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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销推广

商家可在后台操作的营销推广活动

• 店铺活动管理
• 平台活动推广
• 商家优惠券
• 套餐促销
• 拼团活动
• 邮乐特卖

店内活动

• 短信营销

站内推广 



 一、店铺活动管理

店铺活动是商家自己在店内做的优惠促销活动，活动形式包括：折扣、满额赠送、满额立减、满数量
赠送

创建店铺活动路径：【营销推广】-【营销管理】-【店铺活动管理】-【新建促销】

1、进入菜单【营销推广
】

2、点击【店铺活动管理
】

3、点击【新建促销】

4、仔细阅读活动内容

5、店铺活动创建步骤



（1）选择参加活动店铺、输入促销名称和活动起止时间

建议：店铺活动的活动名称尽量简单直白，突出活动内容，如满赠活动“**活动钜惠 满500元送儿童背包！”、满减活动
“**活动钜惠 满100元立减10元！”、满数量赠送“**活动钜惠 全场满5件送儿童背包！”

 一、店铺活动管理

活动开始实际必须大于当前时间



（2）选择活动商品
活动商品商家可自主选择店铺所有商品参与或部分商品参与（建议选择30个以上的商品）

 一、店铺活动管理

如选择部分商品参与则需自行选
择对应商品



 一、店铺活动管理

（3）设置商品价格折扣，如无折扣可直接点击设置下一步跳过此步骤

可在此处针对所有商品设置
折扣，并点击【确认】

或在对应商品后面的活动折
扣内点击【修改】，输入具
体折扣，再点击【设置】，
逐一设置不同折扣



（4）选择促销类型，并选择一种优惠方式，设置优惠条件及优惠内容，促销类型包括：满额赠送、满
额立减、满数量赠送；优惠方式包括：普通优惠、累计优惠、多级优惠

注意：如果商家设置满赠活动，赠品不能
选择商家店铺内目前在售商品，请商家在
【商品编辑】模块单独发布一个商品，并
在发布商品时勾选商品为活动赠品。

（5）所有内容填写完成后，可以点击保存预览，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审批，完成活动的发布（店铺
活动提交审批后，直接发布，无需审核）

 一、店铺活动管理



 二、平台活动报名

平台活动报名是由邮乐组织向各位商家征集参加活动的优惠券，参加相关活动可提升店铺在平台的曝
光度

创建店铺活动路径：【营销推广】-【平台活动报名】

1、进入菜单【营销推广
】

2、点击【平台活动报名
】

3、点击活动详情可查看
具体活动



 二、平台活动报名

活动报名

1、仔细阅读活动规则，如需参加活动，勾选
【我已查看活动规则，并了解活动规则】

2、点击【我要参加】



商家优惠券功能包括店铺通用优惠券，商品专属优惠券, 省馆优惠券，优惠券通用查询，四个模块。
通用优惠券对店铺内所有上架商品都可以使用，专属优惠券只对商家选定的商品可以使用。

优惠券创建路径：【营销推广】-【商家优惠券】

 三、商家优惠券



1、店铺通用优惠券创建步骤：

点击创建 填写基本信息 优惠券激活 优惠券领取 优惠券发布

（1）创建

 三、商家优惠券



（2）填写优惠券基本信息

输入相应的优惠券名称，面值，领取时间，过期时间，展示渠道，使用店铺等信息后点击保存，进入
优惠券查询结果。
页面。

 三、商家优惠券

提示：在【优惠券管理】中，可查看具体展示渠
道的说明。
（查看路径： 【营销推广】- 【商家优惠券】- 
【商家优惠券】- 【优惠券管理】）



（3）优惠券激活（优惠券保存后需进行激活）——不显示在店铺前端

激活后的优惠券，状态为“已激活”可以点击“下载”按钮，按照提示选
择下载优惠券数量，生成优惠券文件并将下载获得优惠券券码，通过短信
等营销渠道发给自己的用户。

激活后

激活前

 三、商家优惠券



（4）优惠券领取（激活后的优惠券可操作领取）——不显示在店铺前端

1、领取后的优惠券，状态为“领取中”，可操作“下载”、“发放”
2、“领取”后的优惠券，会在优惠券详情中生成一个优惠券领取地址，商家可
点击“查询详情”查看，可在做店铺首页装修时使用。

