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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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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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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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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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买家位置推荐附近网点，如果定位失败或者附近没有网点，推荐到总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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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手动选择网点，支持网点名称、地址快速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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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网点首页，支持多种版式，不同网点可售卖不同商品，会根据网点实际可售商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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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会展示当前商品所属网点信息，配送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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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店购物车，购物车会根据当前所在网点判断商品可售状态，不可售商品独立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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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流程，匹配当前网点，支持快递、同城送、到店自提三种配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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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详情，店铺信息关联到具体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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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正确的姿势启用多门店？ 

注意：以下介绍都是指已经开设了有赞店铺，并发布了部分商品的情况。 

 

新增网点 设置总店 关联商品 设置网点
首页

开启多门
店功能 订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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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网点 

1. 路径：营销>营销中心>多门店>新增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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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详细地址设置技巧： 

a) 选择省市区； 

b) 在详细地址中输入网点所在的大楼、路名等关键信息，点击搜索； 

c) 点选匹配的推荐地址，或者地图上直接点击定位，可以移动地图上的定位到网点
所在位置；（这个定位点会用于地理位置推荐的计算依据，请务必设置准确） 

d) 点击定位符号，弹出浮层后点击“设为联系地址”； 

e) 这时候地图上的地址信息会替换原本你输入的详细地址，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
改详细地址描述，以便买家更顺利找到你的线下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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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待时间： 

a) 对于开启到店自提服务的网点，接待时间主要用于买家下单时的自提时间选择； 

b) 接待时间每天可以设置一个连续时段，周一～周日可以分开设置； 

 

4. 标签分组： 

a) 如果网点数比较多，可以利用标签分组功能对不同的网点打标归类，比如写字楼
店、社区店、华东区、华南区、三星级、五星级、上城区、下城区等； 

b) 一个网点可以有多个标签，支持标签搜索； 

c) 点击“管理标签”可以切换到标签管理界面，设置完成后点击刷新，新的标签就
会出现在列表中； 

 

5. 网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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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网点的服务类型，可以选择“线下门店”和“买家自提点”； 

b) 如果当前网点提供网上下单后的上门自提服务，请勾选“买家自提点”； 

c) 要开启各网点的自提功能，除了在网点设置中勾选“买家自提点”，还需要开启
自提总开关，路径：订单>上门自提； 

 

d) 如果当前网点提供本地同城配送服务，请勾选“线下门店”，并勾选支持同城送，
设置配送范围（配送范围以当前网点所在位置为中心的一个圆形半径）和起送金
额，起送金额如果设置为 0或者不设置，则表示没有起送金额限制； 

 

6. 网点照片：第一张网点照片将会显示在网点首页头部； 

设置总店 

1. 网点添加完后，必须设置其中的一个网点为“总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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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店跟其他网点有以下不同： 

a) 总店作为默认网点，当获取买家位置失败，或者买家拒绝授权位置时，系统会把
买家推荐到总店； 

b) 当买家所在位置附近没有网点时，系统也会把买家推荐到总店； 

c) 总店的首页为总部设置的店铺首页，可以通过微页面自定义，可以添加各种个性
信息； 

 

关联商品 

1. 一旦开启多门店开关，商品就只能从各网点销售，所以总部发布的商品必须关联到各
个网点，否则不可出售，关联商品是多门店系统的关键环节。 

2. 有两种方式可以进行商品关联： 

a) 方式一：从每个网点出发，各网点单独关联允许在当前网点出售的商品； 

i. 路径：多门店>网点列表>点击网点右侧操作区的“商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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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进入当前网点的商品关联界面； 

 

iii. 每个商品右侧都会有“快递”、“同城送”、“自提”三个开关，只要开启任
意一个或者多个，代表该商品在当前网点可售；（因为多门一期所有网点共享
总部库存，所以还需要确保总部商品有库存，状态是出售中）； 

iv. 如果当前网点不支持同城送或自提，则对应的开关为灰色，无法开启； 

v. 如果开启“快递”，目前网点的快递是由总部发布商品时统一设置的快递费
和配送区域； 

vi. 可以根据配送方式筛选商品，如选择“同城送”，则筛选出所有开启“同城送”
的商品，选择“未选择”，则筛选出所有没开启任何配送方式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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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支持商品分组的筛选和商品名称搜索； 

viii. 商品列表左下角的批量设置，是一个高效批量设置工具，可以对“所选商品”
或“全部商品”进行批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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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方式二：从单个商品出发，设置当前商品跟所有网点的关联； 

