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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想写关于有赞功能的一本“书”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一直用有赞，泡论坛，从玩家变成“砖”家。

用的越久觉得有赞的功能越多、平台越大、生态圈越大，感觉没法写了，又一琢磨，管他三七二十一

呢，写不成【一本】书，至少一章节总是没问题吧。抛弃完美主义的想法，只要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哪怕是烂的开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作为一个不经常写文章的人来说，确实有些难，但是不写小说，也不写剧本，就写写自己最擅长最了

解的，那就是【有赞】啦！

各种场合讲了一段时间关于有赞的课程，也在论坛、微信群、个人微信，回答有赞的问题至少有上万

条了，从头开始跟随有赞的发展也快五年了，从最开始的有赞商户到有赞服务商、代理商，再到有赞

学院高级讲师，成为有赞志愿者，下一个目标成为有赞的荣誉人，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有赞的脑残粉。

完全基于兴趣，以自己的兴趣为职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啦，我很幸运。

在用有赞这几年过程中，还是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写出来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也算利国利民利

己利他吧。本手册提供给喜欢有赞、正在使用有赞的同学免费阅览。其实我只是个知识搬运工而已，

就是把散落在社区、微信群、有赞小报等角落里的信息汇总一起，给大家一个用有赞，查有赞字典的

工具。

当然，精力有限、能力有限、纰漏疏漏谬误在所难免，这句话一说，好像就有了挡箭牌，心里坦然多

了，虽然如此，我也一定会鞠躬尽瘁，把自己所能知道的全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部奉献出来。

既然写一本书，肯定有章节，有目录，有段落，想想还真是挺麻烦，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切重新学习

吧。对 word 从来都是打个简单文件的我来说，难度还真不小。先百度 word 目录，知道了通过标题，

自动生成目录，还知道了更新目录。

然后想分享给大家，word 看书太费劲，看看如何导出 pdf 吧，ok，导出来了，但是 pdf 没有目录，

在度娘，ok，另存为......选项勾选。。。。又解决了，发现一旦想做一件什么新鲜的事情，学习能力

马上爆发出来。不逼一下自己来点压力是不行的。

做起来之后才发觉还真不是个小工程，无论如何，先发出来吧，有需要的小伙伴先瞧一瞧，有什么不



足之处【不足之处太多了】，还望给予多多指点。先谢谢了。

如果有缘读到这本书，您又是对有赞也非常感兴趣，那么扫个码，加个好友，拉个微信群，玩起来

吧：）

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微信号 ：59001643 电话：138-1188-8766

书中很多内容是来自有赞社区、有赞小报、及有赞拍档的一些内容。集合整理后在本书中呈现给各位。

再次一并感谢有赞讲师群、有赞小报群的朋友们！

另外，这是一本永远也写不完的书，只要有赞更新，有更多好玩的新鲜玩法，我会随时不定期更新内

容，如果想下载最新版本，可以加我微信：59001643，随时获得最新版本。

注：后期更新以有赞官方动态公告为主，功能越来越多，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望大家紧跟有赞发

展速度。

老沈

2017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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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况

1.1 一级导航

左侧 11个一级导航菜单基本涵盖了有赞商家版的全部功能，把商家关心的常用功能、操作以及数据

直观的展示出来，如图 1-1所示。

图 1-1

概况：11个版块的基本信息呈现。

店铺：商品、微页面、会员主页等和店铺呈现相关的使用操作。

商品：商品库、商品分组、分销市场商品等和商品相关的操作设置。

订单：各种类型订单等。

客户：会员设置、客户信息等。

数据：粉丝数据、订单数据等呈现及筛选功能。

资产：和钱有关的一切数据和功能。

营销：重头戏，非常多的营销插件，比如基础的优惠券、优惠码、验证等；高级的团购、限购等。

设置：和店铺相关的信息设置，店铺客服电话、线下门店管理等。

1.2 有赞账号

有赞账号按钮从原来的右上角移到了左下角。有赞账号设置，可以修改账号下列信息。

有赞账号密码

有赞账号昵称（和有赞论坛通用）

有赞账号联系 QQ 号码

性别

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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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签名

如图 1-2所示。

图 1-2

1.3 新手任务

初期使用有赞时，会出现新手任务模块提醒你，下一步该做哪些工作，会有哪些奖励积分，获得积分

奖励有可能折算成有赞币（待考证），如图 1-3所示。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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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店铺基本经营数据信息

通过此模块，可以初步了解待处理工作和近日交易数据，如图 1-4所示。

图 1-4

待发货订单：已经付款还未发货的订单。

维权订单：客户付款后，点击退款维权产生的待处理的维权请求。

未读消息：微信公众号粉丝最新互动但未做回复处理的信息。

昨日订单：包括昨日的付款订单和未付款订单，可以根据此处订单信息进行客服销售催单工作，咨询

下订单中遇到的产品疑问或者订单流程等问题，争取付款成交。

昨日交易金额：昨日已付款订单的总额。

可提现余额：已完成交易订单【发货七天后或者买家提前点击收货确认的订单】的总金额。

1.5 常用功能模块

商家经常使用的功能列表，如图 1-5所示。

图 1-5

微信：和微信相关的绑定、解绑、菜单设置、自定义回复等相关设置入口。

发布商品：新商品上架操作入口。

页面管理：点击进入店铺微页面的制作、编辑、分类等操作。

客服系统：点击进入有赞网页版多客服系统。

优惠券：点击进入营销中心的优惠券设置、使用、核销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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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收款：线下商家收款的利器，方便顾客支付使用。

分销员（原销售员）：有赞的强大的分销员（原销售员）分销功能。

收入/提现：点击进入资产管理版块，包括 7 天收入、待结算、可用余额等详情交易及提现记录。

扫码收款：点击进入新建收款码，查看收款记录等功能。

帮助中心：按分类帮助新手解决遇到的问题。

1.6 营销应用

营销应用部分是最新或常用的营销模块列表，包括营销插件及营销解决方案，如图 1-6所示。

图 1-6

多人拼团：有赞首款收费插件，裂变式营销玩法，可以精准吸粉促成交转化。

发券宝：可以设置新人进店领取优惠券。

分销员（原销售员）：有赞的强大的分销员（原销售员）分销功能。

有赞小程序：通过有赞后台一键生成小程序，可以通过小程序展示门店或售卖商品。

1.7 经营建议、学习交流

对于有赞店铺及微电商的一些有益的建议，都会在这里显示入口，如图 1-7所示。

图 1-7

小报：有赞商家最强经验都在这里，经常多看看，能学到不少有用的经营策略及实用玩法。

手册：运营进阶，吸粉、店铺搭建、工具使用、运营活动教程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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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赞线下门店解决方案 1.0版。解决方案以有赞商家版+微信支付为基础，提供包括“在线购买+微信

支付+到店自提+收银台扫码支付+门店摇一摇+公众号服务+社交传播分享”全套解决方案。【有赞多

门店功能正在开发中】

在线论坛：商家社区是快速提高有些技能，寻找问题答案的最佳地方。

在线课堂：有赞学堂有大量课程，既有有赞功能性的课程，也有运营技巧相关的课程，丰富且实用，

是运营有赞的每一个人必须常去的地方。

线下培训：有赞官方和有赞拍档不定期举行的线下培训及交流，线下沟通，会产生和碰撞出更多智慧

的火花。

本地商盟：有赞各地商盟组织当地的商家，进行联合促销、异业合作等，和商家和有赞官方沟通的良

好渠道。

服务市场：有赞拍档、有赞代理商在这里给商家提供各种优质的搭建、运营、咨询等您需要的服务。

官方定制：仅针对部分商家，不影响其他商家正常使用。帮助品牌企业解决移动零售业务中，在运营、

营销、员工培训、战略落地、插件定制、线上线下打通等环节遇到的问题，提供一站式服务。当然，

这项服务是付费的。

1.8 更多服务

有赞平台大生态圈里的各个相关服务会在这里显示，如图 1-8所示。

图 1-8

第 2 章 店铺

2.1 店铺概况

2.1.1 店铺概况页面

可以从微店铺概况页面大概了解店铺的经营状况和相关信息。

例如：店铺的到访人数、人次的数值及变化曲线。根据数据曲线可以了解近几天的店铺运行状况，调

整和优化活动，如图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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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1.2 店铺信息

店铺信息“实名认证、担保交易、线下门店”会呈现在商品购买页面的商品详情图下方。方便买家购买

时候进行参考，认证的级别高一些会有效提高买家的购买信心，消除买家的购买疑虑。线下门店方便

O2O 线上线下相互引流，如图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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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1.实名认证

个人认证：通过认证后即可以店铺进行交易，提现期限 T+3，提现时可以提现至个人银行账户。

2.企业认证

通过企业认证后，提现期限 T+1，商品可以进入分销市场，有资格开通企业全员开店功能。 提现时

可以提现至公司银行账户或者个人帐户。

3.官字店认证

店铺名称含有：品牌旗舰店、官方旗舰店、官方店等字样。增加了官字店认证的大类—— 其中又包

含旗舰店、专卖店、专营店、直营店 4 小类；对应 4 种认证类型又需要商户提供对应资质，通过有赞

审核之后，方能获取“官方”图标。

4.担保交易

有赞担保交易是一项保护买卖双方的消费保障计划。商户加入有赞担保交易，交易双方享受有赞平台

全额承保。2015年 5 月 15 日当日及之后入驻的商户自动默认加入有赞担保交易。

5.线下门店

卖家可通过有赞微商城后台，设置功能>>“店铺设置”→店铺信息→联系我们→门店进管理，进行设

置。买家可点击该门店信息，可查看地图定位，也可以查看商家设置的全部门店位置。店铺信息移动

端前台显示，如图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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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6.店铺常用操作快捷按钮

发布商品、新建微页面、访问店铺是店铺使用中最常用的功能，在此位置提供快速到达功能需求的按

钮。

（1）店铺基本数据

昨日浏览 PV：昨天浏览的次数

昨日浏览 uv：昨天浏览的人数

昨日到店 PV：昨天到店的次数

昨日到店 uv：昨天到店的人数

浏览 uv/PV：指的是浏览这个店铺所有页面的 pv/uv，包括店铺主页、单品页、会员主页等理解：uv

为访客数，即来了几个人；PV 页面点击量，即这几个人点了多少次页面

uv：即访客数，也就是浏览的人数，是会按人数去重统计（目前人数是按天去重、多天累加得到的）。

PV：即浏览次数，也就是打开页面的页面次数的总和。

（2）微页面：指本店铺一共搭建的微页面数量。

（3）商品：指本店已建立的商品总数量（包括在售、售罄、及隐藏列表全部商品数量）

7.流量趋势曲线

根据曲线可以直观展示店铺的运营基础数据情况。可以点击某数据变成灰色之后，在图表中将不显示。

用来区别两种数据数值差距比较大的时候曲线，其中一种曲线的趋势不能明显呈现，如图 2-4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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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8.访问店铺的三种途径

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可以访问店铺主页，每种途径的链接是不同的，注意要区别应用店铺主页的链接。

方法 1：

登陆有赞商家版后台，点击顶部菜单栏的“店铺“，进入微店铺概况微页面，点击右侧的“访问店铺”

按钮，弹出二维码界面，如图 2-5 所示。

图 2-5

（1）手机扫码访问：此二维码可以张贴在线下店面或者线上推广渠道，引导访问店铺。

（2）复制页面链接：此链可以发送给朋友圈或者微信群等任何网络上可以接的地方。

（3）电脑上查看：便于 PC 端浏览店铺主页的实际预览效果。

方法 2：

登陆有赞商家版后台，点击店铺→进入店铺界面，然后点击左侧列表“微页面/杂志”，进入微页面

界面，店铺主页灰色条目右侧有三个按钮，分别对应店铺主页的“编辑功能”，“链接地址”，“二

维码”，如图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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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1）点击“编辑”按钮，进入编辑主页界面，这是快速编辑店铺主页的快捷路径。

（2）点击“链接”按钮，弹出链接对话框，可以快速复制粘贴到朋友圈、微信群或者需要输

入链接的地方。

点击“二维码”弹出二维码，可以下载到本地，进行打印海报、易拉宝等推广宣传。

方法 3：

登陆有赞商家版后台，点击店铺→进入店铺界面，然后点击左侧列表“微页面/杂志”，进入微页面

界面，可以把任意一个微页面“设为主页”，同样可以对刚刚设为主页的页面进行“编辑”、“复制

链接”。同时可以通过转化二维码网站，可以把链接转化成二维码进行应用推广店铺，如图 2-7 所示。

图 2-7

三条路径，每个路径又有三种方式，链接、二维码、pc 端查看，各不相同。

前两种方法的呈现方式永不改变，第三种会随时改变。

所以在对外推广宣传（朋友圈、微信群、图文推送、印刷品等）的时候，如果加超链接或者二维码的

时候，防止因为微页面的主页更改而失效，一定要用第一种和第二种的链接或者二维码。

第一种方法的链接是：http://kdt.im/7aUbIr

第二种方法的链接是：http://wap.koudaitong.com/v2/showcase/homepage?alias=oue7cjsc

第三种方法的链接是：http://wap.koudaitong.com/v2/showcase/feature?alias=9exrmrl8

三个链接虽然不一致，但是都指向同一个店铺主页页面。

2.2 微页面

2.2.1 新建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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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有赞商家版后台，点击顶部菜单栏“店铺”进入店铺界面，然后点击左侧列表中的“微页面”→

然后点击绿色按钮“新建微页面”，如图 2-8 所示。

图 2-8

有赞商家版提供多套模版（包括自定义模版）选择，可以根据页面提示创建微页面。

注意：微页面中如果添加了商品，可以显示商品数，且可按照商品数量排序；

序号：每个页面添加序号，可按大或小给微页面/杂志排序，需要的作用可以体现在微页面分类中。

1.三大类、十五种页面模板

（1）基础类模板

基础类模板比较简单，可以自由添加可用组件，根据需求进行组件功能的配置。自由度非常高，如图

2-9 所示。

图 2-9

（2）场景导航类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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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导航模板时尚感强，页面美观大方，耳目一新，交互方式也很新颖，适合做珠宝、轻奢、美妆、

时尚等女性店铺的宣传推广页面，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3）主页模板

主页模板结构较为传统，适合直接搭建简易主页。一般主页基本信息都包含在内，比如商品数量、新

上商品、优惠券等模块默认在页面内，进行简单配置即可以生成一个精美的店铺主页，如图 2-11 所

示。

图 2-11

2.二十三个微页面组件

在有赞微商城后台，有很多类似的页面都有这些页面组件（商品详情页、商品分组页面、微页面分类），

可以根据需求进行随意组合，拖动调整上下顺序。

（1）微页面组件详解，拼团组件位置如图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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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在微页面中添加“拼团”组件，我们提供自动获取和手动添加两种方式，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

自动获取——手动更换商品太麻烦？自动获取帮你一键解决烦恼！

我们会默认抓取店铺中所有正在进行的拼团活动商品，按照近 30 天内销量由高到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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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高级设置中调整展示的拼团商品个数，更改商品排序规则，其中销量和最热取的是商品近

30 天内的数据，非实时，有 1天的缓存；最新和最快结束排序取的为实时数据。

如果你不希望列表页直接曝光太多的拼团商品，可以勾选“超过 N个显示查看更多”选项，既节省页

面空间又让所有拼团商品都有曝光机会。

自动获取模式下，我们默认隐藏活动结束的商品，将更多曝光机会给到其他正在进行的拼团商品。

手动添加——献给勤快的你，一切尽在掌控！

由你自行选择展示哪些正在进行的拼团商品并调整它们的顺序。

手动添加模式下，你可以选择是否隐藏活动结束的商品，24 小时后隐藏可以保证页面有拼团活动存

在的余温，立即隐藏可以帮你提高页面利用效率。

两种添加方式下，你可以配置商品列表的展示样式，我们提供大图、小图、详细列表三种列表形式，

你可以根据展示元素组合出更多样式，如图 2-14 所示。

图 2-14

注意：为了确保页面的加载效率，目前单个拼团组件最多支持 30 个拼团商品。

（2）继微页面支持拼团组件后，周期购也可在微页面中一键添加，如图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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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在微页面中添加“周期购”组件，我们提供自动获取和手动添加两种方式，如图 2-16 所示：

图 2-16

自动获取

我们会默认抓取店铺中所有正在进行的周期购商品，按照近 30 天内销量由高到低展示。

你可以在高级设置中调整展示的周期购商品个数，更改商品排序规则，销量和最热取的是商品近 30

天内的数据，非实时，有 1天的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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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配置当前页展示的商品数，并且可勾选“显示查看全部按钮”选项，即周期购商品列表页会展

示所有周期购商品。

手动添加

可自行选择展示哪些正在进行的周期购商品，并可拖动调整它们的顺序。

两种添加方式下，你可以配置商品列表的展示样式，我们提供大图、小图、详细列表三种列表形式，

你可以根据展示元素组合出更多样式，如图 2-17、2-18、2-19 所示。

图 2-17



- 17 -

图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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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3.微页面总览概况

微页面概览页面如图 2-20 所示。

图 2-20

（1）顶部灰色栏

显示店铺 logo、店铺主页的微页面名称及该微页面创建时间，以及快速编辑、获取链接、店铺主页

二维码。快速获得店铺主页的二维码，更换主页时二维码也会相应的改变，需要重新获得后对外推广。

（2）搜索微页面

按微页面分类搜索或者直接搜索所有微页面。如果微页面数量非常多时，可以使用此搜索功能，搜索

微页面标题关键字即可找到相应微页面。

（3）微页面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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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创建时间排序：点击创建时间，微页面可以按时间远近正序或者倒序进行排列。

2）按商品数排序：点击商品数，微页面按照页面内包含的商品数量的多少进行排序（如果微页面内

链接商品分组，则不统计商品分组里商品数量）

3）按照微页面序号排序（序号可以更改，点击 0，修改相应数字后按 enter 键即序号生效），如图

2-21 所示。

图 2-21

鼠标悬停在具体某个微页面的时候，该微页面栏颜色变灰，有“复制”按钮浮出，有赞卖家版后台有

很多类似的细节。如果微商城的某些微页面设计非常复杂，内容较多，建议复制备份一个，避免误删

无法恢复，如图 2-22 所示。

图 2-22

4.微页面批量修改分组

微页面可以进行单选、多选、全选操作进行批量修改微页面分组。如果关于某话题的内容比较多，想

单独建立一个分组，进行展示，可以进行搜索该话题关键词筛选出微页面，然后多选进行修改分组，

快速完成。

点击顶部标题处的“□”进行全选,也可以点击一个或者多个微页面标题前的“□”进行选择，然后

点击底部“批量改分类”按钮，在弹出的微页面分类框中可以进行批量修改到一个或多个微页面分类

中。

如果微页面修改分类中没有想要分到的类别，可以点击“管理”，在新打开的微页面分类中新建分类，

然后切换回此页面刷新后即可以重新进行点选操作，如图 2-23 所示。



- 20 -

图 2-23

2.2.2 十五种微页面模板详解

1.自定义模板

自定义模板就像一张白纸，而二十个微页面组件就像 20 支彩色的画笔，在这张白纸上你可以发挥你

的想象空间去实现无限的可能性。每个微页面组件的功能又极其强大，比如仅仅富文本一个组件里就

有 34 项可以操作应用的功能。

像罗辑思维的微商城的店铺主页就是用的自定义模板建的微页面，然后设置成店铺主页。罗辑思维主

页添加的各组件模块。主要用到下面几个组件：

图片广告组件

商品搜索组件

图片导航组件

商品组件

橱窗组件

整个主页设计的版块清晰、功能齐全、商品分类丰富且清晰呈现以及常见问题一目了然。从架构上来

说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店铺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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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2.新品推荐微页面模板

顶部一张图片广告通栏+一组产品分类展示+富文本（如图 2-25 所示），适合用于新品上架或者单品

促销时使用，整体的风格清晰明了，无需过多的图片展示，也不建议有太多的文字表达，只需短短的

几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即可，大图片的视觉冲击很容易引起粉丝的注意。当然，这个模板只是起一

个引导作用，后续怎么添加页面组件，怎么修改，完全可以自由发挥。就像 word 或者 ppt 模板一样，

仅仅是一个引导建议，如图 2-26 所示。

图 2-25



- 22 -

图 2-26

3.新鲜资讯

新鲜资讯模板以文字类的资讯展示或者通告发布为主。比如最新产品资讯及业界动态新公告或者新活

动，或者奖励游戏中奖通知等以资讯、信息为主的发布，可以选择此模版。由以下模块组成默认页面

模板：

标题模块

富文本模块

关联链接模块

图片广告模块

文本导航模块

4.全画幅场景

全画幅场景模板是有赞的高大上的功能之一，滑动切换图片、文字或者图片进行浮动叠加、时间控制，

背景音乐设置等强大选项，在高品位的设计师手中完全可以做出一个美轮美奂的 H5 页面。画报的构

成可以看做是广告宣传片的构成，要有主题、有组织，每一张的表达以及情感的发展等等。制作时要

全局考虑店铺的调性、页面的主题、传播的受众等相关因素，互相匹配才能在展示或者推广时最大化

的利用此页面，全画幅场景设置界面如图 2-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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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

什么样的画报吸引人？

切合画报主题的音乐；

讲好故事；

亲情、友情、爱情，文艺、虐心、催泪，怎么戳心怎么来；大家都爱听故事，故事讲得好，画报的传

播性才会高。

用精美的图片；

扫描二维码进入案例 LINXUS 独立首饰设计——每个女孩子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萤火森林，二维码如

图 2-28 所示。

图 2-28

5.期刊导航

注意：不要和微页面分类、期刊呈现方式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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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类型的微页面是一个比较炫的微页面，能够更美观、详细的展示所属分类的标题和主要内容，如

图 2-29 所示。

图 2-29

合理设置页面的图片及动画特效，能够提升店铺的整体格调，比较适合作为知识、文化类微杂志，活

动推广等应用场景，突出重要的信息。也可以将群发的微页面集合放到期刊导航页面，链接放在菜单

栏里进行引导查看。整体风格简单时尚，如图 2-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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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

6.外卖模版的背景

外卖模版是根据该行业的特性，围绕消费者使用习惯而单独设计的页面模版。消费者可以在该模板页

面流畅的点单，清楚的知道点单情况。大家知道，良好的购物体验，可以提升店铺的转化，因此我们

在年尾，推出了“外卖”行业模版。

（1）外卖模版的亮点

外卖模版支持满减包邮营销活动，营销露出增加交易转化率；

新版购物车，支持一键加入购物车，消费者凑单更方便；

界面美观，商品布局更加合理，史上最美的外卖行业模版；

（2）如何使用外卖模版

入口：进入店铺后台 - 打开“微页面” -“新建微页面” 选择“外卖模版”

使用：商家后台

微页面模版顶部信息：默认获取店铺 Logo、店铺名称、店铺活动（仅支持减金额和包邮 ）、是否关

注公众号、消费者的订单记录；

店铺公告：建议字数不超过 40 个汉字；

商品分组：建议设置 6-8 个分组，但不要超过 30 个商品分组；

购物车：新版购物车将会显示已选商品的数量和价格，并会根据商品价格告知消费者是否满足配送条

件；

商家后台示例如图 2-31 所示，消费者端示例如图 2-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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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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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3）特别说明

该模版不支持多门店商家，但后续会进行迭代更新；

该模版不支持上架虚拟商品、酒店商品，分销商品；

该模版不支持会员限购；



- 28 -

2.3 页面分类

微页面分类界面如图 2-33 所示。

图 2-33

微页面是用户打开的具体内容展示页面；微页面分类，是对微页面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同时，整理

之后也立即形成了一个新的微页面，此页面也可以同时对外发布。

2.3.1 创建微页面分类

登陆有赞商家版后台，点击顶部菜单栏“店铺”进入店铺界面，然后点击左侧列表中的“微页面分类”，

再点击绿色按钮“新建微页面分类”，进入页面分类编辑页面，如图 2-34 所示。

图 2-34

添加该分类名称（必填项）

可以选择排序方式（序号越大越靠前，创建时间）

选择展现方式（分为杂志列表和期刊方式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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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分类简介（方便自己分辨分类内容或者对粉丝进行展示）

新建好的微页面分类列表，可编辑、删除。

2.3.2 微页面分类怎么用

微页面分类体现在手机端是一个微页面列表页。你可以在店铺主页、微页面/杂志等任何页面添加微

页面分类。

比如说，将“童装”微页面分类添加到［童装］文本导航后，在手机端点击［童装］文本导航，跳转

到“童装”这个微页面分类的页面。

2.3.3 微页面分类表现方式

仅显示杂志列表用期刊方式展示，如图 2-35 所示。

图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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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会员主页

会员主页的作用：

会员主页是客户用来管理查看资产的页面，通过会员主页，用户可以查看订单、优惠券、礼品等信息；

用户可通过商城页面底部或者右上角“我的记录”进入会员主页。

用户关注卖家微信公众号后，可以发送【我的订单】到微信公众号，系统会自动将会员主页链接发送

给用户，引导进入。非认证服务号登陆会员主页需输入账号和密码，会员主页可以设置是否显示会员

等级和会员积分。

会员主页的购物记录信息是不能被移动和删除的。我的购物记录会显示粉丝在所有有赞平台的全部购

物记录。是粉丝查找有赞订单的一个中心入口。

会员主页编辑页面如图 2-36 所示。

图 2-36

商家可对“分销员（原销售员）中心”入口的展示做个性化配置。可根据店铺情况设置会员中心页“分

销员（原销售员）中心”入口是否展示。

具体操作如下：

后台-店铺-会员主页 进行配置，操作页面如图 2-37 所示。

https://www.youzan.com/v2/showcase/user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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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

分销员（原销售员）中心选项，单选：

A.“对所有会员显示”，默认选中此项，表示所有用户进入店铺会员主页可见该入口；

B.“只对我的分销员（原销售员）显示”，可选择此项，表示只有该店铺的分销员（原销售员）才可

见到该入口；

备注：

①启用过分销员（原销售员）功能的店铺，会员主页默认对所有会员显示“分销员（原销售员）中心

入口”；

②未启用过分销员（原销售员）功能的店铺，会员主页不显示“分销员（原销售员）中心”入口；

③被清退的分销员（原销售员）该入口仍然对其可见，因为分销员（原销售员）需要查看管理自己的

相关资产；

在默认模板的基础上，可以新增其他内容，会员主页是个访问率比较高的页面，尤其是有积分之类的

会员体系。粉丝会经常查看自己的积分，所以此页面尽可能多的设置相关信息（优惠信息、促销活动

等）

2.5 店铺导航

2.5.1 店铺导航

开启微商城店铺导航功能，店铺导航设置界面如图 2-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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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

网站导航能够有效帮助粉丝跳转到各个关键页面，是整个网站的“指南针”。

它相当于微信公众号的"自定义菜单"的有赞网页版，也有很多人误把这里当成【微信自定义菜单】。

当你没有做到足够好的商品关联时，只要你精心设置好你的网站导航，它就可以让你店铺的各个页面

串联起来，方便买家在栏目间快速切换，引导买家前往您期望的页面。

选择导航模板

导航模板有类似微信自定义菜单类型、悬浮小按钮、带购物车类型、两侧展开类型等，如图 2-39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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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9

有太多的人把店铺导航和微信自定义菜单混淆，虽然看起来呈现效果差不多，但是区别非常大，一个

是在微信公众号聊天界面呈现，一个是在微商城呈现，建议两者统一。微信自定义菜单要反复跳转回

来到聊天界面窗口，而店铺导航可以互链非常多的出口，方便浏览，不用反复跳转，店铺导航在客户

端呈现形式如图 2-4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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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0

2.5.2 店铺风格

有赞后台为商家提供了 10 种配色方案，可以设置店铺风格。商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品牌定位、商品属

性、整体设计等来选择配色方案。甚至可以尝试不同的时间节点搭配不同的颜色，或者卖鲜花的选粉

色、卖茶叶的选绿色、卖数码产品选蓝色等等等等。避开千篇一律的“淘宝橙”，让自己的店铺装修

更具个性。

1.功能路径

商家后台 —— 店铺 ——全店风格。

2.如何操作

选择适合自己的色系搭配，点击“保存”即可，如图 2-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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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3. 产品特性

10 种配色方案，搭配随心所欲，呈现效果如图 2-42 所示。

图 2-42

2.6 公共广告

公共广告是能够展现在页面头部或者页面底部的通用广告位，开启之后，可以自己选择将其应用在微、

商品、店铺主页等页面。

1.功能路径

有赞后台——店铺——公共广告——启用公共广告

2.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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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公共广告，编辑广告内容。其中商品页的广告是显示在商品详情中，如果商品的模板是简洁流畅

版，需要点击商品详情才能看到广告；如果是普通版，可以直接看到广告。部分微页面模板不显示公

共广告。

3.流程介绍

开启公共广告，如图 2-43 所示。

图 2-43

设置广告出现的位置和出现的页面，如图 2-44 所示。

图 2-44

添加一个图片广告，并配置跳转链接，如图 2-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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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2.7 自定义模块

“自定义模块”是一个很强大的功能，使用这个功能可以有效提高店铺搭建的效率，降低维护的成本。

1.应用场景

在店铺中，需要多个页面添加同一内容时，可以用到自定义模块。

同一个模块可以嵌入不同的页面，当修改“自定义模块”里的内容时，所有页面上的该自定义模块内

容均会更新。

场景 1：微杂志页面里，放置站内关联广告或者热卖商品

把广告内容（或商品列表）做成一个自定义模块，插入到需要的微杂志页面中。后续只需要修改这个

自定义模块，所有页面都会同步更新，不需要再对每个页面进行编辑。

场景 2：商品详情页里，店内关联销售

比如，把店内热卖商品（或其它商品分组）做成一个自定义模块，再将该模块插入到所有商品详情里，

达到关联销售的作用。后续只需要更新“热卖商品”分组里的商品内容，每个商品详情页就会自动更

新，不需要再对每个商品进行编辑。

2.功能入口

路径：有赞后台——“店铺”——“自定义页面模块”页面，点击“新建自定义页面模块”，即可创

建一个自定义模块，如图 2-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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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

一个自定义模块里，可以添加各种各样的页面组件，比如商品列表、富文本、图片导航等，如图 2-47

所示。

图 2-47

自定义模块既可以是一个模块，也可以是一个页面，也可以通过该模块链接访问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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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嵌入到其它页面（微杂志、或商品详情页面），能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3. 如何应用

进入某个微杂志（或商品）的编辑页面，添加自定义模块，再选择设置好的自定义模块即可，如图

2-48 所示。

用这个方法，把自定义模块添加到所有需要的页面。当修改这个自定义模块时，所有页面就会同步更

新。要注意的是，如果要删除自定义模块，也要去相应的页面删除模块，否则后台还会有。

图 2-48

2.8 我的文件

上传的本地图片及网络图片、语音和视频都在我的文件中可以管理，如改名、删除操作等，支持批量

删除。

我的文件优化升级后，主要包含以下功能：

搜索功能：入口包括“我的文件”页面以及“添加文件”页面；

“插入图片”页面，可以显示完整图片名称；

上传多张图片时，可以调整图片顺序；

优化图片上传顺序，采用最新上传的图片展示在最前面的规则。

1.调整图片顺序

调整状态如图 2-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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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9

2.如何操作

修改名称，点击“改名”进行修改；

删除，点击“删除”即可。批量删除请先在勾选小方框，再删除；

可以对素材进行分组操作（如图 2-50 所示）；

装修店铺过程中上传的图片、语音都可以在我的文件中查看管理，需要注意的是，视频只能在我的文

件中上传，并且有一定的审核期。

图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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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或删除有什么影响？

这些文件都是曾经用过的或者保存的文件。改名不会有任何影响，删除了将不能被再次选用；但曾经

用到这些文件的页面上，相应内容不会消失。

文件上传（图片、音频、视频），如图 2-51、2-52、2-53 所示。

图 2-51

图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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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3

微信实时消息里的保存如图 2-54 所示 （备注： 默认保存到相关资源文件的“未分组”中去）。

图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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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商品

3.1 商品库

3.1.1 出售中的商品

所有在售商品在后台均以列表形式呈现，便于修改，搜索和批量操作，也便于根据数据进行排序，比

较筛选，商品管理列表如图 3-1 所示。

图 3-1

路径：商品→商品库→出售中

全选、多选商品，可以进行批量操作。只能批量选中本页商品，无法跨页面选择。

【访问量】

可以根据商品的访问量 uv、pv 来判断商品的浏览人数和浏览次数，综合销量来衡量和展示时间，调

整商品的展示策略。商品列表的访问量“uv”、“pv”指标统计时段为历史累计至今日当前的数据。

uv：访客数，即浏览页面的人数，按人数去重统计（目前人数是按天去重、多天累加得到的）。

pv：浏览次数，即打开页面的次数总和。

【库存】

可以根据库存进行排序。

【总销量】

可以根据总销量进行排序，点击总销量可以进入订单页面查看本商品销售情况。

【序号】

此功能既可以在有赞后台进行序号排序，也可以在微商城前端呈现页面的排列顺序。

操作选项下有四项可以进行点击操作。

编辑：点击直接进入编辑商品【2、编辑基本信息】界面。

删除：点击删除会弹出提示界面【确定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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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谨慎操作删除商品，操作不可逆，有赞没有回收站等可以恢复删除的措施。删除后，商品评价

等信息将全部消失。

1.推广商品

推广产品可以通过发布商品二维码货发布商品链接实现。

（1）直接购买商品二维码

扫描商品二维码可以直接进入对应商品页面进行浏览并购买，二维码下载位置如图 3-2 所示。

图 3-2

有赞微商城为店铺的每件商品都自动生成一个永久二维码，便于消费者快速扫码购买。适用于地推、

商品包装、宣传海报等推广渠道张贴，但商品被删除后二维码将失效。

若用户没有关注公众号，且店铺后台设置为非店铺粉丝也可以购买，那么用户进入商品页面，点击购

买后进入登陆界面，输入手机号和密码，可以完成购买。若粉丝没有关注公众号，且店铺后台设置为

仅限粉丝可购买，那么用户进入商品页面，点击购买时，会弹出提示窗口，“请先关注后再购买，享

受更好的服务~”，点击提示窗口的【去关注】按钮，会跳转到设置好的快捷关注页面，关注后，返

回商品页面即可购买。

应用场景：若微信公众平台想通过一款特价商品进行吸粉引流活动，那么此特价商品设置应注意：限

制商品数量、设置“仅关注公众号可购买”的购物门槛。

（2）关注后购买商品二维码

扫描此二维码进入商品页面，点击购买时，若未关注，则跳转至引导关注界面。关注后，才可以购买，

二维码下载位置如图 3-3 所示。

图 3-3

（3）关注后减优惠商品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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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此二维码用户可享受商品价格减额优惠。可在后台修改优惠幅度，只能减金额优惠，不能打折扣，

如图 3-4 所示。

图 3-4

商户可针对商品设置多个扫码优惠，使用户可享受几种商户设定的折扣或减价金额。对于已设置

好的折扣或减价金额，商户也可后期自由调整，调整优惠时无须更换二维码。

认证服务号有带参数二维码功能，在扫码优惠的同时还可设置引导关注。其他类型公众号可实现

扫码优惠，但无法引导关注。

注意：所有商品二维码，即使商品下架，依然可以通过扫描获得该商品信息。商品内容可以任意更改，

不会影响二维码。商品删除，二维码即刻失效。无法恢复。

（4）商品页链接：点击直接是商品展示详情页页面，链接获取路径如图 3-5 所示。

图 3-5

（5）购买界面链接：点击直接进入购买界面。便于购买操作，链接获取路径如图 3-6 所示。

图 3-6

与商品页链接的区别是：用户打开商品页面时直接弹出购买界面，不需要看商品详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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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普通商品页链接”，打开后页面如图 3-7 所示。

图 3-7

“直接弹出购买界面”链接，打开后页面如图 3-8 所示。

图 3-8

场景示例：

1）使用场景画报来介绍商品 + 直接购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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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赞前段时间推出的微杂志场景画报非常受欢迎，很多商家使用这个模板来介绍产品（显得特别有逼

格），最后一页链接到商品页面；

如果使用普通的商品链接，买家还需要在看一遍商品页，找到购买按钮，再点击下单购买，购买路径

较长（甚至被其它内容吸引，而放弃下单）

而使用直接购买链接，买家打开页面后直接进入下单流程，缩短路径，提高转化率。

2）使用普通微页面 + 直接购买链接

您也可以通过普通的微页面，来介绍一件商品；

或者采用产品体验报告/试用软文的形式，在文章里植入商品链接，粉丝点击链接后可以直接进入下

单购买流程

2.复制商品：

在做活动时候，有些商品可能针对一部分客户群体进行优惠促销，那么可以复制一下，修改成优

惠信息，针对某等级会员或者标签客户进行群发。批量或者单独对商品进行【修改模板】【改商品分

组】【下架】【删除】【会员折扣】等操作，不能跨页多选。

商品筛选：可以按照商品分组及全部商品、一般商品、分销商品两个维度进行组合筛选及搜索。

全部商品：本店自营商品+分销市场商品+会员卡【计时会员卡内测中】

一般商品：本店自营商品。

分销商品：从供货市场选中商品上架到本地进行分销的商品。

3.1.2 已售罄商品

商品库存为 0或者商品某规格库存为 0时，该商品会归类到售罄列表里， 如果一个商品多个规

格，其中一个规格数量为 0，则此商品会同时出现在出售中商品列表和已售罄商品列表，而且这款商

品的其它规格还可以购买。售罄不等于下架，首页或者商品列表页面仍然存在，只是无法点击购买。

如果某商品多规格，其中一个规格售罄，则在微商城前端不显示此规格。下单未支付，超时关闭的订

单库存会重新释放；已经支付成功再退款库存是不会释放的。

3.1.3 仓库中的商品

仓库中的商品就是下架商品或暂未上架商品，可以批量或者单独对商品进行【修改模板】【改商

品分组】【上架】【删除】【会员折扣】等操作。

3.2 商品分组

3.2.1 有赞后台商品分组【普通】

商品分组其实就是商品分类，当用户商品种类繁多时，需要按照不同标准给商品进行分类，比如：衣

服、鞋类等；

1.列表中隐藏

此类商品将在商品列表中隐藏。在微信公众号及有赞微商城前台界面均不会显示此商品，也搜索不到

此商品，适合特定情况下使用：

赠品：当想把某款商品作为赠品使用的时候，而此商品又不想对外公开价格或者不希望其他人看到此

赠品，则可以把商品归类的列表中隐藏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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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希望对外公开的其他商品。

2.最热商品

设置商品热门分组的时候可以设置排序规则

（1）“最热”商品分组有哪些排序规则呢？

按浏览次数：商品在最近 30 个自然日内被客户访问的次数。

按商品销量：商品在最近 30 个自然日内销售的件数。

以上就是对排序规则的定义，商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热门分组”排序进行配置，被访问的

次数或者被销售的件数越高，越会出现了列表顶部。

（2）哪里设置排序规则？

在“商品管理” -> “商品分组” -> “最热” 点击编辑，其中增加排序规则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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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应用

使用“最热”分组的规则，创建一个“人气商品排行榜”商品分组；

设置“最热”分组的设置为【按浏览量排序】

新建一个商品分组，第一优先级设置为“最热的排在前面”，第二优先级随意~

在商品库选择商品并与该分组进行关联

完成后就可以使用该商品分组搭建各种微页面

PS：设置后的商品分组会根据实际的浏览情况和销售情况变化商品的排序位置，免去了掌柜们

需要手动调整商品顺序的繁琐工作啦~

3.全部商品

如果希望通过一个菜单链接跳转到所有商品，可以利用有赞的一个微页面模板【店铺主页模板】进行

获取【全部商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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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有赞后台初级商品分组【嵌套实现】

如何实现类似下面这种方式的简单商品分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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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会有同学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想象 pc 端那样，去设置商城，一级二级三级菜单，像图示这样，

怎么来实现呢，因为有赞只有商品分组，没有商品分类一级二级三级等......

其实用好商品的多分组属性+微页面的嵌套+超链接【文本 图片 表格等】，就可以一样实现商品多级

分类

如何实现

首先，我们先把商品登陆到商品库里，暂时不用管分组及微页面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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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去设置商品分组，把每一级都添加为商品分组，因为一个商品可以属于多个商品分组， 那么我

们就可以把商品的商品分组属性都加上。 例如：甘肃花牛苹果属于【水果】【国产水果】两个商品

分组

其他商品以此类推

设置完所有商品的商品分组 属性之后；我们在建相关微页面和链接跳转，来实现多级分类功能。

先建二级微页面，把商品分组作为文本链接【也可以文字链接或者图片链接等】，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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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建主页面，把刚才建的二级微页面通过文本链接嵌套进去

最终呈现效果

同时还可以搭配微页面的【商品分组 1】和【商品分组 2】模块，进行组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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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有赞后台高级商品分组【代码 折叠】

【初级版】分组菜单发布后，有一些同学觉得还是不过瘾，希望能更人性化，客户体验更好一些，像

pc 端那种下拉弹出式多级菜单，高大上的炫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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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要耐心，其次，你要细心，然后，那就开工啦！ 先设计好的商品分组，设计好商品分组属

性，这个和初级版的前半部分差不多。 整理好分级分组的逻辑思维，示例如图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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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把商品登陆到商品库里，暂时不用管分组及微页面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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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去设置商品分组，把每一级都添加为商品分组，因为一个商品可以属于多个商品分组，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商品的商品分组属性都加上。

例如：甘肃花牛苹果属于【水果】【国产水果】两个商品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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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商品以此类推

然后，到店铺，自定义页面模块，新建自定义模块，输入“你好”

在富文本【之外】右键单击，弹出菜单，点击审查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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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查元素里，【Ctrl+f】搜索“你好”，点击 2 提醒：搜索你好，会出来 2个你好，一定要在右

侧的下拉箭头点击一下，第二个你好，才是我们要找的

然后鼠标挪到代码 【你好】上，右键单击，到【edit as html】去编辑替换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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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替换成你自己的代码。代码源文件点击帖子【回帖】后可见下载链接。修改代码，然后复制，到

审查元素里的 【edit as html】你好，覆盖粘贴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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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空白处点击鼠标左键

然后编辑框点击预览

然后保存 然后加到任何页面 然后就完工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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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页面模板

3.3.1 商品页模板

您可以通过在模板里添加对应商品的关联推荐、店铺营销活动入口等内容，从而使不同的商品使用同

一个模板。

同时当您修改模板后，所有使用该模板的商品详情页都将更新（商品详情内容不会改变），从而方便

快捷的编辑和管理商品通过该功能，将极大地提升粉丝（买家）的浏览体验，提升访问深度，提升关

联购买，从而提升店铺的成交转化率。

商品页模板展示结构（模板均应用在商品详情页中

图 3.1 商品页模板展示结构

3.3.2 如何使用模板

备注：模板包含样式和内容区

创建模板

商品—商品页模板—新建模版，并选择对应的模板版样式：普通、简洁流畅

普通：打开商品页详情时，默认展示商品详情等信息，让买家第一时间看到商品详情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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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流畅：折叠展示商品详情等内容，让买家更清晰流畅的查看商品

给创建的模板命名后，即可进行模板内容的设置

可通过组件来设置，例如设置图片广告、营销活动

您也可拖动模板内容区来改变其展示的顺序，可放在商品详情页的头部和底部

3.3.3 如何将模板运用到商品

3.3.1 单个商品使用模板

可在发布商品第 3步－编辑商品详情 选择模板，系统默认提供普通版 和简洁流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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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版：只显示普通样式

简洁流畅版：只显示简洁流畅样式

3.3.2 多个商品批量使用模板

商品页中 ，批量选择商品后，选择页面底部的“修改模板“ 再选择对应的模板即可使得多个商品同

时使用了这个模板

可对商品分组进行模板，选择对应的分组，批量选择商品后，既可以进行模板修改

3.3.4 模板规则限制

拍卖商品的展示只显示普通样式，无简洁样式

供货商在有赞微商城设置的商品模板，对应的分销商端不会展示该模板；分销商可自行添加、编辑商

品模板。

2.3.4 分销商品变更

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了解商品变更情况：

方式 1：

登录［有赞商家版］后台－商品－［出售中的商品］列表，发生变化的商品会在右侧出现小黄点提示，

鼠标移至红字区域会出现变更详情；

方式 2：

登录［有赞商家版］后台－商品－新增［分销商品变更］列表，如有分销商品发生变化，可点击［分

销商品变更］查看所有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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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销商品变更］

分销商品变更分为两类，一类会影响您是否能继续销售该商品，一类不会影响商品的销售，但有必要

了解是否发生了变化（如商品的标题、详情描述、图片等）

1、商品销售变更

如供货商做了删除、下架、或修改了商品规格/价格的操作，你需要对应删除/下架、或是重新设置商

品。发生这类变化的商品会出现在［商品销售变更］下

2、商品内容变更

如供货商修改了商品标题、图片、详情、或者是分销说明，此时您需要重新查看分销商品内容以确定

是否需要同步更新（因微商城的分销商可自行编辑商品，且有些修改可能无需同步）。发生这类变化

的商品会出现在［商品内容变更］下点击［查看商品］，可进入您在进货市场看到的分销商品详情页。

如您已自行编辑过商品，可详细浏览后确定是否需要同步

如您未编辑过商品，也可点击［同步］按钮直接同步最新的内容

注：当您编辑或同步过有变化的商品后，相应的变更提示就会消失。

产品更新：

为了方便分销商更快捷地获取到最新优质商品的动态，我们针对分销市场商品信息展示进行了以下改

版优化：

1、市场首页、各类目页、活动页商品均进行严审

为打造“品质分销，全程无忧”的分销市场，所有出现在市场首页、类目页、活动页的商品都将进行

严格审核，确保 100%正品保障；同时，为维护市场良好的运营秩序，我们也完善了分销商举报分销

商品的内容。

2、市场首页商品丰富度和选货纬度增加

市场首页增加“热销商品”、“新品上市”、“有点意思”三个目前关注度最高的频道，分别更新市

场上大家都在卖、都在搜的热点商品、最新上架的商品和各种新奇特好货，大家可以定时关注哦。

3、市场活动位增加

改版后会增加更多的活动位，呈现更多各节点场景专题活动、爆品等最值得卖的好货，方便分销商快

速找到优质货源。各位供货商可以关注供货商后台左下方“最新官方活动”，进行各专题活动报名。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分销市场选货优化升级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40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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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发布商品

3.5.1 基本信息

5.1.1 虚拟商品升级为电子卡券

找到需要升级的虚拟商品，点击【升级电子卡券】

配置商品有效期后，点击【确认升级】，完成从虚拟商品到电子卡券的升级，其中商品的基本信息在

升级过程中保持不变（例如商品名称，价格等）。

对于预约服务类的商家，如蛋糕鲜花配送、美容美发服务、家政服务等，商品的“时间”留言特别有

用。

之前的“时间”留言有个小缺陷，只能选时间不能选日期，本次对时间留言做了个小升级，可以支持

日期的选择。

为帮助大家熟悉这个小功能，这里举个例子：

青青开了一家烘焙店，她家的生日蛋糕做的特别精致，支持各种 DIY，老客户很多。

经常有客户反馈，生日蛋糕手机下单能不能预定，于是青青用起了商品留言功能：

1、发布一款蛋糕商品，在商品信息编辑页面，添加了 3个留言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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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送时间：选择时间格式，勾选“含日期”和“必填”，这样用户购买时需要选择几月几日什么

时间配送；

2）寿星年龄：选择数字格式，根据年龄配蜡烛数量等；

3）卡片内容：选择文本格式，勾选“多行”，用户下单时候可以自己填写生日卡片留言内容；

2、商品上架后，客户购买商品，会展示对应的留言内容；

下单时，可以点击“查看留言”，检查留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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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客户下单后，青青打开订单详情，能够清晰的看到“几月几日几点几分配送"等留言信息，实现精

准配送

虽然时间留言不够强大，比如不支持起止时间的配置等高级功能，但是非常轻便灵活，大家可以在实

际业务场景中多多挖掘其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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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商品品类

店铺主营类目和商品类目对应表 选错类目会影响：

影响商品转化率

影响店铺交易额

影响分销商品市场搜索精准率

影响分销商品市场商品曝光度

为了避免大家发错或不确定所发布商品对应的后台大类目，下表列举当前后台类目所包含的明细子类

目（举例说明：我要发布苹果这类商品，苹果属于水果，水果又被包含在食品这个大类目下，那么发

布商品选择的对应后台类目就是食品），请参照发布链接。

最新上线，“充值缴费”类商品。

1. 充值缴费 类商品，默认为“电子卡券”类商品；

2. 充值缴费 类商品， 默认“充值账号”留言字段， 必填；

酒店类商品发布 点击查看详情

电子卡券累商品 点击查看详情

购买方式：

在有赞购买：购买交易流程在有赞平台进行。

链接到外部购买：最早是为了跳转到淘宝进行的中转，现在基本废弃了，如果你想引流到京东等外部

商品交易平台，可以使用。（不建议使用此种方式，然并卵）

商品分组：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52/
http://note.youdao.com/share/?id=42e317c0f4255d49e7e98c98881803d2&type=note
http://note.youdao.com/share/?id=c06548c7c05b44edf6fe4f91e832d915&type=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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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商品所在的分组进行归类，可以多选。就是一个商品可以归多个商品分组，详情请点击链接进行

相关阅读。

如果暂时没有合适的分组，可以点击新建，打开新窗口进行新建商品分组，然后再回到此页面刷新即

可以出现。

商品类型：

实物商品：有物流发货或者有实际产品的商品。虽然可以不用快递进行发货，比如货到付款或者到店

自提，只要商品是真实的物品即可。 虚拟商品：可以具体看虚拟商品说明，有很多规则约束，尽量

避免违规。更多关于虚拟商品特性，请参考相关阅读。

预售设置

对于时令商品集中生产/采摘、批量采购/加工商品测款、小众定制商品等业务场景，预售都是很好的

模式。

老的预售功能只有固定发货日期，对于一些固定预售期的场景不方便，比如服装定制，付款 10 后天

发货，固定日期的预售就无法满足。

本次对原有的实物商品预售做了几点优化升级：

1、新增了 N天后发货功能；

2、对买家端预售信息展示进行了优化，如商品详情，订单详情等页面；

3、对于开启了同城送定时达和自提的商家，预售商品做了兼容，不会出现预售商品发货时间和定时

达时间冲突问题；

功能路径：微商城后台 > 商品 > 发布商品/编辑商品 > 编辑基本信息

操作说明：

1、商品基本信息，当商品类型为“实物商品”时，下面会出现“预售设置”；

2、勾选“预售设置”，会出预售信息设置界面；

3、支持固定发货时间和 N天后发货两种操作；

（1）固定发货时间：约定几号开始发货，开始发货当前，预售活动自动结束，适合批量加工，集中

采买类业务；

（2）付款 N天后发货：付款 N天后开始发货，适合定制类业务，比如服装定制，付款完成 10 天后发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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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规则：

1、与老功能的兼容规则：

（1）对于有结束时间的，且未结束的，前台输出仍旧显示结束时间，活动按原有设置时间到期后结

束；

（2）原来只有发货开始时间，同现在的固定发货时间；

（3）原来只有发货结束时间，直接作为新的发货开始时间显示；

（4）原来有发货开始和发货结束时间的，取发货开始时间显示为现在的固定发货时间；

（5）如果进行中的商品再次编辑后再保存，将按照新的规则保存预售信息

2、预售商品购买与定时达、自提时间点兼容规则：

（1）新规则下，预售商品只能直接购买，不支持加入购物车；

（2）预售商品购买，以预售发货时间为准，不支持定时达；

（3）预售商品自提，只能选择预售开始发货之后的时间；

注意：目前预售设置仅仅影响买家端展示，不会关联到订单的处理流程，预售结束，商品不会自动下

架，请务必按照约定时间发货以免引起客户投诉。

商品详情展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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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单页面、订单详情、购物记录显示效果：

分销相关说明：

分销商品的预售信息，同步供货商的设置，分销商不可更改。

当季时令商品集中生产/采摘、批量加工商品测款、小众定制商品等都对预售有较为迫切需求，目前

商家朋友们一般通过详情备注方式来提醒预售，不够明显，造成经营困扰。本功能通过增加简单的预

售和发货时间设置，在商品详情给出明显提醒，满足预售信息的基本告知，以缓解此类问题。

功能路径：商家版后台－－》商品－－》发布商品/编辑商品－－》编辑基本信息

电脑版后台操作说明：（该功能商家版 APP 暂时不支持）

1、商品基本信息，当商品类型为“实物商品”时，下面会出现“预售设置”；

2、勾选“预售设置”，会出预售信息设置界面；

3、填写“预售结束时间”和“预计发货时间”并完成商品上架；

4、“预售结束时间”必须填写，“预计发货时间”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至少填写一项。

注意：目前预售设置仅仅影响商品详情展示，不会关联到订单的处理流程，预售结束，商品也不会自

动下架，请务必按照约定时间发货以免引起客户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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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商品详情说明： 预售商品会在商品详情页的价格下方显示预售信息，根据发货时间设置不同，

消费者会看到不同的发货时间提示，比如：“预计发货：02 月 22 日－02 月 28 日”、“02 月 22 日

开始发货”、“最晚 02 月 28 日发货”。

5.1.3 库存规格

规格与型号：

规格：

一个商品最多三个规格属性。

例如：服装类型商品。规格可以设置如下：尺码、颜色、布料

设置自定义规格：

在规格里输入自定义规格，回车 enter 键后即生成自定义规格，此处提醒：自定义规格生成后无法删

除，在规格下拉列表里也无法调整排序，所以不要乱添加无用自定义规格。

规格最多四个字，型号最多二十个字。型号可以三个以上，上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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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图片切换：

电脑版后台操作说明：（该功能商家版 APP 暂时不支持）

1、商品规格：第一组规格后面，有一个“添加规格图片”选项；（注意：目前仅第一组规格支持规

格图片）；

2、勾选“添加规格图片”，会出现规格图片上传界面，每个规格支持上传一张规格图；

3、鼠标移动到已经上传的规格图，会出现“替换”和“删除”操作；

4、规格图不是必填项，如果不上传，则对应规格图片展示的是商品默认主图；

5、单击规格名称，可以修改对应的规格名称。

前台商品详情说明：

针对上传了独立规格图片的商品，在规格选择浮层，买家切换第一组规格，规格图片会对应切换显示，

如果没有上传规格图，则显示默认的商品主图。

特别说明：

购物车、确认订单等关联页面，目前商品图片还是原来的主图，后续我们会统一改成对应规格图，请

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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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

a）有规格的商品无法设置成为赠品。

b）有规格的商品无法参与降价拍活动。

c）有规格的商品无法参与团购【除非价格统一】

除此之外，还可以用商品详情编辑→富文本组件→表格，进行更多类似规格的内容展示。如图：

建议：

若想进行商品评价展示和销量展示，建议同类商品合并成一个商品多个规格来集中销量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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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商品库存

多规格商品可以批量设置库存及价格。

库存可以勾选是否显示在页面上。

商品编码可以和 ERP 打通进销存的作用。

大家期待已久的支持“商家编码”搜索商品功能终于正式发布了。

对于使用商家编码的商家来说，这无疑能够大大提高商品搜索的效率，只要输入精确的商家编码，就

可以搜索到对应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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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路径：微商城后台 > 商品 > 商品库 > 搜索

基本规则：

商家编码在商品基本信息编辑中录入，对于多规格商品，可以设置整个商品的编码和每个规格的编码；

商家编码搜索只支持精确匹配，只有当搜索的编码和实际商品编码完全一致才会被搜索到，不支持模

糊匹配，如：编码是“abc123”，那么只有搜索“abc123”才行，搜索“abc12”不会被搜出来；

3、对于新发布的商品，因为搜索引擎更新商家编码需要些时间，预计要等待 15 分钟左右，才能被搜

索到；

注意：

1、因为搜索框还需要兼容通过商品名称搜索，如果商品名称中包含了跟商家编码一样的字符，这个

商品也可能被搜索出来；

2、尽量规范使用商家编码，一个规格一个唯一的编码，这样才能提高编码的使用效率，不容易出错，

也不会出现搜索一个编码出来好几个商品；

为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及支持有赞更好玩的玩法，即日起微商城移动消费者端的商品详情页按钮将

进行改版，改版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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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更新：

增加商品主图短视频，更好的创意，更丰富的表现力等着你。

短视频发布流程

1、上传视频；

2、等待转码审核；

3、将审核通过的视频关联到对应商品；

4、买家在商品详情主图位置点击播放视频；

视频的上传和管理

1、路径：电脑版微商城后台-店铺-我的文件-视频，点击“上传视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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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频时长建议 9-30 秒，为保证买家浏览体验，视频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30MB；

3、支持对视频进行分组管理，分组规则跟图片、音频分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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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发现视频选错了，鼠标移到上传区域，右上角会出现叉叉，可以叉掉重新传；

5、视频上传后，会出现在视频管理列表，系统对视频统一进行转码和压缩；

6、默认会截取视频第一帧作为视频封面，也可以点击“编辑”手动更换封面；

7、视频上传后会进行转码和审核，无效视频和不合规视频将无法播放，审核通过后才能正常播放；

8、点击视屏封面或视频名称可以对视频进行预览播放；

9、视频删除：跟图片和音频不同，视频删除，在引用该视频的商品页等地方将无法继续播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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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击视频列表右侧的“编辑”，可以对视频名称、分组、视频封面等进行编辑；

给商品添加视频

1、路径：电脑版微商城后台-商品-商品管理-编辑商品；



- 83 -

2、商品信息编辑区，“商品图”下方有一项“主图视频”，点击可以选择已审核通过的短视频关联

到当前商品；

3、也可以在商品编辑页面直接上传视频；

4、鼠标移动到已添加的视频上，可以取消视频跟当前商品的关联（视频文件本身不会被删除），然

后更换其他视频；

5、视频上传后，有个等待转码审核的过程，其中各种状态会在商品编辑页展示，只有审核通过后才

会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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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已经关联了短视频的商品，列表中对应商品会出现商品播放图标；

视频在商品详情的展示和播放

1、关联了短视频的商品，在商品详情头部主图位置，会展示视屏封面，点击后进行视频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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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视频播放器右下角，可以进行各种播放状态的切换：页面内播放、单独播放、全屏播放；

3、因为各类型手机和系统的限制，全屏播放模式下，不同手机的界面表现会有差异；

播放环境及收费补充说明

1、短视频目前仅支持在微信中播放（不含微信小程序），其他环境访问商品不会展示视频信息；

2、视频的存储和流量有赞都需要向视频服务商付费，活动期间视频的存储和流量都将免费提供给各

位商家使用，活动结束后将会按实际视频成本酌情收取费用；

3、国家对视频的上传和播放都有严格的规范，各位上传的视频务必合规且对视频本身拥有相关版权

或者取得合法授权；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商品短视频来了，打开脑洞刷爆你的朋友圈吧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12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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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商品信息

5.2.1 商品名称

商品名称：商品名称长度不能少于一个字或者多于 100 个字

【建议】 商品名称简洁干练。但是如果你是小而美的调性品牌或者是有逼格的店铺，也可以名称上

去丰富，尽可能一次性展示出产品的关键信息卖点。同时你还要考虑分组或者首页多产品展示时所展

现方式。

5.2.2 商品价格

价格不能为 0。

淘价仅仅是象征性的意义，无实际含义。当然，你也可以更改成市场价、京东价、官网价，用来做个

对比。

如果是分销市场上架的商品，价格只能在供货商设定的范围内进行修改售价。

商品图：商品主图 640×640 建议尺寸。如果以后成为供货商，则上分销市场商品主图必须是 640*640

尺寸或者见方尺寸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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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运费设置

目前实物商品，在快递公司调价、配送范围调整、更换快递公司等场景下，要修改运费模板非常繁琐，

需要每个商品打开详情编辑运费模板。

本次发布实现了实物商品批量修改运费模板的功能。

功能路径：微商城后台>商品>商品管理

选择要修改的商品，设置统一运费或者指定运费模板保存即可。

注意：

因为虚拟商品、电子卡券等不需要运费模板，所以运费模板的修改仅对实物商品生效；

因为按重计费运费模板需要设置每个规格的重量，本次批量修改的运费模板暂时只支持按件计费的运

费模板；

统一邮费

使用送礼功能的商品必须统一邮费为 0.

