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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采购，都从搜索开始。百度爱采购是百度旗下的 B2B 平台，于 2018 年 9 月正式诞生，

旨在帮助广大企业买卖好货源，做出好生意。近四年来，爱采购始终以客户为中心，并持续高速发

展，目前已覆盖五金机械、能源化工、建材家装、冶金钢材等 34 个一级行业，1190 个二级行业，

为二十余万入驻的商家提供四大核心权益，加速商家商品曝光，助力商家与买家高效互联，快速达

成交易。爱采购背靠百度的领先搜索技术，并利用高新 AI 技术，极速处理信息，匹配需求线索，

帮助买家直达海量商品信息和优质商家，助力商家发展革新，为整个 B端行业带来全新的营销理念

与经营模式，真正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增效，为众多商家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

的解决方案。 

 

爱采购发展里程碑 

2018 年 9 月，百度爱采购正式上线； 

2019 年 5 月，爱采购卖家版 APP 上架，一站式客户管理系统，帮助商家多做生意、做好生

意； 

2019 年 8 月，爱采购隆重推出百度小程序、微信小程序，达成四端覆盖，聚合全网优质流

量。 

2020 年 6 月，爱采购商机广场面世，促进会员报价，进一步提升买家的询价效率和体验。 

2020 年 7 月，爱采购重磅推出爱采购商学堂，为商家提供优质的教育培训服务； 

2020 年 9 月，爱采购全国首家体验店在余姚市盛大开业； 

2020 年 12 月，实力供应商全面升级，更精细化的权益帮助买卖双方实现更精准的交易撮合； 

2021 年 5 月，第一届百度爱采购数智大会在上海圆满落幕，爱采购联合艾瑞咨询重磅发布

《2021 年中国工业品 B2B市场研究报告》； 

2021 年 6 月，爱采购第二家线下体验店在邯郸市正式开业； 

2021 年 7 月，爱采购接受人民三农专访：优质互联网平台为乡村企业提供有效线上渠道通

路，助力乡村数字化转型； 

2021 年 8 月，在线交易功能正式于商家后台向全量商家开放，爱采购稳步迈向在线交易的电

商平台新阶段； 

2021 年 12 月，爱采购第三家线下体验店在成都市正式开业； 

2022 年 2 月，视频营销能力开始赋能会员，爱采购整合百度域内视频生态资源，联合企业百

家号，实现号店一体，内容商品综合经营，利用多维工具为会员创造更大价值； 

2022 年 1 月，为解决各产业城企业数字化营销诉求，“智采中国”系列活动正式上线，同年 4

月，基于活动调研，百度爱采购首次对外发布《2022春季产业城观察报告》。 

 

爱采购的故事未完待续...... 

从买卖体验中来，到商家成功中去！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爱采购将继续以客户为中心，助力

广大商家走向成功。接下来就请跟随本书一同探索爱采购各项产品功能与权益，掌握成功秘诀，八

天玩转爱采购店铺经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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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爱采购是百度旗下的 B2B 平台，旨在帮助用户一站直达全网商品信息，触达海量优质商

家，通过安全便捷的交易能力全网采购。商家可通过爱采购与百度搜索无缝对接，满足用户对于采

购信息检索诉求，获取精准买家，获得更多商机与订单。百度爱采购通过 AI 等手段帮助中小企业

全力解决采购、批发、渠道及货源问题。 

为了帮助用户轻松获客，购买百度爱采购后的商家可立享以下四大权益：专属企业名片、多终

端阵地、多场景曝光、多线索全链路打通。接下来将为您详细讲解每一项权益的具体内容。 

 

1. $%&'()**+,-./0123 

企业名片是指爱采购在百度搜索中为您准备的专属企业展现样式，在“移动端”和“电脑端”

均可展示。通过企业名片买家可直观的看到您的企业的各项信息，助您打造品牌，提升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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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采购通过“微信小程序”“百度 APP 小程序”“电脑端”和“移动网页”终端阵地，将您的

商品全网展现。用户在百度或者百度爱采购首页，通过货源搜索与厂家搜索等方式，使更多的潜客

看到您的优质商品。 

 

3. 4BCDE**F4GHIJ/KLMLNO 

百度爱采购打通百度产品矩阵，通过“搜索阿拉丁”“搜索采购频道”“百度信息流”和“爱

采购问答卡”四类通路，为您获取全方位多个渠道的曝光加成，提升商品曝光量。 

 

4. 4PH@QRST**UVPHWT/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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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爱采购具备多种询价方式，高精准度分发线索，不仅可以实现买家寻找卖家，还可以让卖

家主动寻找买家。首先，您每天都可以通过商机广场主动获取线索，根据求购信息，主动联系买

家，成交订单；其次，通过爱采购多场景曝光，买家可从您的店铺或者商品页面的获取底价、查看

电话、在线咨询、在线交易等不同的方式找到您，助您足不出户接收线索，完成交易。 

 

!1# $%&2345 

1. ^_`a  

爱采购平台为买卖双方提供信息价值并撮合匹配，通过卖家找买家和买家找卖家的两种方式，

最终完成商机线索的握手成交，交易类型为通过线下交易方式完成。 

 
注：线下交易是指交易双方线下达成交易意向并通过传统方式完成交易，未在网站上形成交易订单并完成支付的交易类型。 

2. bP`a 

由于买家逐步养成“网购”习惯，在疫情大环境下更多采购人员从线下采购转移到了阳光、透

明、高效且简单的线上采购方式。所谓在线交易指的就是让买家所见即所得，由百度平台进行交易

保障，买家自主在爱采购平台进行登录浏览、选品、下单并完成线上支付的交易类型。在线交易也

是最普遍交易场景之一，对于客户，无论在搜索场景或是推广场景中，只需要点击某款商品，然后

点击立即订购，直接付款即可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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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def'9g]hij 

百度爱采购工业品自营店基于 AI 数字化解决方案与服务生态的构建，致力于实现供服一体化

解决方案，旨在解决工业品采购成本高、数据利用率低、采购流程不透明的三大难题。通过阳光化

采购、信息处理自动化、采购信息透明化为企业采购提供解决方案。 

若您入驻爱采购后，店铺星级达到 4星级及以上，同时公司有电商运营团队，公司年产值/年

销售额达 1000 万以上，则有机会入驻百度爱采购工业品自营店，成为爱采购自营店铺的供应商。

具体可以通过爱采购官网进入“百度爱采购工业品自营店”点击“在线咨询”询问官方客服。 

 

!6# $%&7845 

1. cdeklmn 

百度爱采购为服务商代运营机制，百度的流量与技术，结合服务商的针对性特色服务，强强联

合，深入产业腹地，积极响应您的各类需求。为了减轻您的店铺运营负担，让企业更轻松地运营店

铺，百度爱采购合作的服务商将为您提供专业、全面、贴心的标准化专属服务，助力您实现买卖双

方的有力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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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deg]IJ 

（1）百度直客体系 

百度直客体系，分为行业群组、营销服务联络中心，皆隶属于百度。 

（2）服务商 

服务商是百度爱采购专属合作的第三方机构，皆在 B2B 行业深耕多年，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

专业的服务能力。您可以在【爱采购官网】-【服务商查询】（https://b2b.baidu.com/partner）

页面输入服务商全称进行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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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deopqrst 

（1）首先，请您优先判断所售卖商品是否为爱采购禁售商品，若是禁售商品则不可以引入爱

采购平台； 

（2）其次，请您判断所售卖商品是否为爱采购限售商品，若是限售商品则需要提供对应许可

证资质才可引入； 

（3）最后，若您售卖商品既不属于禁售行业，也不属于限售行业，只需要您的营业执照包含

您的经营范围即可。 

2. uvcdewxyz 

爱采购风控规则分为“禁售 13 大行业”和“限售 18 大行业”。禁售商品为爱采购平台不允许

引入的商品，限售商品为拥有对应许可证资质可以引入爱采购平台的商品。 

注：限售行业资质，除招商加盟/商标/检验检测服务类，其他均不允许授权使用。 

（1）禁售 13 大行业商品类目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禁售类商品一律不允许引入爱采购平台，下图为禁售商品类目： 

 

禁售商品类别 

一、药品、医疗器械类 

二、农药类 

三、易燃易爆，有毒化学品、毒品类 

四、仿真枪、军警用品、危险武器类 

五、反动等破坏性信息类 

六、色情低俗、催情用品类 

七、涉及人身安全，隐私类 

八、非法服务、票证类 

九、动植物、动植物器官及动物捕杀工具类 

十、涉及盗取等非法所得及非法用途软件、工具或设备类 

十一、未经允许违反国家行政法规或不适合交易的商品 

十二、虚拟类 

十三、其他类 

 

（2）限售 18 大行业商品类目 

为规范市场，保障买家基本利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推广特殊行业商品需提供相

应合法资质，详细内容请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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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商品类别 

一、医疗器械 

二、兽药 

三、危险化学品 

四、农药 

五、保健品 

六、食品 

七、出版物 

八、化妆品 

九、消毒产品 

十、婴儿哺育喂养（不含食品） 

十一、种子/种苗/种球 

十二、动物活体 

十三、动物饲料 

十四、净水装置 

十五、招商加盟 

十六、检测检验服务 

十七、汽车租赁 

十八、旅游服务 

!*# &>:? 

{| eZM}#

（1）服务商或百度分公司代表将通过电话与您详细沟通； 

（2）沟通完成后，与您确定合作方案并完成签约； 

（3）请提交公司资质并完成资质审核后提交商品信息； 

（4）完成入驻； 

 

2. ~9kl���� 

爱采购会员分为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会员服务，请您根据实际需求来选择合适的爱采购会

员的服务价格，价格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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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de?���� 

爱采购商家后台是集数据效果看板、店铺营销、线索管理、商品管理等多种功能与工具为一体

的数智化经营阵地。购买爱采购店铺后，您需要开通爱采购商家后台，通过该平台，让您的店铺变

得有血有肉，助力您经营好自己的店铺。 

2. ���"cde?��� 

入驻爱采购后，可使用会员注册账号直接访问“爱采购商家后台”即完成线上授权。 

爱采购商家后台链接：https://b2bwork.baidu.com 

 
若您是通过服务商入驻的商家，首次登陆平台将弹窗提示商家确认是否开通“爱采购商家后

台”使用权限，商家点击【同意授权】后，平台将再次提醒确认提示，一旦商家确定选择“爱采购

商家后台”作为唯一商品信息管理平台，服务商后台的商品管理权限将同步失效，且您无法再使用

服务商后台管理商品信息，原服务商后台中的商品将于 24 小时内同步至“爱采购商家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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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为规范市场，保障买家基本利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推广特殊行业商品需提供相应合法

资质后方可在爱采购平台展现。若您属于特殊行业（特殊行业包括：医疗器械、危险化工品、保健

食品、农药、兽药等，详情请见附件一：风控规则一览表），您需要优先上传经营许可证。 

（1）通过爱采购商家后台左侧导航栏中【店铺管理】-【店铺信息】-【店铺经营许可证】-

【添加证照】上传经营许可证。 

注：可点击【经营许可资质证照】右侧的○？ 了解资质上传详细信息，查看对应行业所需的证照要求。 

 
（2）根据您持有的证照资质,选择所属证照类型。 

（3）选择该类型下所需的资质证照，选择好后点击【确认】。 

 

（4）上传资质证照图片，根据证照内容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注：请确保提交的证照清晰可读，上传的经营许可证须为开店公司所有（经营许可资质证照上的主体名称与营业执照上的公司名称一

致。 

（5）每次操作只可添加一种资质证照，如有多种证照您可重复以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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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击【提交】后，系统将在 1个工作日内通知您审核结果，您也可通过【爱采购商家后

台】-【店铺管理】-【店铺经营许可证页面】查询结果。 

（7）如审核未通过可点击审核记录查询未通过审核意见，根据审核意见调整相关信息后重新

上传。 

 

FG HI'JB,KL

（1）通过爱采购商家后台左侧导航栏中【商品管理】-【发布新商品】，上传商品信息； 

注：医疗器械行业需要将公司资质和商品资质上传至商品详情页 

（2）提交商品信息详情（*为必填项），点击填写框后可根据右侧的发布助手和商品优化建议

进行信息填写与修正，填写标题时发布助手会实时给出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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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以根据商品的起批量不同，对商品价格进行组合报价，填写合理范围内的价格即可。 

 

（4）选择您的发货地并勾选所售卖区域 

 

（5）点击【保存】，在商品上架前您可先对所上传的商品进行【预览】，检查商品展现效果

是否符合预期。 

注：在商品预览页不展示【获取底价】和【查看电话】等按钮，商品上架之后会自动在商品详情页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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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确认提交商品后待系统审核并上架，预计提交后 2 个工作日内反馈商品审核结果。 

5. ����?����� 

（1）商详编辑器 

商详编辑器为会员提供多套免费商详模版，会员可自主编辑内容，帮助会员能制作精美的商品

详情页，进而提高整个商品展示的质量，为店铺带来更高的曝光和订单量。具体操作如下： 

① 进入商家后台，找到【商品管理】模块，点击【发布新商品】，选择【装修商详】即可打

开商品详情编辑器。 

 

② 商详编辑器左下角的【高级组件】就是提供的商详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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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点击【高级组件】下方的组件， 即可选择模板。右侧栏会出现相应的文字/图片编辑模

块，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内容编辑。 

u 模板上一些文字模块，如下方的【文本内容 2】不想填写英文的话，用空格填充即可 

u 模板上的图片可以通过点击右侧的图片模块进行编辑。点击图片模块即可进入素材空间选

择自己喜欢的图片 

u 每个商品，单个组件，只能添加 2个模板。举个例子，【商品细节】在一个商品的详情

中，只能选择两个模板 

 

（2）商详批量投放 

商详批量投放是面向百度爱采购会员的一个商品工具。通过使用该功能,会员可以将编辑好的

商品详情批量应用到所选择的商品上，并设置详情内容的生效时间。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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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登陆百度爱采购商家后台，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商品管理】模块的【商详批量投放】即可

进入该功能页。 

 

② 点击功能页右上角的【创建批量投放】即可进入商详装修页面，目前仅支持添加 1张图片

或 1 个高级组件。 

 
③ 若选择右侧栏中的【图片】组件，即可进入素材空间选择想要的图片；若选择右侧栏中的

【高级组件】，即可对模板进行编辑。模板编辑的具体操作方式请参考【商详编辑器】的

内容。 

（3）完成组件选择和编辑后，记得点击下方的【保存并投放】,即可进入【商品批量投放】环

节 

u 选择组件在商品详情中的出现位置，目前有商详顶部和底部两个选择。 

u 选择组件投放的生效时间。 

u 选择想要投放的商品，勾选想要投放以上详情内容的商品。（可根据类目/关键词/商品星

级来筛选需要投放的商品；选择商品的数量上限为 100 个；已投放其他详情内容的商品不

可再次被选择，需要先解除其他详情投放后，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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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提交投放。选择完商品后，点击下方的【提交】即可。（提交投放之后，会进入审核环

节，审核时效一般为 2个工作日。等待审核通过后，我们就能在所选的商品详情中看到批

量投放的内容） 

 

6. ����?9��� 

（1）通过爱采购商家后台左侧导航栏中【商品列表】。展示所有“售卖中”和“已下架”的

商品。 

① 可在此处进行商品的【批量上架】或【下架】，也可根据右侧显示的商品状态对商品进行

处理； 

② 操作栏中显示【上架】按钮表示商品未售卖，可以进行上架操作；显示【下架】按钮表示

商品正在售卖，可以进行下架操作； 

③ 操作栏中显示【关联视频】表示该商品可以上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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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操作栏中显示【分享】可以进行分享二维码或是商品链接。 

⑤ 同时可以对商品信息进行编辑，商品编辑后审核时间和商品上架审核时间相同，最多为 2

个工作日。 

（2）通过爱采购商家后台左侧导航栏中【商品发布记录】 

展示会员商品发布状态及商品审核未通过原因，清晰地了解商品发布以及审核状态的情况。 

（3）处于【发布中】状态的商品表示上传的商品正在进行审核或正在排队发布。 

 
（4）发布失败状态的商品分为审核驳回、入库失败、违规巡查三种状态类型； 

① 审核驳回：表示商品信息存在不合格情况，您需在 15天内根据页面提示的驳回原因对商

品进行修改后重新提交； 

② 入库失败：商品重复、系统请求超时、网络不稳定等原因造成，请重试或修改后再次提

交； 

③ 违规巡查：平台发现商品存在违规信息导致商品不展现，请重新通过商品管理提交合规的

商品。 

 

7. ?9 ¡ 

在爱采购商家后台左侧导航栏中【商品管理】-【商品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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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商品体检】进入后可以对商品进行体检，并提示待优化商品。 

 
（2）体检项目包括： 

① 标题低质（如标题内容重复堆砌、问句形式等） 

② 主图低质（如重复、水印、模糊等） 

③ 价格低质（如虚假价格、面议等） 

④ 参数低质（如有效参数数量过少） 

⑤ 商品详情低质（如无描述、内容重复堆砌、图片重复等） 

（3）完成体检后，查看当前售卖中商品的非低质物料占比，检测的问题数量和有问题的商品

数量，可点击【立即处理】跳转到问题处理页面对问题商品进行优化。 

（4）在问题处理页面查看问题所带来的危害和处理建议，根据建议对问题商品针对性的进行

修改，提高商品的质量分。修改后的商品将在一个工作日内生效展现 

（具体商品质量标准及优化方式的详细讲解参见第四天-第三节） 

 