领取后

 三、商家优惠券



（5）优惠券发布（领取后的优惠券可进行发布）——在店铺前端显示

1、发布后优惠券会在店铺前端显示（完整的优惠券创建操作完成）；
2、发布后可操作“取消发布”、“取消领取”，停止优惠券在前台的显示、领取

发布后

发布前

 三、商家优惠券



点击创建 填写基本信
息

选择商品范
围

优惠券激
活 优惠券领取 优惠券发布

2、商品专属优惠券创建步骤：（具体操作与通用优惠券操作基本相同）

区别：需选择商品范围

 三、商家优惠券



说明：套餐促销是邮乐为商家提供的一种关联销售营销模式，套餐促销的类型包括：固定搭配套餐和
自由组合套餐，在店铺内设置适当的套餐促销，可以有效提高商家店铺的客单价。
创建套餐促销的路径：【营销推广】-【营销管理】-【套餐促销】-【新建套餐】

 四、套餐促销

套餐促销特别说明：
1、商家设置时，参加套餐促销的商品，不可以同时参加其他促销活动；
2、用户购买套餐时，可以使用优惠券、积分抵扣，请商家在做套餐促销时算好折
扣。



添加套餐 设置活动信
息

添加活动商
品 设置套餐价 设置完成保

存 确认套餐

套餐促销活动创建步骤：

1、添加套餐
点击“新建套餐”

 四、套餐促销



2、设置套餐促销活动信息
在【套餐促销活动中】填写套餐基本信息，包括：套餐名称、套餐时间、参加活动店铺、套餐类型
等。

注意：（1）套餐时间：开始时
间要大于当前时间10分钟；结束
时间不能小于等于开始时间；
（2）套餐类型分为固定搭配套
餐和自由组合套餐；
固定搭配套餐：至多可设置5个
上架售卖且有库存的商品，用户
购买时不可自由搭配商品（需购
买全部套餐商品）；
自由组合套餐：至多可设置10个
上架售卖且有库存的商品，用户
可根据套餐中的商品自由组合购
买，且至少搭配两件。

 四、套餐促销



3、添加参与套餐促销活
动商品
在【套餐促销商品】中可
根据筛选条件筛选参加活
动的商品，也可直接点击
搜索，搜索目前店铺内所
有在售商品，再进行活动
商品的选择，商品选择好
后点击添加，相应的活动
商品即会进入【参加套餐
促销的商品】中。

 四、套餐促销



4、设置套餐价
商品选择好后，需设置套餐专享价，商家也可以点击删除，删除已选择的商品

注意：设置参加套餐商品的套餐价时，同一商品参与多款套餐活动，若套餐活动时间有重叠，则套餐
价必须相同。

5、设置完成，保存套餐
完成套餐促销活动的信息设置后，点击设置完成，保存套餐。

 四、套餐促销



6、确认套餐
点击设置完成后，系统跳转回套餐促销管理页面，此时创建的套餐会显示为“待确认”状态，商家需操
作套餐“确认”，若套餐信息有误，可点击修改进行修改。

活动状态包括：
待确认：商家新创建的套餐促销活动，可更改活动信息。
已确认：只有商家确认通过的活动才会生效，且确认后将不能修改。可通过查询列表页的“确认”进行操作。
确认取消：活动取消，不生效。
进行中：确认通过并且正在进行中，用户可购买。
已结束：确认通过但活动已结束，用户不可购买。

 四、套餐促销



6、确认套餐
点击确认后进入“确认套餐”菜单，商家需核实套餐信息设置是否有误，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完成
套餐促销活动的完整创建流程；若套餐信息有误可点击“确认取消”重新创建套餐，或者返回“套餐
促销管理”页面，修改套餐。

