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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流程

 

01
注册账户

设置账户信息

设置商城信息

01.完成个人认证/企业认证

02.设置资金账户(添加银行卡)

01.批量导入商品信息

02.商品一键采购入库

03.装修商城

04.系统绑定微信公众号

客户下单 报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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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账户

 

02
PC端注册 移动端注册

step1.搜索“云销城”或者直接输入www.hnzylc.cn

step2.点击右上角”注册”

step3.输入账号信息，点击“立即注册”

step1.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云销城

step2.找到菜单“产品3.0”

step3.点击“注册”



登录系统后台

 

03
PC端登录 移动端登录

step1.搜索“云销城”或者直接输入www.hnzylc.cn

step2.点击首页页面右上角的”登录”

step3.点击页面右上角“云店铺”，再输入账号密码，点击“登录”

step1.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云销城

step2.找到菜单“产品3.0”        

step3.点击“云店铺”进入登录页面，输入账号密码点击”登录”



设置账户信息

 

04
为什么要进行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需要网站方管理员人工审核，审核通过后即认证成功后，个人店铺页面会
打上个人认证标签，提高个人店铺信任度！！！！！！

实名认证教程

step1.右上角【更多操作】→【账户中心】

step2.点击【立即认证】，填写证件信息提交审核即可

( 实名认证 )

注意！只有实名认证审核通过之

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设置 
“资金账户”  以及添加银行卡



设置账户信息

 

04
资金账号申请：

    所有店铺，在提现，查看财务时都必须申请一个资金账号作为资金的管理来源
    注意，申请者需要先登记个人姓名、电话、才能完成开通
    请注意：此处信息将进行二次抽查审核，若所填信息不规范，将会直接影响您后期的提现的进
度。请认真并按实填写

( 申请资金账户 )

例如：河南智云联创科技有限公司、小红帽的
帽子店、小李等等有代表性的名称，可以是公
司名称、个人名称、代号......



设置账户信息

 

04
添加银行卡教程

step1.点击【财务】→【银行卡列表】

step2.点击【添加银行卡】             step3. 填写银行卡信息，点击【添加】

( 添加银行卡 )



设置商城信息

 

05 ( 批量导入商品 1-1)

在导入商品时可以选择“新增商品”或者“批量导入”两种方式上传商品。

新增商品：适用于后期商家上新品时使用，此时可以选择单个商品上传。

批量上传：适用于新开户商家，需要上传的商品较多，使用批量导入商品功能，一键上传商品，快捷省时又方便。

批量导入商品教程

step1.点击【商品】→【商品列表】

step2.点击【批量导入】



设置商城信息

 

05 ( 批量导入商品 1-2 )

批量导入商品教程

step3.下载商品导入模板

step4.填写商品导入模板

step5.点击【添加文件】→【上传模板】

step6.勾选商品属性

step7.点击【下一步】

step8.等待系统导入数据

step9.数据导入完成

商品导入模板介绍：该模板适用于各个行业，模板填写内容主要包括商品信息、规格及定价
                                 单位及库存，分级定价等信息。



设置商城信息  

 

05 ( 批量导入图片 1-3 )

②【添加文件】→【下一步】

注：将所有商品的图片分成不同的
       文件夹，每个文件夹的名字按
       照商品的名称来命名。

图片导入模板介绍：批量导入过商品信息之后，我们还需要导入对应商品的图片，每个商品对应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内
包含5张商品主图和详情图片，图片为正方形展示效果最佳，请注意商品于对应图片文件夹名称要保持一致。

①点击【图片导入】



设置商城信息

 

05 （商品一键采购入库 1-4）

批量导入商品时，商品自动采购入库设置方法：

在批量上传商品的时候，可以同时设置采购入库，在【商品导入模板】→【单位及库存】填写对应商品的采购入库数量。

商品分级定价功能介绍：【商品导入模板】→【分级折扣】

大家都知道零售行业为了拉新会员以及激励会员消费，会给不同级别的会员设置一定的折扣，此时我们就需要用到“分级定
价”功能了，商家可以把不同等级的会员设置一定的折扣，设置成功之后，不同等级的会员在前端微商城中购买同一件商品
的价格就不一样，不同等级会员享受不同权益，提升用户消费升级，助力商家打造多元化福利，提升复购率。



设置商城信息

 

05 ( 新增商品 1-1)