（5）同时在商品列表页面中可查看商品体检分（商品质量分）和商品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

商品提示进行优化，分数越高商品质量越优质，满分为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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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商家后台可以自行设置单位，你可以点击商品单位右侧的【商品单位不合适○?点击这里】增加

单位。 

 

（1） 点击后将进入商品单位添加页面，点击添加单位即可补充您需求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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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商品单位审核通过后会通过【站内信】的形式通知会员进行使用，若未通过审核也会

通知。 

9. ¦L§¨ 

通过爱采购商家后台左侧导航栏中【商品管理】-【批量改商品】进入批量修改页面，在批量

修改页面可以看到【批量修改参数】、【修改属性】、【操作记录】三部分。 

（1）批量修改参数 

批量修改参数中包含：“商品类目”、“商品名称”、“商品关键字”、“商品单位”、“商

品价格”、“商品发货地”六个小类。 

注：【修改属性】中包含：商品属性。 

 
① 点击【批量修改参数】 

u 在最上方勾选对应的修改项，勾选后明细列表增加对应的列； 

u 点击添加商品选择需要修改的商品。 

 
② 在添加商品时，可以通过选择类目和商品标题的关键词进行添加，商品类型包括售卖中、

已下架、草稿箱三部分。 

③ 点击修改按钮对商品类目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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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点击后将展开商品类目修改操作界面，修改后所有选中的商品将被修改为同一类目。 

 
（2）商品标题修改 

点击【标题修改】按钮，对选中商品的标题进行修改，修改的类型包括： 

u 批量添加前缀和后缀； 

u 对标题中的文字进行替换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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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键词修改 

可以批量添加关键词或批量修改关键词，同样可以添加或者删除文字。 

 
（4）修改价格 

既可以按比例也可以按金额来批量上调或降低价格。 

（注：若某商品当前价格小于商品降价金额时，商品的价格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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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批量修改单位 

可以将所选中商品单位修改为同一个单位。 

 

（6）批量修改发货地 

可以将所选中商品修改为同一个发货地。 

 

（7）修改属性 

可以对所选中商品的属性进行修改（和参数修改方式一致）。 

① 选择需要修改的商品，可以通过类目和关键词选择； 

② 选择商品后修改该页面对应的参数完成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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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ª«¬ 

素材空间为您提供 5GB超大存储空间，可将本地存储的素材（图片与视频）进行批量上传至素

材空间，通过素材空间将图片与视频批量上传至商品轮播图、商品详情图与主图视频模块。 

（1）操作流程 

① 通过爱采购商家后台左侧导航栏中【商品管理】-【素材空间】-【创建文件夹】，根据需

要设置名称，建立好文件夹。 

 

② 建立好文件夹，点击【上传文件】，选择存放素材的文件夹，点击【上传】或拖动图片视

频即可将本地已经准备好的素材批量上传至素材空间。 

（注：上传素材前请仔细阅读素材空间对素材尺寸、大小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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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传至素材空间的图片暂不进行审核；视频素材需审核，预计需要 1 个工作日。 

③ 点击操作下方的按钮可对素材进行：信息复制、删除（将素材转移至回收站）、转移至

（将素材转移至其他文件夹）、下载（将图片下载到本地）、编辑的五项操作。 

 

④ 编辑图片功能，可对图片名称进行修改，同时可对图片进行“旋转”“左右镜像”“上下

镜像”“裁剪”四项操作。 

⑤ 同时可查看素材空间已上传图片和视频的名称、大小、尺寸、上传时间、状态、是否被引

用等信息。 

⑥ 删除后的素材将存放至【回收站】，可根据需要选择“彻底删除”或“恢复”已删除的素

材，回收站保存 7天内删除的素材。 

⑦ 如何使用素材空间素材？ 

点击【商品管理】-【发布新商品】进入商品发布页，点击【商品轮播图】、【主图视频】以

及【商品详情图】均可调起素材空间，选择所需文件夹中的素材批量上传至对应模块即可。 

（注：点击左下角的【进入素材空间】可直接进入素材空间，但当前创建的商品将不会被保存，需重新上传） 

 

 

11.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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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爱采购商家后台左侧导航栏中【店铺营销】-【主推商品】可设置热销商品。 

主推 1-3 推荐商品将被展示在您的企业名片上，10 个推荐商品全部展示在您店铺页顶部商品

轮播区域，商品可按照 1-10 数字自定义 ，爱采购将按照最小数字排序定义推荐商品可展示的位

置，数字越小排序越靠前，被推荐的商品较店铺内其他商品有更多曝光机会。 

① 普通会员可设置 10 个，实力供应商可设置 30 个。 

主推商品将展示在企业名片与会员店铺页顶部商品轮播展示位置; 

 
② 对于已经上架展示的商品可以在此将商品设置成为推荐商品，点击【立即添加商品】，进

入操作界面。 

 

③ 商品左上角的数字代表推荐商品展现位置，数字越小展现位置越靠前。可通过对页面下方

已选商品进行拖动改变推荐商品的顺序，编辑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设置生效。 

12. ?9¯° 

通过爱采购商家后台左侧导航栏中【店铺营销】-【商品分类】对店铺内的商品进行自主分

类，分类后的商品将在店铺首页中按分类设置展现。 

（1）您可以从多种角度（例如商品类别、适用人群、使用场景等）对商品进行分类设置， 

① 每个分类可以设置两级； 

② 点击【添加分类】可以进行一级分类的添加，您可在一分类下添加对应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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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点击一级分类右侧的【添加子分类】按钮可以进行二级分类的添加，添加二级分类后，只

能在二级分类添加商品，不能再通过一级分类添加商品。 

④ 创建二级分类时，若一级分类下有商品，则系统将删除该一级分类下的商品。 

注：最多可添加 40 个一级分类，每个一级分类下最多可添加 20 个子分类，分类名称最多 30 个字且不可以重复。 

 
⑤ 点击【管理商品】可以对该分类下的商品进行【添加】和【移除】。 

 

⑥ 设置后的分类商品在【电脑端】将展现在店铺首页。 

注：若一级分类下直接关联了商品，则展示该一级分类，否则不展示；若二级分类下关联了商品，则展示该二级分类，否则不展示。

如果没有设置则展示【产品目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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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设置后的分类商品在【手机端】展示样式如下： 

当新增分类模块，只要您配置了分类且只要有一个分类下有商品，即可展示该模块，并且同时

展示会员设置的一级二级分类。 

 

13. ±²³´ 

通过爱采购商家后台左侧导航栏中【店铺营销】-【关联搭配】可以对店铺中的商品进行关联

搭配商品的设置。当设置完成后就可以进行关联销售，为商品带来更多曝光。 

前端展示样式如下图： 



百度爱采购 

 

 

 
34 

 

（1）该功能将商品分为“主商品”和“关联搭配商品”两部分 

“主商品”是针对售卖中的所有的商品，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搭配除该商品以外的“关联商

品”，同时主商品也可以作为其他商品的关联商品，请您至少搭配一个商品。 

（2）具体“关联搭配商品”操作步骤： 

① 点击【店内推荐】进入【关联搭配】主页面，选中需要设置搭配商品的主商品。 

 
② 选中“主商品”后点击操作中的【关联搭配】对选中的“主商品”设置关联搭配商品，选

中适合关联销售的商品后，设置为关联搭配商品，即可完成操作设置。 

注：批量设置关联搭配后，如果设置的商品已有搭配售卖的商品，则原有设置的关联搭配商品将会被清除，需要重新设置关联

搭配，新设置的关联商品将会设置为相同的关联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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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选择需要设置的标签，如果已经设置标签完成可以直接选择使用，没有设置标签可以重新

设置后在使用。同时也可以对标签的顺序进行移动，商家后台中标签的位置即为店铺页中

展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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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设置完成后的标签可以进行商品顺序的“调换”和“删除”如需新增可到全部可选商品中

进行设置。 

14µ ����¶·j� 

通过爱采购商家后台左侧导航栏中【店铺管理】-【店铺信息】用于爱采购店铺资料的展示与

管理。管理您的“企业名片 logo”、“网址”、“询盘表单”、“接收电话”、“QQ号”、“微

信号修改”等店铺资料。 

 

① 联系人、常用邮箱、QQ号、微信号：展示在爱采购平台（b2b.baidu.com）店铺页-联系

我们，方便买家联系。 

② 手机号：展示在爱采购平台（b2b.baidu.com）及商品详情页【查看电话】与【立即询

价】信息接收及店铺页-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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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企业网址：网址默认设置爱采购店铺主页，如修改，请填写与推广资质一致的 ICP备案网

址，如网址 ICP备案与推广资质不一致，可下载站点文件放至网站根目录下且可以被访，

校验成功的网址将展示在企业名片上，提交网址后立即生效，如放站点文件至网站根目录

成功后网址修改立即生效。 

 

15µ r}¸�� 

企业智能小程序是爱采购为会员打造的权益与私有流量依托，会员通过入驻爱采购可快速自动

发布小程序，小程序可以在“手机百度 APP”内被便捷地获取和浏览，智能连接会员与用户，打造

开放生态，享私域流量，自由运营。 

（1）企业智能小程序的展现样式及功能 

 
（2）企业智能小程序主要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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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智能小程序其他入口 

 
（4）会员小程序开通流程 

成功入驻爱采购会员且完成真实性认证状态，系统将根据会员资料自动送审小程序进行审核。 

（5）会员查询小程序状态及修改信息 

会员可通过【爱采购商家后台】-【店铺管理】-【小程序管理】，查询小程序状态，小程序各

项状态及说明如下图： 

序号 状态 释义 

1 小程序注册中 系统根据营业资质等信息正在自动注册小程序，请耐心等待 

2 小程序注册失败 因 XX 原因注册小程序失败，请修改信息并再次提交，系统将返回具体原因 

3 小程序发布中 小程序基本信息审核通过，请耐心等待 

4 小程序发布成功 小程序发布成功，可通过手机百度 APP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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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程序审核中 小程序基本信息审核中，请等待审核结果 

6 小程序审核失败 小程序基本信息审核失败，或当前资质开通数量已达上限 

7 小程序下线 会员主动下线小程序或小程序因内容涉及风控违规等原因导致不展现 

 

（6）小程序信息修改 

在发布成功状态下，会员可修改小程序信息(小程序名称、头像、简介、类目），需要注意的

是每个信息有修改的次数限制，可以在【商家后台】-【小程序管理】看到详细说明。 

① 小程序名称修改 

注：如名称中包含品牌或商标等，需上传《商标证》等资质。 

 

② 小程序头像修改 

需上传像素在 256*256 以上的正方形图片，jpg、png格式，大小不要超过 10MB，图片四个角

落最好留白，不要有遮挡。 

 

③ 小程序简介修改 

简介必须与小程序的名称、头像等基本信息相互之间有所关联；实际提供的说明内容，需与小

程序的简介一致。 

④ 小程序类目修改 



百度爱采购 

 

 

 
40 

按发布的商品信息选择合适的类目匹配，可以与爱采购商品类目不一致。 

 

⑤ 小程序预览 

小程序发布成功可使用“手机百度 APP”预览小程序，在百度 APP右上角“+”号，“扫一

扫”二维码预览。 

16µ j¹t 

通过爱采购商家后台左侧导航栏中【店铺管理】-【店铺诊断】对店铺进行“诊断”和“优

化”。 

（1)“经营诊断”能力项包括：“商品能力” “运营能力”“服务能力”“商家能力”“交

易能力”（该项仅在店铺星级中进行考核）和“违规行为”（该项仅在店铺分中进行考核）。 

（2）会员点击【去提升】或【去看看】即可跳转至相应页面，对待优化项进行处理。 

 
① 点击【商品能力】-【去提升】 

可查看：“3星及以上商品占比”“4星及以上商品占比”“短视频商品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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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点击优化商品质量-【去优化】将直接跳转【商品体检】页面，可直接根据优化建议对商

品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 

u 点击提升主推商品短视频覆盖率-【去查看】将会跳转【商品推荐】，可直接查看主推商

品列表页。 

 

② 点击【运营能力】-【去提升】 

可查看：“内容运营-优质回答数”“视频运营-优质视频提交数”“店龄”“视频运营-开通

视频营销” 

 

③ 点击【服务能力】-【去提升】 

u 可查看：“咨询体验-IM3分钟响应率”“商品体验-品质退款率”“物流体验-发货履约

率”“售后体验-退款时长”“纠纷率”“咨询体验-表单询盘 24H响应率”  

u 点击开通在线交易-【去开通】将会跳转至【开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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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点击【商家能力】-【去提升】 

u 可查看：“商家真实性认证”“商家深度认证”“在线交易买家保”“特色服务保障” 

u 点击加入买家保障计划-【去开通】将会跳转至【资产中心】。 

 
⑤ 点击【交易能力】-【去提升】 

u 可查看：“订单数” “销售额” 

u 点击合理规划主推爆款-【去设置】将会跳转【商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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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点击【违规行为】-【去处理】 

u 可查看：“重复铺货” 

u 点击诊断建议-【了解平台判定重复铺货行为的标准 】将会跳转到商家社区的公告中。 

u 点击诊断建议-【去处理】即可跳转重复商品组列表页，字段包括重复组、组内第一条商

品、重复组内的商品数、处理状态和查看明细。 

 
u 点击【查看明细】即可打开该重复组的商品明细页面，可在该页面对重复商品进行“批量

删除”。 

 

注：同一重复组内的商品将按照商品质量排序，建议每个重复商品组保留第一条商品即可。针对主推商品，会在商品左上角进行提

示，建议保留主推商品，或删除主推商品后，重新设置主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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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N OPP 

1. [�º APP���� 

爱采购卖家版 APP 是爱采购官方面向付费会员提供的专属移动经营工作台，企业在入驻爱采购

后即可注册卖家版 APP，获得权益和服务。开店后一定不要忘记下载爱采购卖家版 APP，随时随地

掌握一手店铺情况。 

卖家版 APP实现管家式服务，微信流量一站式打通。实现 IM信息实时反馈，数据报告日日可

见。同时可以向意向客户微信发送采购名片，宣传您的店铺，彰显您的实力。 

2. [�º APP»¼½¾¿��� 

商家入驻爱采购并在商家后台上传完店铺和商品信息后，可通过【爱采购卖家版 app】的“运营

助手”功能了解店铺在“服务质量”、“店铺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并通过“店铺诊断”、“商品体检”功能

对店铺和商品进行实时检测和优化。 

店铺的服务能力是买家对商家最直观的感受，良好的店铺会具有完善的服务功能，“店铺诊断”
是商家了解店铺功能和运营状况的工具，能快速定位在“交易能力”、“服务能力”、“商家能力”等方

面的不足，提供运营优化策略，优化店铺展示效果并提升买家对店铺的认可度，为店铺带来更多的

“回头客”。您可以登录爱采购卖家版 APP，选择【我的应用】中的【店铺诊断】，即可进入店铺诊

断详情页。 

 

（1）在完善了店铺的功能后需要对商品进行运营维护，完整的商品图片和标题能让更多的买

家了解商品，通过“电话”“IM 消息”等方式带来商机，“商品体检”是商品质量分析工具，提

供“商品图片” “标题”等多维度检测，将商品存在的问题指出来，商家能了解商品质量情况并

及时优化商品信息及内容，让买家在搜索和浏览商品时有更好的体验，促使点击电话、IM 消息等

商机生成。 

（2）运营助手是进行店铺运营的有力助手，会提示未处理的“推荐线索”“询价订单”等信

息，让商家不错过商机，根据引导可提升店铺质量和服务水平，增强店铺整体的展现效果和并让买

家对店铺有更高的信任程度。 

3. ?ÀPHÁÂ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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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店铺诊断”和“商品体检”对店铺和商品的优化会带来买家更多的询盘信息和商机线

索，可在卖家版 APP 的【我的线索】实时查看“询价订单”“线索推荐信息”与买家交流，不错过

任何一个商机。 

 

（1）询价订单：是买家对应特定商家的某件商品进行的询盘，商家能知悉买家的采购需求和

联系方式，并通过电话进行报价与买家直接沟通，达成一致后即可生成订单。 

（2）线索推荐：是百度智能匹配后推送给商家的询盘信息，和“询价订单”相比具有高匹配

度，根据自身店铺和商品情况去精准报价和联系买家，能让更多客户了解商品和店铺信息，增加店

铺的曝光和点击量。 

（3）商机广场：是具有大量买家询盘信息的“大池子”，与“询价订单”“线索推荐”相

比，商家具有主动性，可根据关键字寻找询盘信息进行电话报价，提高店铺的曝光量和成单量。 

（4）IM 消息：是连接买家与卖家进行实时沟通的功能，能让买卖双方详细了解需求，降低了

沟通成本提高了沟通效率，商家可对咨询客户进行管理和运营，让客户对店铺更加信任，让他们成

为“回头客”提高客户的黏性，促成订单量的提升。 

4. ÄiÅÆÇÈÉ 

当您在运营店铺时，可通过【智慧商机】功能分析店铺和商品的曝光、点击等运营效果以及带

来具体的商机线索。【智慧商机】是商家对“店铺”“商品”“买家行为”等数据进行分析的工

具，可视化卖家线上各种经营路径的效果，为精细化运营做辅助参考，商家可针对较差的数据效果

做出优化措施，让店铺运营变的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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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ÊËÌ}ÍÎÏ 

