题(4359f8)
【修正】导出某⼀类订单时，会导出所有订单问题(b1d71f)
【优化】编辑货品⻚⾯的30位货号⻓度限制(1a1da1)
【优化】⽆规格商品货号限制从25位改为30位(d0e86c)
【优化】wap端会员注册流程(c53edc)
【修正】组合促销编辑⻚⾯添加商品过多时会弹出⻚⾯报错url过⻓问题(bca660)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20-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20-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20-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20-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20-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19
2015-01-07
【修正】到货通知⼿机格式不⽀持18开头的号段问题(704afb)
【优化】wap端充值预存款，输⼊框边框⽆法显⽰问题(ba7ee6)
【修正】触屏端预存款⽀付不再显⽰微信⽀付(e0348b)
【修正】后台积分抵扣⾦额数值为积分总数，现在修改为实际的积分数量(ce1a58)
【修正】因所添商品过多导致编辑组合促销规则时url过⻓问题(a87739)
【新增】后台的开关控制前台列表⻚商品标签是否显⽰(adbad8)
【新增】规格设定规格值数量限定200(d82aae)
【优化】下单时查询优惠劵是否⽤过，防⽌出现优惠券重复使⽤问题(cbaae8)
【新增】⽀持prism请求矩阵(87c2e8)
【优化】对现有⽤⼾因多次输⼊密码错误进⾏改造(从控制器迁移到lib中)(f0c2b0)
【新增】后台有开关设置发短信时是否需要输⼊验证码(6dcc94)
【优化】管理员修改⽤⼾密码后，解除⽤⼾因多次输⼊密码错误导致的⽤⼾锁定(670b85)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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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19-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19-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19-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19-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19-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18
2014-12-24
【优化】⼿机商品详情⻚图⽚从⼩图改为中图(提升清晰度)(123578)
【优化】每天每个⼿机号从可以发送6条短信限制为发送3次短信(4b191e)
【优化】忘记密码发送短信验证码时，判断⼿机号是否存在(0a80c1)
【修正】订单结算⻚，可抵扣积分错误(009c16)
【修正】wap端开启发票以后不会记录发票信息的问题(ba4b9a)
【新增】同步订单信息中新增发货内容(2900af)
【修正】删除图⽚时，若图⽚为⽹络图⽚不删除图⽚的问题(3dece8)
【优化】订单创建接⼝调整(57c332)
【新增】订单创建接⼝(⽤于会员登录后创建订单)(9574e3)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18-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18-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18-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18-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18-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17
2014-12-17
【修正】后台订单详情，⽀付⽅式名称调取的数据从固定内容改为⾃定义内容(b8ac4b)
【修正】列表⻚不显⽰评论数量设置不⽣效(696fec)
【修正】微信免登(原有)重命名(7973a9)
【修正】评论审核后积分的设置限制(df16f9)
【优化】后台订单详情新增订单积分抵扣⾦额(e78ead)
【优化】paycenter⽀付⽅式显⽰名称从预订名称修改为后台设置名称(ca5d43)
【优化】当团购活动没有商品在活动中时，不显⽰列表(e9d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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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去掉团购短信通知中的html标签(545c6c)
【修正】触屏端订单结算⻚站外获取的优惠卷输⼊框不显⽰(96297f)
【优化】释放团购和预售活动中订单取消时服务器压⼒(fb67c3)
【修正】经过⾮常态步骤导致的后台标签清空(009831)
【修正】模板操作中加⼊对部分字段的过滤，避免php注⼊和⽂件遍历漏洞(9ff677)
【修正】⽹银在线⽀付订单⽀付状态不同步到erp问题(8518e6)
【修正】⽀付宝⽹关⽀付函数名(1869a3)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17-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17-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17-sourc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授权

patch-2.3.17-commerce_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旗舰版开发授权

patch-2.3.17-commerce_source.tar.gz

Version 2.3.16
2014-12-03
【修正】开启预存款后下订单并选择预存款，然后关闭预存款后去⽀付，依然可以使⽤预存款⽀付
(830921)
【修正】关闭预存款⽅式后wap端还可以继续进⾏预存款充值(69e59a)
【修正】⽀付宝充值预存款提⽰签名错误(87d1ba)
【修正】mongo在新版本下副本集的问题(842e70)
【修正】php5.4下下单starbuy报错(7fceaa)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16-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16-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16-source.tar.gz

Version 2.3.15
2014-11-26
【修正】web端前台商品列表⻚配件图⽚的超链接错误问题(5dc28d)
【新增】前台删除订单功能(2ba7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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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会员中⼼⾥订单详细⻚中没有显⽰配件商品的信息
【修正】商品收藏⻚⾯，下架商品超链指向不正确问题
【修正】删除openid的⽇志点
【修改】php5.4环境下的后台报表问题
【修正】当商店名称存在空格时，⼿机⽀付宝⽀付会返回请求超时报错问题
【优化】⽀付⽅式参数填写时⾃动去空格功能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15-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15-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15-source.tar.gz

Version 2.3.14
2014-11-20
【优化】未连通crm时，隐藏初始化⽤⼾数据到CRM与同步未同步⽤⼾数据到CRM按钮(5d6926)
【新增】初次绑定crm时，可以点击按钮初始化会员到crm(c76b24)
【优化】去掉前端代码中UED团队的签名(445bc3)
【修正】⾃动取消订单会⼀直留在待取消列表中(e0b600)
【优化】⾃动取消的团购订单会在后台显⽰取消原因(5d545f)
【修正】后台订单促销和商品促销，会员等级从⾮必选修改为必选(7b1408)
【新增】通过忘记密码修改密码以后，会清除账号因多次输错密码的锁定限制(09a92e)
【修正】api同步重试缺少⽂件的提⽰(6cf7e9)
【修正】商品到货通知⼿机号验证逻辑修改(仅PHP)(88ba20)
【修复】微信⽀付，修改iOS下部分参数⽆法获取问题(9c81b5)
【优化】微信⽀付获取openid时，取消appid的⾸尾空格(f9efaa)
【优化】微信⽀付获取openid时，增加⽀付时对微信返回内容记录⽇志(4b2db3)
【新增】b2c.member.get_member_filter接⼝(bb2b1b)
【修正】体验数据问题，预设商品类型，如⼥装等，开启商品参数，会有⼀组默认的参数，但参数内
容是0：{}(6f7352)
【优化】⽤⼾安全中⼼，激活邮箱时可以不使⽤注册邮箱(838868)
【优化】空购物⻋⻚⾯加⼊收藏夹链接(4abf95)
【优化】 “您的购物⻋是空的”⽂案改为“购物⻋中还没有商品，赶紧选购吧！”(b3270f)
【新增】安全管理新增防跨框架脚本⼯具(747660)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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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14-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14-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14-source.tar.gz

Version 2.3.13
2014-11-12
【修正】wap端进⼊品牌列表⻚，如果存在分⻚，点击下⼀⻚，⻚⾯没有样式的问题(8841a1)
【优化】订单详情规格序列化内容调整，由规格值改为货品⾃定义规格值(b81dee)
【优化】设置账号锁定阀值，前台⽤⼾连续10次输⼊密码账号锁定3⼩时(5f3ca7)
【优化】后台新增可选项，⽤于设置是否关闭前台登陆时⽤⼾名⾃动补全功能(fe46eb)
【优化】openapi输⼊⽆效字符串报错显⽰问题，由PHP语法错误更改为格式化的报错信息(error)
(bede6f)
【优化】调整预售订单取消和预售提醒的定时任务执⾏频率，由每分钟⼀次改为每⼩时⼀次(9708a8)
【修正】session_start的时候，部分参数httpOnly属性未⽣效的问题。(fe2d60)
【修正】多处'登陆'改为‘登录’,错别字修正(a16d19)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13-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13-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13-source.tar.gz

Version 2.3.12
【修正】修正修改微信⽀付请求⽅式，以防⽌服务器配置不当时的curl报错。
【修正】修正后台添加的订单前台显⽰不⽀持所有的⽀付⽅式问题。
【修正】修正点击商品详情⻚的相关商品的下⼀⻚会刷新当前⻚⾯问题。
【修正】修正⽀付宝接⼝显⽰订单内容为商店名称问题。
【修正】修正列表⻚⽆法订阅短信、邮件提醒问题。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12-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12-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12-source.tar.gz

56

V2.0补丁包

Version 2.3.11
2014-10-29
【优化】去掉商品详情⻚的评论按钮
【优化】搜狗浏览器的兼容问题
【新增】⽀付宝⽹关⽀付
【新增】微信⽀付JSAPI⽀付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11-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11-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11-source.tar.gz

Version 2.3.10
2014-10-22
【优化】限制预售规则描述必填。
【优化】预售功能取消订单的时间间隔修改。
【优化】预售发送短信脚本执⾏时间的修改。
【修正】修正当没有安装预售app的时候，部分⻚⾯报错问题。
【修正】修正后台商品列表编辑⻚⾯seo⾃定义url⽆法保存。
【修正】修正商品收藏夹显⽰⻚数⼩于实际⻚数。
【修正】修正⼿机⽀付宝⼀定概率导致⽀付失败问题。
【修正】修正订单结算商品促销失效问题。
【修正】修正⽆库存销售商品，前台限制加⼊购物⻋，并提⽰已超出库存问题。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10-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10-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10-source.tar.gz