注意：套餐确认
后，不可再做修
改；若套餐不做
确认操作，则会
被超时取消。

 四、套餐促销



7、套餐促销活动查看
确认后的套餐，状态会显示为“已确认”。

活动开始后，买家可在活动商品详情页查看到套餐促销信息。

注意：套餐促销订单不支持无线端下
单。

 四、套餐促销



说明：拼团活动是邮乐为商家提供的商家可自主在后台设置的店铺内团购促销活动，商家
设置适当的团购活动，可以有效增加店铺流量及销售，提高店铺销售业绩。

注意：
1、只有上架售卖中且未参加其他活动的商品才可添加为团购商品；
2、拼团活动时间不可重叠，同一时间段只可进行一场拼团活动。

 五、拼团活动

1、进入菜单【营销推广
】

3、点击【新建拼团】

2、点击【拼团
】

创建拼团活动
设置团购 
 活动信息

选择拼团商品
设置团购 
 商品信息

保存活动 活动发布



2、设置拼团活动信息 2、拼团活动必须提前一天
创建，结束时间必须大于
活动开始时间5小时，且时
间跨度不能超过7天

3、活动开始前可以设置活
动预告，预告期买家可在商
品详情页看到团购活动信息
，且仍可原价购买商品

4、成团人数必
须大于1人，建
议不少于3人

5、选择参加活动的店铺

1、 填写活动名称

重要：模拟成团默认选择，当团购人数不满，
24小时后，系统会自动虚拟成团，提示参团人
员参团成功，等待商家发货；商家后台的参团
订单，是实际的参团订单，虚拟参团的订单不
会进入商家后台，商家只需按订单发货即可。

 五、拼团活动



3、设置拼团活动商品
在【拼团商品】中可根据筛选条件筛选参加活动的商品，也可直接点击搜索，搜索目前店铺内所有在售
商品，再选择活动商品，商品选择好后点击添加/批量添加，被选中的商品会进入【参加拼团的商品】
中。

 五、拼团活动



4、设置团购商品信息
需设置的团购商品信息包括团购价、商品拼团名称、团购库存、起售数量、排序号等，商家也可对已
选择的商品操作删除。

1、可批量设置团购价格，输入折扣
后，需点击设置，即可对参加拼团
的商品按售价*折扣批量设置团购价

2、也可单独设置
活动商品团购价

注意：团购库存，独立于商品本身库存，团购活动期间将售卖团购库存；若用户通过非团购方式购买
，则扣取商品本身库存，请算好库存，避免超卖。

4、需设置团购
库存及起售数量

3、团购名称可编
辑，团购期间将展
示团购名称

5、可操作选
中商品删除

6、可批量操
作商品删除

 五、拼团活动



5、保存活动
信息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活动”，即可保存团购活动信息

6、活动发布
点击保存后，会跳转至拼团活动活动查询页，可对保存的活动进行编辑，确认无误后，点击“立即发布
”发布活动，发布后活动信息将不可更改。

注意：若截止活
动开始时间（若
有预告时间，则
以预告时间为准
），仍未发布，
活动会被系统取
消。

 五、拼团活动



7、拼团活动查看
发布后的活动，活动状态会由“未发布”转为“已发布”，商家可在操作中点击“查看”，查看拼团
活动信息（活动状态包括：未发布、已发布、已结束、已取消）。

 五、拼团活动



8、拼团活动取消
已发布的拼团活动，可通过操作“取消”来终止活动，被取消的活动无法恢复，商家须谨慎操作。

取消活动必须填
写取消原因

 五、拼团活动



9、拼团活动显示
（1）PC/电脑端
已发布的拼团活动，到达活动开始时间（若有预告时间，则以预告时间为准），会在前台商品搜索页及
详情页中显示活动信息。

商品搜索页活
动显示情况

商品详情页活
动显示情况

1、活动商品图
片右上角会显示
“拼团”字样

3、活动开始前，预告
阶段可设置“开团提醒
”，设置后，开团前会
有短信通知，活动开始
后可点击“我要开团”