建议：

1、商家店铺里仅使用统一运费或运费模板，不要混合使用。

2、如使用运费模板，尽量仅使用同一个运费模板，不要设置使用多个不同规则的运费模板，避免出

现运费叠加导致超高运费或不包邮的现象影响销量。尤其是供货商，运费设置必须谨慎，否则对分销

销量影响很大。

有赞目前有统一运费和运费模板两种运费形式，运费计算简要规则：

1、如果店铺只使用统一运费，那么顾客下单计算时按最低运费收取。

2、如果店铺只使用一种运费模板规则，那么顾客下单计算时均按此规则收取运费。

3、如果店铺使用了不同的运费模板规则，那么顾客下单时各运费模板规则先单独计算运费再叠加。

4、如果店铺同时使用统一运费和不同的运费模板规则，那么顾客下单时统一运费单独计算运费，不

同的运费模板规则也单独计算运费，而后再相互叠加。

运费计算详细规则（耐心看）：

1、不同或相同的商品，设置同一运费模板：按该模板设置的规则计算；

如，规则 1：可配送至，浙江>>杭州>>西湖区，首 1件，运费 10 元，每续 1件，续费 5元；

买家下单购买 A、B、C三件商品运费模板均为规则 1，那么买家选择配送至西湖区，则收取运费：

10*1+5*2=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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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的商品，设置不同的运费模板：分别计算每个运费模板规则应收运费，再累加计算合计运费；

如，A商品关联规则 1：可配送至，浙江>>杭州>>西湖区，首 1件，运费 10 元，每续 1件，续费 5

元；

B商品关联规则 2：可配送至，浙江>>杭州>>西湖区，首 1件，运费 20 元，每续 1件，续费 10 元；

C商品关联规则 3：可配送至，浙江>>杭州>>西湖区，首 1件，运费 30 元，每续 1件，续费 20 元；

买家同时下单购买 A商品 2件，B商品 1件数，C商品 2件，且选择配送至西湖区，则收取运费：

A：10*1+5*1=15 元；

B：20*1=20 元；

C：30*1+20*1=50 元；

最终合计应收：15+20+50=85 元；

3、单商品统一运费结算：一次性购买 n件该商品，均按商品设置的统一运费收取；如，统一运费 10

元，买家单笔订单购买 n件，均只收取 10 元运费；

4、多件商品，分别设置不同金额的统一运费：以最低运费金额收取；

5、统一运费商品和运费模板商品一同结算：单独计算统一运费商品应收运费，再累加运费模板应收

运费；

如，A商品设置统一运费为 5元；

B商品关联规则 1：可配送至，浙江>>杭州>>西湖区，首 1件，运费 10 元，每续 1件，续费 5元；

买家同时下单，购 A商品 2件、B商品 3件，且均配送至西湖区，则收取运费：

A：5元；

––B：10*1+5*2=15 元

最终合计应收：5+15=20 元；

6. 限购：每个人限购的数量。0为不限购

注意：有时候此功能不尽善尽美。建议开通时候测试一下并且随时关注进度。或者商品详情说明备注

限购信息。

7. 反复开启关闭同一商品限购功能是累积数量记录的。

例：某商品 1.1 日开启限购 1件，1月 2日取消限购，恢复正常售价。1月 10 日特价，恢复限购 1

件，那么在 1.1 日限购期间购买的客户，在 1月 10 日就不可以参与购买特价。

商品限购和活动限购有区别吗？

商品可以设置商品限购。营销活动中，积分商城、限时折扣、降价拍、秒杀活动又可以设置活动限购。

它们之间的关联如下：

积分商城、限时折扣、降价拍：商家同时设置了商品限购和活动限购，则都要满足才能购买。如两边

限购数量设置的不一样，则满足限购数量设置少的一边，就可以下单。如果只有一个设了，则满足一

个，就可以下单。

举个例子：

限时折扣活动，商家设置商品限购 1件，活动限购 2件，此时，买家下单买 2件的时候，不满足商品

限购 1件，所以不支持下单，系统会提示只能买 1件。

反之，限时折扣活动，商家设置商品限购 2件，活动限购 1件，满足活动限购 1件，因此买家只能买

1件，不支持购买 2件，活动结束后，买家还可以再购买 1件。

秒杀、多人拼团：只要满足活动限购设置的条件即可。

举个例子：

秒杀活动，商家设置商品限购 1件，活动限购 2件，此时买家参与秒杀活动时，可以下单购买 2件，

不受商品限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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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购是针对微信环境下的，如果用户在微信购买后，通过其他社交平台进行购买，如用户 ID 无法识

别，可能造成重复进行购买。

5.2.4 留言字段

可以在商品加入购物车或者购买时候填写必要的信息。一共有七种留言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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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定时开售

默认是立即开售。

定时开售可以实现秒杀的营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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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开售活动注意事项：

1、商品一定要足够给力（性价比，质量……）、能够调动起客户购买欲望同时也能激发把这件抢购

优惠分享给更多朋友的心理，只要能够激发粉丝的分享欲望，关注增加粉丝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2、活动预热一定要足够到位，在秒杀的前期一定要留充足的预热时间去塑造产品，通过各种渠道（微

信朋友圈 推送消息等）宣传预热，吸引更多粉丝的人关注。同时可以通过预约预售，或投票调查的

方式测试效果。

3、秒杀通道一定要用户体验好。所以在有赞设置秒杀通道的时候店铺导航菜单的位置及微信群发图

文引导的位置很重要。

4、定时开售要结合运费与限购通盘考虑，防止一个粉丝多次参与或者偏远地区运费成本过高，活动

成本过高，而导致活动效果欠佳。

5.2.6 购买权限

适用于认证服务号

功能路径：商品编辑 > 2. 编辑基本信息 > 物流／其它 > 购买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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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勾选则全部用户可购买；

勾选后可以进行权限设置；

设置会员和标签不互相影响，客户满足其中之一条件即可购买。

小技巧：利用这个功能，您可以在店铺中设置“会员专区”或其它活动专区，该专区内商品只允许某

些用户购买

【提示】该功能还不够完善，点击购物车可以绕过购买权限，注意防范及说明。

5.2.7 实物商品和虚拟商品的区别

登录后不可修改（app 无法登录虚拟商品）

发货：无需物流，自动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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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休闲食品、餐饮、水果、日用百货、母婴等高频购买行业，还是其他行业，“再来一单”都能

够大大缩短买家再次下单的流程，促进转化。

本次上线了针对实物商品的“再来一单”功能，买家只要在订单列表或者订单详情中点击“再来一单”，

就可以把订单中的商品再次加入购物车，方便快捷。

主要界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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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则如下：

1、买家端 H5 订单列表和详情符合条件的订单增加“再来一单”，支持一键把订单中的商品加入购物

车；

2、目前支持再来一单的商品为实物商品类型的普通订单，周期购、拼团等营销活动订单不支持；

3、“再来一单”按钮位置根据对应订单状态，根据各操作按钮优先等级排列；

4、点击“再来一单”，把当前订单中的商品批量加入购物车，商品规格、数量、商品留言等信息取

当前订单的设置；

5、如果原来购物车中已经有相同商品，“再来一单”不对原商品做删除，在数量上会叠加；

6、点击再来一单时，商品价格、规格信息可能已经发生变更，点击“再来一单”，重新校验，所有

营销活动的价格计算目前仅支持限时折扣、自定义会员价、会员折扣；

7、点击再来一单时，如果商品留言字段有增减，会重新校验，不符合条件的商品会提示不支持再来

一单；

8、多件商品批量再来一单，如果有部分商品不支持，则会把支持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不支持的给出

提示；

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小功能，但是因为两次下单的时间差，会有很多信息可能已经发生变更，判断逻辑

会比较复杂，各位商家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现异常请及时反馈给客户经理，我们第一时间跟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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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
1.订单概况

通过订单概况，可以了解最近一周的交易情况。

积压维权订单应及时处理，避免超时自动退货或者退款。

七天收入指的是所有交易方式的入账而且是最近 7 天得。提现金额可以是很久之前到现在的累计总

额。

可提现金额只包括通过代销微信支付、联动 U 付和百度钱包的交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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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订单

【提醒发货功能】目的在于商家更好的了解消费者购物感受，也为了为了消费者更好的购物体验。同

时减少因为漏发货，延迟发货造成消费者申请退款。

功能介绍：

1、买家下单付款超过 24 小时后，可以点击提醒发货，商家在店铺通知内会收到消息提醒。买家在

24 小时内只能操作一次提醒发货功能

2、点击对应消息提醒后，可找到对应订单，优先处理发货

目前提醒发货功能暂不包含到店自提订单，周期购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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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快速通过订单号、姓名、电话、商品名称、付款方式等多维度筛选并且导出订单进行处理。

通过待付款、待发货、已发货等选项卡快速切换浏览相应订单信息总览。

产品更新：

之前收到很多商家反映，在批量导出订单数量较多时，导出速度较慢。为了提升导出效率，我们对导

出机制进行了内部优化，但优化后的订单导出只能导出距当前时间 5 分钟前的订单，存在 5 分钟的

延迟现象，请商家注意。

详细介绍如下：

功能路径

微商城电脑版后台->订单->所有订单->批量导出

操作流程

1.选择筛选条件，点击【批量导出】按钮后弹出导出弹框界面，商家点击生成普通报表。

2.当商家筛选下单时间截止到当前时间时，导出订单数据将只包含距当前时间 5 分钟前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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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当前时间 5 分钟内的订单请稍等 5 分钟后再进行导出。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功能优化】订单报表导出效率优化

产品更新：

微商城支持呼叫第三方配送

PC 端已经上线，APP 端将尽快发布，发布后更新有赞微商城 APP 即可使用

分销和周期购订单暂不支持- 部分城市达达配送还没有覆盖，可用城市列表已附在文章末尾

如何开启

若你是单门店的商家

- 点击设置->订单设置->同城配送->进入同城配送设置页面

- 开启【开启第三方配送】，选择配送类型，设置取货地址和联系电话，点击【保存】。最后别忘了

开启"同城配送"开关哦

若你是多网点的商家

点击营销->多网点->找到需要开启第三方配送的网点->点击【编辑】->进入编辑网点页面

开启【线下门店】【支持同城配送】【开启第三方配送】，选择配送类型，点击【保存】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67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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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若你已经开启【第三方配送】，对于同城配送订单，即可以呼叫第三方配送。

点击订单->所有订单->同城送订单，进入同城送订单列表

找到待发货订单，点击发货，选择【第三方配送】。选择商品，填写重量，会自动计算出配送费。点

击呼叫配送员，即开始呼叫配送员。此时，只需要静静等待配送员接单吧。配送员接单前可以取消呼

叫

配送费从店铺余额扣除。如果你的店铺余额不足，需要先去充值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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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城送订单列表和订单详情，可以监控配送状态。目前有以下几个状态：正在呼叫配送员，配送员

已接单，配送员已取货，已送达，已取消配送，无配送员接单

若配送员接单后后任何问题，你可以拨打电话联系配送员

若没有配送员接单，你可以重新呼叫，或者选择其他发货方式

买家端

买家可以在我的订单中查看第三方配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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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规则

达达 app 上有两个价格标准，1 普通物流，2 优质物流，其中优质物流比普通物流贵 2 元。

有赞接入的达达配送服务是按照杭州优质物流这一档，以附件价格为准。

以下是普通物流与优质物流时效及服务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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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配送目前覆盖城市如下，其他城市商家请耐心等待我们接入其他第三方配送~

上海，北京，合肥，南京，苏州，武汉，无锡，常州，杭州，广州，深圳，重庆，长沙，成都，天津，

厦门，福州，大连，青岛，哈尔滨，济南，郑州，西安，宁波，温州，芜湖，南通，南昌，石家庄，

潍坊，嘉兴，烟台，扬州，昆山，佛山，东莞，马鞍山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微商城可呼叫第三方配送，商家可直接给达达派单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281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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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星订单

订单的加星，是等于商家自己的标注，这个订单的紧急状况，重要性等等，这个是便于商家管理，买

家是看不到的。

订单筛选中无法筛选加星订单和导出加星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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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退款管理

产品更新：

目前，买家通过微信支付-代销、银行卡付款、储值余额付款或礼品卡付款的订单，商家可以在订单

创建后的一年内进行主动退款操作。

由于操作有效期较长，会遇到买家付款账户注销等原因造成退款无法到账的情况。

因此，我们对主动退款操作的有效期进行修改，详细说明如下：

买家通过微信支付-代销、银行卡付款、储值余额付款或礼品卡付款的订单，商家可以在订单创建后

的 6个月内进行主动退款操作。超过 6 个月，请商家与买家线下沟通解决。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公告】主动退款操作有效期修改

4.1 退款维权

我们上线了退款管理功能，将商家所有的退款申请以列表的形式集中展现，方便商家筛选处理和导出

统计，有效提高退款处理的效率。

详细功能介绍如下：

功能路径：微商城电脑版后台>订单>退款管理.

操作流程：

1、打开【退款管理】页面，默认展示店铺的所有退款申请单，且按照申请时间倒序排列。

（1）点击退款申请单中的“订单编号”，可打开该订单的订单详情页。

（2）点击“处理退款”，则打开该退款单的退款详情页，方便商家快速处理退款申请。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613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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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家可通过多种条件查询筛选退款申请单，各项筛选条件说明如下：

（1）卖家可输入订单编号或退款编号直接查询退款申请单；

（2）当卖家通过申请时间筛选退款申请单时，起止时间段不能超过 90 天。

（3）退款类型可筛选“售中退款”和“售后退款”，售中退款指交易完成前买家申请退款，售后退

款指交易完成后买家申请退款。

（4）客服介入可筛选“未介入”和“已介入”，若买家申请退款被商家拒绝后，买家申请过客服介

入，则此笔退款属于客服“已介入”的退款申请单。

（5）退款状态共细分为 9 种状态，其中“退款申请等待卖家确认”和“买家已退货，等待卖家确认

收货”这两种退款状态需商家处理，请重点关注。 而处于“客服介入中”的退款单，说明买家已申

请有赞客满介入，请积极配合有赞客满协商处理。

3、商家设置所需筛选条件后，点击“批量导出”和“生成报表”可导出符合筛选条件的退款申请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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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买家维权

买家可以通过订单详情，对订单提出维权申请；

（如何维权申请退款）

4.3 卖家处理维权订单

功能路径：

1、有赞后台－订单—维权订单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214&extra=page%3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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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赞后台—有赞商家版—维权订单

操作流程：

针对维权订单分为两种订单情况：使用代销或银行卡支付的订单／使用自有微信支付的订单

详见 流程及介绍

流程介绍：

使用代销或银行卡支付的订单

退款方式：买家申请维权，卖家同意后，资金直接通过有赞原路退回到买家支付账户中；

操作路径：店铺后台-订单-维权订单-找到该维权订单-点击查看退款维权

根据买家退款申请详情，选择是否同意退款处理；

（1）找到订单

（2）查看维权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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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处理维权

退款说明：

如果您选择“同意买家退款”，则此笔款项会直接通过系统退给买家；【退款多久到账？】

如果您选择“拒绝退款申请”，请详细说明拒绝理由，最好能跟买家联系，说明情况，后续协商进行

处理。
注：如果协商后，买家又进行退款申请，可按照上述步骤重新进行退款处理。

使用自有微信支付的订单

使用自有微信支付时，货款将直接进入您微信支付对应的财付通账户，不经过有赞，资金无法直接从

有赞后台进行退款。如何操作退款呢？

按照上述方法，找到维权订单，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同意退款；

4.4 分销订单维权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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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商联系供货商方式（戳这里）

供货商联系分销商：分销平台－分销管理－联系方式

注意点：

买家与供货商不支持直接联系，需要通过分销商进行中转

买家要求客服介入，维权伙伴会在 2 个工作日分配跟进

交易完成后暂无维权路口，如遇到维权，请线下进行处理

维权处理好了，退款多久可以到账？

1、目前涉及到退款资金流需要经过有赞、财付通、银行三方平台进行审核对接的，退款到账需要一

个过程，最长的周期为 15 个工作日

2、如果超出 15 个工作日，退款还是没有得到处理，请您在社区联系客服协助处理，我们的客服人

员会将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尽职的技术猿欧巴，处理好了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有赞维权版块

3、如果是因为特殊情况：比如财付通信息反馈有误等导致退款失败，这类记录我们后续也会显示在

订单详情内。所以在这段时间内请您耐心等待我们的处理结果

交易维权倒计时功能：

1、什么是倒计时功能？

简单来讲，当商家或者买家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操作订单，系统将根据设定流程，自动处理订单。举个

例子，买家申请维权（仅退款），商家超过 7 天未处理，

系统将自动将退款给买家！！

系统将自动将退款给买家！！

系统将自动将退款给买家！！

所以，请及时查看并处理您的退款订单，以避免资损！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591&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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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哪些业务场景中会有倒计时，倒计时是怎么样的？

仅退款

（1）买家申请退款，等待商家处理，时限为 7 天，超时系统将自动退款给买家；

（2）商家拒绝退款申请，等待买家处理，时限为 7 天，超时系统将自动关闭退款申请；

退货退款

买家申请退款，等待商家处理，时限为 7 天，超时系统将自动发送退货地址给买家（需商家事先填写）；

商家拒绝退款申请，等待买家处理（修改退款申请或者申请客服介入），时限为 7 天，超时系统将自

动关闭退款申请；

买家已经退货，等待商家收货，时限为自买家填写物流单后起 7 天，超时系统将自动退款给买家；

商家已经收到货，拒绝买家退款申请，等待买家处理（修改退款申请或者申请客服介入），时限为 7

天，超时系统将自动关闭退款申请；

商家同意买家退款申请，提醒买家发货，时限为 7 天，买家超时未填写物流单号，系统将自动关闭退

款申请。

3、我是商家/买家，会给我交易维权流程的相关通知吗？

在上述交易维权流程的敏感节点中，有赞会通过微商城 APP、微商城 PC 端通知中心、短信给商家和

买家推送通知。

4、倒计时支持哪些订单？

（1）暂时不支持微小店自营商品订单，代付订单，送礼订单，返现订单和自有支付订单。（后续会

根据实际业务逐步开发支持）

（2）支持除上述订单之外的所有售前订单；

5、维权订单超时未处理，导致了资损怎么办？

有赞平台会在有可能导致资损的各节点提醒商家或者买家及时处理维权订单；若因为商家/买家未及

时处理导致的资损，可以联系有赞客服协调处理，但有赞平台不对商家/买家的超时资损进行赔付。

有赞消费者保障升级，上线售后维权功能

1、什么是售后维权？

售后维权指的是，订单交易完成后 15 天内，买家可以申请退款/退货退款。

买家申请售后维权退款，系统将从店铺余额和店铺保证金内，冻结买家申请退款的金额，若商家同意

退款，款项将退给买家；若商家和买家协商一致不退款，该笔款项将解冻，退回到商家店铺可用余额

内。

2、哪些商品支持售后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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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微商城商品，且通过微信支付－代销、银行卡支付、支付宝支付、E 卡支付的订单，在交易完成

后 15 天内可申请售后维权。代付订单、送礼订单、心愿单、虚拟商品订单、货到付款订单、到店自

提订单，以及分销和批发业务的订单，暂不开放售后维权。

3、售后维权会影响保证金吗？

会。

对于缴纳保证金的商家，当买家申请退款，若商家店铺余额不足，退款会从保证金内扣除。比如，商

家店铺余额不足，商家有 5000 元保证金，买家申请 100 元退款，该 100 元从保证金内扣除。若商

家此时要申请退出保证金，100 元用于售后维权退款，可退保证金额度为 4900 元。

4、发生售后退款后，分销员（原销售员）的佣金会自动扣除退款的部分吗？

分销员（原销售员）佣金暂不支持售后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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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价管理

5.1 卖家操作路径

1、有赞商家版后台-右上角设置—店铺设置—通用设置

2、选择【开启或者关闭全网评价及评论功能】（默认开启）

3、设置效果说明：

（1）当选择设置“开启全网评价”，在店铺商品详情页会显示商品评价，用户在购买商品后可以进

行商品评论；

（2）当选择设置“关闭全网评价”，在店铺商品详情页不会显示商品评价，但用户在购买商品后可

以对商品进行评论；

（3）当选择设置“关闭全网评价及买家评论 ”，在店铺商品详情页不会显示商品评价，用户在购买

商品后也不可以进行商品评论；（新增设置方式）；

5.2 买家如何评价

1、操作路径：买家进入会员中心—已完成的订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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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买家可对购买过的商品进行评价 ：

填写使用的感受；

上传购买的商品图；

好 、中、 差的感受选择； 以及对商家服务打分 (分数暂不会在店铺中展示出）

3、评论提交后默认可分享给好友

4、评价没有期限限制。订单完成之后就可以进行评价。

展示用户评论时的贴图

展示购买的商品，并可查看该商品的商品详情

好友可发表评论以及互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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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卖家如何查看评论以及回复

1、买家评论后，系统后台将会发送系统通知给卖家；

2、处理路径：有赞商家版后台 订单——评价管理 查看本店的所有评论，并进行相关回复。

5.4 商品评价的展示

1、评价的展示纬度 分为 :全部、好评、中评、差评

2、所有买家评论以及卖家回复，均展示在对应的商品详情页 （如图所示）
备注：非本店售卖的商品评论，不展示商家回复

5.5 微小店全网评价功能

5.5.1 关于全网评论

即该商品在全网产生的评价，包含本店售出商品，以及其它店铺分销该商品后产生的评价

5.5.2 评论展示规则

1、本店售出商品的评论会显示 “购买自本店”，非本店 会显示“购买自其它店铺”

2、供货商关闭评价功能后，供货商店铺将不会展示全网评价，其它分销店铺仍会展示该商品的全网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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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它浏览该商品的用户 均可对别人的评论进行点赞 以及回复

4、展示规则：

若该商品全网暂无用户评论，将不展示评论

商家在后台关闭评论功能，则不展示评论；重新开启后， 所有用户的评论都将重新展示
注意：如果分销商 A 店铺分销了一个商品，该商品在本店暂无用户的购买评论，但供货商店铺以及其它分销

商店铺都有自己的用户评价，全网评价功能则能够在 A 店铺下展示该商品所有购买过的用户评论， 从而让消

费者更好的了解该商品，提升购物的体验

5.5.3 使用限制

1、所有买家的评价，卖家均无法删除。

针对恶意差评的，后续我们将会增加申诉仲裁功能，请随时关注我们的产品动态

2、针对收银台产生的订单，用户无法进行评价

3、送礼订单 ，送礼人可进行商品评论； 代付订单，发起代付的买家可进行商品评论

4、心愿单订单，付款人可进行商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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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销采购单

“采购单自动付货款”功能：

买家下单付款，系统将自动从买家支付金额里划账给供货商，供货商能更快更及时的处理订单并发货。

交易完成后，分销商的利润也会自动结算。整个交易过程将更加顺畅， 分销商更省心、买家也能更

快收到商品。

请注意，“自动付货款”不支持以下几种情况：

1、如果分销商店铺设置了会员折扣或其它营销活动，买家实付金额不足以支付供货商的成本价，这

类订单依旧需要分销商手动付货款

2、如果分销商店铺启用了公众号的自有微信支付，买家使用微信支付付款的订单，都需要由分销商

手动付货款

3、在“自动付货款”功能上线（5 月 13 号 16:00）之前产生的老订单，依旧需要手动付货款

分销平台中分销商采购单数量及金额是如何统计的？

供货商在分销平台－分销管理中可以看到每个分销商的采购单数量及采购单金额，方便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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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据是怎么统计的呢？

1、采购单统计截止到前一天的数据（如 8 月 1 日显示的数据是统计截止到 7 月 31 日的）

2、统计的订单金额为实际支付的采购单金额，含邮费

3、如发生退款，会在第二天的统计中剔除退款订单和金额（全额退款整笔订单剔除，金额扣除；部

分退款订单笔数不减少，只会在金额中减少相应的退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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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交易通知

所有通知信息都是有赞官方固定模板，无法自行编辑修改内容。

如果商家是通过无需物流发货或者是货到付款、到店自提的订单，那么粉丝收不到微信发货提醒信息。

如果粉丝会话时间超过 48 小时，也收不到微信发货提醒信息。

如何查看物流/你买的宝贝现在到哪里了呢？ 首先，你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有赞微商城」 ，拿起手

机扫下方二维码即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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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单成功后，同时会有短信通知，通过短信里的订单链接，也可以快速查看您的订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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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门自提

有赞为商家提供暂时免费的“上门自提”功能，但不参与买卖双方的配送服务。此功能一般用在同城

交易。

功能路径：有赞商家版后台－订单－买家上门自提－开启（默认是关闭状态）－新增自提点

操作流程：

卖家－开启“上门自提”且新增自提点；

买家－付款前选择“到店自提”，确认微信通知；

卖家－确认订单后，在自提点备货；

买家－到自提点出示订单信息，完成提货；

卖家－确认无误后“发货”；

流程介绍：

卖家－开启“上门自提”功能且新增自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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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商家版后台－订单－买家上门自提，新增自提点所需流程跟新增门店基本一致，需要注意的是接

待时间的设置：

设置起始时间后，需要选中该时间的周期，比如接待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 8 点半到下午 5 点半，

就需要选中周一至周五的选项，点击确认

若需要其他接待时间，只需点击新增“新增时间段”即可添加。 若希望将自提点同时作为门店，只

需勾选“同步作为线下门店接待”，即可同步到线下门店。
需要注意的是：

1、已有的自提点老数据，必须点击“升级”，根据表格补全相应的信息，保存成功后，该自提点方有效。有

效的自提点才会出现在到店自提订单可选自提点的列表中，希望各位商家尽快升级历史自提点。

2、为了给买家提供良好的体验，也给商户提供充足的升级自提点时间，买家端自提点选择列表展示暂无变化，

只要自提点存在，就可以选择，与营业时间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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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户端也会在近期同步体现自提点信息，敬请期待。

本次升级亮点：

1、记录前次本店提货人信息及联系方式

2、推荐最优提货点地址，获取买家位置，并自动匹配距离最近自提点

3、买家可见商家设置的所有自提点并支持区域更换、筛选、检索

4、可选到店时间改为时间段，起止与自提点接待时间保持一致

5、优化核销流程，核销后订单自动变为发货状态

6、优化商家版 pc 段订单类型及 app 的动作按钮

具体业务升级详情：

1、订单流程优化（包含亮点 1、2、3、4、5） － 买家下单页面选择“到店自提”配送方式，填写

提货人姓名、联系电话、选择自提点及到店时间，确认提交后生成订单

订单支付成功，系统生成提货凭证，包括提货码/提货二维码、提货信息及商品信息，买家也可以在

订单详情中查看提货凭证

约定时间内，买家到提货点出示提货码，商家打开商家版 app，点击“扫码验证”，扫一扫，商家审

核信息，给到货，完成提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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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订单类型详情优化（包含亮点 6）

自提订单状态优化，包含 5 个不同状态（后台路径：商家版-订单-到店自提订单，查看订单详情）

待提货与已提货的订单详情优化“有赞提醒信息”－ 买家上门核销成功后，订单状态自动变更为“买

家提货/商家发货”阶段，同时页面显示提货码已核销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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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版 app 订单详情中新增直接联系提货人跟联系提货点，点击当前页面唤起拨打电话号码

特别说明：

1、本期到店自提业务默认买家付款后商家自动接单，4 月 8 日更新：买家自提现已支持“到店付款”，

买家下单后无需付款，约定时间内到店扫码核销提货即可

2、到店自提不支持“延长收货”，发货后 7 天内买家若不发起维权货款自动结算

3、核销后订单自动变为发货状态，若订单付款后，商家跟买家协商后更换配送方式，改为物流配送，

商家可以在商家版 pc 端后台标注物流发货且录入物流信息（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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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已关闭的订单提货码失效，若再次核销时，提示核销失败

买家－付款后选择“到店自提”，确认微信通知；

选择到店自提

选择自提点

输入到店自提人员姓名

联系方式

选择到店自提的时间

下单成功后，有短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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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收到订单后，在自提点备； 注意，卖家需确保买家自提时有货提供。

买家－到自提点出示订单信息及二维码，完成提货； 出示微信或短信的订单详情及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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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确认无误后“发货”；

到有赞商家版后台点击“发货”

有赞 APP 版点击扫码确认发货。

可以一次发一款或者几款商品，一张订单多次发货。【不可以分件发放商品核销订单，只能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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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更新：

为了更好地支持自提订单的线下核销，满足多种设备核销要求，到店自提新增了核销条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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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有线下条形码扫描设备商家，可以通过有赞开放接口（点此查看核销 API 文档），实现扫描枪

扫码核销。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到店自提新增核销条形码，扫码枪也可以实现核销

https://www.youzanyun.com/apilist/detail/group_trade/trade_virtual/youzan.trade.selffetchcode.apply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2938&highlight=


- 130 -

9.批量发货

商家对于订单的发货，分为单笔发货以及批量发货，本文将分为单笔订单发货和批量发货两种场景进

行说明。

10.1 单笔订单发货

1、找到待发货的订单并点击发货

2、输入物流编号完成发货
注：一笔订单如需多仓发货，可以再发货时，勾选对应的商品，输入运单号；确定后，再进入订单发货页面，

输入另外一个商品的运单号，即可实现多仓发货。

10.2 批量订单发货

批量订单又分为初级和进阶两种情况

1、初级版

如您未通过有赞 API 接口完成 ERP 打通，可通过有赞提供的“导出订单”、“批量发货”功能完成

订单处理。分为以下 3 步完成批量发货：

（1）导出订单

筛选订单——根据商家的筛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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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订单——筛选出订单后，点击批量导出

(2)上传订单表格到 ERP

商品销售前，请将商品的商家编码填写好，方便订单导入 ERP 后直接占用库存；

每个 ERP 均有外部订单导入功能，导入时，请将已下载的订单数据根据 ERP 的外部订单导入模板进

行编辑，保存格式根据 ERP 模板确定；

订单导入时，ERP 系统会提示设定订单来源，可设置为“微信店铺”；

导入不成功？可能性如下：

按照 ERP 订单导入模板上传数据；

未上传 ERP 订单导入模板的要求格式（如 csv、xls）请联系 ERP 服务商的客服检查导入格式。

(3)批量发货订单导入有赞

导入的订单将会正常发货。

发货后，ERP 系统内筛选当天来源于“微信店铺”的已发货订单，导出表格。

导出的表格，请编辑，只保留三个字段：订单 ID、物流公司、物流单号。

（导出订单后显示的字段）

（删除多余字段，只保留订单 ID、物流公司、物流单号）

请将编辑好的表格，通过有赞的“批量发货”功能上传。有赞系统将自动发送微信消息通知粉丝发货

信息，并跟进物流跟踪。

申通快递发货，上传表格，物流公司一栏应该是“申通 E 物流”，不是“申通快递”。在淘宝开店的

应该知道这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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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阶版

有赞商家版已开放 API 接口，含：订单、物流、商品、库存、粉丝等接口。

无论是自主开发还是第三方 ERP 服务商，都可以根据有赞的 API 文档进行开放，完成 2 个系统的对

接。

如有对接需求，请要求 ERP 服务商进行开发。

有赞 API 文档请看: http://open.koudaitong.com/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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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买家确认&延长收货

11.1 确认收货

为了保障买家和商家的利益，有赞平台交易系统将上线买家确认收货功能。这个功能可以让买家可以

提前确认收货，商家可以提前收款哦

订单在什么状态时，可以确认收货？ 当订单状态为已发货状态时，买家可确认收货。确认收货是针

对整个订单的，如果一个订单有多个包裹，请确认所有包裹收到的情况下点击确认收货。确认收货后，

订单交易完成，商家可提现。

确认收货的入口在哪里？ 确认收货的入口有两个，购物记录的订单列表和订单详情页，点击确认收

货，即收货成功。如下图：

哪些订单可以确认收货？

1、可确认收货的订单：微商城自营商品订单、分销商品订单、微小店自营商品订单、代付商品订单、

心愿单商品订单、上门自提商品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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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可确认收货的订单：虚拟商品订单、批发交易订单暂无确认收货功能。

11.2 延长收货

什么是交易倒计时？

交易倒计时指的是，当商家发货后，商家和买家可在订单详情页查看距订单交易完成的时间。

什么是延长收货时间？

为了更好的服务商家和买家，有赞上线延长收货功能。延长收货时间指的是，在商家发货 7 天内，买

家没有收到货，可申请延长收货。每次延长收货时间为 3 天；买家只有一次延长收货时间的机会，商

家可无限次延长收货时间。买家延长收货时间一次后，若还未收到货，可联系商家延长收货时间。

延长收货的期间内，订单状态不变，只有当订单状态为已完成，订单金额才可以结算给商家，也就是，

延长收货将延长商家的结算时间。

申请入口在哪里？

买家

已发货的订单，订单完成前 48 小时，买家将收到订单交易完成提醒短信，点击短信链接，进入订单

详情页，点击申请延长收货时间。

商家

点击已发货订单，在订单详情页内点击延长收货时间。本期商家可在 pc 后台操作延长收货时间。

申请页面的样子？ 如图所示,买家延长收货入口：



- 135 -

商家延长收货入口：

哪些订单可以进行延长收货？

1、微商城自营商品的订单可以延长收货，在交易完成前 24 小时，买家将收到一条交易完成提醒短

信；

2、含分销商品订单、微小店自营商品订单、批发商品订单暂不支持进行延长收货，没有交易完成短

信提醒；

3、代付送礼商品、心愿单商品、上门自提商品、虚拟商品订单、货到付款订单暂不支持延长收货，

没有交易完成短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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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退款

12.1 退款

2017 年 05 月 31 日起，心愿订单和扫码收款订单支持主动退款，同时批量退款功能也增加了对于心

愿订单的支持。

目前支持主动退款的订单类型包含普通订单，代付订单，送礼订单，心愿单，扫码收款订单，酒店订

单，周期购订单和多人拼团订单。而分销订单，知识付费订单，积分兑换订单和购买礼品卡的订单目

前不支持主动退款。

批量退款功能目前支持普通订单，送礼订单，多人拼团订单，扫码收款订单和心愿单，后续将继续支

持更多的订单类型。

2016 年 12 月 29 日起，有赞微商城支持批量退款功能，允许店铺的高级管理员进行批量退款操作，

每个店铺每天可以进行三次批量退款（除去处理失败的情况），每次订单数不超过 10000 笔。目前

处理记录只能保存 3 个月，支持三个月内的批量退款操作记录的下载。

具体功能介绍如下：

功能路径：微商城电脑版后台>订单>批量退款.

操作流程：

1、打开【批量退款】页面

目前只有店铺的高级管理员才可以使用批量退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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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批量退款】按钮

3、上传批量退款文件并输入手机验证码

1)下载批量退款表格模板：批量退款表格模板

2)使用 Excel 打开表格，并填写需要退款的订单号。表格中只需要填写订单，每行一个订单号，最多

10000 条。

3)另存为 xlsx，xls 或者 csv 文件(建议适用 excel 2007 以上文件格式 xlsx)

4)上传表格（表格文件大小需要小于 1M），并填写验证码后，进行批量退款。

4、查看批量退款记录，支持下载退款记录表格

http://trade-bpc.cn-bj.ufileos.com/%E6%89%B9%E9%87%8F%E9%80%80%E6%AC%BE%E6%A8%A1%E6%9D%BF?UCloudPublicKey=jwQfA02RA3YjnGtbH4mdIbhyfIogrS4a6qDTLldr7Cg%3D&Expires=&Signature=uZcwT414vP%2B%2FlVMxG3mkmIuqhf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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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目前哪些订单可以进行批量退款？

具体如下：

普通订单，送礼，扫码收款订单可以支持批量退款。

微信支付-自有支付的订单无法进行批量退款。

维权中的订单或者有成功的退款记录的订单，暂不支持批量退款。

有赞微商城已经支持通过【微信支付-代销】方式付款的【找人代付】和【送礼】订单，可以直接在

线退款了。同时，通过【微信支付-代销】、【储蓄卡付款】、【信用卡付款】收款的订单，均已支

持系统自动退款（退款规则见下文）。
注意：【微信支付-自有】方式付款，由于货款已由您的财付通账户收取，我们仅提供【导出/导入】的退款方

式，由您自行通过财付通/微信支付进行退款。

12.2 退款规则

系统自动退款

a）代付订单过期后，如未筹集齐全部货款，该笔订单关闭，并启动系统自动退款流程，款项原路退

回至付款人账户（或银行卡），卖家无需再发货；

b）订单实收金额，超出订单应收金额，超出部分的款项原路退回至付款人账户（或银行卡），订单

处于待发货状态，由卖家发货；

c）微信支付-自有订单，由卖家导出退款记录后，自行通过财付通进行退款。退款完成后，重新导入

退款记录，通知有赞微商城更新订单状态。

卖家主动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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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卖家可主动对任意已收到货款的订单，发起【在线退款】，该次退款将原路退回至付款人账户（或

银行卡）；

b）当该笔订单可退金额大于 0 时，订单状态不发生变化，依旧按照原有订单流程进行；

c）当该笔订单可退金额等于 0 时，订单关闭，卖家无需再发货；

d）微信支付-自有订单，请先自行退款，再使用标记退款功能关闭订单。

代付订单退款

a）发生退款时，退款金额从最后一笔付款记录开始退款，并依次向更早的付款记录递增；

b）由于代付订单的特殊性，同一笔订单您每次发起部分金额退款时，需等待本次退款完成后，才能

发起该笔订单的第二次退款；

c）订单状态为待付款（含未筹集齐货款订单），卖家不可以主动发起退款。订单过期后仍未筹集齐，

由系统自动处理退款。（不含微信支付-自有）

d）微信支付-自有，请通过送礼/代付退款导出、导入的方式处理。

送礼订单退款

a）发生退款时，可退款金额＝实付金额 - 每份礼物金额*份数；

b）已领取的礼物，不受退款影响，需正常发货；

c）未领取的礼物，将不可再领取，卖家无需发货；

d）微信支付-自有，请通过送礼/代付退款导出、导入的方式处理。

12.3 业务周期：（新增）

送礼订单：买家付款后 15 天内，小伙伴可参与领取，逾期未领取部分系统自动退款。

代付订单：买家创建订单后 15 天内，他人可帮助付款，若逾期未筹集齐货款，系统自动对已付款部

分进行退款。

12.4 关联导读

功能发布：提供有赞微信支付（代销）订单，支持在线退款服务

功能发布：提供储蓄卡付款、信用卡付款的在线退款服务

12.5 买家退款路径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8&extra=page%3D1/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8&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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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卖家公众号－发送“我的订单”－进入会员中心－全部订单／我的购物记录－找到该笔订单－申

请维权～

进入商品界面－右上角我的记录－进入会员中心－全部订单／我的购物记录－找到该笔订单－申请

维权

订单成交后都会收到一条短信，可以点击短信链接，进入订单界面-申请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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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1.客户概况

手机用户和微信粉丝的区别？

凡是在手机端注册登录有赞账号的均属于手机用户，关注商家微信公众号的称作微信粉丝。一个用户

可以同时具有以上两种身份。

使用条件

积分和会员卡，仅支持绑定了微信认证服务号的店铺。 标签，仅支持绑定了微信认证订阅号和认证

服务号的店铺。若已满足以上公众号条件但仍未显示功能，可在营销-公众号设置中进行升级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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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员卡

会员卡的前提条件

认证服务号：

假设之前是非认证服务号，绑定的有赞，之后变更成认证服务号，那么要在微信官方升级为认证服务

号之后到有赞后台

重新授权一下，才可以有会员卡功能

领取：

通过参数二维码直接成为等级会员

通过条件门槛自动升级到等级会员

通过后台人工调整会员等级

移动端呈现方式及后台设置

微商城端路径：会员主页→我的会员卡→点击进入查看会员卡详情

有赞后台设置路径：

店铺→会员主页→显示等级、显示积分，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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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客户→会员卡管理

【提示】此处经常见的误区：设置好会员卡，符合会员等级规则，到会员主页也能看到我的会员卡一栏，但是

顶部不显示尊贵的**会员称号，是忘记在店铺主页去勾选了。



- 144 -

成交次数、累积消费、累积积分，三个规则是“或”的关系。先达到任意一个条件值均可以自动升级。

以上图设置为例，有可能客户一次也未消费，仅凭每日签到获得积分若累积达到 2000 依然可以升级

到钻石卡会员等级。

设置规则卡，系统根据商家设置的规则自动发卡，消费者满足发卡/升级条件时可自动获得会员卡。

效果图如下：

会员卡的等级值与等级

会员等级里的等级值没有任何和会员的数据关联，仅仅是起到一个排序的作用而已，但是有赞在提示

等级值越大等级越高，也仅是一个引导的暗示，其实你也可以完全反过来做，没有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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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包邮特权谨慎设置，一旦设定，则店铺所有商品均全部为包邮。包括活动促销等。

【提示】会员折扣可以到商品去勾选或者不勾选，自由度还是比较大。

假设你设置了几十个会员等级，你想查看某个会员等级，那么可以通过等级值排序，可以稍微好筛选一点。

【提示】在此处纠结等级值 1 . 2.3 对应会员等级九折 八折 七折，还是等级值 3.2.1 对应会员等级九折、八折、

七折，其实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

不要被会员等级这个概念局限，会员等级即可以享受折扣，也可以不享受折扣，不享受任何优惠，不设置任何

进阶条件，而仅仅作为某次营销活动的准入门槛来设定。

【场景 1】
做一个营销活动，优惠券仅准备给某特定的渠道人使用，那么给此渠道设置一个参数二维码，扫描后自动成为

设定等级，优惠券设置仅此会员等级可以领取，最大化的屏蔽了其意外散播的可能性。

注：此会员等级既无积分也无消费，仅是渠道限制+优惠券配合来实现营销功能。可以活动结束后删除会员等

级，或者在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会员升级规则。

会员的积分详细查看

路径：任何客户聊天界面→点击积分

会员等级的删除及修改

客户的会员等级无法删除，【如果你就一个会员等级】，或者修改成为其他会员等级【存在多个等级

会员卡】。

或者你删除会员卡，那么这个会员卡下的所有客户就都变成了无会员等级客户。

会员等级的时效性

以设置之时起生效，之前的不会自动升级但是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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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假设 5.1 日设置会员规则，那么 5.1 之前的符合规则的客户不会自动升级，但是如果他下一次进行消费

或者增加积分，则会与之前的消费或者积分累积到一起进行规则匹配升级。

譬如：会员规则：满 100 分为 VIP 会员等级，享受八折优惠，但是设置之前，你有 1000 积分，也不会立刻

享受八折，现在你任意进行一次参与积分活动或者购买或者签到，只有积分有任何变化，都会自动升级到 VIP

等级。

会员卡的关联应用

1、投票调查

2、幸运大抽奖

3、生肖翻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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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刮刮卡

会员卡的关联的营销影响

1、会员折扣和优惠券可以同时使用【例外情况 优惠券设置：仅限原价购买，则不可以同时使用】

2、会员折扣和满减送可以同时累积受益。

3、会员折扣和订单返现可以同时受益

4、会员折扣和降价拍不会叠加受益。

5、团购活动不和会员折扣叠加受益。

6、会员折扣和商品扫码优惠，订单成立原则为取最大优惠幅度为成交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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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问：我们应该给主动介绍新顾客的老客们返佣吗？

2.1 会员卡升级版

1、全面开放［客户］模块，未绑定公众号的商家以及非认证服务号商家也可使用会员功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jAzMjMzMA==&mid=406358581&idx=1&sn=72ac765d8888c0ad81e83c05e0d5b729&scene=1&srcid=0123QejunAEf0DHx5f5uiH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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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客户管理”列表、客户详情、和“会员管理”列表，可编辑、补充客户资料并对客户和会

员做针对性的管理

客户管理：

（1）支持手机号、微信昵称搜索

（2）系统标记客户来源

（3）可识别是否会员身份以及通过购次、来源等筛选客户

（4）支持查看客户详情

（5）为客户定向发送营销短信

客户详情：

（1）区分基本信息、消费信息、资产信息和社交信息

（2）商家可对部分信息进行编辑修改，同时也可通过发放会员卡等行为引导消费者补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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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添加客户：

商家可根据手机号等信息在后台手动添加客户

客户消费情况将以手机号标识自动记录（微信客户若没有绑定手机号则无法记录消费信息）

向指定客户发送营销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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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手机号的客户，商家可通过发送营销短信的方式发展会员（需提前购买短信包，相关功能参见［消

息推送］ ）

无手机号的客户无法发送营销短信

会员管理：

（1）会员管理页面可根据不同会员卡进行筛选

（2） 列表展示会员手机号、微信信息、以及每个会员“成为会员”的时间和所拥有的会员卡

（3） 可对单个会员“设置会员卡”

3、重新规范了会员卡业务规则，并根据实际使用需要为商家提供不同类型的会员卡

关于会员卡：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509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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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赞为商家提供三种类型的会员卡，商家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使用其中一种或几种组合。一个

店铺最多可以创建 30 张不同的会员卡（注：是 30 张不同的卡，每张卡领取人数不限）。

第一种：无门槛会员卡——

商家可通过链接或二维码的方式进行发卡，不需要任何消费门槛，用户领取/激活后即可享受会员权

益，适合用于会员初期招募

无门槛卡可根据商家的经营策略，设置为长期有效（无限期）、固定有效期（自领卡之日起固定天数

有效）和指定时间内有效（如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会员到期后，可关联调整至另一张会员卡，或设置为非会员。

一个用户可以拥有多张不同的无门槛卡，但在实际使用时只能选择使用其中一张；同一张卡一个人只

能拥有一张。

第二种：按规则发放的会员卡——

基于用户的消费行为，系统可根据商家设定的发卡规则自动给用户发卡，不同卡对应不同等级，符合

规则可自动升级，适用于帮助会员成长&刺激会员消费

商家可根据消费者的下单笔数、消费金额、和积分情况设置不同等级对应的会员卡。

规则卡一共分为 10 个等级，1-10 级依次递增，商家需自行合理设置每个等级对应的会员权益。消

费者满足升级条件时，系统会自动发卡。

规则卡每个用户只能拥有一张，升级后新卡自动替换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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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需购买的会员卡——

需要购买才能获得的会员卡，商家可通过发放购买链接或二维码的方式招募会员，适用于创建固定期

限内付费享受会员权益的月卡或年卡

付费卡自购买之日起生效，商家可设置会员有效期及到期后调整方案。

关于会员权益：

目前会员权限包括包邮、会员折扣、开卡送券、开卡送积分四种（其他权限陆续有来）。

商家可在发布商品或设置优惠券时设置会员购买/领取权限等

会员权益涉及会员利益，请商家慎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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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户获得会员卡/会员卡升级：

商家可在［营销］－［消息推送］设置“营销关怀提醒”，客户获得会员卡或会员卡升级后可收到短

信或微信消息（需商家自行启用）

客户获得会员卡——

会员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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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员卡使用：

会员在线消费时自动识别会员身份，多张会员卡的用户，可自行设置默认使用的会员卡（未设置的情

况下默认使用最新获得的会员卡）。

4、对商家端与消费者端进行了会员卡样式升级，展现形式更直观

商家端——平铺卡片式，卡面展示卡名、权益、等级、售价等信息

支持查看会员及外部会员导入

支持二维码发卡和链接发卡（规则卡除外）

消费者端——

［会员中心］－［我的会员卡］增加获得新卡提示

卡包及会员卡界面优化，可根据商家配置显示会员权益及客服电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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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持同步到微信卡包

微信公众号后台已开启卡券功能、并且公众号符合微信会员卡开放类目（查看微信会员卡开放类目）

的商家，可使用同步会员卡至微信卡包的功能。勾选同步设置后，消费者领卡后可直接把会员卡同步

到微信卡包

申请开通此功能请戳：认证服务号店铺申请开通同步会员卡到微信卡包功能

＊后续将为更多商家开放同步到微信功能

https://mp.weixin.qq.com/cgi-bin/announce?action=getannouncement&key=1461052555&version=1&lang=zh_CN&platform=2&pass_ticket=cVbd%2Fvzk3ENIt4keX6tuuC4d1suHdON9leBUS1%2BnEBbAP3uQkQehi3AjiU1PoP3k
https://mp.weixin.qq.com/cgi-bin/announce?action=getannouncement&key=1461052555&version=1&lang=zh_CN&platform=2&pass_ticket=cVbd%2Fvzk3ENIt4keX6tuuC4d1suHdON9leBUS1%2BnEBbAP3uQkQehi3AjiU1PoP3k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8480&fromuid=18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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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持外部会员导入

商家可通过下载模板的方式，按模板要求提交导入会员名单（手机号必填）

导入时，可选择是否需要会员进行身份验证，如选择“是”，则需在导入完成后，获取验证链接并将

链接以短信或公众号群发的方式发送给用户，或添加到店铺显著位置，引导用户进行会员身份验证。

点击［导入详情］可了解具体导入情况：

点击导入成功的数字，可查看具体导入名单和验证情况

下载导入失败报表，可查看导入失败原因（一般主要为格式不对或重复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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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线下门店消费场景提供支持

消费者可出示会员凭证或保存会员凭证到相册，以便线下识别会员身份（＊具体线下怎么用？敬请期

待。。。）

2.2 自定义会员价

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
场景举例：

张总使用有赞商家版经营“原始森林”生态食品店，因为店里很多农特产品的加价率都不统一，没法使用统一

的会员折扣，希望有赞能够提供自定义会员价功能，根据需要可以对每 个商品单独设置自定义会员价，比如 A

商品普通零售价 100 元，普通会员优惠 5 元，高级会员优惠 10 元，普通买家访问商品详情看到普通售价，

下单以普通价购买，会员访问商品详情显示会员价，下单以会员价购买。

如果您也有同样的困扰，自定义会员价可以帮您解决，

功能路径：商家版后台 > 商品 > 商品库 > 出售中 > 会员价
（注：已售罄和仓库中本期暂时没有设置入口，后面会加上）

有赞商家版后台操作说明：

1、进入商品列表；

2、找到需要设置自定义会员价的商品；

3、点击该商品操作区的“会员价”；（对于没有创建会员卡的店铺，不会显示自定义会员价入口）

4、进入自定义会员价设置界面；

5、目前有“减价”和“指定金额”两种方式可选；



- 160 -

6、针对多规格商品，支持批量设置和批量清空；

注意：

对于开启多门店网点独立价格的商家，自定义会员价设置界面看到的“正常售价”是指总部发布商品时候设置

的价格，买家购买时，会根据各网点独立价格来显示和参与自定义会员价计算。

买家购买界面显示和优惠计算规则：

1、最优惠价格原则：当一个商品同时设置了自定义会员价、限时折扣、扫码折扣/优惠，几种优惠不

会叠加，取最优惠价格；

2、多规格商品：规格 1，自定义会员价更优惠；规格 2 限时折扣更优惠，则按照所有规格优惠后的

最低价来显示默认促销图标，选中某个规格后，按照当前规格的最优惠促销显示价格和促销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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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设置了自定义会员价，又开启了统一的会员折扣，自定义会员价优先，统一会员折扣不参与

优惠计算，一个多规格商品，部分规格设置了自定义会员价，整个商品开启了会员折扣，则未设置自

定义会员价部分的规格，仍可以支持会员折扣；

4、如果买家拥有多张会员卡，都设置了自定义会员价，取最优惠会员价；

商品编辑对自定义会员价的影响：

1、商家编辑时候，对于会员折扣的开关设置，仅作用于统一的会员折扣，即便取消勾选，如果设置

了自定义会员价，自定义会员价仍旧会生效，除非清空自定义会员价；

2、商品规格删除，对应的自定义会员价也跟着删除；

3、新增规格，没有默认自定义会员价，需要单独设置；

4、修改规格名称，自定义会员价需要重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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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品价格修改：已经设置的自定义会员价根据新价格更新，如果改价后计算的自定义会员价为 0

或者负数，则该规格的自定义会员价无效，再次进入编辑自定义会员价界面，会给出无效提示；

6、无规格商品设置好自定义会员价后，如果新增了规格，则该规格需要重新设置自定义会员价，如

果再次删除新增规格变成无规格商品，原来无规格时候设置的自定义会员价失效；

2.3 会员储值

功能路径：

会员储值基于新版会员系统，您可登录有赞微商城后台，点击［客户］－［会员卡］－［会员储值］

购买该应用

商家如何创建储值规则？

点击［新建储值规则］（首次新建需同意《有赞微商城商家会员储值服务协议》）

1.设置规则名称（便于商家识别）及储值金额

2.选择是否参与储值营销活动（目前仅支持送券及送积分活动）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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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所赠送的优惠券有效及有足够库存，一旦优惠券失效或库存为 0，储值送券活动将自动失效（即

储值后无法送券）

3.选择是否希望储值发卡

由于不同商家会员政策的不同，有些商家是封闭式的会员管理，招募会员有一定的门槛；有些商家是

开放式的会员管理，希望可以从不同途径吸纳更多的会员。这里商家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是否进行储

值发卡。

赠送的会员卡不会重复发放，您也可以选择仅向新会员赠送。

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该规则即已生效

带有营销活动的储值规则，商家可在列表页进行“终止活动”。活动一旦终止，再次启用需重新编辑。

商家如何查看储值记录？

点击［储值记录］，支持：

1、查看总储值情况

2、不同储值规则和不同时间段储值情况
（商家可由此判断哪种规则或者哪个时间段更吸储）

3、点击会员名称查看该会员储值资金明细

4、点击订单号查看该笔订单交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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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如何在线充值？

方法一：

会员在线充值——进入 会员中心［我的会员卡］－点击［充值］

方法二：

商家将“储值首页链接”中的链接或二维码放在公众号导航或店铺显著位置，消费者点击后可直达充

值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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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三：

每个储值规格后有对应的链接和二维码，点击或扫描后直接充值

（首次充值的用户需同意《有赞微商城储值余额支付服务协议》）

消费者如何使用储值余额？

充值成功后，消费者可在交易时使用储值余额进行在线支付。

使用储值余额支付的订单若发生退款，退款金额原路退回至消费者储值余额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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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如何查看店铺内客户未消费储值总余额？

［资产］－［储值资金］－［储值资金概览］中可以查看到截止目前，店内所有客户未消费储值总余

额；点击金额数字可跳转到［会员储值］－［储值记录］查看单条储值情况。

店铺内所有客户的储值余额充值、消费及退款收支记录，都可以在［储值收支明细］中查询到对应的

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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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如何提取储值资金？

对于有资金自我管理需求，需要提取储值资金的商户。可前往当地商务主管部门办理单用途商业预付

卡备案登记事项，不收取任何费用。申请材料及条件详见：http://dwz.cn/43ZTNf

了解运营案例和体验请点击 有赞会员储值功能运营之南

产品更新：

有赞对微商城的客户会员储值功能进行了一次优化，主要变更如下：

1.新增了“我的余额”入口，以后客户的储值卡相关业务都在“我的余额”中进行

2. 点击“我的余额”后进入会员余额充值页面，该页面的会员信息和储值规则都未改变，以往的“充

值记录”改成“交易明细”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c/201209/20120908362416.html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4876&fromuid=147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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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交易明细”之后进入资金页面，该页面有 3 个 table 页面，包括“全部”明细、“收入”明

细、“支出”明细

默认该页面显示“全部”明细，包括充值记录、支付记录、退款记录汇总

“收入”明细中包括充值记录、退款记录汇总

“支出”明细中包括支付记录

4.客户购买商品时，选择“会员余额”（以前为储值余额）支付，则可以使用会员余额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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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更新：

储值卡提现功能上线

资产——服务订购——订购记录中查看“会员储值”的订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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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签管理

标签设置原则：

粉丝属性：年龄 喜好 需求 消费行为归类

推送不同的定制化消息，商品以及推送的消息越精准，客户也越喜欢这种方式，会认为商家真的懂他

们，那么转化率就会越高。

粉丝数量： 群发营销活动时候分期分批进行，降低客服强度，测试活动效果，及时优化。

3.1 设置标签

新建标签（路径：有赞后台 - 客户 - 标签管理 - 新建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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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你会发现，新建标签时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自动打标签方法：累计成交 xx 笔；累计购买 xx 元；

累计积分达到 xx 分

点击标签列表里的任意标签“微信会员”下方位置的数字，可以筛选出该标签下的粉丝列表。

扩展阅读：

如何给购买指定商品的粉丝贴上标签

3.2 基础打标签方法

1、筛选手动打标签

可以是在客户筛选页面给任意粉丝手动打标签：

2、批量加标签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600&extra=page%3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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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给选中的人加标签：对列表中勾选的粉丝加标签；

给筛选出来的 xxxx 人加标签：给条件筛选的所有粉丝加标签

3、对话打标签

4、导出标签

标签管理页面，需要注意的是：标签导出功能只能导出各个标签名下的粉丝数量，不能导出具体每个

标签下有哪些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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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进阶版加标签玩法

1、微信加粉神器>-参数二维码：

路径：有赞后台 – 营销-微信－带参数二维码

场景模拟：

不同的活动，放上不同的参数二维码，打上不同的标签，以区分活动推广得到的效果； 不同的门店放出不同

的二维码，区分门店拉取粉丝的效果。

PS：这样设置，粉丝可以通过参数二维码的关键词和直接扫描二维码关注两种方式触发加上标签。

2、粉丝信息收集工具>-投票调查：

路径：有赞后台 - 应用和营销－投票调查－新建投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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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客户管理设置“某某投票粉丝”标签，粉丝投票后会打被标签，之后在会员标签里看到他们，

并且能查到这个标签投票是哪些人。
场景模拟：当每次新品来袭之时！请你们不要再默默的上个架，或者是赤裸裸的干巴巴的做个通知。那要怎么

玩呢？不如我们来个投票调查吧！调动一下大家的积极性嘛〜让粉丝选出自己所喜欢的款式。

然后在调查里设置好每个选项所同步的标签后，这样完成投票活动后，可以对标记好的客户做相应喜好的推送

或者是直接推送他们所喜欢的商品购买链接、简单粗暴触达精准粉丝。

3、微商城促销神器①>-优惠券：

路径：有赞后台 - 应用和营销 - 优惠券 - 新建优惠券

在设置优惠券里 - 基本规则 - 同步打标签选择标签后，用户成功领取该优惠券后，后台就可以自动

为粉丝打上所选择的标签。

场景模拟：比如像双十一、77 吃货节这样的大型活动前（预热期间）对粉丝派发优惠券并设置打上对应标签，

部分客户可能在活动开始的时候已经忘记了领过优惠券或者是忘记了来店铺消费，这时候就可以在客户筛选里

找到这些标签的用户对他们进行信息群发并提醒使用优惠券~，这样的效果会肿么样呢？自己体会

4、微商城促销神器②>-优惠码：

路径：有赞后台 - 应用和营销 - 优惠码 - 新建优惠码

这里木有图片啦！设置方法和场景模拟 与优惠券是一样的咯~

随便提一下优惠券和优惠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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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形式不同，作用差不多。使用