Version 2.3.9
2014-10-15
【修正】修正会员中⼼会员全部订单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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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优化商品对⽐，加上详细参数对⽐。
【修正】修正快递单打印模板编辑⻚⾯，打印预览上“送货时间”显⽰为“收件⼈姓名”。
【修正】修正当商品处于⽆库存也可销售状态，库存⼩于订单量时不可发货问题。
【修正】修正后台会员信息地区显⽰错误问题。
【修正】修改微信⽀付⽬录路径。
【修正】修正触屏端⽤⼾注册⻚⾯显⽰问题，“发送密码”修改为“发送验证码”。
【修正】修正⾸⻚的标签指向图⽚路径错误问题。
【优化】优化商品详情⻚“推荐配件”改为“推荐组合”。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9-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9-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9-source.tar.gz

Version 2.3.8
2014-09-24
【修正】修正从erp发货后，订单积分⽆法正常发放问题。
【修正】修正购物⻋和订单确认⻚商品以及配件的积分显⽰错误问题。
【修正】修正组合营销订单时间单位从分钟改为⼩时。
【新增】新增后台禁⽌将有冻结库存的商品修改为⽆库存也可销售限制条件。
【优化】优化组合营销编辑活动⻚⾯时，取消订单处⽂字。
【修正】修正购物⻋⻚⾯中配件的赠送积分计算逻辑。
【修正】修正当安装移动端后，⼿机端商品详情为空时，编辑过或者新增商品的⼿机端不显⽰商品详
情问题。
【优化】优化团购活动详情⻚，“距离团购结束”改为“距离活动结束”。
【修正】修正团购⻚⾯，折扣数字改为四舍五⼊后的1位⼩数。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8-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8-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8-source.tar.gz

Version 2.3.7
2014-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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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优化商品类型关联的规格排序的前台(列表⻚，商品详情⻚)体现。
【修正】修正组合销售详细⻚的seo配置⽆效的问题。
【优化】优化wap端取消订单的⻚⾯样式。
【修正】修正商品详情图⽚不居中的问题。
【修正】修正提交表单时未禁⽌重复的问题。
【修正】修正购物⻋⻚⾯配件商品的⼩计⾦额显⽰单价错误的问题。
【修正】修改商品促销送赠品在商品详情⻚的赠品显⽰图⽚混乱的问题。
【修正】修改⼿机端和电脑端⽂章列表⻚预览按钮跳转链接。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7-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7-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7-source.tar.gz

Version 2.3.6
2014-09-10
【修正】修改规格直接导⼊导出时规格错误问题
【修正】修正组合销售，在现有的促销活动中新增活动商品，在购买该活动中商品时，购买数量出错
问题。
【优化】优化微信⽀付信息提⽰。
【修正】修改冻结库存的并发问题。
【优化】购物⻋为空时隐藏数量显⽰。
【修正】修正快钱⽀付跳回⻚⾯问题。
【优化】将组合销售⾥的预设的“限时抢购”标签，修改为“限时优惠”。
【新增】添加会员取消订单功能。
【优化】优化团购详情⻚⾯显⽰，新增折扣样式。
【优化】团购提醒时间单位从分钟改为⼩时。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6-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6-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6-source.tar.gz

Version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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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3
【修正】修正预付款⽆法⽀付的问题。
【修正】修正组合营销中的“每单限购”改为“每⼈限购”。
【修正】修正后台订单作废失败时，提⽰信息“订单取失败”修改为“订单取消失败”的问题。
【修正】修正删除和下架商品时的报错问题。
【修正】修正pc端不⽀持默认外币交易的问题。
【优化】优化⽂字⽅式显⽰paypal⽀持币种。
【修正】修正paypal显⽰“⽀持⼈⺠币”问题。
【修正】修正短信提⽰签名不存在的问题。
【新增】优化团购挂件。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5-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5-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5-source.tar.gz

Version 2.3.4
2014-08-28
【修正】修改了货通天下的默认图⽚问题。
【修正】修正团购⻚⾯点击⼩图直接进⼊相册⻚的问题。
【修正】修正进⾏导出操作时导致导出数据重复问题。
【优化】优化当短信签名未设置时，会返回提⽰设置短信签名。
【修正】修正订单总⾦额为0的订单，⽆法⽣成退款单的问题。
【优化】优化后台配送⽅式设置，货到付款。
【优化】优化批量发送优惠券时，返回CRM成功接受优惠券⽤⼾信息。
【修正】修正会员中⼼安全认证邮箱和⼿机验证在验证的第⼆步⻚⾯上都显⽰⼿机验证的问题。
【新增】新增⽹银在线⽀付⽅式。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4-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4-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4-source.tar.gz

Version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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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1
【修正】修正当评论或者咨询关闭时，⽆法显⽰相关商品的问题。
【修正】修正商品接⼝统计数量问题。
【修正】修正xls导⼊的数据中包含⼩数点数据导⼊后都显⽰整数，⼩数点后数字变为0的问题。
【修正】修正站点开启微信⽀付后，⾮微信客⼾端下单，⽀付⽅式⻚能选择微信的问题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3-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3-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3-source.tar.gz

Version 2.3.2
2014-08-14
【修正】修改连通ERP后冻结库存释放问题
【修正】修改信任登陆时选择两周内⾃动登录，关闭浏览器后，导航栏显⽰未登录的问题
【修正】修正后台货到付款订单不显⽰在订单列表货到付款标签⻚内的问题
【修正】修正退款时的负积分问题
【修正】修改财付通双⽀付接⼝即时到帐收款问题
【修正】修正商品类型，扩展属性的可选值⽆法删除的问题
【修正】修正wap端，如果商品没有扩展属性和详细参数，详情⻚也会显⽰商品属性、详细参数⽂字的
问题
【修正】修正短信改造后，站内信、邮件模板的标题保存失效的问题
【修正】修正销售收⼊统计 数量有误问题
【修正】修正ecae模式下地区选择组件不显⽰的问题(升级后，需要去后台“地区管理”中重新保存⼀下
地区列表。)
【新增】kvstore新增redis兼容
【修正】修正wap 端下单，收货地址联系⽅式为固定电话号码时，订单提交成功⻚⾯，收货信息⻚⾯
不会显⽰固话号码的问题
【修正】修改浏览历史记录挂件图⽚显⽰不全问题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2-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2-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2-source.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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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2.3.1
2014-08-08
[修改]下订单时收货地址中仅填写固话后，订单⽀付⻚、⽀付完成⻚不显⽰固话的问题 (0839e4)
[修改]后台对有⼿机号码会员群发短信，单提⽰没有填写⼿机号的问题 (890974)
[修改]勾选两周内免登录⽆效的问题 (b316ed)
[修改]触屏版会员中⼼地址编辑时，固话和⼿机添加必填项判断错误的问题，同时添加时⼿机号码验证
(a52a34)
[修改]浏览次数统计问题修改 (99a75d)
[优化]组合促销活动列表⻚及详情⻚，当库存减去冻结数为0时，显⽰为已抢光 (bc003e)
[修改]团购倒计时样式在IE下不兼容的问题 (731de8)
[修改]未登录会员，点击⽴即购买，如果是弹出框进⾏登陆，登陆后提⽰购物⻋为空的问题 (321c95)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关于短信相关说明(重要):
由于移动运营商⽬前对短信签名的控制越来越严格，多次造成了客⼾短信发送延迟甚⾄⽆法发送，为了配
合运营商的相关政策，也为了短信能够提供更稳定的服务，我们产品的短信平台做出了相应的升级。
调整内容如下:
1. 对签名的内容作了更严格的判断
2. 对短信内容做了更严格的判断
3. 营销短信在签名前强制增加“退订回N”
升级注意事项:
升级后，客⼾需在控制⾯板-邮件短信设置 重新设置短信签名才可实现短信发送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3.1-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3.1-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3.1-source.tar.gz

Version 2.3.0
2014-07-31
[新增]组合促销
[修改]退款单创建⽇志记录失败导致请求接⼝失败的问题 (1f7197)
[修改]后台商品列表⻚关键字搜索不到数据的问题 (440a0e)
[优化]导⼊导出新增.xls⽂件类型⽀持(c75a8f16075075d01054758f1b661e86a25e5e6a)
[修改]订单结算⻚编辑收货地址时直接保存，运费没有按地区显⽰的问题 (dcbb97)
[修改]微信告警通知改为GBK编码返回success (b173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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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新增组合促销说明
眼球经济时代，⼀切为了吸引眼球：⾃定义最能吸引消费者的活动名称，随⼼定义你想要的营销活动
名称，默认可选团购、限时抢购两种样式。
提升主推商品曝光量：导航条中添加团购，指向独⽴的团购商品列表⻚。
利⽤团购商品提升平均订单⾦额：团购商品可选直接下单，也可以添加进购物⻋，加上可以设置的包
邮⻔槛，可以提⾼平均订单⾦额。
缩短消费者下单决策时⻓：每天24⼩时重新倒计时模式，让顾客产⽣紧迫感，⽴即下单。
让消费者买得放⼼：⼀键随机产⽣初始销量，省⼼省⼒省时，顾客在看到已有销量可放⼼购买，也不
会怀疑是假销量。
提前展⽰商品却不开售，欲擒故纵：提前展⽰即将开售的团购商品，消费者可订阅感兴趣的商品的开
售提醒，快开售时直接点击邮件中的链接就可以回到商品的团购详情⻚进⾏下单⽀付。
| 版本 | 下载 | | ----- | -----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 patch-2.3.0-quick.tar.gz | | 商派ONex
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 patch-2.3.0-standard.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
patch-2.3.0-source.tar.gz |

