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城多商户系统介绍

一、多商户系统简介

1.1、功能亮点

（1）多商户系统内核为 B2B2C 模式，商家购买多商户版后，通过招募子商户入驻商

城，可形成“自营+第三方入驻”的经营模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综合化的产品和服务，

这种 B2B2C 模式的代表有京东（网上电商）和美团（本地生活服务）。

（2）对于商家而言，多商户系统有以下优势：

- 打造购物商圈：商家可整合行业资源，通过邀请子商户入驻商城，实现商城产品和服

务类目的多样性，打造综合购物商圈，轻松拥有专属自己的“美团、京东商城”。

- 丰富经营业态：搭建 B2B2C 商城，商家可实现“自营+招商”双重模式，弥补单一

业务不足，满足消费者更多购买诉求，提升消费者购买体验，增强消费者对商城的粘

性。



- 获得更多收入来源：商家可向入驻商城的子商户收取广告流量费、商城使用费、商户

入驻费等，提升自身盈利能力、扩充更多收入来源。

（3）对于入驻商城的子商户而言，通过多商户系统：

子商户无需从零到一搭建商城，只需入驻现有商城，即可拥有自己的店铺，满足其卖

货需求，简单高效、省时省力又省钱。

1.2、功能列表

商家 招商入驻 入驻审核

入驻协议

子商户管理 子商户营业状态设置

子商户产品上架审核

子商户产品参与营销活动

子商户展示 多商户模块

子商户按距离远近排序

产品详情页展示商铺入口

商城展示设置 招商入驻设置

商户自定义名称
商户详情页样式设置

提现管理 商家统一收款



单笔提现金额限制

提现周期

提现审批

配送设置 快递发货

同城配送
（即将支持）

到店自提
（即将支持）

第三方配送平台达达配送
（即将支持）

支付设置 线上付款

货到付款

子商户 商铺管理 独立管理后台系统

独立商铺

移动端商家助手
（即将支持）

经营管理 添加/管理产品

订单管理

评论管理

经营数据
（即将支持）
交易分析
（即将支持）

商品分析
（即将支持）

提现管理 提现申请

提现数据

提现记录

C 端用户 加盟 申请入驻商城

支付 跨店购买，统一结算

到店 商铺位置导航

指定门店下单、提货



（即将支持）

二、商家如何使用多商户系统

2.1、开启功能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功能设置-功能开关】中开启使用多商户系统。

2.2、招商入驻

2.2.1、完善招商入驻规则

开启后多商户系统后，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功能设置-基础设置】中，

完善招商入驻规则，包括：入驻申请设置、审核设置。

- 入驻申请设置：支持商家自定义入驻协议、以及子商户申请入驻时所需填写的资料项

（如商铺名称、营业执照、联系方式等），商家可自行设置资料项是否为必填。

- 审核设置：支持开启“商家入驻审核”，把控入驻子商户的质量。开启后，当子商户



提交入驻申请时，需商家审核通过，才可成功入驻商城。

注：关于入驻费，目前商家可自行制定收费规则，走线下方式收取，系统不做干预。

2.2.2、子商户审核

（1）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子商户-子商户管理-子商户审核】中，查看

子商户申请信息、同意或拒绝子商户入驻申请。

（2）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子商户-子商户管理-子商户管理】中查看已

通过审核、成功入驻商城的子商户。



2.3、完善商城规则

2.3.1、产品管理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产品】中，建立子商户通用的产品库、产品分类、产品参

数、产品标签、全局购物选项（注：支持子商户设置单个产品的购物选项）、以及评

论设置，以上内容暂不支持子商户自由创建和设置。

注：商家在商城管理后台添加的产品称为“自营产品”。





2.3.2、经营设置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商城-经营设置】中进行经营设置。多商户系统可支持在手

机商城以及小程序商城运行。

2.3.3、配送设置

（1）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商城-配送设置】中设置配送方式，暂仅支持“快递

发货”，后续会支持“到店自提”和“同城配送”。

注：快递发货暂仅支持使用默认配送项，后续会支持商家使用运费模板。



（2）三种配送方式适用的场景如下：

- 快递发货：普遍适用的物流方式，适用于线上多店铺零售业务，支持快速打单，一键

发货，提升订单处理效率。更有物流信息跟踪，订单状态随时可查。

- 到店自提：一般用于同城交易场景，适用多门店业务，支持买家跨店购买，拆单自提，

买家下单后可自行分别前往各子商户门店自提。

- 同城配送：适用于外卖、同城鲜花配送等对于时效要求较高的本地生活服务，支持商

家自定义配送范围，设置阶梯配送费、预约定时达等。

2.3.4、营销活动与分销

（1）营销活动：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营销】中创建营销活动、选择参与营销活动的产品。



