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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1919丹露-web

第一步：输入网址
www.danlu.com

第二步：输入账号密码、
验证码
（省供账号由自营公司B端运
营部生成，在各省提交完资
质建好丹露钱包后发予自营
公司市场部，再由市场部发
予各省供相关负责人）

第三步：点击“登录”

http://www.danlu.com/


2 企业信息

第一步：点击左边栏“企
业”点击“企业信息“进
入

第二步：下拉核对企业信
息



2 企业信息

平台扣点比例：只做展示
，数据从后台获取，不能
编辑。

购销售价比例：选项必填
，设置后，售价=进价
*(1+调价比例)，将同步修
改商品的销售价比例。

跳转商品详情页价格修改



2 核对基础信息-购销售价比利调整
点击保存后弹出确认框，提
示哪些商品不会覆盖比例：
弹框显示该品类下单独设置
过比例的商品编号、商品名
称；
点击取消关闭弹框，不做修
改，并退出编辑模式；点击
确定修改，保存输入内容并
修改对应商品的比例。

(如：经
销商价-购销只维护了一星的
比例，则只修改一星的比例
，其他等级不自动填充。)



2 企业信息

下拉至“收款信息”
核对收款方式、账户信
息。

此部分内容仅可通过运
营后台修改，如需修改
联系自营平台B端运营。
【目前的支付通道：丹
露钱包（需买卖双方均
通过运营平台开通）、
联动优势网银支付（卖
房需开通丹露钱包）、
联动优势银行卡支付、
银联二维码支付、微信
支付、支付宝支付】



1进入支
付管理

2点击提现设
置出现弹窗

3设置自动提现开关为开
（设置时会提示创建支
付密码，操作见下页）

4点击保存完成
自动提现设置

如未开通自动提现设置，所
有货款将存入丹露支付管理
账户，需手动操作提现后货
款方能进入公司账户

已开启自动提现的，一般货款清分到支付管理账户后当天

（即付款的T+1个工作日）到账；

需手动提现的，当天10:00-14:00间提现，当天10:30和14:30

两次到账；当天14:00-次日10:00间提现，第二天10:30到账；

对私提现限额：同一张银行卡单日单笔200万；

对公提现限额：同一银行账户单日单笔500万；

3 支付管理-开通自动提现功能



3 支付管理

1点击支付密
码设置

2点击创建支
付密码

3按提示输入
收集验证码，
完成密码设置

若为绑定激活过手机号，此
步骤时会提示绑定激活手机，
按提示操作即可



进入产品列表页面；

可查看新增产品、新增产
品、复制新增产品

点击“新增产品”

可输入产品名称或条
码查找

可点击复制新增

可查看当前状态，仅审批驳回的
可重新编辑

4 商品管理-产品管理



进入新增产品界面

分类一定要是3级及以上
的层级，否则创建的商品
不能被采购；

品牌选择若下拉菜单里有
没有，需要oa提交新增产
品品牌流程，添加品牌后
再新建产品(集团oa在线搜
索《商家入驻或变更、售
卖权配置、新增产品品
牌》)

若填写商品条码后提示条
码重复，需联系b端运营
部为本省配置售卖权

分类要选
三级及以
上

产品名称
必须严格
按照命名
规范要求

69码

4 商品管理-新建产品



新建产品必填信息：
产品名称、产品条码、品牌、生产商、净含量、酒精度、包装规格、产地、图片

命名规范要求：
（1）白酒：酒精度数+“度”+品牌+商品名+规格+单位
（例）53 度贵州茅台飞天茅台 500ml
（2）葡萄酒：原产国+品牌+商品名+规格+单位
（例）法国拉维亭波尔多橡木干红葡萄酒 750ml
（3）洋酒：酒精度+“度”+商品名+规格+单位
（例）40度杰克丹尼纳田西州威士忌 700ml
（4）啤酒：原产国+品牌+商品名+规格+单位
（例)德国柏龙拜仁球迷小麦啤酒 500ml

4 商品管理-新建产品



进入新增产品界面

产品创建成功后，状态会
变为【冻结】，审批状态
变为【待审批】。同时运
营平台会接收到一条【待
审批】的产品信息。

【未审批】、【已驳回】
无法绑定售卖权，当交易
平台审批通过产品后，售
卖权自动绑定。

分类要选
三级及以
上

产品图片最多可支持 30张图片
上传，每次只能上传 1张，上传
图片后必须设置一张封面

4 商品管理-新建产品



产品图片要求：
 需上传产品主图正反面照及背面标签图各一张，产品细节展示图1-4张。
 【图片拍摄要求】
 （1）图片清晰度 300dpi
 （2）图片大小 2MB以内
 （3）图片尺寸不小于800*800像素
 （4）图片内容要求
 A.产品背景为白色底板
 B.图像清晰，没有模糊及重影
 C.图片上的商品文字、图案清晰（细节放大可见）
 【图片规范要求】
 （1）图中不得出现除 LOGO 之外的任何文字信息，包括敏感词、秒杀词语、第三方信