Version 2.1.8
2014-07-23
[优化]加强form验证环节⽆vtype时的判断 (a52f10571ef585c0ca602c652da8130ad5bdc6a3)
[修改]修改了商品导⼊关键字丢失问题 (25dd01212bc76432fae0b69b136ef0be2808df45)
[修改]修改删除⽀付宝异步返回的默认账号 (a9889810c3181bc21767c373bdf6ebdbb31f1fe0)
[优化]商品咨询添加了返回箭头 (d392eda8070059dab9942b7c5504b0c55225ba24)
[优化]优化导⼊导出配置检测 (9c2ddcc487dbf9d6c3c25e3f34e09f9b0c6bc379)
[修改]修改wap数量选择框最⼤最⼩值的提⽰(0e264cf8854cab805e389b258f94f263a6a6befe)
[修改]修正了wap端加⼊购物⻋数量超量报错信息不显⽰的问题
(43be28f7c7f12a65a79ca89c9f702111c2623dc9)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1.8-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1.8-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1.8-source.tar.gz

Version 2.1.7
2014-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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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触屏版部分⻚⾯添加模板⽆效的问题 (5df5e9)
[修改]导出的数据，最后⼀个字符丢失，导致导⼊失败的问题 (7ca319)
[修改]api 发货物流单号没有发送到短信 (28c932)
[优化]关键字参数代码优化 (0b2fef)
[修改]物流跟踪调⽤快递100参数错误的问题 (c9d0a9)
[修改]php5.4⽀持问题，导致后台商品保存出错并报type错误的问题 (163e65)
[优化]⼿机⽀付宝参数保存⾃动去除前后空格 (32ef13)
[修改]列表⻚商品折扣促销标签筛选后商品数据为空的问题(9a1234)
[优化]⼿机端⽀付宝增加异步返回状态“TRADE_SUCCESS”的处理 (ac7714)
[修改]触屏版添加收货地址时，填写固话，不填写⼿机，会提⽰⼿机必填的问题 (2d7819
[优化]API机制优化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1.7-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1.7-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1.7-source.tar.gz

Version 2.1.6
2014-07-09
[修改]修改统计报表中账款统计、销售统计等⻚⾯时间范围不显⽰的问题 (7044f8)
[修改]修改可通过访问⽀付成功⻚⾯链接看到他⼈部分⽀付信息的问题 (df3c90)
[修改]修改第三⽅⽀付后，经验值多次增⻓的问题，修改为只有⽀付状态为⽀付成功时增加经验值
(1273d0)
[优化]导⼊导出优化(兼容mysql5.6 以解决多规格货品分类丢失的问题 ) (f31742 f37209)
[修改]购物⻋显促销信息显⽰问题 (482982)
[优化]激活码失效后的信息提⽰优化(增加激活码失效后开放订单处理流程)
[修改]修改货品编辑时，可能出现货品不显⽰情况的问题 (511711)
[修改]列表⻚翻⻚，刷新⻚⾯后⻚⾯回到列表⻚⾸⻚问题 (e7da63)
[修改]⼿机端⽀付⽅式(⽀付宝、财付通)配置时只提供在线⽀付类型(d999ed 634af3)
[修改]修改信任登录注册⽤⼾享受不到注册营销问题 (65477b)
[优化]对所有数据进⾏xss验证 (238cc5)
[修改]修改unionpay返回时间记录错误问题 (50af1f)
[修改]删除评论咨询消息后，站内信和邮件中的变量内容没有识别的问题 (6e04ec)
[修改]购物⻋⻚收藏⽆效问题 (d80325)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升级本次补丁后，有使⽤⼿机⽀付宝、⼿机财付通的客⼾，需要重新编辑这两个⽀付⽅式，将”⽀付类型(是
否在线⽀付)“设置为”是“,重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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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1.6-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1.6-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1.6-source.tar.gz

Version 2.1.5
2014-07-02
[优化]商品助理下载商品性能优化 (33cd01)
[修正]多规格商品，添加⼀个货品会⽣成两个货品的问题 (769e4d)
[修正]商品助理针对只存在⼀个规格的多规格商品联通问题 (dd6373)
[修正]赠品限购不起作⽤问题(5f1dc3)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1.5-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1.5-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1.5-source.tar.gz

Version 2.1.4
2014-06-25
[修正]品牌⻚分⻚错误问题 (e8209f)
[修正]货品关联多个图⽚，购物⻋不显⽰商品图⽚的问题 (38cc6f)
[优化]会员中⼼‘我的订单’标签显⽰样式 (439ad5)
[优化]增加对⼿机17x号段的⽀持 (64fbec)
[修正]删除评论咨询，不能发送邮件问题 (679409)
[优化]咨询回复短信内容⽂字修改 (4e5e5f)
[修正]评论咨询⽆法回复发送短信问题 (4656e7)
[修正]到货通知接收不到短信的问题 (213f43)
[优化]微信商⼾功能设置⻚⾯，增加微信⽀付相关开发⽤URL的复制按钮，⽅便复制 (5d7c8e)
[优化]调整⽬标元素向上查找层级为4，以解决点击收藏按钮图标时⽆动作的问题 (b1dc0a)
[优化]商品缺货时时隐藏扫购链接 (507853)
[优化]商品下架后不可进⾏⼆维码扫描 (738884)
[优化]触屏版模板管理增加源码编辑功能
[修改]后台HTML编辑器可能出现未找到⻚⾯的问题 (badf8b)
[优化]未登录情况下点击⽴即购买，登录后直接跳转到结算⻚ (5ee4e7)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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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1.4-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1.4-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1.4-source.tar.gz

Version 2.1.3
2014-06-19
[修改]注册开启验证码，⼿机短信验证失败问题 (cbbe9b)
[修改]联通ocs或erp后，订单备注同步问题 (ca82fe)
[修改]增加物流公司，物流标⽰代码不存在时，⾃定义代码⽆作⽤的问题 (e08206)
[优化]触屏版商品详情⻚余量有限样式调整 (285772)
[修改]增加购物⻋⻚修改商品数量时填⼊⾮数字或超出范围时的判断 (394f1d)
[修改]⾸⻚普通商品展⽰(index_tab_goods)挂件中精品选择商品少于5后，组件边下拉框的问题
(2da3cb)
[修改]商品在切换规格的时候，关联图⽚的放⼤镜没有切换，仍然显⽰旧规格关联图⽚的问题
(93db7a)
[修改]保存商品时冻结库存为空时的报错问题 (3def0a)
[修改]站点安装模板后，前台挂件消失的问题 (d39867)
[优化]浏览器⽹站图标(icon图标)设置有默认图⽚(存放在⽹站根⽬录，需要⼿动在服务器上传)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1.3-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1.3-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1.3-source.tar.gz