5、手机端打标签方法>-有赞微商城 app

场景模拟：不在电脑旁？（比如出差在外、上下班路途中......）手机与客户聊天时因为关键信息需要马上给他

标记，这样就更简单了~

以上标签章节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史上最全客户“标签”极致玩法！精准化营销必备技能

能不能给新粉丝自动打标签？

设置带参数二维码可以给扫描的用户自动打标签，

设置投票调查给参与的用户自动打标签。

设置关注送积分，积分和等级

产品优化

为提升大家对客户标签成交分析体验，我们对标签成交分析进行了优化升级，更好支持商家对特定标

签的客户进行分析统计

产品优化点：

优化统计算法，标签成交分析统计数据更加准确

更有效的统计字段，抓住关键数据指标

提供标签搜索功能，查找特定标签更方便

产品路径： 微商城后台 - 数据 - 交易分析 - 标签成交分析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322&highlight=%E6%A0%87%E7%AD%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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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更新截图：

页面内容更新说明：

1、标签搜索功能

善于运用标签对客户进行分组的商家，往往上千个标签进行跟踪，通过搜索标签，就可以快速定位某

个标签，查看该标签在一段时间的数据变化情况。

2、关键数据指标更新

优化版本中，我们剔除了干扰的数据指标项，更新为关键数据指标，使用场景更加明确。

数据指标解释：

付款笔数： 该标签的客户，在筛选时间内的成功付款笔数

付款金额： 该标签的客户，在筛选时间内的成功付款金额

付款人数： 该标签的客户，在筛选时间内的成功付款的客户数。选择自然天为按天人数去重；选择

自然月为按月人数去重

付款商品件数： 该标签的客户，在筛选时间内的成功付款的商品件数。

付款微信粉丝数：该标签的付款客户中，是微信粉丝的人数

有手机号客户数：该标签中付款客户中，已经关联了手机号的客户人数

以上标签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更新】标签成交分析优化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601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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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分管理

积分是买家在一家店铺积累的分值，积分越高买家的好处越多，买家有了积分，就可以参加店铺的刮

刮乐、幸运大转盘等营销活动，在达到卖家设置的条件后，还可以自动提升买家在店铺的会员卡等级。

功能入口：客户-积分管理-创建积分规则

商家可以在“每购买金额 X 元”中，设定“全部商品参加”或“部分商品参加”；如果设定“部分

商品参加”，选取参加该规则的商品后，点击页面底部的保存就完成的新规则创建。如果某商品已经

参与其他规则，会在列表中给予提示，帮助商家判断是否需要选择该商品：

积分规则列表中，也会显示参加该规则的商品数量：

同时也对积分发放、积分退回的逻辑进行了优化：

1.新创建的积分规则，不会对历史订单生效，保护商家利益；

2.如果订单中的商品满足多个积分规则，会重复发放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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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某订单发生部分退款时，按照订单实际支付金额收回应退积分，不会收回该订单发放的全部积

分；

功能路径：

店铺后台-客户-积分管理 注：目前只提供认证服务号，其他类型公众号暂时无法使用；

操作流程：

1、设置积分规则；

2、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积分；

3、买家消耗积分；

4、查看积分明细；

流程介绍：

1、设置积分规则：

卖家分别可设置关注送积分、满交易笔数送积分、满购买金额送积分； 积分规则可设置多个，满足

不同条件，均可给用户赠送积分；

2、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积分；

（1）可通过应用营销活动获取积分刮刮乐、幸运大转盘、生肖翻翻看、疯狂猜猜猜、随便逛一逛获

取积分；

以刮刮乐为例，设置参加活动送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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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票调查获取积分 在后台点击应用／营销－投票调查，新建投票调查，并填写送的积分数；

（3）签到送积分 在后台点击应用／营销－签到，设置好积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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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卖家手动加积分 在后台点击客户－基本信息筛选，选择要送积分给粉丝，把积分给他就好了哦。

3、买家消耗积分

（1）买家积分可店铺的刮刮乐、幸运大转盘、生肖翻翻看、疯狂猜猜猜、随便逛一逛等活动中消耗，

这些营销活动中还可以增加赠品，也就是说通过积分抽奖也可以抽到赠品哟；

（2）设置方法以“幸运大抽奖”为例；

4、路径

路径 1：客户－基本信息筛选－点击粉丝头像（到达微信实时消息）－点击分数值，这样就可以看到

粉丝的积分明细。

路径 2：微信－微信实时消息－点击粉丝头像－点击分数值。

积分问题汇总：

1、如何给批量给已关注用户人工发送积分？

您好，您可以在微商城－客户－积分管理－基本信息筛选－给积分进行操作。

2、有赞 API 可以开放查询与更新积分、会员级别等信息接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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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暂时还未开放。

3、怎么设置客户积分兑换礼品呢？

您好，暂时不支持积分兑换的业务，积分只能在刮刮乐、幸运大抽奖等活动中消耗哦。

4、是否微信订阅号不能使用会员卡和积分功能？

您好，目前只支持认证服务号使用，其他类型公众号暂时不支持。

5、积分是怎么来的，每次是多少积分，有明细查询这个功能吗？

您好，可以的，在该粉丝微信实时信息页面右侧的基本资料里，有一个“本店积分”，点击积分数字

就会看到明细了。

6、会员积分管理是不是一定要绑定认证的服务号？

您好，目前只支持认证服务号使用，其他类型公众号暂时不支持。

7、客户生成的积分在哪里通过什么方式能使用？

亲您好，积分可以通过参与营销活动来消耗哟，积分更多玩法请查看

http://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64

8、积分管理在哪里啊？

您好，请到后台客户-积分管理中设置查看。另外，目前只支持认证服务号使用，其他类型公众号暂

时不支持。

9、在哪里清除会员积分？

您好。目前只有认证服务号可以对粉丝进行积分管理，您可以在客户－基本信息筛选－进行给积分或

者减积分。

10、粉丝在哪里直观的看到自己的积分？

您好，用户可以进入【会员主页】查看自己积分。

11、有签到积分直接换礼品或者优惠券功能吗？

您好，暂时不支持积分兑换的业务，积分只能在刮刮乐、幸运大抽奖等活动中消耗哦。

12、设置会员以积分为原则，积分没了，为什么不自动降级？

会员等级不支持降级，因为这个是根据买家的历史积分来算的。历史积分会一直增加，这个后台是不

可见的。前台可见的积分会被消耗。

13、积分明细怎么查？

您好，可以的，在该粉丝右侧的基本资料里，有一个“本店积分”，点击积分数字就会看到明细了。

路径：客户-基本信息筛选-点击粉丝头像。

14、怎么手动给会员发/减积分？

您好，在该粉丝右侧的基本资料里，有一个“本店积分”，点击“给积分”，就可以给粉丝增减积分

了。路径：客户-基本信息筛选-点击粉丝头像

15、为什么在【客户】板块下没有积分管理模块呢？

您好，目前只有认证服务号才有积分管理哦。

16、设置了送积分，买家收到的积分是所有订单的总和？

您好，买家购买的金额是累积的。积分规则设置后，订单成功时触发了积分，会将累计的积分一起返

给用户。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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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本筛选

客户信息基本筛选

客户基本信息筛选中，有大量未关注粉丝，怎么回事？

未关注的粉丝为已跑路、取消关注的粉丝，是不能清除的~因为不能确定之后是否会再关注，若清除

后，粉丝的所有数据也会被清除

粉丝昵称乱码—有可能是粉丝昵称用的是 emoji 符号，pc 端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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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等级筛选

可以根据积分、会员卡等级、标签、关注时间四个维度自定义来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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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购买力筛选

如何对搜索结果进行操作？

“筛选结果(共 xxx 人)”后面的链接是对整个结果的操作，整个列表下面的操作是对当面页面选择的

项目进行操作。

顶部的勾选全部框指的是：勾选当前页面的全部粉丝；底部的“给所有人 XXX”指的是：符合该筛

选条件的所有人。

可以根据消费时间、购买次数、商品均价来进行筛选。
场景：微商城元旦进行了一次优惠活动，产生了 100 笔交易，那么可以通过自定义时间段来进行筛选，然后

打上标签，在正月十五的时候进行二次促销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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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客户管理

有赞对微商城店铺的客户管理部分功能进行了一次优化，主要变更如下：

新增点——

支持添加单个会员

支持批量导入非会员（即客户）

支持批量以卡号为识别字段导入会员

优化点——

以手机号为识别字段批量导入会员

客户列表和会员列表信息展示优化

导入记录列表放到客户管理页面

“会员验证链接”入口显示优化

支持添加单个会员

在原“添加客户”浮层上，支持添加会员，以开关形式来确定需要添加的是否为会员

支持以卡号为识别字段批量导入会员

批量导入界面，增加识别字段类型选择：手机号、卡号

选择以卡号为识别字段导入时，上传的模版中，卡号为必填，否则导入不成功



- 186 -

支持批量导入非会员（即客户）

批量导入界面，支持导入非会员

优化以手机号为识别字段批量导入会员

客户列表和会员列表信息分类维度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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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记录列表放到客户管理页面，信息层级更明确

“会员验证链接”入口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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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更新：

微商城客户详情页全面改版啦！

1.分类更加清晰：整体分为 5 栏，依次为基本信息、标签信息、资产信息、会员权益和交易统计，一

目了然。

2.功能更加聚合：支持对应的会员卡、礼品卡、储值余额、优惠券、积分（积分系统升级后支持）和

订单等明细列表的浮层显示或跳转，以及发会员卡、给积分、编辑客户信息等操作，方便快捷。

点击【客户】-【客户管理】的某个客户列表姓名，进入如下的客户详情页面：

核心功能详解

基本信息

1.基本信息默认显示客户微信头像、微信昵称、姓名、手机号、成为客户时间、最近浏览时间。如果

客户当前是会员、微信粉丝或者 2 年内有下单记录的，您还会在姓名旁看到对应的标签项，鼠标停留

在标签项上时则会显示出对应的成为会员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时间、最近购买时间，如截图所示。

其中，“成为客户时间”还会根据客户来源自动更变名称，如若客户来源是普通下单，则“成为客户

时间”会自动改成“首次下单时间”哦，以此类推。

2.点击右上角的详情按钮，您可以再看到客户的性别、生日、常住地、客户来源、收货地址和备注信

息。

3.点击右上角的编辑按钮，您可以在弹出的编辑窗口中修改或完善客户的基本信息，如截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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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信息

标签信息显示您在【客户】-【标签管理】中对该客户设置的相关标签信息，当然您也可以点击编辑

按钮和往常一样修改标签。

资产信息

1.资产信息显示可用会员卡、礼品卡、可用优惠券、当前积分的数量以及储值余额，如截图所示。

2.点击会员卡上方的数量，则会打开会员卡列表页，您可以看到该客户名下的所有会员卡信息。点击

直接发卡，则和往常一样弹出发卡窗口。点击短信发卡，则弹出发短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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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礼品卡上方的数量，则会弹出和往常一样的礼品卡明细窗口。若您未开通礼品卡服务，则礼品

卡上方会露出提示文案，如截图所示，点击则直接跳转到对应的服务开通页面。若您的礼品卡服务已

过期，一样会文案提示续签哦。另外，礼品卡服务预计将于 9 月 15 日全量开放给商家们，尽情期待。

4.点击储值余额上方的数额，则会弹出和往常一样的资金明细页明细窗口。若您未开通储值服务，则

储值余额上方会露出提示文案，如截图所示，点击则直接跳转到对应的服务开通页面。若您的储值服

务已过期，一样会文案提示续签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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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优惠券上方的数量，则会弹出优惠券列表窗口，您可以看到该客户名下的所有优惠券信息，

如截图所示。

6.积分暂无明细列表弹窗，但积分系统已在升级改造中，完成后积分数量将会变成蓝色带链接，点击

则会弹出该客户名下的积分变动明细窗口，尽情期待。

会员权益

会员权益显示客户当前可享受的相关权益，鼠标停留在当前最优折扣图标上时还会显示出该折扣的有

效期哦，如截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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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统计

1.交易统计显示客户的最近下单时间、客单价、累计消费金额、累计消费订单数、累计退款金额和累

计退款订单数。若客户当前存在待发货或退款中状态的订单，您还可以在累计消费订单数和累计退款

订单数下方看到提示文案，如截图所示，点击则打开该客户的订单列表页且自动过滤出对应状态的订

单列表。

2.您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订单列表按钮，打开该客户的全量订单列表哦。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微商城客户详情页全面改版啦！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15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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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产品更新：

原二级菜单"流量分析"，改名为 “店铺分析”，原二级菜单 “热力图分析” 合并到 “店铺分析”

中

新增 “客户分析” 二级菜单，原二级菜单 “粉丝分析” 合并到 “客户分析” 中

新增 “数据工具” 二级菜单，原二级菜单 “来源监控”，“扫码统计”，“卡券统计” 合并到 “数

据工具” 中

菜单结构调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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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概况

学会分析店铺数据，监控活动效果，找到粉丝的敏感点，对您的店铺运营有很大帮助。比如您可通过

数据分析出你的粉丝更喜欢阅读哪些内容、粉丝活跃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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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赞指数除消息外大于平均值，证明店铺运营状况良好

点击数据，能直接看到一个昨日数据概况，了解店铺昨日的运营数据。

当作为供货商时，今日数据订单金额，不包含供货到分销市场，分销商产生的订单数据。

1、可查看昨日新增、跑路、净增的粉丝数。净增＝新增－跑路。 同时显示店铺的总粉丝数。

2、发送消息数：非群发的消息条数。例如：客服发给粉丝的聊天消息条数。

3、浏览 uv/pv：指的是浏览这个店铺所有页面的 pv/uv，包括店铺主页、单品页、会员主页等

4、内部访问：粉丝通过微信公众号聊天窗口进入的访问流量。 外部分享：粉丝通过他人分享链接访

问产生的流量。

5、导出 uv：粉丝访问你的商城跳出到站外产生的访客数。 导出 pv：粉丝访问你的商城跳出到站外

产生的页面数。

6、下单笔数：点击付款按钮得订单数量，包括付款未成功得。 付款笔数：已经完成付款得订单，仅

是付款成功得。 发货订单：点击发货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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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粉丝增减

什么是跑路粉丝？

取消关注了的粉丝就叫跑路粉丝。

店铺后台的粉丝数跟微信后台的不同？

现有粉丝数统计的是昨天的数据，所以会和微信后台存在不同，以微信后台的数据为准。

1、可以根据时间维度进行筛选 以及可以快速查看一周和一个月的增减情况。

2、可筛选一定时间跨度内的粉丝增减情况。

用处：查询时间段内的活动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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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粉丝分层

粉丝分层统计有什么作用？

可查看店铺合会员等级的人数、占比，以及粉丝积分各分段的人数、占比，为店铺开展会员活动做数

据参考，如会员限购、积分兑换等。

积分分层是以店铺现有最高积分划分为 10 等分。

可以根据粉丝的会员属性及积分比例进行饼状图显示。

积分：以店铺内现有最高积分划分成 10 等分，可查看每个区间内的粉丝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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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粉丝信息

粉丝基本信息有什么作用？

您可查看微信粉丝男女占比，购买粉丝占比，微信粉丝地域分布，从而针对性的去做营销活动。还可

查看总计有多少人关注过你，多少粉丝取消了关注。

可以对粉丝的性别、购买否、关注与跑路、地域的区分情况

微信粉丝属性：可以查看你的粉丝中有多少人是男是女，有多少人在你这下单过。

微信粉丝状况：可查看总计有多少人关注过你，其中有多少还在关注，其他的都已经取消关注。

微信粉丝地域分布：可查看你的粉丝是地球上哪个区域的，分别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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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互动趋势

互动趋势的作用

您可根据互动趋势波动及时发现问题，调整运营策略，提升互动。

怎么样算互动？

粉丝给您的公众号发送消息或点击自定义菜单，均算互动。

可以查看一个时间段内，粉丝和你的互动数据。每个数据的意义细看本文开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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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来源监控

更新 2017 年 02 月 28 日

数据中心 - 来源监控上线后，帮助商家可以精准定位推广数据，也得到了大家大量的反馈。本次我

们对来源监控产品再次做了升级，更加强大便利。

更新功能如下：

1、监控页面支持对 “店铺主页” 进行监控

2、为监控的商品页面，提供 “单品销量”， “单品成交额” 两个数据指标。对于直接推广单品的

商家，可以更加直接的看到推广的商品销售情况。

3、监控页面详情中，新增 “自定义指标”， 可用于筛选要显示的数据指标。方便商家仅查看自己

关注的数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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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时间筛选栏样式更新，增加置顶，在页面过长时，也可清晰看到所筛选的时间范围

数据中心-来源监控产品发布以来，成为很多投放广告的商品，高频使用的产品。

吸引新客户到店的需求是源源不绝的，很多商家投放的渠道都有特别多，比如：有赞微信公众号推广、

朋友圈底部图文、朋友圈广告、今日头条广告、以及地推等等。通过来源监控的跟踪链接，能轻松看

到各个渠道带来的访客、二跳、下单转化、付款转化等数据。 也造成一个监控页面有过多的跟踪链

接查看不便。

因此我们对来源监控进行了小步迭代，监控详情页面支持跟踪链接的分页与搜索功能。

（图片展示是为演示效果的页面截图，数据均为测试数据）

https://www.youzan.com/v2/statcenter/pagetrack?
https://www.youzan.com/v2/mars/applyActivity/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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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 - 来源监控，继上次单品统计发布后，产品继续迭代，这次带来的是，可将来源监控的数

据进行导出，并可选择导出对应的订单，方便大家更加方便的统计。

更新功能如下：

从数据中心 - 来源监控，进入到监控的详情页面，可以看到在跟踪链接数据栏，有 高级导出 按钮

点击 高级导出， 可选择将从监控页面创建开始 至 前一天的数据进行导出。

可选择是否导出关联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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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已经导出的文件，解压后，可看到两个文件。

1、 跟踪链接数据.csv ， 此文件是筛选时间内，监控的页面所有跟踪链接的数据信息

2、 关联订单.csv， 此文件是筛选时间内，通过跟踪链接产生的订单

产品背景：
场景一：商家为了宣传自己的商品，去找渠道（比如 今日头条广告）做投放，但是数据只有投放效果，能看

到点击次数、点击人数，这些点击都有什么转化效果的数据却是追踪不到的，好难受！

场景二：要投放，可能就不只在一家投放，会找不同渠道去投放。但是没有清晰的数据追踪，到底哪个渠道给

我带来的购买数据多呢，完全靠蒙了，很苦恼！

来源监控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诞生的产品，精细化分析不同来源带来的流量，转化下单数据，

转化付款数据。帮助商家更好的去选择要投放的渠道。通过二跳 pv/uv 和 页面跳出率，也可以更好

的去调整页面布局，提升消费者进店后的转化。

产品功能：

通过来源监控，商家可以针对微页面、商品详情生成不同的跟踪链接，使用特定的跟踪链接进行投放，

可以精细化分析流量数据和转化交易数据。具体数据指标有：落地 pv/uv，二跳 pv/uv，页面跳出率，

转化下单数，转化付款数，转化成交额，转化付款率。

产品使用流程及名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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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监控产品是为了给微页面、商品页面创建带特殊标记的跟踪链接，商家把跟踪链接放到各个推广

渠道，比如自家的公众号、合作的公众号平台、或其他投放渠道，就可以检测消费者通过该跟踪链接

进入店铺产生的流量及转化数据。

监控页面： 是指选择一个微页面或者商品页面要进行推广，监控页面可添加最多 15 个跟踪链接

来源： 是指要投放渠道，比如我要投放 QQ 空间的侧边栏，那来源就可以起名叫做 QQ 空间侧边栏

跟踪链接： 是指为监控的页面，生成一个针对某个来源的链接。该链接会有特殊标记，投放出去后，

可以看到从指定来源获取的落地 pv/uv，转化数据等

数据名词：

落地 pv/uv： 页面作为第一个被访问的页面的浏览次数和用户数；

二跳 pv/uv： 用户访问落地页面后，在页面中发生点击行为进入更多店铺内页面的点击次数和用户

数；

页面跳出率： 用户访问落地页面后，没有任何访问就退出页面的比率。计算公式： (落地 uv - 点击

uv) / 落地 uv × 100%；

转化下单数： 用户访问落地页面后，30 分钟内在店铺中进行下单的数量；

转化付款数： 用户访问落地页面后，30 分钟内在店铺中进行下单并且付款成功的订单数量；

转化成交额： 用户访问落地页面后，30 分钟内在店铺中进行下单并且付款成功的成交金额；

转化付款率： 筛选区间内用户访问落地页面后，30 分钟内在店铺中进行下单并且付款成功的订单数

量与浏览 uv 的比率。计算公式：付款人数 / 落地 uv × 100%；

功能使用操作流程：

功能入口： 数据 - 来源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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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来源管理，添加要进行推广的来源（投放渠道、自家公众号等），方便在给监控的页面添加跟踪

链接时使用。

在监控页面，点击 “新增监控页面”， 选择要推广、监控的页面，为其创建相应的跟踪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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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创建好的跟踪链接或跟踪二维码发放到对应的渠道。比如 今日头条投放，公众号文章，公众号菜

单栏等。消费者通过该链接或扫码进入店铺，产生的行为将被跟踪。包括落地 pv/uv，二跳，跳出率，

下单，付款等行为。

使用步骤就只有这么多，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把来源监控好好利用起来。

注意事项：

只选择了监控页面，没有创建跟踪链接，将无法产生数据。所有数据是根据跟踪链接产生的。

每个监控页面可以同时监控 15 个跟踪链接，超过将无法创建。可以选择将不再使用的跟踪链接删除，再创建

新的跟踪链接。



- 207 -

“来源” 是全店共用的，比如一个 “双十一大促”的来源，可以跟一个微页面组合产生一个跟踪链接；同时

可以跟另一个微页面或商品页组合产生一个跟踪链接。在来源管理可以修改来源的名称，所有使用该来源的跟

踪链接将同步修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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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时间段内店铺流量的细化数据 页面类型：可得知此时间段内所有的浏览 pv，在各个页面的流

量分布。用来了解店铺内所有页面类型的流量占比。 访问来源：可得知上述的那些 pv 是从哪些渠

道来的。

理解：如最近刚好在做扫码活动，则扫码一块会占比居多。而如果你最近把店铺主页放在其他网站里引流，不

是微信上点进来的，那么【其他】会占比很多

流量趋势、详细数据： 可详细查看这个时间段内，页面占据 pv 的排行榜，知道哪些页面更受欢迎，

有多少 uv/pv，用于后续调节。

访客地域： 第三次看到地域分布了，这次应该还是能理解吧，是查看一个时间段内的访客 pv 地域

分布。

【页面转化数据】隔壁有一个叫【每天流量分析】的娃，可以查看店铺内每天的流量状况，注释在这

就不另行说明了，后台里有很明确的说明。

扩展阅读：

来源监控：整个有赞商家圈都在讨论的“精细化运营”是什么？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4453&fromuid=189675


- 209 -

7.商品分析

数据中心 -- 商品分析，支持导出功能了。

所有在微商城看到的商品分析数据都可以导出到表格中，商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更多的

自定义分析。

直切主题，马上带大家看看新上的导出怎么用起来~！

1、数据 > 商品分析， 在 “商品效果”标题栏，可以看到 “高级导出”按钮。

2、选择想要导出哪些时间段的商品数据。

数据中心导出目前已经支持可设置文件加密，如果在导出是选择了加密，下载下来的文件需要密码才

能进行解压，为数据敏感的商家提供此数据安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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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查看已生成报表”中可下载生成的数据文件。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因为部分商家商品数据量

特别大，所以在导出时会耗费较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

4、导出的表格内容如下图所示，通过日期筛选、商品筛选等等方法，大家可以自己把分析玩起来了

商品曝光次数是什么？

商品曝光次数指的是商品被展示的次数，比如一个微页面中有 3 个商品，每访问一次该微页面，这 3

个商品的曝光次数均+1。

商品曝光到达次数是什么？

商品曝光到达次数指的是商品被展示后被点击的次数，比如商品在微页面中，买家访问微页面点击访

问了该商品，曝光到达次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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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无截图分析类同于【页面流量统计】，这里是按照商品为分析纬度。展示了一个时间段内商品的

曝光、页面浏览、导出流量及点击购买的排行。
理解：如果一个商品，曝光排名第一，浏览反而很低，购买也很差。那你得考虑给它换换位置，放一个更受欢

迎的商品上去。

各位商家： 将于 2016 年 05 月 16 日 18:00 之后对小部分商家开放了新版的“商品统计”页面，后

面逐步全面放开，请各位稍安勿躁，届时已开通商家会自动显示新版的界面。

具体访问路径：[有赞商家版 PC 端后台]－［数据中心］－［商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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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的“商品统计”功能更加强大，提供全面的单商品的数据分析，除了自然天的数据外，提供今日

实时、自然周、自然月的数据以及对应的趋势图分析，提供最近 90 天自定义的查询功能。 新版页

面分两个模块：

模块 1 是商品概况，可以查看店铺商品的整体分布状态；

模块 2 是商品效果，可以查看单个商品的流量指标（包含“曝光次数”、“曝光人数”、“浏览人数”、

“浏览次数”）与成交指标（如“付款人数”、“付款商品件数”），不仅提供按天/月的查询，还

提供今日实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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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交易分析

交易概况里的数据和导出订单的数据不相符合 是因为有部分活动付款或者拼团这种特殊订单 导致

付款时间不一致 所以系统识别记录的时间也不同 建议您使用导出订单为基点统计每日的销售额等

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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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概况、经营趋势：

一个时间段内的成交状况，得知有多少 uv 来了，其中又有多少人下单了，付了多少金额，转化率和

客单价是多少。转化率＝付款人数/浏览 uv。

粉丝标签成交分析：

你会用参数二维码、投票调查等方式给粉丝打上各式各样的标签。而这里，则可以查看每个标签下面

有多少粉丝，而这些粉丝达成了多少成交。
理解：给粉丝打标签，是监控一个关注渠道（例如一个门店）或者是一个活动（例如圣诞节扫码等）的效果，

而这里则可以查看该标签的成交，明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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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扫码统计

二维码类型有 3 种，详见图片的注释。而扫码统计这里就是对整个店铺 3 种二维码的统计分析，也

是属于一个时间段内的数据。

基础数据、转化数据：时间段内所有二维码被扫的人数和次数，其中有 29 人下单 42 次，其中 14 人

的 20 单付款了，金额是 131.14 元。

扫码粉丝：新粉丝为时间段内扫码关注公众号的粉丝，而老粉丝说明之前已经关注，在这个时间段内

又扫码过了。

二维码类型：3 种二维码在所有扫码次数中的占比。

扫码新增粉丝占比：其中【扫码新增粉丝】为扫 3 种二维码添加的粉丝，占据所有这段时间内增粉的

比例。

扫码付款订单占比：通过扫码产生的订单（并点击了付款），占据所有这段时间内订单的比例。

带参数二维码数据：时间段内，每个参数二维码的扫码人数和次数，且其中的新老粉丝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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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卡券统计

卡券统计的作用

您可在此查看店铺优惠券/优惠码的领取、线下核销或在店铺下单使用的数据。应用优惠券/优惠码进

行线下活动的店铺可以此为依据分析活动效果，线上经营的店铺可以此分析优惠券/优惠码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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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数据名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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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页面分析

数据中心 - 页面分析发布上线，可以通过监控微页面、商品详情页面，可以查看页面热力图、页面

数据，了解客户在页面中的兴趣焦点

产品背景：

各位运营大咖，一个好的展示页面，是促成订单转化的重要前提。但是在实际运营中，很多商家都是

盲人摸象，摸不清客户的喜好是什么。“现在页面排布是否合理？客户的关注点在哪儿？哪些地方点

击率高？我现在的店铺装修究竟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上加霜....?“这些都是困扰商家的问题。

“页面分析”功能应运而生，只需一张图，就能清楚看到展示页面的流量分布情况，帮助商家找到痛

点，对症下药

产品使用方法如下:

产品入口： 微商城后台 - 数据 - 页面分析

点击“新增页面”，从弹出的窗口中，找到要定制监控的微页面或者商品详情页面，点击“选择”

在列表中就可以看到已经定制的页面了~ 点击 “热力图”或“页面数据” 查看对应的数据效果

从热力图中，可以轻松看到页面中的点击热点分布情况，完全模拟客户在手机端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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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页面数据中，目前支持查看页面的 浏览量、访客数、点击次数、点击人数、点击率、页面跳出率 6

项数据指标。后续迭代中会支持： 页面停留时长、页面转化下单数、页面转化下单金额等跟多数据

内容

页面数据，提供对比功能，可以同时看到不同时间，同一指标的变化情况。轻松对比不同时间段的指

标变化情况。

比如在 05-10 进行了页面装修，那接下来一段时间，页面的点击率变化情况、跳出率变化情况，可

以跟修改前轻松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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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简单，轻松上手，功能却无比强大，通过页面数据的表现，进行针对性的页面装修，把消费者聚

焦的位置更有效的利用起来~
备注说明：

1、目前商家可以选择定制 20 个微页面或商品详情页面进行监控

2、页面分析产品暂时仅对大客户商家开放，如有相关需求，可以联系自己的客户经理哦

3、页面分析二期正在加速开发中，将提供更加强大的转化数据，页面来源去向等数据跟踪功能。届时会提供

给所有商家使用，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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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1.我的收入

7 天收入：支付成功（不包含手续费），订单退款之后也会相应进行扣除

待结算：资金还冻结在您的有赞后台，等到订单结算才可提现，可实时统计显示。

可用余额：已经入账的金额，可进行提现

店铺如果未参加或者退出担保交易的，商品发货就会完成结算，可以在收支明细中查看已发货订单已

结算入账。



- 225 -

2.交易记录

交易记录是指目前通过有赞微商城微信支付-代销、银行卡付款-百度钱包、银行卡付款-联动 U 付支

付的实物商品订单，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卖家未发货前，均属于待结算金额，该笔资金暂不结算至你

的可提现余额。需等待卖家发货后 T＋7 个工作日后，订单状态调整为交易完成，系统自动结算货款

至你的可提现余额中。

订单交易金额结算入账分以下 4 种情况。

1、参加担保交易的店铺

2、非担保交易的店铺

3、其他交易结算

4、买家自主确认收货结算

2.1 参加担保交易的店铺

1、订单发货后 T+7 天后交易金额才能结算入账可提现（从发货开始计算，7 天结算精确到时分秒）

（如何加入担保交易）

以图一为例子担保：交易的订单在 7 月 17 号发货了，买家没有申请维权的情况下，7 月 24 号结算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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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订单发货后 7 天内出现维权，则维权期间计时暂停，维权结束后继续计时，累计满 7 天方可入

账可提现
以下图为例子：订单 6 月 23 号发货，6 月 24 号发生了维权 1 天，加上维权的时间，比原本推后 1 天到账。

3、缴纳了保证金的担保交易发货后该笔订单金额立即结算入账可以提现
注意：分销商默认加入了未缴纳保证金的担保交易

查看订单到账路径：店铺后台，订单－收入提现－收支明细

2.2 非担保交易店铺

订单发货后该笔订单金额立即结算入账可以提现；
注意：退出生效时间指：退出后新增订单不再享受担保交易，退出前的订单继续按照原有规则执行

2.3 其他交易结算

供货商采购单结算：供货商必须参加担保交易，所以订单状态是否发货，供货商的采购单收款都是直

接入账的。

虚拟商品订单结算：若没有进行扫码核销，则需要等 T+7 天后该笔订单金额才入账可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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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 T+7 天内扫码核销，则该笔订单金额会立即入账可提现，无需等待 7 天

货到付款订单结算：本功能有赞不参与配送和货款代收服务，需您自行与快递公司合作，完成配送和

货款结

微信支付－自有使用：实时到账，需要到商户自己的财付通或者微信商户平台进行结算

2.4 买家自主确认收货结算

商家发货后，买家可在收到货物后，在会员中心，找到相关订单进行确认收货，商家即可收到货款进

行提现。
（订单类型：普通订单，送礼订单，找人代付订单，分销订单均可进行确认收货，虚拟订单不支持）

如图：

注意：

订单交易金额是否入账以【订单-收入提现-交易记录】显示的状态为准，显示为【交易完成】则该笔订单金额

即可提现

无论是否担保交易，订单详情页的订单状态均在发货后 7 天变更为【交易完成】，但该状态与订单交易金额

是否入账无关



- 228 -

3.收支明细

 可以订单号、时间段、或者订单类型，导出 Excel 表（csv 格式）。若导出失败，检查浏览器是

否有插件拦截了弹出窗口。或者更换其他浏览器进行尝试。

 收支明细里的时间是结算时间，而不是下订单的时间。

 订单如果是部分发货，这个订单的状态就会显示是等待卖家发货，需要商品全部发货之后，整个

订单的状态才会显示卖家已发货，才可以进入到收支明细。

产品更新：

为了方便使用第三方配送的商家对账，我们进行了如下优化

1、在对账单-账单明细中，展示每笔配送单关联的订单号

2、在导出的表格中加入了备注字段，展示每笔配送单关联的订单号

注意：今日后的配送单会展示订单号，历史配送单目前不支持展示查看订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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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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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证金纪录

查看保证金的历史缴纳及保证金使用情况，即日可查看保证金历史记录。

查看路径：商家版－资产－保证金记录

页面中展现历史记录，包括时间、类型、金额、状态等信息。也可以支持筛选。

点击查看详情，可看到每一条记录的保证金使用情况以及缴纳（冻结）与退出（解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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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可用余额

“不可用余额”账户，用于记录您的有赞账户余额在：“提现中”、“退款中”、“返现中”、“结

算中”等状态时，正在发生账户间转账的资金情况，便于您了解资金的去向。

您可以在微商城后台：订单>>收入/提现>>我的收入>>查看；

1、当您的店铺账户当前有部分资金不可用时显示，否则不显示；

2、当您有一笔资金正在申请提现时，提现记录中将关联相应的不可用记录。成功后不再显示；

3、不可余额中会根据不同的业务需求，展示当时正在发生转账的资金记录。成功后不再显示，失败

后资金会退回您的有赞账户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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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票管理

有赞微商城支持在 PC 后台开具发票，并对微商城 APP 开票流程进行了全面升级。

更新如下：

1、商家可以在有赞微商城 PC 后台和 APP 申请开具发票，开票流程简化，开具发票不需要申请认证

2、交易手续费、交易服务费（即供应商平台服务费）是下月 1-5 号是结算日，建议下月 5 号之后申

请发票，其他费用在付款 48 小时后就可以申请开票

3、不同的费用不会统一开具在一张发票上，以满足商户报销需求

4、增值税普通发票以电子票形式开具，无需邮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纸质票形式开具。

5、一次申请多张发票，仅支付一笔运费

6、发票运费支持铁杆／VIP 会员包邮和有赞币抵扣，发票撤销后，运费会原路退还

7.1 哪些费用可开发票

商家可以在有赞微商城开具的费用包含：交易手续费、交易服务费、应用订购费、短信服务费、会员

费／微商城版本费、服务商协议购买费。其中交易手续费、交易服务费（即供应商平台服务费）下月

的 1-5 号是结算日，建议在下月 5 号之后申请开票。上述的其他费用，在订购付款成功后 48 小时即

可申请开票。

7.2 怎么开发票

开票路径 1：有赞微商城 PC 端后台>资产>发票管理，目前仅高级管理员有权限申请发票

1、勾选要申请开票的费用，申请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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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

A、增值税普通发票

商家向有赞申请普通发票，有赞均以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形式开具。商家如需要纸质发票，可以自行

打印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其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和基本使用规定等与税务机关监制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相同。

关于发票抬头：抬头一经填写便不能修改，如果店铺有企业认证，那么抬头默认是企业的认证名称。

关于填写手机号、邮箱：电子票开具成功后，会有短信通知，并将电子票的 PDF 文件发送到邮箱。

（当然，可以去微商城 PC 后台发票申请详情下载）

B、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有赞仍然按照纸质的形式开具，运费支持店铺余额支付，有赞币抵扣，有赞会员铁杆

商家可以免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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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多种类型费用一起申请开票，系统会将同类型的费用合并开在一张发票上，不同类型的费用分别开在不同

的发票上。费用类型如下：［交易手续费］、［短信／应用订购费］、［会员费／商家版本费］、［交易服务

费］、［服务商协议购买费］。例如：勾选 9 月交易手续费 180 元、10 月交易手续费 380 元、商家版本费

4800 元，将会开具两张发票金额为 560 元和 4800 元。划重点，有赞开具的发票内容均为软件服务费。

开票路径 2：有赞微商城 APP>资产>发票管理

7.3 如何查看发票申请情况

1、微商城 PC 后台，可以在开票纪录中查看发票申请情况

2、微商城 APP 内，点击开票纪录，查看开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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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申请成功后多久会开具发票

商家提交发票申请后，有赞会对发票申请进行审核。对于申请增值税电子发票，有赞会在审核通过后

7 个工作日内短信通知开票结果，商家可以去开票纪录中查看具体情况。对于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

当月 15 号前申请开票，发票会在当月底审核并寄出；当月 15 后申请开票，发票会在下月月底前审

核并寄出，并短信告知。

FAQ

1、发票信息填写错误怎么办？

您可以在申请详情页点击撤销，撤销后原来的费用可以重新申请开票

2、没有收到电子发票的邮件？

您可以在申请详情页，点击发送到邮箱按钮，就可以重新收到邮件。

3、需要更改发票抬头怎么办？

抬头原则上一经提交便不可修改，特殊情况您有两种方式更改抬头：a.重新申请店铺的企业认证 b.联系店铺

对应的服务经理修改

4、撤销申请或审核不通过运费会退还吗？

发票申请撤销后或者发票申请审核未通过，有赞币或者余额会原路退还。

5、什么是电子发票？

电子发票是指根据国税总局发票管理的相关规定，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

具、收取的以电子方式存储的收付凭证。

6、电子发票是否具有法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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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在《<关于推行通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开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84 号)》中明确，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推行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开具增值税电

子普通发票。电子发票的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同于税务机关监制的增值税普通纸质发票。

7、电子发票可否用于报销？

电子发票可以用于报销。国税税务总局《<关于推行通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开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有关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84 号)》规定，电子发票的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

同于税务机关监制的增值税普通纸质发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电子发票。

8、电子发票的好处有哪些？

A、支持随时随地查验，降低企业收到假发票的风险；

B、方便发票的使用和保存，可随时登录服务平台查询、下载发票信息；

C、无需物流邮寄环节，节省企业开支的同时还节能环保。

9、如何验证电子发票真伪？

电子发票下载成功后，可凭借电子发票上所示的发票代码、发票号码、防伪码通过国家税务总局指定网站进行

查验：http://www.jss.com.cn/（登入首页-诺诺电子发票）

开票入口开放了：下载有赞商家版 APP（3.2.0 以上版本），店铺高级管理员权限，登录有赞商家版

APP-店铺营收-发票管理-索要发票即可！

发票类型

杭州起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可以提供的发票类型为增值税普通发票，您只可用于入账不可用来抵税。

杭州起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使用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是两联，分为发票联和存根联。

为更准确的开具符合国家发票管理法规所规范的发票类型，系统会根据您申请店铺时提交的认证信息

直接匹配公司/个人（个人用户默认抬头为认证人的真实姓名）名称，公司需填写纳税识别号，个人

无需填写。

https://www.js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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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起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可以开具的发票内容为“软件服务费”。

开票规则

建议您于每月 10 日前向杭州起码科技有限公司索取上月的手续费发票，杭州起码科技有限公司会在

每月 20 日统一开票并寄出，每月限索取一次发票。

您可以在当月对上月发生的手续费申请开票，开票金额受本说明中商户开具发票的金额规则限制。

商户开具发票的金额规则说明

手续费：建议您金额累计满 100 元时，向杭州起码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开具发票。

会员服务费：按照实际消费金额开具。

发票邮寄

除 VIP，铁杆会员商户之外，发票的邮寄费用须由您自己承担，且我公司目前暂不支持港，澳，台地

区邮寄。

如因您填写的地址错误，不能送达的，由您自行承担责任。

功能路径

索取发票目前支持在有赞商家版客户端申请，店铺营收－发票管理 目前发票相关仅支持高级管理员

操作，其他账号暂无权限。

操作流程

发票管理分为两部分功能：发票索取、发票记录查看

1、发票索取（1）点击 发票管理 进入，点击 ［索取发票］按钮，若您当月未索取过发票，可看到

当前可开具的发票清单，费用按照时间倒叙排序，按月显示您缴纳的手续费金额。因为发票是按照次

月结算规则，您 11 月索取发票时 11 月的手续费仍处于未出账，可在 12 月结算。每月 1-3 日为上

月订单结算日，若您在此阶段发票索取，上月手续费仍处于结算中无法提报，建议您每月 4 日以后索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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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勾选需要结算的月份，点击［下一步］核对并补充完整发票信息，发票内容统一为“软件服务

费”，发票抬头为店铺认证时提供的信息，企业认证店铺需要提交与认证公司名称匹配的税号；个人

认证的店铺则不需要，若店铺尚未认证，是无法索取发票的。

（3）填写发票收货地址，确保地址及联系电话准确性。普通商户及商务会员需要提交 10 元发票邮

寄成本，该款额会一并在发票金额中开出，若发票未通过财务审核（比如税号没填对等原因）所支付

的 10 元运费会即刻退至店铺可用余额。铁杆会员与 VIP 会员则会免除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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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普通商户及商务会员在填写完信息后，点击［下一步］支付运费，默认用您的店铺可用余额支

付（推荐），快速完成运费支付，提交至有赞审核。若您店铺余额不足，可先对您的店铺余额充值再

支付。

（5）支付成功后，有赞视作您成功提交了本月发票索取信息（铁杆会员及 VIP 会员填写完信息后点

击［提交］默认为提交成功）。显示发票详情及审核状态。您可随时关注审核进度，再次期间，您不

能撤销或再次索取。若审核未通过，当月您可以再次索取。

2、发票记录查看

（1）点击 发票管理 进入，可查看所有发票索取纪录，包括发票金额，索取时间及审核结果，点击

每条数据可详细查看发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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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您上次未完成提交，如运费未付而中途退出，有赞保留您希望索取的发票金额及收货信息，

您只需完成运费的支付即可。若您在此期间店铺会员等级发生变化，享受索取发票免运费，您只需确

认详情后点击［提交］即可完成。

补充说明

手续费清单按月结算，发票索取清单中显示月总额，详情请查看收入/提现的收支明细。 未提报的手

续费可延至下次提报，目前暂不舍手续费开票有效期。发票收货地址提交后不支持修改，若信息错误

需联系客服等待驳回后重新索取。为节约时间提交效率，请各位商户认真仔细填写并核对后再提交。

更新：

各位商户，

随着有赞业务的扩充，商家在有赞平台产生更多类型费用。为保证更完善提供更专业的发票业务，有

赞即日起对原发票索取业务进行升级（撒花～）

本次升级点包括：

1. 支持企业认证及官字号认证店铺申请 增值税专用发票，首次申请需提交资政证明，有赞审核通过

后即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目前暂支持在商家版 APP 端申请，申请需提交：企业名称、税号、企业注册地址、电话、开户银行

信息、银行账号信息，上传资格证明文件。

其中企业名称同发票抬头，如需修改，需至店铺认证进行信息更正。

2. 支持分费用项目按需开具。店铺运营产生的费用依旧保留当月产品次月结算，但支持根据商家需

求选择单项或多项费用开具。目前有赞支持索取的费用有:

交易手续费：订单交易产生的手续费用，不同身份商家收取不同比例的费用

收费细则戳：2016 年 6 月 24 日更新：有赞商家版交易成本补贴及扣点的说明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784


- 242 -

应用订购费：指商家购买各类营销插件（如：多人拼团、分销员（原销售员）等）实际支付产生的费

用，该项费用为插件类应用总和

短信服务订购：指购买短信包费用

会员费/版本服务费：店铺购买多种时长的商家版费用（含 VIP 会员）

供货商平台服务费：针对供货商每笔采购单收取 1%服务费

3. 支持交易手续费退款抵扣。当月出现的手续费/服务费退换自动在当月结算，跨月出现的手续费/

服务费退款次月抵扣清算

4. 新增商家版 PC 端后台查看发票索取记录。路径：商家版后台－资产－发票管理，可查看店铺历史

索取发票记录、状态、金额、抬头/税号、发票收货地址、物流信息等信息

5. 发票申请记录可在发票管理页面同步查看，且支持查看每次索取的发票详情及费用明细

6. 申请中新增税号校验，新增发票类型更换，支持发票提交后修改，支持未支付运费的发票撤销重

新索取

7. 优化商家版 APP 索取后的发票详情页面，记录发票处理时间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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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赞币

有赞币介绍

有赞币是由有赞向有赞商家版的商家发放，仅可在有赞商家版使用的一种虚拟币。有赞每次发放有赞

币后，需由商家主动领取。领取成功后，有赞币计入该店铺的有赞币余额账户。



- 244 -

有赞币领取方式

商家通过上述途径获得有赞发放的有赞币，需要进入相应的页面（支持 APP 和 PC）自行领取。若自

有赞币发放之日起 30 天内商家未领取，未领取部分的有赞币则自动作废。

有赞币有效期

有赞币发放后 30 天内，商家未领取的将自动作废；已领取的有赞币，自有赞币发放当月 1 日起计算

有效期，有效期一年。

有赞币抵用规则

商家在使用有赞币抵扣现金时，系统自动先行抵扣发放日期在前的有赞币，即，先行抵扣即将过期的

有赞币。

有赞币使用范围及限制

有赞币的使用范围详见订购各服务、营销功能等的具体付款页面；

商家不可同时使用有赞币和邀请码；

若商家使用有赞币抵扣部分或全部现金时，在有赞币只可抵扣部分现金时，只能一次性使用所有有赞

币，商家不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定义输入想抵扣的有赞币数额；在有赞币足以抵扣全部现金时，现金

取整部分的金额须使用有赞币抵扣，小数点后面的金额商家需通过店铺余额进行付款。

有赞币的退款

订购有赞各类业务发生退订（退款），需要扣除该业务通过订购、邀请、奖励所获赠的有赞币，如账

户有赞币不足，则从业务退款金额中扣除相应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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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邀请奖励

1.邀请码如何获取

商家成功注册或登录有赞商家版后，可立即获取店铺初始邀请码。

2.什么是个性邀请码

初始邀请码默认为注册手机号码，为方便推广，您也可以设置个性邀请码，但仅可设置一次，设置成

功后初始邀请码依旧有效。您可以长按复制任一邀请码并分享给其他商家，其他商家填写邀请码并订

购后，您可领取店铺邀请奖励。

3.邀请码奖励规则

其他商家使用邀请码并首次订购［有赞商家版 半年期］，您可领取 100 有赞币奖励（非首次订购可

领取 80 有赞币奖励）；其他商家使用邀请码并首次订购［有赞商家版 1 年期］，您可领取 200 有

赞币奖励（非首次订购可领取 150 有赞币奖励）；其他商家使用邀请码并首次订购［有赞商家版 2

年期］，您可领取 400 有赞币奖励（非首次订购可领取 300 有赞币奖励）；其他商家使用邀请码并

订购有赞 VIP 会员，不享受奖励。

4.邀请码是否可以自己使用

不可以。邀请码仅作为推广奖励，用于其他商家订购服务使用，本人使用邀请码订购没有奖励。

5.邀请码奖励发放时间

好友订购服务后 48 小时后，有赞将发放对应邀请码奖励。

6.邀请码奖励如何领取

邀请码奖励需及时领取，自奖励发放之日起超过 30 天未领取的自动失效，邀请码奖励领取规则见有

赞币使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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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收入和提现常见问题汇总

1、为什么我的 7 天收入显示为 0？ 您好，7 天收入指的是今天起的前 7 天的收入统计，包括 7 天的

订单数也一样。 ，如果正好是新一轮的 7 日收入未有交易产生，就会显示为 0 了。

2、如何设置／修改提现账号？

您好，因目前不要求入驻有赞即认证，新商户入驻，在进入有赞店铺后台点击订单—收入提现—点

击提现，未认证店铺此时需要先完成认证流程，方可设置提现账户信息。如何设置提现账户：选择您

需要添加的银行卡信息（备注：部分银行在添加的时候需要填写开户行名称以及地址，部分不需要，

这是根据您选择的提现银行决定的）

【温馨提示：1. 请仔细填写账户信息，如果由于您填写错误导致资金流失，有赞概不负责 2. 只支持

提现到借记卡账户，不支持提现到信用卡

3、提现金额多少起可提现？可以同时进行多笔提现吗？

您好，

提现金额不得低于 1 元。

现在有赞已经支持分批提现（即，您可以随机选择设置提现金额并且可以同时进行多笔提现）

4、什么是交易记录？

您好，交易记录是指目前通过有赞微商城微信支付-代销、银行卡付款-百度钱包、银行卡付款-联动

U 付支付的实物商品订单，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卖家未发货前，均属于待结算金额，该笔资金暂不结

算至你的可提现余额。需等待卖家发货后 T＋7 个工作日后，订单状态调整为交易完成，系统自动结

算货款至你的可提现余额中。具体详情点此参考

5、为什么待结算金额显示负数？

您好，待结算这里会把所有进行中的交易金额放入，退款的话就会是负数 ，未来会把退款这部分区

分开的。

6、什么类型的订单会进入收支明细？为什么微信支付－自有和货到付款的不显示？

您好，有赞后台提供的支付方式里只有 微信安全支付-代销，储蓄卡，信用卡支付的会进入收支明细。

微信安全支付-自有 是直接进入商家的财付通帐号／微信支付商户账号，货到付款是直接付款给商

家。有一个特例：多人代付。 多人代付的支付周期比较长，在支付过程中如果商家切换 微信安全支

付-自有， 微信安全支付-代销 这两个支付方式。会造成一笔订单部分金额使用 微信安全支付-自有，

其余金额使用 微信安全支付-代销，只有使用 微信安全支付-代销 的那部分金额会进入收支明细。

7、提现后多少时间能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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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银行卡提现到账时间为：T＋1（T＝提现日 18 点前）正常工作日，隔天到账，节假日顺延。 对

公账户非建行、非工行是手动处理可能到账时间会慢一点，提现转账各银行处理机制不同，会有到账

时间的偏差，一般最长的周期是三个工作日。（查看详情）

8、什么是不可用余额？／提现、退款成功后不可用余额记录未消失？

您好，不可余额中会根据不同的业务需求，展示当时正在发生转账的资金记录，例如：退款、提现等。

成功后不再显示，失败后资金会退回您的有赞账户余额。提现、退款成功后不可用余额记录未消失部

分有缓存情况，请联系有赞客服。

卖家有赞账户不可用余额及记录

收入业务中新增“不可用余额”账户，用于记录您的有赞账户余额在：“提现中”、“退款中”、“返

现中”、“结算中”等状态时，正在发生账户间转账的资金情况，便于您了解资金的去向。

9、您可以在微商城后台：订单>>收入/提现>>我的收入>>查看；

当您的店铺账户当前有部分资金不可用时显示，否则不显示；

当您有一笔资金正在申请提现时，提现记录中将关联相应的不可用记录。成功后不再显示；

不可余额中会根据不同的业务需求，展示当时正在发生转账的资金记录。成功后不再显示，失败后资

金会退回您的有赞账户余额；

新版收入提现、收支明细、提现记录

新版的收入提现服务，将更加注重页面的整洁，并且着重区分主次信息，保证各位卖家对于信息可读

性，因此我们对以下三项功能除了新增筛选功能和关联订单功能以外，更对页面结构做了调整，精简

部分非必要信息或折叠。

我的收入

1、新增：店铺账户信息区域；

2、新增：线上支付方式的启用关闭状态；

收支明细

1、新增：起止日期的筛选；

2、新增：明细类型的筛选；

3、新增：明确区分支付渠道；

4、新增：收支明细关联订单记录；

5、新增：导出支持筛选；

提现记录

1、新增：起止日期的筛选； 2、新增：提现状态的筛除； 3、新增：提现至 xxx 银行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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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问题汇总部分内容。

我会尽量写的细致一些，时间紧的朋友可以只看重点（红字部分）。

1、什么样的订单会进入收支明细？

我们一共支持过支付宝，银行卡，信用卡，微信支付-自有，微信支付-代销，多人代付，等多种支付

方式，中间变更过银行卡和信用卡的支付服务提供商。目前系统支持 微信安全支付-自有， 微信安

全支付-代销， 银行卡（百度支付）， 信用卡（联动优势），货到付款 等支付方式。

这些支付方式里面，只有 微信安全支付-代销，银行卡（百度支付）， 信用卡（联动优势）会进入

收支明细。微信安全支付-自有 是直接进入商家的财付通帐号，货到付款是直接付款给商家。

有一个特例：多人代付。

多人代付的支付周期比较长，在支付过程中如果商家切换 微信安全支付-自有，微信安全支付-代销

这两个支付方式。会造成一笔订单部分金额使用 微信安全支付-自有， 其余金额使用 微信安全支付

-代销，只有使用 微信安全支付-代销 的那部分金额会进入收支明细。 目前多人代付的订单只有整

个代付完成之后才会进入收支明细，现在正在对这一部分进行优化，以后即使整个代付订单未完成，

只要发生了支付行为，就能在收支明细中看到这笔收入。

2、什么时候能在收支明细看到用户的付款？

对于普通订单，非担保交易订单，卖家发货后入账；担保交易订单，目前我们的入账是 T＋7 个工作

日；加入消费保障保证金卖家发货后立即入账；跟快递签收没有关系，只要符合要求，在 1-2 分钟之

内就能在收支明细中看到这笔付款。我们每隔一个小时会核对一下前一个小时的数据，处理实时对账

漏掉的订单。每天会核对一下昨天的数据，处理漏掉的情况。目前这一部分，已经做到了很高的可靠

度。

多人代付的订单只有整个代付完成之后才会进入收支明细，现在正在对这一部分进行优化，以后即使

整个代付订单未完成，只要发生了支付行为，就能在收支明细中看到这笔收入。

双十一的部分代付订单，已经代付成功，仍然没有进入收支明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我们会在 1-2

天之内修复。

3、提现处理时间（重要）

2015 年 7 月 1 日开始，全网所以提现周期调整至 T+1 到账，不再区分企业和个人认证，节假日顺

延。

周六，日有赞及支付公司（财付通，联动优势 等）均不上班。因此我们五会尽量给商家付款，但不

保证一定会付款。周六日我们不付款。因此在申请提现的时候请注意：如果大家在周五申请提现，周

六我们不一定会处理，就只能等到周一处理

4、提现到账时间，状态更改时间（重要）

我们处理提现的过程是向财付通 发起付款申请，一旦发起申请，就没办法中止，只能等待财付通返

回成功或者失败。

财付通的处理时间是 24 小时，从我们发起付款申请开始算，财付通会在 24 小时之内打款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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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赞后台的提现状态不是在钱款到账的那一刻更新的，而是延后几个小时（一般 2-3 个小时，超过 1

天状态未更新一定有问题，请回帖询问）。（付款成功的消息从银行同步到财付通，再从财付通同步

给我们需要时间。） 所以收到付款短信马上来查看提现状态怕是要失望了。

5、付款不成功

目前大部分付款不成功的商家都是收款信息不完善，完善的收款信息一般没有问题。 确实存在一些

商家已经是完善而准确的信息，但仍然提现不成功，可以单独回帖询问。

6、万一中的万一

熟悉银行业务的人都知道，提交给银行的转账申请，银行检查数据无误之后接受了，一般到这一步我

们认为是转账成功了。但是银行是有可能发生退单的。有时候我们提交给财付通的申请，财付通已经

告诉我们支付成功了，有赞后台也更新状态为提现成功了，但是商户们没有收到钱，这很可能就是银

行退单导致的，请单独联系我们。 商家在有赞后台看到提现成功之后，最好也查一下银行的收款记

录，以防退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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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何申请提现

店铺有订单入账，就可以申请提现啦

操作路径：

有赞店铺后台-资产-我的收入-提现

操作流程：

1、首先要先通过有赞店铺认证 查看教程；

2、订单资金结算完成，进入可提现金额中查看详情；

3、在后台设置提现银行卡，分分钟就可以申请提现拉~

流程介绍：

前面两步请直接查看教程

1、输入银行卡账户信息；

注意：

账户信息请仔细核对后再填写，否则资金无法提现成功的哦。不知道开户行戳我

2、设置好后就可以申请提现啦注意：

目前提现都是 1-3 个工作日到账，节假日顺延。

提现常见问题：

Q:订单为什么一直不能提现，金额一直在待结算中？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60&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41/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727&extra=page%3D1/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195&extra=page%3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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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您好，有赞担保交易在没有维权退款的情况下，商家发货后 7 天自动结算，结算之前钱款是显示在

待 结算余额。结算后钱款进入账户余额才可以提现。如果买家自主确认收货，可以实现即刻结算。

具体结 算规则参考：点此

Q：虚拟商品为什么不可以确认收货？

A：目前虚拟商品订单入账规则是这样的：1、 虚拟商品交易订单若未扫码核销，则需等待 T+7 天

后该笔订单金额才入账可提现。此时订单状态【交易完成】，但点击订单详情查看会显示【二维码未

使用】2 、虚拟商品交易订单扫码核销后订单状态会立即变更为【交易完成】，且订单金额立即入账

可提现，无需等待 T+7 天

Q：为什么我交易成功了，可用余额没有钱款入账？

A：您好，请您核实一下您的订单支付是否是微信支付-自有或者是货到付款的支付方式。微信支付

自有是通过微信财付通通道进行结算的，结算到微信商户平台的财付通账户中，货到付款是您线下直

接同买家进行结算，所以不会钱款入账噢。

Q：提现是否收取手续费？

A：提现目前是全额补贴，暂不收取手续费。

Q：对公账户设置为什么会提现账号填写不正确？或者卡号长度不正确？

A：对公账户设置必须要提现基本户开户许可证上面的账号。一般户和结算卡都是不可以的，这个 2

种账号只能借款转存，不能用于收款。

Q：提现失败后的钱款去向？

A：提现失败后的钱款是不做扣除的，会直接从不可用余额解冻至可用余额。

提示：

修改当前提现银行卡信息是不影响正在提现中的申请的，只会影响后面的提现银行卡的信息；

如果当前有正在提现的没有提现成功信息还是你没有编辑之前的信息，相当于是把银行卡的信息做了数据快照

保存留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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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交易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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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型的分解说明

1、货到付款：非网上支付，消费者收到货品后当面付款；

2、有赞收银台：通过“有赞收银台”功能引导买家扫码付款的直接交易；

3、微信支付-自有：商户前往微信申请自己的收款账户，并自行在财付通后台提现至对公账户；

4、普通交易：通过有赞的微信支付代销、支付宝付款、储蓄卡付款、信用卡付款或供货商端分销采

购单等方式代收货款（有赞代理销售），商户再从有赞结算货款。

交易补贴及扣点方式的分解说明

1、货到付款、商家版商户通过分销平台分销他人商品产生的分销订单继续延续 2%的交易补贴。即：

交易扣点为 0；

2、微信支付-自有的交易方式，有赞补贴 1.6%。即：收取交易扣点 0.4%；

3、通过有赞的微信支付代销、储蓄卡付款、信用卡付款成交的普通交易 2%的交易成本，有赞补贴

1%。即：收取交易扣点 1%；

4、使用普通交易方式的有赞收银台，有赞补贴 1.4%。即：收取交易扣点 0.6%；

5、使用微信支付-自有的有赞收银台交易，有赞端的 2%的交易成本全额补贴。即：交易扣点为 0；

6、供货商通过“有赞供货商”平台（含全员开店）获得的分销商下达的采购单，按照分销采购单金

额向供货商收取 1%的供货商平台服务费。

其他事项：

1、会员增加补贴：

有赞 VIP 商户的微信支付-自有、普通交易再补贴 0.4%（了解成为会员商户）。

2、提现及收支明细：

商户货款提现不收取任何费用。交易补贴记录详见：a.有赞商家版 PC 后台-订单-收入/提现-收支明

细；b.有赞商家版 APP-店铺营收-收支明细

3、如何申请手续费发票？

有赞商家版 APP 已上线手续费“发票管理”功能，商户可每月 4 日后申请开票，发票项目统一为软

件服务费。“发票管理”操作路径：有赞商家版 APP-店铺营收-发票管理

4、退款订单，交易手续费和交易补贴退回

由于第三方支付公司针对订单退款后，并未向有赞退回交易手续费。为了提升体验、尽力减少商家售

后经营成本，商家的订单退款后，交易手续费将由有赞承担，并退回至商家店铺余额。（详细了解退

回方式）

订单退款后 交易手续费和交易补贴退回

目前，由于第三方支付公司针对订单退款后，并未向有赞退回交易手续费。而有赞为了给商户们提供

更好更完善的服务，促进有赞大生态体系更正向发展。商家的订单退款后，交易手续费将由有赞承担，

并退回至商家店铺余额。

https://www.youzan.com/intro/vip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8609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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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 12 月 16 日 0 时起，商家的订单发生退款后，有赞将向商家退回相应比例的交易手续费

退回至商家店铺余额，同时此前有赞已给予商家的交易补贴也将按照相应比例，从商家店铺余额中扣

除退回至有赞。

在 2015 年 10 月 22 日 0 时～2015 年 12 月 16 日 0 时期间，商家已经产生退款的订单，有赞已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 1 时完成了相应的手续费退回和交易补贴扣除，您可以通过店铺余额的收支记录

了解账务明细。

通过“微信支付-自有”支付的订单，由于目前仅支持在线标记退款功能，有赞无法有效核实商家是

否退款给消费者，因此该支付方式的订单，发生“标记退款”后，不退回交易手续费，也不扣除已经

给予的交易补贴。

关于退款比例：如，目前每笔订单交易手续费 2%，有赞给予 1%的交易补贴，买家支付订单 100 元。

后续由于该订单发生 50 元退款时，有赞将退回 50*2%的手续费到商家账户余额，同时从店铺余额中

扣除 50*1%的交易补贴退回至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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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

1.营销中心

产品更新：

为了让大家更便捷的使用营销模块的各个功能，我们对营销模块的架构进行了调整。

营销的二级菜单将分为以下几个：1、营销概况 2、我要推广 3、开放服务 4、应用市场。下面我将

逐个介绍

营销概况

重要改动

原二级菜单"模版市场"，放到营销概况的店铺拓展分类

新增了"快速打单"入口，放到营销概况的店铺拓展分类

新增了"会员卡"和"会员储值"功能的入口，和"礼品卡"一起，放到营销概况的会员卡券分类

新的分类

经营渠道：提供微博，微信，小程序和今日头条等各种渠道供商家经营和推广店铺

店铺扩展：提供店铺扩展能力，助你提升店铺的经营效率

促销折扣：提供基础的促销折扣功能的营销插件

会员卡券：会员卡券相关功能。现包括会员卡，会员储值和礼品卡

行业方案：特定行业解决方案。现包括知识付费和酒店预订

交易玩法：提供有特色的营销玩法。主要包括拼团，拍卖，周期购，发券，送礼等

互动营销：互动营销类插件。主要包括签到投票和各种小游戏，用于和客户互动，提升活跃度

第三方应用：在这里，你可以找到适合你的第三方应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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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推广

此模块和线上保持一致，没有改动

开放服务

此模块和线上保持一致，没有改动

应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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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有赞第三方应用市场独立出来，作为二级菜单。点击后打开：应用市场。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适合你的第三方应用工具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营销模块架构调整

1.1 经营渠道

1.1.1 微信公众号

1、微信概况

https://www.youzan.com/market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36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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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信概况，可以直观了解微信公众号一周内的增减、互动、浏览趋势。

绑定微信公众号有什么用？

公众号绑定有赞后，您可在有赞后台设置自定义菜单、自动回复、进行粉丝管理等。公众号将是您店

铺面向粉丝的重要出口，您可向粉丝群发推送活动通告、上新通知，和您的粉丝直接的交流和沟通，

粉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内点击进入您的店铺浏览商品，并完成最终的购买。

特别注意：不同类型的公众号，接口权限不一致，在有赞后台拥有的功能也不一样。



- 259 -

2、微信实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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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导出信息乱码的问题：

答：1、目前 windows 系统的不断更新也是有赞无法控制的，所以偶现的订单导出乱码有可能是受

windows 版本影响

2、尝试用记事本打开导出的 cvs 文件，然后另存为 ANSI 格式，再用 excel 打开。

3、买家的很多个人信息包含一些特殊字符，这些字符我们的系统在订单导出的时候会进行一定的筛

选过滤，但是不能排除个别特殊的字符， emjoy 表情丢失，所以导致订单导出乱码。建议排查后，

跳过该买家的下单时间进行订单分批导出。

有赞中的"微信"下的“微信实时信息”与粉丝对话记录能保存多长时间？（未授权给有赞的微信公众

号上与粉丝的对话内容只能保持 5 天就自动清空了）

答：会一直在的。但是导出聊天记录只支持最近三天。

有赞后台微信端微信实时信息总是语音获取失败，如何解决？

答：登录亲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去把语音识别成文字那个接口关闭就好啦

3、图文素材

商家通过有赞平台群发消息给用户时，可以选择通过图文素材创建的消息内容，内容和样式更为精美，

从而提高消息被用户打开的概率。

备注：所有认证订阅号和认证服务号，均可以使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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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路径：有赞后台－微信－图文素材

操作流程：

图文素材新建

图文素材包括微信图文和高级图文两类，每种类型的图文又能分为单挑图文和多条图文两种。

微信图文：可用于群发；

高级图文：可用于关键词、扫码、自定义菜等回复 ；

编辑图文素材

微信图文的标题设置 微信图文的正文设置

点击上架，完成图文素材的编辑

流程介绍：

微信图文 路径：店铺后台-微信-图文素材-新建微信图文

编辑标题、作者、封面图片、摘要、正文等信息；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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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通微信支付功能的公众号，在制作微信图文会有链接预览正常，可以点击跳转，但是实际通过群发后，并

不能跳转，链接失效，是微信端限制，特别注意 如需添加超链接，可在底部“设置链接到的页面地址”，用

户可以通过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查看；

高级图文

路径：店铺后台-微信-图文素材-新建高级图文

编辑标题、封面、超链接等信息；

场景示例

1、微信图文（高级图文不可用）可以用来主动群发给用户，给店铺带来访问、关注和成交

2、可以设置自动回复，通过买家的互动，给用户推送对应的信息

3、可以设置自定义菜单，引导买家进入设置的图文页面

问题：怎么把文字信息复制到图文素材中，现在无法粘贴，用（ctrl+v 也不行）

方法&解决方法：您好，暂时不支持带格式的内容进行复制粘贴，您可以把内容复制到 word 然后再

复制到图文素材中哦。

问题:图文素材里的图片为什么不能点击后出现图片浏览器而一张张浏览

原因&解决方法：通过群发预览出来的图文可以，有赞的网页还不支持。

问题：图文素材怎么链接商品?

