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城
助力商家轻松打造在线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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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行业背景



挑战——传统电商发展困境

获客难 转化难 留存难

平台掌控流量

同行竞争激烈

获客成本越来越高

信息传播形式不断变化

传统宣传渠道、营销方式单一

难以吸引用户消费

会员管理手段不完善

消费体验不佳

难以刺激用户复购

01 02 03



机遇——为什么不能错过小程序

轻便快捷

体验制胜

打通线上线下

完整消费闭环

丰富营销玩法

提升转化率

多流量入口

降低获客成本



02 产品介绍



产品概述

商城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在线商城搭建工具，

无需懂技术代码，一键生成小程序商城、微

商城、电脑商城。

海量商城模板和自由拖拽的设计器助力商家

品牌展示，同时提供多种营销活动助力商家

拉新促活，提升复购，引爆销量等，解决商

家搭建、运营、一站式管理的诉求。

产品定位

助力商家轻松打造在线商城

。



目标用户

已有稳定工作，想搞搞副业
场景：小陈是一位白领，在深圳拥有稳定工作，由于平时工作不太忙，所以希望能利用深圳靠近香港的地理优势，以及自己丰富的朋友圈人脉，做一个香港代购

，赚点外快。通过商城，小陈搭建了自己的小程序商城，一站式解决产品上架、客户了解产品、在线支付、一键发货、订单配送的问题，运营效率大幅提升，副

业工作游刃有余。

已有线下门店，想线上引流
场景：王阿姨在某小区内经营着一家水果店，客户以小区内的住户居多，生意稳定但没什么突破。通过商城搭建了小程序商城后，王阿姨在线上通过限时促销、

秒杀、拼团、砍价等活动，吸引了不少人下单。再让客户到店自提，配合着商家助手扫码核销，有条不紊，不用担心订单遗漏。同时，由于到店的客户一般除了

提货，也会顺手再买点其他东西，使得王阿姨的水果店营业额倍增。

想低成本开店，扩大销售渠道
场景：李大爷住在乡下，是个农民，自家几亩地里种了不少农产品，平日里都是骑着小三轮拉到镇上去叫买，既辛苦又赚不了几个钱。通过商城搭建了小程序商

城后，李大爷将农产品都上架到在线商城里售卖，并结合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扩大销售渠道，使得自家农产品远销国内各地。