发布功能简介
ECStore2.1.3——商品⼆维码、⼆维码扫购、微信⽀付与您相⻅
在上⼀次的ECStore 2.1软件发布中，我们上线了ECStore微信商城模块，这次，在2.1.3更新的主要模块
中，商品⼆维码、⼆维码扫购、微信⽀付与各位⻅⾯了。
ECStore2.1.3完美集成了微信⽀付，让⽤⼾⽅便的在微信中完成交易。
ECStore2.1.3⽀持⽤⼾对商品⼆维码扫描的⽅式进⾏购物，只要⽤⼾使⽤的⼿机浏览器或者⼿机APP
中有⼆维码扫描功能，就能将商品扫描加⼊购物⻋在⼿机上打开。
ECStore2.1.3兼容多种移动⽀付场景：在微信场景下可以选择微信⽀付⽅式完成交易；在其他场景
下，可以选择其他⼿机⽀付⽅式(如⽀付宝⼿机⽹⻚⽀付)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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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tore2.1.3⽀持管理员下载商品⼆维码，或进⾏印刷，展⽰在各种线上/线下的场景中，⽅便了消费
者的购物，增强了企业的营销和客⼾引⼊能⼒。 在移动时代，ECStore2.1.3⾼度的体验在很⼤程度上
⽅便了消费者在碎⽚化时间段的移动购物，让⽤⼾在⼿机端流畅的完成⽀付交易，为企业打通了多种
类型的交易闭环。
发布功能清单：
ECStore2.1.3——商品⼆维码、⼆维码扫购、微信⽀付与您相⻅
在上⼀次的ECStore 2.1软件发布中，我们上线了ECStore微信商城模块，这次，在2.1.3更新的主要模块
中，商品⼆维码、⼆维码扫购、微信⽀付与各位⻅⾯了。
ECStore2.1.3完美集成了微信⽀付，让⽤⼾⽅便的在微信中完成交易。
ECStore2.1.3⽀持⽤⼾对商品⼆维码扫描的⽅式进⾏购物，只要⽤⼾使⽤的⼿机浏览器或者⼿机APP
中有⼆维码扫描功能，就能将商品扫描加⼊购物⻋在⼿机上打开。
ECStore2.1.3兼容多种移动⽀付场景：在微信场景下可以选择微信⽀付⽅式完成交易；在其他场景
下，可以选择其他⼿机⽀付⽅式(如⽀付宝⼿机⽹⻚⽀付)完成交易。
ECStore2.1.3⽀持管理员下载商品⼆维码，或进⾏印刷，展⽰在各种线上/线下的场景中，⽅便了消费
者的购物，增强了企业的营销和客⼾引⼊能⼒。
在移动时代，ECStore2.1.3⾼度的体验在很⼤程度上⽅便了消费者在碎⽚化时间段的移动购物，让⽤⼾在
⼿机端流畅的完成⽀付交易，为企业打通了多种类型的交易闭环。
发布功能清单:
商品管理
商品⼆维码
⼆维码展⽰、下载、扫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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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触屏版后台
基本配置
扫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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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持在微信场景下消费者⽤微信⽀付完成购买，管理员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扫购模式
移动-微信商城配置
绑定微信公众账号
添加/编辑/删除微信公众账号绑定 管理员可以添加/编辑/删除微信公众账号的绑定信息
⽀持服务号或者订阅号 系统同时⽀持两种微信公众帐号：服务号或者订阅号
⽀持多个微信公众帐号 系统⽀持同时管理多个微信公众帐号
⽀持启⽤或禁⽤公众号 管理员可以对每⼀个绑定的微信公众帐号设定启⽤或禁⽤状态，⽅便
进⾏统筹管理
微信免登录(后台)
⽀持在后台会员列表中记录且展⽰微信⽤⼾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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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微信商⼾功能
商⼾功能信息
商⼾功能申请预置URL 管理员去微信公众平台申请商⼾功能时可以将系统预先⽣成的URL复
制粘贴到商⼾功能申请表单中，包括JS API⽹⻚⽀付，维权通知URL，告警通知URL
微信⽀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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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微信⽀付 系统⽀持消费者在微信公众号场景下使⽤微信⽀付⽅式进⾏订单的
⽀付，管理员可以在后台控制⾯板中进⾏配置以开启微信⽀付⽅式。
微信⽀付订单发货状态同步 对于⽤微信⽀付完成的订单，管理员在操作发货时，系统⽀
持将发货状态同步到微信公众平台
⽀持在后台订单列表中记录且展⽰微信⽤⼾昵称 对于⽤微信⽀付完成的订单，系统⽀持
记录微信⽤⼾的昵称，且在订单列表中展⽰，⽅便管理员进⾏识别。
后台收款单中记录微信⽀付交易单号 对于⽤微信⽀付完成的订单，系统⾃动在后台收款
单中记录微信⽀付交易单号
维权信息
⽀持同步微信⽤⼾维权信息 系统⽀持同步微信⽤⼾在微信公众号中发起的维权申请信息，以
列表形式展现，管理员可以展开查看管理
不同状态维权信息分类 系统⽀持⾃动将不同状态的维权信息进⾏分类，管理员可以在标签⻚
之间进⾏切换
维权信息处理状态更新 管理员可以展开维权信息，进⾏处理状态的变更，系统将状态信息同
步到微信公众平台
删除维权信息 管理员可以将已经处理完毕或者不需要的信息删除
告警通知数据
⽀持接收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告警通知 系统能够⾃动接收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告警通知，以
帮助管理员提⾼服务质量，包括发货延迟、调⽤失败、通知失败等情况
删除告警通知 管理员可以将不需要的信息删除
微信⾃定义菜单
微信⾃定义菜单
菜单事件⽀持微信维权⼊⼝ 在菜单事件响应中⽀持微信维权⼊⼝，如果微信公众帐号已经申
请开通了微信⽀付功能，根据微信官⽅要求，必须接⼊微信维权客服系统，管理员在微信⾃
定义菜单中进⾏维权⼊⼝功能的勾选即可

Version 2.1.2
2014-06-12
[修改]联通ocs/erp/crm后 订单各种状态推送到crm或ocs/erp的问题
[修改]前台登录、下单、注册、搜索等主流程问题
[修改]触屏端多规格切换不稳定的问题
[修改]物流跟踪，免费key在调⽤顺丰，韵达，中通等接⼝失败，使⽤快递100⻚⾯查询
[修改]详细⻚库存判断余量有限错误
[优化]触屏端商品详情⻚增加商品数量选择
[修改]PC端模板搜索挂件默认⽂字，红⾊模板没有显⽰默认⽂字的问题
[修改]触屏端商品图⽚垂直居中样式
[修改]触屏端品牌列表⻚翻⻚样式问题
[修改]network api地址必填但是没有默认值，导致在备份还原时在api地址为空的时候失败
[修改]后台不能发送站内信问题
[修改]触屏端商品列表⻚进⼊商品详情⻚时，按返回或后退时筛选参数失效问题，后退/前进历史记录
问题
[修改]升级的时候需要做update更新，重新加载语⾔包，解决客⼾覆盖升级、导致语⾔包找不到问题
[修改]关闭多货品后前台依旧出现⽼数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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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PC端弹窗注册⻚⽇期选择失效问题
[优化]微信⾃定义菜单的提⽰优化
[优化]升级php函数，使系统适⽤于php5.4
[修改]触屏端商品列表⻚返回按钮
[优化]触屏端品牌列表样式优化
[优化]触屏端⾸⻚精品挂件优化、新增挂件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咨询、评论被回复后发送站内信，⽬前默认模板发送后会报错，本次放出修改后的默认模板，使⽤默认模
板的⽤⼾可以⾃⾏替换。
咨询被回复后发送站内信模板：
<{t}>亲爱的<{/t}><{$uname}><{t}>您对商品<{/t}>
<span class 'red'><{$goods_name}></span>
<{t}>进⾏的评论，已收到新的回复，请进⼊评论咨询管理->评论咨询查看。<{/t}>

评论被回复后发送站内信模板：
<{t}>亲爱的<{/t}><{$uname}><{t}>您对商品<{/t}>
<span class 'red'><{$goods_name}></span>
<{t}>进⾏的咨询，已收到新的回复，请进⼊评论咨询管理->评论咨询查看。<{/t}>

注意：
1、从2.1.1开始，加密版本和快启版本的补丁包不包含2.1.0以及之前的补丁内容，如果要升级到2.1.1之后
的某个版本，必须先打2.1.0以及之前的版本 2、如果出现后台登录后空⽩，请在命令⾏执⾏ ap/base/cmd
dev:lang reset 来保证语⾔包加载正常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1.2-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1.2-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1.2-source.tar.gz

Version 2.1.1
2014-06-04
[优化]会员安全中⼼在ie浏览器下的样式问题 (e9f5fe)
[修改]订单详情积分兑换赠品和订单送赠品显⽰问题 (b976f7)
[修改]修改收藏⻚点击返回按钮退回会员中⼼问题 (002aae)
[修改]修改提交商品咨询未登录情况下跳转问题 (cbcd66)
[修改]⼿机端订单后台编辑的时候⽀付⽅式的加载 (938031)
[修改]后台会员列表⽤⼿机号搜索不到数据 (d62aeb)
[修改]ecstore2.0的红⾊模板，删除或添加商品分类后，商品分类挂件没有更新的问题 (0cc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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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会员存在优惠券时，进⼊购物⻋，购物⻋没有商品时依然可以结算并进⼊结算⻚的问题
(a1682b)
[优化]删除微信⽆⽤⽂件 (4590d4)
[修改]在ie浏览器下，登录⻚⾯js报错问题 (b180ed)
[修改]商品搜索挂件，搜索之后不⽤再显⽰搜索内容的问题 (b1a298)
[优化]修改会员我的订单赠品样式问题 (4dd4c9)
[修改]错误的语⾔包⽂件问题 (c167e8)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1.1-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1.1-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1.1-source.tar.gz

Version 2.1.0
2014-05-29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1.0-quick.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1.0-standard.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1.0-source.tar.gz

2.0⽼版本⽤⼾均可以升级⾄2.1，源码版⽤⼾需逐包升级⾄2.0.37版本后⽅可升级2.1，加密版与快速启动
版可直接升级2.1.0版本
ECStore2.1发布公告
发布功能简介： ECStore微信商城——搭建强⼤的移动社会化电商平台
ECStore微信商城与微信公众平台开发接⼝紧密结合，让企业将移动电⼦商务业务迅速拓展到微信场景中；
以客⼾为中⼼，建⽴企业与客⼾之间完美的交易、服务、运营渠道；企业利⽤该渠道⽅便⾼效的与⽤⼾互
动；⽆缝免登技术、以及业务集成技术，也让企业与⽤⼾之间具备更⾼体验程度的黏合。
企业能够在ECStore后台设置连通微信公众帐号，同时管理多个微信公众帐号，⽅便⾼效的与⽤⼾进⾏互
动，系统将触屏端与微信公众帐号紧密结合，让⽤⼾⼀键免登即拥有会员权利，使买卖双⽅在微信场景中
更容易达成交易。
发布功能清单