群发的图文素材，怎么样让粉丝一点进去就是产品购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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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赞群发功能怎么可以使用购买图文?

原因&解决方法：

1、微信图文：点击“阅读原文”就可到达商品购买页面；

2、设置高级图文可以点击进入直接进入有赞的页面，但是设置的高级图文不能用于群发，只可设置

自动回复哦；

3、2014 年的 11 月之前的微信认证服务号，且开通微信自有支付的可以到微信后台群发引导粉丝直

接进入你的有赞微商城店铺。目前已经微信已不支持该功能。

4、认证服务号且开通微信支付的用户可以在微信公众后台群发带有第三方图文的外链的功能的呢。

有赞的图文素材目前不支持添加视频，如有需要，建议您使用微页面添加视频。

如果您需要群发带图文的视频，建议您到微信后台进行群发，或者根据上方的方式，在微页面中添加

视频，再将链接放置到图文素材“阅读原文”处即可。

图文素材常见问题汇总

问：已经群发的图文素材在历史消息里面没有显示？

答：如何查看有赞群发的历史消息？---经验贴

问：怎么在图文素材里添加投票内容？

答：您好，暂时不支持直接添加，建议您先在应用营销-投票调查中创建投票之后，再到图文素材的

阅读原文中进行链接。

问：从有赞后台发布的微信图文素材，点击副标题不能直接关注？

答：您好，请登陆店铺后台，到设置－店铺设置－微信账号－快速关注－进行设置下。页面点击“开

启”有教程，点此查看

问：怎么把文字信息复制到图文素材中，现在无法粘贴，用（ctrl+v 也不行）

答：您好，暂时不支持带格式的内容进行复制粘贴，您可以把内容复制到文本中，然后再复制到图文

素材中哦。

问：图文素材群发出去怎么删除？

答：您好，群发之后没办法撤销，因为文件已经传输到了微信服务器，所以没有办法进行删除。

问：图文素材往期用过的图片，怎么整理删除呢？

答：您好，可以在后台进行删除，路径：店铺-我的文件

问：有赞平台能否同步和管理微信官方平台上的图文素材

答：您好，微信公众后台编辑好的图文，是无法同步到有赞后台的哟，亲需要在有赞后台重新设置。

路径：微信-图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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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图文素材里的图片为什么不能点击后出现图片浏览器而一张张浏览？

答：您好，暂时不支持哦。

问：图文素材中如何添加视频？

答：您好，图文素材暂时不支持添加视频，视频功能只能在微页面设置，具体请参看此教程

问：微信图文和高级图文有什么区别？

答：1、微信图文：该类型可用于群发。关键词、扫码、自定义菜单等回复，推荐使用高级图文；

2、高级图文：不可用于群发。

问：高级图文有什么用？

答：您好，高级图文可以设置到自定义菜单或者自动回复。高级图文不支持群发是微信把接口回收了。

不确定微信是否还会开放。

问：微信图文素材可以加超链接吗？

答：您好，目前只可以添加阅读原文链接。另外，如果您是认证服务号并且申请了微信支付，就可以

打开的。但是如果没有向微信申请微信支付的话，这个超链接就打不开的哦。

问：图文素材怎么链接商品/群发的图文素材，怎么样让粉丝一点进去就是产品购买页面/有赞群发功

能怎么可以使用购买图文

答：

1、微信图文：点击“阅读原文”就可到达商品购买页面；

2、设置高级图文可以点击进入直接进入有赞的页面，但是设置的高级图文不能用于群发，只可设置

自动回复哦；

3、2014 年的 11 月之前的微信认证服务号，微信后台群发引导粉丝直接进入你的有赞微商城店铺，

点此查看

4、且开通微信支付的用户可以在微信公众后台群发带有第三方图文的外链的功能的呢。

问：从微信公众号那里发布是规定一个月 4 条的，有赞一个月能群发几条？

答：您好，在有赞后台发送条数是不限制的，但是粉丝最多只能收到 4 条，这个限制是微信那边的哦。

4、群发信息

群发微信产品升级，新增 “最近访问”，“最近加购”两项条件，可以更加精准的找到粉丝，进行

定向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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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路径： 有赞微商城店铺后台，营销－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发

先看下更新的内容：

看起来仅是两个简单的选项，但却是对流量、加购数据的全力跟踪。结合已有的条件，可以玩出更多

的花样。

场景举例：

1、找到关注未到店的粉丝，定向运营

大家在做推广公众号的时候，经常会遇上部分消费者，仅仅关注了公众号，但是却一直没有来过店铺。

那我们可以这么玩：

筛选条件：

（1）关注时间：1 个月内

（2）最近访问：无访问

给近期关注但是没有访问店铺的消费者，单独发一条推送图文，并为其发放一张优惠券。吸引其尽快到店铺，

转化为付费客户

2、找到有较强兴趣但是没有消费的粉丝

有很多粉丝可能来到店铺后，看到感兴趣的商品，添加了购物车，不过还在犹豫要不要购买。此时，便可以给

他们定向发送图文消息，加速他们的消费决策

筛选条件：

最近消费：6 个月前

最近加购：1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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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这批粉丝单独发一条声情并茂的图文，附上领取优惠券的链接，进一步打动消费者，令其从兴趣粉丝转变为

实际下单付款的消费者

还有更多的玩法，大家可以自己挖掘哦~

还不太清楚高级群发微信规则的商家，可以参考这篇帮助贴 群发高级版使用说明

群发微信是商家主动向粉丝推送信息、推广店铺的一种有效手段，一般情况下，一次群发能给卖家带

来短期内访问量的增长，如果群发内容得当，还可以提高粉丝活跃度和店铺成交。

功能路径：

有赞后台-微信-群发微信

操作流程：

1、进入有赞后台—微信—群发微信

2、筛选发送人；

3、根据内选择发送形式题材。

流程介绍：

进入有赞后台—微信—群发微信；

筛选发送人；

https://help.youzan.com/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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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发送内容的形式；

如选择发送图文（目前只支持群发微信图文），点击选取要发送的微信图文；

编辑完后，可选择“直接群发”或“手机预览”或“定时发送”。推荐：手机预览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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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发常见问题汇总

问：【微信群发】粉丝有好几千，但实际成功接收到的粉丝很少，为什么？

答：1、无论使用我们平台还是微信官方群发，认证服务号都是只能向该公众账号的粉丝推送 4 次/

月图文消息，即每位粉丝只能在本月收到 4 次群发内容。

2、如果收到图文消息超过了 4 次，后面您再进行群发时，他们是无法收到的哦。比如：您有 1000

个粉丝，其中 800 个已经收到了 4 次了，您再群发给所有人时，会显示：发送人数：1000，接收人

数：200 哦。

问：用有赞发过群发，还能用公众平台发吗?

答：您好，可以的。群发是不分有赞群发还是微信群发，用的都是微信群发的接口，只不能超出限制

哦。如您是认证服务号，那么无论您是在微信平台还是在我们平台群发相加每月只能向粉丝推送 4

次图文消息。

问：有赞店铺微页面，怎么用有赞微信群发？

答：您好，高级图文消息是无法进行群发的呦。设置普通图文消息的时候，插入微页面的链接就可以

进行群发了。

问：为什么群发之后，超链接没有了，点击不了？

答：您好，无论是在有赞后台还是微信公众平台，目前只有认证服务号以及开通微信支付的用户可以

群发带有超链接的图文。否则，您群发之后，超链接都会被屏蔽掉的。只能在“阅读原文”处进行超

链接。

问：老订阅号，目前已经无法通过有赞后台群发消息，，希望用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群发消息，发现

今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依旧无法群发消息，怎么办？

答：您好，老的订阅号是因为微信官方已收回权限，具体解决方法请点此查看

问：认证订阅号，绑定后可以使用有赞后台的群发吗？

答：您好，可以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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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群发的文章中是会含有商品图片的，如何设置直接点击商品图片直接跳转至商品链接呢？

答：您好，认证服务号开通微信支付后，在微信后台进行群发，才有此功能。具体看公告：2014 年

的 11 月之前的微信认证服务号，微信后台群发引导粉丝直接进入你的有赞微商城店铺。

问：如何给已有标签的粉丝群发消息？

答：您好，需要到客户－标签设置－找到这个组的粉丝勾选群发所有即可。

通过有赞群发的图文里面的图片是没有水印的，只有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里面群发的图文才可以加水印

微信官方【全局返回码说明】

5、定时发送

问题：

定时群发设置没有显示任务

原因&解决方法：

定时群发将在时间到的时候才会进行图文或者媒体资源的上传操作。好处是图文的创建时间将与发送

时间一致。坏处是发送是有可能会出现图文上传失败这种不可控的错误。

6、自动回复

自动回复，就是当用户关注或者发送一条消息给公众号时，系统会根据商家预先设置好的条件和内容，

给用户回复一条消息。这样一方面能减少商家的运营成本，同时也让用户自助、高效的了解更多信息

操作路径：

店铺后台-微信-自动回复设置

操作流程：

关键词自动回复

关注后自动回复

消息托管

小尾巴

每周回复

流程介绍：

关键词自动回复：

https://mp.weixin.qq.com/wiki?t=resource/res_main&id=mp144524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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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识别到用户的信息是关键词（全匹配）或包含关键词（模糊匹配），系统就会返回您预先设置的

内容，如图文、音频、店铺、活动链接等。

如上图，添加关键词自动回复，需要点击左边的“新建自动回复”并编辑好这个规则的名称

输入关键字，选择全匹配或者模糊匹配。（注意事项：模糊选项是假如你设置了 ab，用户回复 ab，

或 abcd 才可以自动回复。而回复 a 是没有自动回复的。只多不少啊）

最后编辑好回复内容；关键字可以关联图文、店铺主页、会员主页等内容；

关注后自动回复：

用户在首次关注您的公众号时显示的内容，您可以在这里简单介绍您的公众号，编写简单指南引导用

户在您的公众号里进行操作。

点击关注后自动回复，如上图。

回复的内容有：如图文，表情，微杂志，店铺主页等，如上图。
注意：只有认证服务号在关注自动回复里面有图片、语音。

消息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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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托管模式开启后，不管粉丝给你发什么信息，未触发其他自动回复规则时就会回复以下你设置的

内容。为了避免让粉丝感觉到骚扰，同样的内容一个小时内只会回复一次。

分时段开启：如设置了 22:00-08:00 时间段开启，那么消息托管只有在今日晚上 10 点到第二日上午

8 点生效。

消息托管模式开启后，不管粉丝给你发什么信息，未触发其他自动回复规则时，会回复你预设好的内

容，此内容可以在［回复的内容］内编辑，如上图。
ps：还可以可以自己设置生效的时间段、每周哪几天使用、多久时间没有应答开启这个回复、多少分钟内只

回复一次

小尾巴

开启小尾巴之后，在关键字回复或者自动回复的消息后面，会带上的这条“小尾巴”；



- 272 -

每周回复

每周回复是能让你设定一(个/ 组)关键词之后，根据今天是周几回复配置后的不同内容（每周循环）
案例：杭州交通 918 公众号的 “限行” 查询功能。

场景示例

1、用户自助导航、资源操作

如用户关注您时，您可以简单的介绍您的公众号，列出常规的操作引导。

2、店铺流量引导

如用户回复“女装”，可将用户引导至您的女装店铺等。

3、发布信息

您可以通过关键词“最新消息”等返回对应的内容，突破微信平台本身消息推送条数的限制。

4、促销活动

您可以通过关键词“刮刮卡”等，发布促销活动链接，给您的促销活动带来流量。

自动回复相关常见问题

1、关键词自动回复能批量导入吗？

您好，不支持哦，需要手动设置。

2、请问关键词自动回复会同步到有赞后台吗？

您好，不能同步哦。需要在有赞后台重新再设置。

3、如何实现粉丝随便回复一个字，系统就自动回复一个内容？比如说，粉丝发了【回复】两个字，

但是在关键词回复中我并没有设定，怎样能够回复信息回去？

您好，您可以使用消息托管哦。规则如下：

所有的内容都能够触发托管自动回复。逗号当然不例外。；

所有的自动回复都是触发之后马上回复，不会等待 50 分钟之后再回复。目前没有 50 分钟之后再发

消息给粉丝这个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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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分钟内无回复才触发 指的时， 从粉丝发消息给公众号的那个点截止，在之前的 50 分钟内都没有

回复过消息给粉丝，那么就会触发托管自动回复。举个例子，假如粉丝于 10：00 发了一个消息给公

众号，那么如果在 9：10 至 10：00 这段时间内，公众号没有回复过消息给粉丝，那么此时触发托管

自动回复。这个自动回复消息会立即返回给粉丝。

4、关键词回复怎么添加音乐？

您好，点此查看教程

5、添加了关键词为什么没有回复？

您好，请查看下是否设置了”第三方插件“，如果您开启了事件处理信息会把相关消息转给第 3 方，

而不是由有赞来回复。

6、设置关键词回复语音，一直显示获取音频超时？

您好，使用谷歌浏览器就可以保存 60 秒以下的语音，但是不能超过 60 秒哦，否则会出现这类报错

提示哦。建议您重新更换一下哦。

7、关键词自动回复能够创建多少条？

您好，没有限制的哦。

8、关键词自动回复设置后手机端不会回复？

检查是否开启了第三方插件，如有开启请关闭，第三方插件的开启会影响消息通道。

如果没有开启，请到后台右上角设置－店铺设置－微信账号－重新授权一次。

9、关键词回复语音，显示该公众号暂时无法提供服务？

您好，您需要进行重新授权即可。路径：有赞后台右上角—设置—重新授权

10、如何取消关注后才能购买的功能？

您好，在微信支付功能开启状态，才会出现“粉丝/非粉丝购买”选项。路径：有赞后台右上角-设置

-通用设置

11、自动回复设置里，关注后回复的活动是如何设置的？

您好，活动就是您设置的 刮刮卡、投票调查那些的活动设置，如果有，那么可以同步

12、关注后自动回复设置的图文信息，关注后怎么没回复？

检查是否开启了第三方插件，如有开启请关闭，第三方插件的开启会影响消息通道。

如果没有开启，请到后台右上角设置－店铺设置－微信账号－重新授权一次。

13、如何设置自动回复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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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签到关键词系统默认的。如果您想回复图文的话，可以在自定义回复或者菜单另行设置。

14、订阅号在自动回复中点击链接进入店铺，不能支付吗？

订阅号没有微信支付的权限，微信是严禁在订阅号在微信公众号内直接使用微信支付，所以只能是分

享到朋友圈或者发送给朋友的时候可以使用。关闭的话在店铺设置——支付交易里。具体详情请戳：

不允许跨号支付

15、设置了消息托管之后，粉丝发送消息会即刻自动回复？

所有的内容都能够触发托管自动回复。逗号当然不例外。

所有的自动回复都是触发之后马上回复，不会等待 50 分钟之后再回复。目前没有 50 分钟之后再发

消息给粉丝这个逻辑。

50 分钟内无回复才触发 指的时， 从粉丝发消息给公众号的那个点截止，在之前的 50 分钟内都没有

回复过消息给粉丝，那么就会触发托管自动回复。举个例子，假如粉丝于 10：00 发了一个消息给公

众号，那么如果在 9：10 至 10：00 这段时间内，公众号没有回复过消息给粉丝，那么此时触发托管

自动回复。这个自动回复消息会立即返回给粉丝。

16、有赞微商城的自动回复和自定义菜单在哪里设置？

亲您好，登陆店铺后台 ，路径：微信－自定义菜单／自动回复。

17、自动回复时，如何一下子回复两条信息 ？

认证的公众号才选择全部发送或者随机发送的。随机发送旁边有个灰色编辑，点击后可以选择 全部

发送。未认证公众号默认全部发送。

18、请问如何设置无论用户说什么都能自动回复？

您好，不支持该功能。您需要这个功能的话可以设置第 3 方插件，欢迎您自主开发。

19、为什么我店铺的微信版块只能设置图文素材和自动回复？

因为您捆绑的微信账号是未认证的订阅号。

20、自动回复“小尾巴”文字怎么加超链接？

输入文字，选中添加超链接即可。

21、微信设置里，营销回复如何使用？

用户发送关键字，回复相关营销活动。设置了关键词之后，选择了活动设置了自动回复。粉丝回复了

关键词，该活动就会推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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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小尾巴的作用是什么？

（1）文字回复，例如你设置的小尾巴为：本周五进行上新， 你回复文字是 亲，在的哦， 那么在买

家显示为：亲，在的哦 本周五进行上新.（2）具体写什么内容，更加自己的行业与店铺决定，可以

是活动通知，上新通知等等。

23、群发的图文，怎么设置历史消息，可以在手机上点开，就能看见？

您好，在微信公众平台群发的图文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历史消息看到群发的内容。有赞的后台群发

的历史消息，可以在微信－历史消息，复制链接放到自定义菜单或者自动回复上呢，具体点此查看

24 关注后回复可以设置回复多条？

有赞后台无法直接设置一次回复多条信息。

但是可以通过参数二维码设置多条信息。

也可以通过微信图文设置一条信息包含多条图文。

7、历史消息

有赞群发的历史消息不能显示在微信名片页，那如何才能让粉丝看到这些历史消息？

有赞群发图文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历史消息显示的条件： a.选择给所有人群发图文的时候，如果群发

成功，会进入历史消息列表； b.认证服务号如果选择分组群发，那么群发的消息将不会进入微信历

史消息的列表；

操作路径：

有赞后台-微信-历史消息

操作流程：

设置历史消息；

创建微页面，链接到历史消息；

将微页面链接到自定义菜单；

流程介绍；

到后台微信-历史消息，找到有赞后台的群发历史记录；

可选择将不需要显示的信息隐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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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微页面，在微页面中选择连接到历史消息；

将该微页面链接到菜单中

用户关注您的微信公众号后，就可以点击历史记录，查看到往期群发历史。您也可以直接将上方创建

的微页面展现给粉丝奥。

8、快捷短语

快捷短语是用于将一些常见问题的回复，添加到系统，便于及时快速回复顾客的一项功能

功能路径：

pc 端：登录有赞店铺后台，微信，快捷回复，进行添加内容

注意：仅限绑定微信公众号的店铺可以在电脑端进行添加

app 端：登录手机端 app 商家店铺后台，客户－点击“＋”，快捷回复，进行添加内容

操作流程：

pc 端：登录有赞店铺后台，营销-微信，快捷回复，进行添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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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在有赞多客服端直接进行添加

app 端：登录手机端 app 商家店铺后台，客户－点击“＋”，快捷回复，进行添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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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短语如何排序？

快捷短语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序的，您可以对快捷短语进行删除 新增 修改。

误区：有时候会把快捷回复和有赞账号签名混淆。

9、带参数二维码

商家通过有赞平台群发消息给用户时，可以选择通过图文素材创建的消息内容，内容和样式更为精美，

从而提高消息被用户打开的概率。 备注：认证服务号，可以使用该功能。

功能路径：

有赞后台－微信－ 带参数二维码

操作流程：

新建二维码

• 新建二维码名称

编辑二维码

编辑二维码的相关应用场景功能

完成

流程介绍：

新建二维码

• 二维码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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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二维码

通过编辑二维码可以设置以下功能：

• 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号

• 扫描二维码后公众号自动回复

• 为通过二维码关注公众号的粉丝打标签

• 为通过二维码关注公众号的粉丝设置用户等级

场景示例

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并且通过不同二维码回复不能信息；

扫描二维码可以对粉丝进行打标签（如何设置）和编辑等级（如何设置），通过以上标签可以衍生出

更多的玩法；

通过二维码可以衍生的更多玩法可以参考如下经验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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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贴】

带参数二维码的一些玩法

参数二维码，神器，你值得拥有

开个脑洞┃用带参数二维码打造员工激励机制。

10、自定义菜单

微信跟有赞绑定后，在“微信公众号”后台设置的自定义菜单将失效，需再“有赞商家版”重新设置

并发布，且未认证订阅号暂时不支持自定义菜单功能。

功能路径：

有赞后台——微信——自定义菜单——开启菜单

操作流程：

有赞后台——微信——自定义菜单——开启菜单；

点击添加一级菜单，设置回复内容；

点击添加二级菜单，设置回复内容。

流程介绍：

路径：点击微信——自定义菜单——开启菜单

点击添加一级菜单和二级菜单，分别设置回复内容；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4&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02/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400&highlight=参数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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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

1、有赞商家版绑定微信公众号后，自定义菜单可以设置哪些回复内容？

默认：一般信息、图文素材、微页面、商品、店铺主页、会员主页、投票调查、自定义外链。
注意：点击【其他】，将看到店铺主页、会员主页、投票调查、自定义外链；

2、自定义菜单最多可以设置几个？

一级菜单最多设置 3 个；

每个一级菜单下，可最多设置 5 个二级菜单；

3、自定义菜单设置后提交修改不成功

提示：有菜单没有回复内容，请修改后重新提交。
注意：自定义菜单必须设置回复内容，才能提交修改，发布成功；

4、为什么我提交修改了自定义菜单，但是微信上并未显示修改后的内容？

由于微信接口延迟，菜单修改后，已关注的老用户最长可能需要 30 分钟才会更新成功；

新用户是立即更新，如需即时查看，可先取消关注，再重新关注；

自定义菜单与网站导航区别

1、应用场景不同

自定义菜单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显示；

网站导航是在有赞微商城店铺显示；

2、回复内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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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导航只能回复：微页面、商品、店铺主页、会员主页、投票调查、自定义外链；

不能设置回复：一般信息、图文素材；

3、样式不同

自定义菜单只有一种样式；

网站导航目前有 5 种样式可供选择使用；

自定义菜单常见问题汇总

1、为什么自定义菜单发布失败？

（1）没有设置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后台自定义菜单功能没有开启 ；

（2）菜单标题不能是表情；

（3）回复的文字太多也会导致发布失败。

（4）重新授权下

2、微博自定义菜单显示在什么地方？

显示在微博的私信窗口显示的。

3、微信已经将未认证的订阅号 自定义菜单已经向第三方平台开放，为什么后台还是找不到呢？

4 月 29 号微信发布了未认证订阅号第三方开放接口：

经过技术程序测试，目前未认证订阅号开放的菜单是不完整的，主要不能返回文本，view 事件也不

完整。有赞会继续跟微信官方保持联系，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放的。亲耐心等待。谢谢理解。

4、有赞显示绑定失败，但是公众号显示被有赞绑定了，无法编辑自定义菜单了？

您好，请到微信公众平台－开发者中心重置下 appsecert，再到有赞进行设置－店铺设置－微信账号

进行重新授权

5、我的微信那里怎么没有自定义菜单啊

未认证订阅号目前由于开放的借口并不完善，不支持自定义菜单，如有开放会公告给大家的。如果是

授权后认证的请到有赞店铺进行微信重新授权呢。或者您提供下店铺名和微信名称给妹子核实下

6、订阅号认证后怎么还是不显示自定义菜单？

重新授权一下，进入我们的后台--设置--店铺设置--微信账号–重新授权。

7、自定义菜单提交失败？

（1）没有设置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后台自定义菜单功能没有开启

（2）菜单标题不能是表情

（3）回复的文字太多也会导致发布失败。

（4）重新授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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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什么找不到自定义菜单？ 您的微信账号是否是未认证的订阅号？如果是，那么授权有赞后是没

有的哈

9、有赞绑定微信订阅号，底部自定义菜单没有了。

非认证订阅号没有菜单。这个是受订阅号接口所限。如果你是认证订阅号，是有菜单的。请登陆店铺

后台-右上角设置-微信账号-授权。

10、请问有赞自定义菜单能做微社区连接吗？

亲您好，关于微社区的设置，亲可以参考一下教程

11、自定义菜单设置了无法生效，还是之前的样子？

自定义菜单设置了 发布成功后 取消关注重新关注就可以看到。

12、为什么认证订阅号自定义菜单里的会员中心需要登录呢？

您好，这个是因为认证订阅号在微信公众平台实际是没有粉丝登录态权限的呢。所以无法以粉丝身份

进行自动登录。

13、未认证个人订阅号如何建立自定义菜单？

关于 4 月 29 号微信发布了未认证订阅号第三方开放接口：

经过技术 GG 程序测试，目前未认证订阅号开放的菜单是不完整的，主要不能返回文本，view 事件

也不完整。有赞会继续跟微信官方保持联系，只要微信开放接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放的。

亲耐心等待。谢谢理解。

14、自定义菜单链接，如何获取用户信息？

您可以看看这个接口功能

15、无法修改自定义菜单，提示系统错误？

您的浏览器是什么类型的？是谷歌的么？ 如是的话，麻烦您修改下电脑的 DNS： 114.114.114.114

或者 223.5.5.5

16、怎么在自定义菜单中添加“维权”选项？

维权目前只有在订单详情里有。菜单里的维权微信官方已经取消。

17、微信授权给有赞，微信自定义菜单栏消失了？

您好，绑定有赞之后，菜单需要在有赞后台设置，路径：微信-自定义菜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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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设置了自定义菜单，但是公众帐号没有显示？

新自定义菜单会有 30 分钟左右的延时，可以尝试重新关注下看是否会更新内容呢。

19、自定义菜单的购物车和我的订单链接在哪里生成？

目前后台不提供，只能从手机端打开复制链接获取。

20、有赞微商城绑定微信订阅号之后怎么没有自定义菜单了？

关于 4 月 29 号微信发布了未认证订阅号第三方开放接口：

经过技术 GG 程序测试，目前未认证订阅号开放的菜单是不完整的，主要不能返回文本，view 事件

也不完整。有赞会继续跟微信官方保持联系，只要微信开放接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放的。

亲耐心等待。谢谢理解。

21、一个有赞账号可以绑定两个微信号吗？能给两个微信号设置自定义菜单吗？

首先，一个有赞账号下，可以创建多家店铺，每一家店铺都可以单独绑定不同的微信公众号；其次，

同一个有赞账号下 的，不同店铺是可以分别设置自定义菜单栏的。

22、自定义菜单怎么只插入图片？

您好，选择一般信息－选择图片导入

23、为啥禁用了自定义菜单公众号里面还显示呢？

您好，因为有缓存。取消关注再关注就会消失，或者 30 分钟左右就会消失

11、微信公众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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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与绑定:

认证公众号绑定有赞后，不能在随意解绑更换其他有赞店铺。若解绑后，店铺单独存在，则交易系统

无法购买成交。

如果是订阅号升级到认证服务号，或者服务号升级到认证服务号，则需要重新授权拉取粉丝数据等。

才可以实现客户会员管理功能。

建议开启快速关注，引导粉丝关注非常方便，具体看教程。

快速关注

微信公众号已经设置了微信号，授权到有赞店铺后，即可使用关注功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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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右上角显示的是“收藏”字样的，则需要到微信公众平台，设置下微信号，步骤如下：

1、路径：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设置－微信号

2、找到微信号，进行设置，注意：设置后不可变更。

3、设置后，再到有赞店铺后台，营销－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设置，重新授权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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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微博

把有赞店铺绑定到微博，它将成为您的店铺面向粉丝的重要出口，您就可以把店铺经营到微博上，向

您的粉丝推送活动通告、上新通知，和您的粉丝直接的交流和沟通，粉丝可以直接在微博内点击进入

您的店铺浏览商品，并完成购买。

特别注意：要使用［WB 运营］功能，首先要申请企业蓝请确定使用企业蓝 v 帐号登录 WB。（申请蓝 V）

登录新浪微博，进入个人页面，点击菜单管理中心 -> 粉丝服务。

如果已经有企业蓝 v 账号，请往下看

1、登录新浪 WB，进入个人页面，点击菜单管理中心 -> 粉丝服务 -> 高级功能，进入开发模式。

2、开启开发模式，配置服务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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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中消息推送服务

（2）把下列 URL 和 APPKEY 填写到 WB 服务器配置信息的输入框（可以点击[ 复制 ]按钮复制）；

如果以前填写过 URL 和 Token，请点击[ 修改 ] ，再填写以下信息

（3）点击[ 保存 ]已启用服务器配置

3、保存之后，请复制 access_token，填写到口袋通后台，点击提交，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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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大功告成啦！！！！

1.1.3 消息推送

随着商家业务范围扩展，商家经营过程中，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信息， 为提高商家的日常工作效率， 突

出核心有效信息。有赞微商城在原有通知中心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调整 I： 增加通知分类 ，能快速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调整 II: 支持设置是否接受每类消息内容

调整 III： 新增一类分类通知“有赞私信”： 展示非业务性的公告

调整 IV：支持全部消息不同内容维度、不同阅读状态的筛选

通过以上 4 类调整，希望能提升商家使用通知中心的效率。 找到自己最为重视的信息。

功能路径：商家版后台-营销-营销渠道下的『消息推送』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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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实时：可以看到今日总发送、到达量和计费量；剩余条数不足时应及时充值短信；

 交易物流提醒，点击进入对应短信的设置：

订单催付-下单之后超过一段时间未付款，自动发送短信催付；

付款成功-买家付成功后发送短信提醒，目前由有赞免费发送；

发货提醒-卖家点击发货时，自动发送短信提醒客户；

签收提醒-包裹显示被买家签收后，自动发送短信提醒客户；

商家同意/拒绝退款-商家同意或拒绝退款时，及时通知买家；

 发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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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送方式：目前支持手机短信和微信粉丝消息发送，微信粉丝消息需要认证公众号支持。您必须

至少选择一种发送方式，微信粉丝消息是免费发送的；

风险提示：

如果仅开启微信消息通知，可能会有如下问题：a、部分买家未关注你的公众号，微信消息通知无法

发送成功；b、部分买家与你公众号的互动时间超过 48 小时，通知无法发送成功。

所以，此类商家在开启所有微信消息通知功能以外，仍建议有针对性开启短信通知功能。

关于发送时间段：应避免短信给买家造成骚扰，所以需要谨慎设置发送时段；

关于发送内容：一期暂不支持自定义内容和短信签名；

短信计价规则：

1、单条 70 个字符，若超出 70个字符需要分成多条时，将按照 67 个字符每条计算；

2、一个汉字、数字、字母、空格都算一个字符；

3、含有标签（如商品名、链接）的短信以实际发送时字符数计算。

 推送统计：

 短信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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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充值越多越优惠，最低至 4 分钱每条！充值方式目前仅支持店铺余额支付，有赞币不能用于购买

短信；

短信充值的费用支持开具发票；

建议开启自动充值，可以避免因短信不足而导致发送中断。

充值费用将直接从店铺余额中划扣；余额不足时，无法完成自动充值，请保持店铺余额充足。

消息推送接下来的升级更新方向：

1.短信签名的自定义（需要短信通道商支持）；

2.更丰富的可选短信模板；

3.更详细的短信发送配置，比如：指定商品、指定付款金额、指定地区

4.支持营销短信群发，选定时段、人群、内容（活动预告、优惠券等）发送

5.支持批量导入手机号群发短信

常见问题

Q1:不开启短信推送通知，微信推送消息还可以使用吗？

A：您好，微信推送通知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会有以下问题：a、部分买家未关注你的公众号，微

信消息通知无法发送成功；b、部分买家与你公众号的互动时间超过 48 小时，通知无法发送成功。C、

开启微信支付－代销的商家，买家需要关注“有赞“微信公众号才能收到。

Q2:微信推送消息也计费的？

A：微信推送消息是不需要付费的，短信费是支付给运营商的。

Q3：有哪些短信类型是不计费的呢？

A：支付成功、供应商订单、采购单、维权等短信通知，有赞会继续免费帮助商家发送。其他短信类

型商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自行充值、开启使用。

Q4:成功到达量是指买家成功收到短信阅读，还是成功发送出去的？

A：是指买家成功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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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消息内容可以自定义编辑吗？

A：现在还是一期的功能，还不支持自定义编辑，后续会继续进行升级更新。

Q6：买家下单后，微信消息通知收不到？

A：a、部分买家未关注你的公众号，微信消息通知无法发送成功；b、部分买家与你公众号的互动时

间超过 48 小时，通知无法发送成功。C、开启微信支付－代销的商家，买家需要关注“有赞“微信

公众号才能收到。

Q7:催付功能已经开启了，收不到消息？

A：催付通知，需要设置时间小于订单关闭时间，比如订单未付款关闭时间是设置 60 分钟的，催付

通知的时间设置要小于 60 分钟。不然订单关闭了，催付通知也无需进行触发了。

Q8:买家下单后，短信没有收到？

A： 买家手机号码错误、买家下单时选择关闭“短信通知收件人”。

Q9: 买家手机号码错误，发送后没有收到算发送量吗？

A： 手机号码是不进行验证的，若买家填写的手机号是空号，算发送量，但不算做成功发送量，因

此不计费的。

Q10:什么情况下的短信才计费？

A：成功到达，且不是有赞免费发送短信，才会计费的噢。

Q11：为什么短信计费量大于订单数？

A：短信计价规则为：单条 70 个字符，若超出 70 个字符需要分成多条时，将按照 67 个字符每条计

算；

一个汉字、数字、字母、空格都算一个字符；含有标签（如商品名、链接）的短信以实际发送时字符

数计算。

如果买家购买了多件商品，超过 67 个字符的话，则会收到 2 条短信。

产品更新：

有赞微商城新增短信群发功能，让商家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下向特定的人发送特定的短信，帮助商家实

现精准营销。

详细功能介绍如下：

功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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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商城电脑版后台->营销->消息推送->短信群发

操作流程

1.打开【消息推送】页面，呈现【短信群发】入口。

商家可以点击短信群发入口，进入编辑页面。

2.编辑群发页面

（1）手机号是文本输入框，商家输入后（记得换行），系统自动根据换行后的效果进行识别，并算

出发送人数。

（2）短信内容编辑：商家可以选择模版内容，也可以自行输入短信内容，有赞会自动识别链接，自

动补齐签名与后缀。商家可通过右边的预览查看发送短信效果。

（3）测试发送：商家在正式发送前可以选择测试发送，通过发送给商家本人或者相关人员来查看实

际效果，测试发送短信消耗剩余短信数量。

（4）模版消息：商家可以选择将短信保存为模板，也可以选择有赞为商家精选的短信模版，帮助商

家提高编辑效率。

（5）点击发送，弹窗提示，系统计算需要发送的客户数、消耗的短信数。商家勾选同意短信服务协

议后，才可实际发送出去，并且跳转到群发记录界面，查看自己的短信发送记录。点击取消，回到上

一页。

（6）定时发送：呼出“定时发送”弹窗，选择时间，不可选比当前时间早的时间，选择好时间后，

通过群发记录可以查看／编辑／删除自己还未发出的定时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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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送注意点！

（1）短信内容不得包含敏感词汇，如果包含敏感词汇请重新编辑。

（2）短信签名不得包含有赞，请前往短信签名进行重新修改。

（3）为防止消费者被骚扰，晚 8：00 到第二天早 9：00，运营商对短信做了屏蔽处理，所以晚八点

到早九点间，无法发送短信，你可以选择其他时间段定时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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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微商城短信群发功能上线

1.1.4 微信小程序

小程序上线 20 种页面模板，可建立多个小程序微页面

具体功能介绍如下：

路径：营销-微信小程序-小程序微页面

小程序页面顶部增加“小程序微页面”菜单，点击进入小程序微页面，所有的小程序微页面都显示在

这里。

你可以选择任意微页面作为小程序主页，对微页面进行复制、编辑、删除操作，还可以通过微页面标

题关键词搜索微页面。

点击“新建微页面”按钮，选择合适的模版创建一个小程序微页面。我们提供了 20 余种行业模版，

之后还会不不断补充新的模版。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33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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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升级的五大能力清单：

1、支持商品搜索：买家在小程序中找商品更加方便；

2、支持商品分组：小程序微页面组件能够链接到各商品分组，有独立的商品分组小程序页；

3、支持自定义商品推荐组件：自选商品推荐到自定义小程序模板，支持自由组合；

4、小程序主页、商品页、商品分组页专属小程序码和小程序路径输出：满足各种小程序推广和连接

场景；

5、公众号自定义菜单支持小程序：可以连接到小程序首页、商品分组和特定商品；
特别提醒：小程序的新组件需要等新版小程序审核通过后才真正生效，所以请各位务必等新版小程序审核通过

后再使用新组件功能，否则在老版本中使用新组件可能会报错。

各功能模块详细介绍：

搜索组件及商品搜索小程序页面：

1、路径：营销-微信小程序-主页设置；

2、选择便利店模板或者自定义模板，底部新增“搜索组件”，点击即可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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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存后即可出现在最新版的小程序中，搜索后会出现商品搜索的小程序页；

商品分组独立小程序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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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程序中的商品分组只输出当前小程序支持的商品类型，不会输出商品分组管理中的其他自定义

内容；

2、分组中商品排序按后台商品分组的排序设置规则；

3、小程序微页面组件“图片广告”和“商品橱窗”链接模块新增链接到商品分组页面；

自定义商品推荐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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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程序便利店模板和自定义模板新增“商品”组件；

2、支持自定义选择不同分组的任意商品；

3、大图、小图、列表等多种排版格式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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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码和小程序路径输出：

1、对于授权给有赞且已经正式上线的小程序，小程序主页编辑界面新增“访问小程序”入口；

2、点击“访问小程序”，展示小程序码（可以下载小程序码）；

3、点击“小程序路径”，可以复制小程序主页对应的小程序路径，方便满足公众号图文链接到小程

序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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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授权给有赞且已经正式上线的小程序，新增“商品”和“商品分组”列表；

5、列表右侧操作区输出每件商品或者商品分组的专属小程序码和小程序路径，满足各种场景下的推

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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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自定义菜单支持小程序：
注意：该功能只支持已经授权给有赞、绑定了公众号且正式上线的小程序

1、对于已经授权给有赞、绑定了公众号且正式上线的小程序，微商城公众号一、二级自定义菜单支

持添加小程序、小程序商品、小程序商品分组；

2、路径：营销-微信公众号-自定义菜单；

3、对于符合条件的店铺，公众号自定义菜单“回复内容”中新增“小程序”链接；

4、按微信规定，公众号自定义菜单链接到小程序时，必须有一个备用网页，在一些不支持小程序的

老版本微信中点击公众号菜单会打开备用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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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符合条件的店铺，自定义菜单跳转商品新增“优先跳转到小程序”选项，默认不勾选，勾选

后，点击菜单优先跳转到小程序对应商品页面，老版本微信不支持小程序，会跳转到备用网页，备用

网页为当前选择商品的微商城商品详情页；

6、自定义菜单跳转商品分组新增“优先跳转到小程序”选项，默认不勾选，勾选后，点击菜单优先

跳转到小程序对应商品分组页面，备用网页为当前选择商品的微商城商品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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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小程序一键授权托管有什么用？

1、将小程序授权给有赞，有赞会自动帮助您生成店铺小程序，并提交给微信审核，省了各种折腾；

2、无须复杂操作，不要研究代码包，即可快速拥有你的小程序；

3、每次功能更新能够自动提交审核，即便审核失败也能一键重新提交审核，省时省力。

商家如何得到自己的小程序？

1、商家注册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端完成注册、认证、设置小程序信息，主体是「个人」的小程序，

不能申请微信支付，注册时请勿选择「个人」）

2、商家在微信端申请微信支付（获得商户号）

3、商家把小程序授权给有赞（并填写微信支付的信息：商户号和密钥；密钥在微信支付商户后台设

置）

4、在有赞后台，提交小程序给微信审核；

5、审核通过，小程序上线；

点此查看小程序注册、认证、微信支付申请
（只需看前面 3 步，因为有一键授权，不用再去配置服务器和下载代码包）

既然这么有用该怎么一键授权呢？

有赞微商城路径：微商城后台-营销中心-经营渠道-微信小程序；

有赞餐饮路径：有赞餐饮后台-应用插件-小程序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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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业务规则：

1、绑定关系 1 对 1

1 个小程序只能和 1 个有赞店铺绑定（包括未来不同产品线之间，如微商城、美业、餐饮）

例：如果「小程序 A」已授权到「1 号店铺」，用户尝试授权给「2 号店铺」时，系统会提示出错。

需要用户先去「1 号店铺」的有赞后台，中解除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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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除授权

有赞小程序后台提供了「解除授权」功能，商家可以将小程序和店铺解除关联。

解除授权后，如果这个小程序之前有在线上运行，将不能再正常运行。

3、重新授权

重新授权，只能重新授权之前的小程序，我们只是去微信端重新获取小程序的「名字」等基本信息，

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如果商家在重新授权时，选择了其它小程序，系统会提示出错。

如果商家是想将店铺绑定到新的小程序，需要先「解除绑定」，再授权新的小程序。

4、小程序更新

当我们开发出新版本的小程序时，需要后端进行一次发布，将所有商家的新版本小程序提交给微信。

微信审核通过后，商家的小程序即可变为新版本。所以顺利的话，小程序的版本更新，不需要商家进

行任何操作。

商家在有赞商家后台，小程序应用里，可以查看自己当前线上的小程序版本，以及是否有新版本更新

/更新状态。
注：新版本的小程序审核如果没有通过微信审核，商家可以在有赞后台手动提交

新版本审核失败，不会影响线上老版本的正常运行

关于一键授权托管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跟帖回复或者反馈给客户经理，感谢支持！

关联阅读：有赞小程序讨论版｜晒晒你的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一键授权托管完整教程下载

产品更新：

小程序的买家帐号跟微商城帐号打通

注意：需小程序升级为最新版本（版本号：1.4.08222）后生效。

典型场景

买家同一个微信帐号，之前在微商城通过手机号进行了注册，下了一些订单，在小程序中只要绑定一

次手机号，就能够看见这些订单了。反之，小程序中下的订单，在微商城中也能看见，两边互通。

帐号绑定相关规则说明：

1、当买家在小程序中首次进行下单、把商家添加购物车、访问用户中心、访问购物车等跟帐号相关

的任意一种操作时，会提示输入手机号、密码，实现对买家微信帐号和手机帐号的绑定。

2、买家在微商城中咨询客服等场景下也同样有微信帐号和手机帐号绑定的操作。

3、当买家在小程序和微商城中都绑定了手机号，就实现了同一微信帐号的微商城、小程序互通。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48235-1-1.html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9207&sf=wx_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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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个微信帐号只需要绑定一次，下次自动互通。

5、绑定后，在微商城下的订单，在小程序中可以看到，小程序中下的订单微商城中也可以看到。

6、帐号打通是实现未来更多功能互通的前提，比如会员卡、优惠券等等。

帐号绑定后在小程序中的订单输出规则：

1、帐号绑定后，同一手机帐号下的订单都会在小程序订单列表和微商城订单列表中输出。

2、因为小程序目前支持的商品类型、营销玩法比微商城少，所以像拼团、周期购、酒店订单等，在

小程序中还无法直接查看订单详情，会提供复制订单地址的方式查看。

关于帐号打通相关问题的说明：

手机号绑定发布后，有部分商家觉得体验变差了影响转化，针对这个事情我补充下背后的逻辑。

1、绑手机号的目的：为了小程序和非小程序，以及微信和非微信渠道的互通，是各位要全渠道经营

所必须的，是站着各位的角度来考虑；

2、原因：

1）微信名是张三的用户，通过公众号访问有赞，有赞拿到的是 A，通过小程序访问有赞，有赞

拿到的是 B，背后需要一个东西来识别这个 A 和 B 都是张三，这里有手机号和 union_id 两种方式识

别，但是 union_id，必须是同主体同开放平台账号才行，如果哪天其中一个改了 union_id 就全部都

变了，另外，手机号不仅可以兼容小程序和公众号，还可以兼容更多外部渠道，比如支付宝、今日头

条、微博等等，如果有兴趣各位可以去查下微信的 union_id 文档；

2）目前小程序只有订单，提前绑定手机号不会有问题，等上了优惠券，后续会员卡、积分、储

值、礼品卡等业务都上去了，所有涉及买家的有价值虚拟资产，如果再来考虑多渠道互通代价就非常

大了，万一搞错损失的是大家；

3、正因为有上述原因，美团、饿了吗等也都采取手机访问小程序需要手机号登录；

4、我们正在设计更优方案：uninon_id 静默关联（买家无感知）+手机号免密登录（验证码方式），

但是这个涉及到的改造非常大，优惠券等其他涉及到买家资产的业务没办法等着，所以密码登录方式

先推出，后续优化。

当然，如果各位觉得我只需要小程序一个渠道，或者同一个用户小程序和公众号，或者跟外部渠道我

都不互通，未来也不做互通，那么我们可以评估看是否增加一个开关，允许关闭手机号登录。

不能仅仅看着眼前需要手机号貌似影响到一些体验，还得看各位业务的更长远规划，不要人云亦云，

这个是站着大家的角度出发考虑，不是有赞的交互，有赞不做中心化平台，但是各位的业务应该是全

渠道的。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小程序帐号绑定手机帐号，大家期待的帐号打通来了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266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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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更新：

为了商家微商城与小程序更紧密的结合，有赞推出了商家后台直接注册认证小程序的服务。

商家订购小程序插件后，可直接在有赞完成小程序的注册、认证流程，认证通过后可通过有赞后台维

护小程序的基本信息。

功能介绍

1、授权注册页

订购小程序后，商家可选择授权已有小程序或直接通过有赞后台注册微信小程序。

点击下方按钮注册，进入注册认证流程，注册成功后，该小程序将默认授权给有赞。注册过程需支付

300 元认证费（为腾讯支付给第三方审核公司的服务费），有赞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注意：在有赞注册认证成功的小程序可直接在有赞后台维护小程序基本信息，但由于微信侧能力限制，

此类小程序暂不支持在微信公众平台登录。

2、信息登记

1）主体信息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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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微信侧开放企业主体类型的小程序代注册，商家需在此页填写正确的企业信息。

2）小程序名称登记

请按规则命名小程序，若名称涉及企业商标需提供手持身份证照和补充材料。

3）管理员信息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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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正确的管理员信息，后续微信认证的审核人员将会联系此管理员进行信息确认。

4）企业资料上传

请上传企业资料，其中公函需先下载，填写打印盖章后拍照或扫描上传，公函中的填写内容需与前面

步骤中对应的填写内容保持一致。

3、发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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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需开具的发票类型，填写正确的发票信息，纸质发票将有第三方审核公司寄送，由于财务确认、

邮政寄送等原因，一般在审核完成后 45-80 天内开具。

4、微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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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需使用微信扫码支付 300 元认证费。微信认证费是腾讯支付给第三方审核公司的服务费，为 300

元／次，每申请一次认证均需支付一次费用。若认证失败，费用不予退还，审核中 30 天内有 3 次补

充或重填机会，请留意小程序设置页的审核状态。

支付成功后商家会受到的审核派单短信，可根据短信中的电话联系审核公司查看认证审核进度。

5、小程序基本信息维护

以上步骤完成后，小程序设置页会显示小程序基本信息。

商家可在此管理小程序头像、介绍、服务类目等基本信息。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微商城支持小程序注册认证服务

产品更新：

1、只要在有赞授权了小程序，就不需要再登录微信后台进行信息配置了

2、小程序跟微商城的客服开关在同一个地方设置，已经在微商城开启在线客服的，小程序客服自动

开启，但是您需要在微商城后台更新新版的小程序。

3、小程序的客户接待流程跟原来微商城的接待流程基本一致，有少许体验优化。

消费者端界面：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96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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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客服入口

只要微商城后台开启客服开关（路径：微商城-设置-通用设置中-联系卖家／在线客服），小程序商

品详情页和全部状态下的订单详情页出现客服按钮。

聊天界面

客户点击联系客服入口，进入到聊天会话页面，目前微信已支持文字、表情、图片、拍照和小程序卡

片消息。如下图所示，点击右下角“可能要发送的小程序”提示框，可发送商品小程序卡片和订单小

程序卡片消息。

查看历史的小程序客服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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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消息列表提供了一个叫“小程序客服消息”的结点，可以查看客户曾经发起过咨询的所有小程序，

按照最近一条消息的时间倒序排列。

新消息提醒

小程序客服消息页面（上图右 2）右上角按钮可以进入通知设置，默认“消息通知提醒”是开启的。

开启后，当客服回复消息时，客户就能收到推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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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端界面：

1、接待列表中，会通过标签标识当前客户咨询是从小程序发起的。

2、根据微信小程序的规则，客户每发送一条消息，客服在 48 小时内最多只能回复 5 条消息。转接

和多人接待的情况，按照多个人的发送数量之和计算，最多不超过 5 条。

3、客户在会话中发送了商品小程序卡片/订单小程序卡片时，客服可以接受到相应的卡片消息，可快

速预览商品信息/订单信息，点击之后跳转至对应的商品详情/订单详情。

4、同一个店铺的客户可能会从公众号、微商城、小程序等多个渠道发起客服咨询，为了将多个渠道

的咨询识别为同一个人。本次新增了查看聊天记录入口（上图 4），点击浮出客户会话记录，可查看

该客户在所有渠道下的咨询记录，辅助客服做不同的接待策略。

注：日期筛选和搜索功能会在后续的迭代中，本期暂不支持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小程序支持客服功能啦，多个渠道的客户咨询轻松接待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85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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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更新：

小程序支持买单

商家设置：营销->扫码收款->小程序收款，创建小程序收款码

- 除了原价收款，还有「满减」「打折」「赠送」等多样买单营销玩法

商家推广：1.下载「小程序收款码」，打印后放在收银台引导消费者扫码买单

2.在小程序微页面处添加「买单组件」，在小程序店铺中就可以直接点击买单啦

消费者如何买单：1.消费者「扫码」或者点击「买单」，即可进入买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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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入消费总额和不参与优惠金额，如果满足优惠门槛，即可享受相应的优惠

小程序支持秒杀

如何推广

在秒杀列表点击【推广】->【小程序】，下载小程序码和推广图。

复制小程序路径发公众号文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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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在小程序微页面后台添加秒杀组件

秒杀流程

买家进入秒杀活动页面，就可以参加秒杀活动

- 注：小程序中提供了「答题预约秒杀」的功能，暂不支持「关注公众号」预约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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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未开始

活动进行中

答题预约

小程序支持同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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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送常见应用场景举例：

1、利用附近的小程序吸引周边买家，同时在小程序主页放出同城配送信息，扩大业务覆盖范围；

2、同城送已经介入三方达达配送服务，即便自己没有配送能力，也可以通过三方来完成更大范围的

业务覆盖；

3、利用定时达服务，可以根据自己的服务能力设置按天、半天、小时、半小时的各种定时送达服务，

满足餐饮外卖即时送、蛋糕鲜花准时达等场景；

4、根据门店当前服务能力，利用定时达的服务时间，可以实现灵活的同城送服务的暂停和开启；

5、根据店铺实际情况可以灵活选择强制的超区校验还是图文描述一个配送范围等。

适用商家：同城送适合餐饮外卖、休闲零食、蛋糕烘焙、生鲜果蔬本地配送、便利店配送等。

小程序同城送跟微商城 H5 的同城送功能一致，同城送相关配置也在同一个地方设置。

后台设置：

1、同城送设置：微商城后台-设置-订单设置-同城配送；2、支持简易版同城送，通过图文描述配送

范围，适用一些地图地理位置收录不全的地区，比如新开发区、欠发达地区；

3、也支持高级版同城送，可以在地图上划定配送区域，系统会根据买家收货地址自动判断是否超区；

4、支持同城送的定时达服务，支持配送时段、提前预约、最长可预约时间等设置；

5、支持设置同城配送的起送价和配送费；

买家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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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买家下单根据设置的同城送类型个性展示，简易版不强制校验是否超区，会展示图文形式的配送

区域；

2、高级版会根据配送区域校验是否超区；

3、当买家选择同城配送，系统还会校验起送金额，同城送定时达服务时间，以及同城送配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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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送订单管理：

