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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账号登录 

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www.jdy.com，点击右上角的“登录”，输入账号和密码即可登录

系统。 

 

2 系统启用 

2.1 创建账套 

当您初次登录系统，需要启用系统创建账套。 

http://www.jdy.com/


 

需要填写您的公司名称，业务启用期间、选择公司所属的行业范围，启用时间默认为当

天。 

选择公司所属的行业 

 



 选择对应的业务控制要求 

 

注意：创建账套时，启用期间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您可将启用期间调前。账套一旦

启用，系统会按照启用期间记录期初，且不允许录入启用期间之前的单据。 



2.2 启用 E 经经模块 

在“设置—1688E 经经”中，勾选“启用 1688E 经经模块”参数，E 经经模块就会出现。 

2.3 模块辨认 

商品模块：又称“商品中心”，精斗云系统的商品资料集合地，从 1688 后台下载并创建

的商品也会在“商品模块”中存在，只有存在了该商品才能用来创建预订单。 

进销存模块：（1）库存管理，成本核算等；（2）创建 1688 预订单。 

E 经经模块：（1）店铺授权，绑定市场；（2）下载 1688 后台上架商品，下载成功后会

出现在“商品”模块；（3）更改匹配关系；（4）预订单记录。 

 



3 店铺设置 

路径：精斗云系统—E 经经模块—店铺设置 

店铺设置主要用来授权在 1688 应用市场订购应用的商家店铺账号，同时需要绑定市场。

可设置核算部门。 

3.1 店铺授权 

 点击“店铺授权”，会弹出是否直接下载商品的提示。 

 
 提示中一共有两个选项，选项 1 表示：授权店铺成功后，系统不会默认下载创建商品，

需要用户自己去“商品匹配”中下载商品；选项 2 表示：授权店铺成功后，系统会默认下载

授权的 1688 店铺的所有上架商品并自动创建到精斗云系统中。默认为选项 1。 

点击“确定”后，跳转到 1688 的授权登陆页。 

 

 勾选同意授权协议，然后输入在 1688 应用市场订购“金蝶精斗云”的 1688 主账号，然

后点击“授权并登录”。授权成功后会返回提示。 



 

授权成功后，点击店铺列表右上角的“刷新”，就可以看到授权成功的店铺。 

 

 目前已经支持多店铺功能，可以在同一个精斗云系统中，授权 2 个及以上的店铺。但要

注意，每授权一个店铺之前，都需要去 1688 应用市场（fuwu.1688.com）订购应用“金蝶

精斗云”。 

  



 

3.2 绑定市场 

市场：必填，支持搜索。市场是商家档口所属的市场名称，如果不知道可以咨询市场管

理方，搜不到或者实在不清楚，可以填“其他”。这个字段必填，它是阿里巴巴提供的创建

1688 预订单接口的必填字段。 

 

3.3 店铺验权 

店铺授权有时候会失效，可以点击“店铺验权”，失效后重新验证一次就好了。 



4 商品建档 

4.1 1688 卖家中心宝贝维护要点 

4.1.1 名词解释 

1、1688 的“信息标题”：也叫关键字或者宝贝名称，对应精斗云系统商品的商品名称； 

2、1688 的“货号”：对应精斗云系统中商品的商品代码； 

3、1688 的“单品货号”：对应精斗云系统中商品的 SKU 代码；（路径：商品—商品特性—辅

助属性管理—属性组合—SKU 代码） 

4、1688 的“产品规格属性”：如颜色中的“红色”，尺码中的“X”，组合起来就对应精斗云

系统中商品的辅助属性。（路径：商品—商品特性—辅助属性管理—属性组合—辅助属性） 

4.1.2 货号维护 

 建议商家要维护货号，商品下载并创建后，货号在精斗云系统中是作为“商品代码”存

在。商家最好建立一套货号规则，比方说宝贝（也就是商品）“男士秋季衬衫量大可批发”，

货号为 sp32501，那么可以在 excel 中记录货号以及对应的宝贝。 



 

后面更改关键字，也就是宝贝名称时，也要同步到 excel 表中，这样就能清晰地知道对

应关系。 

4.1.3 产品规格属性维护 

 1688 后台支持维护自定义的产品规格属性。 

 

 商家在维护某个产品规格时，添加的自定义项不要和另一个产品规格的自定义项“名称

重复”，此条件仅限这两个商品都是要下载到精斗云系统。举个例子，商家维护宝贝“男士

秋季衬衫量大可批发”的产品规格“颜色”时，添加了自定义项“天蓝色”，那么在维护其

他宝贝那些不叫“颜色”的产品规格的自定义项时，不能再维护“天蓝色”。比如维护商品

B 的产品规格“色调”的自定义项时，不要再维护“天蓝色”，但是可以维护“天蓝”。 

4.1.4 单品货号维护 

 建议商家要维护单品货号，特别是宝贝有产品规格属性，最好维护单品货号，命名规则

为从：货号_001 开始。 



 