制⾯板-移动-绑定微信公众账号
绑定微信公众账号
添加/编辑/删除微信公众账号绑定 管理员可以添加/编辑/删除微信公众账号的绑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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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服务号或者订阅号 系统同时⽀持两种微信公众帐号：服务号或者订阅号
⽀持多个微信公众帐号 系统⽀持同时管理多个微信公众帐号
⽀持启⽤或禁⽤公众号 管理员可以对每⼀个绑定的微信公众帐号设定启⽤或禁⽤状态，⽅便
进⾏统筹管理
移动-微信商城配置
基本配置
微信商城logo 在微信分享传播商城过程中以图标形式显⽰出来，提⾼⽤⼾体验，增强品牌宣
传效果
微信商城名称 在微信分享传播商城过程中以标题⽂字的形式显⽰出来，提⾼⽤⼾体验，增强
品牌宣传效果
微信商城简介 在微信分享传播商城过程中以简短描述的形式显⽰出来，提⾼⽤⼾体验，增强
品牌宣传效果
微信场景转发及分享信息所应⽤到的⻚⾯ 管理员能够选择在微信分享传播商城过程中，哪些
类型的⻚⾯可以设定⾃定义的分享内容效果，⾃定义效果有：微信商城Logo，微信商城名
称，微信商城简介)
微信免登录(前台)
⽀持通过消息交互的⽅式或者微信⾃定义菜单链接直达的⽅式让⽤⼾经过免登绑定系统 ⽀持
管理员在微信消息交互/微信⾃定义菜单中配置消息交互式的⽅式让⽤⼾通过点击回复消息中
的链接经过免登绑定系统。如果管理员使⽤微信⾃定义菜单链接直达的⽅式让⽤⼾直接经过
免登绑定系统，则系统不会应⽤微信免登设置的配置，如果管理员使⽤微信⾃定义菜单链接
直达的⽅式，则必须绑定服务号，且经过微信认证开通⾼级接⼝权限。
通过微信公众帐号回复的⽂本进⼊免登绑定⻚⾯ 微信⽤⼾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帐号⾃动回复⽂
本中的链接免登绑定⻚⾯，进⾏绑定操作
⽀持⽤商城会员绑定当前微信号 ⽀持微信⽤⼾进⼊免登绑定⻚⾯后，能够⽤商城会员绑定当
前微信号，也能够新注册⼀个商城会员绑定当前微信号
⽀持解绑当前微信号 ⽀持微信⽤⼾在完成绑定后，能够解除商城会员与当前微信号的绑定
⽀持更换当前商城会员绑定当前微信号 ⽀持微信⽤⼾在完成绑定后，能够更换⼀个商城会员
与当前微信号进⾏绑定
微信免登录(后台)
进⼊免登绑定系统⽅式选择 ⽀持管理员配置，微信⽤⼾在回复⽂本中链接进⼊的⽅式，或者
菜单导航直达的⽅式，来进⼊免登绑定⻚⾯
未绑定状态友好提⽰回复⽂本 管理员可以配置微信⽤⼾未绑定状态时，系统回复的免登绑定
友好提⽰⽂本，⽂本中可以带链接
⽀持免登规则绑定配置 免登绑定系统⽀持管理员在微信⾃定义菜单、⽂字消息、图⽂消息中
进⾏免登交互规则的绑定配置
绑定成功⻚⾯友好提⽰⽂本 管理员可以配置微信⽤⼾完成绑定后，系统⾃动回复的友好⻚⾯
中的提⽰⽂本，⽂本中可以带链接
移动-微信消息管理
⽂字消息列表
添加/编辑/删除⽂字消息 管理员可以添加/编辑/删除⽂字消息
⽀持在⽂字消息中添加链接 管理员可以在⽂字消息中添加任意链接、商品⻚、商品列表⻚、
⽂章⻚、⽂章列表⻚、免登需授权⻚⾯
多微信公众账号⽂字消息统⼀管理 系统能够统⼀管理多个微信公众帐号的⽂字消息，便于管
理员统筹安排
图⽂消息列表
添加/编辑/删除图⽂封⾯ 管理员可以添加/编辑/删除图⽂封⾯，⽀持标题、图⽚、点击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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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链接
添加/编辑/删除⼦图⽂ 管理员可以对图⽂封⾯添加/编辑/删除⼦图⽂，⽀持标题、图⽚、点击
后访问的链接
⽀持在⽂字消息中添加链接 管理员可以在⽂字消息中添加任意链接、商品⻚、商品列表⻚、
⽂章⻚、⽂章列表⻚、免登需授权⻚⾯
多微信公众账号图⽂消息统⼀管理 系统能够统⼀管理多个微信公众帐号的图⽂消息，便于管
理员统筹安排
编辑排序 管理员能够对每组图⽂消息进⾏顺序的⾃由排序
展开/收起图⽂ 管理员能够展开或者收起图⽂列表，⽅便整洁的管理
移动-微信消息互动
关注⾃动回复
绑定/编辑/删除关注⾃动回复内容 管理员可以绑定/编辑/删除预先定义好的关注⾃动回复内容
息
⽀持⽂字/多图⽂消息 ⽀持⽂字类型，或者多图⽂类型的内容
⽀持多微信公众号关注⾃动回复 ⽀持在多个微信公众号同时运营的情况下分别配置关注⾃动
回复
多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动回复消息统⼀管理 系统能够统⼀管理多个微信公众帐号的关注⾃动
回复消息，便于管理员统筹安排
消息⾃动回复
绑定/编辑/删除消息⾃动回复内容 管理员可以绑定/编辑/删除预先定义好的消息⾃动回复内容
⽀持⽂字/多图⽂消息 ⽀持⽂字类型，或者多图⽂类型的内容
⽀持多微信公众号消息⾃动回复 ⽀持在多个微信公众号同时运营的情况下分别配置消息⾃动
回复
多微信公众账号消息⾃动回复内容统⼀管理 系统能够统⼀管理多个微信公众帐号的消息⾃动
回复内容，便于管理员统筹安排
关键词⾃动回复
绑定/编辑/删除消息关键词⾃动回复内容 管理员可以绑定/编辑/删除预先定义好的关键词触发
的⾃动回复内容
⽀持⽂字/多图⽂消息 ⽀持⽂字类型，或者多图⽂类型的内容
⽀持多微信公众号关键词⾃动回复 ⽀持在多个微信公众号同时运营的情况下分别配置关键词
⾃动回复
多微信公众账号关键词⾃动回复内容统⼀管理 系统能够统⼀管理多个微信公众帐号的关键词
⾃动回复内容，便于管理员统筹安排
微信⾃定义菜单
微信⾃定义菜单
添加/编辑/删除菜单 添加/编辑/删除微信公众帐号的主菜单，每个公众帐号的主菜单最多⽀持
3个
添加/编辑/删除⼦菜单 添加/编辑/删除主菜单下⾯的⼦菜单，每个主菜单的⼦菜单最多⽀持5
个
菜单事件⽀持⽂字/多图⽂ 在菜单事件响应中⽀持⽂字形式的，或者多条图⽂形式的回复内容
菜单事件⽀持⾃定义链接 在菜单事件响应中⽀持⾃定义链接的形式，微信⽤⼾点击菜单后系
统将打开管理员设置的任意链接
菜单事件⽀持系统类型⻚⾯ 在菜单事件响应中⽀持系统类型⻚⾯的形式，系统类型⻚⾯有：
商品详细⻚，商品列表⻚,免登需授权⻚⾯；微信⽤⼾点击菜单后系统将打开管理员设置的某
个⻚⾯
菜单事件⽀持⽂章及分类 在菜单事件响应中⽀持⽂章及分类⻚⾯的形式，包括：⽂章列表

72

V2.0补丁包

⻚，⽂章⻚；微信⽤⼾点击菜单后系统将打开管理员设置的某个⻚⾯
多微信公众账号切换 系统能够管理多个微信公众帐号的菜单，⽀持在多个微信公众帐号之间
进⾏切换管理
多菜单模板切换 系统⽀持对微信公众帐号进⾏不同菜单模板间的切换，对每个微信公众帐号
默认⽀持3套菜单模板，管理员也能够切换到⾃定义菜单模式进⾏菜单编辑，⽅便管理员进⾏
菜单的管理
编辑排序 管理员能够对每⼀个微信公众帐号进⾏菜单顺序的⾃由排序，主菜单排序，⼦菜单
排序
展开/收起菜单 管理员能够展开或者收起⼦菜单，⽅便整洁的管理菜单

Version 2.0.37
2014-05-29
[修改]触屏端优惠券⽆法使⽤的问题 (c0b8d2 fe6b27)
[修改]触屏端预存款充值跳转空⽩⻚⾯问题 (63e672)
[修改]后台列表⻚筛选结果标签数据统计问题 (96b2a8)
[修改]充值预存款时偶尔存在的并发问题 (22f47e)
[修改]触屏端验证码失效问题 (bd1930)
[修改]预存款充值时选择财付通充值不成功的问题 (416277)
[修改]评论咨询时验证码失效的问题 (61a7e2)
[修改]触屏端优惠券显⽰“等级不符”的问题 (5ce651)
[修改]列表⻚翻⻚或筛选最后⼀级分类时分类id丢失问题 (b559a0)
[修改]会员中⼼个⼈信息⻚⾯⽆任何表单标签时，保存按钮依旧存在的问题 (3cad8c)
[修改]触屏端为预存款充值时，选择⽀付⽅式跳转后提⽰“⽆效订单”⽆法充值的问题 (403770)
[优化]发送邮件时，如没有⽤⼾名，⽤⼾名⽤email代替 (35b938)
[修改]会员注册发送邮件，邮件⽤⼾名为空的问题 (b0ddc3)
[修改]激活码失效提⽰的问题 (6f7c29)
[修改]中国银联(UnionPay)返回⾦额错误的问题 (ad331b)
[修改]触屏端商品筛选后翻⻚的问题，并修改清空筛选条件后显⽰全部商品的问题 (63845d)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37-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37-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37.tar.gz