1、可以在订单管理中，通过物流方式，筛选出专门的同城送订单；

2、还可以根据预约送达时间来筛选某一时段得需要送到的订单，配送更精准；

3、同城配送目前已经介入第三方达达配送，可以利用三方配送能力提升业务覆盖范围；



- 326 -

产品更新：

有赞微商城后台上线「支付宝生活号」，商家可以在支付宝生活号上连通有赞微商城，实现生活号交

易能力。

如何开启

点击「营销」-「支付宝生活号」，可进入功能页面：

操作流程

点击「立即开始」，注册支付宝生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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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支付宝生活号，点击左侧导航管理-菜单管理

勾选对话功能右边的「打开」，在图集内插入商品卡片：发布商品图片，在图片中插入该商品的链接

点击「添加子菜单」下拉框选择菜单类型，选择“跳转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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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完成后，点击下方的“发布”按钮，发布成功后，用户可以即时在支付宝客户端的生活号中拥有

商城功能，建议关注生活号及时预览菜单效果。

消费者端展示

生活号的核心能力：

精准的消息触达能力：生活号向目标用户精准推送各类信息服务，如业务待办、业务通知、营销活动、

公告等；

高度扩展的服务输出能力：生活号通过自定义菜单+H5 实现高扩展性的服务能力输出，覆盖全行业

的业务办理、信息查询、下单支付等各类功能服务；生活号包含以下几大主要功能：

1）消息发送 2）商家会员号 3）事件订阅 4）基础信息设置 5）推广支持 6）获取用户信息 7）标

签管理 8）自定义菜单 9）自定义扩展区 10）分组管理

产品详情：https://docs.alipay.com/fw/introduce

以上更新内若能来自有赞论坛 【上线通知】微商城上线支付宝生活号，生活号可实现交易能力啦！

产品更新：

https://docs.alipay.com/fw/introduce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99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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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识别在不同微信应用以及微信外渠道的同一用户信息，前段时间上线了小程序绑手机号功能。因

绑定手机号过程有点繁琐，影响到买家体验，这次对小程序绑手机功能进行了优化升级。

（更新到小程序最新版 1.6.0 后生效）

主要有以下优化点

1、下单、购物车、用户中心等不直接触及买家虚拟资产类流程不再强制绑手机号；

2、购物车、订单列表等需要信息互通地方引导绑手机号；

3、优惠券/码属于虚拟资产类，在手动领取、查看优惠券等流程中还是需要绑定；

4、绑手机号过程优化，从原来的手机号+密码登录改成验证码方式免密登录。

相关说明

因为改成不强制绑手机号，在未绑定前，买家在微商城下的订单、领取了优惠券等在小程序中无法看

到。

主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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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微信小程序绑手机号优化升级，不强制绑，可免密登录

产品更新：

本次的产品内容，为大家展示最为关注的流量和交易数据

产品入口

营销中心 - 微信小程序 - 数据统计

昨日核心数据一览，了解昨日小程序带来的交易、流量效果，跟前一天的有直观比较。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30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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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统计支持按照 自然天、自然周、自然月选择，可以看到不同时段的数据变化！可以查看选择的

日、周、月对应的前一日、前一周、前一月的数据增长效果

而且还有小程序独特的场景值统计，能看到统计时间内，小程序的流量数据，都是从什么场景进入的。

了解现有的入口情况，把流量不足的入口更好运营起来。

交易统计是必不可少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从访问、下单、付款的全部过程，以及对应的转化效果。数据指标的趋势图，也可以

更方便了解，整个交易数据的发展趋势。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小程序数据统计上线！快来看小程序的带量效果！

产品更新：

微信小程序基于地理位置等自带特殊属性，串联起了线上线下的场景，微信小程序是一个流量红利入

口。

商家都想用小程序卖货变现，但是小程序的申请复杂且小程序微信支付申请具有较高的门槛。

『自有微信小程序的商家，如何使用小程序微信支付-代销？』

订购小程序，进入小程序设置页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293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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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小程序

未认证的店铺需要先进行认证，并且请确保小程序主体信息与店铺主体信息一致，方可代为申请小程

序微信支付-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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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授权的小程序选择支付方式

默认建议为小程序选择微信支付-代销，后期可以享受更多的拼团订单，分销订单特权；

如果你的小程序已经申请了对应的微信支付，你也可以切换使用微信支付-自有；

在确定完支付方式后，点击提交微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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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请微信支付-代销后，审核开通需要 1-3 个工作日，请耐心等待。

等待小程序发布

微信支付代销完成审核后，会自动进入到小程序设置详情页。此时，表明你的小程序已获得微信支付

-代销的能力。只差微信对小程序进行最终审核，微信审核完成后，小程序就可以正常使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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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你也可以在小程序设置详情页选择切换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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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赞代申请小程序的商家，如何使用小程序微信支付-代销？』

先在微商城商家后台提交材料完成小程序代申请

小程序代申请如何操作详见：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960-1-1.html

申请完成后，会自动绑定小程序，商家只需要按照以下流程提交，微信支付-代销能力即可

提交申请微信支付-代销后，审核开通需要 1-3 个工作日，请耐心等待。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96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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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销能力申请完成后，小程序即可发布

小程序的微信支付-代销，申请完成后。即可跳转到以下页面，并自动发布新版小程序。你也可以点

击重新提交小程序进行更新～

PS：使用小程序代销支付能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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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要向微信提交新版小程序发布后，才可以使用微信支付-代销

2）申请小程序微信支付-代销前，请先在『 设置 』中，完成店铺主体信息认证通过及添加店铺地理

位置

3）授权的微信小程序，请先完成小程序认证及小程序基本信息初始化填写后才能申请小程序微信支

付-代销

小程序微信支付-代销，收取的货款请前往店铺余额中统一管理及提现！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 微商城小程序支持『 微信支付-代销 』

产品更新：

1、使用条件

- 小程序升级到（1.9）版本

- 小程序微信代销审核通过（如何申请微信代销）

2、使用说明

2.1 拼团微页面组件

- 拼团组件可以支持自动添加拼团。按一定的排序规则添加一定数量的拼团商品，免去你每天更新商

品的烦恼

-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手动添加商品，满足你个性化的需求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022&sf=wx_sm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602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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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我们提供了大图，小图和详细列表三种样式供大家选择

你可以自行配置是否展示商品标题，已团人数。也可以配置列表是否展示售罄商品

2.2 拼团推广

- 若商家开通了小程序，在拼团活动列表的「推广」中，会增加「小程序」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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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复制「小程序路径」，下载「小程序码」，下载「小程序推广图」

- 你可以把小程序推广图分享到微信聊天，朋友圈，或微信公众号推送。吸引顾客到小程序中购买拼

团商品

- Tips：如何使用小程序码和小程序路径

2.3 拼团商品详情

- 若商品参加了拼团活动，在商品详情页会展示拼团相关活动信息

https://help.youzan.com/qa?cat_sys=K


- 341 -

- 消费者可以选择单买，也可以选择以优惠价开团。如果你开启了凑团功能，顾客还可以选择加入别

人的团

2.4 邀请拼团好友参团

- 支付成功后，若你的团人数还没有凑齐，你可以把这个团分享给好友邀请大家来拼团

- 若在 24 小时内人数拼齐，即拼团成功（若你开启了模拟成团，则人数未满的团 24 小时后也会自

动拼团成功）

- 若在 24 小时内人数未凑满，且未开启模拟成团，则拼团失败。钱款将会自动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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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团未满，好友可以选择参团。若团已满或已失效，好友可以选择新开团

2.5 其他说明

- 拼团是强制走微信代销的，你需要微信代销审核通过后才能使用。如果你当前开启的是微信自有支

付，只要你的微信代销审核通过，拼团商品将自动切换为微信代销支付

- 若你设置了团长代收，则团员下单可以选择由团长代收包裹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小程序已支持多人拼团，大家快去体验吧！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6122-1-1.html


- 343 -

产品更新：

为保证每次微商城小程序发新包，商家端能尽早体验小程序新能力，我们增加了小程序自动更新功能，

开启后，每次小程序更新版本会自动将商家小程序提交审核。（若自动更新失败则需商家根据失败原

因修改后手动提交新版本审核）

此功能默认开启，商家可手动关闭。

设置路径：PC 后台-微信小程序-小程序设置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产品发布】小程序增加自动更新功能

产品更新：

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强大，使用的商家也非常多，为改善买家在小程序的购物体验，本次小城更新支持

了模版消息功能，支持以下场景下给买家发送小程序消息提醒：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620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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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功能仅对已经关联了微信小程序且授权给有赞的店铺有效，模版消息默认不开启，需要使用

的商家可以自行在后台开启。

另外，因小程序消息本身消息条数限制，比如分包裹发货，不一定每个包裹都能发消息。

如何开启？

1、路径：微商城后台-营销-消息推送-交易物流提醒；

2、点击对应的消息场景；

3、每条消息都有一个内容示例，对需要发消息的模版勾选并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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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收到的消息会在哪里？

1、买家会在微信消息列表的“服务通知”看到小程序消息；

2、点击消息底部的“进入小程序查看”或点击消息内容，可以直接打开小程序对应页面；

3、点击消息左上角小程序图标，可以进入小程序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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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各位商家分析签到统计，我们提供了签到统计导出功能

- 你可以把签到统计下载到 excel，进行个性化的分析统计

- 因为导出限制，我们一次最多可导出 10000 条记录。超过 10000 条记录我们将导出多份 excel 文

件。如需统计分析，你可以把 excel 数据进行合并

产品更新：

小程序组件又升级啦！本次升级功能点如下：

1、 新增门店组件，补充线下门店场景，支持地图引导到店和电话联系商家；

2、新增联系客服组件，微页面也可以直接戳客服咨询啦！

3、升级图片广告组件，增加了 1 行 1 个和自定义热区的图片模板。

效果预览：

1、线下门店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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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系客服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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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绘制热区

买家在小程序端点击热区区域会跳转到对应的链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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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营销工具

1.2.1 优惠券

商城优惠券/优惠码使用规则，计划于近期进行调整，改动如下：

1、使用门槛计算逻辑

逻辑：优惠券/优惠码使用门槛计算，不包含运费
举例：有一张满 100 元减 10 元的优惠券。消费者订单中商品 90 元，运费 10 元，则认为商品 90 元没有达到

满 100 元的使用门槛，不可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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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抵扣逻辑

逻辑：优惠券/优惠码只能抵扣商品金额，不能抵扣运费
举例：有一张无限制的 100 元优惠券。消费者订单中商品 90 元，运费 10 元，则该优惠券只能抵扣 90 元商

品费用，不能抵扣 10 元运费。所以消费者还需要支付 10 元运费

注：新的规则预计于 8 月份上线。届时，消费者已经领取的优惠券/优惠码，将保持老逻辑不变。消费者新领

取的优惠券/优惠码将按照上述逻辑进行调整。

微商城优惠券已支持创建折扣券&设置动态有效期，满足你更多的营销需求。

【功能介绍】

1、支持创建折扣券

你可以创建折扣类型的优惠券,比定额优惠券，成本更可控，如：8.8 折优惠券

消费者领取折扣类型优惠券后，下单使用该券可以享受相应的折扣优惠, 用户下单选择优惠券/优惠

码时，支持查看不可用优惠券/优惠码。且新用户即使没有填写地址，也可以看到自己拥有的优惠券/

优惠码，避免下单流失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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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设置动态有效期

你可以设置动态有效期的优惠券，对于一些长期使用优惠券促销的场景，通过动态有效期，能设置合

理的时间来刺激回购，如：

- 领到券当日开始 7 日内有效

- 领到券次日开始 7 日内有效

消费者领到券后，优惠券的有效期将跟随消费者领取时间动态变化

使用场景（举例）

1、连续签到 5 天，领取 8.8 折优惠券，领取后 7 天内有效；

2、新品预热调查，完成调查赠送折扣优惠券，有效期至新品上架当天；

3、通过疯狂猜小游戏，在老客群进行互动，赠送限时专属折扣券。

优惠券 新零售茶会第 32 期

倍康小白钻微商城巧用优惠券，店铺日订单量破 3 万

以旧换新增粉 1 万，优惠券还能这么玩

http://mp.weixin.qq.com/s/7bY7XfqUUkLjnCsmPfB2FA
http://mp.weixin.qq.com/s/ughbCSp5dfdX_g1P2eUSOw
http://mp.weixin.qq.com/s/qOnZXCesYx4lxyI6M__r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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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支持的功能】

1、微商城 APP 版不支持创建折扣券和设置动态有效期

2、微商城 APP 版可以扫码核销优惠券，但验证列表中不展示折扣券

3、设置了动态有效期的券，暂不支持同步到微信卡包

4、微页面暂不支持折扣券和动态有效期券

5、部分营销插件不支持折扣券和动态有效期券

- 已支持：签到，投票调查，疯狂猜，会员卡，会员储值

- 未支持：满减送，发券宝，积分商城，支付有礼，互动营销（刮刮卡，生肖翻翻看，幸运大抽奖，

摇一摇，水果机，分场次即时抽奖，幸运砸蛋）

以上还未支持的功能，我们将于近期逐步支持，敬请期待。

优惠奖品功能：商家可通过优惠券、优惠码功能，实现店铺促销活动。生效中的优惠券/优惠码不可

减少可使用商品数，只可增加。

功能路径

有赞后台－应用营销－优惠劵／优惠码－新建优惠券／优惠码

操作流程

设置优惠券

1、进入后台，点击应用营销，新建优惠券

2、设置店铺优惠券，编辑优惠券基础信息

3、填写优惠券基本规则

设置优惠码

1、进入后台，点击应用营销，新建优惠码

2、设置店铺优惠码，编辑优惠码基础信息

3、同步微信卡券，设置卡券

4、填写优惠券基本规则

流程介绍

设置优惠券

1、有赞后台－营销－促销工具－优惠劵／优惠码－新建优惠券／优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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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店铺优惠券，编辑优惠券基础信息

3、填写优惠券基本规则

注意 ：打红星的信息保存后不支持修改

同步标签：点此

可以选择指定商品使用，但不支持“除了 xxx 商品，其他商品都支持使用”。

优惠券生效后不支持修改使用范围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851&extra=page%3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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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优惠码

商城优惠券/优惠码使用规则，计划于近期进行调整，改动如下：

1、使用门槛计算逻辑

逻辑：优惠券/优惠码使用门槛计算，不包含运费
举例：有一张满 100 元减 10 元的优惠券。消费者订单中商品 90 元，运费 10 元，则认为商品 90 元没有达到

满 100 元的使用门槛，不可用券

2、抵扣逻辑

逻辑：优惠券/优惠码只能抵扣商品金额，不能抵扣运费

举例：有一张无限制的 100 元优惠券。消费者订单中商品 90 元，运费 10 元，则该优惠券只能抵扣 90 元商

品费用，不能抵扣 10 元运费。所以消费者还需要支付 10 元运费

新的规则预计于 8 月份上线。届时，消费者已经领取的优惠券/优惠码，将保持老逻辑不变。消费者

新领取的优惠券/优惠码将按照上述逻辑进行调整。

设置优惠码

进入后台，点击应用营销，新建优惠码

设置店铺优惠码，编辑优惠码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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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微信卡券，设置卡券

设置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二维码，二维码可直接分享朋友圈呀或者打印出来做包裹的 DM 宣传

填写优惠码基本规则

特别提醒：优惠码生效后不支持修改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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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示例

店铺国庆节策划满 88 送 10 元优惠活动，以促成销量：

1、创建一个“国庆优惠码”活动，选择一卡一码，设置基础信息；

2、将生成的链接或 URL 二维码，展示给潜在买家，便于对方领取；

3、通过后台查看活动优惠码被领取、使用、过期等详细信息，便于管理和查看。

补充说明

1、优惠券、宝贝券、优惠码到期提醒功能发布上线

到期提醒共有 2 种形式：短信提醒和微信推送消息提醒，2 种形式不会同时对用户进行提醒，优先微

信推送。

2、关于价格

添加商品 SKU 后，商品管理中的价格将不可设定，只可通过 sku 内价格设置，减少商家误操作。

3、优惠码与店铺优惠券的区别：

那就是优惠码设置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二维码，二维码可直接分享朋友圈呀或者打印出来做包裹的

DM 宣传，这个是店铺优惠券和宝贝券都没有的，它们只有一个链接。

4、优惠券失效原则

优惠券失效是指不能领取，已领取的在设定时限内仍可以正常使用。

5、获取优惠券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领取活动。满减送优惠券功能是自动发放到粉丝的会员主页的优惠

券里。

6.优惠码的数量：一次最多码库只能生成 5000 张，领取完毕后可以在补充生成优惠码。上传自定义

优惠码也最多上传 5000 个优惠码。

【订单金额】限制功能调整

原系统默认的【订单金额+ 0.01 元】功能取消，升级为订单任意金额，不再做 0.01 元限制。

该调整只针对从 2015 年 1 月 6 日 06：00 起新创建的优惠，原有创建的优惠不受影响

优惠券、宝贝券、优惠码支持运费结算
例如：买家领取了一张 10 元优惠券，该笔订单商品为 100 元，运费 20 元，订单合计 120 元。使用该优惠券

后，买家最终应付 110 元。

备注：历史优惠券、宝贝券、优惠码也支持运费结算

优惠券、宝贝券、优惠码支持 0 元购

a.0 元购概述：买家订单金额通过使用优惠进行全额兑换抵扣，从而买家实际支付金额为 0 元。

b.0 元购使用规则:不找零

当买家使用优惠券、宝贝券、优惠码进行订单兑换抵扣时，当优惠面额大于订单金额时，系统默认使

用掉该面额优惠，且不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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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A 买家的订单金额为 80 元，他使用一张面额 100 元的优惠券进行支付兑换，剩余的 20 元不找零，即

A 买家使用 100 元优惠券一次性支付了 80 元的订单，且自己实付金额为 0 元。

微商城的优惠券，支付时搜索不到优惠券

A 如果客户是在电脑端参加的这个活动，登录的是有赞的手机账号。您是认证服务号，登录的是用

会员的粉丝信息，所以无法同步，就无法调取优惠券了。

B 如果优惠券设置仅限原价购买，商品是享受会员折扣。会员购买商品则不出现优惠券【因为不是

原价是会员折扣价】

优惠券优惠码线下核销

基本核销操作（优惠券、优惠码、虚拟商品）及注意要点、典型场景详解

一优惠券优惠码线下核销

PC 端核销：【优惠券优惠码】【不能核销虚拟产品】1、路径：有赞后台→应用和营销→验证→输

入 12 位验证码→点击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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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无误后，点击验证卡券【注意：验证后不可撤回】

可以到优惠券验证记录【优惠码验证记录】查看，验证的相关信息【验证时间、验证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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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核销【优惠券优惠码虚拟商品】

打开移动端有赞微商城 app，进入扫一扫功能，

出现扫码和输入码，扫【优惠码或者虚拟商品订单二维码】和输入优惠码，

会出现验证界面，点击确认，即验证结束

也可以到右上角点击验证记录，看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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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先内测，再群发【跑通全流程非常重要】

2、涉及到刮刮卡或者抽奖大转盘后领取优惠券等，先搞清楚中奖机率和参与人数之间的关系

3、优惠券的数量不要任意乱设置，实事求是的设置，如果量大，建议分期分批进行，或者适时关注活动进度

4、优惠码线下核销，必须线上领取后【生成 12 位系统码】，才可以核销。此 12 位码是有赞系统转换你设置

的优惠码

5、虚拟商品没有购物车，按订单核销，如果一个订单里，有 3 张门票，则一次性全部核销了，建议买家购买

以及核销时候做到足够的明示和提醒。

1.2.3 满减/送

功能路径

有赞后台－应用营销－满减／送－新建满减满送

操作流程

1.进入有赞后台，点击应用营销，选择满减，新建满减满送

2.设置满就送，填写活动信息

3.选择优惠方式

4.设置优惠条件

5.选择活动商品

流程介绍

进入有赞后台，进入应用营销—选择满减—新建满减满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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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满就送，填写活动信息

3.优惠设置

最多可同时建立 5 个级别的满元促销

主要是用来提升客单价，所以也要根据商品件单价来设置，尽可能的让客户觉得买一件不如买个两件

三件优惠

4.设置优惠条件

满减满送支持以下几种玩法

a)支持满元（件）减现金 例如：满 100 元（2 件）减 10 元

b)支持满元（件）打折 例如：满 100 元（2 件）打 5 折

c)支持满元（件）免邮 例如：满 100 元（2 件）全场包邮

d)支持满元（件）送积分 例如：满 100 元（2 件）送积分 10 个

e)支持满元（件）送优惠 例如：满 100 元（2 件）送 20 元优惠券/20 元优惠码/20 元宝贝券（选其

一）



- 363 -

F)支持满元（件）送赠品（赠品必须为实物商品） 例如：满 100 送（2 件）手机壳一个

5、选择商品参加活动

满减送活动可以全店商品参与，也可部分商品参与

（比如女装这类每周固定上新的，就可以专门针对新品做一些满减满送的活动，来刺激提升客户的转

化及客单）

部分商品参与：我有 100 款商品，只有一款商品不参加满减送活动，如何更快地选取？

快速操作教程：选择部分商品参与—第（1/2/3）页全部参与—点击已选商品—搜索选择商品—取消

参加，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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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活动效果

消费者在商品详情可以看见活动说明

若消费者把活动商品加入了购物车，会提示消费者当前还差多少可以满足活动门槛，刺激凑单

消费者可以点击【去凑单】，选购这个活动下的其他商品，快速完成凑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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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产品规则

满减送所有优惠方式（减现金&打折&免邮&送积分&送优惠&送赠品），都是先计算满减再计算优

惠券门槛。

例如：满减送活动是「满 100 元减 10 元」，优惠券是「满 50 元减 10 元」，消费 100 元，先计算

满减降价到 90 元。此时 90 元满足优惠券使用门槛，可使用优惠券继续降价到 80 元；

- 满减送活动是「满 100 送 100 积分」，优惠券是「满 50 元减 10 元」，消费 100 元，先计算满减

送，送 100 积分。此时实付金额 100 元，满足优惠券使用门槛，可使用优惠券降价到 90 元。

8.补充说明

1、如何取消“满就送”活动？

活动设置之后就会有一个删除按钮，进行中的活动以及结束的活动都支持删除。

2、“满就送”活动可以设置多次吗？

在全部商品参与活动时，一次只能设置一个活动，如果有多级促销，可在设置时选择“多级优惠”即

可；

在参与活动商品只有部分时，可以同时设置第二个活动，但第二个活动里面的商品不能包含第一个活

动里的商品。

3、添加 or 删除参加满减/送活动宝贝?

只有在参与活动商品为部分时，才能随时删除&添加商品；全部商品参与活动的，只能整个活动删除

4、修改满减/送活动促销内容?

该活动没被删除，可以随时编辑修改促销内容。

5、活动结束后想重新开启？

在已经设置的满就送活动显示结束之后，如想继续该活动，直接点编辑重新延长活动时间即可。

6、为什么设置满减送后，购买并没送积分？

满就送不支持货到付款以及匿名购买

7、顾客是匿名购买，那我设置的满减送就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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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店铺设置-通用设置-商品详情设置选择显示关注后购买二维码，包括购物门槛也可以要求仅限粉

丝购买

【营销方法】满减满送满包邮的用法

满减/送”创新玩法&案例

1.2.4 多人拼团

为了响应微信朋友圈禁止诱导分享的政策，我们于 2017 年 6 月 2 日起下线拼团的朋友圈分享功能。

届时，拼团相关页面无法直接分享到朋友圈。

同时，为了帮助商家和消费者更加便捷的传播推广拼团，我们新增了图片分享功能。功能介绍如下：

1、商家创建拼团活动后，可以在拼团活动列表页，下载拼团推广图，发送给好友推广拼团商品。

2、消费者可以在拼团页面，点击邀请码，长按下载拼团邀请码，发送给好友。好友长按或扫描二维

码，即可参与拼团。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96&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02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841&extra=page%3D3%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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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描述：

多人拼团（以下简称：拼团），是由商家针对特定商品，在约定时间内，以成团人数为条件，用优惠

价格出售商品的营销活动。商家可在后台自行设置活动商品、折扣价格、活动实效、成团人数及活动

商品限购信息。通过鼓励买家发起拼团，邀请好友以折扣价格购买优质商品，同时给店铺带来更好的

传播效果。

业务功能

1、创建及管理：商家版后台－应用/营销－多人拼团（如何设置活动请戳我）

2、拼团商品：商家将现有的店铺商品，设置成为拼团活动商品，设置完成后商品详情页自动变成拼

团活动页（友情提请：若需要推广拼团活动，只需推广活动商品页面即可）

3、商品信息：包括商品头图、标题、拼团价、原价、活动有效期、商品详情、拼团活动玩法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862&page=1&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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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拼团价格：活动生效后的商品价格，商家可根据 SKU 分别设置，同时支持批量设置，即多个 SKU

设置相同价格（建议拼团价不高于原价）

5、生效时间：拼团价格仅在开始时间至结束时间的范围内有效（活动结束后，原商品详情页将自动

切换）

6、团有效期：买家点击［我要开团］支付成功并开团后的 24 小时内，为该团的有效期

7、拼团人数：商家可设置成团所需人数，按照购买 ID 判断（建议拼团人数不低于 3 人）

8、限购数：商家可设置活动期间内，每位买家以活动价格成功购买商品的最大件数，超出限购数，

买家将不能再开团/参团；该限购数仅限于活动价格购买，与正常商品限购分开累计

9、团详情：开团后生成该团具体信息，包括活动商品、价格、当前团状态啊、团有效期倒计时、参

团记录，买家通过分享团详情至微信好友、朋友圈、微信群等的方式，邀请好友参团

10、成团条件：团有效期内达到拼团人数，拼团成功；若在有效期内未达到成团人数，本次拼团失

败，订单关闭并自动退款 11.团编号/同团订单：买家开团后，系统自动生成唯一团编号，成团的订单

都属于同一团编号，商家可以在商家版 pc 端后台查看同团订单，便于集中处理

业务规则

下单规则：买家选择［我要开团］参与活动，支持［单独购买］按照商品正常状态的价格购买或加入

购物车

支付规则：仅限通过“银行卡支付、百度钱包支付、有赞微信支付-代销”3 种支付方式付款；买家

支付成功后，才算成功开团/参团；

商品范围：活动范围不包括虚拟商品、分销商品、进行中的限时折扣/团购/降价拍商品

活动叠加：拼团商品不支持会员折扣；拼团商品不支持满减/赠、优惠券、红包、优惠码、积分兑换

（即将上线）

活动编辑：活动开始前，可修改各项拼团活动信息；活动开始后，除失效时间外，拼团活动将不可编

辑，失效时间只可延后（建议内测期间，有效期设置在当前时间 2 个自然月内）

发货规则：开团有效期内的拼团成功后，商家方可发货

拼团失败：在以下情况，拼团失败，订单关闭并自动退款，a.有效期内未成团，b.商家提前失效拼团

活动，c. 商品售罄

退款维权：单个拼团发起的 24 小时有效期内，不支持买家申请退款；成团后买家可申请退款，商家

也可以通过协商发起主动退款

凑团上线

为帮助商家提高成团率，即日起开放“凑团”功能，商家在应用营销－多人拼团－活动设置中，勾选

“凑团”，并设置显示个数，即可开放凑团入口。

凑团的团定义：成团人数仅差 1 人时，定义为可凑的团；

凑团的页面显示：凑团入口出现在活动商品页面，同时有入口查看全部凑团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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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团的显示条件：（1）当商家开启凑团且有符合团定义的拼团（2）当买家准备开团时，或者当买

家查看好友分享过来的团详情发现不能参团时（团满或团结束），点击查看商品详情页面；同时满足

以上（1）（2）条件时，凑团模块可见，点击查看全部凑团，可看凑团列表

凑团列表显示规则：商家设置的显示条数，排序按照离团有效期时间由近至远展现，点击［去凑团］

进入该团的团详情页面

说明：凑团在后台设置默认是关闭的，商家可自行开启，开启后建议设置合理的凑团显示个数

业务流程

1. 设置拼团活动，发布

2. 活动开始后，买家可见活动商品信息、价格、活动有效期、商品详情等

3. 买家点击［我要开团］后，支付成功即可开团，订单生成，因此时人数不足，商家不能发货，等

待成团

4. 买家通过社交关系，团有效期内邀请到人数足够的好友参加，拼团成功，此时商家发货

5. 若在有效期内，拼团失败，订单关闭并自动退款

6. 拼团成功后，商家发货，买家可申请退款维权，商家可联系买家协商确定是否同意

功能路径

商家版后台－营销－营销中心－促销工具－多人拼团

操作流程

1、新增拼团活动

· 点击［新建拼团活动］

· 进入新建页面，选择活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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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建页面，选择活动商品

· 设置拼团活动生效时间

· 设置商品活动价格，可针对具体 sku 设置，也可以点击“拼团价”批量设置，将所有 sku 都设置为

同一个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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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商品限购数，也可以反选，表示商品不限购

· 提交保存后，促销活动生成

2. 管理／编辑活动

拼团活动共有未开始、进行中、已结束、已失效 4 种状态。

其中，未开始、进行中的活动可编辑，编辑内容主要是活动时间，结束时间可顺延但不能提前

若需要提前结束，点击“使失效”提前结束活动

已结束与已失效的区别在于已结束是活动到期后自然结束的，已失效是指商家主动提前结束。

两种状态都可以查看，删除，但不可编辑。

若结束／失效的活动商品需要再次发起活动，需要重新新增一次。

多人拼团的订单处理

买家支付成功成功开团后，拼团订单会单独归类至多人拼团订单。

· 商家可登录商家版 pc 端－订单－所有订单 - 多人拼团订单



- 372 -

· 订单状态较常规订单多出 “待成团”类型订单，订单再此状态中，不支持买家申请退款，商家也

不可发货

直到订单状态至商家待发货，才可以发货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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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列表中新增“查看同团订单”，点击可看到参加同一个团的订单信息

［经验分享］

选品、价格、及成团人数

1、关于选品：适合拼团的产品一般客单价都不高，单价一般在 60 元以内，主要是客户经常购买的

刚需产品。

2、拼团不会叠加其它优惠活动，并且具有很强的传播性，所以一定打破日常促销价格，将拼团价放

到最低，让客户有足够的动力去拉人拼团。

3、如果主要定位引流、拉新，一般设置一个很低的特价，然后成团人数多一些，比如原价 50 元的

商品，9.9 包邮成团，但成团条件是 50 人。

4、如果主要定位是日常的拼团，一般建议 3〜5 人成团，一般让利在 20%以上，如果成团人数提高，

建议相应的让利或选品，能让客户拉来这么多人成团。

5、成团人数要考虑最后是否能成团，按一般经验，如果人数太多，会有超过一半的团最后不能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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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类目

1、食品：低客单成品，最热销的是应季水果

2、亲子/母婴：

3、服装：百搭、客单价低的基本款

4、化妆品：

5、数码：小型数码产品

运营

1、建议单独做一个多人成团的微页面，将所有在做多人成团的商品做个集合，在店铺首页或者公众

号菜单、店铺导航里加上链接

2、现有粉丝是种子用户，通过公众号群发，利用第一波种子用户开团、传播分享出去。

3、配合微信群、线下资源可以使活动效果更好。

写在最后：

1、货品品质要保证，售后要跟上，否则前面做的一切都是白废！

2、生鲜类的商户一定做好各种预案，货源、品控、包装、物流、坏果赔偿等。

案例

>> 《多人拼团运营攻略&案例分享》

1、一条图文激起千层浪，拼团达到 3500 团，购买达到 10500 单，当日增粉 8000+人，团购商品

库存出货 75%。年糕妈妈如何做到的？

>> 《3 小时拼成 3500 团！累计 10500 单》

2、寻慢老虎亲手操盘，化实操为干货。解析如何净增 7000+粉丝，销售 565 罐茶叶！让付款转化

率高达 71%。

>> 《一个拼团净增 7000+粉丝，销售 565 罐茶叶！》

3、方家铺子的有赞拼团玩法，上线就增粉过千，拼团成功过百团！小丁同学和方家铺子运营妹子一

起，为你解析。

>> 《看方家铺子如何玩转有赞拼团》

4、通过多人拼团这个功能，禾健公众号共增加 1800 个新粉丝的关注，拼团当周销售 600 多单，是

平时活动的四倍。

>> 《禾健拼团提升 4 倍订单，成团率高达 95%》

拼团用户参与流程引导图：

什么是多人拼团？

多人拼团（以下简称: 拼团）是有赞新推出基于多人组团购买，享受以折扣购买商品的营销活动。

怎样算拼团成功？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3695&fromuid=6442447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240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6143&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25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4533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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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拼团活动期间内（最长不超过开团后 24 小时内），找到满足人数要求的好友并成功支付参团，

即可算拼团成功。

团失败，钱怎么退？

若未在有效期内凑齐人数，系统会自动将所支付的货款原路退回，具体到账时间以各银行为准。

拼团流程

产品更新：

活动设置与订单管理

设置地址：微商城-营销-营销概况-多人拼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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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商品的拼团活动设置和订单管理主流程同自营商品多人拼团一致，详情可参考：【教程】如何设

置多人拼团活动及处理拼团订单

分销商品设置拼团活动及管理拼团订单时，支持：

1. 新增拼团活动时，选择分销商品

2、优惠设置时，系统会展示该分销商品所有 sku（包括可售和不可售的），及 sku 的最低建议售价：

本次迭代仅支持拼团价格不小于最低建议售价的情况

sku 是否销售以商品信息设置为准

3、分销商对分销拼团订单管理，同普通分销订单管理一致

4、供货商对分销拼团订单管理，同普通分销订单管理一致，但只有当拼团成团后，分销订单才可发

货

5、以下情况，拼团失败，订单关闭并自动退款：a.有效期内未成团，b.商家提前失效拼团活动，c. 商

品售罄

其中，商家提前失效拼团活动包括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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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手动后台设置“使失效”；

供货商更改分销商品价格，使分销商商品售价不在建议售价区间内或使拼团价格不在建议区间内

供货商新增/删除分销商品 sku

因供货商原因导致活动失效的，系统会发送短信通知分销商，请各位分销商注意。

同时也请各位供货商不要频繁更改分销商品 sku 和价格信息。

1.2.5 积分商城

功能路径

有赞商家版后台－营销－积分商城

开启积分商城后，粉丝可利用在您店铺积累的积分兑换特定商品，您需要从商品库中挑选可以被兑换

的商品，并进行积分价格，可兑换数量，有效期，限兑数量的设置。粉丝兑换时，根据商品情况，需

要或不需要支付运费，积分兑换所产生的订单将作为“积分订单”出现在您的订单列表中。

注意：目前积分兑换商品只对微信粉丝有效，微信环境之外不能进行兑换。

操作流程

1. 开启积分商城

2. 新增积分商品



- 378 -

列表中有三种操作状态的商品：

· ［参加兑换］可以参加兑换的商品

· ［已参加］已经参加兑换的商品，包括已结束兑换的商品（如果要重新参加兑换，可到已结束中找

到该商品并编辑相应属性使活动重新开始）

· ［不支持］分销商品，计时会员卡，到外部购买的商品和参加进行中的团购，降价拍，拼团，限时

折扣活动商品

3. 编辑商品



- 379 -

无 sku

· 默认使用统一兑换比例根据设置和商品原价自动计算积分价，可以更改设置（对所有使用积分统一

兑换比例的积分价生效），也可以使用自定义设置积分价。

· 可兑换数量初次设置不能为 0。（创建兑换活动之后可以修改为 0 使活动进入已结束状态）

多 sku

· 新活动默认不勾选任何 sku

· 至少选择一个 sku 才能参加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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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订单列表

· 可以筛选积分兑换订单

· 订单上会有积分兑换订单的说明

· 订单显示商品的积分价

5. 订单详情订单详情中显示商品的积分价

使用小技巧：进入您店铺前台的会员中心 > 我的积分 > 积分商城，复制当前页面链接，加入到微信自定义

菜单中，即可增加积分商城曝光强度。

应用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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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描述

积分商城是有赞商家版推出的一款付费营销应用，活动基于粉丝在店铺中积累的积分，鼓励买家使用

积分兑换特定商品，以增加成交，增加粉丝粘性，给店铺带来更高的粉丝活跃度。

开启积分商城后，您需要从商品库中挑选可以被兑换的商品，并设置积分价格，可兑换数量，有效期

和每人限兑数量。粉丝兑换时，根据商品情况，需要或不需要支付运费，积分兑换所产生的订单将显

示商品的积分价，暂时只支持买家对有运费订单发起维权退款申请，并只退运费部分，积分不自动退

还。店铺中商品积分兑换显示途径有两个：1. 普通商品列表中具有积分价的商品；2. 会员中心中有

［积分商城］入口，所有积分兑换商品集合在这里。

业务功能

1. 创建及管理：

有赞商家版后台－营销－积分商城（如何设置活动请戳我）

2. 积分兑换商品：

将您库中的商品添加到积分商城，编辑积分价，可兑换数量，有效期，兑换限制后，该商品即称为积

分商品。该商品会在您店铺中显示出积分价，买家看到后可以使用积分兑换该商品。

3. 积分价：

活动生效后的商品积分价格，可以由设置的店铺中与人民币统一兑换比例来自动计算，也可以单独设

置，支持多 sku。

积分统一兑换比例以商品原价为基础，意味着积分在您店铺中的货币价值，请根据您店铺中的积分发

放设置和粉丝积累的积分数量谨慎设置，以免造成积分价过高或过低，从而不利于兑换交易。

具体来说，请参考“客户 > 积分管理 > 所有积分规则”中的积分发放规则和使用的应用营销中发

放积分的设置，比如签到，投票调查，刮刮卡，疯狂猜，幸运大抽奖，生肖翻翻看所产生的积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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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参考“数据中心 > 粉丝分层统计 > 积分”中的粉丝积分拥有情况分布统计。结合以上两者进行

积分统一兑换比例的合理设置。

设置之后，所有使用统一兑换比例的积分商品都将自动生成积分价，更改并保存后，该类积分商品的

积分价也将同时自动变化。

4. 可兑换数量：

商家允许的该商品可被兑换最大值, 是一种您可以接受的预期，当商品以原价被购买的个数较多时，

会相应减少可以被积分兑换的数量。可兑换数量为 0 时，商品进入已结束状态，买家无法再使用积分

兑换该商品。

5. 有效期：

该商品允许被积分兑换的有效日期，到结束日期后，商品进入已结束状态，不再允许使用积分兑换该

商品。

6. 兑换限制：

一件商品允许被同一个人积分兑换的个数，即使该商品被同一个人分多个订单购买，总数也不能超过

该限制。

业务规则

1. 商品范围：

活动范围不包括分销商品、计时会员卡商品、进行中的参加限时折扣/团购/降价拍/多人拼团活动的

商品。

2. 活动叠加：

积分兑换商品不支持会员折扣，会员包邮，优惠券，优惠码，红包，该商品的普通购买渠道依然可以

叠加优惠。

3. 下单：

买家在商品详情页选择［积分兑换］，即可通过积分来下单。点击［我想要／立即购买／加入购物车］

按照商品正常状态的价格购买。

4. 支付：

商品有运费时，使用原有支付途径进行支付运费，同时自动扣除掉相应积分。

商品无运费时，直接点击［立即兑换］即完成支付，扣除相应积分。

如果买家积分不足，则无法使用积分兑换该商品，他可以直接使用［原价购买］直接生成新的普通途

径购买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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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会员包邮、满减送的免邮不会叠加到积分兑换途径中，即买家进行兑换时不会因为该商品有会

员包邮或满减送的免邮而不支付邮费。

5. 编辑：

编辑活动有效期时间，可以使处于未开始的活动进入活动中，使活动中的活动变为未开始，已结束的

变为未开始或进行中。

编辑商品可兑换库存为 0 时，该商品的积分兑换活动变为已结束，前台不再显示积分价，买家不可再

使用积分进行兑换。

6. 退款维权：

暂时只支持买家或卖家对有运费订单发起维权退款，且只退运费部分，不自动退积分。商家可根据需

要通过在后台客户管理中找到该会员，然后手动向买家发放相应的积分。

运营建议

1、在做积分兑换的时候，利用积分排序功能，大致了解粉丝积分的分布，再去设置积分兑换商品会

比较合理一下。

步骤：

a、先判断成本预算及兑换商品价值

b、判断粉丝积分分布

c、根据粉丝积分分布情况，设计奖品的兑换等级

核心点：

1）考虑“积分等级”与“商品价值”两者关系

2）预告兑换数量，根据积分分布来做，一般正常情况，预估会比实际情况要高

3）一定要做预告，做兑换的限量，每个月可以固定一个兑换日。

4）可以结合店铺活动做会员福利兑换，如每周上新日的时候，做积分兑换活动，兑换率会更高。

2、兑换礼品选品技巧

－大促活动，选择用积分兑换礼品的时候，需根据自己的用户群体特征来选，若你的用户是追求生活

品质的年轻女性，那可能赠送一些自拍杆，保温杯等。

－常规活动，选择用一些口碑不错，复购率相对比较高的商品。也可以找些赠品、纪念款等来兑换。

原则：结合用户本身特征来选，客户感知比较大，礼品类的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有价值。

特别说明

＊仅支持绑定认证服务号的店铺使用，且对在微信环境下的微信粉丝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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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只支持有运费订单维权退款，且只退运费部分，不自动退积分。

＊该营销工具将以订购方式有偿使用，VIP 会员第一周内 1 元使用，一周后 5 折订购。铁杆会员 8

折，普通店铺原价购买。

升级内容：

积分商城的商家：福利来了！本次升级新增了大家需求迫切的以下几大功能，还进行了一些小优化，

赶快去试一试吧！

1、增加积分商城商品支持积分＋现金支付

说明：

a. 在自定义价格中进行设置；

b. 仅支持固定价格设置;

c. 不支持优惠券和优惠码使用积分＋现金支付

d. 现金价格小于商品原价；

2. 支持优惠券和优惠码使用积分兑换

说明：

a. 仅支持全额积分兑换;

b. 有效期沿用已有设置，不可修改；

c. 不支持随机金额的优惠券／码进行积分兑换，不支持已过期优惠券／码进行积分兑换；

d. 参加兑换的优惠券／码依然可以被免费领取，请注意发放对象和途径。

3. 增加积分商城商品可控制是否允许被正常购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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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加兑换的商品勾选此项后，即只能使用积分兑换或积分＋现金进行支付。

4. 增加积分商城活动推广

说明：点击推广活动，允许商家使用二维码或链接进行推广和分享，用户通过此入口进入积分商城列

表页面。

5. 增加积分商城快捷添加到店铺导航和微信自定义菜单

说明：添加后，消费者分别在这两个入口点击积分商城，即进入积分商城列表页面。



- 386 -

6. 还有其他优化等你去发现！

关联阅读

1、［应用营销之积分商城］

2、［积分功能如何使用］

3、［积分商城使用教程］

4、［积分商城运营指南］

产品更新：

积分管理功能升级：

支持显示店铺积分概览：让商家快速知道当前店铺积分情况，一目了然，便于可持续积分发放规划

新增店铺积分通用规则：更完善的积分规则，积分资损可控，同时也提升积分价值

点击「客户」-「积分管理」，进入如下新功能页面：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151&extra=page%3D3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64&extra=page%3D4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155&page=1&extra=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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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积分概览

在“客户-积分管理”页面，会显示以下三种类型的积分：

1.可被消费者使用的积分总数

2.已被消耗掉的积分总数

3.处于保护期内积分

后续会支持点击跳转，查看更详细的积分记录。

店铺积分通用规则

共包括以下三种积分设置

积分通用有效期：

1. 支持对店铺积分设置通用有效期，一旦设置，对店铺发放的所有积分有效

2. 可以设置有效期为永久有效

3. 可以设置有效期到某一年的某一日。比如设置为第 1 年的 11 月 28 日，那就表示发放的积分会在

今年的 11 月 28 日的 23:59:59 到期，依此类推

获取数量限制：可以对客户每天获取积分的数量做限制啦

积分保护期：支持对积分设置保护期。商家发放的积分如果在保护期内，是无法使用的——该功能

主要用于在消费者退

款时确保积分可以退还给商家，避免资损

点击“设置通用规则”，打开如图中所示的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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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端的展示

当您设置好了积分通用规则后，在消费者端“我的积分”页面，会显示相应规则下的积分数量

存在即将过期的积分时 存在不可用的积分时，点击右上

角问号按钮显示说明文案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功能上线】积分管理升级，支持设置积分有效期和积分领取上限等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95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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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限时折扣

主要包含以下功能点：

支持折扣优惠或定额减价优惠；

可以批量设置折扣或减价；

可以单独设置每个商品的折扣、减价，也可以直接输入促销价格；

支持抹零：抹去分、抹去分和角；

我们先看图：

活动开始前，商品详情页价格下方将会预告活动开始时间和优惠（折扣或减价）：

为了让商家有跟更多的促销工具，商家版后台上线了『限时折扣』功能。通过限时折扣，商家可以选

定一款或多款商品，在一段时间内以指定的折扣出售。以更优的价格吸引消费者，产生更多的销量。

功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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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版后台→应用与营销→限时折扣。

商户可以自主设置：

活动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活动标签（如新春特惠、吃货节大促）；

活动商品的折扣；

参与折扣活动的商品；

是否限购及限购件数；

关于折扣优惠和减价优惠

如果商品只有一个价格，这两种优惠的效果是一样的：

折扣模式：比如原价 100 元的商品，打 7 折以后，得到 100*0.7=70 元。

减价模式：比如原价 100 元的商品，减 30 元以后，得到 100-30=70 元。

也就是说，两种模式的区别在计算过程上，一个是*0.7，另一个是-30。

假如商品有多个价格，就会体现出两者的区别：

折扣模式：比如商品的两个型号分别是 100 元，200 元，打 7 折以后，分别得到 100*0.7=70 元，

200*0.7=140 元。

减价模式：比如商品的两个型号分别是 100 元，200 元，减 30 元以后，分别得到 100-30=70 元，

200-30=170 元。

也就是说，打折模式是所有型号的价格都打同样的折扣，减价模式是所有型号的价格都减同样的价格。

您可以选择这两种优惠中的任意一种来做活动；

您还可以直接在折后价框里直接输入期望的促销价；

根据需要，勾选『抹去分』或『抹去角和分』可以让价格没有『小尾巴』；

需要说明的情况：

单个活动设置，最多能设置 150 个商品，如果有更多商品需要参加活动，您可以建立多个标签相同

的限时折扣活动来添加；

当一个商品同时参加了会员折扣、限时折扣和扫码优惠时，下单时以三者中最优惠的活动结算，不会

『折上折』；

限时折扣和满减满送活动可以叠加使用，先计算单个商品的折扣，再计算满减送；

未开始的限时折扣在有其他优惠的情况下不会显示预告；

团购和降价拍的优先级比会员折扣和限时折扣都高，当有团购活动时候，显示团购价格（不论更高或

更低）；

限时折扣活动暂不支持来自供货商的分销商品；

限时折扣活动的限购，暂时不能对需要『货到付款』的商品进行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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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折扣活动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情景：

1、每天限时限量（比如活动是 10 天，每天 10 点-12 点打折，当天活动结束后，要第二天 10 点再

开始），可以让客户每天都来关注一下！

2、超市的蔬菜每天 8 点以后半价、便利店的便当每天 7 点以后六折……

3、每月 8 日为烘培店的折扣日，当天所有蛋糕八折；

4、『最红星期五』每周五商场打折；

5、烘培店月饼 8 折活动，每位顾客不限制购买份数，但最多 5 盒可以 8 折优惠，超出部分原价购买；

……

应用与营销中的『限时折扣』现在已经可以满足以上情景啦！

功能新增：活动按周期重复、前 N 件优惠，让您的折扣活动更省心更灵活。

功能路径：商家版后台→应用与营销→限时折扣。

示意图：

https://www.youzan.com/v2/ump/limitdi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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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明如下：

活动时间按周期重复：支持按每日、每月几号、每周几固定时间段重复：

生效时间：是指整个活动的生效时间，按周期重复会在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循环；

每天重复：每隔一天指定时间段生效，如『每天 10 点到 12 点限时优惠』；

每月 x 日：每月的 x 日指定时间生效，当然，亲要记得不是每个月都有 31 号哦；

每周 x：每周的周 X 指定时间生效，可以多选；

活动期间限购：不限购买次数、每人限购 N 件（超过后不可再下单购买）、活动期间前 N 件享受折

扣（超过后可以下单购买但是按原价）；

关联阅读：

【产品公告】限时折扣功能升级：支持单独设置、定额减价、抹零等

【经验贴】不同优惠活动同时设置会叠加吗？

1.2.7 赠品

功能路径

有赞后台－应用营销－赠品

操作流程

1、进入有赞后台，选择应用营销，点击赠品，新建赠品活动

2、设置赠品详情

3、选择商品，参加赠品活动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9538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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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介绍

进入有赞后台，选择应用营销，点击赠品，新建赠品活动

2、设置赠品详情

为赠品活动设置名称，有效期，领取有效期，领取次数

有效期：指的是赠品可以被使用的时间

领取有效期：指的是用户获取赠品后，点击领取赠品的期限

领取次数：指的是每人可以领取赠品的次数

3、选择商品

在创建赠品之前，需要先有至少一个商品可以作为赠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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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去发布商品（需要几个赠品就发布几个商品哦）并且无 sku（不可以是虚拟商品哦），或选择已有

商品选择添加即可。

目前赠品只支持无规格（无 sku）商品，后期会优化支持 sku 商品

什么是 sku：就是商品的规格、颜色、尺码、大小、适用、容量等等

常见问题

1、创建一个赠品后，赠品价格为零

创建一个赠品后，必须要填入价格，但如果填入价格的话，中奖的人就必须要支付，但我们实际上想

实现的效果是，赠口价格为零，这样中奖后，不必进入付款环节，直接填写一个快递地址，即可领取

奖品。

2、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商品设置为赠品后，无论设置什么价格，领取了赠品的人看到该商品时的价格是统一为 0 元的

3、如何找到赠品的链接

赠品的使用方法是放在应用营销的活动里的，是没有链接的，因为不是通过活动获取的赠品，都会是

商品原价。赠品实际上就是一个商品，只有通过应用营销的活动里发放的才会默认为 0

4、赠品已经设置成功，但抽奖设置识别不到赠品

赠品时间范围设置未在抽奖时间范围内

5、设置了赠品，幸运大抽奖里面赠品里面却没有

要时间到然后才能添加进活动里

6、赠品设置中，赠品有效期，领取有效期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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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品的有效时间是指该商品您想让它啥时候生效，跟活动时间无关。防止中奖后长时间未领取，领用

有效期。从中奖时间开始计算的

新版本赠品发布上线（已支持签到）

新版本赠品目前主要用 2 大业务：订单交易线和游戏活动类

1.目前赠品只支持无规格（无 sku）商品，后期会优化支持 sku 商品

什么是 sku：就是商品的规格、颜色、尺码、大小、适用、容量等等

2.创建赠品：应用营销里左侧导航里选择赠品

a) 可为赠品设置有效时间，领取次数领取有效期，选择一个无 sku 的商品后即创建好一个赠品

备注：领取次数领取有效期仅用于刮刮乐、幸运大转盘、生肖翻翻看、疯狂猜猜猜

b) 用户可以查看赠品的详情页，此页面只有获得赠品的人能看到，其他用户进入该页面只显示原商

品页详情

3.赠品应用于订单交易线

当买家的订单满足商家设置的满赠条件，支付页面显示相对应的赠品

4.赠品应用于游戏活动类

卖家可在刮刮乐、幸运大转盘、生肖翻翻看、疯狂猜猜猜等游戏中设置赠品，当用户中了该奖品，点

击领取该赠品，填写收货地址，若赠品关联的商品设置了运费，则领取赠品时需要支付运费

5.关于赠品价格

商品关联为赠品，只有领取赠品的人看到赠品价格统一为 0 元

6.赠品邮费问题：因赠品关联的的是商品，若商品设置了运费，则赠品也会有运费

a)订单交易线

运费只按照订单的运费，买家只需支付订单的运费，不再支付赠品的运费

b)游戏类领赠品，若设置了运费则需要支付运费

7.所有赠品均可查看领取状态以及物流相关信息

a)会员中心里选择赠品可看到所有赠品的领取状态

b)游戏应用类的赠品的有效期：用户提交收货地址的时间，若超过赠品领取有效期则该赠品无法领取

1.2.8 降价拍

功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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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赞后台－应用和营销－拍卖管理

操作流程

1、新建拍卖

2、设置拍卖

选择拍卖商品（必选）

设置商品价格——起拍价、最低价（必选）

设置拍卖时间（必选）

设置拍卖降幅规则（必选）

参与拍卖活动的商品数量（必选）

3、保存，完成设置

流程介绍

1、上架商品

参考商品上架教程；［教程］如何发布／上架商品
注意：参加拍卖的商品不能有 sku【不能对规格】

注意：商品详情建议编写上降价拍的活动规则，比如：仅限购买 1 次，中拍以系统订单付款成功时间为准，

超卖的情况下会进行退款等等

2、新建拍卖（并可以根据拍卖进行状态查看所有拍卖活动－－未开始、进行中、已结束）
注意：拍卖活动一旦设定保存，无法删除，只能等待降价拍活动时间过期。

3、拍卖设置

进入拍卖详情页设置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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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存拍卖设置，回到拍卖规则列表页

场景示例

降价拍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玩法，在降价的时间内，既要考虑自己的感受，还要考虑别人的价码，那种

压迫感和抉择感将能快速点燃粉丝热情，对引流增粉有极大的促进。

可用于大型的营销活动时，要写好商品详情的文案，放大有趣刺激的元素，并推动二次传播，制造话

题；

还可用于新品测试价格，可以事先召集焦点小组，做好价格预调研，设置降价幅度和底价的时候有的

放矢。

选好一款对粉丝有吸引力的刚需商品，设置好适宜的起拍价，最高应只比原价稍高，流拍价可根据自

己的承受能力设置，但一定要足够低有吸引力。

比如 2014 双十一的时候，我们的商户「青年手机团购商城」搞了 iPhone6 降价拍：每分钟下降 100

元，最低降到 1 元。十分火爆，降到四千多的时候被一抢而空。

业务功能：

1、商品的出售方式：（选择商品品类）

a）一口价：原有商品的出售方式；

b）拍卖：新增的一种商品出售方式；

2、拍卖规则：

a）拍卖类型：降价拍（目前仅一种方式）；

b）起拍价：指卖家设置的一个起始价格；

c）结束价格：指卖家设置的保本价格；

d）开拍时间：拍卖开始时间，未开始前，商品详情页显示距离开售倒计时；

e）降价幅度：每 n 分钟下降 m 元；n 必须大于等于 1，且为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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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持续时间：下降到结束价格后还会持续一个时间周期，该功能由系统自动计算；

g）结束时间：整个拍卖活动最晚结束时间，由系统依据起拍价格、开拍时间、降价幅度自动计算；

3、库存/规格：

a）商品规格：拍卖商品目前仅支持统一规格；

b）总库存：每场拍卖的总库存；

c）商家编码：商品及规格的唯一编码，用于数据信息的同步；

4、物流/其他：

a）运费设置：支持统一运费和可配送区域运费模板；

b）每人限购：1 件（每场）；【注意】

c）其他保持不变；

降价拍管理（卖家后台）：

1、选择出售方式：发布商品时，选择“拍卖”的出售方式；

2、调整出售方式：普通商品和拍卖商品，可通过选择出售方式进行快速切换；【注：多 sku 商品，

不允许切换成降价拍，需删除已有 sku，因此建议直接复制商品，对已有 sku 删除保存后，再切换；】

3、编辑拍卖商品：拍卖活动未开始前，卖家可自行修改全部商品信息；若，拍卖活动已开始，卖家

仅可修改商品标题、详情等非关键数据，拍卖规则无法修改；

降价拍规则

1、降价拍举例：

如果一件降价拍商品，起始价格是 100 元，降价幅度是每 10 分钟降价 10 元，结束价格 0.01 元，系

统自动计算总的持续降价事件是 1 小时 50 分钟，商品数量是 2 件，那么：

a）降价拍商品的价格如何下降：从开拍开始，该商品的价格将会按照预设的幅度开始下降，第一个

10 分钟过后，当前价格将会显示为 90 元（即按照预设的降价幅度下降了 10 元），第二个 10 分钟

过后，当前价格将会显示为 80 元（即按照预设的降价幅度下降了 20 元），以此类推；

b）用户如何抢拍降价拍商品：在商品降价过程中，用户如要购买，点击立即拿下按钮进行下单支付

阶段；

c）降价拍的成交价格：降价拍的成交特点是，用户参与抢拍，以拍下时的价格即时付款成交；比如，

用户甲于 80 元的时候抢拍了一个商品，那么即使这个商品后续价格降至 60 元，用户甲的最后成交

价格也是 80 元。

d）降价拍何时结束：有 2 个条件将导致降价拍的结束，一是降价时间结束（即降至结束价格），二

是库存商品被全部拍走。

2、活动状态：【注意】

a）活动开始前，页面显示即将开始的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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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活动进行中，页面显示下一次降价倒计时，以及降价的金额；

c）活动结束后，页面显示抢拍结束，并显示最终价格；

3、活动干预：【注意】

a）活动未开始钱，允许编辑所有信息；

b）活动进行中，只允许修改商品标题、图片、详情等非规则信息；拍卖规则及库存均不允许修改；

c）活动结束后，该商品可重新开放编辑，并可设置成下一次活动商品；

交易和结算

1、买家下单不占库存，付款完成后扣库存：

a）买家以拍下时的价格，最先完成付款后，获得该商品；

b）买家下单后未及时付款，视作放弃抢拍，直至拍卖结束；

c）多位买家同时下单，以最先付款完成时间者，获得该商品，其他已付款买家做退款处理；

d）买家下单瞬间，库存为 0，直接进入抢拍结束页；

2、不支持虚拟商品

降价拍启动后，正常订购失效。活动结束中，点击【使失效】，使商品恢复到正常销售状态。

切勿手贱，设置超长时间降价拍，后果很严重。

实在不行删除商品是唯一解决办法【适用于商品无销量和好评】。

降价拍案例：

降价拍&送礼的极致玩法

【商家复盘】降价拍——从新手变为活跃店铺仅用 3 天！

1.2.9 订单返现

订单返现通过商家设置各种规则，一定程度上降低商品的价格。不仅能降低商品单价，提高用户的购

买欲望，也能刺激用户在同一家商家进行多次消费。

功能路径

有赞后台－应用和营销－订单返现

操作流程

1、新建订单返现

2、设置订单返现规则

设置名称（必选）

设置生效时间（必选）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53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97&fromuid=74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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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返现方式——随机返现／固定返现（必选）

设置返现区间（必选）

设置返现限制——每个用户前 N 笔订单享受返现优惠（必选）

选择所有活动商品（必选）

（1）可以设置固定比例返现也可以设置随机返现，而比例都限制在 1%--60% ，在活动开始后无法

修改。

（2）这里指的是每个粉丝在店铺里的前【】笔订单。如图所设置的，顾客 A 在这家店购买的前 5 笔

订单有返现，而顾客 B 来这家店，前 5 笔也是有返现的。

（3）目前订单返现一经开启，即全店所有产品都参与活动，所以需要慎重。

保存，完成设置

流程介绍

1、新建订单返现（并可以根据活动状态查看所有返现活动－－未开始、进行中、已结束）

返现设置

2、进入订单返现页设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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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订单返现设置，回到订单返现列表页

场景示例

1、通过店铺的所有商品返现活动提升消费者活跃度。（若设置为周末两天，XX 店铺前 5 比订单返

现 10% ，则对于消费者而言相当于打了 9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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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现规则如下：