（1）爱采购商学堂 

在店铺和商品运营中遇到疑惑或者不知道应该如何增加店铺曝光和点击量时，可以通过【成长

中心】进行运营技巧的培训，【成长中心】是线上专属学习平台，提供线上营销课程、行业建议以

及店铺运营技巧，新入驻商家可在“新手必修”学习运营技巧，有经验的商家可在“专题强化”提

升特定技能，能帮助商家去高效运营店铺、管理商品。 

       

商学堂是爱采购官方运营团队专为会员打造的教育平台，旨在帮助会员朋友提升运营能力，助

力商家一步一步成长。商学堂设有“线上教育”“线下培训”“商家社区”三大体系，内容包含

“平台资讯”“产品功能”“经营管理”“内容营销”等等，帮助商家稳步健康发展。商学堂在商

家成长的全链路中，通过全面覆盖+精准培养的模式，服务更多有成长诉求的商家，深度践行“学

习让生意更简单”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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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课程 

商学堂的课程内容涉及“产品知识”“工具使用”“平台资讯”“店铺经营”“管理”等方

面，以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精彩内容，无论你是新商入驻，还是运营老手，都能在商学堂中

找到适合你的课程内容。 

  

② 训练营 

商学堂的线下培训体系以“训练营”的形式开展。 

对于新会员来说，在完成开店工作，熟悉了店铺日常运营工具以后，“训练营”就是您快速获

得运营思路，打开爱采购生意大门的钥匙。 

除了爱采购官方大量的直播培训课程，还能加入 30天的线上答疑群，第一时间为您解答疑

惑、解决问题，同时您还能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战友，互帮互助，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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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直播 

除了固定课程以外，商学堂还为您准备了每周固定的直播栏目《直播来了》，线上与大咖面对

面，有问题随时提，还有精美实物好礼等您来拿！直播内容包含“平台规则” “产品功能与操

作”“内容营销方法”等多个方面，帮助更多商家便捷地获取经验，为您解疑答惑，同时提供更多

更全的运营思路。 

   

（2）如何进入商学堂？ 

您可以从爱采购卖家版 APP-【成长】页面进入【商学堂】。后续通过【商家后台】也将开放

【商学堂】入口。 

同时在爱采购官网的【商家社区】也有更多精彩内容等着您，期待在爱采购商学堂和您相遇！ 

（3）爱采购广播站 

爱采购广播站是商家了解爱采购官方“活动营销”“规则更新”“行业资讯”的渠道，商家可第

一时间了解行业咨询、参与平台活动、了解风控规则，帮助商家玩转爱采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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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ÐÑ»ÒÓÔ 

很多商家在完成对店铺和商品的优化后还是没能获得更多询盘信息，会感到疑惑，进行进阶的

营销手段能够为店铺带来高曝光和点击，“视频营销”是商家提升店铺经营效果的工具，是商家通

过制作高质量商品视频获取流量和曝光量的一种新方式，优质视频会在百度 app的搜索端有更多的

展现，能让更多客户进入到店铺和商品详情页，是为店铺引流的重要方法。 

 

7. bPÕkvÖ× 

很多商家在运营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我的客服】是商家自主解决困惑的地方，这里提供平台

及产品常见功能问题的解决方法，例如当看到违规行为不知道在哪里举报时可以通过【我的客服】

查询，助力卖家理解平台及产品功能，了解平台规则进而获取更好的运营效果。 

爱采购卖家版 app旨在为爱采购会员提供快捷高效的移动经营工作平台，满足不同行业不同背

景会员的经营需求，功能丰富，是助力商家在商机道路上不可或缺的经营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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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QRS23 

1. ���bP`a� 

在线交易指的是让买家所见即所得，由百度平台进行交易保障，买家自主在爱采购平台进行登

录浏览、选品、下单并完成线上支付的交易类型。 

对于爱采购的商家来讲，如何能在平台上“大展拳脚”呢？本章节讲将会带您从“入门”的开

通交易，到如何“历练”操作成交第一单，再到“飞升”通过玩法获得更多流量权益。 

2. Ø��ÙÚTbP`a� 

那为什么要开通在线交易呢？开通在线交易到底能获得什么？ 

（1）流量加持 

① 店铺分数权重增加，免费获得站内流量加持； 

② 抢占搜索优先排名，同等情况下，搜索结果靠前展示； 

③ 高星店铺必备门槛，提升同行竞争力； 

（2）专属标识 

① 外露专属交易标识，买家可在平台搜索结果页筛选在线交易商品，让商品脱颖而出 

② 强势展现四大保障服务标识，打消买家疑虑，高效促成交易 

（3）活动优先 

① 多种专题营销活动优先选择，曝光场景更丰富 

② 专有流量入口强势连接买卖双方，提升店铺曝光、满足买家购买需求 

（4）安全保障 

① 建立全链路的交易防御体系，有效识别恶意行为 

② 交易资金第三方银行全程监管，订单资金更安全 

3. ÚTÛ0ÜÚ`aÝ 

保证金的现金流扣压和难以预测的收入矛盾一直是商家的痛处，爱采购帮您完美解决矛盾点，

推出“0元开交易”服务。在爱采购您可以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就可直接发布全类目的在线交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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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除风控限定类目外），当然已缴纳保证金的商家也可解锁全类目交易商品（除风控限定类目

外） 

本节将为您讲解如何在商家后台或卖家版 APP 开通在线交易功能。 

（1）【商家后台】- 开通“0元开交易”流程 

① 商家登录商家后台后，在商家后台-0元开交易模块填写以下相关资质，商家可使用爱采

购平台注册的账号登录“爱采购商家后台”。注：资质审核时效为 1-2 个工作日 

 

② 点击【0元开交易】填写店铺主营行业的一级、二级类目。 

注：部分二级类目下商品不支持在线交易，可点击点击查看确认不支持类目，特殊行业需上传店铺经营许可证。 

 

③ 营业执照信息确认。 

注：此处展示的营业执照为商家入驻时提交的版本，需确认此营业执照是否为当前最新版本，如不是，可删除展示的营业执照并上传

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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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身份信息确认。 

需上传法人身份证正面（人像）和反面（国徽）照片。进行确认上传后，系统自动展示身份证

信息。 

注：需为原件照片或复印件（彩印扫描件）加盖公司公章，图片大小不超过 5M，格式为 jpg、jpeg， 

 

⑤ 最大股东、经营联系人、收益所有人确认。 

如商家最大股东、经营联系人、收益所有人与法人不一致，需填写其个人信息，填写完成后，

点击【下一步】，进入【银行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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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银行信息填写 

如商家已通过对公打款方式完成真实性认证，可直接点击【点此获取】，将自动展示商家银行

信息，商家确认无误即可。 

如商家未完成真实性认证或以法人人脸识别方式完成的真实性认证，则需手动填写。 

注： 

u 商家入驻类型为企业类型，只支持选择【对公银行卡】 

u 商家入驻类型为个体工商户，支持【对公银行卡】与【法人银行卡】二选一。若选择“对

公银行卡”，开户名为企业名称。 

 

⑦ 协议信息确认 

填写完成后需勾选【阅读并同意】相关协议，勾选完成后点击【提交】进入审核，审核时效为

1-2 个工作日。 

 
 

（2）【爱采购卖家版 app】-开通“0元开交易”流程 

① 当商家进入【商家版 APP】可看到 0元开交易模块，商家点击【去开通】，进入主体信息

填写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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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商家填写【主体信息】； 

③ 选择【主营行业】确认商品类目是否支持在线交易； 

④ 确认展示的【营业执照】是否为最新版，如不是可直接更改，上传法人身份证正反面，系

统会自动识别身份证号及有效期，如识别错误可自行修改。 

⑤ 注：如最大股东、经营联系人、收益所有人与法人不一致，则需单独填写。 

⑥ 填写完成后可点击【下一步】 

 

⑦ 商家填写【银行信息】，如商家已经进行过真实性认证（对公打款），可【点击获取】，

将自动展示商家的银行信息，如需修改或未进行过真实性认证，可手动填写 

⑧ 填写完成后【提交】，1-2 个工作日完成审核 

注： 

u 如商家为企业类型只支持填写【对公银行账户】 

u 如商家为个体工商户类型，可在【对公银行账户】和【法人银行账户】中二选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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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在线交易开通审核通过后，即可在【商家后台】发布交易商品。 

注：资质审核时效为 1-2 个工作日 

 

4. Þß`a?9 

在通过“准入考核”后，我们如何为后期的“大展拳脚”产生订单，从而获得收益呢~ 

本章将给您讲解如何发布在线交易商品，及其在发布交易商品过程中遇到的前置设置，如运费

模板的设定，退换货地址的设定，如何第一时间收到提示消息的设定，及如何设置保障标识让买家

更加信赖您等。 

（1）新增在线交易商品 

① 点击商家后台-商品管理-发布新商品或在【商品列表】页面点击右上方【发布商品】进入

【商品提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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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线交易】选择【支持】 

 
注：目前发布安防照明、安全防护、水暖电工、3C电子、美妆日化、食品生鲜类目下在线交易商品需上传相应资质，需先在【店铺管

理】-【店铺信息】-【店铺经营许可证】处先上传相应的资质，审核通过后，再发布在线交易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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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填写商品信息 

可参考右侧的填写助手，填写商品相关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并上架】，完成商品提

交，进入审核，预计审核时间为 1个工作日。 

 
注：运费设定 

商品新建展示默认的运费模板，如新增或修改可点击【新增运费模板】，进入【物流管理】-【交易信息设置】-【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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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将原有商品修改为在线交易商品。可点击【商家后台】-【商品列表】-单条商品右侧【编

辑】，进入【商品提交】页面，后在【在线订购】-【支持】 

 

 
 

5. `a?9à±áâ 

（1）运费设置 

① 商家可在【商家后台】-【物流管理】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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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点击【添加模板】  

 

③ 可按需求自行设置运费模板 

 
注： 

商家可以根据售卖地区设置运费价格、包邮地区和指定不发货地区。  

运费计算时【指定地区不发货】优先于【指定条件包邮】优先于【指定地区运费】，三者无 法覆盖的区域采用默认运费规则计算。  

（2）消息通知设置 

① 商家可在【商家后台】-【通知设置】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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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可在【订单通知】、【退款通知】、【库存通知】处点击【添加手机号】，输入手机号码 

注： 

订单通知：当有买家提交订单时，会向设置的手机号发送短信提醒；  

买家退货：当有买家提交退款申请的时候，会向设置的手机号发送短信提醒；  

库存警报：当商品库存过低时，会短信提醒补货； 

 

（3）发票设置 

商家可在【商家后台】-【发票设置】处设置 

 

① 商家可以选择是否支持开发票，若支持开发票则还需选择发票类型（“增值税专用发

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增值税纸质普通发票”，支持同时选择三种发票类

型）。 

② 如商家不支持开具发票，则买家的订单详情页里不展示【申请发票】信息。 

③ 若买家在提交订单时申请开发票，则展示买家提交订单时填写的发票信息。 

④ 若买家选择的发票形式为电子发票，发货后 15天内，商家需在【选择文件】处上传电子

发票。若买家申请纸质发票，请及时与买家沟通发票交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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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若买家未申请开发票，则【订单管理】页面中不会露出发票信息标签页。 

（4）保障服务设置 

商家缴纳保证金后，可在【商家后台】-【资质账户】-【保障服务】开通相应的保障服务  

注：“0 元开交易”商家不支持开通买家保障服务和特色保障服务 

 

① 买家保障服务：缴纳保证金后代表已加入买家保障，商家可以点击查看详情查看爱采购买

家保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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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特色保障服务 

除基础买家保障外，开通买家保障后，商家可结合自身行业特性开通子服务（“24 小时发

货”、“48 小时发货”、“72 小时发货”、“少货必赔”、“破损包赔”），点击各子服务旁的

【立即开通】可获取该子服务的内容，可勾选同意协议后点击【开通】

 

 
开通后可在提交商品时勾选，可获得相关专属标识并在列表页展示，增加买家信任，获得更多

商品曝光 



百度爱采购 

 

 

 
63 

 

 

 

（5）退货地址 

① 商家可在【商家后台】-【物流管理】处设置。 

 

② 点击【添加退货地址】，新增退货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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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可添加多个退货地址，最多可添加 10 个退货地点。常用地址可勾选【设置为默认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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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HIJKLMNOP 

亲爱的商家，阅读至此，恭喜您完成了在爱采购开店的基础流程，获得了基本的权益保障。而

本天将为您详细讲解店铺运营优化的技巧，从服务能力、商品能力、商家能力、运营能力等多个维

度带您修炼店铺经营基本功，为您追寻财富打下坚实的基础。 

!"# TU:?VW:?XYZ[ 

1. âã 

爱采购平台的北极星模型是综合考量卖家运营能力的模型，平台基于此模型全方位诊断卖家的

各项运营数据，帮助卖家快速定位服务短板，为卖家提供有针对性的运营优化策略，促进买卖双方

在爱采购平台上沟通的建立，提升买家认可度，从而提升转化。 

2. äåæç 

北极星模型，即店铺分 2.0 版本，对标 1.0 版本，其最核心的变化包括： 

（1）店铺分模型全面升级，覆盖买家体验全链路的各个环节。 

（2）店铺的各项考核指标和计分方法全面公开。 

（3）各项考核指标行业内表现【好/中/差】直观反馈。 

（4）增加违规行为作为减分项，引导健康运营。 

3. è� 

（1）店铺星级基于北极星模型以及卖家的各项指标表现进行综合评估，体现卖家在同行业内

的运营能力等级。 

（2）店铺星级会作为影响搜索排序的重要因子，与平台搜索进行充分联动。 

（3）敬请期待：店铺星级即将扩展应用到更多流量场景和前端展示。 

4. éêëmìíîïÎ 

分类 考核维度 考核指标 指标定义 计分方法 考核周期 

服务能

力 

咨询体验 

表单询盘及时响

应率 
近 30 天表单询盘 24 小时响应率 

在同行业商家中的表现排

名得分*指标权重 

T-1 

IM 消息及时响应

率 
近 30 天 IM 消息 3 分钟响应率 T-1 

物流体验 发货履约率 
（近 30 天约定时间内发货订单数+无约定但 48小

时发货的订单数）/支付订单数 
T-15 

商品体验 品质退款率 近 30 天因商品质量退款订单数/支付订单数 T-1 

售后体验 退款时长 
近 30 天退款申请到退款完结的总时长/退款完结

总单数 
T-1 

纠纷投诉 交易纠纷率 
近 30 天投诉处理完毕且判定为卖家责任的订单数

/支付订单数 
T-1 

商品能

力 

商品质量分

布 

3星及以上商品占

比 
3星及以上的商品占比 

3星及以上商品占比得分*

指标权重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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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星及以上商品占

比 
4星及以上的商品占比 

4星及以上商品占比得分*

指标权重 
T-1 

主推商品视

频覆盖情况 

主推商品视频覆

盖率 

主推商品中上传主图视频的商品占比 

（不包含重复视频） 

主推商品视频覆盖率得分*

指标权重 
T-1 

商家能

力 

商家实力认

证 

企业真实性认证 店铺是否通过企业身份真实性认证 
企业真实性认证得分*指标

权重 
T-1 

企业深度认证 
店铺是否通过实力工厂/实力档口/品牌店铺/现货

商家认证 

企业深度认证得分*指标权

重 
T-1 

更多认证 / 即将推出 / 

买家保障 

在线交易买家保

障 
店铺内是否成功发布在线交易商品 

在线交易买家保障得分*指

标权重 
T-1 

特色服务保障 店铺内开通特色保障服务的商品占比 
特色服务保障得分*指标权

重 
T-1 

运营能

力 

店龄 店龄 会员开通年限 店龄得分*指标权重 T-1 

内容运营 优质问答提交数 近 30 天提交的优质问答数量 内容运营得分*指标权重 T-1 

视频运营 

开通视频营销 开通视频营销且成功发布视频≥1条 
开通视频营销加分*指标权

重 
T-1 

优质视频提交数 近 30 天提交并审核通过的视频数 
优质视频提交数的排名加

分*指标权重 
T-1 

活动运营 活动运营 / 即将推出 / 

平台管

控 

电话接通情

况 
电话未接通次数 近 30 天店铺提供的联系电话连续 3次无法接通 即将推出 / 

重复铺货行

为 
重复商品占比 店铺中在线商品的重复比例 减分项 T-1 

抽检不合格 
是否存在抽检不

合格的情况 

考核周期内店铺内存在违规商品或拒审数据的情

况 
即将推出 / 

违规行为 
是否存在违规行

为 

考核周期内存在严重违规情况被风控审核关停店

铺 
即将推出 / 

注 1：覆盖类目为主营二级类目。 

注 2：虚假数据均会在计算时予以剔除，并将对存在通过不正当方式获取虚假销量、评分及成交金额等行为的店铺，根据严重程度，

在北极星模型综合得分中进行一定减分。 

注 3：北极星数据查询路径：爱采购卖家版 APP-店铺诊断，北极星模型综合得分、店铺星级、各项指标的数据变化情况、提升建议均

可在店铺诊断页面各指标卡片中进行查看。 

5. jëðñâîV 

店铺星级判定需同时满足以下各项标准。 

店铺星级 

北极星模型综

合得分
1
 

百分比排名 

商品能力与

商家能力
2
 

服务能力 
交易能力 

（该项能力不参与北极星模型的考核） 

咨询体

验分 

商品体

验分 

物流体

验分 

售后体

验分 
订单数 销售额 

5 星 ≥90% ≥5.8分 ≥4 分 ≥6分 ≥6分 ≥6分 近 30 天订单数≥10 近 30 天 GMV≥500 

4.5 星 ≥70% ≥5分 ≥3 分 ≥4 分 ≥4 分 ≥4 分 近 30 天订单数≥1 近 30 天 GMV≥50 

4星 ≥70% ≥5分 - - - - - - 

3.5 星 ≥40% ≥2.5分 - - - - - - 

3星 ≥5% - - - - - - - 

无星 ＜5%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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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北极星模型综合得分，即新版店铺分=咨询体验分*指标权重+物流体验分*指标权重+商品体验分*指标权重+售后体验分*指标权