比方说宝贝“男士秋季衬衫量大可批发”，货号为 sp32501，有 3 种颜色，1 种尺码，那

么单品货号维护为：sp32501_001，sp32501_002，sp32501_003。 

4.2 商品下载 

商品下载一共有两个路径，分别为： 

路径 1：E 经经模块—店铺设置—店铺授权—“授权成功后，请帮我下载全部商品并自动

创建到精斗云系统中”。路径 1 已经介绍了，可见 3.1 店铺授权。 

路径 2 为：E 经经模块—商品设置—商品匹配—店铺筛选（根据选择的店铺决定下载哪

个店铺商品，单店铺忽略）—下载—下载方式选择“下载后自动在系统创建相同商品”，如

下图所示： 

4.2.1 下载所有上架宝贝 

 

下载方式选择“下载后自动在系统创建相同商品”，下载范围选择“全部”，点击“确定”，



即可下载并创建 商家 1688 店铺所有上架的商品。 

 

4.2.2 下载部分上架宝贝 

有些商家 1688 后台宝贝很多，只想下载并创建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可以这么操作：下

载方式选择“下载后自动在系统创建相同商品”，下载范围选择“部分”。可下载单个商品或

者多个商品，下载单个商品只需要录入单个 offerid（即 1688 的商品 id），下载多个商品需要

录入多个 offerid 并用逗号隔开。点击“确定”，即可下载自己想要下载的商品。 

 offerid 即为 1688 商品详情链接中，offer/ 后面的那一串数字，如图，588616757513 这

一串数字就是这个商品的 offerid： 

 

 

 



 

商品下载并创建成功后，商品匹配列表中会有记录。同时，（1）商品匹配列表中的匹配

关系变为已匹配，（2）商品中心出现对应的商品。这两点也是判断商品是否下载并创建成功

的标志。 



删除商品中心下载并创建的商品后，商品匹配中的匹配关系会自动变成未匹配。 

4.2.3 下载的字段与规则 

4.2.4 商品匹配列表名词解释 

1、匹配关系：1688 后台的宝贝与精斗云系统中的商品的对应关系； 

2、货号：1688 后台宝贝的“货号”； 

3、平台商品名称：1688 后台宝贝的“信息标题”； 

4、单品货号：1688 后台宝贝的“单品货号”； 

5、平台 SKU 名称：1688 后台宝贝的“产品规格属性”组合，比如说“时尚女上衣”的产品

规格为：颜色“红色”，尺码“X”，那么它的平台 SKU 名称就是：红色 X； 

6、系统商品代码：精斗云系统中商品的商品代码； 

7、系统商品名称：精斗云系统中商品的商品名称； 

8、系统 SKU 代码：精斗云系统中商品辅助属性管理中的 SKU 代码； 

9、系统 SKU 名称：精斗云系统中商品辅助属性管理中的辅助属性。 

4.2.5 删除商品匹配 

 删除商品匹配，即删除 1688 平台宝贝和精斗云系统商品的匹配关系，匹配关系变成“未

匹配”。删除商品匹配，不会删除商家下载并自动创建在商品中心的商品。 



 

4.2.6 删除平台下载信息 

删除平台下载信息，即删除“商品匹配”中 1688 平台宝贝的信息以及精斗云系统中商

品的匹配关系。删除平台下载信息，不会删除商家下载并自动创建在商品中心的商品。 

 

4.2.7 商家更新 1688 平台关键字 

 商家下载并创建商品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由于搜索排名需要，在 1688 后台更新

了宝贝的“信息标题”。目前精斗云系统是不会更新这部分已经在系统中建立的商品的。商

家可以删除掉原来的商品重新下载，或者只要重新下载新的线上信息即可，这时候会更新到

商品匹配的“平台商品名称”。只要原有的产品规格属性不变，则匹配关系不变。商家可以

根据线上商品名称或者建立的货号商品对应规则，去搜索这个商品做单。 



 

 

 

 



4.3 商品匹配 

4.3.1 仅下载线上商品信息 

 

1、 含义 

仅下载 1688 后台的宝贝信息，但是不会在精斗云系统中创建相同商品； 

2、使用场景 

（1）商家在精斗云系统中已手动创建商品，后面加购了 E 经经，1688 后台已经有相同宝贝。

那么只需要将线上的宝贝信息下载到精斗云系统中，两者建立匹配关系即可； 

（2）下载并创建商品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由于搜索排名需要，在 1688 后台更新了宝