在导入商品时可以选择“新增商品”或者“批量导入”两种方式上传商品。

新增商品：适用于后期商家上新品时使用，此时可以选择单个商品上传。

批量上传：适用于新开户商家，需要上传的商品较多，使用批量导入商品功能，一键上传商品，快捷省时又方便。

新增商品教程

step1.点击【商品】→【商品列表】

step2.点击【新增商品】



设置商城信息

 

05 （新增商品四部曲1-2）

新增商品四部曲：

在新增商品的时候分为四大块信息的填写：【商品分类设置】→【商品信息】→【图文详情】→【其他设置】

 

step1.设置商品分类

step2.填写商品信息、图文详情、其他设置



设置商城信息

 

05 （设置商品分类1-3）

step1：设置商品分类  【设置】→【基础设置】→【商品分类】

大家都知道在发布商品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商品发布到不同的分类中，这样当消费者进入商品网购的时候，才能直接从分
类中更精准、更快速的找到自己想要购买的商品，提高网购体验。

 

新建自定义分类教程

如果系统自带的分类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此时就需
要自己新建分类名称。

step1. 点击右上角的【新增顶级分类】

step2. 填写分类名称以及排序

step3.点击【保存】

保存成功的自定义分类就会在右边的常用分类列表
中展示



设置商城信息

 

05 （商品分类设置1-4）

 

 

商品分类设置教程

如果系统自带的分类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此时就需
要自己新建分类名称。

step1. 创建自定义分类（详情参考上一步）

step2. 勾选你需要用到的分类

step3.点击【保存为常用设置】

移动端商城
商品分类的
效果展示



设置商城信息

 

05 （发布商品1-5）

step2：发布商品

在新增商品的时候分为三大块信息的填写：【商品信息】→【图文详情】→【其他设置】

 



设置商城信息

 

05 （多单位换算1-6）

【商品信息】   商品信息发布这一块我们这种讲解以下几点内容：

①是“多单位换算”的设置

这个多单位商品在生鲜行业以及超市便利店零售行业中特别常见，多单位适合于单个商品有多个销售单位，我们可以把最小的销售单位设为基础单位，
比如土豆有：大包、小包、中包和斤，斤是基础单位，大包等于100斤，中包等于50斤，小包有20斤，则土豆有四个商品出现在微信商城中。

               

 

换算值：方便多单位商家使用

多单位时，必须选择一个单位作为最小单位，最小值请输入数字1
当其中一个作为一个最小值后，其他单位都按照这个最小单位来计算
比如：
你选择三个单位：件、包、箱三个换算值分别是：1、20、40
当你把件设为最小单位1时，
那么在包里面输入换算值为20，那么就等于1包=20件
那么在箱里面输入换算值为40，那么就等于1箱=40件
请注意：单位换算值不能填写一样！ 

点击【添加】新的单位



设置商城信息

 

05 （商品等级价1-7）

【商品信息】   商品信息发布这一块我们这种讲解以下几点内容：

②  “商品等级价”的设置

商品等级价又被称为”分级定价”（不同客户类型定价） 

 

分级定价
启用后，把同类产品分成几个等级，
不同等级的产品，其价格有所不同。

注意：
1、等级划分要适当，差价不能太大或太小，
否则，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2、如果会员选择用卡项支付时，是不会产生返佣的。
               

原价

九八折

九五折

九折

绿色代表启用，灰色代表关闭

分级定价设置教程：【设置】→【会员设置】→【分级定价】



设置商城信息

 

05 （商品多规格设置1-8）

【商品信息】   商品信息发布这一块我们这种讲解以下几点内容：

③   “商品多规格”的设置    

什么是商品多规格？就是同一款商品，根据颜色、尺寸或者型号等等因素，会有不同的价格和不同的库存。  
               

 

step1. 添加规格

step2.
给对应的规格
添加规格值

注意：规格值添加成功之后，再次给规格添加规格值的时候
直接【选择规格】即可，无需重复添加。



设置商城信息

 

05 （商品多规格设置1-9）

后台设置多规格
商品设置                                                                

前端展示效果预览                                                              

多规格商品



设置商城信息

 

05 （商品图文详情 1-10）

前端商城展示
注意：主图请保持1：1的比例展示效果更佳！

手机端/电脑端图文详情直接复制粘贴即可

主图的第一张图片会
现在在列表页主图展示



设置商城信息

 

05 （装修商城 1-1）



设置商城信息

 