重+纠纷投诉分*指标权重+3星及以上商品占比得分*指标权重+4星及以上商品占比得分*指标权重+主推商品视频覆盖率得分*指标权重+企

业真实性认证得分*指标权重+企业深度认证得分*指标权重+在线交易买家保障得分*指标权重+特色服务保障得分*指标权重+店龄得分*指

标权重+内容运营得分*指标权重-减分项 

注 2：商品能力与商家能力，即商品能力分与商家能力分之和： 

商品能力分=3星及以上商品占比得分*指标权重+4星及以上商品占比得分*指标权重+主推商品视频覆盖率得分*指标权重 

商家能力分=企业真实性认证得分*指标权重+企业深度认证得分*指标权重+在线交易买家保障得分*指标权重+特色服务保障得分*指标

权重 

6. ò" 

（1）各维度得分：每个维度由 1-3 个相关的指标项组成，根据商家各项指标在所处主营二级

类目的实际情况或商家自身的指标表现，由大数据模型计算出对应的指标得分，每个指标满分为

10分。 

（2）指标权重：根据各品类行业情况及平台自身情况，不同类目下的因子权重侧重点不同，

并且根据各品类的发展情况，不同时期下，不同类目的权重配比也会有相应的调整。 

（3）指标权重配置说明：若由于样本量不足导致某项指标无得分的情况时，该指标权重会根

据模型算法自动分配至其他指标下，若出现权重配比公式与实际权重配比有差异的情况，以实际模

型计算出的店铺综合得分为准。 

!*# 78\]^_`a 

服务是店铺运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它往往决定了生意能走得多远。在爱采购平台上，服务能

力主要从咨询体验、物流体验、商品体验、售后体验、纠纷投诉这 5 个维度进行考核。需要注意的

是，该项能力的计分方法为：在同行业商家中的表现排名得分。这里所说的“同行业”是指店铺主

营的二级类目。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爱采购中的各项服务能力具体是如何进行考核的，如何提

升它们以提高店铺竞争力，吸引更多买家。 

1. óô õ 

（1）咨询体验由两项考核指标组成：表单询盘及时响应率和 IM 消息及时响应率 

表单询盘及时响应率考核的是“近 30天表单询盘 24 小时响应率”，这里所提到的“表单询

盘”包括询价订单和线索推荐。简而言之，当店铺收到表单询盘的时候，需要在 24 小时内对表单

询盘进行响应，即点击【报价】或【联系买家】与买家进行联系沟通。该考核项将根据店铺的及时

响应率情况，在同行业内进行排名，并根据排名对店铺进行相应加分。 

IM 消息及时响应率考核的是“近 30天 IM 消息 3分钟响应率”。爱采购通过调研发现，如果

会员没有在 3分钟内响应买家的咨询消息，那么这部分买家就会流失。因此，为了留住买家，当店

铺收到 IM 消息时，您需要在 3分钟内对消息进行及时响应，为买家提供更好、更及时的服务，提

升店铺的转化率。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点，仅每天 9:00-21:00期间的 IM 消息计入考核；第二点，即使设置

了自动回复，如果人工没有在 3分钟内对 IM 消息进行响应，也将算作未响应。 

（2）如何提高表单询盘和 IM 消息的及时响应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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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表单询盘和 IM 消息能够通过卖家版 APP、商家后台、微信等渠道进行提示。其中，商

家后台无需会员操作设置，在商家后台右下角的弹窗有消息提示。而卖家版 APP 需要通过手动设

置，才能进行相应的消息提示，并且可以绑定微信，通过微信消息提示，设置方法如下： 

① 爱采购账号如何设置消息提示？ 

打开卖家版 APP，点击【我的】选择【通知设置】，进入【消息通知】页面，点击【消息通知

设置】即可。 

② 爱采购账号如何绑定微信？ 

方式一：通过卖家版 APP绑定 

u 打开卖家版 APP，点击【我的】选择【通知设置】，进入【通知设置】页面，点击【微信

通知设置】 

 
u 在【微信通知设置】页面，选择最下方的【在微信中开启通知】进入微信授权页面。在微

信授权页面点击【同意】即表示您已授权爱采购获取微信信息，并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号接

受咨询消息通知。点击【确认接收】即可收到爱采购发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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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点击弹窗中的验证消息，即可进入【百度爱采购】微信公众号。如未收到弹窗消息，可在

微信消息列表进入【服务通知】页面，点击【详情】即可。 

 

u 若会员还未关注【百度爱采购】微信公众号，请先关注并进入微信公众号，点击欢迎语中

的【绑定会员账号】或右下角【绑定账号】即可完成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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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通过微信公众号绑定 

u 进入【百度爱采购】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绑定账号】，输入卖家版 APP主账号后即可

完成绑定。 

   

注：绑定账号必须为爱采购卖家版 APP主账号；一个微信账号只可绑定一个爱采购会员账号；一个爱采购账号只可绑定一个微信账

号。 

③ 当爱采购账号已经绑定微信，如何设置微信提醒？ 

u 打开卖家版 APP，点击【我的】选择【通知设置】，进入【消息通知管理】页面，点击

【微信通知设置】，打开【咨询消息通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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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需更换微信绑定的卖家版 APP账号，应该怎么操作？ 

如需更换账号，通过【百度爱采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绑定账号】，即可进行账号绑定或解

绑操作。 

（4）如何更换店铺联系方式中的手机号或邮箱？ 

打开卖家版 APP，点击【我的】选择【店铺资料】，进入【店铺资料】页面，点击【联系手机

号】或【邮箱】，即可更换手机号或邮箱。 

   

2. öM 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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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体验的考核指标为发货履约率，该考核项仅面向开通在线交易的商家，其算法为：（近

30天约定时间内发货订单数+无约定但 48 小时发货的订单数）/支付订单数。 

这里所提到的“约定时间”指的是保障服务中的“发货保障”，包括“24 小时发货”、“48

小时发货”、“72 小时发货”，具体开通方法详见本部分第三节《商家能力提升技巧》。如果商

家未选择服务保障，则默认 48 小时内进行发货。 

3. ?9 õ 

商品体验的考核指标为品质退款率，该考核项需要与第二节的“商品能力”作出区分。该考核

项仅面向开通在线交易的商家，其算法为：近 30天因商品质量退款订单数/支付订单数。 

4. �� õ 

售后体验的考核指标为退款时长，该考核项仅面向开通在线交易的商家，其算法为：近 30天

退款申请到退款完结的总时长/退款完结总单数 

这里所提到的“总时长”仅计入单次退款时长超过 30分钟的订单；“总单数”仅计入近 30天

内的订单。因此，订单的退款时长越短越好。若平均退款时长≤30分钟，该项不扣分。 

5. ÷øùú 

纠纷投诉的考核指标为交易纠纷率，该考核项仅面向开通在线交易的商家，其算法为：近 30

天投诉处理完毕且判定为卖家责任的订单数/支付订单数。 

!1# B,\]^_`a 

目前，商品能力包含两个考核维度：商品质量分布和主推商品视频覆盖情况。 

1. ?9ûL¯ß 

第一部分：商品星级 

商品质量分布主要包含 2 个考核指标：3星及以上商品占比和 4星及以上商品占比。这里所提

到的“3星”和“4星”指的均是商品星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当店铺审核通过的商品数量数少于 5个时，该项不得分；当店铺内的 4星及以上的商品占比偏

低时，“4星及以上商品占比”将不得分。 

（1）商品星级是什么？ 

商品星级是对单个商品的各维度（包括标题、主图、属性、详情、价格等）的综合评估，以体

现单个商品的质量情况。 

（2）商品星级是如何判定的？ 

商品星级是通过系统进行综合判定的。3星及以下与 4星及以上的区别主要是物料是否优质，

建议重点优化详情和主图，以提升商品星级；4星和 5星的主要区别为是否存在待优化项。在店铺

分中，4星商品也是相对优质的商品，即使您的 4星商品存在待优化项，也是能够获得店铺分的相

应得分的。 

（3）如何发布 5星商品？5星商品的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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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品的发布标准可以参考已发布的商品发布规范与标准说明，详见百度爱采购于 2021 年

7 月 12日最新发布的《爱采购商品标题/参数/主图/主图视频/详情规范与标准说明》，查看路

径：【爱采购官网】-【商家社区】-【近期公告】。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也将根据商品的各个维度，对商品的发布规则与优化方法进行一一说明。 

第二部分：商品标题 

（1）标题上传规则与优化 

买家在平台上寻找货源的时候，首先就是通过关键词对商品进行查找，而商品标题就是搜索结

果的一个重要依据。商品标题中的各个关键词还会对搜索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商品标题是非常重

要的，那么在爱采购平台发布商品标题时，应当注意哪些标准与规范呢？又该如何对标题进行优化

呢？接下来，我们对这几个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2）爱采购商品标题规范与说明 

商品标题建议从商品相关性、可读性和丰富性三个方面，按照“品牌词”（若有）+“属性

词” +“商品词”+“规格/型号”进行组合。若您的商品属于定制或预售商品，则标题可以加上

“定制”“预售”字样。 

品牌词包括：品牌名称（中文品牌+英文品牌）。需确保填写品牌词不会侵权。 

属性词包括：商品特性、材质、功能、使用场景等。 

规格/型号包括：型号、颜色、尺寸等。 

商品词包括：商品名称。 

例：博世 多功能 电锤 GBH 2-26 DRE 四坑冲击钻 电钻 三用 

① 标题满足相关性 

商品标题要与所属类目相关、与所卖商品相关、与买家搜索习惯相关。 

u 标题必须围绕商品主体撰写。 

u 标题中必须包含商品名称，可以包含品牌、型号等。 

u 标题中的商品名称必须与商品详情、图片、参数所介绍的商品保持一致。 

② 标题满足可读性 

商品标题要语句通顺，遵循语法逻辑进行断句。在标题可读性方面需要注意以下情况： 

u 标题必须带有明确且单一的商品名称，不得堆砌商品词或商品同义词。 

u 标题中不得出现电话号码、邮箱（E-mail）、公司名称全称等任何联系方式。 

u 标题中不得出现无意义符号，包括特殊符号或乱码（如，&amp），或连续出现标点符号，

或以“。”“?”“!”结尾，或括号不完整等。 

u 标题中无堆砌内容，即一个标题中不得多次出现同一商品词或商品同义词。例如：某标题

中“……头灯 户外灯 夜灯 钓鱼灯 野营灯”皆属于商品同义词，需要避免。 

u 标题中无重复内容，即一个标题中不得多次出现同一个关键词。例如：某标题中“……数

显百分表高精度百分表高度计规指示百分表”多次出现“百分表”，需要避免。 

u 标题中不得出现疑问或反问句，如**多少钱，**赚钱吗，哪里**质量好等。 

u 标题中不得出现无效词、过度营销词、不合规词汇。 

③ 标题满足丰富性 

u 商品标题应当尽量满足丰富性，为买家提供更多关于商品特性、使用场景等参考。 

u 标题建议包含 4 个及以上的维度（包括商品关键词、品牌词、属性词、应用场景等）来进

行描述，突出商品的优势。 

u 标题长度建议限定在 40-60 个字符以内（20-30 个汉字以内），不可过短或过长。其中英

文、数字或英文符号为 1个字符，汉字为 2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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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标题中的空格不会计入字符数，但需要避免出现连续多个空格。 

（3）如何优化商品标题？ 

针对商品标题，我们现提供 6项待优化项提示。那么这些待优化项的提示该如何获取呢？针对

不同的上传商品的通路，我们提供了两种方式供大家选择。其中，通过服务商平台上传商品的店

铺，请咨询服务商客服获取全量商品低质明细清单；而通过商家后台上传商品的店铺，可以通过商

品体检和提交前检测功能获取非常详细的优化建议提示，大家根据提示进行优化即可。 

针对商品标题的 6个待优化项，我们也来一一进行说明，帮助大家对商品标题进行更有针对性

的优化： 

① 标题含多余字符 

指标题中含有无意义符号，包括特殊符号或乱码（如，&amp），或连续出现标点符号，或以

“。”“？”“！”结尾，或括号不完整等。建议删除多余的符号。 

② 标题内容重复 

指在一个商品标题内，多次出现同一个关键词。建议删除重复的内容。 

Tips：商品标题的长度是有限的，同一个关键词的重复出现也无法增加该商品在搜索排序中的

权重，而在标题中添加丰富的属性词会更有利于商品的展现。 

③ 标题长度欠佳 

指标题长度过短或过长。建议限定在 40-60 个字符以内（20-30 个汉字以内）。 

Tips：标题中的空格不会计入字符数，但需要避免出现连续多个空格。如果出现多个空格，会

导致标题中，前后的内容相隔较远，可能导致在搜索列表页中标题展示不全，从而影响买家获取商

品信息。 

④ 标题关键词堆砌 

指标题中多次出现商品词或商品同义词。建议删除多余累赘的商品词或商品同义词。 

⑤ 标题丰富度低 

指标题中的描述维度不足。建议至少包含 2 个维度来进行描述，如品牌词（若有）、商品词、

基本属性（材质、产品特性、功能等）、规格参数（型号、颜色、尺寸等）等维度。 

⑥ 标题含无效词 

指标题内含无效词、过度营销词、不合规词汇、疑问句等内容，建议删除无效词。 

Tips：无效词对商品的搜索展现并没有帮助，且不符合买家的搜索习惯，因此，我们应当在标

题有限的内容中，重点去描述商品。那么无效词有哪些呢？给大家简单举例一下： 

u 厂家、公司、价格、大全、加工方式、报价、联系方式、公司名称、地名、成功案例、方

法等无效词。 

u 爆款、批发、推荐、售后、欢迎咨询、现货供应等营销词。这里需注意的是，【定制】不

属于无效词。 

u 最、第一、顶级、唯一等不合规词。 

u 怎么、如何、多少钱等疑问词。 

（4）商品标题的优化技巧？ 

首先，根据商品标题的组合公式：品牌词（若有）+属性词 +商品词+规格/型号，标题里需要

有一个核心的商品词，且该商品词是和商品高度相关的，其他的属性词、规格、型号、品牌词都是

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散、补充、完善，帮助买家获取商品的关键信息。如果商品词与商品本身是不相

关的，那么在搜索排序时，商品就有可能无法正常展现。除了要注意商品词与商品本身强相关性之

外，还要注意核心商品词的搜索人气，那么这部分信息可以如何获取呢？商家后台的智慧商机就可

以帮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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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商家后台-智慧商机-入店流量，大家就可以看到【本店 TOP关键词】，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该列表中的【全网搜索指数】【全网商品指数】【全网供需指数】。其中，全网搜索指数是我们网

罗全网的关键词搜索热度所得出的结果，指数越高，则说明该关键词更容易被买家关注；全网商品

指数是反映关键词相应商品的供应情况，指数越高，则说明该关键词对应的商品供应越足，反之则

表示该关键词对应的商品越紧俏；全网供需指数反映的是关键词相应市场的商品供需满足情况，供

需指数越高，则说明该关键词的搜索热度相较于供应商品还没有被完全满足，相应市场尚处于不饱

和状态，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店铺中的这类商品。 

 

除此之外，也可以参考同行商家选取的优质关键词，学习优质同行商家的店铺优化方法，不断

提升自己店铺的转化。 

同时，也需要注意，标题中不宜使用生僻词，要尽可能确保商品标题的简单、易读、易理解，

帮助买家更快速、更容易获取商品信息。 

第三部分：商品主图 

（1）主图制作规则与优化 

商品主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买家进行搜索时，无论是在百度搜索中的商品卡的展现，还是