暂不支持子商户自行创建营销活动。商家可在线下与子商户协商，确定哪些产品想要

参与营销活动，然后由商家统一添加和设置。

商家选择参与营销活动的产品时，系统会提示该产品所属子商户，以便商家能准确添

加。



注：订单中优惠券和积分抵消金额会根据每个子商户实付金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2）分销：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分销-推广员/分销商】中，选择参与分销的产品。暂仅支

持自营产品参与分销，暂不支持子商户产品参与分销。



2.3.5、支付方式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商城-功能设置-支付设置】中设置支付方式。

目前多商户系统支持“线上支付”和“货到付款”，暂不支持“银行转账”。

买家付款后，钱款统一进入商家的支付账户，子商户可申请提现，商家审核通过后，

线下打款，再回到管理后台确认，从而完成结算行为。

注：由于货到付款订单的钱款没有落入商家的支付账户，因此货到付款订单不需要提

现。

2.4、管理子商户

2.4.1、子商户管理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子商户-子商户管理-子商户管理】中，管理已入

驻商城的子商户，包括：支持查看子商户信息、删除子商户、导出子商户、前往子商

户管理后台、设置子商户营业状态。

- 设置子商户营业状态：可设置“停业”、“开业”。未营业的子商户，将不会在商城

中显示。



2.4.2、子商户产品

（1）产品审核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功能设置-基础设置】中，开启“商品审核”。开

启后，子商户添加的产品必须由商家审核通过后，才能上架和展示。

注：目前仅针对子商户首次添加产品触发审核，后续会支持子商户再次编辑产品信息

时也触发重审。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子商户-子商户产品-产品审核】中，对子商户添

加的产品进行审核。



（2）产品管理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子商户-子商户产品-产品管理】中，查看所有已

通过审核的子商户产品，支持商家对产品进行上架/下架、置顶、删除操作，暂不支持

其他操作（如修改产品信息）。

（3）产品评论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子商户-子商户产品-产品评论】中，查看、删除

子商户产品评论。



2.4.3、子商户订单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子商户-子商户订单】中，查看所有子商户订单，

支持商家将订单状态流转为“交易完成”或“交易关闭”。

注：由商家流转为“交易完成”的订单，会备注“由商家流转至交易完成”，方便后

续针对待付款订单结算。

2.5、资金对账

2.5.1、提现审批

（1） 设置提现规则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功能设置-基础设置】中，设置提现规则。

- 结算方式：暂仅支持手动打款，即子商户发起提现申请后，商家只能线下自行打款，

不支持系统自动打款。

- 单笔提现：金额不得低于 5 元。

- 提现周期：同个子商户在 X 天内只能提现一次，最低 1 天，最多不做限制。（例如：

限制 5 天内只能提现一次，若子商户在 1 月 1 日提现成功，则下次可提现时间为 1 月 6

日。）

- 提现协议：支持商家自定义提现协议。



（2）处理提现审批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资金对账】中，查看、处理子商户提现申请。

若同意提现申请，则商家需自行线下打款，再回到管理后台点击“打款”。

2.5.2、提现记录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资金对账-提现管理-提现记录】中，查看“提现

概况数据”和“每个子商户累计的提现数据”。

- 提现概况数据：包括已打款金额、待打款金额、待商户提现金额、不可提现金额，支

持按时间维度筛选查看。



- 每个子商户累计的提现数据：包括提现笔数、已打款金额、待提现金额、不可提现金

额。

2.6、商城搭建

手机微商城：

（1）商家可进入【手机商城设计器】中，添加“多商户”模块展示子商户。支持商家

自定义模块名称、模块样式、选择展示的子商户及信息项、设置子商户排序方式。

- 子商户信息项：包括商户名称、星级、人均消费、营业时间、商户分类、商户定位。

- 子商户排序方式：支持按入驻时间、商户名称、距离访客位置进行排序。

注：若选择按照距离排序，将展示子商户与 C端用户之间的距离，并按从近到远排序。

小程序商城：

（1）商家可进入【小程序商城设计器】中，添加“多商户”模块展示子商户。支持商

家自定义模块名称、模块样式、选择展示的子商户及信息项、设置子商户排序方式。

- 子商户信息项：包括商户名称、星级、人均消费、营业时间、商户分类、商户定位。



- 子商户排序方式：支持按入驻时间、商户名称、距离访客位置进行排序。

注：若选择按照距离排序，将展示子商户与 C端用户之间的距离，并按从近到远排序。

2.7、商城展示设置

2.7.1、招商入驻设置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功能设置-展示设置】中，设置招商入驻设置。开启