4、活动开始前
后，商品均可原
价购买

2、显示具体活
动信息，包括
活动时间、活
动价格、参团
人数等

 五、拼团活动



特卖说明：邮乐网专属的打折平台，是商家举办限时限量商品特卖的推广频道
活动类型：除必要的价格特卖外，商家还可设置店内满减、买赠、满赠、优惠券等促销形式，以增加
店铺或店铺商品的吸引力度，提升客单价。
推广渠道：
（1）参与邮乐特卖的店铺，活动会在邮乐网首页“邮乐特卖”频道下展示，优质特卖活动会被推送到
邮掌柜代购专区；
（2）邮乐网手机客户端同步更新特卖活动；
（3）通过短信、EDM电子邮件推广做宣传；
（4）地市掌柜微信群、QQ群内做宣传。

有吸引力的折扣

店内促销

活动有效时间（每期7天）

 六、邮乐特卖



1、邮乐特卖（天天特卖）的提报标准

（1）品牌知名度：
每个档期提报品牌数中：一线品牌40%，二线品牌35%，三线品牌25%。
（2）价格力度：
特卖售价不高于竞争网站的售价；
服装/汽配（天猫商城），日用百货（1号店），数码家电（京东）。
品牌特卖比价原则
a.活动期间特卖商品的售价不高于竞争网站售价；
b.买赠活动的赠品价值不低于竞争网站的赠品价值；
c.满减活动的力度不低于竞争网站；
d. 有限价要求的品牌，必须设定买赠、满减或满赠活动，且活动力度不低于竞争网站。
（3）品牌提报数量：
一个商家每月提报的品牌数量不限，单个品牌每月提报次数不得超过2次，且2次提报的间隔时间需在10天以上，同时
这两次所提报的活动内容与商品需做区别，否则不予上线。
（4）SKU及库存数量：
每档参加特卖活动的SKU数不少于20个，单个SKU的库存数不得少于10个。
（5）活动单品主图要求：
主图必须满足像素500*500；副图必须有3张不同角度呈现。
（6）活动方式：折扣、满减、买赠、满赠。

 六、邮乐特卖



2、邮乐特卖（天天特卖）提报及注意事项

特卖活动申请路径：【商家中心】-【营销推广】-【营销管理】-【邮乐特卖】-【新建特卖】

1

2

3

 六、邮乐特卖



2、邮乐特卖（天天特卖）提报注意事项

（1）活动名称及活动时间：
• 按照“【品牌名】+【所属品类】+专场”组成（不包含括号），可适当增加定语，但必须包含以上元素且顺序同上，
如：飞利浦小家电专场、美即面膜春季补水专场等；
• 商家最早可提报两天后的特卖活动，每场活动持续7天。

 六、邮乐特卖



2、邮乐特卖（天天特卖）提报注意事项

（2） 活动商品：
• 商家可选择全场商品参与也可选择部分商品参与；
• 每场特卖不得少于20个商品，库存小于10件的商品也将不显示。

 六、邮乐特卖



2、邮乐特卖（天天特卖）提报注意事项

（3） 商品活动价格：
• 价格不得高于近7天最低邮乐售价（手机、家电、黄金等特殊品类除外），活动价不得高于竞争网站的同期售价，其中
服装/汽配与天猫商城比较，日用百货与一号店比较，数码家电与京东比较，且在活动结束15天内不以低于活动价的价
格销售；
• 特卖专场中，商品应按照活动价格，从低到高排序。

 六、邮乐特卖



2、邮乐特卖（天天特卖）提报注意事项

（4）活动促销设置：
商家需设定折扣以外的满减、满赠、买赠等叠加活动，且促销力度不低于同期线上旗舰店。

注意：如果商家设置满赠活动，赠品不能选择商家店铺内目前在售商品，请商家在【商品编辑】模块单独发布一个
商品，并在发布商品时勾选商品为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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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邮乐特卖（天天特卖）提报注意事项

（5）活动banner制作：提报特卖活动商家需提供特卖首页、特卖活动页及APP特卖banner，制作规范如下：首页
banner尺寸：（610*260px），特卖活动页头部banner尺寸：（高度300px，宽度1500px），APP端特卖页banner
尺寸：（680*360px）。

特卖首页banner，
宽610px，高260px

特卖活动页头部banner，
宽1500px，高300px

APP端特卖页banner，
宽680px，高360px

（6）所有内容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审批，等待邮乐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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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邮乐特卖（天天特卖）图片制作标准