平台站内搜索结果页的展现，商品主图一直是非常抢眼的。好看、美观的主图能够带来更好的视觉

效果，也更能够吸引买家去点击，促进转化。那么，爱采购商品主图规范与标准说明的内容是什么

呢？ 

（2）爱采购商品主图规范与标准说明 

① 基本要求 

u 商品主图像素必须≥480×480，建议像素为 750×750，大小建议控制在 4M以内。 

u 商品主图长宽比为 1:1。 

u 商品主图必须为商品实物图，且不少于 3张，建议提供 5张。 

u 建议提供一张纯白色背景的商品图。 

u 商品主图必须与商品相关，且无重复图片。 

u 商品主图必须清晰完整，突出商品，无浏览干扰，即水印不可遮盖商品。 

u 如获得了相应品牌商品的商标使用权，则品牌 LOGO建议放置于主图左上角，像素≤200×

200，可根据主图尺寸进行适当调整，具体参考下图示例。例如，主图像素为 480×480，

品牌 LOGO像素应为 1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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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注意事项 

u 商品图片不能是拼接图。 

u 商品图片不能是纯色、纯二维码/名片、纯授权合同、纯营业执照（纯企业 logo、纯推

广、纯公司名称、纯联系方式）、纯公司照片（企业厂房、前台、招牌）等非商品图。 

u 商品图片不得添加任何形式的恶意边框、留白等。 

u 商品图片不得出现“牛皮癣”，包括促销、夸大描述等广告词、价格标示、违禁词、其他

网站站名、拼接等。 

u 所有图片不能涉及低俗、色情、反动等风控规则中的禁止内容，不能为纯文字、纯色图、

令人不适的图片。 

（3）如何优化商品主图？ 

① 主图低质 

是指商品轮播图存在以下低质问题：清晰度不高、模糊；是拼接图；有遮挡商品、存在浏览干

扰的水印；存在纯色、纯二维码/名片、纯授权合同、纯营业执照（纯企业 logo、纯推广、纯公司

名称、纯联系方式）、纯公司照片（企业厂房、前台、招牌）等非商品图等。 

主图像素必须大于等于 480×480，建议像素为 750×750，大小建议控制在 4M以内；去除水

印，或缩小水印不遮挡商品；删除拼接图、非商品图。Tips：公司介绍、品牌介绍、厂家介绍等内

容可以放在商品详情中进行详细的介绍。 

② 主图重复 

是指主图中存在两张基本一致的图片。建议删除重复的主图，并添加其他商品图作为主图。主

图位置非常有限，添加重复图片不利于展示商品。 

③ 主图缺少白底图 

是指主图中的商品图均为非白底图。建议在商品轮播图中包含至少一张白底商品图。 

Tips：如果商品的外观颜色与白色相近，则背景色可以选择其他纯色，以突出商品。以纯色为

背景更容易突出商品，能够让买家更好的了解商品的外观与样式。 

④ 主图数量不足 

是指商品轮播图的数量不足，少于 5张图片。建议提供 5张及以上图片作为商品主图，可以提

供商品的正面全貌图、侧面/背面全貌图、细节图、包装图等。 

（4）商品主图的优化技巧？ 

① 以商品本身为主体，展示商品属性 

≥480像素

≥
48
0像

素

LOGO

120-200像素

12
0-
20
0像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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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图，应当呈现商品完整的外观，即以商品本身为主体。这种呈现方式能让买家直观的看

到商品的外观、款式、颜色等信息。当买家浏览速度较快的时候，这样的主图就能让商品被买家一

眼就看到。 

 

② 通过环境配合，呈现商品使用场景 

这种呈现方式是把商品放在具体的生活化的场景中，能拉近买家与商品的距离，让买家产生联

想，从而吸引买家点击。 

 

③ 商品整齐摆放，突出重点 

当买家看到一张图片时，杂乱的环境会分散其注意力。因此，在选择主图的时候，一定要确保

商品摆放整齐、有序、美观，并突出重点。 

 

第四部分：商品主图视频 

（1）主图视频制作规则与优化 

商品主图视频是平台上现有的展示商品的主要方式之一。主图视频可以通过短短十几秒或几十

秒的展示，生动形象的将商品展示出来，甚至可以灵活展示商品的使用场景、操作方法等多样化内

容，也更容易吸引买家。爱采购商品主图视频规范与标准说明详见如下。 

（2）爱采购商品主图视频规范与标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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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本要求 

u 视频画质清晰，建议 720p及以上，长宽比为 1:1。 

u 视频大小建议控制在 10M以内。 

u 视频能正常播放，不存在卡顿、视频剪辑故障等无法正常流畅播放的情况。 

u 视频时长建议为 20-30秒，5秒内必须进入商品介绍。 

u 视频内容必须与商品相关，且以商品为主，突出商品的卖点、功能、特点。 

② 注意事项 

u 鼓励原创视频，不得出现版权或其他侵权问题。 

u 视频中的商品不得为静态。 

u 视频画质不得模糊、昏暗或抖动。 

u 视频不得为幻灯片或图片拼接的低质量视频。 

u 视频中的水印不得遮挡商品，不得影响观看视频内容。 

u 视频不得出现二维码、黑框、联系方式、第三方水印、第三方网站站名等内容。 

u 视频不得涉及低俗、色情、反动等风控规则中的禁止内容。 

第五部分：商品属性 

（1）属性上传规则与优化 

商品属性是指描述商品的一些基本信息，比如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什么尺寸、什么颜色、适

用于什么场景等。在爱采购平台，商品属性除了会在商品详情页进行展现之外，还会在搜索结果页

的筛选区进行应用，并在列表页中的商品标题下方进行展现。因此，正确、规范填写商品属性将有

利于商品的搜索展现。 

（2）爱采购商品属性规范与标准说明 

① 发布要求 

u 商品属性必须与实际产品相符且描述完整。 

u 商品属性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且通用属性与专业属性均需展现。 

u 商品属性必须真 实有效，不得出现无效属性。 

u 商品属性项必须填写 5 个及以上，建议填写 10-15 个属性项。 

u 商品属性中的属性值的符号必须与该属性相匹配。 

u 商品属性中不得使用不合规词汇。 

② 特别注意 

【无效属性】存在以下情况： 

u 属性项或属性值是无效的。例如，无效属性项有其它、所在地、起批量、公司名称、联系

方式、优势、服务等；无效属性值有无限、不限、各种、多种可选、咨询客服或与该商品

属性无关的符号等。 

u 属性项和属性值不匹配也是无效属性。例如，属性项是“适用范围”而属性值为

“123”，属性项是“型号”但属性值填商品类别等。 

（3）如何优化商品属性？ 

针对商品属性，我们现提供 4项待优化项提示，帮助大家对商品标题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优化： 

① 属性数量不足 

是指所填写的商品属性项不足 10 个。商品属性需填写 10 个及以上，且确保真实有效。 

Tips：更完整、详尽的属性有助于商品的搜索、推荐更精准。 

② 无效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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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所填写的属性项或属性值是无效的，或填写的属性项与属性值不匹配。建议填写真实有效

的属性，并确保属性项与属性值相匹配。 

Tips：哪些情况会被判为无效属性？ 

存在无效属性项： 

u 将价格、发货地、起批量、联系方式等字段作为属性项。 

u 所填写的属性项本身无意义，例如，其它、123 等。 

u 所填写的属性项存在无意义符号、乱码、错别字等内容。例如，“高度&amp”、“尺

寸：”、“形号”等。 

u 将商品词作为属性项。 

u 将品牌词作为属性项。 

u 将其他非商品属性的内容作为属性项。例如，将手机号码作为属性项。 

存在无效属性值： 

u 属性值单位填写错误。例如，14cmcm、15mc等。 

u 填写的属性值含义不明。例如，无限、不限、各种、多种可选、咨询客服、未知等。 

u 属性值包含无意义符号、乱码等内容。例如，“56，&”、 “8cm&amp”等。 

注意： 

属性值填写不宜过长，否则在商品详情页会显示不全。 

如某属性项存在多个属性值，可用“，”“；”“、”进行分隔。例如，“颜色”的属性值为“红色、蓝色、白色”。 

如属性项已设定单位，属性值不需要再次填写单位。错误示例： 

 

属性项与属性值不匹配： 

u 属性项与属性值重复。例如，“型号：型号 X100”等。 

u 属性项与属性值不匹配。例如，“型号：圆头锤” 、“规格：可定制”、 “高度：

X100” 、“适用范围：123”等。 

③ 属性重复率过高 

是指同一商品内，所填写的属性项或属性值存在较高的重复情况。建议删除重复的属性值或属

性项。 

④ 关键属性缺失 

是特指“电子元器件”一级类目下的商品，缺少“型号”、“数量”、“封装”、“批号”这

4 个属性项。建议填写补充以上 4个属性项。 

第六部分：商品价格和商品单位 

（1）价格和商品单位设置规则与优化 

价格几乎是所有买家在购买商品时都会考虑的因素之一。在搜索列表页展示的成千上百的商品

中，买家会习惯性的货比三家，因此，真实合理的价格就显得尤为重要。 

（2）爱采购商品价格和单位规范与标准说明 

商品价格要根据商品实际金额填写，避免出现商品与实际价格不相符的情况。商品价格需直

观，不建议采用“面议”。发布规则如下： 

① 填写真实合理的商品价格。 

② 商品价格与商品单位相匹配。 

③ 可以根据商品的起批量不同，对商品价格进行组合报价。 



百度爱采购 

 

 

 
81 

 

（3）如何优化商品价格和商品单位？ 

针对商品价格和单位，我们现提供 3项待优化项提示： 

① 不合理价格 

是指相较于同类目的商品，设置的价格偏低。建议填写商品真实合理的价格，或更改商品类

目。 

错误示例：拖拉机的价格为 1元。 

② 价格面议 

是指商品的价格为“面议”。建议填写真实合理的价格。 

③ 商品单位不合理 

是指填写的商品单位与商品不匹配。建议重新核对并修正商品单位，并确保商品价格与单位一

致，或通过商家后台【新建商品】-【商品单位不合适？点这里】提交新商品单位的申请。 

 

错误示例：拖拉机的商品单位为【立方米】等。 

第七部分：商品详情 

（1）详情制作规则与优化 

当买家在平台上选购商品时，一般是触摸不到商品的，只能凭借商家提供的信息来获取商品信

息，那么详细的商品描述无疑是促进买家进行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爱采购平台上，会员在发布

商品详情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规范与标准呢？ 

（2）爱采购商品详情规范与标准说明 

① 发布要求 

u 商品详情页面展示的重要信息应与商品标题、主图、参数等信息保持一致。 

u 商品信息完整有效：商品详情所展示的商品信息必须完整、详尽，语句通顺、无乱码、无

堆砌、空白区域不得过多、过大。 

u 详情内容图文并茂：商品详情必须提供图文并茂的商品信息，且包含商品信息的有效文字

描述，建议从大于等于 3种维度来对商品进行描述。图片必须清晰，且与文字内容相符，

建议提供大于等于 5张商品图，例如商品不同角度的图片、细节图等， 

u 详情内容结构化展示：商品详情内容框架需要有层次，结构清晰，以组合/框架形式展示

商品。建议通过逻辑性结构化图文组合、文本与图片设计内容，展示商品完整信息，让用

户对商品信息介绍一目了然。 

u 详情内容无重复信息：商品详情不得出现重复的图片或内容信息。 

u 详情中可添加公司信息，但不得出现恶意 SEO、重复、夸大、虚假等内容。 

u 详情中不能为纯英文的产品说明，需对照中文翻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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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特别说明 

u 在添加产品详情内容时，需特别注意移动端适配原则。 

u 移动端商品详情中的图片：宽度 750像素及以上，高度不要过长，不要超过 1500像素，

如果过长可以拆分成多张图。 

u 移动端商品详情中的表格：表格由横向多列少行调整为竖向少列多行，建议控制在 3列以

内；表格转成图片上传，图片宽度建议为 750像素。 

u Tips：在制作详情描述图片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移动端的情况。如果图片上的文字很

小，那么在移动端上就不容易看清楚。建议字体不应小于 24px。 

（3）如何优化商品详情？ 

针对商品详情，我们现提供 5项待优化项提示： 

① 详情低质 

是指详情内容存在重复（如相同段落重复 2 次及以上）、采集（如非必要的科普内容、新闻内

容等）、关键词堆砌、大面积乱码、上下文不通顺、无逻辑等情况。建议删除重复、堆砌、非必要

的内容，并确保详情内容通顺、有逻辑、无乱码。 

② 详情图数量不足 

是指详情中的商品图少于 5张。建议提供 5张及以上商品图，例如商品不同角度的图片、细节

图等商品图。 

③ 详情图重复 

是指详情中存在重复的图片。建议删除重复图片。 

④ 详情丰富度低 

是指详情内容中所包含的商品描述维度过少。建议从 3种及以上维度来对商品进行有效的文字

描述，且图文并茂。 

 Tips：商品详情可以有以下描述维度： 

 

⑤ 详情布局不合理 

商品详情

商品描述

产品展⽰

型号

参数

特点

尺⼨说明

……

产品细节

产品功能

使⽤说明

应⽤场景

应⽤范围

应⽤场景

……包装说明

……

⾮商品描述

服务介绍

购买流程

退货流程

售后服务

……

公司介绍

专利成果

荣誉资质

⼚房设备

……
……

可任意选择3个及以上描述维度进⾏
描述。例如，包含产品展⽰、产品
细节、应⽤场景这3个描述维度。
注意：若详情中仅包含产品展⽰、
型号介绍、参数这3项内容，则仅包
含1个描述维度。

⾮商品描述仅属于1个描述维度，且
需注意篇幅不宜过长。
商品详情应当以商品介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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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详情中存在图片宽度尺寸不一致、存在大面积空白、存在纯文本内容等情况。建议详情中

图文的框架清晰、结构合理，可以给每个描述维度增加小标题；调整图片尺寸，确保图片的宽度尺

寸统一；避免详情中出现大面积空白；将纯文本内容结合商品图以图片的形式展现等情况。 

Tips：不建议使用几张图片+纯文本内容的形式来展示商品详情。建议以图片（宽 750px，长

≤1500px）、结构化的形式来展示详情，且图文并茂，文字与图片一一对应。 

（4）如何优化商品详情的图文布局？ 

除了常见的图文穿插的形式，其他还有什么样的图文布局是比较合理，且能够对商品做详尽描

述。在这里，根据大家比较常用的描述维度进行简单说明和案例展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商品详情内容不宜过长，太长的内容会让买家无法抓住重点。因此，会

员要懂得梳理卖点，将核心卖点进行大力彰显，重点突出。那么问题又来了，什么才是核心卖点

呢？卖点可以是商品具备的别出心裁或与众不同的特点，也可以是买家最关注的商品必须要具备的

特点。 

① 尺寸说明 

尺寸说明可以结合商品图来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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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型号、参数说明 

型号可以与参数进行结合来对商品进行专业描述。 

Tips：不宜使用过多的专业术语。若需使用专业术语，建议进行相应的备注，帮助买家理解信

息。 

 

③ 商品细节说明 

可以根据商品细节图，结合商品的优势，对商品细节进行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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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商品优势说明 

商品优势除了可以和商品细节进行结合说明之外，还可以结合商品的应用场景、商品图进行一

一说明，从多角度体现商品的优势。 

也可以通过效果展示，如商品使用后的效果图、商品品质测试图、不同款商品的对比图等，来

凸显商品的优势。 

 

⑤ 应用场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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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使用说明 

可以针对商品的使用方法、操作注意事项等进行说明，方便买家理解，促进转化。 

 

⑦ 包装说明 

 

⑧ 售前/售后服务介绍 

关于售前服务，可以说明一下商品购买的整体流程。例如，定制类商品可以在本模块中说明定

制的整改流程以及预期时间。 

关于售后服务，可以说明一下发货、退换货、开具发票等相关事宜，提升买家的信任度。 

 

⑨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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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公司进行介绍之外，可以展示公司的各项荣誉、专利、工厂实拍等内容，体现公司实

力。 

 

2. üý?9þÿ 

（1）主推商品视频覆盖情况 

主推商品视频的覆盖情况的考核指标是主推商品视频覆盖率，主要是通过对店铺的“主推商品

中，上传主图视频的商品占比”进行考核。简而言之，店铺内的主推商品中，上传主图视频的占比

越高，该项得分越高。 

在爱采购平台上，主推商品在搜索排序的时候，会有更好的召回率，即主推商品会更容易被展

现。与此同时，更优质的主推商品也会更有优势。因此，我们将该项作为考核指标之一。 

（2）如何设置主推商品？ 

请参考以下操作步骤： 

① 进入百度爱采购商家后台，点击【店铺营销-主推商品】进入主推商品列表页。 

 

② 点击【添加推荐商品】进入主推商品设置页面，勾选想要设置为主推的商品，并点击右下

角的【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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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正确设置主推商品？ 

主推商品是平台给到各个会员的权益，普通会员能设置 10 个主推商品，而实力供应商能够设

置 30 个主推商品。那么如何利用好主推商品这个位置就至关重要。因此，在设置主推商品时，需

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 

① 确保主推商品为高星商品，最好是 5星商品。 

② 确保主推商品的类目是正确的。 

③ 确保主推商品与其他商品无重复，即未被判定为重复的商品。 

④ 确保主推商品是店铺内的爆款或较为受欢迎的商品（该数据可参考商家后台的智慧商机-

商品分析-商品排行榜 TOP50）。 

⑤ 尽可能确保主推商品的差异化，即选择不同类的商品作为主推商品。若店铺内的商品比较

单一，可以考虑选择使用场景或属性（如功能、颜色、材质、特性等）有不同之处的商品

作为主推商品，以保持主推商品的差异化。 

（4）如何上传主图视频？ 

请参考以下操作步骤： 

① 进入百度爱采购商家后台，打开商品列表。 

② 确认要关联视频的商品，点击【编辑】或【关联视频】，进入商品编辑页面。 

 

③ 下拉页面，找到【主图视频】并点击“＋”号，即可选择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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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视频素材可以选择已在素材空间上传的视频，或点击右上方的【上传文件】上传新的视频

素材。关于视频上传的规则与要求详见本节的第一点。 

 

注：视频不得大于 10M，尺寸建议为 1：1。 

!6# BC\]^_`a 

目前，商家能力包含 2 个考核维度：商家实力认证和买家保障。 

1. ?�!"-. 