05 （装修商城 1-2）

店铺装修：店铺装修就是对整个商城首页、分类、订单页面、购物车、我的页面的排版布局的设置，商城首页的装修是最
重要的，因为消费者扫码进入店铺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商城首页，可以说直接决定消费者的去留，因此，首页可以设置一
些营销活动来吸引顾客。

店铺装修流程

【设置】→【网店设置】→
【零售店铺装修】
  →【新建微页面】



设置商城信息

 

05 （装修商城 1-3 ）

选择商城模板：商城装修作为微信商城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对于商家来说非常重要，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客户的留存率。

系统后台提供数十种不同风格的免费模板供企业使用，点击【立即应用】即可拥有和模板一样美观的商城，然后在模板的基础上
商家还可以再次进行个性化自定义装修。



设置商城信息

 

05 （装修商城 1-4）

根据需要设计您想要的微信商城的页面。可以自定义展示商品、活动、可以根据您的商品的类别进行布局
整个微商城页面。让您的客户感觉商城里商品更丰富，购物更方便，体验感更好！

自定义微商城的模块布局，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设置商城信息

 

05 （装修商城 1-5 ）

1.微商城风格设置包含了多个自定义组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添加或者删除。
2.支持店铺、分类、购物车、个人中心页面的自定义设置。

自定义零售端的模块布局，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设置商城信息

 

05 （装修商城 1-6 ）

商城装修好之后，点击【店铺二维码】手机扫码即可浏览移动微信商城，同时也可以分享二维码给微信好友或者朋友圈进行宣传，



自定义登录页面

 

06 （ PC端+移动端）

自定义登录页（电脑端）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该功能主要表示为批发商可以自定义设置企业专属电脑端登录页，您的客户/员工
可直接通过此页面登录订货平台，彰显品牌影响力。

自定义专属登录页面 彰显品牌影响力！

可自定义设置企业LOGO、名称、
上传企业宣传图、注册企业订货账号
一系列功能的专属PC端登录页。

(注:PC登陆界面 :  LOGO、口号、电话、
背景图、企业网站备案号可设置)

PC端登录页面 移动端登录页面



微信公众号绑定

 

07 （部署公众号）

系统绑定微信公众号：如果企业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将微商城链接绑定到企业微信公众号上，这样你的零售
客户就直接通过关注企业公众号点击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消费。     

微商城店铺链接获取步骤：【设置】-【门店设置】-【零售店铺装修】-【复制店铺链接】



会员管理功能

 

08 （会员管理功能介绍）

会员列表：在会员了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零售店铺的已有会员，可进行对会员信息进行修改，新增会员、批量修改登记、
发放优惠券、会员卡等操作。新增会员教程： 【客户】→【会员管理】→【会员列表】→【新增会员】                                                                 



顾客如何下单

 

09 （代客下单）

消费者购买商品有两种方式：

1.客户自己通过“微商城”下单；
2.业务员使用“代客下单”功能代替客户下单，这种情况适用于当客户不通过线上系统订货，而通过线下、线上其他方式（如微信、
支付宝）支付时，系统后台管理员可进行代客下单，填写客户的个人信息、收货地址、商品信息、配送方式后进行保存。

代客下单：【销售】-【订单管理】-【代客下单】-【填写下单信息】-【下单完成】



到店自提功能

 

10 （到店自提）

到店自提功能介绍：

客户在线上进行下单时可选择到店自提，到实体店铺内进行提货，出示提货码即可，企业商家登录系统后台找到【到店自提】，
然后在验证提货码处输入提货码(一串数字)，或者使用扫码枪扫描二维码进行验证，这一步骤又被称为“扫码核销”。

到店自提适用于距离门店或者仓库距离近的客户，线上提前下单预约，线下门店直接提货，高效、方便、快捷。



实时库存查看

 

11 （实时库存）

实时库存功能介绍：

实时库存信息直接可以通过系统后台查看，优化库存规划，提高订单履行能力，在即时库存查询中，使用者可对某个所关心的
物料进行查询现有库存情况，也可查看全部物料全部仓库的现有库存情况，也可查看某个仓库中存在有多少种物料，每种物料
的数量。

实时库存查询：

【库存】→【实时库存】→【查看库存】
 

①点击【导出】或者【导入】可以一键导入或者导出库存报表数据；



营销功能

 