Version 2.0.36
2014-05-22
[修改]激活码失效提⽰ (6f7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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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UnionPay返回⾦额错误问题 (ad331b)
[修改]wap正常情况下和筛选后翻⻚问题并修正清空条件后显⽰全部商品bug (63845d)
[修改]注册、修改密码、找回密码发送邮件时，没有调取⽤⼾名 (35b938)
[优化]session_id和storager id 产⽣规则发⽣变更 (e9c2aa)
[修改]后台编辑货品会员价，会员价修改后再次打开会员价编辑框出现编辑前状态的问题 (692327)
[修改]后台编辑商品会员价，两个货品价格串数据的问题 (d2a392)
[优化]b2c中products表中的is_default字段设为必填 (370f5c)
[优化]触屏点击事件体验 (7f5f5e)
[优化]触屏版商品相册滑动效果 (b7cc92)
[修改]mongo kv option参数错误的问题 (13669a)
[修改]wap端touch事件bug及⾸⻚⾸屏图⽚和商品详情图⽚滑动不顺畅的问题 (9a9f6f)
[优化]storage脚本修改 (d914ed)
[优化]删除垃圾⽂件index.html (5ba8af)
[优化]ttprosystem中getFile获取的key修改 (df648e)
[修改]模板图⽚调⽤地址正则替换错误的问题 (2dd323)
[修改]商品促销优惠条件必填多⼀个t标签的问题 (58ec9e)
[修改]sitemaps跨域问题 (404a6b)
[修改]语法⾼亮跨域问题 (f41f2e)
[修改]打印样式跨域问题 (2ef9af)
[修改]syntax_highlighter跨域问题 (e5e3fb)
[修改]finder标签⿏标经过时js报错问题 (867227)
[优化]singlepage.html中src引⽤html地址修改 (c01a86)
[优化]移动资源⽂件 (b7265c)
[修改]添加商品⻚跨域问题 (7d0530)
[优化]public⽂件地址统⼀根据config配置 (e95894)
[优化]html中静态资源⽂件调⽤优化 (1105e2)
[优化]资源⽂件路径修改 (bd24f1)
[优化]验证码图⽚路径修改 (bb54e8)
[优化]移动app下的资源⽂件到public/app下 (079115)
[优化]安装时 安装public/app的lang⽂件 (42f48a)
[优化]kernel 中默认定义PUBLIC全局变量，因为所以的资源⽂件放到public中 (f7e4e6)
[优化]将app下的static lang widgets ⽬录移动到 public/app/ 下 (9776a5)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36-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36-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36.tar.gz

Version 2.0.35
2014-05-10

74

V2.0补丁包

[修改]⼿机财付通⽀付问题 (8c4f45)
[修改]ectool外部打回的⾦额money错误 (54bdd4)
[修改]paypal同步异步验证问题 (bb9ce3)
[修改]由于恶意修改⽀付⾦额导致的订单完全⽀付成功的问题 (a140ab)
[修改]限制商店名称等字数为最⼤32个 (aaa544)
[修改]ie9下密码强度检测失效(修正ie9下oninput与onpropertychange兼容性问题) (79301a)
[修改]unionpay的正式地址，默认名称 (65ed36)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由于2.0.34版本新增了多个⽀付⽅式，其中部分⽀付⽅式存在⼀定问题，这些问题都在2.0.35版本中修复，
⽤⼾升级时请将2.0.34版本与2.0.35版本⼀同升级。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35-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35-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35.tar.gz

Version 2.0.34
2014-05-10
[新增]会员接⼝和优惠券接⼝调⽤的⽇志 (842704)
[新增]PayPal⽀付⽅式 (f0421e)
[新增]触屏版财付通⽀付⽅式 (64baa9)
[新增]中国银联unionpay⽀付⽅式 (fdcf0d)
[新增]与独⽴部署SHOPEX CRM的联通接⼝ (b0a6fc)
[修改]ECstore向OCS同步订单时购买⼈信息为空的问题 (1c5c1b)
[修改]触屏版列表⻚筛选项，⼦分类筛选不起作⽤的问题 (2a3c79)
[修改]后台商品⾼级筛选，销售价范围筛选出错的问题(161d68)
[修改]后台订单⾼级筛选，配送价格范围筛选或者⼤于等于0筛选搜索出错的问题 (161d68)
[修改]后台导出描述包含特殊字符&和%，导致不能加⼊队列的问题 (aac115)
[修改]模板搜索挂件注释不规范导致IE6、7、8不兼容的问题 (050f20)
[修改]后台配送单打印中地址只取到了地区，没有完整地址的问题 (108e28)
[修改]前台会员中⼼⻚、订单提交⻚添加新的收货地址,收货⼈、⼿机等都输⼊为0，点击保存，会弹出
空⽩提⽰的问题 (45bcef)
[修改]订单发货，获取购买⼈邮箱错误的问题 (ba401b)
[修改]订单打印购货⼈信息为空的问题 (4167fa)
[优化]商品详情⻚⻚，咨询标签⻚，发表咨询下⽅的“提交评论”⽂字描述有误，改为“提交咨询”
(7d4ae4)
[优化]兼容Mongodb新版本 (9562af)
[修改]触屏版安装时新增的⽀付⽅式名称为空的问题 (46d334)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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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34-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34-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34.tar.gz

Version 2.0.33
2014-04-24
【修正】修改⻚⾯获取weights css时, 有串⻚⾯的问题(87bafd)
【修正】上传2.0.32版本由于deploy.xml的⼀个dir标签冲突导致初始安装不能通过的问题(e2f390)
【修正】修改会员注册时性别保存为男的问题(5193af)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33-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33-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33.tar.gz

Version 2.0.32
2014-04-23
【优化】添加登陆注册⻚⾯左侧⼤图注释 和取消默认图(6b90f4)
【优化】dev 检测⼯具维护,增加激活码失效和队列运⾏失败的问题检测的脚本(3b4f9f)
【修正】上传后台修改会员性别后⼀直是男的问题(97bd0e)
【修正】后台下单提⽰会员名称不存在错误, 后台添加订单会员提⽰(c97117)
【修正】ECstore百货类演⽰模板，在线客服挂件前台显⽰问题(e4943e)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32-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32-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32.tar.gz

Version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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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6
[修改]分类使⽤⾮默认模板，但前台依然调⽤默认模板的问题 (03568d)
[优化]前台会员登陆注册⻚⾯左侧⼤图增加后台设置功能 (后台-控制⾯板-商店设置-商店基本设置)
(da561b)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31-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31-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31.tar.gz

Version 2.0.30
2014-04-09
[优化]导⼊导出性能优化 (ec729a)
[解决]预存款不能充值的问题(4e467d)
[解决]积分兑换优惠券失败的问题(6e7025)
[优化]优惠券使⽤记录中使⽤者显⽰优化(6e0088)
[优化]登录验证码可靠性优化(cc8bf0)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30-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30-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30.tar.gz

Version 2.0.29
2014-04-02
[优化]⾯包屑路径中⼀级⽂章⽬录改为显⽰列表(69613d)
[优化]config⽂件格式优化()
[修改]chinapay保存时不提交公钥私钥⽂件或者关闭此⽀付时，私钥公钥信息在数据库中会被清除的问
题(9149fd)
[优化]后台桌⾯待处理实现及订单列表⻚TAB优化(6e754f)
[修改]售后单和售后配置⻚⾯互相切换菜单错位的问题(086a4d)
[修改]当关掉mysql后，⽤⼾名等信息暴漏的问题【config.php 增加了 DEBUG_PHP 的设置, 提供开发
者调试模式, ⽣产环境慎⽤】(默认不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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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当所安装sphinx版本为2.1.7时，连接出现异常的问题(af2d29)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29-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29-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29.tar.gz

Version 2.0.28
2014-03-26
[新增]货通天下APP开启，可在应⽤中⼼安装(默认不安装)(75fdbf)
[修改]联通货通天下的bug(默认货品及上下架状态) (875ff7)
[优化]编辑货品时显⽰冻结库存，并且保存货品时，不再清除冻结库存(a87483)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28-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28-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28.tar.gz

Version 2.0.27
2014-03-19
[修改]触屏版商品详情⻚⾯有时候⽆法加载的问题(deab4b)
[修改]卸载触屏版2.0时选择不保留数据，⼿机端登陆⽹站域名依然会跳转⾄触屏版的问题(04a748)
[优化]测试会员数据demo的密码修改为shopex(4c54e3)
[修改]队列有时候调⽤失效的问题(5a63be)
[优化]优化smarty和smart组件(5a63be)
[优化]b2c members 表中邮箱字段设置为⾮必填(cc930f)
[修改]会员订单详情订单⽇志没有显⽰的问题(723428)
[优化]后台库存显⽰规则⽂字统⼀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78