1、通过微信支付-代销支付，直接返现，通过微信支付退款通道，所以买家会收到退款通知，不要慌

噢

通过银行卡支付，1-15 个工作日返回到支付银行卡

2、目前订单返现设置只针对全部商品，若要设置单个商品需要结合团购返现；

3、团购和返现的结合，进一步提高某一商品的转定率

返现说明：

返现金额少于 1 元钱，如果是微信支付付款，则返还红包 1 元（因为最少 1 元），而银行卡付款则

是按照比例返还几毛。

如果商品金额少于 1 元，比如就卖 8 毛钱，用微信支付付款不会有红包返现，而银行卡付款的话是

按照比例返还几毛几分。

红包返现即时到账，顾客付完钱微信就收到红包。而银行卡付款则是在 3 天内到账。

业务概述

卖家可设置买家在一定时间内的订单数，进行相应的返现，从而进行店铺营销活动

业务功能

1、创建订单返现：有赞微商城后台——应用营销——订单返现

2、选择返现方式：固定返现、随机返现

固定返现：可设置一个固定百分比

随机返现：用户可设置一个百分比区间，返现金额将按照订单金额在这个区间内随机计算出对应的金

额

3、返现比例：最高为 60% 最低为 1%，返现比例只能为整数

4、返现条件：卖家可设置前 N 笔订单，例如设置前 5 笔订单，则表示买家在活动时间内付款的前 5

笔订单（含第 5 笔订单）都享受返现

业务规则

1、支持支付方式：

a）仅限通过“银行卡支付、百度钱包支付、微信支付—代销”三种支付方式付款，给予相应的订单

返现；

b）微信卖家“自有微信支付、货到付款、找人代付、送礼”均不支持订单返现；

2、活动编辑：

a）活动开始前，可自行修改订单返现内容；

b）活动开始后，返现比例将无法更改（建议卖家合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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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支持：

订单返现活动创建后，全店商品都将参与订单返现,不支持仅部分商品返现（请合理设置）

4、返现方式：

a）通过“微信支付—代销”付款，返现金额将原路退回，

例如：使用微信钱包支付，返现将退回至用户微信钱包

使用银行卡支付，返现将退回至用户银行卡，约 2-5 个工作日可到账

b）通过“银行卡、百度钱包”付款，返现金额将原路返回至买家“支付银行卡”，预计 3 个工作日

内到账；

5、返现支出：实际发放返现金额（退款），在卖家“收入/提现”的收入明细以“支出”体现，并从

提现结算账户中扣除；

6、返现记录：买家、卖家均可通过该笔订单详情，查询每笔返现记录；

7、独立记账：返现金额将作为营销费用方式记账，订单原实收金额不做变动；（财务核账）

8.、所有返现均按照买家实际支金额进行相应比例返现，若使用百度支付也按照实际支付金额进行相

应比列返现。

业务限制

通过【微信支付】支付的订单，返现仅支持【微信支付-代销】（微信大账号）模式，【微信支付-

自有】模式返发放将会导致失效（请合理设置）

实例说明
例如：设置前 5 笔订单返现，且返现比例为 10%，A 买家在活动时间内下了 10 笔订单，则前 5 笔订单（含

第 5 笔）每笔订单都会返现。

A 买家每笔返现金额=每笔订单金额*10%，A 买家在该店铺共计返现金额=5 笔返现金额之和

1.2.10 团购管理

团购及参团返现（简称：团购返现，下同），是由卖家针对一款或多款商品，在约定时间内以一定的

团购折扣价出售的一种购物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售出件数越高给予返现越 多的规则，可自行

设置参团后给予相应的返现金额（红包），加大团购活动吸引力，以更优的价格让利消费者，产生更

多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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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和管理：口袋通后台——应用/营销——团购管理；

2、团购商品：团购作为一种类似“限时折扣”的活动，可将现有店铺商品，设置成为一次团购活动

商品，设置完成后商品详情页自动变成团购活动页；

3、商品信息：商品主图、标题、库存，请自行通过原有商品编辑功能进行操作；

4、团购价格：本次团购开始后的商品销售价格；（暂不对售价进行限制，即可高于原价）；

团购时间：本次团购仅在开始时间至结束时间的范围内，以当前价格及返现规则出售；（成为团购活

动后，原商品将自动切换）；

5、参团返现：卖家可设置该团购活动，是否给予买家额外的返现金额（红包）；

6、返现条件：卖家可设置售出达到 n 件，每件返现 m 元（最低 1 元，且为整数），最多可设置 5

条规则；（建议卖家合理设置）

7、售出件数：本次团购时间范围内，该商品通过团购价格，合计售出件数；

8、返现记录：买家可分享返现记录至朋友圈、或微信群；好友亦可见该返现记录，参与团购返现；

9、预计返现：买家可在已购订单详情中，了解本单预计最高可返现金额；

业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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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支付方式：

a）仅限通过“银行卡支付、百度钱包支付、有赞微信支付-代销”三种支付方式付款，给予相应的团

购返现；

b）微信卖家“自有微信支付、货到付款、找人代付”均不支持团购返现；

2、会员折扣：团购商品不支持会员折扣；

3、规则条数：最多 5 条并列返现条件；

4、活动编辑：

a）活动开始前，可自行修改各项团购活动信息；

b）活动开始后，团购活动将不可编辑；（建议卖家合理设置）

5、返现方式：

a）通过“通过口袋通微信账户”付款，返现金额将通过“微信红包”自动发放至买家微信，由买家

自行领取；（红包有效期 3 天，逾期视作放弃，红包退回）

b）通过“银行卡、百度钱包”付款，返现金额将原路返回至买家“支付银行卡”，预计 3 个工作日

内到账；

6、返现支出：实际发放返现金额（红包），在卖家“收入/提现”的结算账户中扣除；

7、返现记录：买家、卖家均可通过该笔订单详情，查询每笔返现记录；

8、独立记账：返现金额将作为营销费用方式记账，订单原实收金额不做变动；（财务核账）

9、返现金额：最低 1 元；最高视返现条件设置；（请合理设置）

10、订单退款：已售出件数，不扣除退款订单；

业务流程

1、设置团购活动，并设置相应的团购价格、活动开始和结束时间、返现条件等；

2、活动开始前，团购商品将处于等待开团阶段，暂无法购买，但可查看该团购的各项返现规则说明；

3、活动开售后，买家可见当前团购售出件数、下单后可获得的返现金额；

4、买家下单后，若订单已满足返现条件，则自动弹出返现红包告知，并立即获得返现；

5、买家下单后，由于该商品当前售出件数，暂未达到返现条件，则暂不返现；

6、买家下单后，该商品当前售出件数，已达到一个或多个返现条件，除当前买家可拿到返现金额（红

包）外，原已下单买家，依据订单购买件数，再次补发相应的返现金额（红包）；

7、买家退款，若该买家下单后，实际已领取返现金额，则最终退款金额自动扣除已返现金额；但原

有团购销量不做扣除；
返现实例 A

卖家针一款商品 A，设置成为团购活动，团购价 99 元，1、售出达到 100 件，每件返现 5 元；2、

售出达到 300 件，每件返现 15 元；3、售出达到 600 件，每件返现 30 元；

1、此时，买家甲购买 1 件商品，由于未达到返现，暂不给予返现，但订单中已预告其如果邀请更多

好友参团，预计最高可返现 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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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了一段时间，该商品已售出 99 件时，买家乙下单参团购买 1 件，将立即获得 5 元返现（红包）；

同时，此前购买的买家甲及其他买家，也将按照订单中的购买件数，每笔订单按照每件 5 元返现（红

包）进行一次补发；

3、该商品售出件数在 101～299 之间时，下单用户即可获得每件 5 元返现（红包），其他用户不再

获得返现（红包），直至满足下一阶段规则；

4、当商品售出件数达到 300 件时，原已下单买家甲、已及其他买家，均可再次获得每件 10 元返现

（红包）补发；

5、若商品售出件数超过 600 件后，原有买家均可再次获得每件 15 元返现（红包）补发，但由于该

团购已经没有其他更高规则；其他新订单，则继续按照每件 30 元返现（红包）发放；

返现实例 B

商品设置：燕窝售价为每瓶 100 元，售出 5 件每件返现 5 元，售出 15 件每件返现 10 元，售出 30

件每件返现 15 元。
例举说明（不知道原理细看）：顾客 A，购买了 2 瓶，此时因为还不足 5 件，所以无反应。一段时间后，A

收到了一个红包，面额为 10 元（5 元*2 件）注 1，点击商品查看发现已经售出 5 件。随即分享商品到朋友圈，

B 看到了，立马买了 10 瓶。此时 A 又收到一个红包，面额为 10 元（5 元*2 件）注 2，B 也收到一个红包，

面额为 100 元（10 元*10 件）注 3。

注 1：A 收到的第一次红包，是因为满足了【售出 5 件每件返现 5 元】，而他刚好买了 2 瓶，所以是 5 元*2

件＝10 元

注 2：A 的第二次红包，是因为满足了【售出 15 件每件返现 10 元】，而他因为之前已经返现过一次 5 元，

所以这次返现是（10-5）元*2=10 元

注 3：B 的红包，也是满足【售出 15 件每件返现 10 元】，而她因为之前还没返过，所以直接返现 10 元*10

件＝100 元

理解：不管是开始就买了（A），还是在满足第一或者第二条件之后才买的（B），每件的返现金额是一样的，

只是早买的多返了几次，刚买的一次性返。

特别说明

由于该产品需要有较强的返现时效性，认证服务号的自有微信支付，无法派发红包，所以暂不

两个返现同时开启的注意事项

当同时开启订单返现和团购返现活动时，顾客会收到所 2 个活动的返现。
例如：商品 10 元，设置了订单返现 20%，团购返现售出 1 件即返 1 元，则顾客购买此产品，会收到 2 个红

包，分别是 1 元和 2 元

如同时返现的金额超过付款金额，则只返还订单返现。
例如：商品 10 元，设置了订单返现 60%，团购返现售出 1 件返 5 元，如果正常返还则需要 6 元+5 元＝11

元，超出了顾客的付款金额，此时只会返还订单返现的 6 元。

玩法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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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一定要启用【微信支付-代销】：因为如果你开了自有，钱都跑到你财付通去了，系统没有钱帮你

发红包给买家。

顾客查看商品，会在商品金额下方显示【订单返现】字样。但是返现比例是不会显示的，你可以在活

动或者商品详情中描述。

活动更改：

活动开始前你可以随时设置全部信息，但是当活动开始后，你只能设置时间，返现比例等都无法设定，

所以要慎重。

高估自己的售卖能力：

一个商品，平时就只能卖个几件，你设置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满 100 件，等同于摆设，你需要直面现

实，设置合理的梯度。当然，你准备搞个大促引流之类的活动，那自己把握。

1.2.11 支付有礼

平时我们可能会看见这样的购物场景：

（1）xx 店开业大酬宾，所有会员只要在我线下实体店，通过收银台支付满 100 元，可以领取一张线

上店铺优惠券哦，多买多送哦！

（2）xx 店的金牌会员，只要在本店消费满 100 元，可以参加一次“开心刮刮乐”的游戏，游戏奖品

十分丰厚~

（3）38 妇女节，xx 店的女性会员，购买本店商品，可以免费获得一瓶香水；

等等还有很多........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玩法呢？这就要靠我们这款新推出的营销应用了！

【支付有礼】功能简介

支付有礼是一款帮助商家提升客户粘性的新型营销应用，商家可以根据客户的付款情况、会员等级、

会员标签等条件，设置其付款成功后可参加的营销活动。例如：付款后抽奖、付款后参与投票调查。

支付有礼升级已于 2016.7.27 上线升级功能，新增指定商品维度与成为分销员（原销售员）的应用（点

此了解详细更新）。

【支付有礼】功能路径

商家后台》营销》营销中心》促销工具》支付有礼

【支付有礼】功能设置

1）点击进入商家后台》营销》营销中心》促销工具》支付有礼；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4651&extra=page%3D1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4651&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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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活动列表，点击新增活动；

3）进入活动设置后，根据要求进行填写活动相关信息，主要有以下 3 个步骤；

第一步：设置活动基本信息

在设置活动名称时，字数必须控制在 1-20 个字内。设置活动日期时建议不要设置的太久，可以根据

实际活动的效果，灵活调整。

第二步：关联营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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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前【支付有礼】可以关联的营销是成为分销员（原销售员）（二期新增功能）、优惠券、优惠码、赠品、

游戏插件、投票调查、微页面；所有的营销活动需要商家提前设置好之后才可以进行关联。

“成为分销员（原销售员）”应用说明

1、“仅可成为本店分销员（原销售员）”指的是买家（非分销员（原销售员））支付成功后，如果

申请成为分销员（原销售员），申请成功后属于本店的一级分销员（原销售员）；

2、“允许成为二级分销员（原销售员）”指的是买家（非分销员（原销售员））支付成功后，如果

购买商品是由本店的一级分销员（原销售员）推荐，如果申请成为分销员（原销售员），申请成功后

属于该分销员（原销售员）的二级销售；

3、设置分销员（原销售员）申请门槛，请在分销员（原销售员）应用内设置（分销员（原销售员）

使用手册）；

微页面需要商家上传微页面封面图，例如商家可以自己通过微页面模板搭建一个中秋节专题，然后把

专题的微页面关联在【支付有礼】中，然后设计一张引人入胜的封面图（图片尺寸：750*200），如

果不按照要求上传封面图片，会影响页面美观。

第三步：设置活动参与条件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762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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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活动的参与条件，可根据买家的会员资格，购买指定商品（二期新增功能），交易的金额，以及付款的场

景 4 个方面进行设置。如店铺未绑定微信认证服务号，则无法设置【客户资格】，建议商家店铺尽快和微信

认证服务号进行关联。

同一时段相同消费场景下只能有一个支付有礼活动，不可重复创建；

举个例子：

在 2016 年 6 月 16 日-2016 年 6 月 20 日期间创建了一个“全部”付款场景的应用活动，那么就无法在 2016

年 6 月 16 日-2016 年 6 月 20 日期间创建“收银台付款”和“线上购物”场景；同理如果在 2016 年 6 月 16

日-2016 年 6 月 20 日期间创建了一个“线上购物”付款场景的应用活动，那么就无法在 2016 年 6 月 16 日

-2016 年 6 月 20 日期间创建“线上购物”场景，只能创建一个“收银台付款”付款场景；

注意！【支付有礼】应用关联的营销活动如果失效了，在前台将不会显示关联的营销活动入口。

【支付有礼】活动效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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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秒杀

前言：『秒杀』是目前用的最多，最尴尬的一种营销活动方式，同时也算是被认为还算有用的营销活

动。“秒杀”这个名词最早起源于 2000 年，那时候很流行一款网络游戏“传奇”，等级很高的一个

人看见一个等级很低的人，上去一刀砍死，这就叫做“秒杀”，意思就是快速消灭。2007 年，某宝

二手市场做了一个营销活动提前和客户预告，到底几点几分会有超低价格的商品放出，之后会有一窝

蜂的客户等在那里，不停的刷新页面，时间一到，商品立刻被抢光，于是说该商品被“秒杀”了~~

功能预告：秒杀提醒功能已上线【了解详情】

什么是有赞的“秒杀”

有赞“秒杀”是一款针对商品的营销应用工具，商家通过使用该款营销工具，可以用超低的价格，吸

引更多的会员，带动店铺的整体销量。

“秒杀”可以解决商家哪些问题？

1、秒杀活动可以提前预热，会员可以通过预约的方式报名活动，预约方式分为 2 种：关注店铺或者

答题。——增加店铺粉丝，提升店铺品牌

2、区别于其它营销活动，秒杀商品可以以 sku 维度参与活动。——合理调控库存，解决库存积压

3、为配合“秒杀”活动，微页面新增秒杀组件，商家可以使用秒杀组件，搭建秒杀专题活动页。—

—打造营销氛围，第一时间曝光活动

4、独立库存，独立价格，秒杀活动结束快速恢复原价。——流量不浪费，产生更多的交易

什么是秒杀独立库存？

由于秒杀的商品和原先的商品是两套不同的逻辑，所以库存也是完全独立开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上架了一款商品，设置的库存是 10。然后我去创建秒杀活动，设置的库存是 5。可能您会

理解为，我是从总库存里面抽取了 5 件去参加秒杀，实则不然。由于两个库存是完全独立的，所以我需要准备 15

件的货才可以。如果我真的只有 10 件的货，那就等秒杀活动结束后根据销量手动修改一下商品库存

功能路径

商家版后台>营销>营销中心>秒杀

如何创建秒杀活动？

第一步：选择秒杀商品

参与活动的商品可以是单个 sku 或者多个 sku，并且可以设置不同的秒杀价格，如图所示：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0000&page=1&extra=
https://www.youzan.com/v2/ump/sec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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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设置秒杀活动时间（设置不可修改）

第三步：设置活动标签, （活动期间展示于商品详情的价格旁边，2 至 5 个字符）

第四步：限购设置

说明：设置限购设置，可以规定每个用户可以在秒杀活动过程中购买的商品件数（不受商品限购设置

影响）

第五步：设置订单取消时间

说明：

1、在秒杀活动期间，如果用户在设置时间内没有支付，那么订单将会被自动取消。（我们不能让难

得的抢购机会留给那些犹豫不决的买家）

2、订单取消时间最小设置为 5 分钟，最大设置时间为 10 分钟；

第六步：秒杀资格设置

说明：

1、目前秒杀资格包括 2 大类，一个是需要用户关注微信公众号才能参加本次活动秒杀，另外一类则

是用户需要回答商家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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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提升自己品牌知名度的商家建议选择第二个设置项；

2、选择关注店铺才能获得秒杀资格的商家，需要绑定微信认证服务号哦~

商家可以设置秒杀预约提醒：

＊商家需绑定认证服务号才能发送活动提醒

＊在活动开始前 48 小时内，参与秒杀活动的粉丝需和商家进行过互动才能收到活动提醒消息。

＊消息将通过公众号发送

预热：秒杀活动开始前买家需要进行操作关注店铺或者回答问题，才能预约活动成功。

以回答问题，展示操作效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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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开始后，没有事先预约的买家，只能等下次活动了噢（论活动预热的重要性）

买家端展示效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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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搭建秒杀专题页
注意：为了保证秒杀的活动效果，价格能在前端展示，有冲击性，目前选择商品的时候只能通过“营销活动”

这个组件里面选择，如果从“商品”或者其他组件里面选择，是不会触发秒杀设置的。这一点可能大家会疑惑，

和限时折扣这些的设置不同。请大家知悉哟，切记！切记！！！

一个广告图＋n 个营销组件等于

提示：为了保证活动效果，请一定要使用“营销活动”组件创建活动微页面哦！

哪里可以找到“微页面营销组件”呢？

功能路径：商家版>店铺>微页面>添加内容>“营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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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阅读

秒杀运营指南 >>>

秒杀谍照>>>

1.2.13 优惠套餐

优惠套餐简介

为了帮助商家提升销售业绩，提高购买转化率，提升销售笔数，增加商品曝光率，节约人力成本，有

赞营销中心发布优惠套餐功能：商家可以将几种商品组合成套餐，并设置套餐价来销售，通过这种优

惠套餐的形式让买家一次性购买更多商品。

优惠套餐可以解决商家哪些问题

1. 提高商品曝光：买家在浏览商品详情页时，会看到相关套餐的其他商品。

2. 引发关联购买：买家以优惠价一键购买整个套餐，提高关联销售。

3. 多种营销方式：商家可以将生效的套餐链接和二维码分享出来，创建各种店铺活动。

功能路径

商家版后台>营销>营销中心>优惠套餐

如何创建优惠套餐活动

第一步：设置套餐名称和生效时间

设置好套餐名称后，买家在浏览套餐时，就可以看到套餐名（套餐名称不能超过 12 个字）；

套餐生效后，买家浏览套餐商品的详情页时，都可以看到这个套餐：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9421&extra=page%3D1
https://www.youzan.com/v2/appmarket/appdesc?id=589
https://www.youzan.com/v2/ump/package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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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择套餐商品

在商品列表中，选择参加套餐活动的商品，您也可以选择这个商品的哪些规格参加活动。一个套餐活

动，最多选择五个商品；一个商品，最多能同时参加三个套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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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让买家下单更流畅，提高买家的付款转化率，我们对能够参加套餐活动的商品做出了限制，

以下商品不能参加优惠套餐活动：

虚拟商品、外部链接商品、预售商品、限购商品、设置购买权限的商品、要求留言商品、定时开售商品、分销

商品；以及参加积分商城/多人拼团/秒杀的商品。

另外，如果套餐商品同时参与了 团购返现/赠品/降价拍/会员折扣/限时折扣 活动，买家购买优惠套餐时，仍

按照套餐价购买。

第三步：设置套餐价格

选择好商品后，您需要设置一个套餐价格，套餐价格不得高于商品原价总和，买家可以以套餐价一口

气买下整个套餐。

第四步：设置优惠价格展示

这是一个配置的开关，套餐商品的原价总和减去套餐价，就是优惠价格，您可以选择是否将这个价格

展示出来。

第五步：保存，推广

保存后，到了开始时间，套餐生效，买家不仅可以在商品详情页看到套餐，您也可以单独将套餐活动

通过二维码或者链接推广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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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将二维码直接放出来，买家扫码后进入到套餐列表页，直接一键购买；

也可以在您的店铺里创建套餐活动，并放上这个套餐的链接，买家点击后进入到套餐列表页，一键购

买。

买家看到的页面

1）单独的套餐列表页，会展示套餐名称。如果同时有多个套餐，则不展示套餐名称。

2）商品详情页展示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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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种搭配随意挑选

优惠套餐里面的商品在商品编辑时若设置限购，则会有限购，若没有设置则无法设置限购

目前优惠套餐无包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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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商品不能被设置选入套餐中？

一个商品，最多能同时参加三个套餐活动； 同时以下商品不能设置成套餐：虚拟商品、外部链接商

品、预售商品、限购商品、设置购买权限的商品、要求留言商品、定时开售商品、分销商品；以及参

加团购返现/限时折扣/多人拼团/秒杀的商品。
注意事项

1. 在您开通多门店后，由于商品的配送问题，不建议您使用优惠套餐功能。

2. 以下商品不能参与优惠套餐：虚拟商品、外部链接商品、预售商品、限购商品、设置购买权限的商品、要

求留言商品、定时开售商品、分销商品；以及参加积分商城/多人拼团/秒杀的商品。

3. 如果套餐商品同时参与了团购返现/赠品/降价拍/会员折扣/限时活动 活动，买家购买优惠套餐时，仍按照

套餐价购买。

1.2.14 打包一口价

打包一口价是一款帮助商家增加商品销售、提升客单价的促销工具。使用该营销工具商家可以设置全

场活动，如全场 99 元任选 3 件；也可以做单个商品活动，如某件商品 50 元 2 件。玩法多多，非常

灵活。

产品使用场景

通过打包一口价营销工具建立商品池子，可以让买家随意挑选，当满足活动条件时，买家只需支付一

定的固定金额，既可全部拿走，非常适合清仓大甩卖类的营销活动。这样的活动方式能够使买家产生

购买的乐趣，让买家随心所欲的组合自己心爱的商品，同时也帮助商家提升单店的客单价。

产品使用路径

商家后台> 营销中心 > 打包一口价

营销活动规则

1、买家在商品池内选择一定件数的商品，满足活动条件后将享受活动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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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买家一笔订单内选购的商品件数超出活动规则限定的件数，系统根据计算商品金额由高到低排

列，优惠规则优先满足价格最高的商品，其余商品用户原价支付；

3、单笔订单内，如果满足多次活动规则，则买家享受多次优惠，例如 abc3 件商品 50 元，买家这时

候买了 aabbcc6 件商品，则只需支付 100 元即可全部拿走；

营销活动操作说明

1、创建活动

进入商家后台> 营销中心 > 打包一口价，点击“创建活动”，如所示：

2、填写活动信息

1）活动名称：创建活动名称至多可以填写 16 个汉字/字母/字符；

2）生效时间：填写本次活动的开始和结束时间，注意活动开始时间不得大于活动结束时间；

3）促销规则：金额不得大于 990000 元，商品件数不得高于 20 件；

4）优惠叠加：商家可以设置买家是否可以同时参与其他营销活动，其他营销活动包括优惠券、优惠

码、满减、支付有礼、订单返现。

5）商品选择：参加其他活动的商品不可重复参与本次活动，非正常售卖的商品也不可以参与本次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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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完成！

买家端界面案例

1.2.15 发券宝

各位商家，大家好！

拉新、留存、促活是各位商家针对客户运营和客户价值挖掘的永恒话题。虽然我们有不少的营销工具，

但是针对这三方面还是缺少一些营销利器，于是我们推出了这款基于优惠券的精准营销工具“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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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以满足广大商家新客定向优惠促转化、老客定向优惠促回购、老客传播拓新客、节日大促定向

优惠、老客关怀、售后维权定向发券、新品体验定向发券的业务场景的需求。

发券宝包含以下模块

进店有礼：新客进店主动推送优惠券礼包，拉新有的放矢。

裂变优惠券：客户在线支付完成，提供裂变优惠券，分享给朋友，促进老客回购和拓展新客。

定向发券：通过各种用户属性和历史行为，筛选出目标用户，并给这些用户定向群发优惠券，达到精

准营销的目的。

定向发券场景举例：

场景 1 提升单价：大促前，给过购买均价小于 100 的客户发满 150 减 20 定向券，给购买均价 100-200

的客户，发满 300 减 50 的券，分层提高消费金额；

场景 2 刺激回购：给半年内有过支付行为，但是最近 2 个月没有支付行为的客户定向发券；

场景 3 售后安抚：物流超时、中途小损，给客户定向发券，在优惠券中加说明，在客户投诉前主动安抚提

升满意度；

场景 4 交叉推荐：给买过 A 商品的客户发 B 商品券，交叉推荐相关联商品；

场景 5 新品测款：给活跃老客定向推送新品体验券，测款、积累好评、获取有效反馈；

1、进店有礼功能说明

场景：新客户进店，推送新客优惠券礼包，一个礼包最多可以包含 5 张优惠券，促进新客转化。

新客礼包领取资格：

从未在您的店铺买过东西，且没有领过本次发放的新客礼包；

下单未付款算没买过；

付款后退款算买过；

下过货到付款订单算买过。
注意：进店有礼只有用户访问店铺主页（非微页面地址）或者商品详情的时候会触发。

2、消费者端主要界面和功能说明：

新客户进店，如果是已登录，只要未领取过新客礼包，直接发放新客优惠券礼包到账户，并弹层提示；

如果是未登录，在右下角展示“新人礼”小图标，以免打扰老客，新客登录后领取，老客登录提示“仅

限新人领取”；

如果礼包中有多张优惠券，有些券库存不足了，则领到几张显示几张，一张都领不到，显示“抢光了”；

领取到的优惠券会放到用户的“我的优惠券”中；

新人礼包一人最多只能领取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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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家后台主要界面和功能说明：

路径：微商城后台》营销中心》发券宝

进店有礼活动一次最多可以添加 5 张优惠券；

通过进店有礼创建的优惠券，只能是固定金额，不设会员等级限制，每人最多限领一份，暂时不支持

同步到微信卡包，自动屏蔽分享领取链接；

一次只能一个“进店有礼”活动，只有当所有活动已结束或者已失效，才能新建进店有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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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活动未结束、未失效，可以重新编辑和保存活动，编辑后以新编辑的规则执行；

活动结束或者失效后，可以继续“查看”活动详情，但是无法编辑；

未开始和进行中的进店有礼活动可以随时“使失效”，失效后不会再发放优惠券，但是已经发放的券

不会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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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优惠券功能说明
场景：客户在线支付完成，提供裂变优惠券，鼓励分享到朋友群，并领取自己的一份；

1、消费者端主要界面和功能说明：

订单支付成功，展示裂变优惠券领取界面，告知本次可分享的优惠券数；

分享给好友后，自动给分享人领取一张券，朋友每人限领一张券，每次分享可以领取的券数在 2~10

张之间可自定义；

有人领取后，展示领取记录，以及领取的优惠券金额；

如果优惠券库存不够，分享完为止；

下单时没分享，或者想要继续分享可以在订单详情底部，点击“领优惠券”入口，进入分享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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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家后台主要界面和功能说明：

路径：微商城后台》营销中心》发券宝

裂变优惠券可以设置单次下单后可分享数：2~10 自定义；

裂变券分享出去后，每个朋友最多限领 1 张，避免重复领取，达到真正裂变的目的；

裂变全暂时不支持同步微信卡包、不支持仅限会员领取；

如果活动未开始，所有活动信息均可编辑；

一次只能一个“裂变优惠券”活动，只有当所有活动已结束或者已失效，才能新建活动；

活动进行中，未结束也未失效，可以编辑活动名称和结束时间，结束时间可选范围为当前时间之后；

活动结束或者失效后，可以继续“查看”活动详情，但是无法编辑；

“使失效”是指让未结束或者未开始的活动立即失效，失效后不可重新开启，失效后已领取的券不会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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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发券功能说明

“定向发券”通过会员卡、加入购物车、购买次数、买过的商品、注册手机号等各种用户属性和历史

行为，筛选出目标用户，并给这些用户定向群发优惠券，达到精准营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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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作界面和功能说明：

进入后台定向发券列表，点击定向发券模块的“立即创建”，进入新建定向发券界面；

创建定向发券分四大步骤：选人群、设优惠券、设置发放人数、添加活动名称；

根据选择的人群条件，系统自动计算可以发放人数，允许手动调整发放人数，当优惠券库存不足时，

券发完为止；

群发优惠券直接发到用户帐号，不需要用户再点击领取；

单次最大支持给 5000 人群发优惠券；

因为群发需要一定时间，可以在定向发券列表查看投放人数、发券进度、成功发放数；

注意：

因为微信对优惠券类群发的消息推送限制，给主动客户发券后，目前只支持对绑定手机号的用户进行短信通知，

是否短信通知可选；

群发操作不可撤回，群发前务必检查好人群、优惠券等关键设置项；

群发受各种因素影响，跟短信群发、邮件群发类似，群发成功率不一定能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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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手机号：

是指客户在有赞注册时候的手机号，一次最多支持 80 个手机号，多个手机号用逗号分隔，目前仅支

持中国大陆的手机号，需要添加“+86”信息；

指定商品：

筛选出买过某个指定商品的客户，目前只支持出售中的商品，一次只能选择一个商品；

自定义人群：

当选择的是自定义人群，支持多个自定义条件时叠加的，比如，当 N 天内有购买选择 90，N 天内无

购买选择 30，对应的人群就是“90 天内有购买，且 30 天内无购买”的这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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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定向发券活动时，可以设置短信通知客户：

批量发券完成，给成功发到券，且有注册手机号的客户推送短信消息；

如果剩余短信数少于发券人数，会提示充值，如果短信不充值仍可以群发优惠券，但是短信发完后，

剩余的其他人将无法收到短信通知；
特别提醒：在发券宝中创建的优惠券为发券宝专用，请不要同时用于其他发券渠道，也不要泄露领券链接和二

维码。

1.2.16 周期购

各位商家，【周期购】营销应用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全面对外开放，届时商家可以在微商城 PC 后

台－营销－营销工具中订购使用。注意：目前仅支持绑定认证服务号的店铺。

产品介绍

什么是有赞【周期购】？这是一款全新的付费营销应用，切入“买家一次付款，商家多次发货”的消

费场景，帮助商家更高效地销售周期配送的商品，比如鲜花、牛奶、报刊等，帮助商家快速锁定客户、

降低促销成本、高效回笼资金、提升单客价值。对于买家而言，则无需重复下单，还能享受更优惠的

价格。

产品亮点

买家下一次单，商家甚至能卖出一年商品

商家发一次货，整个订单的资金立即到账

支持顺延配送：买家和商家均可以延后周期购订单的配送

优秀的买家使用体验：查看管理订单、跟踪实时物流信息、订单发货提醒和配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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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商家订单管理：批量导出订单、周期性发货、设置配送区域、周期订单发货提醒等

业务规则（必看）

1、活动限制：

创建活动添加商品时，目前只支持实物商品

禁添加多价格的商品（注：多规格但价格单一的商品也是可以的）

禁添加分销商品

禁添加预售商品

周期购商品暂时不支持任何营销活动，后续会陆续支持

暂不支持商品本身的运费模版，也即是周期购活动一律是免运费的。如果商家确实有运费需求，可以

在周期购规格中设置进去

暂不支持编辑收货地址，和线上一样，只能添加备注的形式来标记

暂不支持上门自提

2、支付方式：

不支持微信支付-自有

业务功能与流程

路径：微商城 PC 端后台>营销>周期购。

1、应用订购与管理：

【周期购】是一款付费营销插件，需要订购才能使用；同时也会有相应的应用活动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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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创建与发布

添加商品（不满足条件的商品是不可选的，详见业务规则）

填写活动名称和优惠文案

商家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配送周期和商家支持的送达日期

编辑周期购规格以便消费者选择

设置下单时间限制

3、消费者浏览与下单

移动端周期购活动详情页会显示周期购标识 icon

消费者选择周期购规格和送达日期后，会显示第一期的预计送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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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买家订单管理

买家购买成功后，在订单列表中会增加一项带有标识 icon 的周期购订单

订单详情页中会显示消费者选择的周期购具体信息、物流模块

点击物流模块，进入物流信息页面，可以查看各期物流、送达日历、顺延配送、取消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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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店铺后台订单管理

订单类型中多出一个筛选条件：周期购订单；当选择“周期购订单”筛选条件时，会动态多出一个筛

选条件：送达日期；商家可根据送达日期筛选出某一天需要送达的一批订单

周期购订单详情页会显示周期购信息、已配送物流信息、待发货信息、顺延发货按钮以及取消顺延

6、微信消息通知

每期的下单时间前 12 小时，系统会给买家发送微信模版消息，让买家确定是否要顺延配送

顺延配送和取消顺延成功时，系统均会给买家发送微信模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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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退款与维权

所有期次配送完之前，买家申请退款：一次都没配送时，支持仅退款；配送过时，支持部分退款

所有期次配送完之后，买家可申请售后，售后流程与普通订单一样

商家在店铺后台会收到维权提醒，处理流程与普通订单一样
备注：由于周期购的特殊性，维权过程中需要买家与商家持续沟通；有赞会在二期优化维权体验，降低沟通成

本

特别说明

周期购活动创建后，如果不希望消费者从店铺商品列表中原价购买商品，请使用隐藏商品功能，将周

期购活动的商品隐藏

买家只有满足商家设置的下单时间限制，才能顺延配送／取消顺延配送；而商家随时可以顺延配送

当订单部分退款成功后，订单会变为交易完成状态（即是，部分退款成功后无需再发货）

在店铺后台订单列表页面，只选择“待发货”并点击“筛选”按钮，此时批量导出的表格中不会包含

周期购订单；需再选择“周期购订单”筛选条件，批量导出的表格中才会包含周期购订单（这样的好

处是，周期购不会影响其它订单的批量导出）

功能更新：【周期购二期】上线了

周期购支持 隔天送 的使用场景：在活动发布页，选择配送周期为“每日一期”时，可以勾选送达日

期为“隔天送”

周期购活动支持 多规格且多价格 的商品：可以在设置周期购活动规格时，针对每一种商品 sku 组

合设置一套活动规格

周期购下单时支持使用优惠券和优惠码

支持运费设置，不再强制免运费：新建周期购活动时，可以设置运费类型：

配送方式，开始支持 同城配送 和 到店自提

支持顺延多期，并支持商家设置买家最多可顺延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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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顺延」、「取消顺延」的店铺消息通知

查看常见问题：【经验帖】有赞周期购常见问题——持续更新中

产品更新：

为了周期购商品后续可以支持更多的营销活动，满足商家的营销需求，我们对周期购进行了升级。

本次大部分逻辑没有改动，可以参考：周期购使用文档。

本文重点说明使用习惯有改动的地方。请你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一、新增功能

1、周期购商品支持和「满减送」叠加

2、周期购商品支持和「会员折扣」「会员包邮」叠加

二、活动管理

1、库存

每一种周期购活动规格，支持单独设置库存

历史周期购库存我们将平均分在各个周期购活动规格上，你可以自行进行调整。例如原商品有 100

件，周期购规格有：每周一期共 10 期，每周一期共 20 期。调整后每个周期购规格都分到了 50 件库

存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1312&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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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购商品库存只能在周期购营销活动处设置

2、创建周期购商品

创建周期购活动时，我们会自动帮你复制一个周期购类型的商品。原有商品不受影响

新的商品若需要添加到微页面上，你可以使用微页面的「周期购组件」进行添加。新的商品若需要参

加其他营销活动，请去相应的营销插件中进行添加

已参加周期购活动的商品我们将帮你统一设置为周期购类型的商品

在商品列表中，我们针对周期购类型的商品打了【周期购】的标签，便于你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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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架

周期购商品若不需要继续售卖，请至“商品编辑页”底部操作下架。若需继续售卖可以重新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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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订单管理

1、订单列表

列表增加了下期送达时间字段，便于快速查看送达时间



- 443 -

2、订单详情

为了便于查看和操作，预计送达时间，发货，顺延发货|取消顺延，查看发货记录等操作，都放在了

商品列表

点击【发货记录】，可以查看历史上所有期次的发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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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注意点

订单中商品发货一期后，全部订单进行结算

商品全部退款，订单关闭，不支持继续发货

商品发货后再退款，订单变成已发货，不支持继续发货

商品所有期次发货完成，订单变成已发货，不支持继续发货

修改物流功能暂不支持，后续将尽快支持

1.2.17 找人代付

2017 年 02 月 28 日，有赞微商城对于找人代付功能进行了优化，主要优化了消费者端的代付体验。

主要更新如下：

1、找人代付支持单人代付（一个朋友全额付款）和多人代付（多个朋友共同付款），微商城后台支

持单人代付和多人代付分别配置不同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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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付订单将默认使用微信支付-代销，原因是超付或者多人代付失败的时候需要做自动退款操作。

3、优化了买家发起代付的流程体验，增加了代付的可信度。

4、代付订单支持买家发起退款，同时也支持商家的主动退款。

5、代付订单如果 48 小时未完成付款，则系统自动取消该订单，已经支付的金额将原路返回。

具体介绍如下：

.功能配置

路径：微商城电脑版后台>营销>找人代付

说明：

1、支持开启和关闭【找人代付】功能。

2、可以配置代付留言，最多支持 10 条留言，并且支持编辑留言状态（有效和无效），系统会从有

效的留言中随机选择其中一条，作为留言。

3、支持背景图片配置，图片最佳尺寸为 750x370 像素，建议是用该尺寸。当尺寸不匹配时，图片

将被压缩或者拉伸以铺满画面。

买家使用【找人代付】流程

1、买家下单后选择【找人代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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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支持买家选择单人代付和多人代付

2、买家分享代付申请给好友

说明：其中多人代付支持【我先垫点】功能，支持买家自己先支付一些金额。而单人代付只可以喊朋友帮忙，

不支持自己垫付部分金额。

3、好友进行代付

商家管理代付订单

商家可以在微商城后台-订单管理 后台查询和操作代付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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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付订单的退款规则

1、代付订单支持买家主动申请退款：代付订单全额支付成功后，一直到订单交易成功后 15 天内，

买家都可以申请退款。

2、代付订单支持商家的主动退款：代付订单全额支付成功后，商家可以在订单详情页面发起主动退

款。

3、2017 年 2 月 28 日 19：00 前生成的代付订单，还是保持原有的逻辑：买家无法申请退款，商家

可以主动进行退款。

补充说明

1、代付订单有效期 48 小时，逾期后未完成，进入全额退款流程；若有超额支付，则超付部分进入

退款流程。

2、商品限制：虚拟商品、分销商品不支持找人代付功能。

3、营销活动限制：秒杀，拼团，限时折扣，降价拍等有购买时间要求的营销活动无法使用代付功能。

4、库存说明：代付订单是下单扣取库存。

5、2017 年 2 月 28 日 19：00 前生成的代付订单还是按照之前的逻辑，比如 15 天的超时取消，不

支持买家在线申请退款。

功能路径

有赞商家版后台－应用营销－找人代付－点击开启（默认关闭）

操作流程

1、商家开启［找人代付］功能，新建［发起人配置］和［代付人配置］

2、进入商品页面，点击［找人代付］选择代付方式［单人代付］或［多人代付］

3、发送或分享到朋友圈；

4、朋友进入付款页面，使用微信支付付款；

5、代付订单发货；

6、代付订单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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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介绍

1、商家开启［找人代付］功能，新建［发起人配置］和［代付人配置］

商家根据产品、活动特点，配置 10 条随机显示的送礼人心意话术，从而引导代付人付款。

商家根据产品、活动特点，配置 10 条随机显示的代付人随机昵称、留言，与发起人形成互动。代付

人也可在代付页面自行修改昵称、留言。

2、进入商品页面，点击［找人代付］，选择代付方式［单人代付］或［多人代付］

3、发送或分享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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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朋友进入付款页面，使用微信支付付款；

5、代付订单发货



- 450 -

6、代付订单退款

（1）使用微信支付－自有的代付订单退款步骤：

点击，“下载需退款订单”保存至你的本地电脑；

登录财付通商家后台，提交“批量退款”申请，并上传刚刚下载的 CSV 文件；

请确保财付通商家后台显示，批量退款申请已提交成功；

点击“上传已处理订单”，选择已退款订单的 CSV 文件，系统将自动标记退款；

（2）使用微信支付－代销的代付订单，点击此处查看具体操作哦。
场景示例

以下是［找人代付］功能场景示例

Ａ男和Ｂ女是情侣关系，Ａ经常忙工作没空陪Ｂ，Ｂ就用网购来打发时间，Ｂ经常在有赞微商城买东西，然后

使用［找人代付］功能让Ａ来买单。Ａ也觉得这种表达爱的方式很不错。爱她，就替她买买买。

补充说明

代送订单有效期 15 天，逾期后未完成，进入全额退款流程；若有超额支付，则超付部分进入退款流

程；

相关阅读：

优秀代付案例集锦

什么产品适合玩代付？

运营笔记：起底替身演员“男人袜”代付活动策划

找人代付常见问题汇总

1、为何商品里没有送礼代付功能

您好，请到后台【应用与营销-找人代付】中查看是否已启用该功能，开启后方可使用。

https://mch.tenpay.com/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61&extra=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1&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17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29&extra=page%3D2%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02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extra=page%3D3%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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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付订单未付款完成，状态显示关闭。已付的钱又不能退款。是自动退款吗？多久到账？微信支

付代销模式的。

未完成订单关闭的时间实际为 10+5 天，10 天是代付送礼本身的机制过期，5 天是订单过期，所以

我们说的是 15 天，如没有进行退款，请联系客服进行处理。

3、支付成功的代付订单怎么申请退款呢

代付订单不支持买家申请退款，需要联系卖家进行“在线退款”。

4、开通了找人代付功能，为什么有些商品在下单后，在付款时有时候出现找人代付按钮，而有时候

却没有找人代付按钮，这个是怎么回事？

您好，分销商品是不支持找人代付的。普通商品形式都是可以的。您可以发送一个商品进行测试下呢

5、订单列表显示是【非粉丝】购买

您好，因为您的账号是未认证订阅号，是没有获取粉丝权限的，所以会显示【非粉丝】购买。而付款

可以显示，因为付款走的是有赞微信支付代销的方式，可以识别粉丝身份。

6、明明是粉丝的客户，却提示要关注后才能购买？

如您设置了“仅限粉丝购买”，您的账号是未认证订阅号，是没有获取粉丝权限的，无法识别粉丝身

份，所以下单人即使是粉丝，会显示为非粉丝状态，无法进行购买。

7、请问“找人代付”这个功能，如何配置微信支付？

找人代付/众筹教程

8、找人代付可以如何设置固定的人数每个人付固定的金额呢？

您好，不能设置固定的人数及金额。但对于每人付款有个最低金额：2.5 元。

1.2.18 我要送礼

我要送礼功能是指买家下单后，将订单分享给朋友，朋友领取并填写收货信息，卖家直接发货给对方

即可。这是一种很强社交属性的功能

功能路径

有赞商家版后台－应用营销－我要送礼－点击开启（默认关闭）
注意：开启送礼功能之前，请务必阅读商家使用必读

操作流程

1、商家：开启［我要送礼］功能
请注意：在编辑商品基本信息时，需要选择设置“统一运费”，且为零。请勿勾选“运费模版”！！

2、买家：下单支付

3、买家：分享给朋友

4、收礼人：朋友进入礼品页面，领取礼物（商品数量对应子订单数）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06&fromuid=1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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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家：发货

流程介绍

1、商家：开启［我要送礼］功能，新建送礼人配置、收礼人配置、领取失败配置、送礼配置

2、买家：进入商品页面，点击［我要送人］，下单支付，并分享给朋友

付款结束后，点右上角的【完成】，一定一定要点哦。不然就不能成功送礼啦

3、把礼物放进盒子，放进盒子才能送人~

选择先到先得就是 100%领取如果选择拼手气领取默认 20%的领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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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右上角【...】把礼盒页面发给好朋友们吧，这样他们就能领取你送的礼物，并且要 15 天内领

取，不然礼物就过期后无法领取。

5、收礼人：朋友进入礼品页面，领取礼物

6、商家：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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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示例

商家须知：送礼订单，必须买家主动分享并被领取，店主才能在店铺后台看到地址并有发货按钮可发

货，送礼订单若无人领取请勿私下发货，请勿私下发货，请勿私下发货！

Q:为什么我的送礼订单没有收货地址，也没有发货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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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这是因为送礼订单的礼物还未有人领取。商家看到此类无地址的送礼订单时切记不可与买家联系

获取地址后私下发货处理，否则订单没有在店铺后台进行过发货操作是无法完结的，钱无法结算。

建议：

1、商家主动联系买家，让买家从商品详情页右上角【我的记录】去找到礼单分享出去并领取了，再

行发货。

2、如果联系不到买家或买家不愿意分享领取，商家可在送礼详情页直接操作【在线退款】退款给买

家。

Q:为什么送礼订单已经发货了，订单状态还是待发货？

A:这是因为一笔送礼订单里有多个礼物，需要所有礼物被领取并发货完毕，该笔订单状态才会变更。

Q:为什么礼物页面没有领取礼物按钮了，该怎么办？

A:这是因为礼物过期了，送礼订单生成礼单后

Q:为什么我的店铺应用和营销里没有我要送礼和找人代付功能？

A: 请到设置－店铺设置－支付交易看下微信支付支付方式是否为正常开启。

Q:虚拟商品支持我要送礼功能么？

A: 暂不支持。
温馨提示：商家在启用此功能前请先自行体验整个送礼流程，避免因对功能的不了解造成经营困扰。同时，使

用此功能时，须做好面向买家的教程，在商品详情页醒目的地方插入，告知买家如何正确使用送礼功能。

如何找到自己的礼单

1、点击商品详情页右上角【我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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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购物记录中找到自己的送礼订单，点一下【礼单】，就可以进入自己的礼物页面啦。

1.2.19 签到

功能路径

有赞商家版后台－应用/营销－签到－启用（默认关闭）

操作流程

1、商家开启［签到］功能

2、设置签到规则

3、如何引导客户签到

流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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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家开启［签到］功能

2、设置签到规则

签到页面不再单调，可以添加组件、做商品关联或活动关联。

活动说明：即商家设定的规则签到多少天，送什么奖。

关键词：即关键词之后，客户通过发送文字也能完成签到。

回复内容：可以写签到的奖励或近期店铺活动。
只可以新建/删除签到规则，不允许修改已存在的签到规则。

3、如何引导客户签到

自定义菜单上，通过链接活动，选取签到，粉丝点击该子菜单即可完成签到（如何设置菜单）

通过文案引导粉丝签到，提醒粉丝，在微信对话框回复“签到”2 个字即可完成签到。

引导粉丝回复签到关键词，系统自动触发，提示粉丝签到成功。

场景示例

以下是［签到］功能使用场景示例---燕格格篇

签到方式：每 1 天 1 分，每 7 天 20 分，每 30 天 100 分。 则一个月能拿 30*1+20*4+100=210

分。

其他积分获取方式：每购买 10 元，获得一分。

积分兑换奖励：常规奖励，200 积分即可兑换燕窝一瓶（售价 36 元），燕窝必须随订单一起走。

补充说明

1、签到逻辑

设置签到规则，每连续签到 N 天可以获得 xx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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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未签到，则连续天数归 0，重新计算

2、连续签到

第一条规则为每连续签到 1 天，送 1 积分；

第二条规则为每连续签到 5 天送 10 积分，那么第五天的总积分为 10+1+1+1+1+1=15

3、请勿频繁修改“签到”的设置；正确设置后再开启“签到”功能。

新版签到发布

1、认证服务号，支持网页版签到和微信对话签到，微信对话签到显示签到状况以及签到奖励信息，

同时关联签到 wap 页地址

2、非认证服务号，只能网页版签到

3、后台新增页面组件

4、支持送优惠、积分、赠品

5、可分享到朋友圈，分享朋友圈文案可自定义

签到逻辑：

设置签到规则，每连续签到 N 天可以获得 xx 积分；

中途未签到，则连续天数归 0，重新计算

每连续签到
例如：

设置 2 条规则

第一条规则为每连续签到 1 天，送 1 积分；第二条规则为每连续签到 5 天送 10 积分，那么第五天的总积分为

10+1+1+1+1+1=15

选择每人仅领一次：

则第 5 天获得的总积分为 10+1=11

签到常见问题汇总

1、怎么设置会员签到所得积分数量？

您好，积分数量是根据签到次数、签到设置得积分累计的，或者您通过系统自动给客户积分。

2、认证的服务号为什么每次到还需要登录账号才行呢 ？

请问您是在认证之前就绑定了微信号的吗？可以尝试设置-店铺设置-微信账号-重新授权。

3、认证订阅号签到需要注册，玩大转盘也需要登陆，不能直接获取用户信息吗？

您好，认证服务号才可以获取到用户登录状态，所以不需要登录，其他类型公众号无法获取用户登录

状态，所以需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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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签到赚取的积分如何使用？

可以通过玩游戏抵扣积分使用，目前系统没有直接积分兑换功能。案例：点此查看

5、客户签到需要登录、购买也需要登录，购买后无法在后台【客户】栏里显示客户购买记录，也不

会自动增加粉丝积分。

由于您是非认证服务号，签到送积分功能是失效的，后期对于非认证服务号我们会进行优化，非常抱

歉。

6、为什么给积分后，签到的积分不会自动加上去了？

您好，建议您自己查看下签到设置，是否设置了，每人限领一次，这个设置不是指每人每天限领一次，

而是指第一次满足后领取积分。ps：领取限制，表明该粉丝在第一次满足设定的连续签到次数时，可

领取奖励；以后再满足则不能领取

7、认证订阅号关于签到有礼提示登陆？

您好，只有认证服务号可以有获取粉丝登录态的权限，其他微信公众号没有这个权限，需要通过有赞

的手机号账户进行登录。一切和微信有关的功能基于您的微信公众号提供的接口。您需要该功能的话

请升级为认证服务号。

8、签到必须要先登录或者注册吗？

您好，目前只有认证服务号能自动登录，这个是您的微信公众号接口限制的，其他的均需要手机账号

进行登录。

9、微信粉丝如何在公众号中玩店铺签到

您好，可在公众账号自定义菜单设置，签到得积分。

10、如何设定自动回复签到？

您好，签到里直接有选择哦～微信自动回复，您可以添加关键字～

11、认证服务号，已关注的粉丝签到仍然提醒要关注？

您好，粉丝没有进行同步，需人工刷新粉丝数据—有赞客服人工操作刷新数据。请点此发贴咨询客服

处理。

12、是不是每次顾客签到时都要登录？有办法设置顾客永久登录的？ 如果不能永久登录什么情况下

才需要重新登录？是退出我的平台后重新登录时需要还是关闭微信后重新打开需要？亦或者是几天

几小时要重新登录一次？

您好，只有认证服务号是免登陆的，如您不想登陆，麻烦您将账号升级为认证服务号，这一权限为微

信官方限定，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咯。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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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功能玩法】教你如何玩转签到

【案例】如何灵活的运用微信商城积分

1.2.20 投票调查

功能路径

有赞后台——应用和营销——投票调查

操作流程

有赞后台——应用和营销——投票调查；

开启投票调查功能，新建投票调查。

流程介绍

1、有赞后台——应用和营销——投票调查

2、开启投票调查功能，新建投票调查

3、编辑投票调查页面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23&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023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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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享投票调查的链接或者二维码等

投票调查设置好后，可以通过自定义菜单、自动回复、群发等方式推动给买家

可在投票结果页进行自定义设置，例如：商品组件、富文本、图片广告等，商家可以在后台进行设置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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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查看结果”

6、点击“参与的人”，进入之后点击绿色字体“导出 Excel ”，可以查看具体投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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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示例

1. 您是否想更清楚的知道自己卖的商品能否获得粉丝满意？

2. 您是否想更清楚的知道粉丝的购买倾向性？

3. 您是否想更清楚的知道粉丝群体的年龄，性别等等，以便您更好的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决策？

4. 您是否想更清楚的知道自己即将推出的促销手段或者商品能否形成粉丝的购买欲望？

5. 您是否很无聊想调查粉丝的隐私？

... ...

投票调查能带给您更多的想象

补充说明

匿名调查：勾选了【无需关注我的公众号即可参与】或者【无需登录即可参与】，用户就可以不用关

注你的公众号，直接手机登陆即可参与投票，不过将无法获取粉丝信息。

投票调查常见问题汇总

1、为什么别的有些微信图文有评论和投票功能，我想要这些功能需要什么条件？

评论功能是微信官方的，投票可以使用我们的后台--投票调查功能哈！

2、怎么投票一直提醒要我关注？

该店铺的粉丝数据未同步，需要客服妹子手动刷新后。

3、投票调查查看不到结果？

您好您点击参与的人，然后打开查询，这情况是您的投票调查还在进行中的关系哈。

4、投票功能是默认的已关注用户才能参与活动吗？

不需要，认证服务号可以选择必须关注或者直接可以投票

5、有赞平台能防止刷票么

防止刷票的办法：（1）设置投票调查的功能：必须关注才可参与。（2）参与结果设置可以参与多

次，取最后一次为答案。

6、创建了一个投票，但找不到哪里看人家提交的投票结果？

进入投票活动—点击“查看结果”即可进入结果页面—点击“参与测试的人”，页面右侧即可导出

投票结果

7、投票活动中为什么会有匿名的？

如果您的投票调查是设置“不关注也可以参加的”，没有关注的用户参加会显示匿名的。

8、多选题的选择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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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题支持设置最少选择数以及最多选择数

1.2.21 对话搜索商品

对话搜索商品功能，即粉丝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发送“搜”或“找”，即开启搜索功能，从而通过对

话的形式以最快的速直接搜索想要的商品。

功能路径

有赞后台——应用和营销——对话搜索商品

操作流程

有赞后台——应用和营销——对话搜索商品；

设置关键词；

流程介绍

1、有赞后台——应用和营销——对话搜索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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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关键词

完全匹配关键词：用户输入的词要和设置的关键词完全相同；

模糊匹配关键词：用户输入的词只要包含设置的关键词即可。

例如设置女装为关键词，发送“女装”即可搜索所有店铺内含女装的商品。

3、买家端输入“搜”或者“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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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端输入“女装”，微信公众号即回复女装有关的商品页面

场景示例

对话搜索商品功能以一种聊天的形式，可以让粉丝更方便快速地找到自己所用的商品。

补充说明

搜索模式：输入“搜”或“找”或“s:”进入搜索模式，在搜索模式里输入任何关键词都是去搜索商

品。20 分钟内用户没输入内容自动退出搜索模式。输入“x”随时退出搜索模式。任何时候输入“搜

xxx”和“找 xxx”和“s:xxx”直接搜索“xxx”关键词的商品。

关键词：用户不需要输入约定命令，只要输入这些关键词，系统就会去自动搜索你店铺里的商品返回

给用户。

全匹配：如 a 设置了“全匹配”，用户说 ab 的时候不会回复，只有 a 才会回复。

1.2.22 心愿单

9.1 业务概括

心愿单是现在朋友圈里最流行的一种玩法，你可以通过朋友的心愿单了解到最近的流行，及 TA 最近

喜欢些啥，也可以自己发起一个心愿单，跟朋友玩互动，加强交流，增进友谊。

业务主要涉及到 2 个 角色： 心愿人 和 付款人

9.2 开启心愿单功能

9.2.1 商家后台配置

有赞微商城——订单——心愿单，选择开启功能

心愿人配置：心愿人将商品添加到自己的心愿单，可编辑自己想说的话，商家可在后台创建留言供心

愿人使用，最多可创建 10 条

付款人配置：帮心愿人实现心愿成功付款后，可留言与心愿人互动。商家可在后台创建 付款人昵称 、

留言内容供付款人选择使用，最多可创建 10 条

心愿单设置：可为心愿单页面部分功能做自定义，如 背景图片 字体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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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1:创建心愿单——编辑心愿单——分享心愿单

创建心愿单有 2 种方式：可通过 商品列表以及商品详情页直接加心愿

编辑心愿单：可编辑收获地址、心愿人想说的话、删减心愿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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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没有收货地址时心愿人是无法收到自己的心愿单的 c.分享心愿单： 可将心愿单分享到朋友圈或者给

某个朋友

流程 2：

（1）赠送

a)选择 心愿单的商品，点击" 我要送 TA” 选择赠送份数后，即可去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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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心愿人也可自己给自己赠送

（2）支付成功后，付款人可以留言与心愿人互动

a)付款人为粉丝

留言昵称 :默认读取为付款人微信昵称，可自行修改，也可匿名回复，匿名时，默认优先随机读取商

家心愿单后台配置的昵称，

若商家心愿单后台没有配置，读取系统默认昵称；

留言内容：付款人自行编辑，若不编辑，默认优先随机读取商家心愿单后台配置的留言内容（见 1.3）

若商家后台没有编辑，默认系统留言内容

b)付款人为非粉丝，默认读取系统昵称

（3）当心愿人心愿单为空时，会提醒付款人“去逛逛”引导店铺主页 添加自己的心愿单

（4）当已实现为空时，会提醒付款人 “帮 TA 实现心愿单”

流程 3:将别人的心愿单商品添加为自己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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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看别人心愿单时，选择加心图标，即可添加为自己的心愿单

（2） 一键复制好友的所有心愿

流程 4:心愿人查看自己的心愿单

（1）喊朋友实现：可将自己的心愿单分享到朋友圈或者给某个好友

（2）编辑我的心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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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我的心愿单：弹层提示 可通过商品列表直接加心愿，或商品详情页里添加心愿

（4）可从会员中心——我的心愿单——编辑我的心愿单

（5）当心愿单为空时，查看自己的心愿单会提示“去逛逛” 引导去店铺主页面里添加心愿商品

（6）已实现为空，查看自己的已实现页面 提示“喊朋友实现”引导去分享

流程 5:查看已实现

已实现会显示：付款人的昵称 以及赠送的商品

9.4 付款人的订单

付款人选择付款时，即生成了订单，订单支付页显示心愿人的相关收货信息，但会做加密处理。

付款人可在自己的会员中心页面查看自己的订单以及物流详情，和普通商品订单一样的信息查询流程

9.5 业务支持

心愿单商品交易：支持会员折扣、优惠券、优惠码、宝贝券的使用 ，以及店铺内的满减满送、订单

返现、等促销活动

支持商品列表商品加心愿单功能

9.6 业务限制

暂不支持：降价拍商品 、团购商品、虚拟商品

9.7 功能限制

目前只支持认证服务号商家可开启心愿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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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店铺拓展

1.3.1 扫码收款

更新

随着有赞产品线的日益丰富，新老产品的更迭也愈加频繁。

原有更偏线上使用的“有赞收银台” 整体重新包装， 重新上路。

新名字【微商城收款】， 与之对应的，原有的收银台二维码也调整成 【收款码】。 其他功能不变。

相关入口和界面如下：

1、微商城概况页

2、营销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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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商城首款的主界面

此外， 原有的订单筛选的选项也做相应调整。

传统的线下收银台俗称付款处，是顾客付款交易的地方，也是顾客在商店最后停留的地方，对于任何

一家零售卖场来说，重要之处都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更简洁的支付体验，减少支付过程

中的选择复杂度，有赞开发了“收银台”功能，并向有赞商家版的所有店铺全面开放。商户可以在后

台选择“指定收款金额”和“自助收款”来应对不同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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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场景
“指定收款金额”场景：A 在小水果店购买了价值 50 元水果，但没有现金，水果店老板可以利用“指定收款

金额”，生成二维码，A 利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即可通过微信支付、信用卡、储蓄卡进行支付，非常方便。

“自助收款”场景：B 开了一家小超市，B 在有赞后台“收银台”下载了“自助收款”的二维码，打印出来，

贴在了收银台的旁边。买好东西的消费者 C 直接微信扫描二维码，输入需要付款的金额，即可通过微信支付、

信用卡、储蓄卡进行支付，系统打印出订单小票，即可完成购物。

为方便收银台商户的日常使用，提高经营效率，有赞打通了在支付宝 app 内的扫码支付通道。

2、功能入口

PC 端路径：在商家版店铺后台的“应用营销”—“收银台”下点此查看

商家版 APP 路径：有赞商家版 APP-我要收款

3、功能介绍

PC 端收银台功能：“收银台”、“收款记录”、“二维码生成记录”三个选项 APP 端收银台功能：

自助收款二维码、指定金额二维码、收款记录

（1）“收银台”选项

“指定收款金额”：如果需要向买家收取指定的金额，在“指定收款金额”下，填写收款名称和需要

收取的金额，点击“生成二维码”，买家通过扫描生成的二维进行支付。也可通过“下载二维码”并

打印出来，贴在固定位置，买家扫码支付即可。此外还可以“复制链接”，发支付链接给买家，买家

点击链接即可支付。（注：指定金额二维码可以多次使用啦）

PC 端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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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端操作界面：

“自助付款”：如果收取的金额不是指定的，商家可以直接下载“自助付款”的二维码，打印出来贴

在适当的位置。买家需要付款时，扫描二维码，输入相应的支付金额，可以选择微信支付、信用卡和

储蓄卡进行支付。（注：自助付款二维码可以多次使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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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款记录”选项

无论是通过“指定收款金额”还是“自助付款”，付款成功的订单都可以在“收款记录”里面查看到。

没有“应付款”的订单便是“自助付款”，反之，属于“指定收款金额”订单。PC 端查看路径：应

用与营销-收银台-收款记录

APP 端查看路径：我要收款-收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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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成二维码记录”选项（只能在 pc 端查看）

可以在这里查看到所有“指定收款金额”里生成的所有收款二维码，并且可以看到支付状态“已支付”

和“未支付”，同时支持下载“复制连接”和“下载二维码”，以便进行再次使用。

有赞收银台开放“收银台 API 接口”

通过 API 接口，可实现：

1、拉取有赞后台生成的收款二维码，通过小票打印机或小屏幕显示出二维码，买家扫码即可付款。

2、通过接口，可支持外部创建收银台订单，买家扫码直接付款，付款记录可在有赞后台-收银台区域

查询

3、如何核对买家的付款信息？

通过小票打印机，直接打印支付成功凭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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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赞 APP-收银台-账本，查询收款记录

通过有赞商家版 PC 版-应用和营销-收银台，查询收款记录

目前，收银台 API 接口未公开放出。如有需要，请联系邮箱：openapi@youzan.com

1.3.2 验证工具

验证功能介绍

验证功能是有赞为商户提供的一套优惠卡券、优惠码及虚拟商品（如票务类商品）订单验证并核销的

解决方案，商户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有赞生成优惠券、让客户领取、验证并核销的闭环，并且

配有验证统计辅助商户了解店铺内卡券的验证情况。

如何使用

验证功能哪里

怎么验证优惠卡券？

第一步：请顾客出示卡券，输入优惠码

第二步：点击搜索图标或者轻敲回车，然后再点击“验证卡券按钮”

或者通过商家版 app 来扫码验证

mailto:openapi@youz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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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验证成功后，可在”验证记录“里查看相关验证信息

验证记录

如图所示：验证记录可以查看，卡券的验证时间、卡劵的名称及价值、卡券使用限制以及验证卡劵的

操作人员

验证统计

在验证统计里，商户可以查到以下数据；

1.卡券的领取情况（如；店铺内卡券的领取次数）

2.卡券的使用情况（如；卡券的验证次数与卡券在微商城使用的次数）

3.卡券的分享情况（可以查看到你的卡券被分享的次数哦~）

以上统计概况，有三种统计维度提供给商户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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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路径

微商城电脑版后台>营销>验证工具.