贝的“信息标题”。那么，可以重新下载新的线上信息，这时候商品匹配中的“平台商品名

称”就会更新； 

3、说明 

对于 2（1）的场景，完成“仅下载线上商品信息”操作之后，就算 1688 后台的宝贝与精斗

云系统中的商品满足自动匹配的条件，也不会自动匹配在一起，需要手动点击“自动匹配”

按钮，相当于给商家一次确认匹配的动作。见 4.3.3 自动匹配 

4.3.2 商品匹配前提 

有 SKU 的宝贝只能匹配有 SKU 的系统商品,无 SKU 的宝贝只能匹配无 SKU 的系统商

品。无论是“自动匹配”还是“手动匹配”，都遵循这个前提。 



4.3.3 自动匹配 

 

1、 含义 

点击“自动匹配”后，系统会校验是否有商品满足自动匹配的规则。若满足，匹配关系

变成“已匹配”；如不满足，匹配关系仍为“未匹配”。 

2、自动匹配的规则 

（1）若平台宝贝有 SKU，且单品货号和精斗云系统商品的 SKU 代码相同，则自动匹配成功，

匹配关系变为已匹配； 

（2）若平台宝贝无 SKU，且货号和精斗云系统商品的商品代码相同，则自动匹配成功，匹

配关系变为已匹配； 

（3）若平台宝贝有 SKU，单品货号和精斗云系统商品的 SKU 代码不同，货号和精斗云系统

商品的商品代码相同，不会自动匹配。下载并自动创建的商品除外。 

（4）已经手动匹配或者自动匹配过的商品不会再自动匹配，除非删除了匹配关系。 

4.3.4 手动匹配 

1、含义 

手动将平台宝贝和系统商品关联在一起，已匹配过的商品也能再次手动匹配，更改匹配

的商品。 

2、 操作 

点击“系统商品名称”框中的“…”，可以选择精斗云系统中的商品进行匹配。 



 

4.3.5 搜索查询 

 支持模糊查询关键字：货号，平台商品名称，单品货号，平台 SKU 名称，系统商品代

码，系统商品名称，系统 SKU 代码，系统 SKU 名称； 

 支持按照“匹配关系”，“店铺”进行筛选。 

 

4.4 商品发布（选看，目前很少用） 

4.4.1 发布前准备 

在发布商品前，商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必须维护一张主图片，建议为 750*750 以上的图片； 

（2）图片的大小不能超过 2M，上传至店铺后台的图片最多只有 5 张； 

（3）发布商品前必须要绑定类目。 



满足以上条件后，即可发布商品。 

4.4.2 搜索查询 

支持模糊查询：商品代码，商品名称和规格型号；支持按照“发布状态”，“店铺”进行

筛选。 

 

 

4.4.3 注意事项（重点看下） 

商品发布注意事项如下： 

（1）商品发布目前调用的是阿里提供的简易 offer（即简易商品）接口，不带 SKU 属性。

所以 SKU 商品不建议使用这个功能； 

商品建档优先级：商品下载>商品匹配>商品发布 

（2）默认发布的商品为私密商品，但支持在线交易； 



（3）支持批量发布商品。 

5 库存录入 

目前下载并自动创建商品，暂时没有下载 1688 后台宝贝的期初库存，所以需要先在精

斗云系统中录入库存才能创建预订单。下面介绍录入库存的途径： 

5.1 购货单 

路径：进销存模块—购货—购货单。注意：若是“设置—进销存参数—启用审核”勾选

了，一定要审核单据，库存才会发生变动。未勾选，只需保存就生效了。 

 

5.2 其他入库单 

路径：进销存模块—仓库—其他入库单。注意：若是“设置—进销存参数—启用审核”

勾选了，一定要审核单据，库存才会发生变动。未勾选，只需保存就生效了。 

 



5.3 商品期初录入 

路径：进销存模块—资料—商品期初录入—新增或导入。 

 

5.4 负库存出库 

 若是商家对于线下库存管理和成本管理没有要求，也可以选择商品负库存出库，即线下

出库时，不会校验库存。目前支持批量将商品改成负库存出库。路径：商品模块—商品资料

—批量设置—“是否允许负库存”选择“是”，如图： 

 

 

 

 

 

 



6 预订单 

6.1 创建 1688 预订单 

下载并自动创建的商品（或者通过商品匹配的商品）可以用来创建 1688 预订单。支持

Web 端或者 App 端创建 1688 预订单。 

6.1.1 Web 端创建预订单 

 路径：进销存模块—销货—销货单，如图： 

 
 E 经经下载并创建 1688 后台的商品时，是会下载商品的零售价以及最小批发价的。销

货单中，是会根据选择的客户是什么等级而自动带出对应等级的价格。比如说，客户是“零

售客户”，那么销货单就会带出零售价；客户是“批发客户”，那么销货单就会带出批发价。 

查看客户等级的路径：进销存模块—资料—客户管理。如图： 

 