V2.0补丁包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27-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27-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27.tar.gz

Version 2.0.26
2014-03-12
[优化]⽀付单中IP记录调整为访问者IP(1d74a5)
[修改]数据导出部分数据错乱的问题(99efcc)
[优化]FTP配置样式优化(c16a9a)
[优化]增加⽀付请求和返回数据⽇志(e603e1)
[优化]订单⽀付单号⽣成规则优化(改为订单号+)(64d5c7)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26-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26-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26.tar.gz

Version 2.0.25
2014-03-06
[优化]商品详情⻚⾯商品促销只显⽰⽣效的规则(4cc72a)
[优化]针对同⼀商品相同促销⽅案的规则，只⽣效⼀种(不同优先级，优先级⾼的⽣效；相同优先级，
最后应⽤的规则⽣效)(6aa4a1)
[修改]触屏版下的订单，后台订单详细中不能⾃动显⽰三级地区的问题(4d0228)
[修改]会员中⼼订单详情不显⽰预定收货⽇期的问题(11e201)
[修改]配送⽇期开启后再关闭，还能提交配送⽇期的问题(ae099f)
[修改]后台应⽤中⼼同时对同⼀个app进⾏安装时出现多个列表的问题(6b5c10)
[优化]订单列表标签排列优化
[新增]PC端⽀持⼿机、邮箱及⽤⼾名注册；触屏版只⽀持⼿机注册；[此补丁升级后，会对会员数据结
构造成较⼤变动，先前使⽤⼿机号码或者邮箱作为⽤⼾名进⾏注册的，升级后，需使⽤⼿机或者邮箱
进⾏验证才能登陆；此补丁升级前，商家需进⾏公告告知消费者]
[新增]PC端会员中⼼新增安全中⼼，将密码修改，⼿机及邮箱绑定聚合在⼀起
[优化]找回密码流程优化(需通过⼿机或者邮箱进⾏⾝份验证)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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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注册改造补丁包,注意事项
打好补丁后⼀定要先测试后再进⾏上线，数据备份好，此次补丁对会员表进⾏了前后端分离！
打好补丁后执⾏cmd update，再之后需要执⾏ cmd dev:test do b2c member_update.php 命令来进⾏
数据更新。 此命令需要安装dev app,执⾏命令的⽂件路径为
app/b2c/testcase/member_update.php。
sdb_pam_account会员表进⾏了前后台分离， sdb_pam_account 保留为后台⽤⼾验证表，
sdb_pam_members 为前台会员验证表 在升级的时候会将sdb_pam_account表中的前台会员的数据导
⼊到sdb_pam_members中，为了保证数据安全需先备份。 在升级导⼊的过程中，不会将
sdb_pam_account中的历史数据删除，如果升级成功测试确定后则可⼿动删除。
如果在⼆开中进⾏了会员相关的⼆次开发 在获取会员信息的时候则可以调⽤ b2c_user_object类(会员
数据获取类) b2c_user_passport(登录注册处理逻辑类)
如果在⼆开了会员相关的接⼝，因为历史数据并有删除，历史数据还是可以进⾏登录认证。
| 版本 | 下载 | | ----- | -----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 patch-2.0.25-quick-encode.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 patch-2.0.25-encode.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
发授权 | patch-2.0.25.tar.gz |

Version 2.0.24
2014-02-20
[修改]为商品、订单打标签时，偶尔会清空标签关系表的问题(9faad0)
[修改]⽀付宝即时到帐报“TRADE_ENGIN_ERROR”错误的问题(843e6e)
[修改]订单编辑时折扣价等于总价的问题 (3e911f)
[修改]商品价格向上取整和向下取整显⽰错误问题 (49120f)
[修改]后台新增会员注册项后，如果类型从“仅输⼊数字”切换到“仅输⼊字符”保存失效的问题 (a6944c)
[修改]0元订单⽀付状态不成功的问题 (57a9c0)
[修改]关闭某些⽀付⽅式后，存在未付款订单还可以⽤此⽀付⽅式⽀付的问题(9b3dda)
[优化]销售价⼤于市场价的情况下，节省⾦额、折扣、百分⽐显⽰优化(04fcc1)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24-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24-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24.tar.gz

Version 2.0.23
2014-01-22
[优化]会员等级设置优化(默认等级设置⽅式变更，默认等级不可删除)(c4ae10)
[优化]货到付款库存预占逻辑优化(货到付款订单下单即预占库存)(0ce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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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款到发货订单⽣成后，不允许将⽀付⽅式变更为货到付款，以匹配货到付款库存预占逻辑
[修复]存在⼆次开发⽬录custom的时候，dbschema有些⽂件⽆法更新的问题(79ec20)
[优化]优化触屏版前台性能优化，降低低端机型触屏操作卡顿现象(86aa5c)
[修复]当货品实际库存 冻结库存时⽆法发货的问题(974dce)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23-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23-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23.tar.gz

Version 2.0.22
2014-01-15
[解决]货品数据清除后再编辑数据⽆法保存(dd448a)
[解决]相同⽤⼾预存款并发⽀付，导致预存款为负数(3ac912)
[解决]初始安装后，详情⻚⾯评分默认为开启，但是⽆法显⽰(f3bd8c)
[优化]修改会员的预存款字段类型为(decimal(20,3) unsigned)(c33c51)
[解决]评论商品时可以键⼊空格(0e6447)
[解决]信任登陆成功后停留在提⽰⻚⾯不进⾏跳转(201885)
[解决]信任登录会员，等级变动后，退出重新登录，会恢复到初始等级(5b2242)
[解决]触屏端登录后，如果⽤⼾名为中⽂，会显⽰转义码(95f0c4)
[解决]触屏版移动⽀付宝异步通知失败(5b9d32)
[优化]ego⽂件重建(970220 377756)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22-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22-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22.tar.gz

Version 2.0.21
2014-01-08 【优化】添加货品时对规格的优化 【优化】激活码相关的优化当站点为外⽹测试站点时，title
显⽰测试信息(57a871) 【修正】修改商品名称后，货品名称没有改变的bug(0a2702) 【优化】订单号⽣成
修改，由14为增加到15位(bc7efd) 【优化】删除规格添加和编辑⻚⾯中的显⽰⽅式为下拉的选项(87b006)
【优化】商品评论中的评分默认显⽰(2d626c) 【修正】修改⽀付宝⼿机端异步返回错误问题(98cbf2) 【修
正】修改spec货品bn重复问题(0d96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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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码版需要逐包升级，快速启动版和加密版可以使⽤最新补丁包直接升级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21-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21-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21.tar.gz

Version 2.0.20
2013-12-25
【修正】修改商品列表⻚⾯模板加载失败的bug(ae18d1)
【修正】触屏修改评论咨询列表样式，以及详情⻚⾸⻚，tab切换⾃选类型，会导致出现翻⻚并跳转错
误的问题(f84c82)
【优化】回复评论咨询的回复输⼊字数实时显⽰问题(50b771)
【修正】修改咨询⻚翻⻚问题(119561)
【优化】合并部分pc端控制器代码到wap(35ad4c)
【修正】发表评论验证码始终显⽰的问题(b92046)
【修正】修改评论列表⻚翻⻚错误的问题(28d60a)
【修正】mysql计算函数sum误写成sun(02bec7)
【修正】处理windows安装初始数据goods安装不成功的问题(24d97a)
【修正】删除触屏版模板中不⽤的⻚⾯(b4803d)
【优化】触屏版2.0隐藏赠品相关链接(56a34d)
【修正】当订单中有赠品时，未平论商品列表中分⻚问题(08453a)
【修正】modify queue bug(bf4022)
【修正】挂件lv_price报错(cc71f0)
【修正】修改sphinx的配置⽂件sphinx.conf的问题(36de30)
【修正】线上⽀付同步接⼝，促销送优惠券失败(d130ed)
【修正】搜索的时候提交搜索词语有下划线解析错误问题(e0c500)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20-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20-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20.tar.gz

Version 2.0.19
2013-12-16
【优化】导⼊导出功能优化，配置ftp存放导⼊导出⽂件(e8a3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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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修改wap端没有收货地址提交订单报错的问题(29eb0f)
【修正】wap端⽴即购买添加新收货地址报购物⻋为空错误(cb7e46)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19-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19-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19.tar.gz

Version 2.0.18
2013-12-11
【修正】修改搜索请求两次bug(9d9951)
【优化】取消管理员⽇志的删除功能(83c07b)
【修正】添加商品时，如果有图⽚会有报错提⽰(02f45c)
【修正】修改安装时管理员密码验证(8faf92)
【修正】修改后台管理员密码验证(791909)
【修正】⽴即购买迷你购物⻋显⽰数量错误(33f466)
【优化】⼿机端⽴即购买添加新地址跳转到购物⻋提⽰购物⻋为空(d0ffb6)
【修正】⼿机端跳转不到pc版(9910b5)
【优化】增加队列管理, 只⽀持schedue 为 mysql_queue
【优化】优化syscache, 将service数据进⾏缓存. 减⼩对于kvstore的访问量
【修正】优化后台管理员通知等冗余代码
【优化】优化cachemgr, 当varylist从kvstore取不到时, 直接从数据库中取数据. 不再将回写kvstore
【优化】优化site router关于安全性的部分代码
【修正】修正CallbackFilterIterator类重定义的问题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18-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18-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18.tar.gz