目前，商家实力认证主要包含两个考核指标：企业真实性认证和企业深度认证。 

企业真实性认证考核的是“店铺是否通过企业身份的真实性认证”，只要店铺完成真实性认证

即可获得该项加分。关于企业的真实性认证，详见第三天第三节。 

企业深度认证考核的是“店铺是否通过实力工厂/实力档口/品牌店铺/现货商家认证”，店铺

仅需通过其中一项深度认证即可获得该项加分。关于实力供应商的说明与开通方式，详见第六天第

一节。 

2. Z�#$ 

买家保障这一考核维度主要包含两个考核指标：在线交易买家保障和特色服务保障。 

在线交易买家保障是对“店铺内是否成功发布在线交易商品”进行考核。如果店铺内有 1 个及

以上的在线交易商品，即可获得该项加分。只有店铺开通在线交易，才能够上传在线交易的商品。 

特色服务保障是对“店铺内开通特色保障服务的商品占比”进行考核，其中，特色保障服务包

括：“14/48/72 小时发货保障”、“少货必赔”、“破损包赔”。每一个特色保障服务都可以帮

助店铺获得相应的加分。 

特色服务保障得分的计算方法为：开通特色保障服务的商品数/整个店铺内所有商品数；仅在

线交易的商家能够开通特色服务保障。 

特色服务保障的具体开通方式如下： 

（1）进入爱采购商家后台，选择【资金账户】-【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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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第二步：更多保障服务推荐】，选择相应的服务，点击【立即开通】即可开通特

色保障服务。 

（3）开通特色保障服务后，选择【商品管理-发布新商品】，并勾选【承诺】中该商品所支持

的保障服务，即可发布开通特色保障服务的商品。 

 
注：如果店铺内有 1 个及以上的在线交易商品，即可获得【在线交易买家保障】该项加分，会员需要缴纳保证金之后才可获得【特色服务

保障】该项加分 

!b# cd\]^_`a 

目前，运营能力包含 3 个考核维度：店龄、内容运营和视频运营。之后，我们将陆续推出更

多、更丰富的店铺运营玩法，敬请期待。 

需要注意的是，这项能力下的各考核项均为附加分项。 

1. j% 

该项主要考核的是“会员开通年限”。会员通过续费，即可获得相应的附加分，且随着开通年

限的增加，每年会累计加分。简而言之，会员开通年限越久，该项附加分越多。 

2. &'Äi 

该项是对店铺的“优质问答提交数”进行考核，而该项的计分方法是：对全平台的所有商家，

按照近 30天提交的问答数进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商家，就能够获得更高的相应附加分。关于优

质问答的提交方法和注意事项，详见第五天第一节的《专业问答营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店铺提交的优质问答能够一直在百度搜索进行展现，但店铺分仅统

计近 30天提交的优质问答数。即近 30天未提交优质问答的商家将无法获得该项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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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þÿÄi 

视频运营这一考核维度主要包含两个考核指标：开通视频营销和优质视频提交数。需要注意的

是，该项所提及的视频是指，通过卖家版 APP 的视频营销入口提交的视频。关于视频营销的开通方

法和注意事项，详见第五天第一节的《视频营销新矩阵》。 

开通视频营销是对“开通视频营销且成功发布 1条及以上视频”进行考核。因此，只要店铺开

通了视频营销，且成功发布 1条视频，即可获得该项加分。 

优质视频提交数是对店铺的“优质视频提交数”进行考核。该项仅统计店铺近 30天提交并审

核通过的视频数。而该项的计分方法是：对全平台的所有商家，按照近 30天提交并审核通过视频

数进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商家，即能够获得更高的相应得分。 

!e# fEgh 

目前，平台管控主要针对的是重复铺货行为。之后，我们将陆续对电话接通情况、风控等维度

进行更全面的考核。 

需要注意的是，这项能力下的各考核项均为减分项。 

1. ���()*�Ø� 

重复商品是指同一个店铺下商品信息完全相同、或者商品的主要信息完全相同或高度相似、或

者其他符合以下标准的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的商品。因此，对于不同的商品，在发布的时候，必须在

商品的标题、详情描述、图片、重要属性等方面体现两个商品的不同之处，否则将被判定为重复商

品。 

需要注意的是：每个会员的店铺及店铺中的商品发布数量是爱采购提供给会员进行商品信息展

示的资源，资源是有限的，会员需要合理充分的利用，尽量体现个性化的差异信息，用于展示不同

种类的商品信息，避免重复发布相同的商品信息。 

百度爱采购的重复商品判定标准如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情况，以百度爱采购最终认定为

准）： 

（1）相同的商品，通过更改商品信息分别发布  

① 更改标题 

相同的商品，属性、主图、图文详情以及交易信息均相同或者高度相似，商品的标题通过产品

名的罗列、产品别名变化、产品修饰词变化、或堆砌非关键性字段（包括别名、修饰词、字母、符

号等），或者重新排列组合标题词语而表现的不同，将被判定为重复商品。 

② 更改价格、计量单位或供货总量 

相同的商品，标题、属性、主图、图文详情高度相似或相同，通过更改价格、计量单位和供货

总量发布的信息，将被判定为重复商品。 

③ 更改图片顺序  

相同的商品，主图和图片相同，变换主图或图片顺序而表现不同，商品的标题、属性、图文详

情均高度相似或相同，将被判定为重复商品。 

④ 更改图片中商品不同的角度或者背景 

相同的商品，主图和图文详情图片中的商品相同，以商品正面、侧面等不同的角度，或者变换

商品的背景、场景，分别发布在两个不同的商品里，商品的标题、属性、图文详情均高度相似或相

同，将被判定为重复商品。 

⑤ 更改属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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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商品，标题、主图、图文详情高度相似或相同，在属性中添加不同的文字、数字、字

母、符号等内容而表现不同或者对属性信息进行排列组合、或拆分信息发布，将被判定为重复商

品。 

⑥ 更改图文详情信息 

相同的商品，标题、主图、属性高度相似或相同，在图文详情中添加不同的文字、数字、字

母、符号、图片等内容而表现不同或者对图文信息重新进行排列组合、或拆分信息发布，图文详情

除了无效的文字、数字、字母、符号、图片等，其余信息有一定或者较高的相似度，将被判定为重

复商品。 

（2）相同的商品，通过填写不同的地区分别发布   

相同的商品，通过在标题或者属性或者详情中分别填写不同的地区名称，分别发布商品，

商品的主图、图文详情相似度较高，将被判定为重复商品。 

（3）相同的商品，通过更改商品的应用场景分别发布   

相同的商品，通过在标题或者属性或者图文详情中分别填写不同的应用场景，分别发布商品，

主图和图文详情有比较高程度的相似，将被判定为重复商品。 

（4）相同的商品，附带不同附赠品或附带品分别发布 

相同的商品，附带不同附赠品或附带品，分别发布商品，如果赠品有图片介绍，图文详情也提

及，商品的价格相同，其余商品信息有较高的相似度，将被判定为重复商品。 

（5）定制类的商品，通过更改不同的样品效果分别发布 

相同的定制类商品，因能够定制的样品不同，而将样品以多个商品进行发布，主图中显示不同

的样品，但本质是同一种服务，图文详情显示不同的样品，其余信息高度相似或相同，将被判定为

重复商品。 

（6）服务类商品，通过更改服务场景或对象或服务成果分别发布 

相同的服务类商品，以相同服务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服务场景或者服务对象而发布多个商

品，标题、主图、属性、图文详情有比较高程度的相似，图文详情有较高相似度，将被判定为重复

商品。 

 

2. ?9()�Ø·°ì+,-�./���� 

目前，商品重复行为分为恶劣重复行为和重度重复行为。其中，恶劣重复行为是重复程度最为

严重的一种情况，如商品标题略微修改但其它商品信息均一致，或商品图片顺序不同但其它商品信

息均一致，或仅修改商品价格但其它商品信息均一致等情况。而重度重复行为是重复程度相对较严

重的情况，例如发布商品的重要信息完全相同，或商品的信息高度相似，或商品本身为同一个商品

但表现形式不同等情况。 

（1）重复铺货行为的管理措施是什么？ 

若同一店铺中发布两件及以上同款商品的行为，视情节轻重程度，将采取警告、降权、扣分、

违规商品下架、全店商品下架及屏蔽店铺等市场管理措施进行管控。详见如下： 

① 若店铺中存在大量或较多数量的重复商品 

u 视重复商品严重程度，降权或者下架重复商品  

u 店铺分扣分，对店铺降权  

② 若店铺中存在少量重复商品 

u 视重复商品严重程度，下架重复商品 

u 视重复商品数量不扣分或者扣少量店铺分，对商品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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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存在重复铺货行为，应当如何处理？ 

根据重复商品清单，保留每个重复商品组中的第一个商品，其他重复商品均建议做下架/删除

处理。重复商品清单获取方式如下： 

① 服务商平台 

咨询服务商客服获取店铺的重复商品清单。 

② 商家后台 

通过【店铺诊断-违规行为-去处理】路径获取重复商品清单，并可以通过该功能批量下架重复

商品。操作方式如下： 

u 点击【店铺诊断-违规行为-去处理】即可跳转【重复商品组列表页】，字段包括重复组、

重复组内的第一条商品、重复组内的商品数、处理状态和查看明细。 

u 点击【查看明细】，即可打开该重复组的商品明细页面，可在该页面对组内的重复商品进

行批量下架操作。 

需要注意的是： 

同一重复组内的商品将按照商品质量排序，建议每个重复商品组保留第一条商品即可。 

针对主推商品，会在商品左上角进行提示，建议保留主推商品，或删除主推商品后，重新设置主推商品。 

（3）同一类商品被判为重复商品，如何解决？ 

同一类商品，但实际上是不同的商品，例如不同型号的扳手、不同规格/尺寸的瓷砖、不同成

分的粉末等。在发布这些商品时，应当注意以下几项内容，确保不同商品之间差异性、同一商品各

维度信息一致性： 

① 确认差异点 

针对同一类商品，最重要的就是确认不同商品之间的差异点，例如型号、规格、颜色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属性特征是指可以帮助区分不同商品的属性，最好是商品的专业参

数（非通用参数） ，也可以是材质、型号、规格、颜色等。 

② 突出差异点 

从标题、图片、参数、详情等各个维度，突出商品的差异化特征，用以区分不同商品。例如，

不同型号的同一类商品，应当在标题/参数/详情均标明型号，在图片上展示差异点。 

③ 信息一致性 

针对同一个商品，标题、图片、参数、详情等各个维度的信息均需保持一致。例如，某一型号

的商品在标题中注明了型号，但是在参数和详情页中展示的型号和标题不一致，或参数和详情中展

示了多个型号。 

（4）商品外形/特征相似的商品如何避免重复？ 

① 举例 1：五金配件 

u 图片：细节图区别点展示、多角度图 

 

u 详情：多细节图、型号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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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属性：头型、直径、槽型等专业属性 

② 举例 2：工业原料 

u 图片：细节、包装、场景差异化 

 

u 详情：产品成分、纯度等参数、使用场景展示 

 

 

u 属性：纯度、含量、成分、密度、CAS等专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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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举例 3：家装建材 

u 图片：着重突出细节区别点展示、实物家装效果展示 

 

u 详情：多细节图、家装效果图，规格大小、材质重点展现 

 

u 属性：规格、材质、大小、质感等专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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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SITUVWXEY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渐激烈，用户的需求不断升级。比起僵硬的广告，人们更

愿意从文章、短视频等内容渠道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而进行判断。因此，除了展示产品信息以

外，内容营销也是吸引流量的利器，店铺经营至关重要的一环。百度爱采购为您准备了专业问答、

频营销与活动营销等新兴玩法，助您开辟新航道，寻找更多财富来源。 

!"# ijdk 

1. cde$'×0 

（1）爱采购专业问答是什么？ 

爱采购专业问答是工业品内容营销的新方式，通过输出专业性的问答内容帮助商家获取流量。

爱采购专业问答由商家提供问题及专业回答，解决用户在工业品行业遇到的问题，并通过在百度搜

索结果首位固定展现的形式，持续对商家的名称、店铺、商品及联系方式进行曝光，源源不断地获

取搜索流量。 

 

（2）爱采购专业问答具有以下优势及特点 

① 搜索结果首位展现：专业问答在百度搜索结果中固定首位展现，强势获取搜索流量； 

② 多行业覆盖：目前覆盖机械工业、农林牧渔、五金工具、家装建材等 10+行业； 

③ 海量搜索用户：立足 B2B 行业流量蓝海，爱采购品牌保障； 

④ 多场景分发：百度 APP、移动端、小度智能多场景多终端分发，搜索精准触达； 

⑤ 高效询盘转化：落地页设置电话、询盘、商品分发多重入口，流量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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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采购专业问答问题标准及撰写技巧 

由于爱采购专业问答在百度搜索中展现，并且需要满足用户的需求，因此对专业问答的生产质

量要求较高。并且专业问答在上线前要经过三轮审核，最大程度保证问答质量。 

为了助力商家产出优质内容，有效获取流量，爱采购侧也制订了相应的撰写规则和撰写技巧，

帮助商家更好更快地生产专业问答，玩转内容营销。 

① 如何获取问题？ 

爱采购专业问答问题分为自主词包（商家自主提交问题）和下发词包（爱采购下发问题给到商

家）。自主词包需要商家自主提交。那么如何找到符合要求的问题呢？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小技巧： 

打开百度 APP，在搜索框中搜索确定的商品关键词（如漏电保护器），在下拉框内就会有联想

出来的语句，点击对应语句，只要搜索结果没有【爱采购】问答卡的内容，那么该条语句就可以作

为自主词包的问题进行提交（在关键词后面适当的加上介词/助词，会有更多的结果）。 

② 您可以生产什么领域的问题？ 

符合工业品生产相关的领域，即机械设备、五金机电、家装建材、水暖电工、电子仪表、安全

防护、化工能源、橡胶塑料、包装印刷、农林牧渔行业的产品生产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生产的；生

活场景与常识、家用电器、家庭环境与装修、汽车、视频、数码产品、医药、政府机关及法律相关

的问题不可作为问题提交。 

（4）爱采购专业问答答案标准及撰写技巧 

① 专业问答的答案需要符合什么标准？ 

爱采购专业问答答案审核主要从相关性、专业性、原创性、可读性、全面性和客观性六大方面

进行审核 

u 相关性：答案首段前 70-150 字需给出答案的总结或直接回答问题；答案内容整体需针对

性解决了问题，无不相关内容；针对问题，答案有详细说明，关键点无遗漏（不要问题与

答案毫不相关）并且提供 1张以上和问题及答案相关的图片；图片和问题及答案有关联，

以解说为目的； 

u 专业性：回答问题的会员在问题所涉及的行业中，是有专业经验的厂家或经验丰富的专

家；回答问题的会员与问题中的商品或服务强相关；回答问题的会员通过了真实性认证； 

图片比例严格按照 1:1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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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原创性：答案中需完全原创，除少量数据内容外，不得引用、借鉴任何来自于网络或其他

媒体的信息，图片应为原创拍摄图片且无水印； 

u 可读性：语句通顺、逻辑自洽；排版简洁直观，换行适当，段落明确，标点恰当；用词准

确，书面化，无口语化或方言类词语（不要错字漏字多字，不要副标题过长）；图片非常

清晰、无任何水印遮挡（至少 300*300）；拍摄图片的角度适合，无杂乱背景； 

u 全面性：答案围绕解决问题的关键点，有详细说明或论证；必须围绕问题中给出的条件去

解答，不能有遗漏或偏差；例如：问题问的是十大品牌，不能只回答五个；答案中要体现

出问题所涉及的所有商品，如“榨汁机与豆浆机有何不同？”答案需包含提到的两种商

品；图片无缺失，能完全打开呈现商品的全貌。 

u 内容性：内容客观中立不偏激，不夹带主观分析（我认为，我觉得）、猜测等；内容不夹

带营销推广信息，不允许推荐第三方网站，如淘宝、1688、中国材料，慧聪等平台；内容

中不包含任何联系方式；图片无水印、无广告、无任何公司信息（包括不限于姓名、电

话、公司名称）； 

② 专业问答的图片需要符合什么标准？ 

u 图片清晰、干净，不能有水印，不要出现令用户不适的内容 

u 支持尺寸为 1:1 的商品图多张（图片比例可以适当放宽至 4：3，但偏向竖版的图片不予

准入），分辨率不低于 300*300，落地页图片不允许重复，不支持 png格式； 

u 不能出现严重的内容截断，导致主体内容无法分辨。 

（5）爱采购专业问答参与方式 

目前爱采购专业问答分为两种参与方式： 

① 服务商会员需联系自己服务商，通过服务商提供的参与方式进行参与； 

② 百度直营会员需要联系百度爱采购官方客服，通过邮件的形式进行参与。 

2.þÿi®¢17 

（1）视频营销是什么？ 

  近年来短视频及小视频逐渐成为了内容营销的主战场，并且成为各企业进行推广的主流方

式。但对于工业品行业来说，视频营销仍然处于启蒙阶段。因此爱采购为商家搭建了展现视频营销

能力的专属阵地，助力商家把握时代脉搏，获得更多商机。商家可以通过拍摄视频并上传的方式，

在百度搜索视频卡和信息流中获得展示，持续收获来自搜索的观看、评论、私信并进行转化。若您

使用视频营销即可： 

④ 精准获客：通过视频获得评论、私信，多种询盘方式精准获客，不放过任何一个潜在买

家； 

⑤ 多场景分发：通过百度信息流、搜索视频卡等百度域核心资源，多渠道多维度进行展现，

一条视频多场景高效触达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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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质视频评估标准 