12
营销功能介绍：

该功能是专门为商家量身定制的推广方案，让你的推广信息更快的抵达目标客户，助力企业提高销售业绩30%    ，为企业解决
开拓市场难题。

营销服务介绍：加价购、社区团购、多人拼团、砍价0元购、优惠券、捆绑售卖、赠品管理、积分管理、显示抢购、满减促销。

【营销】→【营销中心】



分销功能

 

13
三级分销模式功能
三级分销，指的是品牌商可以发展三级分销商，每一级分销商均可以往下再发展两级分销商。

三级分销模式分润情况
①谁卖出谁拿销售佣金，无论分销商等级产品销售佣金比例一致。分销商可以无限裂变，分销商销售佣金可设置每个级别获取不同；
②每一个分销商的下级卖出商品，上级分销商可以拿到推广佣金。推广佣金最多三级；
③分销等级是三级，由于销售产生关系的最多只有三级。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推广中的一级分销商，拿一级推广佣金；

（ 三级分销 ）

设置三级分销会员返利比例

设置三级分销步骤：

【设置】→【零售设置/批发设置】
   →【三级分销】



会员回访设置

 

14
会员回访设置：

启用后，在规定的回访周期内，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后，商家可以对会员进行一个回访的记录周期回访：超过回访设定的终止日期，
将会不做记录。注意：同一回访类型两个时间段不能有交集。

点击开启回访提醒 点击编辑回访提醒

点击删除回访提醒



分级定价设置

 

15
分级定价功能介绍

启用后，把同类产品分成几个等级，不同等级的产品，其价格有所不同。
1、等级划分要适当，差价不能太大或太小，否则，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2、如果会员选择用卡项支付时，是不会产生返佣的。

例：商品A原价100元，vip会员看到的商品价格是91元，白金95元，金牌97元，银牌98元，铜牌99元，普通会员100元。

点击开启或关闭“分级定价”

点击+/-设置等级折扣百分比



升级策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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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策略功能介绍：

启用后，页面会清楚的给您的客户标明还需多少积分可以达到下一个等级，会员体系升级过程中，会员所获权益也有所不同，目前
系统仅支持按照消费金额设置升级策略。

手动输入升级金额，此金额为会员
累计消费金额，当会员在店铺累计
消费超过设置金额时，就会自动升
升级到下一个级别。

vip＞白金＞金牌＞银牌
＞铜牌＞普通



库存预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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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预警功能介绍：

启用后，可以对所有库存进行预警报告，注意，下面有统一修改，可以自定义修改库存预警。红色，绿色，黄色，
分别代表库存紧张，库存正常，库存溢出三种状态。

①勾选要批量修改的商品

②设置库存预警最小和最大数量

③点击保存，既设置成功

点击设置单个商品库存预警

开启
关闭
库存
预警
提醒



数据分析功能

 

18 （销售流水功能 ）

销售流水功能介绍：

1. 针对店铺门店和网店的销售和退款情况的统计
2. 净销售额 = 销售小计金额 - 退款小计金额
3. 领取赠品、优惠兑换、货到付款类的交易暂未纳入统计，找人代付类的交易如果是多人代付会对应多笔交易
4. 0元订单暂未纳入统计

在销售流水页面商家可看到所有的销售流水详情以及净销售额、销售金额、退款金额。



数据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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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经营报表定时推送，无需人工计算！

企业数据分析功能将公司运营数据能够直达老板，不必再担心错漏信息，上下游联通之后产生势能，为下一步经营决策提供有效参
考。 每日经营报表自动推送，老板根据拓客情况、销售数据，便可清晰了解各业务员手中的客户实时情况。同时，帮助分析不同
区域客户类型和数量，更有利于企业从多个维度来综合考量，从此，在市场策略的决策场景中，成本将不再作为考量的唯一指标。

选择数据统计时间

查看采购订单数、订单金额、毛利润

查看零售订单数、订单金额、毛利润

点击切换数据展示图标类型、下载报表

导出单据报表（批发、零售、直营、加盟）

【数据分析】→【交易分析】

（ 交易分析 ）



数据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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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分析：包含会员登记情况分析、访问量性别分布、年龄分布、成交量性别分布等数据信息，多维度分析客户，对客户的年龄
分布以及性别喜好了如指掌，为新品促销以及后期产品促销提供重要依据。

（客户分析）



数据分析功能

 

18 （商品分析）

选择数据分析时间

PC端后台数据统计

手机端数据分析



 

THE   END
 

更多产品教程：ht tp: / /www.hnzylc.cn/bangzhuzhongx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