特卖首页 BANNER：610*260px

特卖活动页BANNER：宽1500px，高300px

APP特卖页 BANNER：680*36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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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最好采用左图（模特图or产品图）右文字（活动主题、文案）、左文字右图或两边图中间文字的版式
• 图片中如包含产品图，该产品需参与该场特卖活动。

3、邮乐特卖（天天特卖）图片制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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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邮乐特卖（天天特卖）图片制作标准

• 特卖首页banner可不放置品牌logo，APP端特卖页
banner需放置品牌logo
• 头部banner背景色建议设为纯色，避免使用饱和度过
高的颜色；
• Banner中的文字信息须包括明确的促销信息和活动时
间注释，注意与活动本身的设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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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动审批及日常监控

一、活动申请审批时间：提报当天或隔天上午

二、活动进行期间，每日检查如下内容：

• 参与特卖活动的店铺需邮乐通在线，邮乐通回复时间≤5分钟；

• 特卖商品价格是否内外一致，是否与提报价不符；

• 特卖活动促销设置是否生效；

• 是否有严重的客诉问题（如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店铺客服态度恶劣等）

• 店铺装修及详情页设置：

（1）店铺首页需有明显的活动入口，banner风格需与活动相关图片风格保持一致，折扣信息、活动时间等与活动一

致；

（2）活动商品详情页，价格与店铺首页一致，主图清晰明确，与标题一致，至少3张，规格设置与详情中的保持一致

；

（3）商品详情中需详细介绍商品规格、细节等，且准确无误。建议在详情页设置关联销售，促进流量在店内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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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短信营销需要消费乐金币（付费推广）

 七、短信营销



2、用乐金币实施短信营销注意事项

发送人群

短信类型

每一条短信的寄发对象可以定义为一个群组，便于日后发布更多关联
信息

“促销短信”&“优惠券发放短信”

1个金币可发送20条营销短信。消费乐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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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创建短信营销——促销短信

路径：【营销推广】-【营销管理】-【短信营销】-【新建发送】
（1）新建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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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短信类型为“促销短信”；
（3）输入发送对象；
发送对象有三种选择：
发送指定手机号：每行一个，重复会自动过滤；
导入批量文件发送：根据标准的excel模板文件
上传；
选择用户群组：之前保存的群组
填写的号码与导入的号码可以通过群组保存，以
方便下次发送时使用。
（4）填写短信内容
短信内容可以根据自己促销活动或者对用户有吸
引力的营销词语设置。短信内容下可以预览短信
内容和字数提示，其中内容一些固定部分已写在
模板里不可修改。

3、如何创建短信营销——促销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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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填写发送人信息和短信内容外，商家还需要勾选需要发送的优惠券。

4、如何创建短信营销——优惠券发放短信

 七、短信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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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您更好的使用邮乐商家中心，推荐您使用火狐浏览器；
如果您在商家后台的操作使用中遇到问题，请优先查看本支持中心中的操作教程；
如您在运营过程中遇到各类问题，欢迎与我们联系！

●  商家服务热线：10101185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8：00（自2017年3月1日起）
（PS：拨打商家服务热线时如未听到语音提示，只听到忙音，建议您更换直线或手机进行拨打）

●  邮乐仓储在线客服的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8：00
QQ号：1517621809、3165452079
邮乐物流邮箱： wuliu@ule.com

●  邮乐结算组邮箱： Ulejiesuanzu@ule.com

●  商家意见反馈邮箱：yjfk@ule.com
（意见反馈拼音首字母）
请注意：邮件内容中需包含：商家名称，商家ID，以及问题描述

●  邮乐入驻商家培训群
01群QQ群号：825824974  （适合老商家）        02群QQ群号：471610591（适合新入驻商家）

联系我们

mailto:wuliu@ule.com
mailto:Ulejiesuanzu@ule.com
mailto:Ulejiesuanzu@ule.com
mailto:Ulejiesuanzu@ule.com
mailto:yjfk@ule.com


谢谢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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