Version 2.0.17
2013-12-04
【修正】凑单商品链接不能正常连接到商品修改(adb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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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会员中⼼没有收藏商品是，导致中⼼⾸⻚为空(913c60)
【优化】短信相关修改 (b0b094)
关于短信部分的说明: 近期国家在政策层⾯以及⾏为⽅⾯针对商家对消费者的营销短信做了较为严格的规
范和调整，使得原先发送短信的⽅式不但⽆法保证到达率，更有很⼤⼏率被运营商屏蔽。
为配合国家对营销短信发送的统⼀治理，同时为客⼾提供更好的产品及服务，ECstore在1.2.32及2.0.17版
本上针对短信发送按照政策要求进⾏了规范性改造，内容如下
区分营销类(主动的短信群发与到货通知)与通知类(找回密码，订单发货，订单退货，订单退款，会员
更改密码，订单作废，商品评论、咨询、站内信被回复)短信；
去除部分短信发送节点(订单创建时，订单付款时，会员注册时，会员评论/咨询/消息被删除)；
通知类短信模板不可调整，并将其更新为默认数据；
短信增加签名及签名设置功能(默认为【ecstore】)。 改造完成后，通知类短信部分模板不可编辑，但
是发送⼀般能够及时到达(⼏秒到数分钟)，营销类短信可编辑模板，但是送达时间及送达率较低(⼀
般在⼀天左右到达)；所有短信增加签名。
| 版本 | 下载 | | ----- | -----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 patch-2.0.17-quick-encode.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 patch-2.0.17-encode.tar.gz | |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
发授权 | patch-2.0.17.tar.gz |

Version 2.0.16
2013-11-27
【修正】触屏版后台多个模板前台报错的问题 (0d3196)
【优化】增加新队列后台列表显⽰(1bcfab)
【修正】上传当配置了ftp时，端⼝问题(ca2d44)
【修正】解决挂件中只选择⼀个商品时的报错问题(429f8c)
【修正】商品挂件分类名称获取错误(e28f8d)
【新增】添加⼀个新的模板default.tgz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16-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16-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16.tar.gz

Version 2.0.15
2013-11-20
【修正】修改迷你窗⼝注册时，登录字符少于4 和验证码输⼊错误时没有提⽰的bug(89588a)
【修正】修改操作员管理⽇志中出现前台会员，并显⽰为操作员的bug(17de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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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修改搜索挂件中⽆任何搜索条件时出现null的bug(46aced)
【修正】修改赠品加⼊购物⻋后 赠品过期还可以直接结算的bug(56a441)
【修正】修改积分model中的⼀个⼩缺陷导致积分兑换赠品的挂件中图⽚不显⽰的bug(f5f13a)
【优化】代码调整，删除代码中多余的log代码(455319)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15-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15-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15.tar.gz

Version 2.0.14
2013-11-14
【优化】将订单促销-⾃定义促销规则中的“消费积分”相关项⽬删除(0451ee)
【修正】修改新增赠品，在没有添加货号时，前台⽆法兑换的bug(c48336)
【修正】修改赠品bug：购物⻋⾸⻚，兑换赠品的积分显⽰错误；购物⻋⾸⻚，某个商品即是赠品⼜是
普通商品同时加⼊购物⻋后，数量有⼲扰。(5d04b4)
【修正】修改订单结算⻚，积分抵扣栏的使⽤按钮⽆效 的bug(f39b00)
【优化】为联通私有矩阵调整代码(8e25aa)
【优化】取消后台关于订单同步的设置(f48e71)
【优化】屏蔽wap后台模块菜单(0fcbc9)
【优化】wap端增加default⻚⾃定义挂件位(1b13bb)
【优化】wap端增加⾃定义挂件(c38643)
【优化】上传apiactionlog在⼤补丁包时能⾃动安装(53a080)
【修正】上传关于商品列表⻚标签显⽰的问题(ac9bb2)
【修正】评论数量不⼀致问题(65715e)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14-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14-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14.tar.gz

Version 2.0.13
201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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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修改bug，快递单模板⾃定义字体后，打印时没有作⽤(f4ad0e)
【修正】gitf分⻚错误问题(ffc0d3)
【优化】修改bug搜索挂件中有空格后，搜索完成后搜索输⼊框是+号(9a5954)
【新增】添加apilog的app
【修正】修改⻚⾯管理、源⽂件管理的退出按钮，点击⽆效(e6902b)
【修正】上传后台添加订单时发票的设置问题(22bc15)
【修正】上传当商品列表图⽚和商品详情图⽚相同时，详情图⽚连接⽆法访问的问题(de5897)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13-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13-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13.tar.gz

Version 2.0.12
2013-11-06
【修正】导⼊导出bug修复。
请打过2.0.12源码版补丁的童鞋，请升级⾄2.0.19版本。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12-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12-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12.tar.gz

Version 2.0.11
2013-10-23
【修正】修正统计报表-销售收⼊统计报表列表中有显⽰失败的⽀付单(e669bf)
【修正】修正联合⽀付时导致部分⽀付后，再次⽤预存款⽀付时提⽰框仍然是订单总⾦额
bug(e47a84)
【修正】修正商品统⼀调价时，根据会员价格调整销售价后，价格有误的bug(eb1306)
【修正】修改同⼀类优惠券号码可以重复的bug(17e71c)
【新增】触屏版增加⽂章展⽰(f1a70d)
【优化】后台去除留⾔相关内容(89be93)
【优化】触屏版购物⻋新增收藏按钮(5340fd)
【优化】任意品牌使⽤⾮默认品牌专区模板时， 前台该品牌⻚依然是默认模板(03e447)
【优化】删除漏洞遍历废弃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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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11-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11-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11.tar.gz

Version 2.0.10
2013-12-21
【修正】修补url漏洞(758f0e)
【修正】修改取消⾃定义连接条数的限定(46aea7)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快启版授权

patch-2.0.10-quick-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10-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10.tar.gz

Version 2.0.9
2013-10-16
【优化】添加初始化sphinx词库的测试⽤例(9b7099)
【修正】修改订单导出只有100以内数据的bug(1c910f)
【新增】添加search初始化数据词库(ac4db7)
【优化】触屏版取消信任功能(fc3900)
【修正】修改信任登录登录不成功的问题(a15261)
【修正】快递100配置处添加申请授权key连接(bf0f9e)
【修正】⽀付中⼼⾸⻚添加继续购物按钮(bf0f9e)
【修正】修改到货通知中货品连接不正确的问题(7dd7a0)
【新增】添加私有矩阵联通代码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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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9-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9.tar.gz

Version 2.0.8
2013-10-09
【修正】修正触屏版订单提交⻚⾯不选择发票⽆法提交订单的问题(2e1b51)
【优化】优化商品评分(f9ec19)
【新增】新增财付通双接⼝⽀付⽅式(465dce)
【优化】会员中⼼优化和会员中⼼tab优化(269e61)
【优化】队列和计划任务问题优化(635db6)
【优化】修正wap 评论咨询 数量量⼤的时候导致内存不⾜的问题(3c85ee)
【修正】指定配送地区运费问题(0c8329)
【优化】修改验证码有效期为3分钟(057c28)
【优化】优化安装的时候判断是否⽀持InnoDB(131e37)
【优化】search 挂件优化(7ca41d)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8-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8.tar.gz

Version 2.0.7
2013-09-17
【优化】平均评论评分统计优化(6d8c58)
【优化】订单跟踪直接⾛快递100api接⼝,不再⾛矩阵接⼝(299b15)
注意:
原后台控制⾯板-商店设置-其他设置下的“是否启⽤订单跟踪查询”已被去除，“订单跟踪查询”的配置移动⾄
控制⾯板-配送设置-物流跟踪设置，允许⽤⼾使⽤⾃⼰申请的快递100授权key
具体设置⻅下图：
[images/changelog/2.0.7-1.png]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7-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7.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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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2.0.6
2013-09-05
【修正】货品编辑时，选择规格后没有⽣成货品直接保存，导致goods表中规格数据多于product中的
规格数据(a2aee1)
【修正】修改后台添加订单库存问题，及订单优惠减去多少价格不能为⼩数的问题(59ddbd)
【修正】修改默认wap状态(f2730f)
【修正】修改后台添加订单库存问题，及订单优惠减去多少价格不能为⼩数的问题(59ddbd)
【修正】修改减去固定价提⽰端⽂字描述(9ede13)
【修正】商品类型缓存[商品详情⻚⾯切换分类后，类型属性仍是上个分类类型中的属性值]问题
(6460eb)
【修正】商品详情⻚规格title不显⽰问题(57cf79)
【修正】商品详情⻚配件图⽚不显⽰(428fb5)
【修正】⽴即购买使⽤优惠劵问题(9f2eb5)
【修正】商品配件优惠额度设置问题(e8b041)
【修正】站点配置中的站点名称，修改后，没有影响title(cbef98)
【修正】关闭赠品app后，前台商品列表⻚中的促销商品筛选依然会显⽰“送赠品”(db7b24)
注意:
本次升级后需要update，或者在应⽤中⼼中点击“维护”按钮
版本

下载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授权

patch-2.0.6-encode.tar.gz

商派ONex在线零售套件标准版开发授权

patch-2.0.6.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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