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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开店流程 



 开店流程 

下载安装应用程序，如下图

所示，在手机app或者是互联

网中输入“微店”二字搜索，

找到手机应用软件下载下来。 

 



开店流程 



开店流程 



开店流程 

• 管理微店，微店开通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就
是对自己的微店进行管理，这类似于淘宝
店铺的装修，微店的管理包括六个方面的
内容：店铺管理、商品管理、收入管理、
客户管理、营销管理、订单管理。每个管
理对应一定的内容，可以慢慢摸索尝试，
只要你掌握了微店的各种营销技巧，最终
你的微店就能为你盈利啦。 

 



02  产品上架 



    宝贝上架 

 

打开微店 
 
点击商品管理 



宝贝上架 



  宝贝上架 



03  店铺装修 



店铺装修 



关于店铺封面 

• 1. 【文案】店铺封面要体现出店铺风格，与销
售产品相关，体现店铺品牌或者店铺文化。切
忌出现与店铺不相关信息误导买家。 

• 2. 【图片】主图要求设计清晰简单，切忌拼图。
主图标准尺寸：720*1280。 

• 3. 【注意事项】 

• 商品分类一定要为双数，建议4或6类，如果实
在无法为双数，也可以考虑取消分类导航展示。
分类后注意主图的主要元素和广告司切忌不要
被遮挡。 



关于店铺店招 

• 1. 【文案】店招同店铺封面功用一样，用文字
+图片的方式体现店铺名称及店铺经营文化，
来体现店铺销售商品相关内容。 

• 2. 【图片】主图一定要清晰无牛皮癣，不要拼

图，文字字体一定要同封面字体一致。店招主
图标准尺寸：640*330。 

• 3. 【注意事项】 

• 店招一定要有相应的广告宣传语或者给买家的
相关承诺来体现自己店铺产品特色及文化。 

 



关于店铺LOGO 

• 1. 【图片】LOGO要求清晰简单，字体颜色和格式同封面和店招

保持一致。切忌不要用日常生活照片来做LOGO，如店主靓照，

风景等。 

• 2. 【注意事项】 

• 如您销售的商品涉及品牌的，则您在使用店铺LOGO前务必经过

品牌方合法授权您使用该品牌的商标LOGO，否则您无权在店铺

展示该品牌LOGO。如非品牌商品的，建议添加店铺名称同时添

加销售类目，来进一步告知买家店铺销售相关。 

• 3. 【其他】建议开通担保交易，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些会在

店铺中以图标方式呈现，会增加买家对店铺的信任度从而提高

转化。 

 



关于店铺公告 

• 1. 【活动】店铺近期折扣活动以及单品的主推优惠，这
是买家最关心的，应该排在最前边。可以根据自身经营，
如增加购物满多少返红包（添加微信后可以与买家互动
增加客户粘性），购物买赠，买家秀返现等。 

•  【快递】买家下单前需要了解邮费和快递公司选择问题，
因此需要指出店铺包邮的条件以及对于偏远地区邮费资
费的大致标准，还有店铺常用的快递公司等。 

• 3. 【联系方式】店主的其他联系方式务必要有，如电话，
微信等。保证买家可以及时联系到店主 

•  4. 【注意事项】 

• 阐述过程中要分项阐述，调理清晰，简单有层次。关于
店铺正品保障的承诺以及售后服务的相关承诺可以采用
图片的方式，作为产品详情页在每个产品中体现。 



 商品主图 

• 商品主图是我们店铺优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一个好的商品主图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 1. 【图片】商品主图无水印，无牛皮癣，无拼
接，背景风格统一。尺寸建议在580*580及以
上正方形。 

• 2. 【注意事项】 

• 注意产品拍摄背景，例如食品类的要放在器皿
中拍摄，服饰一定有模特，以增强商品的体验
真实感，引起买家共鸣。利用场景拍摄时，注
意图片的焦点一定要放在商品实物上，服饰类
的拍摄时，商品一定要展示完整。 



商品标题 

• 优秀的商品标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 1. 【标题格式】：【促销信息或者产品特性】产品名称

+特性+包邮。其中【】中的内容为活动宝贝最核心的卖
点，最好控制在4个字左右。标题中可以重点推荐，介
绍宝贝的特点及促销信息，标题以包邮结尾。希望大家
改掉传统电商的思维，微店最大的特点是去中心化，不
用靠标题来抓搜索流量。 

• 2. 【标题字数】字数控制在18-26个字左右。尽量将标
题写的生动形象和买家产生共鸣。如果是服饰，鞋包，
则强调穿着的舒适度，款式的新颖，材质的特殊等。 

• 3. 【注意事项】 

• 标题及描述中不建议用动画表情等生僻的符号，避免出
现无法识别的情况呈现方框。 



商品详情页图片： 

• 1. 【主要内容】商品详情页图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产品
属性图+实拍图+产品包装图+产品证书+产品厂家介绍+物流售后
等。卖家在发布商品的时候，尤其是食品类商品，第二个图一
定要为产品属性图。产品属性图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产品名称，
品牌，规格，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地，生产许可证编号 