「会员中心入口」后，访客可在会员中心申请入驻。关闭该设置后，可导出网站素材（手

机链接、二维码）、小程序素材（小程序码、页面路径），通过分享这些素材给其他人，

支持他们入驻商城成为商户。

商家可进入【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功能设置-展示设置】中，设置商户展示设置。支持自



定义商户名称，支持更换商户详情页样式，目前支持线上商城样式与本地生活服务样式两

种样式。

三、子商户如何使用多商户系统

3.1、申请入驻商城

（1）商家开启多商户系统后，会员可进入【会员中心-申请开店】中填写申请信息，

申请入驻商城成为子商户。

（2）商家审核后，会员再次进入申请页面，可查看审核结果。

（3）若审核通过，则申请页面会提供子商户管理后台链接，会员可使用会员帐号进行

登录。

注：暂仅支持在申请页面查看审核结果，暂不支持短信或订阅消息通知。

▼ 申请开店入口 ▼ 填写申请信息 ▼ 审核通过，成功入驻



3.2、登录子商户管理后台

子商户成功入驻后，可通过账号密码或微信扫码快捷登录子商户管理后台。



3.3、完善商铺信息

3.3.1、商户信息

子商户可进入【子商户管理后台-商铺-商户信息】中，查看并完善商家在【商城管理

后台-多商户-功能设置-基础设置-入驻申请设置】中勾选“编辑时启用”的信息项。



3.3.2、商铺详情

子商户可进入【子商户管理后台-商铺-商户详情】中，完善基本信息、服务信息、高

级设置等。

- 营业状态：显示当前子商户所处状态，只能由商家设置，暂不支持子商户自行更改状

态。

- 基本信息：包括商铺名称、商铺分类、商铺 logo、商铺图片、商铺简介、星级设置

（新入驻的子商户默认为 5 星，暂只支持商家修改）。

- 服务信息：包括营业时间（默认为 24 小时营业）、人均消费（默认无）、商铺地址

（默认无）。

- 高级设置：包括商铺客服（暂仅支持电话咨询或微信客服）、商铺公告（限制 100

字符，展示给商铺访客）。



3.3.3、退货设置

子商户可进入【子商户管理后台-商铺-退货设置】中，自行开启/关闭“退货/售后”功

能，并设置退货地址、收货人、联系方式。



3.3.4、配送设置

子商户可进入【子商户管理后台-商铺-配送设置】中，设置配送方式，暂仅支持快递

发货，后续会支持到同城配送、到店自提。

注：子商户只能选择配送模板，暂不支持子商户自行新建模板。



3.4、管理产品

3.4.1、添加产品

（1）子商户可进入【子商户管理后台-产品-产品管理】中添加产品。添加产品时，暂

不支持子商户自行新建产品分类和产品标签。



（2）添加产品时，支持子商户自定义“上架设置”，分为“立即上架”，“暂不上

架”和“自定义上架时间（若审核时间晚于自定义时间，则审核通过后即上架）”。

（3）若商家开启了“产品审核”，则子商户添加好产品并保存后，将自动提交审核。

子商户可在【子商户管理后台-产品-产品管理】中查看产品审核状态，并支持通过审

核状态筛选产品。



3.4.2、管理产品评论

子商户可进入【子商户管理后台-产品-产品评论】中，查看、回复、删除产品评论。

3.5、管理订单

子商户可进入【子商户管理后台-订单】中，查看所有订单、批量订单发货、修改订单

状态、打印出货单、导出数据。

3.6、查看数据

子商户可进入【子商户管理后台-数据】中，查看商铺概况、交易分析、商品分析数据。



3.6.1、商铺概况（即将支持）

商铺概况数据分为上下两部分展示，上方可查看“付款金额”、“退款金额”、“已

打款金额（商家已成功打款子商户的金额）”、"待提现金额"、"不可提现金额（已进

行在线支付但未交易完成的订单金额）"。

下方可查看“付款金额”、“付款订单数”、“付款买家数”、“付款商品件数”、

“商铺访问量（商铺详情页和商品详情页访客量之和）”。

3.6.2、交易分析（即将支持）

可查看访客、下单、付款等各环节数据，包括“单转化率”、“下单-付款转化率”、

“付款转化率”等。



3.6.3、商品分析（即将支持）

商品分析数据分为上下两部分展示，上方可查看“在架商品数”、“商品访客数”、

“商品浏览量”、“被访问商品数”等汇总数据，下方可查看每个商品的“访客数”、