验证电子卡券并导出验证记录

1、输入卡券核销码或者联系人手机号查询卡券信息

2、选中想要的卡券，点击【进行核销】进行核销

（1）如果是手机号进行核销，会弹窗提示风险，商家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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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需要核销的卡券后，点击【验证卡券】，完成卡券的核销。

（3）导出电子卡券验证记录



- 482 -

1.3.3 收银台优惠

传统的线下收银台俗称付款处，是顾客付款交易的地方，也是顾客在商店最后停留的地方，对于任何

一家零售卖场来说，重要之处都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更简洁的支付体验，减少支付过程

中的选择复杂度，有赞开发了“收银台”功能，并向有赞商家版的所有店铺全面开放。商户可以在后

台选择“指定收款金额”和“自助收款”来应对不同的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

“指定收款金额”场景：A 在小水果店购买了价值 50 元水果，但没有现金，水果店老板可以利用“指

定收款金额”，生成二维码，A 利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即可通过微信支付、信用卡、储蓄卡进行支付，

非常方便。

“自助收款”场景：B 开了一家小超市，B 在有赞后台“收银台”下载了“自助收款”的二维码，打

印出来，贴在了收银台的旁边。买好东西的消费者 C 直接微信扫描二维码，输入需要付款的金额，

即可通过微信支付、信用卡、储蓄卡进行支付，系统打印出订单小票，即可完成购物。

目前已上线 PC 端以及有赞商家版（App 端）的收银台优惠活动。

功能介绍

PC 端收银台功能：“收银台”、“收款记录”、“二维码生成记录”三个选项 APP 端收银台功能：

自助收款二维码、指定金额二维码、收款记录

（1）“收银台”选项

“指定收款金额”：如果需要向买家收取指定的金额，在“指定收款金额”下，填写收款名称和需要

收取的金额，点击“生成二维码”，买家通过扫描生成的二维进行支付。也可通过“下载二维码”并

打印出来，贴在固定位置，买家扫码支付即可。此外还可以“复制链接”，发支付链接给买家，买家

点击链接即可支付。（注：指定金额二维码可以多次使用啦）

PC 端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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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端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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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付款”：如果收取的金额不是指定的，商家可以直接下载“自助付款”的二维码，打印出来贴

在适当的位置。买家需要付款时，扫描二维码，输入相应的支付金额，可以选择微信支付、信用卡和

储蓄卡进行支付。（注：自助付款二维码可以多次使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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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款记录”选项

无论是通过“指定收款金额”还是“自助付款”，付款成功的订单都可以在“收款记录”里面查看到。

没有“应付款”的订单便是“自助付款”，反之，属于“指定收款金额”订单。PC 端查看路径：应

用与营销-收银台-收款记录

APP 端查看路径：我要收款-收款记录

（3）“生成二维码记录”选项（只能在 pc 端查看）

可以在这里查看到所有“指定收款金额”里生成的所有收款二维码，并且可以看到支付状态“已支付”

和“未支付”，同时支持下载“复制连接”和“下载二维码”，以便进行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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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端以及有赞商家版（App 端）的收银台优惠活动。

【收银台优惠】是在原有店铺收款二维码的基础上创建的，商家通过创建类似“满 100 减 20”的优

惠，消费者通过扫码支付的方式结算，最终的实际支付仅需 80 元。

通过 2015 年双 11【收银台优惠】的测试，收银台扫码支付后，享受优惠的形式能够较大程度得刺

激消费的购买欲望。通过店铺宣传，也能吸引大量的到店客户，鉴于此【收银台优惠】对于线下商户

而言会是一个有利的营销工具之一。

以下针对 App 以及 PC 的具体操作进行介绍。

【App】

step1：收银台优惠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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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设置收银台优惠规则

step3:即时显示优惠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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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灵活调整和删除优惠

有赞收银台开放“收银台 API 接口”

通过 API 接口，可实现：

1、拉取有赞后台生成的收款二维码，通过小票打印机或小屏幕显示出二维码，买家扫码即可付款。

2、通过接口，可支持外部创建收银台订单，买家扫码直接付款，付款记录可在有赞后台-收银台区域

查询

3、如何核对买家的付款信息？

a、通过小票打印机，直接打印支付成功凭证信息。

b、通过有赞 APP-收银台-账本，查询收款记录

c、通过有赞商家版 PC 版-应用和营销-收银台，查询收款记录

目前，收银台 API 接口未公开放出。如有需要，请联系邮箱：openapi@youzan.com

相关阅读

补充场景：

如何玩转有赞收银台：通过参数二维码管理用户和发会员卡，查看详情

[有赞小报] 第 206 期：机智骚年┃用有赞收银台做线下导流新入口！

1.3.4 多网点

本次发布后多网点的网点首页将不仅仅可以支持外卖模板，还全面支持普通微页面。

功能介绍：

1、总店首页：

商家开启多网点后，可以添加很多网点（分店），需要把其中的一个网点设置成总店。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87&page=1&extra=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0974&extra=page%3D2%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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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店的店铺首页默认就是未开启多网点时，微页面中设置的“店铺主页”。

路径：店铺 > 微页面

2、网点通用模板：

除了总店外，其他网点默认店铺首页由多网点的“网点通用模板”来设置。

路径：营销 > 多网点 > 网点通用模板

网点通用模板默认跟店铺主页共用一个微页面模板，也可以指定任意微页面作为网点通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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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定义首页模板：

不管是总店还是普通网点，都可以自定义首页模板，点击某个网点操作区右侧的“首页模板”进入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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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首页模板默认是关闭状态，开启自定义首页，并选择一个微页面后，用户访问这个网点的首页

将会展示自定义首页模板。

可以指定任意微页面作为当前网点的自定义首页模板。

4、用户访问总店或者某个网点时，对应首页的匹配规则：

只要开启了自定义首页，自定义首页优先于通用首页。

通常在某个分店需要独立的首页，比如分店专属活动等情况，可以启用自定义首页。

5、新规则启用后，微页面列表的变化：

因为新功能上线后，任意微页面都可能被指定为某个网点的首页，所以这类微页面的就不能随意编辑

和删除，不然会影响到对应网点首页的效果。

当某个微页面被指定为多网点的网点首页时，系统会给出提醒，以免随意编辑微页面影响店铺展示效

果，如果要删除该微页面，必须先到网点管理中把当前微页面的关联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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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多网点服务已到期，将不会有提示，删除对应微页面，多网点的设置状态恢复成默认值。

6、新功能升级前设置的通用模板和自定义模板会不会丢失？

老的多网点商家，原来已经设置好的“网点通用模板”会被迁移到微页面列表，微页面名称为“多网

点网点通用模板”；

设置过网点自定义首页的，不管当前有没开启，原有自定义首页内容，迁移到微页面列表，以“某某

网点自定义首页模板”命名；

7、新功能上线后，多网点商家如何使用外卖模板？

只要新建微页面的时候，选择“外卖模板”，并根据需要，把该微页面指定为“店铺主页”、“网点

通用模板”、“自定义首页模板”即可；

多网点外卖模板中，店铺 LOGO 会取每个网点的第一张图片，门店的“切换”移到网点名称后买，

起送价取对应网点的同城送起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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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此查看多网点完整使用手册

什么是多门店？

多门门店系统是一个面向线下连锁零售企业的全渠道信息化管理工具，提供完整的分门店线上经营方

案。

适用业态：直营连锁、品牌加盟、同城 O2O、大区分仓。

适用行业：水果蔬菜、生鲜、蛋糕烘焙、便利店、零食、餐饮外卖、鲜花、日用百货等。

多门店系统一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1、一个店铺下就可以添加多个门店，无需每个门店单独买——省钱；

2、根据买家位置自动推荐附近门店，买家无需层层筛选——提高转化；

3、每个门店都有自己的首页——提升门店形象；

4、不同门店可售卖不同商品——满足差异化铺货需求；

5、支持同城送，每个门店可以独立设置配送半径，起送价——精准；

6、门店商品可以单独设置快递、同城送、自提——灵活；

7、商品由总部发布，门店只需进行关联——省力；

8、订单和门店自动关联，支持按门店筛选——高效；

9、总部统一定价、统一描述、统一促销——可控；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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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先介绍几个概念

总部：指开启了多门店功能的整体店铺。开启多门店前，总部就是一家普通店铺，作为单一店铺面向

买家，开启多门店后，总部不再单独对外售卖商品，所有商品通过各门店出售。

总店：是一个特殊的门店，当无法获取买家位置时，系统会推荐买家到总店，总店的首页为原有店铺

首页。

网点：网点是线下门店和自提点的统称。

启用多门店后，买家会看到哪些变化？

1、根据买家位置推荐附近网点，并支持手动选择；

2、每个网点都有专属网点首页，支持多种板式，不同网点可以售卖不同商品；

3、买家下单，订单和网点一对一关联；

>>查看启用多门店后买家界面相关变化

>>查看门店推荐规则

如何用正确的姿势启用多门店？
注意：首次启用多门店功能，请务必按以下顺序操作：

1、新增网点； >>查看多门店——新增编辑网点教程

2、设置总店；>>查看多门店——总店设置教程

3、关联商品；>>查看多门店——商品关联教程

4、设置网点首页；>>查看多门店——网点首页设置教程

5、开启多门店开关；>>查看多门店——总开关以及各页面自定义网点链接设置教程

6、多门店订单管理；>>查看多门店——订单管理教程

网点独立库存和价格

1、如何开启网点独立库存和价格；

2、网点独立库存和价格开关操作对业务的影响；

3、网点独立库存和价格的设置；

>>查看多门店——网点独立库存和价格教程

网点管理员权限

1、什么是网点管理员？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0968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482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146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164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193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401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449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504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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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添加网点管理员？

3、网点管理员如何管理网点？

>>查看多门店——网点管理员权限相关教程

商家版 App 同步升级的功能

1、App 端网点管理和商品关联；

2、App 端多门店订单管理；

>>查看商家版 App 多门店相关功能使用教程

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

开启了多门店，我的商品怎么都变成不可售了？

1、开启多门店后，所有商品通过各网点对外出售，需要在每个网点关联好商品的配送方式；

2、路径：多门店>商品设置>点击商品右侧操作区的“编辑”，详见：>>多门店——商品关联教程

开启了到店自提，怎么没生效？

除了每个网点勾选到店自提，还需要确保到店自提的总开关开启，否则到店自提不会生效，自提总开

关路径：订单>上门自提；

设置了配送范围，怎么还会有超区域订单？

网点定位的匹配规则是同城送的配送半径是否覆盖买家的位置，不管是根据位置推荐，还是手动选择，

买家选择好一个网点后，订单就归属到这个网点。极端情况下，如果买家在杭州，给他推荐杭州的网

点，但是收货地址填写北京，会出现超区的情况。

开启了多门店，怎么没有送礼功能了？

因为开启多门店后，只根据买家位置推荐网点，下单时无法获取收礼人的地址，为防止送礼订单出现

大面积超区，开启多门店后，暂时不支持送礼功能。

开启了多门店，还能分销别人的商品吗？

多门店系统主要服务对象是本地直营零售企业，开启多门店后，暂时不支持某个网点分销别人的商品。

开启了独立库存后，为什么会出现大量售罄商品？

在开启网点独立库存前，务必设置好各网点商品的库存，不在当前网点出售的商品，不要在当前网点

设置任何配送方式，不然可能会出现大面积售罄商品。

更新日志：

2016-07-28 多门店一期

2016-08-19 多门店系统二期（网点独立库存价格、网点管理员）

2016-09-08 订单导出增加多门店的门店名称和门店 ID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8696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515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193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6203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8687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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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4 多门店同城送支持配送费

2016-10-21 多门店三期：定位升级、超区校验、售罄引导等九项功能

扩展阅读：

产品更新：

为了让分销员（原分销员（原销售员））便捷的发展下级分销员（原分销员（原销售员）），推广商

品。我们对分销员（原销售员）的端的操作分享做了优化升级。

现在一级分销员（原销售员）可使用邀请卡功能发展好友成为分销员（原销售员），同时分销员（原

销售员）推广增加商品图文二维码，可直接分享带有图片的二维码，让分销员（原销售员）更方便的

进行推广。

为了帮助商家更好的售卖会员卡，现在分销员（原销售员）可对付费会员卡进行推广啦~

邀请卡

分销员（原销售员）可在“分销员（原销售员）中心 -邀请好友” 生成一张邀请卡 。

生成后即可将邀请卡分享给好友或直接当面扫码，发展好友成为分销员（原销售员）

分享商品时显示预计可获得最高佣金

分销员（原销售员）选择商品分享时，可看到该商品能获得的最高佣金。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1911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803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3141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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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若佣金<0.01 元，则不显示佣金

商品图文二维码推广

分销员（原销售员）可点击“[赚]-图文二维码 "生成一张商品图文二维码，并将该图文二维码分享即

可

付费会员卡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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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员（原销售员）可在“分销员（原销售员）中心-推广商品”找到会员卡商品，打开会员卡页面

直接分享给好友即可。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分销员（原销售员）功能发布】支持邀请卡、付费会员卡推广功能

产品更新：

为了让商家更灵活的管理分销员（原销售员），分销员（原销售员）高级版即日起支持设置等级功能。

您可在店铺后台配置不同等级的分销员享受不同的佣金比。此外，本次优化还支持了以下功能：

1.设置用户以会员价购买时，分销员不可获得佣金

2.支持商家查看一级销售员邀请发展的分销售员人数

关于等级设置

配置等级功能路径：分销员（高级版） －设置 －添加等级

可添加等级，设置等级名称、等级规则、等级权益

等级最多可添加 5 个，默认成为分销员后即为普通等级

备注：分销员的层级仍然只支持两级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520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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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等级规则

等级规则可选择 “按累计推广金”、 “按累计推广金与消费金总和” 达到一定额度，进行成长。

1) 按累计推广金

分销员推广的订单实付金额，即为推广金 ，按照结算时间统计

2）按累计推广金与消费金总和

关于消费金：分销员自己在店铺购买消费的金额。

按累计推广金与消费金总和：分销员推广的订单金额与自己在店铺内消费的金额总和

当 2 条规则都勾选时，表示为且的关系，如图示例：

即表示到达高级需要：分销员推广金额达到 300，且推广金额与自己在店内消费金额总和需要达到

600（即消费金需要达到 300），同时满足时才可到达高级。

为方便不同商家的统计需求，商家可设置消费金的统计时间点，支持以下三种纬度

a.支付成功后统计

b.交易完成后统计

c.售后维权期结束后统计

等级权益设置

1.可设置不同等级的分销员享受不同的佣金比例

2.等级值越高，等级权益越高

相关数据统计

1.若设置了允许销售员自己购买，销售员自购计算为推广金额。 2.设置等级后开始统计分销员的推

广金、消费金额，设置前历史相关数据不做统计

查看等级相关数据

商家后台－业绩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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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默认所有分销员为普通等级，若未设置等级不统计推广金。等级设置后，按结算时间开始统计分

销员推广的订单成交额；

2）累计成交额：统计成为分销员后推广的订单成交额，不含退款金额

3）邀请人数：查看分销员邀请发展成为你店铺分销员的人数 ，不含已被清退的分销员

分销员端

商家设置了等级规则后，默认显示是普通等级 ，满足规则后，即可升级

累计推广金－待统计：推广订单支付后未结算的金额，可能会因退款维权等原因导致金额扣减

累计消费金－待统计：本店内自己购买支付后的金额，可能会因退款维权等原因导致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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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设置消费者以会员价购买时，分销员无佣金

部分商家反馈会员价购买时已经是薄利了，分销员再分佣商家可赚的利润更少了。

现在商家可在后台勾选 设置，当消费者以会员价购买时，分销售员无佣金。

会员价包含：自定义会员价 、购买时使用会员折扣等

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功能发布】分销员（原销售员）支持设置等级功能

产品更新：

原分销员端累计收益只显示自己推广的金额，且无法查看自己收益的明细。

为了更方便分销员查看自己的收益与业绩，我们对分销员端收益相关做了优化。

优化后：

1.累计收益金额包含二级奖励收益

2.分销员可清晰看到累计的收益组成，自己推广的收益以及通过邀请奖励获得的收益

3.另为更方便分销员理解等级中“推广金”与“消费金概念”，根据商家后台的配置增加了推广金和

消费金相关注解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054&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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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酒店预定

核心功能点：

新增商品类型：酒店类型商品

房态管理：支持批量或单独设置每日房价和房量

订单管理：支持商家接单或拒单，一键拒单退款

消息通知：酒店行业垂直的消息通知模板

买家下单：新增日历控件，选择住离日期后统一结算

说在前面（必看）：
因酒店商品的特殊型，我们做了一些特殊的限制或配置，以让商家和买家顺利的进行操作和配置，细节如下：

1.酒店商品暂不能参与如下营销功能：多人拼团、积分商城、送礼、 赠品、 降价拍 、秒杀、 优惠套餐 、 团购

返现和自定义会员价，不过不要急！这是第一版，之后我们会尽快把营销功能一一做兼容！

2.在限购配置和其它营销功能的应用中，我们定义单位数量＝晚＊间，举个例子：限购数量 4=限制买家最多购买［1
间 4晚］或［4晚 1间］或［2晚 2间］，在其它营销功能的应用中依此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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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酒店商品的订单不支持加入购物车，且暂不支持买家主动申请维权退款（支持商家后台主动退款），但是我们会

将商家的联系方式以短信或通知的方式告诉买家，如买家入住计划有变更，望商家能妥善处理。

一、酒店（客栈）商家核心操作流程图

二、发布房型商品
1、选择商品类目（重要）

操作路径：商品>发布商品 > 类目>其它>酒店客栈(一定要选酒店客栈)

2、编辑基本信息

注意事项：

商品类型：要选择酒店类商品

规格：酒店类商品暂支持 1种规格，且最多支持 10个规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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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和价格：总库存、价格只作为该房间的初始值，实际库存、价格请在“房态管理”中进行每日库存、价格的管理；

房间限购：限购数量 ＝间＊晚，您可以设置 每人限购该房间的时间以及房间数，示例： 限购数量 3 则代表该房

间每人最多可入住 3晚一间 或 1晚 3间；

客服电话：酒店类商品必须填写商家电话，以便用户及时联系商家，系统默认读取 "店铺信息” 中 客服电话。

3、编辑商品详情并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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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线上房态（房量房价）
1、功能路径

路径 1：商品列表 > 具体的商品 > 房态管理

路径 2：营销 > 营销中心 > 店铺扩展 > 酒店预订

2、房态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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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日的房态设置

4、批量房态设置

操作：勾选房型，点击批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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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订单管理
1、接单 or 拒单

酒店类型商品支持买家付款后，商家可以进行接单或拒单操作

注：拒单后，钱款将直接退还给买家

2、订单详情可查看具体的入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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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订单结算

商家接单后，如买家没有主动确认收货，系统会在 7天内交易完成。

五、消息通知
这次我们为酒店商品的订单支持配备了垂直的消息通知功能，包括预订成功、接单、拒绝接单的通知。

路径：营销中心 > 消息推送

注：预订成功消息由有赞免费发送，接单、拒单消息通知，需要商家自行开启。

六、营销和会员
1、特殊说明：

因酒店商品的特殊型，酒店商品暂不能参与如下营销功能：多人拼团、积分商城、送礼、 赠品、 降价拍 、秒杀、

优惠套餐 、 团购返现和自定义会员价，一方面我们将尽快尽可能得把营销功能一一做兼容，另一方面我们为您提

供一些使用如上功能的建议。

建议：

究其根本，不支持的原因大都因为以上营销功能需要配置一个商品在某段时间固定的活动价格，但是酒店商品每一

天的价格都有所变动，因此建议酒店商家在策划活动或使用以上营销功能时，将活动房型设置为抵用券形式。

举个例子：

临近中秋，天域度假酒店的负责人老王打算做一场活动，想要让更多人参与活动于中秋节入住酒店，于是发布一个

新的商品，命名为“中秋 2晚海景房抵用券”，配置商品类型为电子卡券类型，同时创建多人拼团活动，添加该商品

参加活动，设置好拼团活动价，准备就绪，老王组织文案通过公众号推送的形式将活动推广出去，让买家可以参与

该拼团活动，之后，老王即时将成团订单录入酒店管理系统内，待买家如期手持订单二维码到前台核销后即可入住。

（其它营销功能均可参考上述玩法）

2、关于营销

在酒店（客栈）行业，如果订单来自直销，那相比 ota代销的订单节省至少 10%的成本，建议初期可以将这部分利

润用来推广活动，酒店（客栈）商家常用营销功能：

优惠券（码）、限时折扣、秒杀、分销员（原销售员）、支付有礼。

3、关于会员

同样的，酒店（客栈）商家积极经营自己的会员体系，发展门店顾客成为自己的会员或粉丝，也会省下很大一笔成

本，建议作为酒店运营的核心玩法

七、硬件及插件的应用
有赞提供丰富多样的硬件及插件，商家可以配这些产品进一步提高效率，同时进行吸粉等动作，更好的适配行业现

状。

［硬件］连乐无线商用WiFi
售价：￥ 399.00
优点：粉丝一键链接 wifi并关注公众号。超大功率，把握用户移动网络入口，快速将线下顾客引流到线上。

［硬件］小票打印机

https://wap.koudaitong.com/v2/goods/1605mapf8
https://wap.koudaitong.com/v2/goods/1605mapf8
https://wap.koudaitong.com/v2/showcase/feature?alias=1129wzqye&reft=1474805167807&spm=f589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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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 199.00 ～ 1098.00
优点：订单来了即时打印小票单，连锁酒店更可以使用该硬件分单，将订单划分到各个门店。

1.3.6 快递打印快递单

使用路径：有赞微商城后台—「营销」—「营销中心」—「店铺扩展」—「快速打单」

应用描述：

快速打单是一款帮助有赞商家快速打印订单的应用，商家可通过该打单工具，对订单进行快递单和发

货单的打印，并将快递单和订单对应绑定，自动同步发货状态到有赞。

适用场景及功能点：

针对有打印快递单和发货单需求的商家

1、支持设置常用快递公司：快速打单应用中设置了常用快递公司，商家可将指定快递公司设定为常

用，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更快捷地选择。

2、快递模板支持自定义编辑：应用中内置了每个快递公司的快递单模版和发货单的打印模版，支持

商家自定义编辑使用。

3、发货状态同步：打印快递单后将快递单号与订单号进行绑定对应，可将订单的发货状态同步到后

台。

4、一键自动发货：支持订单自动发货，在库存充足时可无需手动发货，省时省力。

注意：1、由于打印控件限制，快速打单应用当前仅支持 Windows 电脑使用

2、商家需配合打印机使用快速打单应用

3、有赞商家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前可免费试用本应用

4、本应用服务由第三方合作伙伴软香蕉提供，使用咨询和售后问题可联系软香蕉

客服电话：13918600642，QQ 群:220926403（已满）、609815295，微信号:softbanana2016

https://wap.koudaitong.com/v2/showcase/feature?alias=1129wzqye&reft=1474805167807&spm=f589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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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知识付费

更新

我们进行了一轮体验优化，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专栏内容支持自定义排序——专栏内容组织更有效；

2、图文内容需要付费后才能阅读，提示优化——点击继续阅读引导购买，提高转化；

3、音频内容退出页面继续收听操作引导——满足边听音频边聊天的场景；

4、试听音频未购买点击播放浮层提示增加去购买引导——提升音频购买转化；

5、音频播放过程中锁屏不显示音频文件地址——不暴露音频文件地址；

6、待付款界面优化——体验更友好；

关于本次优化的详细介绍如下：

1、专栏内容支持自定义排序，方便更加有效的组织专栏中的内容

（1）在后台专栏内容管理中，点击输入需要，可以实现专栏中各篇内容在买家界面上的自定义排序，

序号越大越靠前

（2）买家看到的专栏内容对应的排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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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文内容需要付费后才能阅读提示优化

（1）付费后才能阅读样式优化，引导更加明显；

（2）点击“马上阅读”、“继续阅读”，直接引导购买，提高转化；

3、音频内容退出页面继续收听操作引导：满足用户边听音频边聊天等场景

（1）有部分商家反馈，能否做到边听音频边微信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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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为微信本身功能的限制，没法自动做到边听音频边聊天，但是微信提供了一个“在聊天中置

顶”的功能，能满足需求；

（3）为了给不熟悉微信的用户更好的引导，在音频购买成功后（或者试听时），我们会增加一个引

导提示；

（4）为防止骚扰用户，每个用户只会提示一次，且可关闭；

4、试听音频未购买点击播放浮层提示增加"去购买"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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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音频播放过程中锁屏不显示音频文件地址，解决音频文件地址暴露的问题

下图左侧是原来的效果，锁屏会展示音频文件地址，右图是优化后的效果，直接显示音频名称。

6、待付款界面优化

更新

路径：后台-营销-店铺扩展-知识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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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首批精选案例

各位商家，大家好！

目前处于知识付费的爆发期，自带流量的自媒体人以及能够提供优质原创内容的商家都迫切需要有一

个高效的系统来支持大家的内容变现。有赞微商城除了提供给各位强大的卖货（实物商品、虚拟商品、

电子卡券等）能力外，本期新增“知识付费”应用，让知识变现再添利器，与实物商品变现强强组合，

实现多重变现。

知识付费一期实现了图文、音频、专栏的发布、管理、出售、粉丝分销（分销员（原销售员））、微

页面展示等能力，知识付费支持分销员（原销售员）分销推广，暂不支持其他各种营销优惠和会员折

扣。

知识付费目前不支持微信自有支付，对于微信自有支付的商家，知识付费部分将会走“微信支付-代

销”。 >>支付方式介绍

非微信认证公众号商家需要使用知识付费特别注意：

知识付费目前不支持非微信认证公众号的跨号支付，非认证公众号内的菜单直接链接到微商城或通过

非认证公众号对话框发送的微商城链接进入微商城购买知识付费，会报“不允许跨号支付”，朋友圈、

发给好友、微信群等其他途径不受影响。>>关于微信跨号支付

下面给大家详细介绍下知识付费应用的相关操作：

商家后台主要界面和功能说明

路径：电脑版微商城后台 > 营销 > 店铺扩展 > 知识付费

关于内容和专栏

1、内容是单篇知识，可以是一篇图文、一段音频，如一堂课、一篇教程等；

2、专栏是一些列内容的集合，如一系列培训课程、连载小说、有声读物等；

3、内容可以单独售卖，也可以归属到某个专栏售卖，或者单卖和专栏同时进行；

新建图文内容

1、点击“新建内容”，选择“图文”，进入新建图文界面；

2、其中“销售模式”，可以选择单篇销售、作为专栏内容销售或者两种模式都选；

3、“图文完整内容”是购买后可以见的内容；

4、“图文试读内容”是未购买时提供试读或者用于引导买家购买的内容；

5、内容支持“立即上架”、“定时上架”、“暂不上架”三种上架设置；

新建音频内容

1、点击“新建内容”，选择“音频”，进入新建音频界面；

2、其中“销售模式”，可以选择单篇销售、作为专栏内容销售或者两种模式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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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整音频”是购买后可以收听的音频；

4、“试听音频”是未购买时提供试听或者用于引导买家购买的音频；

5、“音频详情介绍”可以录入图文形式介绍文案，引导买家购买；

6.音频内容支持“立即上架”、“定时上架”、“暂不上架”三种上架设置；

内容列表

1、内容列表支持“已上架”和“已下架”两种状态的筛选和通过内容名称搜索；

2、在列表中定时上架、暂不上架、上架后手动下架等都属于“已下架”；

3、列表操作区支持每篇内容的编辑、推广、上/下架、删除；

新建专栏

1、进入专栏列表页，点击“新建专栏”，进入新建专栏界面；

2、“专栏详情介绍”主要用于引导买家购买，不需要购买就可见；

3、创建好专栏后可以往专栏中添加内容；

4、创建好专栏后，点击专栏列表右侧操作区的“内容管理”进入专栏的内容管理界面；

5、专栏内容管理界面右上角支持对当前专栏的编辑、推广、上\下架、停止更新、删除等操作；

6、其中“停止更新”仅用于后台标记，当专栏数比较多时，方便专栏列表中筛选需要更新的专栏；

7、可以通过“专栏内容管理”界面的“新建内容”或者内容列表的“新建内容”为当前专栏添加内

容；

8、专栏中的内容允许设置“免费试读（听）”，当设置为“免费试读（听）”时，不管当前内容独

立定价多少，买家不需要购买就可以享受这篇完整内容的“免费试读（听）”；

专栏列表

1、专栏列表支持“更新中 | 停止更新”、“已上架 | 已下架”状态的筛选；

2、支持内容管理、编辑、推广、上/下架、删除等操作；

专栏和内容的几条规则说明

1、删除：是指不再出售和展示，删除后不管是已购用户还是未购用户都无法再看到内容，请谨慎操

作；

2、下架：是指暂时不出售，已购买用户仍旧可以查看，未购买用户无法查看也无法购买；

3、关于专栏内容的变更：专栏是销售主体，系统对专栏包含的内容不做干涉，不管是已购用户还是

未购用户，如果专栏内容有新增或者移出，都以变更后的结果为准；

4、专栏的已更新 N 期：指的是当先处于上架状态的内容数；

订购记录

1、在支持应用中，会输出专门的订购记录页面；

2、支持订购时间、交易单号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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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微页面组件和模板

1、我们为知识付费定制了专门的微页面模板和微页面组件；

2、通过“店铺 > 微页面 > 新建微页面 > 选择页面模板”，可以选择“知识付费模板”；

3、知识付费模板包括：图片广告区（图片组件）、导航区（魔方组件）、专栏推荐区、内容推荐区，

基于模板设置好内容即可生成专业的知识付费店铺装修效果，方便快捷；

4、除了微页面模板，同时还新增了两个专属的组件“知识专栏”和“知识内容”；

5、点击“知识专栏”组件，可以在自定义微页面中添加需要推荐的专栏；

6、点击“知识内容”组件，可以在自定义微页面中添加需要推荐的内容；

7、对于微页面的链接组件，本次也进行了升级，新增了“知识专栏”、“知识内容”、“我购买的

专栏、内容”三个选项，方便各种广告图，推广链接等能够链接到某个专栏、某篇内容，或者是链接

到买家的知识付费购买清单页面；

订单输出

1、知识付费订单在微商城订单列表会作为一种新的订单类型“知识付费”输出；

2、支持按“知识付费”订单类型筛选订单；

3、知识付费订单包含四种状态：待付款、已发货、已完成、已关闭，用户付款完成自动变成“已发

货”状态；

买家端主要界面和功能说明

图文内容详情

1、当图文不归属任何专栏时，“购买前-无试读内容”、“购买前-有试读内容”、“购买后”的效

果如下图所示；

2、当图文内容归属某个专栏时，会增加专栏相关信息，各种状态展示效果如下；

音频内容详情

1、当音频内容不归属任何专栏时，“购买前-无试听”、“购买前-有试听”、“购买后”的效果如

下图所示；

2、音频内容归属某个专栏时，会增加专栏相关信息，各种状态展示效果如下；

专栏详情

1、专栏购买前效果如下，买家购买前可以查看专栏基本信息、介绍和内容清单，如果设置了试读（听）

可以点击某期内容进行试读（听）；

2、专栏购买后效果如下，为了方便买家阅读，购买后会把专栏介绍折叠起来，点击专栏封面可以展

开专栏简介；

专栏和内容在微页面中的展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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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栏和内容通过“知识付费”微页面模板和组件，能够输出到各种自定义微页面，效果如下，点

击“查看全部”可以看到全部专栏、全部内容；

2、店铺导航，可以进入“微商城后台 > 店铺 > 店铺导航”中自定义；

买家如何查看已经购买的专栏、内容？

1、买家可以在“会员中心 > 我购买的专栏、内容”查看已购内容；

2、建议通过微页面中的链接组件，自行增加一些更明显的已购内容入口，比如店铺导航、店铺首页

等位置，方面买家查看；

知识付费支持分销员（原销售员）

知识付费支持分销员（原销售员）推广，赶紧去了解下粉丝分销的强大能力吧，点此查看分销员（原

销售员）相关功能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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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互动营销

1.4.1 刮刮卡

功能路径

1、有赞后台－营销－游戏插件-刮刮卡

操作流程

1、创建活动

2、用户参与设置

3、中奖设置

4、确认完成

流程介绍

1、点击新建，创建活动。设置活动名称，活动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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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户参与设置：包括设置参与该活动的用户等级，是否需要消耗积分以及参与活动的次数限制

3、中奖设置：对于中奖概率可以理解如下，例如，设置中奖概率为 80%，当有 100 个人来参与活

动时，只有 80 人会中奖，并且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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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认完成

应用场景

例如，商家为迎合 77 吃货节，希望发放一批优惠券或者提供一些赠品以提高人气，从而促进销售。

这时，便可以通过使用刮刮卡的形式将这些优惠券和赠品发放给客户。通过刮刮卡这种形式获取优惠，

给客户营造一种惊喜感。

如何应用

1、您可复制生成的链接，将其关联到店铺的自定义菜单、网站导航、关键字回复或者关注回复里面，

这样用户在给你发送关键字或者关注您的公众号，点击自定义菜单或者网站导航里面相关内容，您都

可以把刮刮卡活动推送给他们啦～

2、或者将二维码下载，贴到你的门店或者商品上，用户通过扫一扫，玩游戏，领奖励；

3、如果您是认证服务号的商户，您还可将刮刮卡关联到带参数二维码上（仅认证服务号可以用）。

常见问题

1、中奖规则说明：

中奖概率是以人为维度计

例如：中奖率为 80%，当有 100 个人来参与活动，只有 80 人会中奖，且先到先得

以下情况可能导致不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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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奖项实际份数小于参与人数

例如：后台设置中奖率为 100%，一等奖有 20 份，当参与人数＞20，则超出的部分均不中奖

奖品为优惠券、优惠码、赠品

若优惠券、优惠码、赠品设置了每人只能领取一次，只要该用户领取过一次，都不能再领取，系统默认不中奖

例如：设置了中奖率为 100%，一等奖奖品为优惠券，且该优惠券设置了每人只能领取一次。用户 A 已领取

过该优惠券，则用户 A 不会中奖。

同一个奖品参与多个营销活动

例如：一张 5 元优惠券，库存共有 10 张，并同时参与了多个营销活动，当 10 张优惠券被领完时，后面参与

者都不中该优惠券

2、为什么用户在玩刮刮卡的时候需要登录？

答：订阅号与未认证服务号没有获取粉丝信息的接口，不登陆就不能查看是谁玩的游戏，所以需要登

录。目前认证服务号出现需要登录的情况是：需要用户绑定 1 次手机账号。

3、去哪里查看谁玩过这个游戏？

答：点击刮刮卡活动列表的｛参与人/次｝{领到／未领到的人}，可查看谁参与了活动，哪些人领了奖

励

1.4.2 疯狂猜

创建流程

路径：店铺后台－营销－游戏插件--疯狂猜猜猜

1、新建一个活动

2、设置题库：不限题库，任意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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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活动奖励规则

4、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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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社交分享属性

1、分享到朋友圈和朋友

（1）当遇到不会的题目可以求助朋友，分享出去的图含有 2 个按钮 “我要答题” “我要参加 ”，

点击我要答题，提示只能在朋友圈回复

（2）排行榜：当答完所有题目从消耗生命值纬度随机得出排行数据

逻辑：

1、每题答题次数可自定义，系统默认为 3 次，具体如下：

连续答错 2 次，会提醒分享到朋友圈求助，第三次答错, 则当日的生命值用完。以此递推，若设置答

题次数为 5 次，连续答错第 4 次会提醒。

该活动生命值用完时，当日不可玩该活动，但新建的疯狂猜活动，是可以玩的。

仅指这一道题的次数而不是整个疯狂错错错的次数

2、关于送优惠：答对所有题目才会得到优惠券，

3、关于送积分：可设置每题都送，和答对所有题目才送

4、求助分享文案：默认文案为该题的题目

5、一个活动目前只能关联一个题库

6、同一用户通关后无法再次参加活动。

7、认证服务号新用户会强制关注后才可以参与。

如何应用

1、将活动链接应用到页面中，如：微页面、店铺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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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外链，将活动链接填写到页面中，如：自动回复、一对一对话、自定义菜单等等

3、将二维码导出，应用到线下活动，用户扫码即可参与活动

常见问题

1、中奖规则说明：

中奖概率是以人为维度计

例如：中奖率为 80%，当有 100 个人来参与活动，只有 80 人会中奖，且先到先得

以下情况可能导致不中奖

该奖项实际份数小于参与人数

例如：后台设置中奖率为 100%，一等奖有 20 份，当参与人数＞20，则超出的部分均不中奖

奖品为优惠券、优惠码、赠品

若优惠券、优惠码、赠品设置了每人只能领取一次，只要该用户领取过一次，都不能再领取，系统默认不中奖

例如：设置了中奖率为 100%，一等奖奖品为优惠券，且该优惠券设置了每人只能领取一次。用户 A 已领取

过该优惠券，则用户 A 不会中奖。

同一个奖品参与多个营销活动

例如：一张 5 元优惠券，库存共有 10 张，并同时参与了多个营销活动，当 10 张优惠券被领完时，后面参与

者都不中该优惠券

2、为什么用户在玩疯狂猜的时候需要登录？

订阅号与未认证服务号没有获取粉丝信息的接口，不登陆就不能查看是谁玩的游戏，所以需要登录。

3、去哪里查看谁玩过这个游戏？

答：点击疯狂猜活动列表的｛参与人/次｝{领到／未领到的人}，可查看谁参与了活动，哪些人领了奖

励

1.4.3 生肖翻翻看

功能路径

1、有赞后台－营销－游戏插件--生肖翻翻看

操作流程

1、 创建用户

2、用户参与设置

3、中奖设置

4、 确认完成

流程介绍

1、创建用户。设置活动的名称，开始和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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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户参与设置。包括设置参与该活动的用户等级，是否需要消耗积分以及参与活动的次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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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奖设置。

对于中奖概率可以理解如下，例如，设置中奖概率为 80%，当有 100 个人来参与活动时，只有 80

人会中奖，并且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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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认完成。

应用场景
例如，商家为迎合 77 吃货节，希望发放一批优惠券或者提供一些赠品以提高人气，从而促进销售。这时，便

可以通过使生肖翻翻看的形式将这些优惠券和赠品发放给客户。通过生肖翻翻看的形式获取优惠，给客户营造

一种惊喜感。

如何应用

1、您可复制链接，将其关联到店铺页面的自定义菜单、网站导航、关键字回复或者关注回复里面，

这样用户在给你发送关键字或者关注您的公众号，点击自定义菜单或者网站导航里面相关内容，您都

可以把生肖翻翻看活动推送给他们啦～

2、或者将二维码下载，贴到你的门店或者商品上，用户通过扫一扫，玩游戏，领奖励；

3、如果您是认证服务号的商户，您还可将生肖翻翻看关联到带参数二维码上（仅认证服务号可以用）。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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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奖规则说明：

中奖概率是以人为维度计
例如：中奖率为 80%，当有 100 个人来参与活动，只有 80 人会中奖，且先到先得

以下情况可能导致不中奖

该奖项实际份数小于参与人数

例如：后台设置中奖率为 100%，一等奖有 20 份，当参与人数＞20，则超出的部分均不中奖

奖品为优惠券、优惠码、赠品

若优惠券、优惠码、赠品设置了每人只能领取一次，只要该用户领取过一次，都不能再领取，系统默认不中奖

例如：设置了中奖率为 100%，一等奖奖品为优惠券，且该优惠券设置了每人只能领取一次。用户 A 已领取

过该优惠券，则用户 A 不会中奖。

同一个奖品参与多个营销活动

例如：一张 5 元优惠券，库存共有 10 张，并同时参与了多个营销活动，当 10 张优惠券被领完时，后面参与

者都不中该优惠券

2、为什么用户在玩刮刮卡的时候需要登录？

答：订阅号与未认证服务号没有获取粉丝信息的接口，不登陆就不能查看是谁玩的游戏，所以需要登

录。

3、去哪里查看谁玩过这个游戏？

答：点击刮刮卡活动列表的｛参与人/次｝{领到／未领到的人}，可查看谁参与了活动，哪些人领了奖

励

4、刮刮卡赠品无法设置选择?

答：赠品活动时间可能还未开始。无法使用。

1.4.4 幸运大抽奖

创建流程

1、路径: 店铺后台--营销—游戏插件---幸运大抽奖

2、点击［新建］，设置活动名称等基本信息

3、用户参与设置

认证服务号商户可以在［客户管理］模块设置店铺的会员等级，在此处设置参与活动的用户等级；没

有［客户管理］功能模块的商户请默认选择所有等级用户。可以设置玩一次需要消耗多少积分，未中

奖的用户可以获得参与积分等，设置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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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奖设置

5、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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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用

1、复制链接：将其关联到自定义菜单、网站导航、关键字回复或者关注回复里面，这样用户在给你

发送关键字或者关注您的公众号，点击自定义菜单或者网站导航里面相关内容，您都可以把活动推送

给他们啦～

2、或者将二维码下载，贴到你的门店或者商品上，用户通过扫一扫，玩游戏，领奖励；

3.、如果您是认证服务号的商户，您还可将其关联到带参数二维码上（仅认证服务号可以用）。

常见问题

1、中奖规则说明：

中奖概率是以人为维度计
例如：中奖率为 80%，当有 100 个人来参与活动，只有 80 人会中奖，且先到先得

以下情况可能导致不中奖

该奖项实际份数小于参与人数

例如：后台设置中奖率为 100%，一等奖有 20 份，当参与人数＞20，则超出的部分均不中奖

奖品为优惠券、优惠码、赠品

若优惠券、优惠码、赠品设置了每人只能领取一次，只要该用户领取过一次，都不能再领取，系统默认不中奖

例如：设置了中奖率为 100%，一等奖奖品为优惠券，且该优惠券设置了每人只能领取一次。用户 A 已领取

过该优惠券，则用户 A 不会中奖。

同一个奖品参与多个营销活动

例如：一张 5 元优惠券，库存共有 10 张，并同时参与了多个营销活动，当 10 张优惠券被领完时，后面参与

者都不中该优惠券

2、为什么用户在玩幸运大抽奖的时候需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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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订阅号与未认证服务号没有获取粉丝信息的接口，不登陆就不能查看是谁玩的游戏，所以需要登

录。

3、去哪里查看谁玩过这个游戏？

答：点击幸运大抽奖活动列表的｛参与人/次｝{领到／未领到的人}，可查看谁参与了活动，哪些人领

了奖励

1.4.5优惠活动叠加规则

关于店铺应用营销优惠活动使用说明：

满送/减

1、优惠券活动和满送活动可以同时使用

2、会员折扣和优惠券活动可以同时使用

3、会员折扣和满送／减，优惠券活动可以同时使用

注意：如商家设置优惠券时勾选了“仅原价购买商品时可用”，优惠券就不能跟其他优惠活动一起使用了。

商品扫码优惠

扫码优惠和会员折扣、优惠券的关系，使用方式和满送/减和优惠券、会员折扣的关系使用方式同理。

只要满足设置的条件就可以叠加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商品扫码优惠和会员折扣的关系。

当一个商品同时设置了商品扫码优惠和会员折扣，原则上：取更优惠价格。
比如：设置商品扫码折扣立减 4 元，优惠小于会员折扣，扫码后显示的是会员折扣；

设置扫码折扣立减 18 元，优惠大于会员折扣，扫码后显示的是扫码折扣。

订单返现

订单返现的原则：所有返现均按照买家实际支金额进行相应比例返现。

所以订单返现和会员折扣、满送/减、优惠券的关系：同第一和第二点。满足设置的条件就可以叠加

使用

团购活动

团购，有团购价。不支持使用优惠券、会员折扣、限时折扣，叠加使用，可以和订单返现，满减进行

叠加使用。

降价拍

降价拍活动不支持优惠券、会员折扣、订单返现、满送/减进行叠加使用。参与拍卖活动的商品不支

持同时参与团购活动噢～

限时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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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购、降价拍的优先级比会员折扣和限时折扣都高，当有团购活动时候，显示团购价格（不论更高或

更低）

显示规则为：团购》降价拍》会员折扣／限时折扣／扫码优惠，会员折扣／限时折扣／扫码优惠，不

会进行折上折，显示最优惠的活动。可以和优惠券、满减、订单返现叠加使用。

1.4.6 摇一摇

功能路径

有赞微商城后台-营销-营销中心-游戏插件-摇一摇

操作流程

1、创建活动

2、用户参与设置

3、中奖设置认证

4、确认完成

流程介绍

1、创建活动。设置活动的名称、开始和结束时间、以及活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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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户参与设置。你可以通过会员等级和标签来筛选参与的用户，设置用户参与一次活动所消耗或

赚取的积分，以及用户的参与次数。

3、中奖设置。对于中奖概率可以理解如下，例如，设置中奖概率为 80%，当有 100 个人来参与活

动时，只有 80 人会中奖，并且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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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认完成。

应用场景
例如，当你想趁双十一大促的时候，与自己的客户互动起来，并发放一批优惠券、赠品或者积分来提高人气，

从而促进销售。这时，你可以通过摇一摇抽奖将这些优惠券和赠品发放给客户。通过摇一摇这种新奇的形式获

取优惠，给客户营造一种惊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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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用

1、您可复制链接，将其关联到店铺页面的自定义菜单、网站导航、关键字回复或者关注回复里面，

这样用户在给你发送关键字或者关注您的公众号，点击自定义菜单或者网站导航里面相关内容，您都

可以把摇一摇活动推送给他们啦～

2、或者将二维码下载，贴到你的门店或者商品上，用户通过扫一扫，玩游戏，领奖励；

3、如果您是认证服务号的商户，您还可将摇一摇关联到带参数二维码上（仅认证服务号可以用）。

常见问题

1、中奖规则说明：

中奖概率是以人为维度计
例如：中奖率为 80%，当有 100 个人来参与活动，只有 80 人会中奖，且先到先得

以下情况可能导致不中奖

该奖项实际份数小于参与人数

例如：后台设置中奖率为 100%，一等奖有 20 份，当参与人数＞20，则超出的部分均不中奖

奖品为优惠券、优惠码、赠品

若优惠券、优惠码、赠品设置了每人只能领取一次，只要该用户领取过一次，都不能再领取，系统默认不中奖

例如：设置了中奖率为 100%，一等奖奖品为优惠券，且该优惠券设置了每人只能领取一次。用户 A 已领取

过该优惠券，则用户 A 不会中奖。

同一个奖品参与多个营销活动

例如：一张 5 元优惠券，库存共有 10 张，并同时参与了多个营销活动，当 10 张优惠券被领完时，后面参与

者都不中该优惠券

2、为什么用户在玩摇一摇的时候需要登录？

答：订阅号与未认证服务号没有获取粉丝信息的接口，不登录就不能查看是谁玩的游戏，所以需要登

录。

3、去哪里查看谁玩过这个游戏？

答：点击摇一摇活动列表的｛参与人/次｝{领到／未领到人}，可查看谁参与了活动，哪些人领了奖励

1.4.7 幸运砸蛋

适用场景：

针对有拉新客源、促活促销、微信吸粉、有奖问卷等需求的有赞商家

1、店铺举行活动，通过发放部分优惠券和赠品等吸引客户购买，以促进销售，更可通过微信传播，

吸引非粉丝参与抽奖，领取优惠券，到店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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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家想微信爆粉时进行幸运砸蛋抽奖，通过朋友圈朋友群分享，由该应用特定的“自定义分享”

机制，自主设置分享链接，更快更有效的吸引用户参与

3、商家在想要进行有奖调查等活动时，可将该幸运砸蛋与秀赞 H5 问卷相结合，并将分享链接设置

为所需问卷或公众号文章，填问卷获得抽奖机会，更快收集更多用户信息

4、商家可开启手机号码兑奖，在抽奖营销同时，收集客户更精准联系信息，拓宽营销渠道

5、商家在有大奖放出时，可使用幸运砸蛋的奖品启用功能，通过后台对奖品的灵活管控，实现对大

奖的放出，已控制活动节奏，达到更优秀的活动效果

6、商家在对于活动数据要求更快更精准时，可使用幸运砸蛋抽奖应用，更为精准全面的实时数据，

可以帮助您进行更快更好的抽奖营销

使用路径：

有赞微商城后台——营销——营销中心——游戏插件——幸运砸蛋

功能点及使用限制：

1、幸运砸蛋的中奖概率为商家设定好的固定概率，若某奖项的奖品被抽空，则其概率将按比例分摊

到其余奖项之上（例如：将活动的一等奖概率设为 10%，二等奖为 30%，三等奖为 60%，活动进行

中一等奖所设奖品已被抽空，则之后二等奖的中奖概率变为 33.33%,三等奖的中奖概率变为 66.66%）
注：（1）中奖概率与奖品数量无关；（2）若未设置未中奖奖项，且所有奖品均被抽完，用户抽奖会提示“奖

品已被抽空”。

2、奖品启用功能：

为了用户可以更好的掌控抽奖活动，特加入奖品启用选项，便于商家控制活动节奏，奖品启用选项勾

选后，将启用该奖品，若未勾选本奖项，则无论该奖项中奖概率有多高，此奖品均不会被抽中。

3、抽奖限制和中奖限制功能：

若商户在创建幸运砸蛋时设置了每人可抽奖次数为 N 和每人最多中奖次数 M(系统默认 N≥M)，则用

户最多可进行抽奖操作的次数为 N，多出时则会提示“已超出抽奖次数限制”，且此 N 次抽奖最多

中奖次数为 M,超出后将不再中奖。

4、分享设置说明：

有赞商户在创建幸运砸蛋时，可对其分享操作进行设置，商户可根据活动需求设置分享封面、标题及

描述，还可设置分享链接（如微信公众号文章链接或者店铺微页面链接），若不设置分享链接，则默

认分享链接为幸运砸蛋的抽奖链接。
注：若抽奖奖品较为贵重，建议设置分享链接精准导流至公众号文章或其他网站，以免本抽奖链接被分享出去

后，奖品被抽走。

5、兑奖联系方式：

若有赞商户在设置时勾选“手机号码”，则用户在中奖后需先填写手机号码，方可进行领奖。

6、中奖名单显示及隐藏：

有赞商户可以根据活动需求，选择显示或隐藏中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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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路径

有赞微商城后台——营销——营销中心——游戏插件——幸运砸蛋

操作流程

活动设置

1、基础设置：点击新建幸运砸蛋，设置活动标题、活动时间和中奖名单显示方式，填写活动规则及

活动结束语，根据自身需求，可更改活动背景（选填）和品牌 logo（选填）；

2、登录限制：设置兑奖联系方式（若勾选“手机号码”，则用户中奖后需先填手机号再领奖），设

置参与次数限制

3、分享设置（选填）：自定义设置分享封面、标题及描述，还可设置分享链接，如：商户需客户在

订阅号内才可抽奖，则可设置该抽奖的分享链接为该活动结束的文章链接。
注:

1、若用户不设置分享链接，则默认分享该幸运砸蛋抽奖链接。

2、如果用户设置分享链接，则用户需要事先在分享链接所在页面内容中，自行编辑添加抽奖链接，否则粉丝

无法进入抽奖活动。

奖项设置

1、中奖设置：在有赞奖品库中选取奖品，并设置奖品名称、获奖概率及奖品数量，并可勾选奖品是

否启用。

注：奖品启用：奖品启用选项勾选后，将启用该奖品，若未勾选本奖项，则无论该奖项中奖概率有多高，此奖

品均不会被抽中。

2、未中奖设置：填写未中奖奖项的名称、提示语及未中奖概率。

活动结果详情查看

在「活动」列表页面点击想要查看的幸运砸蛋活动，可以对活动数据、中奖数据进行查看，还可点击

“查看详情”对中奖用户的详细数据进行查看

如何应用

1、您可复制生成的链接，将其关联到店铺的自定义菜单、网站导航、关键字回复或者关注回复里面，

这样用户在给你发送关键字或者关注您的公众号，点击自定义菜单或者网站导航里面相关内容，您都

可以把幸运砸蛋活动推送给他们啦～

2、或者将二维码下载，贴到你的门店或者商品上，用户通过扫一扫，玩游戏，领奖励；

常见问题

1、中奖规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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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砸蛋的中奖概率为商家设定好的固定概率，若某奖项的奖品被抽空，则其概率将按比例分摊到其

余奖项之上（例如：将活动的一等奖概率设为 10%，二等奖为 30%，三等奖为 60%，活动进行中一

等奖所设奖品已被抽空，则之后二等奖的中奖概率变为 33.33%,三等奖的中奖概率变为 66.66%）
注：（1）中奖概率与奖品数量无关；（2）若未设置未中奖奖项，且所有奖品均被抽完，用户抽奖会提示“奖

品已被抽空”。

2、奖品启用功能：

为了用户可以更好的掌控抽奖活动，特加入奖品启用选项，便于商家控制活动节奏，奖品启用选项勾

选后，将启用该奖品，若未勾选本奖项，则无论该奖项中奖概率有多高，此奖品均不会被抽中。

3、抽奖限制和中奖限制功能：

若商户在创建幸运砸蛋时设置了每人可抽奖次数为 N 和每人最多中奖次数 M(系统默认 N≥M)，则用

户最多可进行抽奖操作的次数为 N，多出时则会提示“已超出抽奖次数限制”，且此 N 次抽奖最多

中奖次数为 M,超出后将不再中奖。

4、分享设置说明：

有赞商户在创建幸运砸蛋时，可对其分享操作进行设置，商户可根据活动需求设置分享封面、标题及

描述，还可设置分享链接（如微信公众号文章链接或者店铺微页面链接），若不设置分享链接，则默

认分享链接为幸运砸蛋的抽奖链接。

注：若抽奖奖品较为贵重，建议设置分享链接精准导流至公众号文章或其他网站，以免本抽奖链接被

分享出去后，奖品被抽走。

5、兑奖联系方式：

若有赞商户在设置时勾选“手机号码”，则用户在中奖后需先填写手机号码，方可进行领奖。

6、中奖名单显示及隐藏：

有赞商户可以根据活动需求，选择显示或隐藏中奖名单。

7、为何一直提示「中奖设置各项不能为空」：

因为没有设置奖品数量/奖品概率/奖品名称。

8、能否在活动进行中修改中奖几率：

可以，但是需要把活动暂停。

9、如何暂停活动：

从活动列表中选择想要暂停的活动，然后使用「开启/关闭」按钮控制活动的暂停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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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分场次即时开奖