除了上述场景，还有更多玩法等你来探索…



适用行业

酒店旅游 教育培训

综合电商 服饰箱包

生鲜蔬果

餐饮服务

手机数码

美容护肤商超便利

更多行业



03 产品功能



功能架构

持续更新中，更多功能敬请期待…



功能介绍——多终端覆盖

一个站点 = 拥有小程序商城 + 微商城 + 电脑商

城

掌握全渠道流量，实现全网营销



功能介绍——基础功能：产品管理

 批量添加产品

 产品库、产品参数

 产品分类、产品标签

 购物选项

 主图视频

 产品保证

 产品评论

 产品浏览权限

 产品展示、产品分类、产品搜索 



功能介绍——基础功能：会员管理

 自定义会员注册方式 / 注册资料项

 微信、 QQ、微博等第三方登录

 会员积分（自定义积分奖励 /消耗规则）

 会员储值

 会员卡

 会员等级、会员分组

 导出会员

 会员中心自定义



功能介绍——基础功能：订单管理

 手机实时处理订单

 批量打印发货单、出货单

 批量发货、自动发货

 物流信息跟踪

 订单导出

 退款 / 售后设置



功能介绍——基础功能：配送设置

快递发货
独立设置运费模板

物流信息跟踪

到店自提
自提核销

多个自提点

同城配送
阶梯配送费

预约定时达

（到店自提） （同城配送）



功能介绍——基础功能：支付设置

微信
支付

PayPal

支付宝
支付

余额
支付

银行
转账

货到
付款



功能介绍——基础功能：消息通知

买家通知

 触达方式：短信通知、小程序模板消息、

公众号模板消息

 通知场景：订单支付成功、订单发货、拼

团 / 砍价 / 秒杀成功、拼团 / 秒杀失败

商家通知

 触达方式：短信通知、邮箱通知、公众号

模板消息

 通知场景：订单提交、订单支付、新留言

、新会员注册、填写表单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推广员（裂变分销）

快速拓宽渠道，降低成本获客
推广员基于社交关系链，精准投放至意向用户，获客

成本低，成交快又多

业务匹配度高
全行业通用，尤其适合推广单价低、库存多的商城以

及初创商家企业低成本试运营

全链路追踪，自动结算分润
客户与推广员在有效期内绑定，客户产生的下单行为

，系统随即核算推广页所属分润，并支持自动提现

超低门槛，会员即推广员
门槛低，人人皆可推广，即为 ToC的人人分销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分销商（传统分销）

代理招商 ERP
如果你想招代理，从而拓宽销售渠道，选 ta

完善的招商审核机制
总部可自建申请和审核机制，打造核心分销团队

层级差价利润和激励引擎
一级分销商和二级分销商享有层级差价，以及各等级的

分销商可根据业绩享有差异化的佣金奖励

完善的分销商管理系统
分销商拥有独立的账号体系和完善的管理系统。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多人拼团

四步完成多人拼团
选择心仪商品—支付开团 / 参团—邀请好友参团—达到人数参团成功

灵活设置，满足各方面需求
不限商品类型，自定义限购量 /起购量，自定义参团人数，可随时中止活

动

基于微信好友关系链，零成本获客
支持设置“老带新团“，仅限新客参团，轻松拉新

快速成单，打造爆款
支持自动成团；趣味互动刺激分享，让商品刷爆朋友圈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砍价活动

流程简单，玩法新颖
选择心仪商品—点击砍价—找人帮砍—砍到最低

—优惠购买

设置项丰富
支持设置是否砍到底价才可购买、游客身份帮砍

或注册成为会员后帮砍、砍 X次后砍到底价

基于微信好友关系链，快速传播
邀请好友帮忙砍价商品，从而实现裂变传播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新客有礼

支持添加多张优惠券

支持自定义活动时间、活动名称

自动识别新客并发放优惠券

助力商家拉新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短视频导购

播放时推送商品
短视频播放时自动推送商品，边看边买不犹豫

多种互动方式
点赞、评论、转发多种互动方式，全面提升客户活跃度

灵活触达客户
提供多种样式的短视频模块，在页面自由搭建，还可跳

转短视频导购专题页

全链路数据统计
从播放视频到下单购买，全程追踪记录客户行为，精准

助力活动运营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组合套餐

关联商品一键购买
商品详情页自动匹配组合套餐，搭配购买便捷实惠，一键购齐减少焦虑

全面引导关联销售
提供多种多样的营销模块，在页面自由搭建，还可跳转组合套餐专题页，有效

提升商品曝光度和客单价

多种规格随心搭配
自由设置参与套餐的商品规格，挑选部分滞销规格，轻松解决库存积压问题

灵活展示套餐优惠
支持灵活设置套餐价和原价，自动计算优惠，全面覆盖各个场景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定金预售

小额定金预售，高效促单转化
支持为活动产品定制专属活动详情页和分享海报，助力活动传播

尾款延迟支付，吸引客户重访
支持设置买家通知，准时提醒客户支付尾款，不错过任何一单

定金膨胀抵更多，买了还想买
支持设置定金可抵金额，进一步提升客户购买欲望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秒杀

低价引流，带动商城销量
有限时间内以超低价售卖商品，为商城带来高客流，从

而拉动整体销售

丰富样式，营造秒杀氛围
秒杀倒计时精确到毫秒；提供多种秒杀展示样式

多种活动设置项
秒杀商品支持独立设置库存；支持单独设置未付款秒杀

订单关闭时间

秒杀成功 / 失败，微信即时提醒买家
小程序模板消息、公众号模板消息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限时促销

单品或组合降价、满减，打造促销专场

时间有限性，缩短下单时间

醒目促销价，吸引点击量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优惠券

设置灵活
抵消金额、适用条件、有效日期、剩余券数、领取人限制、详情

页领取、适用活动产品

样式丰富
多种优惠券样式，颜色支持自定义

优惠券可推广，营销必备
可生成链接、海报、二维码、小程序路径、小程序码进行推广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会员储值