评估 

方向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视频 

解说 
解说与内容不相关 

无视频解说 
有解说，解说内容很少，仅简单介

绍商品是什么、今天发货 有解说，表达清晰 

有解说是自带模板『音乐走…』 不包含 bgm的音乐 

视频 

画质 

1、完全模糊看不清 1、看不清重要细节 1、视频画质轻微模糊 

整体较好 

2、严重不完整，被截断 
2、上下或两侧宽大黑边，超过画

面面积一半 
2、无内容遮挡 

3、四周宽大黑边，影响观看 3、重要内容被截断且影响表达 3、黑边较少 

4、明显抖动、不稳定 
4、视频画面有突然旋转导致影响

观看 
 

5、视频内容被严重遮挡 5、视频内容有部分被遮挡  

6、空白帧超多 5s（白屏、黑

屏、灰屏） 
  

视频 

水印 
竞品水印，如：抖音、京东等 

营销类联系方式水印，如：手机

号、二维码等 
商家 logo 没有水印 

视频 

字幕 

1.字幕与内容不相关 1、无字幕 1、有字幕、字幕帧数为 1帧 
1、有字幕且字幕帧数大

于等于 2 

2、字幕存在较多乱码、错字、

掉字、多字，造成字、词、病

句、语法错误等导致语义不通

顺，产生理解障碍 

2、字幕有问题能理解 

2、字幕内容仅是商品名称与厂家名

称、或者营销类词 源头货源、质量

保障等 

2、字幕内容与解说保持

一致，表达清晰，传达价

值 

   
3、商品指示说明，可以

传达价值 

视频声

音 
完全没有声音 

声音非常弱、刺耳或者声音与内

容不符 
声音有杂音，但不影响观看 声音清晰且体检较好 

视频内

容价值 

1、无意义\随手拍\不知所云\

主体分不清 
1、没有解说，只拍摄商品 1、只介绍商品与其特点优势等 

1、以商品为依托传达价

值（使用、挑选、发货、

现场、维修等主题） 

2、完全无意义的图册、PPT、

录屏、视频内容/图片循环播放

等 

2、PPT图集 2、没有解说，但字幕有相关介绍 

2、字幕配有解说，可获

取到知识技能或其他有效

信息 

  3、没有字幕，但有相关解说  

  4、视频本身有趣、适合猎奇  

相关性 
视频主体与标题完全不相关，

整体完全不相关 

视频主体与标题主观相关，但内

容不相关，如:厂家介绍与使用教

程 

 视频主体与标题完全相关 



百度爱采购 

 

 

 
101 

#

（3）视频营销参与方式 

 视频营销目前采用申请制。登录卖家版 APP，点击视频营销入口，填写信息即可以进行申

请。申请后爱采购侧将对您的资质进行综合审核，申请成功后，请您按以下步骤进行绑定、提交、

观看数据等操作。 

① 登录卖家版 APP后，进入视频营销入口 

注：请保证卖家版 APP更新至最新版本 

 

② 会员进入视频营销入口，点击申请开通，等待系统进行审核 

注：系统审核时间在 3 个工作日左右。 

   

③ 视频营销申请结果-审核失败 

u 会员所处的行业为不准入行业 

u 会员店铺质量不符合准入要求，需持续优化店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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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视频营销申请结果-审核通过 

u 申请成功后，进入视频营销，同意服务协议。 

   

⑤ 点击页面前往绑定，若无企业百家号则可点击第一步注册企业百家号，注册完毕后或若已

有企业百家号，请点击第二步前往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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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如果会员账号正常，点击同意绑定后会正常进入视频营销界面。 

u 输入企业百度账号 

u 选择登录方式 

u 绑定百家号 

 

⑦ 若爱采购店铺的营业执照与所绑定的百家号营业执照不一致时，会跳转到签署协议界面，

需要跟随引导进行账号换绑或签署线下协议。 

u 线下签署授权说明 

u 保存授权函至相册 

u 要求进行签署盖章，通过原入口进行资料上传，等待官方审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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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进入视频营销主界面后，在界面下方点击《视频营销攻略》可以进入视频营销攻略界面，

该界面展示了视频营销相关培训与指导内容，可随时进行观看学习。 

  

⑨ 在主界面点击发布视频按钮，进入选题选择页面，该页面下方有【反馈】按钮，可点击进

入反馈页面，在反馈页面也针对主体和标题问题进行反馈，系统接受到反馈后会在 7-14

个工作日内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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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在主界面点击发布视频按钮，选择好选题后进入发布页面，在该页面可以对不符合预期的

视频标题进行修改，然后点击上传视频，即可对视频进行上传。 

注：修改标题仅在标题中的型号、内容、品牌有误或与会员预期不符的情况，或者是标题中有错别字、语句错误等情况才可以修改，

随意修改标题会影响视频的曝光效果，系统会自动检查修改后的标题需符合以下要求： 

u 字数在 8-30 个字之间。 

u 标题内不包含厂家直销、厂家直供、大量出售、大量回收、欢迎来电等营销词语。 

u 标题不与已有标题相同。 

   满足以上要求，标题才能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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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发布视频后，可以对视频封面进行上传，若不上传则系统会自动抓取视频第一帧作为视频

封面，同时系统会对视频进行基础检测，检测无误后点击发布按钮即发布成功。 

 

⑫ 在视频营销主界面，点击视频管理按钮，可进入视频管理页面，在该界面会展现所有发布

的视频的内容及效果数据。 

      

⑬ 在视频营销主界面，点击互动管理，可进入互动管理页面，在该界面会展现已经发布的视

频获得的所有私信、评论等线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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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dk 

12$345 

（1）爱采购专题活动指爱采购平台官方发起的营销活动。包含爱采购年度活动（如企业开工

季、爱采购品牌好物节、工业品一站购等）、多种场景类活动（农耕、防汛等）、多行业垂类活动

（机械工业、五金机电、冶金钢材、化工能源等）等多种类型营销活动。通过专题活动的营销形式

既可以帮助商家的商品获得更多曝光、线索、询盘，更能让买家在爱采购官网（b2b.baidu.com）

快速寻找到心仪的商品。 

 

 

（2）参与方式：平台会不定期在爱采购官方商家后台发起活动报名，您可直接登录爱采购商

家后台（b2bwork.baidu.com）进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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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阵地：每一场平台发起的专题活动，爱采购官方都会打造专门的落地页，帮助商家商品

在活动专属场景中获得更好的营销 

 

2.6BOSS78 

《BOSS说》是爱采购 2021 年打造的创新栏目，旨在通过直播、视频、图文等多种形式，走进

To B 企业主背后的故事，展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体量优质商家在爱采购的经营成果，分

享在爱采购经营的经验，在帮助爱采购会员进行店铺、商品曝光的同时，使其成为企业主交流分享

的优质载体。截至 2021 年底，《BOSS说》已分别面向百度爱采购第一届数智大会获奖商家、河南

防汛物资救援采购积极响应商家、实力供应商商家等多种类型商家进行《BOSS说》访谈，为爱采

购企业主分享优质经营经验，您可在爱采购官方商家后台、爱采购卖家版 APP、爱采购商家社区观

看相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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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跟随前文的讲解，各位商家已经可以自如地应用爱采购各项基础产品功能。在本章，您将

看到爱采购高阶会员产品——实力供应商的产品介绍与购买说明，为您再添一剂“实力”猛药，全

力冲刺财富自由！ 

!"# n]opB+,/0 

1. ���!"9è? 

实力供应商是爱采购为更好的满足基础会员的需求而推出的一款高级会员产品。企业成为实力

供应商后，即可享受权威认证机构资质核验服务，获得更精准有效的线上营销支持，助力企业成

长。 

2. !"9è?¯° 

爱采购实力供应商分别为：实力档口、实力工厂、实力品牌店。其中，实力品牌店又分为品牌

旗舰店、品牌专卖店、品牌专营店。 

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企业入驻，具体说明见实力供应商入驻流程。 

 

!*# n]opB-.qU 

1. -.�0 

（1）实地认证：提供权威机构认证服务，由第三方机构上门取证、验证，核验企业的生产及

经营情况，获得专属实力认证标识及相应认证报告，彰显卖家实力，推动买家快速决策。 

（2）企业名片：用户在百度搜索引擎中搜索企业名称时，实力供应商的搜索结果将以高端企

业名片形式展现。用户可通过该卡片直接查看商家认证报告，或点击进入爱采购店铺进行浏览，在

树立企业品牌形象的同时获得高价值流量曝光。 

2. î:�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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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企业在成为实力供应商后，实力档口将获得实力档口、实地验商标识；实力工厂将获得实

力工厂、实地验厂标识；实力品牌店将获得品牌旗舰/品牌专卖/品牌专营、品牌核验标识；在店铺

页、商品页、搜索结果页等多场景多端尊贵展示，彰显企业权威身份。 

3. Äi�0 

（1）线索量提升：实力商家商机广场线索每日查看次数提升为 4条，询盘线索优先分发、优

先获取，让您优先获得更多订单，提高销售线索的转化。 

（2）推荐位提升：实力商家主推商品提交数量提升为 30条，增加自主营销权，提高爆款商品

展现，助力营销提效。 

（3）商品数量提升：实力商家商品提交上限提升为 8888条，满足实力商家的更多上架需求。 

4. Ñ»�0 

定制化店铺样式：您可以定制店铺样式、设置店铺 banner，满足实个性化店铺装修需求，吸

引买家关注，让企业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5. 23�0 

（1）优先展示：在爱采购推荐页、商品列表页，根据买家采购习惯，精准推荐并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展现实力商家商品，增加实力商家的流量曝光度。 

（2）标签筛选：在爱采购商品搜索页，提供实力供应商筛选项，帮助用户直达实力商家商

品，突显实力供应商与普通商家的差异性。 

（3）实力频道：实力频道作为实力供应商的专属运营阵地，在爱采购官网首页拥有独立流量

入口，强势呈现实力供应商优选商品、优选商家，带来更多曝光和订单转化。 

6. F40; 

（1）专题活动：优先参与爱采购&实力供应商官方活动，获得更多传播。 

（2）专业培训：量身定制线上线下培训课程，行业专家定期提供专业指导。 

 

产品权益对比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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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pBrstu 

1. T�<=> 

（1）申请商家为爱采购基础会员且剩余有效期大于 90天； 

（2）申请商家需通过真实性认证； 

（3）涉及期限的（如营业执照/商标证有效期），剩余期限不得少于 90天（自申请服务时起

算）； 

（4）不接受无公司名的个体工商户的入驻申请（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中的企业名称/字号名称不

允许为空或*号）。 

2. !"?@=><= 

（1）主要针对销售型企业，要求拥有正常经营的线下店铺； 

（2）通过实地档口认证。 

3. !"fA=><= 

（1）主要针对生产型企业，即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有“生产”“加工”或“制造”等字样，

若您的营业执照无以上字样，则可以提供以下材料（二选一）： 

① 提供申请产品的生产资质证书，且有对应的生产作业环境； 

② 生产设备+办公场景+实际经营。 

（2）通过实地工厂认证。 

4. !"9:j=><= 

（1）主要针对拥有品牌资质的企业，需持有自有品牌或授权品牌（均需为 R标）： 

① 旗舰店：入驻商家持有自有品牌需商标注册证/商品注册申请书：由国家商标总局颁发的

商标注册证（R标）或商标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TM标）； 

② 专卖店：入驻商家持有指定渠道品牌授权：以商标持有人为源头出发的完整授权链条的资

质证明，且店铺售卖单一品牌； 

③ 专营店：入驻商家持有售卖多品牌授权资质：2 个及以上以商标持有人为源头出发的完整

授权链条的资质证明（含自有品牌）且售卖多品牌（2 个及以上最多 10 个）。 

（2）通过品牌认证。 

!6# n]opBrsvw 

方法一：请直接联系您的专属客服； 

方法二：在爱采购官网首页（https://b2b.baidu.com/）点击【实力供应商】，或直接进入实

力供应商入驻页面（https://b2b.baidu.com/settle/senior）点击【立即入驻】，提交联系方式

及企业相关信息，即会安排服务商和您尽快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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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ef>GHIgP 

智能化浪潮之下，熟练应用数据运营乃大势所趋。爱采购智慧商机应运而生，帮助您清晰直观

地了解店铺经营状况，及时进行分析与优化，持续领跑追逐财富之路。 

!"# :?xyVz{|}-~�B� 

1.BC?À���� 

智慧商机是爱采购和数据研究院面向所有会员推出的数据产品，基于百度全链路数据融合，可

视化卖家线上各经营路径，为精细化运营做辅助参考。 

2.BC?À»¼½¾¿��� 

智慧商机功能存在于电脑端的商家后台和手机端的卖家版 app两端，满足了您在有电脑时和有

手机时不同场景下的运营需求，卖家版 app能满足您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的经营需求，商家后台满

足商家多维度的需求，帮助商家做精细化的运营，具体来讲： 

（1）首页概况即卖家版 app的“首页”模块，是商家对店铺整体运营状况了解的工具。该工

具为您提供店铺、商品、买家等维度的核心数据，商家后台具备关于曝光排行和点击排行的内容数

据，您可以查看店铺、商品浏览量和点击量较高的关键词，以及热门商品名称。也可根据数据来调

整标题的命名，提高标题的精准性，让买家搜索关键词时能展示店铺的商品，并让买家点击，增加

您的店铺和商品的曝光，助力您获取更多询盘信息和商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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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量洞察即对应卖家版 app的“流量”模块，为您提供店铺、商品及关键词等更细维度

的曝光量和点击量等数据，商家后台的“本店 TOP关键词”是指进店曝光量最高的关键词展示及该

关键词下全网日均指数分析（搜索指数恒定时，商品指数越高供需指数越低）。您可根据各关键词

数据分析投放效果，后续可选择曝光较高的关键词投放，为您的店铺带来更多曝光量提升运营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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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分析即对应卖家版 app的“商品”模块，是您了解店铺内商品的整体运营概况的工

具，可检测到商品收录情况（当用户搜索的信息与商品相关时，百度便会从搜索结果中显示你的店

铺商品）和展示情况以及可视化的趋势，帮助您的运营人员根据不同商品的曝光、点击数据选取效

果较好的商品去重点运营和维护，进而营造爆款商品，提高店铺的影响力。 

 
（4）客户分析即对应卖家版 app的“线索”模块，是您对买家询盘和客户行为分析的工具，

可以查询到每一天（最长支持查询 30天）店铺的电话点击量、表单询盘量和 IM咨询人数，同时也

能使用图表更直观的看出变化趋势，让您能快速定位到店铺整体的询盘情况，如果电话点击量或

IM咨询人数过低或者呈下降趋势，则需要对店铺和商品进行诊断和优化来提升效果。 

3.ÅÆDE�F��7G 

商家后台新丰富的数据日报模块与卖家版 APP 数据日报模块数据类型相同，均分为概况、流

量、线索、商品四部分，您可自主选择手机端、电脑端或手机端电脑端两者结合的数据维度进行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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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家后台数据日报新增加如下功能： 

① 数据说明：将鼠标移动到○?处可查看该数据的解释说明，方便您了解数据来源及展示逻

辑。 

② 数据导出：点击【导出数据】可导出最近 30天数据（商品量和关键词数据可导出最多 50

条），方便您进行分析处理。 

③ 时间选择：点击时间选择按钮，可对数据展示时间周期进行选择，方便您查询不同时间段

数。 

（2）具体说明如下： 

① 在商家后台首页中点击核心业务数据旁的【查看更多】按钮即可进入数据日报模块。 

 

② 点击进入数据日报模块后可看到近 7天数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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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您可根据需要选择流量、线索、商品等数据类型进行查看，同时可分别选择手机端、电脑

端或手机端电脑端两者结合的数据维度。将鼠标移动到○?处可查看数据说明。 

④ 点击时间选择按钮，您可选择需要查看的时间维度。 

 

 

⑤ 点击【导出数据】按钮即可导出对应模块的数据，方便您对数据进行存储分析。 

!*# ��g� 

1.ôHI¤�� 

（1）询价订单模块包含全部线索、询价订单、线索推荐三部分，会员可通过该功能模块查看

由买家发出的询价订单或者线索推荐详情，同时可通过电脑端查看电话后通过手机进行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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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全部线索】可以查看到所有接收到的询盘线索，对于还没有过期的线索，您可以

在【操作】模块查看详情或者直接进行报价操作。 

 
（3）对于已经失效（超过报价截止时间）的询盘您可以进行询盘详情的查看，不能进行报价

操作。 

点击报价后将会展示出发出询盘的电话，您可通过电话和买家进行联系。 

（4）您也可通过反馈按钮对询盘的质量和匹配程度等进行反馈，我们也会不断优化询盘的质

量和匹配程度。 

 

!1# RS2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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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I¤�� 

在了解了如何发布商品后，我们该如何查看我们的订单呢？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手段增加我们

的订单量？ 

本节将带您一一解释订单状态的意思，从买家下单到发货的全流程说明，帮助您第一时间了解

订单，防止因为信息缺失造成的经济损失。其后将会在交易玩法的小章节里面，通过介绍交易勋章

的增值权益，规则制度，查看方法入手，帮助您进一步讲解如何进一步获取更多的展示机会权益，

以及“代客下单”如何帮助买家完成付款等方式，帮助商家完成商家能力营业额的增长。 

 

（1）订单管理—商家后台/卖家版 APP 

① 商家后台 

在线交易商品“上架”并有“买家下单”后，商家可以在【商家后台】-【发货管理】-【交易

订单】中管理订单。 

 
② 爱采购卖家版 APP可在【首页】-【交易订单】-【订单管理】里查看相关订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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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订单生成后，页面会展示 6种状态：【待付款】、【待发货】、【待收货】、【已收