息。主图不能有边框、边角、角标、标签、水印。
（2）图中不得出现与商品无关的物体
（3）图中呈现的商品数量与售卖的最小单位保持一致
（4）图中不能有水印、背景图

4 商品管理-新建产品



产品图片示例

【商品背面标签图】【酒盒+酒瓶主图正面】 【酒盒+酒瓶主图背面】

4 商品管理-新建产品



产品图片示例

【产品细节图1-4张】所有上传的图片中需包含至少一张条码清晰可识别

4 商品管理-新建产品



左边栏“销售”点击
“商品管理”

点击“新增商品”

点击新增商品

4 商品管理-新增商品



进入进入产品列表；

可输入产品名称或条码搜索要增
加的产品，点选后点击“下一步”

4 商品管理-新增商品



售卖单位根据售卖规格选择单位，
并输入该单位对应瓶数；

商品库存逻辑同内部供应商，从
中台获取各省库存；

准确输入sap编码

商品库存逻辑同内部供应商，从中台获取各省库存

4 商品管理-新增商品



商品进价：购销进价从SAP中获取
含税单价，联营／代销手动填写

toB最低限价：若填写了最低限价
，则设置售价时，售价不能低于最
低限价

商品定价：新增时默认勾选按比例
设置售价，且一星价格填入企业的
售价比例

购销价和代销／联营价均为必填项，
隔壁仓库采购界面根据sap编码识
别显示

按金额加价，商品售价=商品进价
+加价金额（计算时注意各省进价
和单位换算）

填入加价金额，
光标移开后，
计算售价是否
低于tob最低限
价。若有售价
低于限价，则
提示“存在商品
定价低于限价，
请重新定价或
设置限价！”
（此限制只在
编辑时有效，
后续进价变化
导致的售价低
于限价无需控
制）

4 商品管理-新增商品



4 商品管理-新增商品



设置完成后可以选择“已上架”
则点击“保存”后该商品直接为
商家状态；

也可选择“已下架”则点击“保
存”后该商品需手动设置上架

4 商品管理-新增商品



3 商品管理-商品上架

返回商品列表，搜索刚
刚新增的商品，选中前
方复选框，点击上架

按筛选条件查询



4 核对商品信息及商品管理

上架、下架、查看库存、
新增售卖客户、设定组
合起送、设置商品属性、
修改价格、导出商品信
息

按筛选条件查询

批量设置功能

点击修改价格 点击查看、
修改商品售
卖信息

点击新增商品

返回商品列表，搜索刚
刚新增的商品，选中前
方复选框，点击上架



5 订单管理管理

点击左边栏“销售”“销
售订单管理”

可根据多重条件查询订单
；可对订单进行详情查看、
跟踪等操作；可以打印单
笔订单，也可批量打印多
笔订单。

每个订单号都对应sap中的一个订单号



5 订单管理管理-订单详情

点击某一订单进入订单详情
页，订单详情展示如图。

关于订单跟踪逻辑：客户下
单确认付款，订单即推送至
sap，省仓wms生成发货单
并发货（省供可以查看），
客户收到货后点击确认收货，
客户云pos即生成入库单。

采购商信息 平台扣点及支付情况

订单信息跟踪

管账户抵扣，若平台省供
订单下单时使用了托管账
户抵扣，则显示托管账户
抵扣金额



5 订单管理管理-订单数据统计

点击左边栏“销售”“订
单数据统计”

可根据订单号，下单时间，
交易状态等信息查询数据，
并可导出Excel；
可按【筛选数据】生成查
询结果；
可打印订单详情。



5 订单管理管理-配送商清分账单

点击左边栏“销售”“配
送商清分账单”

可根据清算时间 [即钱款
到账时间]查；
支持导出收款流水，订单
流水，支付凭证；
可查询收款总金额，平台
扣点（6‰）；



6 员工管理

点击“员工管理”部门员
工管理“

创建各个部门，在部门内
新增员工角色，不同权限
员工使用管理。

点击“编
辑”可创
建部门组
织架构

点击“编
辑”设置
负责人、
副职

点击“新增职
位”为某一职
位统一配置
平台权限



6 员工管理-新增员工

点击“新增员工“，员工
基本信息可编辑，联系电
话可不填；

员工权限按职位需要自行
点选设置；

密码及邀请码可自行设置。

点击“编
辑”设置
负责人、
副职



7 客户管理-客户信息

点击“客户管理”“客户
信息”可查看客户列表。

标签选择客户类型分
类“终端店还是经销商
列表

批量新增售卖产品
点击修
改客户
级别



7 客户管理-分组管理

点击左边栏“分组管理”
进入客户分组列表。

该页面会显示每个分组的
客户数，未分组的客户统
一展示在未分组栏；

点击右上角“新增”可按
需求新增分组，将客户进
行分组，组名自行设定，
同时可往分组里添加客户。



8 店铺开关

点击左边栏“店铺开关”
设置是否提供增值税发票、
订单起送金额、组合起送
量。

设置后达到该金额，订
单才能提交成功

设置后达到该起送量，
订单才能提交成功



9 邀请码管理

点击左边栏“邀请码管理”
设置邀请码。
个默认的6位邀请码，可
自行修改为3自定义邀请
码，修改后默认邀请码失
效。
自定义邀请码长度3-8位，
可以由数字、字母和汉字
组成，自定义的时候会判
断有无重复；



THANKS

400-999-1919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