i. 路径：多门店>商品设置>点击商品右侧操作区的“编辑”； 

 

ii. 进入当前商品的网点关联界面； 

 

iii. 每个网点右侧都会有“快递”、“同城送”、“自提”三个开关，只要开启任
意一个或者多个，代表该商品在当前网点可售；（因为多门一期是所有网点共
享总部库存，所以还需要确保总部商品有库存，状态是出售中）； 

iv. 如果某个网点不支持同城送或者自提，则对应的开关为灰色，无法开启； 

v. 如果开启“快递”，目前网点的快递是由总部发布商品时统一设置的快递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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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配送区域； 

vi. 可以根据配送方式筛选网点，如选择“同城送”，则筛选出所有对当前商品开
启“同城送”的网点，选择“未选择”，则筛选出所有没开启任何配送方式的
网点； 

 

vii. 支持网点标签的筛选和网点名称、地址搜索； 

viii. 网点列表左下角的批量设置，是一个高效批量设置工具，可以对“所选网点”
或“全部网点”进行批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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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网点通用首页 

1. 除“总店”外，其他网点有一套网点通用首页模板； 

2. 网点通用首页设置路径：多门店>网点通用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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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点通用首页模板分区域设置说明： 

a) 标题栏和网点信息区按照固定格式输出：网点图片、网点名称、起送价格、是否
支持自提、距离、地址、其他网点等； 

b) 广告区可以添加一张或者多张图片广告，如果不添加图片则不会显示，支持折叠
轮播和平铺显示等； 

c) 分组商品： 

i. 列表支持左侧菜单和顶部菜单布局； 

ii. 顶部菜单最多支持 4个分组，4个以上分组建议选择左侧菜单模式； 

iii. 商品会根据当前网点的关联情况展示； 

iv. 因为网点分组是网点首页主要的商品陈列模块，在开启多门店前建议总部提
早规划商品分组，并在发布商品时选择对应分组； 

d) 底部店铺导航区为店铺设置的通用导航，网点不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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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多门店开关 

1. 再次强调：确保完成“网点添加、总店设置、商品关联、网点通用首页设置”以上步
骤后，再开启多门店的总开关，否则各种设置没完成开启总开关会影响店铺正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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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启总开关后，在微页面的“链接到”模块会出现“网点列表”、“某网点主页”两
个链接，我们可以在各种微页面引用网点列表或者某个网点主页； 

3. 特别建议在店铺首页（也就是总店首页）的第一屏添加“所有网点列表”的引用，方
便总店和各网点之间的手动切换，可以是图片导航或者文字导航的形式； 

 

订单管理 

1. 多门店正常经营后，通过各网点接进来的订单会自动归属到对应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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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订单列表会有专门的“门店订单”，支持“归属网点”筛选，列表项会输出每笔订单
的归属网点； 

 

3. 订单详情会展示订单归属网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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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版 App 同步升级的功能 

App 端网点管理和商品关联 

1. 路径：App首页>店铺管理>线下网点管理； 

a) 点击右上角可以添加网点； 

b) 支持网点名称、地址搜索； 

c) 点击某个网点，进入网点编辑界面； 

d) 当开启多门店后，点击某个网点，才会出现下图右侧的“网点详细信息”和“网
点商品管理”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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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点详细信息编辑界面，在原有网点管理基础上，新增了同城送和标签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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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启多门店功能后，可以在商家版App端进行网点商品的关联操作； 

a) 路径：App首页>店铺管理>线下网点管理>点击某个网点>点击“网点商品管理”； 

b) 勾选每个商品在当前网点支持的配送方式，保存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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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端订单管理 

1. 订单管理新增“多门店订单”类型； 

2. 点击搜索框，会出现“按网点查找”，选择某个网点后，可以筛选出归属当前网点的
所有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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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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详见：商品管理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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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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者到店自提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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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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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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预告 

一期发布预告 

多门店一期预计 8 月初公开发布，请关注店铺后台公告或联系对接的客户经理，还未开
店的可以尽快注册有赞商家版：youzan.com。 

后期功能预告 

1. 网点独立库存； 

2. 网点独立价格； 

3. 总部可以控制是否开启网点独立库存和价格开关； 

4. 权限细分，增加网点管理员权限（商家版APP）： 

a) 编辑和更新所属网点信息； 

b) 管理商品、库存、价格； 

c) 处理订单； 

5. 接口开放：库存、价格、交易信息等； 

6. 配送时间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