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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旺销王是什么？ 

旺销王是一款专业服务于中国跨境电商商家的 ERP 软件。于 2015 年 7 月正

式运营，目前已成功对接 wish、速卖通、eBay、敦煌网等跨境电商平台，是一款

可兼容多平台的包含订单管理在内的 ERP 系统。致力于提供专业化、标准化的富

有高附加价值的经营管理解决方案,通过完整的知识与技术的转移，根据用户需

求，量身订做信息化解决方案，为电商商家提供更快、更好、更有效的信息化管

理服务。成为提升客户的管理水平、经营绩效等综合竞争力的坚强后盾。 

1.2 旺销王 ERP 特色 

旺销王上线运营以来，功能强大容易上手，分为营销版和 ERP 版两大模块。

旨在让跨境电商实现更智能化，人性化的管理，为商家提供产品信息和营销策略，

智能化订单管理等经营管理解决方案。操作简单，用户仅需一套系统，便能轻松

解决多平台、多店铺间频繁切换的问题，批量、高效的完成跨境电商的所有日常

操作，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在多平台全面发展，一体化管理的前提下，旺销王注重细节，可靠高并发的

一站式管理，满足电商的多平台多店铺多仓库的经营特性，努力提供更实用、更

能满足商家核心需求的功能服务。旺销王以优惠的价格，全面的功能，致力于提

高企业管理效率，以最优质的服务，带给企业更高效的管理体验。超过 100000

多家的商家选择了旺销王，如今是您的选择契机！ 

1.3 支持平台 

目前旺销王可支持速卖通、亚马逊、Ebay、Wish、敦煌网、LAZADA 电商平

台，经由平台授权后可在旺销王后台同时处理来自不同平台、不同店铺的所有订

单。 

第二章 订单管理 

旺销王 ERP 基本的发货流程如下： 

新订单 > 打包 > 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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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订单同步至旺销王并打包（配置物流渠道），一次性打印出所有面单，

将相应的货品放入拣货车中，包装入袋，粘贴面单，最终扫码出库！图示： 

 

2.1 打单发货 

首先，打开【订单管理】模块，点击右上方【同步订单】按钮， 配置订单的同步

周期，以及同步项目。  

 

2.1.1 同步 

 

在【订单同步】中分为【手动同步】和【自动同步】，可以根据需要同步的订单的

态状进行选择，同步项目勾选越少，效率越高。 

提示：同步过程中允许刷 新或者退出浏览器，系统将在后台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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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选择好项目后点击【同步】，以便将平台的最新订单及订单的最新状态同步

到旺销王，当然无需每天手动同步，旺销王会根据规则每天定时同步订单。 

最后，同步完成后，列表出现订单，此时就可以手动对订单进行编辑。亦可以点

击【批量】按钮，编辑订单，进行分组、合并、标记等操作。 

2.1.2 打包 

订单同步完成后，选择订单进行打包，点击订单后自动展开并出现【打包】按钮。

点击【打包】按钮，出现【打包】对话框要求选择物流渠道。最终点击确认后，打包后

的订单出现在已打包列表中。 

 

 

2.1.3 申请运单号 

打包完成后可以进行运单号申请，切换到【已打包】列表中，选中订单后点

击【申请运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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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打印 

运单申请成功后可以进行订单打印，切换到【配货中】列表中，选中订单后点击【打

印】根据需求可打印地址单、报关单、拣货单（需求不同可以自行设置打印排版）。点

击打印后，自动生成 PDF 文件并打开新页面。 

注意：如未弹出新页面，请检查是否被浏览器弹窗拦截。 

 

 

按“Ctrl+P”或者点击打印按钮开始打印。 

建议：使用火狐或者谷歌浏览器。 

2.1.5 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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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库功能同时包含了提交平台，此时不会进入到待出库阶段，订单处理完成，同时也可

以使用扫码出库的方式出库。当使用扫码出库时，可勾选是否需要称重、标记、备注

等更多响应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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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扫码出库】时，请将输入法切换至英文状态。并对面单中的条码进行扫描，系

统会自动检测中该订单，并自动出库。 

 

提示：如勾选了称重出库，请先扫描包裹、再将包裹放入电子称。当看到旺销王收到

重量之后，才算称重完成。 

2.1.6 待出库 

【出库】：出库包含提交平台与库存扣减 

【提交平台】：由于各个平台对于卖家发货时间有着严格的限制，但实践中

仍然会发生各种意料之外的事导致货不能及时发出，这时我们可以点击【提交平

台】，此时可以避免了延期发货导致平台处罚，订单则会移动至待出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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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完成   