“浏览量”、“付款转化率”、“付款金额”、“付款件数”等详细数据。

3.7、提现

（1）子商户可进入【子商户管理后台-提现】中，查看“可提现金额”、“待打款金

额（商家已通过提现申请，但未打款的金额）”、“不可提现金额（已进行在线支付



但未交易完成的订单金额）”、“已提现金额（商家已成功打款子商户的金额）”等

汇总数据，以及“提现记录（支持按审核状态或提现方式筛选查看）”。

（2）子商户点击可提现金额下方的“去提现”按钮，可申请提现。

注：当子商户首次申请提现时，选择提现方式后，支持输入提现账户。当子商户非首

次申请提现时，则提现账户默认沿用上次的，如需更改提现账户可前往【子商户管理

后台-商铺-商户信息】中更改。

3.8、查看商户公告

商家在【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功能设置-高级设置-公告设置】中设置的商户公告，

将直接展示在【子商户管理后台-消息】处。

四、C 端页面效果

4.1、商户列表页

C 端用户在商户列表页可查看子商户名称、星级、营业时间、所在位置等信息，子商



户排序根据 C端用户所在位置就近显示，轻松实现类美团平台效果，让 C 端用户更易

发现附近好店。

手机微商城：

小程序商城：





4.2、商铺详情页

C端用户可在商铺详情页中选购心仪商品、查看商铺信息。



▲ 类京东、天猫样式



▲ 类美团样式

4.3、订单结算页

（1）支持C端用户跨店购买，统一结算。当购物车包含多个商户的产品时，C端用户

进入订单结算页时会按照商户维度拆分订单，每个商户都会对应一个订单记录和买家

留言，以便订单可以分发给对应的商户处理。

（2）关于积分抵消和优惠券抵消计算逻辑：当商家有设置积分或优惠券抵扣时，抵扣

金额会根据每个子商户实付金额的比例进行分配。例如：商城有“满 100-10”活动，

C端用户同时购买子商户 A、B、C产品，价格分别为 20、30、50，抵扣后，即每个



子商户实付金额为 18、27、45。

（备注：暂时先支持，全部自营产品和指定产品（指定的产品也需为同一个店

铺），不支持优惠券既适用自营，也适用子商户。）





4.4、订单详情页

订单详情页可查看每个产品所属的商户，点击商户名称即可前往对应的商铺详情页。

4.5、商铺休息/打烊/关闭的异常展示

4.5.1、商铺休息中

商品详情页：提示“商家休息中”，不支持购买。



4.5.2、商铺已打烊

（1）购物车：商铺新增标识“已打烊”。

（2） 商铺详情页（包括通过链接进入）：提示“该商户已打烊，看看其他吧”。

▼ 购物车 ▼ 商铺详情页



4.5.3、商铺已关闭

（1）购物车：商铺新增标识“已关闭”。



（2）订单中心：处于“待发货”状态的订单，提示“该商户已关闭，若已付款，请联

系商家处理”。处于“待收货”状态的订单，提示“该商户已关闭，若之后未收到货，

请联系商家处理”。

（3） 商铺详情页（包括通过链接进入）：提示“该商户已关闭，看看其他吧”。

▼ 购物车 ▼ 订单中心-待付款 ▼ 订单中心-待发货

▼ 订单中心-待收货 ▼ 商铺详情页



五、常见问题 Q&A

Q：子商户申请入驻商城，是否需要营业执照？

A：商家可自行决定子商户入驻是否需要营业执照。在【商城管理后台-多商户-功能设

置-基础设置-入驻申请设置】中，支持商家自定义子商户申请入驻时所需填写的资料

项。

Q：商家可以自定义入驻费吗？

A：商家可与子商户协商，自行制定收费规则，走线下支付方式收取，系统不做干预。

Q：买家付款后，钱款会进入哪里？

A：买家付款后，钱款统一进入商家的收款账户，子商户可申请提现，商家审核通过后，

线下打款给子商户，再回到管理后台确认，即可完成结算行为。



Q：支持入驻的子商户数量是多少？

A：500 个。

Q：子商户产品支持参与分销吗？

A：暂不支持子商户产品参与分销，只能商家自营产品参与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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