加速商家资金回笼
商家可设置储值柜子引导会员充值，如储

值赠送积分、优惠券等。可有效提升客户

忠诚度、增强会员粘性，进而提升复购力

买家充值享优惠
通常商家会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买家预充值

，给买家带来优惠；买家充值后在商城下

单可使用余额支付，方便快捷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付费会员卡

提升业外收入
包装会员阶梯权益，引导会员梯度消费

赚取会员开卡收入，获取更多利润

提升留存复购
会员开卡可获得大礼包，购物有折扣，买越多省越多

有效提升老客户粘性，创造更高客户终身价值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会员积分

多种积分奖励方式
支持注册、登录、消费、评价多种积分奖励设置，全面覆盖买家

行为，高效提升买家成就感

灵活设置消耗规则
多种积分消耗规则灵活设置，更能一键定义积分“汇率”，助力

商家轻松打造积分闭环

完整记录随时查阅
系统完整记录积分收支情况，商家买家均可随时查阅，让每一个

积分的走向都了然于心



功能介绍——营销功能：积分商城

发放礼品回馈客户，忠诚度蹭蹭涨
支持设置“现金 + 积分”或“纯积分”兑换活动商品；支

持开启原价购买

低价搭售商品，吸引客户购买
提供积分商城活动专题页；支持为活动商品定制专属活动

详情页和分享海报，高效曝光活动

完善积分闭环，牢牢地黏住客户



功能介绍——互动功能：文章

 商城动态、行业新闻展示

 批量添加、管理文章

 多种展示样式

 文章评论

 文章浏览权限

 文章百度优化

 链接外部文章



功能介绍——互动功能：表单

 活动报名、意见反馈等信息收集

 提交权限、提交次数限制

 防刷验证码

 导出表单数据

 提供多种展示模块样式



功能介绍——互动功能：留言

 自定义留言项

 防刷验证码

 公开留言、回复留言

 导出留言数据

 维系客户粘性



功能介绍——互动功能：投票

 活动营销、产品评选等

 防刷验证码

 允许 /禁止重复投票

 投票间隔时间

 批量管理



功能介绍——运营管理：数据分析

 商城概况

 交易分析（下单转化率、付款转

化率等）

 商品分析（访客数、浏览数、付

款数等）

 网 站 概 况 （ 访 问

PV、 UV、 IP、访问深度、停留

时长、着陆页等）

 渠道 /栏目 /产品爬虫统计



功能介绍——运营管理：员工权限

 实现员工责任分明，协同合作

 商城设计

 展示数据

 客户数据

 商城管理

 系统管理



功能介绍——运营管理：备份还原

 为商城数据保驾护航

 系统自动备份

 管理员手动备份

 备份数据随时可还原



功能介绍——运营管理：操作日志

 保证商城后台管理秩序

 管理员后台操作记录

 操作行为、时间、 IP等



04 成功案例



商城小程序案例

铭萱美业

行业：服装

Erbspa

行业：美容护肤

臻果一品
行业：生鲜蔬果

Eyeflight

行业：鞋帽箱包

素心茶馆
行业：综合电商

长春晟友公品商城
行业：互联网

焦点花卉
行业：鲜花植物

HelloFairy

行业：珠宝饰品



微商城案例

海外旅行社
行业：旅游

安徽魅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美容护肤

甘孜州藏地情歌互联网贸易
行业：食品饮料

towerchina

行业：日用百货



电脑商城案例

http://www.duocaiyunkeji.com/

PGROUP

行业：印刷包装

永航表业
行业：珠宝饰品

https://www.yhbiao.com/ http://gxypt.net/

广西易平台网络有限公司
行业：园林园艺

http://www.yiliantek.com/

易联科技
行业：手机数码

https://binzang114.com/

北京福恩祥殡仪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生活服务

http://minsa2008.cn

上海敏萨农副产品
行业：食品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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