即开型抽奖是一种快速抽奖形式。它省去传统抽奖的过程，直接展示是否得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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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场次即时抽奖在快速的基础上，增加了场次控制功能，可以让您在一次活动的不同时间段进行不同

场次的活动，让营销活动多维度可控并且更加丰富多彩。

适用场景：

在其他抽奖类型的基础上，更加适用于同类型多批次的长期活动。

使用路径：

有赞微商城后台——营销——营销中心——游戏插件——分场次即时抽奖

功能点及使用限制：

1、分场次即时开奖的中奖概率为商家设定好的固定概率，若某奖项的奖品被抽空，则其概率将按比

例分摊到其余奖项之上（例如：将活动的一等奖概率设为 10%，二等奖为 30%，三等奖为 60%，活

动进行中一等奖所设奖品已被抽空，则之后二等奖的中奖概率变为 33.33%,三等奖的中奖概率变为

66.66%）
注：（1）中奖概率与奖品数量无关；（2）若未设置未中奖奖项，且所有奖品均被抽完，用户抽奖会提示“奖

品已被抽空”。

2、奖品启用功能：

为了用户可以更好的掌控抽奖活动，特加入奖品启用选项，便于商家控制活动节奏，奖品启用选项勾

选后，将启用该奖品，若未勾选本奖项，则无论该奖项中奖概率有多高，此奖品均不会被抽中。

3、抽奖限制和中奖限制功能：

若商户在创建分场次即时开奖时设置了每人可抽奖次数为 N 和每人最多中奖次数 M(系统默认 N≥

M)，则用户最多可进行抽奖操作的次数为 N，多出时则会提示“已超出抽奖次数限制”，且此 N 次

抽奖最多中奖次数为 M,超出后将不再中奖。

4、分享设置说明：

有赞商户在创建分场次即时开奖时，可对其分享操作进行设置，商户可根据活动需求设置分享封面、

标题及描述，还可设置分享链接（如微信公众号文章链接或者店铺微页面链接），若不设置分享链接，

则默认分享链接为分场次即时开奖的抽奖链接。

注：若抽奖奖品较为贵重，建议设置分享链接精准导流至公众号文章或其他网站，以免本抽奖链接被分享出去

后，奖品被抽走。

5、兑奖联系方式：

若有赞商户在设置时勾选“手机号码”，则用户在中奖后需先填写手机号码，方可进行领奖。

6、中奖名单显示及隐藏：

有赞商户可以根据活动需求，选择显示或隐藏中奖名单。

7、场次时间和活动时间之间、各场次时间之间的关系：



- 559 -

场次时间和活动时间之间的关系：活动中的某一场次活动，是活动的一部分，故场次时间应包含在活

动时间范围之内，所以场次活动的开始时间应不早于活动的开始时间，场次活动的结束时间应不晚于

活动的结束时间。

各场次时间之间的关系：同一时间点，只能进行某一个场次的活动，故各场次活动时间不可交叉重叠。

功能路径

有赞微商城后台——营销——营销中心——游戏插件——分场次即时抽奖

操作流程

活动设置

1、基础设置：点击新建分场次即时抽奖，设置活动标题、活动时间和中奖名单显示方式，根据自身

需求，可更改活动背景（选填）和品牌 logo（选填）；

2、登录限制：设置兑奖联系方式（若勾选“手机号码”，则用户中奖后需先填手机号再领奖），设

置参与次数限制

3、分享设置（选填）：自定义设置分享封面、标题及描述，还可设置分享链接，如：商户需客户在

订阅号内才可抽奖，则可设置该抽奖的分享链接为该活动结束的文章链接。
注：1、若用户不设置分享链接，则默认分享该分场次即时抽奖抽奖链接。

2、如果用户设置分享链接，则用户需要事先在分享链接所在页面内容中，自行编辑添加抽奖链接，否则粉丝

无法进入抽奖活动。

奖项设置

1、中奖设置：在有赞奖品库中选取奖品，并设置奖品名称、获奖概率及奖品数量，并可勾选奖品是

否启用。
注：「奖品启用」奖品启用选项勾选后，将启用该奖品，若未勾选本奖项，则无论该奖项中奖概率有多高，此

奖品均不会被抽中。

2、未中奖设置：填写未中奖奖项的名称、提示语及未中奖概率。

场次设置

有赞商家在举行长期活动时，可以根据活动不同阶段的需求，制定不同场次的活动，各个场次活动之

间奖项可以独立设置互不影响。

注：不同场次活动之间，场次时间不可重叠，即任意时间点只能进行一个场次的活动。

活动结果详情查看

在「活动」列表页面点击想要查看的分场次即时抽奖活动，可以对活动数据、中奖数据进行查看，还

可点击“查看详情”对中奖用户的详细数据进行查看

如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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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您可复制生成的链接，将其关联到店铺的自定义菜单、网站导航、关键字回复或者关注回复里面，

这样用户在给你发送关键字或者关注您的公众号，点击自定义菜单或者网站导航里面相关内容，您都

可以把分场次即时抽奖活动推送给他们啦～

2、或者将二维码下载，贴到你的门店或者商品上，用户通过扫一扫，玩游戏，领奖励；

常见问题

1、中奖规则说明：

分场次即时抽奖的中奖概率为商家设定好的固定概率，若某奖项的奖品被抽空，则其概率将按比例分

摊到其余奖项之上（例如：将活动的一等奖概率设为 10%，二等奖为 30%，三等奖为 60%，活动进

行中一等奖所设奖品已被抽空，则之后二等奖的中奖概率变为 33.33%,三等奖的中奖概率变为

66.66%）
注：（1）中奖概率与奖品数量无关；（2）若未设置未中奖奖项，且所有奖品均被抽完，用户抽奖会提示“奖

品已被抽空”。

2、奖品启用功能：

为了用户可以更好的掌控抽奖活动，特加入奖品启用选项，便于商家控制活动节奏，奖品启用选项勾

选后，将启用该奖品，若未勾选本奖项，则无论该奖项中奖概率有多高，此奖品均不会被抽中。

3、抽奖限制和中奖限制功能：

若商户在创建分场次即时抽奖时设置了每人可抽奖次数为 N 和每人最多中奖次数 M(系统默认 N≥

M)，则用户最多可进行抽奖操作的次数为 N，多出时则会提示“已超出抽奖次数限制”，且此 N 次

抽奖最多中奖次数为 M,超出后将不再中奖。

4、分享设置说明：

有赞商户在创建分场次即时抽奖时，可对其分享操作进行设置，商户可根据活动需求设置分享封面、

标题及描述，还可设置分享链接（如微信公众号文章链接或者店铺微页面链接），若不设置分享链接，

则默认分享链接为分场次即时抽奖的抽奖链接。
注：若抽奖奖品较为贵重，建议设置分享链接精准导流至公众号文章或其他网站，以免本抽奖链接被分享出去

后，奖品被抽走。

5、兑奖联系方式：

若有赞商户在设置时勾选“手机号码”，则用户在中奖后需先填写手机号码，方可进行领奖。

6、中奖名单显示及隐藏：

有赞商户可以根据活动需求，选择显示或隐藏中奖名单。

7、为何一直提示「中奖设置各项不能为空」：

因为没有设置奖品数量/奖品概率/奖品名称。

8、能否在活动进行中修改中奖几率：

可以，但是需要把活动暂停。

9、场次时间和活动时间之间、各场次时间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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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次时间和活动时间之间的关系：活动中的某一场次活动，是活动的一部分，故场次时间应包含在活

动时间范围之内，所以场次活动的开始时间应不早于活动的开始时间，场次活动的结束时间应不晚于

活动的结束时间。

各场次时间之间的关系：同一时间点，只能进行某一个场次的活动，故各场次活动时间不可交叉重叠。

10、如何暂停活动：

从活动列表中选择想要暂停的活动，然后使用「开启/关闭」按钮控制活动的暂停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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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板市场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有赞开自己的小店，但如何打理好自己的小店，提升小店的信誉和销量是关键，

那么装修好自己的小店也很重要，为此我们强大的设计师团队有资格

「模板市场」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有赞开自己的小店，但如何打理好自己的小店，提升小店的信誉和销量是关键，

那么装修好自己的小店也很重要，为此我们强大的设计师团队有资格站出来为广大的商家提供更为全

面的服务！模板市场因运而生，从此以后，商家再也不需要为设计营销活动页而犯愁，把这些难题统

统留给我们有赞设计师团队吧，您只需要安心做买卖即可。另外，平台上线后，每月都会推出各种创

意无限的微页面营销模板供商家使用。

「功能路径」

商家版后台》营销》模板市场

「购买模版」

1、点击进入“模板市场”，选择自己中意的模板；

选择订购时间并根据显示金额进行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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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认支付；备注：付款方式有 2 种，第一种是使用店铺余额支付，第二种是使用有赞币进行购买

4、支付成功后，获得购买成功的提示；如果购买失败，请联系我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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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版」

1、模板购买成功后，就可以在“店铺》微页面》新建微页面》付费模板”进行使用了；

2、点击编辑“微页面”，首先设置“页面名称”、“页面描述”、选择“微页面”所属分类等信息；

3、点击“微页面”封面，可以添加背景音乐；【建议古典音乐，这样更加有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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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置“过场页面”，重头戏来了，以往的场景画报主题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品牌，但此次的端午节

主题场景画报，不仅有浓郁的节日氛围，还可以帮助商家引来一波节日促销热潮，真是棒棒哒！针对

不同的商家需求，我们特别推出了 4 款不同的过场页面呈现商品，并且可以设置多个过场页面，具体

有多么酷，赶紧购买体验吧！！！

5、设置“活动说明”，此区块留给商家介绍一下此次活动的各种说明信息；【标题最多可以写 6 个汉

字，内容最多可以写 150 个汉字】

6、最后一页动画“查看更多”，点击后，默认跳转至店铺主页；

7、设置完成后，那就上线吧，然后分享给您的忠实粉丝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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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版市场 - 领券活动主题模版市场 - 领券活动主题模版上线

本帖最后由 赞.飞机 于 2016-11-14 20:03 编辑

「模板介绍」

领券活动主题模版，包含活动介绍，优惠券，商品三大基础模块，商家可以通过以上模块快速搭建一

个精美的活动模版。消费者可以通过活动介绍引导领取优惠券，然后使用优惠券购买商品。当然，模

版内的各种模块可以随意增减，变化后可以变成其他形式的营销活动。

「模版展示」

扫一扫二维码，预览领券活动主题模版

「订购规则」

1、订购时间：模版订购时间自订购之日起开始计算，按自然月计算；

2、模版过期：模版过期后，无法设为店铺主页，无法编辑，续订后才可继续使用；

3、使用权限：同账户下的多个店铺如需使用付费模版，需要单独在每个店铺下进行购买，购买成功

后才可使用；

「付费方式」



- 570 -

1、订购的支付方式：目前仅支持通过店铺余额支付，若店铺余额不足需要充值后再订购；

2、付费说明：即日起至 11.11 日，购买本模板的商家将享受 5 折优惠；

「索取发票」

1、发票索取方法：有赞商家版 APP - 登录 APP - 店铺营收－发票管理；

2、订购费用的发票：当月产生的费用会在下月 4 号后统一结算并接受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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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赞 API

更新 2017 年 07 月 30 日

即日起店铺后台“营销-有赞 API”升级为“营销-开放服务”，新增授权有效期的展示，你可以在此

处对已授权应用进行解除授权及推送业务内容管理。建议大家不再使用的应用，及时解除授权，保证

店铺数据安全。

同时：

1、从 2017 年 6 月 19 日开始，我们的自用型应用调用已从签名模式升级为了免签名模式，我们将

在 2017 年 10 月 31 日停止对签名模式的支持，正在使用店铺后台 AppID 和 AppSecret 签名模式

调用接口的开发者，请在此之前升级到新的自用型应用免签名模式。查看有赞云自用型应用升级公告

2、此前未在店铺后台启用"有赞 API"的商家不再显示“开放服务-有赞 API”这一页面选项，如有自

主开发需求，请创建新的自用型应用用于开发。点此查看如何创建自用型应用

3、原有赞 API 页面展示推荐的 ERP 应用不再展示，我们的应用市场拥有更丰富的应用，推荐前往有

赞应用市场挑选你想要的应用。
*原使用快递助手的商家，可前往 “有赞应用市场-电商 ERP-快递助手” 去使用。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48887-1-1.html
https://www.youzanyun.com/docs/guide/common/675
https://www.youzan.com/market
https://www.youzan.com/market
https://www.youzan.com/market/detail/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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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档 ：

有赞 API 文档

查看有赞开放平台入驻指南

查看 APP 接入微商城指南

网页授权获取微信粉丝基本信息

https://www.youzanyun.com/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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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插件中心

本着开放共享的精神，为保障有赞商户的选择多样性，有赞对符合“微信开发标准”的插件进行了兼

容，使大家可以在使用有赞平台的同时也能使用他们。

什么是第三方插件？

1、第三方插件是一种遵循一定规范的应用程序接口编写出来的程序。

如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希望能拥有查天气，查星座等功能，但你使用的第三方平台又没有怎么办？这个

时候你要用到第三方插件啦，可以去网上的 xxx 平台找或自家技术团队研发调制。只要你的插件在有

赞后台能完美结合就喔啦！

2、使用方法很简单：在有赞商城后台的第三方插件位置填写 token 和 url 信息，并设置要交给这个

插件处理的信息类型，该插件就可以在有赞平台上使用了。

温馨提示：由于有赞平台的信息安全要求特别高。请不要尝试将有赞的 token 填写到任何微信官方

平台以外的地方；

如何配置第三方插件？

1、路径：后台导航条【应用/营销】-第三方插件；

2、配置插件：调用插件--开启插件--配置插件；

3、设置需要处理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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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关键词］：以第一个字符开始查找。
例如：设置了“你”为命令关键词，那么输入“你好”、“你好世界”都会触发插件使用，但是输入“和你”、

“不喜欢你”等就不能触发插件使用。

[完全匹配]：顾名思义，要完全输入一致的关键词才能触发插件的使用。
例如设置了“你好”为完全匹配关键词，那么只有输入“你好”的时候才能触发插件使用，如果输入类似“你

好吗”等就不能触发插件使用。

[模糊匹配]：首先明确一个概念，我们这里的模糊是包含不是从属，就是输入的文字必须包含关键词

的所有字符。
例如设置了“世界”为模糊匹配的关键词，那么输入“你好，世界”是会触发插件使用的，但是输入“世”或

者“界”都不能触发插件使用。

4、其他需要处理的信息

按照需求打开相应信息的控间开关就能激活该信息处理功能了(默认“已关闭”状态)
(PS:字母信息和数字信息可直接使用，其他都是需要认证服务号才能使其他需要处理的信息功能)

温馨提示：

开启第三方插件之后，部分信息交由第三方处理，会对口袋通设置的自动回复、菜单点击等造成干扰，请知悉！



- 575 -

应用场景

场景设计：照片打印机的使用

在有赞商城接入了一个明信片打印机的插件，即用户发送一张图片，系统就会自动给用户回复一个制

作明信片的入口。点进去就能制作自定义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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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放平台

连接的力量，为商户创造更多价值

官网地址：open.youzan.com

您可以从 youzan.com 首页“开放平台”模块点击进入

开放合作是未来的趋势，在移动社交电商的大趋势下，有赞认为商业合作伙伴将在未来的开放环境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赞开放平台指在提供一个开发式平台，让合作伙伴可以与消费者、商家建

立起紧密联系，让消费者购物更加便捷有趣，让有赞商家更专业、更高效进行经营。

目前业务包括软件、硬件、营销插件、APP 开店四大业务模块，无论您是第三方开发者（ISV）、传

统软件厂商、互联网 O2O 硬件，应用营销开发商或者有开发能力的大卖家，都能基于有赞开放平台

找到适合自己的业务方向。

利用有赞开放平台 API 接口和插件接口，与有赞一起帮助商家解决问题，创造价值的好产品，我们都

欢迎！

有赞开放平台正式上线!

连接的力量，为商户创造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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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地址：open.youzan.com

您可以从 youzan.com 首页“开放平台”模块点击进入

开放合作是未来的趋势，在移动社交电商的大趋势下，有赞认为商业合作伙伴将在未来的开放环境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赞开放平台指在提供一个开发式平台，让合作伙伴可以与消费者、商家建

立起紧密联系，让消费者购物更加便捷有趣，让有赞商家更专业、更高效进行经营。

目前业务包括软件、硬件、营销插件、APP 开店四大业务模块，无论您是第三方开发者（ISV）、传

统软件厂商、互联网 O2O 硬件，应用营销开发商或者有开发能力的大卖家，都能基于有赞开放平台

找到适合自己的业务方向。

利用有赞开放平台 API 接口和插件接口，与有赞一起帮助商家解决问题，创造价值的好产品，我们都

欢迎！

入驻优势：

海量商家资源：服务 200 多万商户，500 万购物达人，3 亿消费者

业务深度开放：开放数百个 API 接口，覆盖商品、交易、收银、物流、店铺等类目

移动电商蓝海：互动分享，品牌传播属性更强，潜力无限，等您挖掘

热门模块合作伙伴等您来

营销插件：

提供吸粉、互动、订单转化，品牌传播的营销工具，重点招商吸粉和订单转化工具。鼓励开发者开发

免费的或客单价低，配置简单，操作方便的插件。有赞给予官方推荐。

客户关系管理：

提供会员管理和营销的 CRM 系统，全渠道管理企业会员数据，实现更好的吸引新客户、保留老客户

以及将已有客户转为忠实客户，形成市场增量。

全渠道 ERP：

为有赞传统门店商家提供线上线下全渠道解决方案，深入线上电子商务、线下企业、零售门店等多端

业务的全渠道零售软件系统解决方案。包括实现火热的跨境购 ERP，和垂直行业的解决方案，重点目

标：食品类目，女人类目，本地生活类目！！！

免费第三方应用：

包括订单处理软件，商品一键搬家，快递打单助手，轻型营销插件等工具。

硬件合作伙伴：

急招专业快递面单打印机，多功能核销设备，门店流量统计，互联网 POS 机等设备入驻。

行业解决方案征集：

要求按照以下逻辑，以图文，视频的形式形象编辑。优秀方案将会给予广告位推荐，包括官方给予产

品推荐！

1、行业现状

2、产品介绍（功能，优势，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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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教程（安装，配置，登录等流程）

4、场景说明

5、常见问题

6、案例介绍（1—3 个）

7、公司介绍（品牌，联系方式等信息）

优秀案例介绍：点此查看

征集邮箱：isv@youzan.com

硬件解决方案：

包括摇一摇周边门店，景区，酒店和摇一摇签到，上墙等互动方案；微信连 wifi 方案；互联网 pos

机，实现收银，核销，吸粉，积分兑换，会员管理，虚拟商品，红包派发等实施方案；小票打印机多

门店多部门分单，数据统计等解决方案；其他门店流量统计，精准营销，线下取货机，照片打印机等

解决方案。

全渠道业务解决方案：

结合门店进销存系统，线上多渠道订单处理软件，门店硬件设备，通过商品、库存、交易、物流等业

务打通，实现销售管理，采购管理，仓库管理，经营分析等功能全线管理。重点征集：外卖业务解决

方案，跨境购解决方案！

营销插件解决方案：

围绕商家电商业务，提供吸粉，互动，订单转化工具，深度融合有赞优惠券，团购，满减，代付等营

销玩法。

开发者入驻流程：

备注：如果是商家自有系统对接请走免授权模式

点击查看：平台接入说明 开放接口文档 提交申请页面 技术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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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APP 开店介绍:http://open.youzan.com/sdk/home

APP 业务交流贴：http://kdt.im/KwRu1r

https://www.youzanyun.com/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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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PP 开店

SDK2.0 上线更新说明

1、会员中心页面交互优化，顶部不会再显示“立即登录”按钮，进入“我的购物记录”无需再登录

有赞

2、全新的 API 简化调用方式，并添加 UA 的前缀验证

3、优化 WebView 和 Js 交互响应速度，提供接口直接快速同步用户信息和修改用户信息;

4、集成有赞开放接口, 简化原生集成难度，接口请求，数据解析搞定;

5、解决 WEB 页面出现重定向无法返回上一页的问题;

6、新增微信 APP 支付接口, 支持自有微信支付

7、提供了交易接口：如果是微信支付自有，可获取单笔交易信息的接口，可查看订单交易信息.

8、新增会员中心我的优惠券优惠码等入口

9、增加退出登录功能，再也不用担心退出后有赞这边还在登录状态

10、更详细的文档说明，方便大家对接；demo 做了充足的演示说明，减少大家对接中遇到的问题

有赞“APP 开店解决方案”：让每一个 APP 都拥有一个强大的微商城！

1、有赞“APP 开店解决方案”：

让每一个 APP 都拥有一个强大的微商城！

任一 APP 产品，如需搭建商城交易模块，均无需进行店铺展示、商品管理、交易结算、消保维权、

账户体系、分享组件等功能的独立开发，直接采用有赞微商城的交易模块 APP 内嵌技术即可。

使用此方案，自有 APP 开发者可以在 APP 内快速、零成本的搭建一个微商城，拓展业务范围、实现

流量变现。

2、优势：

· 有赞耗时三年打造的强大微电商解决方案开放

· 低门槛对接， Andriod 和 iOS 一键开发

· 高效率对接，可缩短公司开发周期

· 零成本对接，可节省公司开发经费

3、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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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提供微电商 APP 解决方案，包括商品、订单、支付、结算、账号，分享等一整套功能。配合

相应的数据服务，实现完整的交易全链路闭环。

登录：APP 登录账号与其接入的有赞微商城账户打通，用户不用重复登录就可直接购买。

分享：为 APP 用户提供更多、更全面的 JS 分享组件，可以自定义将商品，店铺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支付：支持信用卡，储蓄卡，微信支付多种支付方式，无需开通网银，轻松付款，安全又便捷。

营销：代付、送礼、愿望清单、拍卖、秒杀、团购、返现、 分销员（原销售员）、会员价、优惠卡

券等营销工具一应俱全。

数据：集成全方位的用户、交易商品等数据，为你提供一站式的基础运营数据中心。

客服：快速搭建属于 APP 的沟通渠道，立即拥有客服平台。

分销：集中优质商家、商品、品牌,种类繁多分类细致，千万商品等你来挑！同时支持“一件代发”、

“采购经销”、“自动结算”。APP 商城嵌入式合作，自动结算推广分成。

4、案例展示：

名称：智慧无锡 APP

类型：本地生活

介绍：无锡广电集团打造的“智慧无锡”是以新闻资讯、社交娱乐、生活服务为一体的具有广播电视

特色的无线应用客户端，为市民提供广播电视节目、各种与百姓生活相关的服务实用信息和便民服务。

需求：作为拥有数百万用户量的本地服务平台，需增加便捷的购物消费入口，扩充自己的服务业务，

通过电商实现流量变现。

对接时间：从智慧无锡技术对接人拿到有赞微电商 APP 合作 SDK 文档，到 APP 上线微商城并测试

成功，只用了三天时间！真正实现方便，快捷，高效的无缝对接！

百万以上用户案例：喜马拉雅电台、床上、g 友、百思不得姐、海尔商城、我是大美人、过日子、春

秋航空、抗癌卫士、智慧烟台、勿忘我、每天、掌声青岛、有牛、玲珑社区、EDG 俱乐部、海尔好

空气、云之家、品胜商城、欧美汇、石家庄身边事、捡人、狗管家、微他…...

申请入驻地址：http://open.youzan.com/sdk/access

SDK 下载地址：http://open.youzan.com/sdk/doc#6

联系人：墨迹

邮箱： appco@youzan.com

mailto:appco@youz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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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1.创建店铺

访问 www.youzan.com 注册账号并点击创建店铺

填写店铺信息

“主营商品”请慎重选择您经营的商品类目，后期不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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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推荐模板【后期可以更改】

按照行业特点，我们提前帮您装修了店铺以及上架了一些默认商品，供您测试购买流程。

开店完成

建议绑定微信公众号，但也可马上装修店铺，后期再进行绑定。

绑定微信公众号一定谨慎注意，认证服务号解绑后交易系统无法进行，且只能绑定一个店铺，不能随

意更换绑定其他有赞店铺。

同时，可扫描您的店铺二维码，在手机上预览您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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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店铺信息

2017 年 3 月 15 日，有赞微商城 PC 端对商家同意买家退货退款的申请时，给买家发送的退货地址

进行了升级。解决了当商家有多个退货地址时每次处理维权都要重新编辑退货地址并发送给买家的苦

恼。

主要更新如下：

1、商家地址库最多支持商家管理 200 个退货地址

2、商家处理退货退款维权时，可以选择之前设置的退货地址发送给买家

商家如何管理地址

路径：微商城 PC 端后台>设置>店铺信息>商家地址库.

1、商家地址库最多支持商家管理 200 个退货地址



- 585 -

2、默认退货地址只支持修改，不能删除（原因是商家超时未处理退货退款维权订单，系统将默认同

意买家申请，并自动发送默认退货地址给买家）

退货地址的应用场景

买家申请退货退款，商家同意买家申请，需要选择退货地址并发送给买家

1、如果没有默认退货地址，能发货吗？

不能发货。如果没有默认退货地址，发货时会要求填写默认退货地址。因为商家超时未处理退货退款

维权订单，系统将默认同意买家申请，并自动发送默认退货地址给买家。

2、商家处理退货退款维权订单时，点击［同意退货，发送退货地址］按钮，可以选择在商家地址库

设置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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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商城 APP 如何使用商家地址库

微商城 APP 即将支持商家地址库功能，敬请期待！

店铺信息：

店铺名称：仅有一次修改计划，谨慎修改

联系人手机号：和店铺资金提现修改账号挂钩，注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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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类型

个人认证：

有赞商家版向您提供了个人认证的快速审核方式，您只需按照以下方式完成身份验证，即可快速通过！

第一步：填写个人真实姓名和对应的身份证号码；

第二步：使用该身份信息（即，第一步填写的内容）开户的银行卡，通过微信扫一扫，使用微信支付

1 分钱，立即验证您填写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第三步：认证通过后，您的店铺将收到您支付的 1 分钱，您可申请提现（提现金额 1 元起）；

如果您的个人微信号，未开通过微信支付，请先绑定以“第一步填写的身份信息”开户的银行卡，并

进行身份信息的验证；

如果出现“开店人身份信息需与付款本人一致”的问题，说明您第一步输入的身份信息与您个人微信

号的身份信息不一致，你可以重新返回修改身份信息，再次验证；

如果您的个人微信号已经绑定过银行卡，但绑定的银行卡与第一步填写身份信息不一致，也无法快速

通过验证，建议您更换一个新的个人微信号，或使用该银行卡的身份信息进行验证。

https://www.youzan.com/v2/account/certificate?redirect=1&account/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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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商家暂时没有此类交易权限，请联系商家客服。”的提示时，请到“店铺设置”——“支

付/交易”，修改为“微信支付-代销”方式后，重新扫码认证；

企业认证

企业认证（人工审核）身份证照片信息一定要和营业执照中法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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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人工审核的认证类型请慎重选择，目前后台没有自行修改认证类型的机会；

如果无法给出企业法人的身份证照片，可以提供授权运营证明，并且加盖公，法人签字后发送到

rz@qima-inc.com，模板在附件中下载

选择人工审核方式提交之后，请耐心等，有赞审核团队会在 1-2 天内帮您审核通过。审核期间您可以

先去装修您的小店，可以出售商品，审核通过就可以提现了

如果是品牌店铺入驻（店铺名称包含旗舰店、专营店、专卖店等），需提供额外资质点此查看

2016-11-18 21:30:26 更新认证升级

随着有赞业务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使用有赞产品。为了满足今后的业务发展，对现有的

有赞认证体系进行了升级调整。全新的认证体系提供更安全，更严格的认证，也能更好的保护个人、

企业、组织在有赞使用微商城的权益。

在新的认证体系中，我们引入了主体信息的概念，主体信息是用户使用有赞各项服务和功能的唯一法

律信息与缔约，当用户进行主体信息认证后，就可以使用有赞绝大部分服务和功能。后续根据商家开

设不同类型的店铺，需要补充店铺相关信息，并通过店铺信息认证来保证信息的真实和有效。

现有的有赞认证主要分为哪几类？

认证类型主要分为主体认证和店铺认证；

主体认证

个人：主体信息就是注册时填写和上传的个人身份证信息；（支持快速认证）

公司：主体信息就是注册时填写和上传的营业执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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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主体信息就是注册时填写和上传的组织机构代码等信息；

店铺认证

1、网店认证：支持普通店认证、旗舰店认证、专营店认证、专卖店认证、直营店认证；

2、门店认证：支持线下实体店认证；

3、收银认证：计划中...

现有的有赞认证需要提供哪些资料？

主体认证

网店认证

门店和收银认证将在后续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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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有赞认证体系中有几种特殊的网店认证 — 旗舰店，专营店，专卖店，直营店，它们有什么含义

呢？

旗舰店：旗舰店是企业在营销过程中设在某地最高级别的品牌形象展示店；

专营店：一般是指专门经营某一类或者某一种品牌商品的商店；

专卖店：专卖店指的是专一经营某类行业相关的专营店；

直营店：直营店是指由总公司直接经营的连锁店，即由公司总部直接经营、投资、管理各个零售点的

经营形态；

进行新的有赞认证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1、当用户提交认证信息时，无法进行撤回和修改，只能等审核结束才能更改；

2、当主体信息认证不通过时，用户需要重新提交主体信息和店铺信息；

3、当用户通过主体信息认证而没有通过店铺信息认证，只需要修改店铺认证的修改信息提交即可；

4、用户如需修改主体信息，所有认证信息将会失效，一定要谨慎；

5、用户如许修改店铺信息，只需要提交店铺认证信息即可；

6、主体信息为个人的用户无法进行网店官字店认证；

7、主体信息为公司的用户可以进行网店官字店认证；

8、店铺主体为个人的用户，如果无法进行微信一分钱快速认证，需要提供个人认证资料；并且依旧

支持港澳台同胞进行个人认证；

9、店铺名称含“旗舰、专营、专卖、直营”的店铺需要进行对用的网店（官字店）认证；

10、商家修改店铺名称或修改店铺主营类目需要商家重新提交店铺认证信息，审核后才能生效；

如何进行新的有赞认证？

功能路径

后台－设置－店铺设置－认证

认证流程

1、选择认证主体类型

2、选择店铺认证类型

3、上传相关证件

4、提交成功等待审核

5、审核成功

认证相关页面操作示例展示，具体操作请进入认证后台，根据提示进行操作，如有疑问可以随时联系

我们。 点击进入问题反馈 【遇到问题，需要咨询】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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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线下门店核销应用合集

设置店铺联系方式地址及位置。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773&highlight=%E7%BA%BF%E4%B8%8B%E9%97%A8%E5%BA%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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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管理

运营时间编辑 在手机微商城 APP 内设置；微商城-店铺-店铺管理-门店管理-进入自己的门店-营业时

间编辑即可。可以单独设置每天不一样的运营时间。
门店排序只能根据添加时间自动排列，无法设置

注意：线下门店和自提点设置不要混淆。

使用方法：可以直接在商品详情页看到线下门店。或者手机上打开“线下门店”获取链接，外链到自

动回复和自定义菜单上供会员查询。目前只支持在浏览器上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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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信息

填写分销信息，和客户建立更快捷、多途径的联系渠道，提高用户体验。

退货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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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请确保默认退货地址的准确性。因默认退货地址不正确导致的资损，由商家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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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协议

目前已支持微商城服务订购后的电子协议生成和打印下载， 为规避法律风险，退款后的商家 原有生

成的协议将作废。

微商城的协议路径为： 设置—>服务协议——>微商城协议

协议分为：等待生成、已生成、已作废三种状态。

【等待生成】： 商家订购后生成一个“等待生成”的协议， 商家确认主体以及内容无误后，点击生

成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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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协议是个容易产生法律疑问的内容，因此确认生成后的协议将不可更改，商家在确认生成前也请对协

议内容谨慎确认。）

【已生成】： 商家确认生成后， 进入已生成状态，商家可以自主选择进行在线打印，打印记录也会

予以保存。

【已作废】： 商家的订购服务期到期或者订购执行退款后， 协议会进入已作废状态。且不允许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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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员工管理

如何才能收到用户咨询消息

路径：微商城 PC 端后台>点击右下角底部浮层客户消息

因为多客服是根据客服接待能力，将消息自动分配给在线的客服。所以客服要收到消息，需要保证以

下两点：

1、保证自己处于在线状态

2、自动接入上限处于非关闭状态

多客服如何自动分配消息？

当有新消息时，系统会将消息分配给接待能力最强的在线客服，而其他客服不会收到消息。（接待能

力＝自动分配上限 - 会话中列表数），当接待能力＝0 时，系统将不会给该客服分配消息。所以大

家要合理设置自动分配上限，保障客户体验。

多客服系统会有哪些消息提示

1、多客服系统会收到哪些消息？

订单消息和用户咨询消息

2、当客户咨询或有新订单时，客服会收到消息提示吗？

会（系统默认），桌面提示和语音播放，当然客服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设置是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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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开启消息提示后，不能收到通知？

如果您已经设置了开启消息提示，但是不能收到消息提示，那么一定是浏览器设置的问题，那么您可

以检查浏览器是否限制了提示，查看操作帮助

客服如何处理消息

1、全方位展示客户信息，让服务更懂客户

多客服系统接入了有赞微商城用户数据和订单数据，方便客服了解客户的信息，让服务更体贴高效。

2、接入会话

目前可以通过 3 种方式接入会话：系统分配、排队用户中主动发起会话、搜索客户姓名发起会话（微

信粉丝超过 48 小时不能主动发起会话）

3、转接会话



- 600 -

点击会话框右上角转接，可以将会话移交给其他在线客服。

4、多人接待

点击会话框左上角用户名处，可以查看和添加客服进入会话

5、结束会话

6、订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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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店铺有新订单时，在会话列表顶部点击可以查看订单消息，以便快速处理订单

如何了解客服的工作质量

目前有赞多客服系统上线了一些基础数据，逐步迭代。以下是基础数据的注释

1、总接待人数：在固定的时间内，接待的用户人次

2、平均接待人数：总接待人数／店铺客服人数

3、平均在线时长：平均所有客服在线总时长／店铺客服人数

4、平均转接量：店铺总转接量／店铺客服人数

如何设置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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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情况，设置合适的提示等

更新内容

1、支持国际手机号添加为店铺管理员

2、优化权限系统 UI

功能场景

1、权限入口

商家后台 — 设置 —员工管理

2、管理员工

员工管理列表，主要展示有赞帐号、员工姓名、所属网点、联系方式、添加人、赋予权限、添加时间、

操作等店铺管理员基础信息，方便商家管理店铺管理员

3、添加员工

商家可以通过选择默认角色，快速配置员工权限

当前系统支持 10 种默认角色，分别为高级管理员，普通管理员，售前客服，普通客服，财务，美工，

商品管理员，广告投放员，网点管理员以及核销员。

规则说明

1、默认角色权限介绍

高级管理员：具备店铺所有管理的权限；

普通管理员：具备除了“添加管理员”、“删除管理员”、“删除店铺”、“微信账号解绑”之外，

店铺所有管理的权限；

客服：具备“进入在线客服”、“查看商品列表和分组”、“查看订单，修改订单备注，延长订单发

货，取消订单”的店铺管理权限；

核销员：具备登录微商城手机客户端“查看核销记录”、“扫码核销”的店铺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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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管理员：可以通过有赞微商城手机客户端管理所属网点的详细信息、商品信息、订单信息；

2、店铺新创建后，店铺创建人拥有高级管理员权限

3、添加高级管理员需要短信验证才能进行添加

界面展示

目前有赞有创始人、高级管理员、普通管理员和客服等 10 种不同权限如何设置？

每种权限的功能区别如下：

1、高级管理员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95&extra=page%3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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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说明：店铺的创始人，以及店铺管理者使用的角色，赋予该权限时要格外谨慎，且账号数量要尽

可能少；

权限说明：

# 拥有微商城后台所有功能的操作权限

2、普通管理员

角色定位：店铺的高级运营人员使用的角色，除部分敏感操作外拥有店铺的所有操作权限，方便对店

铺进行高效的运营管理；

权限说明：

# 没有增删改员工账号的权限；

# 没有发票管理的权限；

# 没有解绑微信公众号的权限；

# 没有删除店铺的权限；

其他权限同高级管理员基本一致。

3、售前客服（新）

角色定位：店铺售前客服使用的角色，可以使用客服系统与客户沟通，查看商品，没有订单相关的权

限；

权限说明：

# 可使用客服系统；

# 可查看商品；

4、普通客服（原客服）

角色定位：店铺普通客服使用的角色，可以使用客服系统与客户沟通，查看商品，查看客户，处理订

单；

权限说明：

# 可以使用客服系统；

# 可以查看商品；

# 拥有客户模块所有信息的查看权限，但没有编辑类的操作权限；

# 拥有订单/退款维权的查看、管理权限，包括发货/备注/取消订单/修改价格等，但没有退款/导出

订单的权限；

5、财务（新）

角色定位：店铺财务人员使用的角色，拥有店铺资产的所有操作权限，可查看订单；

权限说明：

# 可以查看订单；

# 拥有资产模块的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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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工（新）

角色定位：店铺美工人员使用的角色，可对店铺进行装修，拥有店铺装修的所有操作权限；

权限说明：

# 拥有店铺模块的所有操作权限；

7、商品管理员（新）

角色定位：店铺负责维护商品的人员使用的角色，可对店铺的商品进行管理，拥有商品模块的所有操

作权限；

权限说明：

# 拥有商品模块的所有权限；

8、广告投放员（新）

角色定位：店铺邀请的广告投放人员使用的角色，除广告投放模块的权限外，没有其他功能的使用权

限；

权限说明：

# 拥有营销-我要推广模块的操作权限；

9、网点管理员

角色定位：多网点的网点管理人员使用的角色，只能使用微商城 app，管理所属网点信息、网点商

品、网点订单等；

权限说明：

# 能够预览网点、推广所属网点、管理所属网点订单、管理所属网点商品、设置所管网点的详情；

# 扫码核销

10、核销员

角色定位：店铺核销员使用的角色，只能使用微商城 app，可对商品进行扫码核销；

权限说明：

# 扫码核销

详细权限说明请点击

http://img.yzcdn.cn/upload_files/2017/12/13/Fg-MLx0u2ro3tK5q6nMVUknz7auy.jpg

1、商家版后台

【身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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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导出】：

【查看订单信息】：

包含虚拟商品的订单，能够看到“核销人”和“核销时间”的信息

【备注】：商家版手机客户端原有的核销信息均已更新，完整数据可以通过有赞后台——>订单导出查看完整

内容。

通过核销员身份，商家就可以更灵活的安排虚拟商品的核销工作，既能保证效率，又能确保公司信息

安全。

最新商家版手机客户端（V3.6.0 版本）

登录手机客户端的核销员，只能进行扫码核销动作，主要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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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展示界面】：

有赞每家店铺都可有多个管理员，所以更换店铺管理员、更改登陆账号、店前管理员离职、更换客服

等，都可通过增加或删除管理员的方式来操作实现。

哪些问题会用到这个功能呢？

Q1：我想要更换有赞店铺的登陆账号怎么办？

Q2：公司之前的员工离职了，现在需要新的员工来接手管理这个店铺，怎么办？

Q3：一个人管理不过来，想要多个人来管理店铺，怎么让他们也能看到这个店铺，但是又不想把我

的账号密码告诉他们。

Q4：想要把我自己的店铺过户给其他人，怎么办？

Q5：我是服务商/代运营，我要帮别人装修他们的店铺，怎么办？

Q……任何关于管理员或者登陆账号的问题……

如何设置呢？操作步骤是什么？

1、处理路径：

有赞后台右上角设置-－点击"设置

2、管理员设置-新增管理员/删除管理员

如需新增管理员/客服，可选择新增；

如是删除旧的管理员/客服，可直接选择删除；

目前只有创始人和高级管理员有此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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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入新的账号，并设置权限。

注：输入的手机号必须已经注册了有赞，如若未注册，可点“注册链接”进行注册；

不同职位有不同权限，具体权限可点此查看。

https://koudaitong.com/v2/account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6&extra=page%3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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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处理后如何应用：

新增的管理员，可点击这里登录有赞，进入店铺即可正常管理店铺；

被删除的管理员，登录有赞后，无法进入到之前管理的店铺
三场景示例：

XX 店铺原有的管理员/账号是 A，现在 A 离职了（或者想更换登陆账号）；

于是就按照以上步骤，先用 A 账号登陆 XX 店铺，然后新增 B 账号为高级管理员（前提 B 已经注册有赞）；

接下来用 B 账号登陆 XX 店铺，再进入管理员设置，把 A 账号删除就可以了；

ps：哪怕是更改登陆账号，也不是单纯地去某个设置的地方修改号码，也是通过新增新账号或正确账号，再

把旧账号删除的方法哦~

修改绑定手机问题【店铺可以正常登陆且原手机失效】

请将以下凭证单独上传附件以及社区帖子链接发至 service@qima-inc.com，会在 3 个工作日内回复处理（请

确保需要修改的号码已被添加为管理员，不然无法进行操作）：

（1）企业认证请提供：企业营业执照以及法人身份证正反面（以上材料，如复印件需加盖品牌方公司红色公

章，请勿打包上传）

（2）个人认证请提供：个人身份证正反面（彩色原件，复印件无效）

（3）店铺后台页面截图证明有管理权

邮件格式：

公司名称：XXX

店铺名称：XXX

所遇问题：修改绑定手机

手机更换需进行修改，请从原手机号码 XXX 更换成：XXX

找回登录名和密码

有赞商城与企业公众号绑定了，由于员工离职失联找不到登陆名和密码？

请按照以下格式发送邮件至 service@qima-inc.com；并且单独上传所有附件，切勿压缩打包上传。

1、营业执照（以上材料，需原件拍摄，复印件请复印后加盖公司公章）

2、法人身份证正反面（彩色原件，复印件无效）

3、微信公众号后台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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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付交易

有赞微信支付-代销已经全面开放，同学们可以自行开启。订阅号，普通服务号也能直接享受微信支

付的快捷以及相关功能了。

功能说明

有赞提供代销商品服务，使用微信支付账户进行交易、收款，买家支付的货款卖家可以在“订单-收

入/提现”模块提现货款。

货款说明

货款会进入有赞的财付通账户，卖家需要在“订单-收入/提现”模块进行提现操作

使用微信支付-自有，资金会进入商家自己的财付通账户，不经过有赞。

提现时间：通过微信支付代销、银行卡收款的实物、虚拟商品类型订单，需订单发货后 7 天，商户可

申请提现。

提现人工审核周期：1 个工作日

交易手续费补贴说明

如何开通有赞微信支付-代销？

路径：登录有赞商家版后台，右上角设置-店铺设置-支付/交易；

启用微信支付-代销

有赞微信支付-代销的优势

认证服务号向微信申请的微信支付-自有每笔交易微信会扣除 0.6%的交易手续费，而有赞微信支付-

代销目前交易手续费有赞商家版将会全额补贴，补贴详情戳>>>

所有通过审核的店铺可用，无论你是否是认证服务号。默认开启，无需繁琐的配置和测试

可直接在有赞商家版后台在线退款，只需动动手指，快速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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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的收支明细，商户可在有赞商家版导出收支明细，方便对账。免去微信支付-自有需要额外前往

商户平台对账的烦恼

买家可在任一有赞店铺右上角【我的记录】中查看到自己的历史订单，再也不会忘记自己买过啥啦

银行卡支付

货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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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消费保障

担保交易

有赞有消费保障计划保证金和供货商入驻保证金两种保证金。

重要：保证金并不是向有赞付费，都是可退回的，钱还是你的，其作为不可用余额冻结在你的店铺中，

用作担保，在商家版店铺后台 - 订单/收入提现 - 不可用余额处可查到明细记录。

注意：

1.做为普通的有赞商家版商家，自己经营店铺，是不要求缴纳上述保证金的。商家根据自身情况可以自由选择

是否缴纳消费保障计划保证金开通保证金保障服务。

开通好处：订单发货后订单金额即入账可提现，无需等待 T+7 天，订单结算周期更快，便于资金流转。

2.而普通商家若想成为有赞供货商让商品进入分销商品市场流通，则须缴纳消费保障计划保证金和供货商入驻

保证金，才能开通供货商功能。

对供货商高要求，是为了保证分销商品市场商品质量、供货商服务质量，维护有赞供货商平台的正常运营秩序，

让供货商平台能够健康快速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平台方能更好的为供货商开展移动分销业务提供支撑。

对供货商而言：消费保障计划保证金为消费者的订单做保障；供货商入驻保证金对店铺运营规范、商品和服务

质量做担保。

有赞担保交易的加入及退出

功能路径

商家版后台－店铺设置－担保交易

操作流程

点击页面下方按钮［立即加入］即可成为担保交易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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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

1、加入有赞担保交易后，会获得对应的相应好处，包括“担保交易”安全标示、全程消费保障、客

户更多信任以及有赞更多流量支持

2、有赞全程担保消费，店铺结算周期为发货后 7 天结算

3、担保交易为有赞消费保障计划的基础门槛，开通其他保障服务都必须以此为条件，包括但不仅限

于：供货商的入驻、保证金保障服务开通

4、担保交易的退出：

商家版后台－店铺设置－担保交易，点击按钮［退出担保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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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担保交易退出失败的可能原因：

为保障交易双方，只有在当前店铺所有订单交易完成状态下才能申请退出，以下任一条件不符合都无

法退出。

店铺仍有“维权进行中”订单

店铺仍有交易进行中的订单（包括但不限于待付款、待发货订单）

订单交易成功后，仍处于 30 天消费保障服务期内

担保交易及保证金协议点击查看：《担保交易服务协议》《保证金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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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

为规范有赞平台，商户根据自身情况，自愿缴纳一定额度的保证金，可获得订单立即结算同时享受到

全面保障，帮助商户缩短结算周期同时保障买家维权时先行垫付提升客户体验。另外，通过产品优化，

支持查看不可用余额中保证金明细以及保证金退出进度，大家再也不用担心保证金去向啦～

功能路径

商家版后台－店铺设置－保证金 点此前往

操作流程

1、保证金的缴纳开通

点击页面下方按钮［缴纳开通］，查看支付信息

2、当店铺余额不足时，需先进行店铺余额的充值，保证金缴纳过程中的店铺余额充值支持线上扫码

充值及线下对公转账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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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选择“充值”会生成对应额度的二维码，扫码支付后，冲入上架店铺余额，即可通过缴纳支

付并成功开通；开通后，可在保证金页面上显示额度，也可查看保证金详情

方式二：选择“转账并上传缴纳凭证”，在表单中录入相关信息，提交凭证，财务会在 3 个工作日内

完成审核，审核完成后，商户会收到站内信通知告知审核结果，审核通过后，店铺余额冲入对应金额，

并自动缴纳开通保证金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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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可以自由选择退出保证金保障服务，在保证金状态正常情况下，

点击页面下方按钮［退出保证金保障］

填写退出理由并确认，可成功提交退出申请，进入退出审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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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金的使用及补缴

当订单发生维权退款时，优先通过店铺余额进行赔付。保证金属于不可用余额，当店铺余额不足时，

用于发生订单维权退款时及时垫付给买家。

垫付后，此时保证金处于额度不足状态，为保证后续服务，需要及时补缴，商户会收到站内信提醒补

缴，补缴流程：

（1）点击补缴按钮

（2）选择补缴方式，此处同缴纳保证金一样，分为直接充值及对公转账方式补缴两种

同时，当店铺订单结算有新增收入时，自动冻结补缴保证金。若保证金不足状态持续 7 天，则默认商

户提交退出保证金保障服务申请，店铺进入退出审核流程。

查询保证金历史记录

查看路径：商家版－收入/提现－保证金记录

页面中展现历史记录，包括时间、类型、金额、状态等信息。也可以支持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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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详情，可看到每一条记录的保证金使用情况以及缴纳（冻结）与退出（解冻）时间。

还可以在店铺设置－保证金页面中随时查看保证金记录。

补充说明

1、加入保证金保障服务前提：店铺需要先加入有赞担保交易

2、目前有赞已推出的保证金类型有 2 种：

（1）消费保障计划保证金——缴纳额度为 5000 元，主要用于维权订单的退款垫付，适用于有赞所

有商户

（2）供货商入驻保证金——缴纳额度为 1000 元，主要入驻资质证明，适用于分销平台的供货商

保证金页面的额度显示为 2 种保证金的总和，点击查看详情可看到具体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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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金退出申请提交后，正常会在 7 个工作日内成功退至店铺余额，审核期间新增订单不再享受

有赞保证金保障服务。在此期间商户也可撤销退出申请，撤销退出申请后，保证金退出流程终止，并

自动重新开通保证金保障服务，新增订单享受立刻结算。

4、当店铺仍有进行中订单或维权中订单，需要先处理以上订单，保证交易完成且没有维权情况下审

核继续进行。审核期间，店铺余额不足且发生垫付，退至店铺余额的保证金额度以实际结算额度为准。

5、为保证顺利审核，线下转账最好使用以下银行进行转账：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招行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

银行、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并且请保证支行信息的填写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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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通用设置

[有赞商家版] 【产品动态】商家休息功能发布 — 商家可以临时关闭店铺

在经营过程中，商家有可能在特别的日子里无法处理订单，暂时不接收订单。商家可以通过“商家休

息”功能来解决此类问题。在休息时间内，买家可以继续浏览店铺信息，但无法下单购买。歇业时间

过后，店铺恢复正常经营。

常见使用场景

1、老王是开夜宵店的，每天营业时间是当日 12：00-次日 3：00，在这个时间段外他是不接单的。

后台设置如图 1 所示：

2、老王打算带全家去旅游，需要暂停营业 7 天，7 天后可以正常营业。后台设置如图 2 所示：

商家休息前台展示

1、商家开启商家休息后，如果在非正常营业状态下，在店铺首页和商品详情页都会有相应的提示信

息，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2&filter=typeid&typeid=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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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入口：商家后台——设置——通用设置，如图 5 所示



- 623 -



- 624 -

购物门槛

粉丝/非粉丝均可以购买

仅限粉丝购买【只限绑定认证服务号的店铺使用】

销量及成交记录：

开启、关闭。是全局动作，不能只针对某个商品。

商品评价：

开启全网评价、关闭。

更多商品推荐

开启关闭功能

商品详情页联系卖家：开启或者关闭。

联系卖家

新版“多客服”使用教程&应用场景—新增“联系卖家”功能

有赞“多客服”是一个即时消息客服工具，让买家随时能够联系到商家，无论是售前咨询或是售后处

理，轻松沟通。新增“联系卖家”功能，支持所有有赞店铺使用，不绑定公众号也能使用。

1、新版“多客服”有什么新功能？

店铺的商品详情页新增“联系卖家”图标，可随时点击发送消息，支持网页聊天；绑定认证公众号的

店铺可以使用多客服回复微信公众号消息之外，也具备上述功能。

多客服针对从微信公众号（微信客户）、“联系卖家”浮动图标（手机客户）进入聊天窗口的买家做

了区分，方便商家管理及回复；若是供货商，还可以与分销商实时聊天。

2、如何使用新版“多客服”?

开关路径：有赞 PC 端后台—设置—店铺设置—联系卖家—开启/关闭

回复消息路径：

PC 端：有赞后台—桌面在线客服（网页版或下载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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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赞商家版 APP：有赞商家版 app-客户，点击客户聊天即可。

买家使用：

在商品详情页中可看到“联系卖家”的浮动图标，点击即可联系，可查看消息记录（如下图）

微信公众号界面中直接发送信息（教程点这里）

3、“多客服”对商户有什么用？

实时聊天：可以通过文字、图片与买家沟通，还可以发送商品链接和其他文件；

聊天记录：买家和卖家都可以查看以往聊天记录，商家可随时与手机用户发起聊天（微信用户需 48

小时内有联系，商家才可主动发起）；

多人在线：支持多人同时为一个店铺提供客服服务。当用户发送消息至微信公众号或通过“联系卖家”

图标进入，商家可以直接在有赞后台通过多客服系统回复买家的问题。

4、对买家来说，使用“联系卖家”功能与微信公众号消息相比有什么优点？

“联系卖家”可在店铺商品详情页直接打开，且无需跳转页面，买家更容易找到商户；

“联系卖家”可一键直接发送商品链接，非常方便；

“联系卖家”可通过聊天记录找到咨询过的商户，无需一个个查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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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版多客服的“联系卖家”有哪些应用场景？

a.在买家在逛 A 店铺的商品，想问下有没有店铺优惠活动，直接点击页面上的“联系卖家”就可以跟

商家对话，顺利下单付款；也可选择使用微信公众号，发送消息询问。

b.买家后来又去逛 B 店铺，突然想起来刚才在 A 店铺买的东西，地址填错了，此时可以直接点击 B

店铺的“联系卖家”按钮，查看聊天记录中的 A 店铺，就可以直接联系 A 店铺了，顺利改完地址之

后，直接关闭窗口就可以继续逛 B 店铺，无需跳转页面。

 扩展阅读

 千万粉丝追捧!名膜壹号客服的高转化秘籍!



商家可替换店铺底部 LOGO，强化商家品牌露出

功能说明

功能入口：商家后台 — 设置 — 通用设置 — 店铺底部 LOGO；

LOGO 上传图片要求：

1、图片尺寸：330*90；

2、图片格式必须是 PNG；

如不按照规范上传图片，可能会出现图片压缩，变形，从而影响店铺美观；

设置入口，如下图所示

效果图

https://mp.weixin.qq.com/s?timestamp=1502890654&src=3&ver=1&signature=eldE*06dahplfUTBUzkTS6ClcCYWTsP89x-sSFM7U-gkL6yfw8RSeqjCyCHZEDpNNw5JwseVa90fGeSHpzMf*bCvB6giit14*tKrl6AaXvrc4cVo-u9sXteQQFMBs*RfjK3dJ7avHjjy9SUMknDDc15ywkyGdkYV1eWXpkLUb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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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我可以使用 webim 吗？所有有赞商户都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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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卖家”四个字可以修改吗？暂不支持修改

消息收不到怎么办？解决方案点这里

为什么有些买家需要填写手机号注册登录？因为“联系卖家”与微信实时消息是分开的，部分首次使

用的买家需要注册登录。

分销商消息怎么回复？查看教程

相关阅读：前端客服设置与工作职责

产品更新：

背景：有赞部分商家，由于经营类目的特殊性，需要买家填写收货人身份证号码。此前商家是按照商

品留言的方式来收集身份证号码，这样会有两个弊端：一来买家购买多个商品每个商品都需要填写一

次，二来身份证号码也不能记住，每次都需要重新填写，导致店铺订单转化率低。

解决方案：商家开启收集收货人身份证信息功能后，如果有商品需要填写收货人身份证号码，买家下

单的时候，需要买家填写收货人的身份证号码。

具体功能介绍如下

商家如何启用／关闭收集身份证信息功能

功能路径：微商城 PC 端后台>设置>通用设置>身份证信息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350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1199&fromuid=141614
https://bbs.youz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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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收集身份证信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由于身份证信息属于敏感信息，只有通过公司认证

并且签署使用协议的店铺才能启用该功能

发布商品选择商品需要收集身份证信息

功能路径：编辑或发布商品

如果店铺开启了收集身份证信息功能，发布或编辑商品信息时，会出现收集身份证信息的选项。（注

意，身份证信息为收货人的身份证号码，所以只有商品类型为实物商品时才会由此选项。）

勾选身份证信息，这个商品买家在下单的时候就需要填写收货人的身份证号码

买家下单填写收货人身份证号码

店铺开启买家身份证信息功能后，买家下单时，如果订单中有商品需要填写身份信息，此时会需要买

家填写身份证信息。拼团如果时团长代收，团成员可以不用填写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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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商城 App／PC 后台，查看订单收货人身份证信息

商家可以在 PC 后台和微商城 App>订单详情，查看买家下单的填写的收货身份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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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更新内容来自有赞论坛 【产品发布】支持下单收集收货人身份证号码

可添加立即购买设置

点击可以访问店铺主页，默认不显示，需要在“设置-通用设置”中开启后显示

商品详情的“立即购买”按钮可以设置不展示：在“设置-通用设置”中设置“不展示”后，对于允

许加入购物车的商品，会只展示“加入购物车”按钮，不会展示立即购买，但是原本就不允许加入购

物车的商品，为保证能够正常购买不会受到影响，该功能主要适用类似便利店之类的通常都是多商品

购买的商家，主动引导加购物车以提升订单单价，请谨慎设置；

https://bbs.youzan.com/thread-662844-1-1.html


- 632 -

8.账号设置

交易记录是指目前通过有赞微商城微信支付-代销、银行卡付款-百度钱包、银行卡付款-联动 U 付支

付的实物商品订单，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卖家未发货前，均属于待结算金额，该笔资金暂不结算至你

的可提现余额。需等待卖家发货后 T＋7 个工作日后，订单状态调整为交易完成，系统自动结算货款

至你的可提现余额中。

订单交易金额结算入账分以下 4 种情况。

参加担保交易的店铺

1、订单发货后 T+7 天后交易金额才能结算入账可提现（从发货开始计算，7 天结算精确到时分秒）

（如何加入担保交易）

以图一为例子担保：交易的订单在 7 月 17 号发货了，买家没有申请维权的情况下，7 月 24 号结算

成功。

2、若订单发货后 7 天内出现维权，则维权期间计时暂停，维权结束后继续计时，累计满 7 天方可入

账可提现

以图二为例子：订单 6 月 23 号发货，6 月 24 号发生了维权 1 天，加上维权的时间，比原本推后 1

天到账。



- 633 -

3、缴纳了保证金的担保交易发货后该笔订单金额立即结算入账可以提现（如何缴纳保证金点此查看）

注意：分销商默认加入了未缴纳保证金的担保交易

查看订单到账路径：店铺后台，订单－收入提现－收支明细

非担保交易店铺

订单发货后该笔订单金额立即结算入账可以提现；（退出担保交易点此查看）

注意：退出生效时间指：退出后新增订单不再享受担保交易，退出前的订单继续按照原有规则执行

其他交易结算

1、供货商采购单结算：供货商必须参加担保交易，所以订单状态是否发货，供货商的采购单收款都

是直接入账的。

2、虚拟商品订单结算：

若没有进行扫码核销，则需要等 T+7 天后该笔订单金额才入账可提现；

若在 T+7 天内扫码核销，则该笔订单金额会立即入账可提现，无需等待 7 天

3、货到付款订单结算： 本功能有赞不参与配送和货款代收服务，需您自行与快递公司合作，完成配

送和货款结

4、微信支付－自有使用：实时到账，需要到商户自己的财付通或者微信商户平台进行结算

买家自主确认收货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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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发货后，买家可在收到货物后，在会员中心，找到相关订单进行确认收货，商家即可收到货款进

行提现。

（订单类型：普通订单，送礼订单，找人代付订单，分销订单均可进行确认收货，虚拟订单不支持）

如图：

注意：

订单交易金额是否入账以【订单-收入提现-交易记录】显示的状态为准，显示为【交易完成】则该笔订单金额

即可提现

无论是否担保交易，订单详情页的订单状态均在发货后 7 天变更为【交易完成】，但该状态与订单交易金额

是否入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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