完出库成后，点击【查看订单】后见到【订单详情对话框】，可以看到订单的发货状态

处于【已完成】 

 

 

2.2 订单自动处理规则 

由于发货渠道多样，每个订单来自的国家不同，甚至针对带电、带液、金额

范围、重量范围等条件约束，手工逐个配对显然不够高效。旺销王提供订单自动

处理规则的功能。可根据提供的条件和响应规则做一次预设，在新订单同步后可

自动执行打包。 

2.2.1 配置订单处理规则 

点击【订单管理模块】中的【自动处理规则】按钮。并点击右上角的【新增

自动规则】。最终对其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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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规则时，请选择所属的订单状态如【新订单】。点击下面的加号，打开

【执行条件项目对话框】确定后即可将条件加入。并在右边勾选响应结果【打包】，

指定发货物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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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通过以上配置后启动即可。当系统遇到新订单，会自动将符合条件要

求的订单打包到指定的物流渠道。减轻您的工作负担。 

2.2.2 手动执行订单处理规则 

新订单处理规则仅针对【已启动】规则的新订单有效。在某些情况下，您可

能不希望新订单立即针对处理规则发生影响。并希望在同步进来后对订单进行审

核再做决定。因此旺销王提供【批处理】的功能。 

先勾选相应的订单，并点击【批量】的下拉菜单，选择【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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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您要执行的规则，点击【执行】即可开始。 

注意：即使您选择了执行规则，系统依然会判断条件是否符合要求，若条件

不符合要求的订单，依然不会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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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产品刊登 

3.1 采集 

旺销王采集支持单产品采集，店铺中指定的某些类目采集，以及全店铺采集。旺

销王目前支持采集的站点包括：1688、阿里国际站、速卖通、ebay、亚马逊、

敦煌网、淘宝、天猫等。采集国内中文网站，旺销王会自动翻译文字内容、且自

动调整价格按汇率换算为美元。 

 

3.1.1 下载采集插件 

点击旺销王 ERP 的产品刊登模板中【采集箱】或者【批量采集】按钮后，

 

在对话框中看到以下图示，任意点击都会跳转至插件下载界面 

 

3.1.2 安装采集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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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插件下载界面可以看到目前采集插件只支持谷歌浏览器、360 浏览器、QQ 浏

览器、猎豹浏览器、火狐浏览器 

 

由于浏览器插件会进行不定时更新，具体安装教程以插件下载界面为准。 

3.1.3 采集箱采集 

在安装完采集插件后，我们在浏览相应的网站时将鼠标移动到图片时会

发现图片上有了相应的图标。 

 

或者在浏览相应的产品时，点击右键可以看到【添加到旺销王采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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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片上点击添加或者右键添加后，返回至旺销王后台【我的采集箱】

中，对相应的产品进行勾选，点击完成即可完成采集。 

 

3.1.4 批量采集 

在安装完采集插件后，复制需要采集产品的链接，或者店铺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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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旺销王后台【批量采集】中，粘贴相应的店铺链接或者产品链接，点击

完成即可完成采集。 

 

另外店铺采集可以进行类目分类、分段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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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采集效果 

支持多平台采集，跨平台自动匹配 SKU、属性，智能化采集，无需任何修改可直

接刊登。 

自动汇率换算/采前关键词过滤/自动翻译/过滤关 联营销过滤广告和促销文

字/过滤与产品无关的装饰性图片 

 

3.2 产品编辑 

完成采集后，根据需求点击【编辑】即可编辑产品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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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产品编辑 

如果是采集来的产品，类目、属性、SKU 会通过自动学习的算法匹配完成，

如果不增删图片可以直接进行刊登，那么如果是在旺销王后台新增产品，也可以

将固定的信息设置成为模板，在使用时载入，避免了重复操作、重复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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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图像翻译 

在产品信息编辑中，可以对采集而来的图片进行在线的美图、以及图像翻译，

目前支持多种语言翻译成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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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物流管理 

4.1 物流商对接 

目前旺销王已经对接了一百多家物流商，可以在【物流管理】列表中对物流

商进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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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递四方为例，点击【添加授权】后会要求输入授权令牌 Token 代码 

 

登陆到递四方后台之后，输入您的递四方账号和密码，进入递四方的账号后

点击页面中的 token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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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 Token 代码黏贴到旺销王，点击确认，完成授权。 