 若设置了商品价格含税，则零售价/批发价为含税单价，系统再根据税率计算销售单价

（不含税）；如未设置商品价格含税，则零售价/批发价为销售单价（不含税），系统再根据

税率计算含税单价。“商品价格含税”设置路径：设置—进销存参数—商品价格含税 

 



 

 销货单上的“客户承担费用”是作为运费存在，若为 0，则默认物流方式为“自提”；

若不为 0，则默认物流方式为“快递”。 

 

 

 注意：目前已经支持多店铺业务，一定要选择商品对应的店铺，如果是单店铺则不用选

择。 

创建预订单成功后，会返回二维码。结算金额=优惠后金额+客户承担费用。 



 
 商家可以将这个二维码给自己的客户扫码支付，也可以截图发给客户扫码支付。客户可

以支付宝 App 或者阿里巴巴 App 扫码，收银方式目前支持：支付宝，银行转账和对公支付。

银行转账和对公支付需要商家开通大额支付“融易收”（可见：7.常见问题） 

 

 注意：这个二维码只能扫码一次，具有唯一性，扫描即被锁定。商家的客户必须在 5

天内完成付款。否则，需要重新创建预订单。 

6.1.2 App 端创建预订单 

使用该功能之前，请先检查精斗云 App 版本。路径：精斗云 App—我的—更多设置—关

于精斗云，可以更新到目前的最新版本。 

创建预订单的路径：精斗云 App—首页—销售开单—创建预订单，注意事项和 Web 端

类似。 



 

 

6.1.3 创建预订单失败的常见原因 

 

创建预订单时，系统会先校验商品在精斗云中能否出库，库存不足则不会去创建预订单，

无法保存或者审核（若是为负库存则永远允许出库）。若在精斗云系统中能出库，接下来会

校验以下几点： 

1、商品在 1688 后台是否已经下架。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若是商品已下架，销货单保存

/审核成功，但是创建预订单失败。 

处理方案：不用该商品来做预订单，或者将该商品在 1688 后台重新上架。 

2、商品在 1688 后台是否存在。比如某个商品是在精斗云系统中手工新增的，在线上没有对

应的商品。这种情况下，销货单保存/审核成功，但是创建预订单失败。 

处理方案：在 1688 后台先维护宝贝，然后只下载线上信息，最后和精斗云系统中的商品做



商品匹配。或者将精斗云系统中的商品删除掉，然后在 1688 后台维护宝贝，然后下载并创

建商品。用这两种方式创建的商品开单。 

3、商品数量不满足 1688 后台的最小起订量。比如某个商品在 1688 后台的最小起订量为 2，

但是开单的时候数量为 1，这种情况下，销货单保存/审核成功，但是创建预订单失败。 

处理方案：修改销货单中的数量，使之大于或者等于 1688 后台的最小起订量。 

4、开单时数量大于 1688 后台的库存，创建预订单时接口是会校验线上库存的。比如某个商

品在 1688 后台的库存为 20，但是开单的时候数量为 21，这种情况下，销货单保存/审核成

功，但是创建预订单失败。 

处理方案：开单时减少商品数量，或者将 1688 后台的库存调大。 

6.2 物流方式区别 

1、自提：无须填写物流单号。为了降低买家交易风险，阿里已经把“自提”的接口改成了

担保交易。自提不再是即时到账。买家扫描二维码支付后，需要确认收货。到账时长分为两

种： 

（1）买家确认收货后，资金到账； 

（2）买家未确认收货，也没有退货，则从卖家发货起第 10 天到账。 

2、快递：需要填写在 1688 后台填写物流单号。到账时长如下： 

（1）买家确认收货，立即到账； 

（2）买家未确认收货而且也未退货，商家发货起 10 日自动到账。 

 

自提担保交易流程可查看链接：https://cs.jdy.com/article/1556025411239 

6.3 搜索查询 

路径：E 经经模块—预订单 

商家的客户扫描商家给出的二维码后支付，预订单中的支付状态会相应发生改变。 

 



未上传的预订单可以重新上传，状态为“已上传&未支付”的预订单支持重新支付。支

持模糊查询销货单号和客户，支持通过日期，店铺，上传状态和支付状态进行筛选。 

7 常见问题 

7.1 精斗云 1688E 经经常见 FAQ 在哪里？ 

 详情请戳：https://cdn.jdy.com/jdy/helpDoc/jdyv5/1688E%E7%BB%8F%E7%BB%8F.pdf 

7.2 1688 诚信通商家如何开通大额支付？ 

 详情请戳：https://cs.jdy.com/article/1552618821953 

https://cdn.jdy.com/jdy/helpDoc/jdyv5/1688E%E7%BB%8F%E7%BB%8F.pdf
https://cs.jdy.com/article/1552618821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