• 2. 【注意事项】 
• （1）注意产品详情图的背景尽量保持一致，保证在图片拼接时

不会出现图片拼接处背景画面不统一。服饰，鞋包类需要模特
穿着拍摄，食品类产品需将包装拆除进行实物拍摄，让买家购
买更直观。 

• （2）商品详情中要推荐几种最佳使用方法，营造场景。让买家
的体验感更强。 

• 3. 【其他】建议添加客户反馈，物流跟踪，卖家承诺等来提升
买家对店铺及产品的信任度。 



图片导航： 

  【图片】图片导航要求无水印，无牛皮癣，

无拼接，背景风格统一。尺寸建议在
580*580及以上正方形。 

【文案】导航名称要求5字以内，概括该导航
内商品主要内容即可。 

文字导航： 

【文案】文字导航要求8字以内，概括该导航
内商品主要内容即可。 



图片广告： 

• 【图片】图片导航要求无水印，无牛皮癣，
无拼接，背景风格统一。 

• 1.大图广告：图片比例不做限制 

• 2.轮播广告：图片比例为4：3 

• 3.两列广告：图片比例为4：3 



04  店铺运营 



微店定位 

一、免费 

二、是因为微店有腾讯粑粑投资，
自己人的话，在微信里面权限会相
应高些，像淘宝在微信分享个链接
都不行，只能用吱口令，心疼的抱
住了淘宝的宝宝们。 



微店的最大价值是分销渠道 

• 我们之所以先选择微店，而不是淘宝，看
重的是微店的分销模式。因为我们是自己
做的产品，是供应商，需要拓展渠道，渠
道有商超、分销商这种传统的玩法，也有
微店分销这样的新模式，就是微信上成百
上千万的用户，帮你做分销，量级分分钟
能做起来。我记得之前某个电商平台，做
分销模式，重点推广某个牛排，当天销售
几十万份，就是一个个小用户推出来的。 



微店基本功能介绍 

• 一个电商平台，包含最基本的功能有这几
个模块：商品管理、订单管理、营销推广、
店面装修和辅助功能，接下来，我用图例
的方式来展示这几个功能。需要注意的是，
在微店里面上下架产品、做活动、编辑素
材等最好是在移动端进行，效率会比PC端
高些。 



商品管理： 



订单管理 



营销推广 

• 微店的营销推广页面里面按照功能来分，
有获得新客的、营销工具（提升收益）、
分享互动（增加曝光）、推广服务和线下
活动。任何一个功能玩转了，都可以带来
很好的效果，不仅仅是微店运营，渠道运
营、微博运营也是如此。 



微店拼团 

拼团功能是我们当时选择微店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自己的APP不支持拼团功能，只能借助

第三方的。微店的拼团功能开通需要收费，
18块钱1个月，98块钱6个月，买的时间越

久，价格越低，如果不是长期做活动，建
议买1个月的。 



秒杀 

1、秒杀的作用是吸引流量，短时间内可以汇

聚大量的流量。因为秒杀的价格特别有诱
惑力，我们秒杀是把价值100元的课程，用
一元价格可以秒杀到，限定了50个名额，

秒杀就是这样，只有少部分人能够抢到，
抢不到的人，变成了流量，四处浏览时，
发生了购买行为，秒杀的本质就是如此。 



秒杀 

2、秒杀活动要做好，有两点需要把握住，一

个是提前预告，让用户知晓秒杀活动，切
记要让大部分用户知道，如果小部分人知
道这个活动，就失去了秒杀活动的意义了。
另外一个是做好账号限制，微店的注册比
较简单，一个手机可以注册一个，一个家
庭好几部手机时，就会发生一个用户秒杀
到多个物品的情况。 



朋友圈营销 

 

• 微信朋友圈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推广宝地，
如果利用好了客户是源源不断的，店主们
可以每天在微信朋友圈内发布商品信息，
这种推广方法虽然会比较让人反感，但是
一旦有人需要了就是钱来了。 

 



朋友圈营销 

 

 

• “客户需求、产品特点”。 

 

• 微商销售的农产品都跳不开特色与价值。 

 



新浪微博宣传推广 

 

新浪微博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平台，相
对微信来说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带链接，
而且客户群体也比较多，但是需要去积
累粉丝群体。 



微店内部推广方法 

友情店铺推广 

这个是免费的，可以在彼此的店铺互相
推荐，从而获得更多的客流量。分为手
动管理和自动管理两种。 



微店内部推广方法 

分成推广 

开通分成推广的话
可以让推广者帮你
推广商品，从而获
得更多订单。但是
这个交易成功后要
付费的，如果交易
不成功是不收费的，
回报也是非常可观
的。 



微店内部付费推广：微客多 



微店内部推广：拉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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