4.2 运费公式 

运费公式主要体现在，当新订单出现时未交运情况下，我们需要对该订单的

成本、利润进行估算。这时候需要有运费公式的帮助才能够试算。当订单交运后，

旺销王会更新实际的真实运费。 

当新订单未交运前，订单详情的“财务”模块中展示的运费，会有备注“（试

算）”字样。 

 

https://www.wxwerp.com/help/591557f8ef68fd10b4dcfd99.html
https://www.wxwerp.com/
https://www.wxwerp.com/help/5879dab6ef69010ee442a857.html
https://www.wxwerp.com/help/587ee741ef6902057cca8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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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客服中心 

5.1 消息同步 

在【消息同步】中分为【手动同步】和【自动同步】，可以根据需要同步的订单的

态状进行选择，同步项目勾选越少，效率越高。 

选择好项目后点击【同步】，以便将平台的最新消息及消息的最新状态同步

到旺销王，当然无需每天手动同步，旺销王会根据规则每天定时同步消息。 

 

5.2 消息群发 

站内信的推送营销可以说是一种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营销方式了，那么通

过旺销王消息群发功能，不仅能够发送站内信，还可以发送国际短信、电子邮件。

并且可以附上领取型的优惠券，让店铺提升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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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商品仓库 

商品仓库的原理在于打造一个线上的虚拟仓库，在各个平台有订单完成时能

够进行相应的库存扣减，相较于线下的仓库而言，对整个库存的管理更为清晰便

捷，同时能够有效的制定采购计划 

6.1 线上产品配对 

我们在打造一个线上的虚拟仓库时，可以将平台上的产品同步到旺销王

上，在【商品仓库】中生成相应的商品，这种情况大多适用于线上的产品没有输

入 SKU 或者没有做好 EXCEL 文档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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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同步到【商品仓库】之后，还需要进行自动的配对，勾选【商品仓

库】和 【自动创建未找到配对的商品】。 

 

 

在自动配对完成之后，会显示已配对，到这步之后就说明关联完成。之

后在完成相应的库存盘点、采购或者调拨入库，完成接下来的操作，一个直观、

具体、便于管理的线上虚拟仓库就打造完成了 

 

 



 

 第 27 页 

6.2 仓库的导入/导出 

6.1中介绍的是在线上订单中的 SKU 和线下仓库中的 SKU 不同，或者没有 SKU

的情况下的操作，6.2是基于已有完备的 SKU 编码分类，并且已经写成相应的 Excel

文档的情况 

 

 

那么按照模板的格式填写好相应的数据后，点击【导入】后添加文件，会出

现导入数据的匹配列表 

 

图示因为按照模板的原因，左右两边的数据是一致的，若是自己填写的 Excel

表，需要将相对应的选项进行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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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 EXCEL 表导入相应的数据后，在自动配对中选择 SKU 编码相同 

 

 

到这步之后就说明关联完成。之后在完成相应的库存盘点、采购或者调

拨入库，完成接下来的操作，一个直观、具体、便于管理的线上虚拟仓库就打造

完成了 

 

6.3 配对以往订单 

根据上述操作，仅针对新订单会自动关联，若您希望以往旧订单也进行关联，

那么可以在【订单管理】列表项下，用批量编辑的方式进行关联。 

我们看到该订单的产品显示为“未配对”。代表该订单的产品未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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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批量编辑里的“批量配对商品”功能，开始执行。 

 

第七章 采购管理  

7.1 采购建议 

通过旺销王的商品仓库直观了解到库存以及每日的出货数量之后，通过系统

公式自动生成采购建议，智能化、合理化的进行采购，告别囤货的尴尬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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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在【采购管理】功能项下，点击设置将采购建议打开至“ON” 

在填写完与实际需求对应的设置后，点击【生成采购建议】 

 

生成的采购建议会根据您的日销量与设置好的警戒天数，通过真实数据的公

式计算出需要采购的数量。 

7.2 采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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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计划可以手动增添，也可以在采购建议中勾选相应的建议，创建采购计

划。需要注意的是，采购计划默认需要进行审核，如没有员工角色分工操作，可

在设置中关闭

 

 

7.3 采购单 

采购计划审核完成后生成采购单，卖家可以在此阶段进行入库操作。 

 

入库操作清点后直接输入，若卖家今后需要扫码出库，建议使用扫码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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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KU 打印后黏贴至采购的商品上，方便今后的拣货与发货。 

第八章 数据报表 

 

旺销王的数据报表，更注重图示化的展现，让每个数据清晰的展现在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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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展示的统计内容可以自行的切换 

 

另外在图标中可直接点击相应的数据进行图表展现 

 

另外旺销王作为一款跨境电商的 ERP 软件，还能将不同电商平台的数据进行

统计，方便卖家将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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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一些特殊标记的产品，旺销王也能在数据报表中进行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