货】、【退货退款中】、【交易关闭】。 

u 【待付款】：表示买家已提交订单，但未完成付款。 

注：未付款的订单系统 24 小时自动取消  

 

 

u 【待发货】：表示买家已支付，等待商家发货 

商家需点击【发货】按钮，填写发货的运单号码和物流公司，并点击【确认发货】按钮后完成

发货操作。（发货详情流程，查看订单详情发货流程） 



百度爱采购 

 

 

 
123 

    

 

u 【待收货】：表示商家已发货，等待买家收货 

商家可点击【查看物流】查看物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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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已收货】：表示买家已确认收货。 

两种情况下订单会变更为已收货状态： 

“买家主动确认收货” 

“商家发货后超过 10天，系统自动变更为已收货状态” 

注：买家确认收货后，货款会在 7个自然日后打入商家账户（商家开通交易时填写的银行账户）。未缴纳足额保证金的商品订单，货

款会在确认收货 15天后支持提现，但提现金额将受到一定限制，具体内容参照（4.4 货款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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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退货退款中】：表示买家已提交提交退货退款申请，但货款/商品未完成退款/退货 

  

u 交易关闭 

“待付款状态时，买家或商家主动关闭交易或系统自动关闭交易，订单会进入交易关闭状态” 

“整单退款成功后，订单进入交易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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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J 

商家可点击单条订单右侧的【订单详情】去查看订单信息 

 

（1）【订单信息】 

在订单信息页中，商家可查看订单当前所处状态及可进行的操作。 

 

（2）【物流信息】 

每个物流单包含的信息有：物流公司、运单号、物流的详细动态。 

 

若商家尚未发货，则页面中会提示”暂无该订单的物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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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票信息】 

若买家在提交订单时申请开发票，则展示买家提交订单时填写的发票信息。 

若买家选择的发票形式为电子发票，发货后 15天内，商家需在【选择文件】处上传电子发

票。若买家申请纸质发票，请及时与买家沟通发票交付方式。 

 

若买家未申请开发票，则【订单管理】页面中不会露出发票信息标签页。 

（4）发货流程 

商家发货后，可点击单条订单右侧的【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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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发货信息页面，可获取买家信息，填写运货单号码和物流公司后，点击【确定发货】，则

该商品进入已发货列表。 

注：如商家发货未走快递，可再与买家沟通后，把货运信息填写在运单号码处，点击【确定发

货】，如买家选择自提，则点击买家自提后，点击【确认发货】 

 

 

（5）货款提现 

从交易开通到终于产生订单，这一路的经历都是为了能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本节将会着重说

明提现的规则是什么？我在哪里能查到货款的金额？保证金如何缴纳？缴纳金额是多少？以及商家

到手的货款该怎么计算？ 

3. 0ÜÚ`a-*KÓ3yz 

（1）货款提现规则 

在使用“零元开通在线交易”功能开通在线交易后，在您未缴存足额的店铺保证金前，您的店

铺将受到下列限制（已经缴纳保证金类目订单的货款且不处于售后状态的订单货款，该部分货款将

在确认收货 7天后自动到账）： 

① 买家将无法看到您店铺的商品保障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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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限制发布虚拟商品及其他需要额外保证金的商品； 

③ 提现累计金额：上限 500元； 

④ 提现次数：不能超过 1 次； 

⑤ 提现时间：N+15 方可提现，即订单签收满 15天订单即可提现； 

⑥ 店铺违规次数不能超过 1 次； 

⑦ 店铺违规订单不能超过 1单。 

⑧ 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商家在未缴纳足额店铺保证金的状态下，买家发起保障申请或售后

申请时，对应保障申请或售后申请订单的货款会实时冻结，待买家保障申请或售后申请完

结后释放相应订单货款。 

 

（2）货款查询方法 

商家可在【商家后台】-【资金账户】-【我的资产】中看到货款总金额及订单明细 

注： 

① 货款总金额：商家交易总金额，包括即将自动到账金额、可手动提现金额、退货/退款金

额以及因客诉限制金额 

② 即将自动到账的金额：已经缴纳足额保证金类目订单的货款且不处于售后状态的订单货

款，该部分货款将在确认收货 7天后自动到账 

③ 可手动提现的金额：未缴纳足额保证金类目订单货款，且不处于售后状态的订单货款，该

部分货款将在确认收货 15天后支持部分提现 

 

④ 部分提现金额限制可点击【查看限制】，查看限制的资金及限制原因 

缴纳保证金余额 商品保障标识限制 提现能力限制 

0元≤保证金余额

<3000元 

全类目商品 商品列表页、商品详情页无商

品保障标识 

货款需手动提现，可提现订单为买家确认收货 15

天后， 提现金额上限为 500元，仅支持提现 1次 

3000元≤保证金余额

＜5000元 

3000元保证金档商

品 

商品列表页、商品详情页有商

品保障标识 

无本协议规定的限制 

5000/10000元保证

金档商品 

商品列表页、商品详情页无商

品保障标识 

货款需手动提现，可提现订单为买家确认收货 15

天后， 提现金额上限为 500元，仅支持提现 1次 

5000元≤保证金余额

＜10000元 

3000/5000元保证金

档商品 

商品列表页、商品详情页有商

品保障标识 

无本协议规定的限制 

10000元保证金档商

品 

商品列表页、商品详情页无商

品保障标识 

货款需手动提现，可提现订单为买家确认收货 15

天后， 提现金额上限为 500元，仅支持提现 1次 

保证金余额≥10000元 全类目商品 商品列表页、商品详情页有商

品保障标识 

无本协议规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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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商家缴纳 3000/5000/10000档类保证金，即可解锁该档类商品的所有限制，可点击【缴纳

保证金】前往缴纳 

 

 

4. #.LMNOPM 

（1）缴纳保证金 

资质审核通过后，商家可在【商家后台】-【资金账户】-【保证金管理】处按要求缴纳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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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可点击【各类目保证金额度要求】进行查询，按商品类目进行缴纳。如果商家的经营类目

是叠加的，按需要缴纳最高的类目去缴纳。 

 

（2）保证金补缴 

若保证金已用于赔付、退款或扣除，则商家需要尽快完成补缴。当商家对应类目保证金不足

时，【保障标识】将立即下线，同时平台将下线商家 

① 进入【保证金管理】页面，下拉至【补缴保证金】，点击【补缴】 

 
② 勾选【协议】，并点击【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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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跳转至【收银台】页面，选择支付方式，核对支付金额，点击【确认支付】，获取支付二

维码，完成支付 

5. *KQR]n(STklU) 

按照平台规定，商家在平台产生订单，平台将会收取技术服务费，按照买家支付方式，若买家

采取对私支付则收取货款的 0.6%费用，若买家采取对公支付则每笔订单收取“10元”费用。 

扣除方式：货款打入商家账户时自动扣除技术服务费 

6. V*/VK/V#.L 

（1）退货/退款 

① 商家可在【退货/退款中】列表内看到买家申请退货或退款的商品，后点击【退款处理】

可看到买家填写的退款原因、退款货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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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如同意退款，可点击【同意申请】，货款将打回买家账号，商家如果不同意退款，可点击

【拒绝申请】，则该退款流程结束 

 
② 买家退款分为两种情况：仅退款和退货退款，条件如下： 

u 仅退款：商家未发货、发货后或已收货后与商家达成一致，买家可以发起仅退款。 

买家发起仅退款申请后，商家需要在 5个自然日内处理（可随时拒绝），否则系统自动同意。

商家拒绝后，买家还可再次发起退款申请。 

u 退货退款：商家发货后或买家已收货，买家可以发起退货退款。 

买家发起退货退款申请后，商家需 5个自然日内处理（可随时拒绝），否则系统自动同意。 

商家同意退款后，需要在收到退货后的 10 个自然日内处理，否则系统判定商家自动收货，并

退款。如果商家收到退货后，判断货物异常，可发起商家申诉。 

u 若商家拒绝退款申请，买家可再次发起退款申请。 

注：在买家确认收货 7个自然日后，线上退款功能将关闭，若买家需要退款，需与商家线下达成一致后，通过线下退款。 

（2）退还保证金、货款 

① 保证金退还条件（同时满足） 

u 商家合同已经到期； 

u 店铺无新增或未完成状态订单； 

u 店铺关闭后 30天内订单无投诉； 

②  保证金退款流程； 

u 商家到期后，商家后台右上方展现【申请保证金退款】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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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当商家点击后，系统自动进行校验是否符合要求，若满足以上情况，则提示【申请成功，进

入 30天观察期】，进入观察期；若不满足，则提示【当前有未处理的订单/售后，请处理后

申请】 

u 进入保障观察期后，右上方【申请保证金退款】入口变为【查看退款进度】，点击进去会显

示退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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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保障观察期结束后，退款进度流转至【开启退款通道】，可进入保证金管理页面，点击【退

还保证金】，填写银行卡信息，保证金将在 10 个工作日退回，并短信通知保证金退还。 

 

u 操作流程可点击【退款须知】查看 

 

（3）“0元开交易”商家货款退还 

在商家未缴纳店铺保证金的情况下，且商家不存在需提现的货款，则商家在爱采购商家到期后

自动关闭在线交易功能。若商家存在未提现的货款，将在商家的爱采购商家到期后自动进入 30天

闭店观察，观察期满后，且商家无其他违规情形，未提现金额将在商家期店铺的最后一笔订单确认

收货 45 个自然日后自动打款至商家账户。 

在商家已缴纳店铺保证金的情况下，商家的爱采购商家到期商家后台自动出现退还保证金入

口，商家可点击申请，进入 30天的保障观察期，观察期满后，且商家无其他违规情形，到期后可

填写需退还的账户，保证金将打入该账户；商家到期后若存在未提现的货款，将在商家最后一笔订

单确认收货 45 个自然日后自动打款至商家账户。 

7. wxÙW 



百度爱采购 

 

 

 
136 

为了维护公平、安全、有序的购物环境，建立良好的经营秩序，加强爱采购开放平台产品质量

管控力度，提升消费者体验及购物品质，部分二级类目暂定不开通在线交易，具体可在【爱采购官

网】-商家社区查看。 

!6# RS23��� 

（1）交易勋章整体介绍 

交易勋章是爱采购平台基于商家多维度交易能力对商家赋予的交易等级体系，为了更好地提升

爱采购平台买卖双方的交易体验、为商家提供更多权益优待、让好商家脱颖而出，交易勋章将与商

家的交易情况紧密关联，并与商家流量挂钩。商家销量越好，交易勋章等级越高，买家越信任，平

台给予商家的流量和权益越多。 

① 交易勋章的等级与权益 

以下为百度爱采购交易勋章的等级规则与权益，达到对应等级的要求即可获得相应等级的交易

勋章、获得对应权益。交易勋章仅针对交易商家，未开通在线交易的商家无法获得交易勋章及其相

关权益。 

勋章 等级要求 权益体系 

 
1. 近 30 天累计订单量

≥1 单。 

 

1. 搜索排名递增：同等条件下，搜索排序更靠前，增加流量和商机。 

2. 营销活动扶持：享有爱采购平台举办的一般性活动专题资源位的审核优先

权，长期活动主题会场的报名优先权，增加商品曝光机会。 

 
1. 近 30 天累计订单量

≥10 单（对应总订单金

额需>300元）或近 30

天累计订单金额≥3000

元； 

2. 近 30 天累计买家

数>2 个。 

1. 搜索排名递增：同等条件下，搜索排序更靠前，增加流量和商机。 

2. 营销活动扶持：尊享爱采购平台举办的重大 S级活动专题和一般性活动专

题会场的核心高流量资源位的审核优先权，长期活动主题会场的核心高流量

资源位的报名优先权，增加商品曝光机会。 

3. 潜力商品扶持：2 个商品可作为潜力商品自动享受平台站内流量扶持，增

加展现机会。 

 
1. 近 30 天累计订单量

≥50 单（对应总订单金

额需>3000元）或近 30

天累计订单金额≥30000

元； 

2. 近 30 天累计买家

数>3 个。 

1. 搜索排名递增：同等条件下，搜索排序更靠前，增加流量和商机。 

2. 营销活动扶持：尊享爱采购平台举办的重大 S级活动专题和一般性活动专

题会场的核心高流量资源位的审核优先权，长期活动主题会场的核心高流量

资源位的报名优先权，增加商品曝光机会。 

3. 潜力商品扶持：4 个商品可作为潜力商品自动享受平台站内流量扶持，增

加展现机会。 

4. 搜索直达：当商家在爱采购检索框输入商家店铺名称时，商家店铺在搜索

下拉提示词中展示，提升品牌曝光能力。 

5. 专属服务： 

· 百度爱采购行业运营一对一指导； 

· 逆向保障：申诉优先处理机会，协助处理恶意投诉、店铺扣分处罚申

诉等。 

 
1. 近 30 天累计订单量

≥120 单（对应总订单

金额需>5000元）或近

30 天累计订单金额≥

50000元； 

2. 近 30 天累计买家

数>4 个。 

1. 搜索排名递增：同等条件下，搜索排序更靠前，增加流量和商机。 

2. 营销活动扶持：尊享爱采购平台举办的重大 S级活动专题和一般性活动专

题会场的核心高流量资源位的审核优先权，长期活动主题会场的核心高流量

资源位的报名优先权，增加商品曝光机会。 

3. 潜力商品扶持：5个商品可作为潜力商品自动享受平台站内流量扶持，增

加展现机会。 

4. 搜索直达：当商家在爱采购检索框输入商家店铺名称时，商家店铺在搜索

下拉提示词中展示，提升品牌曝光能力。 

5. 专属服务： 

· 百度爱采购行业运营一对一指导； 

· 逆向保障：申诉优先处理机会，协助处理恶意投诉、店铺扣分处罚申

诉等。 

6. 尊享高价值多端资源位展现机会，增加曝光和流量： 

· 尊享优先免费获取爱采购平台电脑端及手机端首页搜索展现、小橱窗

位、类目导航 button 位等的机会； 

· 尊享优先免费获取爱采购首页底部通栏位、首页中部通栏位等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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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优先参与“百度爱采购平台优质供应商”荣誉奖项评选的机会。 

 
1. 近 30 天累计订单量

≥150 单（对应总订单

金额需>20000元）或近

30 天累计订单金额≥

200000元； 

2. 近 30 天累计买家

数>5个。 

1. 搜索排名递增：同等条件下，搜索排序更靠前，增加流量和商机。 

2. 营销活动扶持：尊享爱采购平台举办的重大 S级活动专题和一般性活动专

题会场的核心高流量资源位的审核优先权，长期活动主题会场的核心高流量

资源位的报名优先权，增加商品曝光机会。 

3. 潜力商品扶持：6个商品可作为潜力商品自动享受平台站内流量扶持，增

加展现机会。 

4. 搜索直达：当商家在爱采购检索框输入商家店铺名称时，商家店铺在搜索

下拉提示词中展示，提升品牌曝光能力。 

5. 专属服务： 

· 百度爱采购行业运营一对一指导； 

· 逆向保障：申诉优先处理机会，协助处理恶意投诉、店铺扣分处罚申

诉等。 

6. 优先加入“火种商家”计划重点扶持。 

7. 尊享免费获取高价值多端核心资源位展现的机会，增加曝光和流量： 

· 尊享免费获取爱采购平台电脑端及手机端首页的弹窗+悬浮球/月次、

开屏/半年次的资源位的机会； 

· 尊享免费获取爱采购平台首页核心资源位的机会。 

8. 优先参与“百度爱采购平台优质供应商”荣誉奖项评选的机会。 

 

② 常见问题与答疑 

u 勋章升降级规则：勋章等级可跃级升级，即可多级升；逐级降级，即不会多级降。采用

“T+1”计算方式，每天进行一次数据更新，符合条件即升级，不符合即降级。如果商家

订单被判定为虚假交易（包括被标记为涉嫌虚假）或贸易纠纷全责，一律清除违规交易数

据。 

u 近 30天累计订单量及订单金额：商家近 30天在爱采购平台进行线上交易的订单量及订单

金额，剔除虚假交易、剔除退款部分、样品订单，并且系统会根据节假日进行适当的动态

调整。 

u 近 30天累计买家数：商家近 30天在爱采购平台上产生线上交易订单的买家数量，即剔除

虚假交易、剔除退款部分、样品订单的买家数量。 

u 线上交易：爱采购平台线上交易包括在平台上在线交易的订单和使用合同管家（待上线，

上线后开始计算该部分数据）线上签约的电子合同订单。 

u 审核优先权、报名优先权、资源位展现机会等是指商家有权优先获得平台的审核、优先进

行报名或有机会在相关资源位展现等，实际是否通过审核或展示以当次活动规则及准入要

求为准。 

u 潜力商品：交易勋章到达对应等级时，系统将自动根据商家商品的质量、展现效果与销量

等因素综合评分选取对应数量的商品作为潜力商品进行平台站内流量优待，以帮助商家店

铺中有潜力获客的商品获得更好的效果。潜力商品扶持权益在商家到达对应交易勋章等级

后自动生效，无需商家手动设置，且不占用商家自有的主推商品数量。 

u 商家应当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经营在爱采购平台上的开通在线交易的店铺，爱采购平台在

收到投诉、举报或获取可信的线索、证据的情况下，有权对商家店铺中涉嫌虚假交易及其

他异常交易情况进行排查核实。如商家被认定存在异常交易，商家需做出合理解释并提供

相应证据，如未提供证据或说明或提供的材料无法证明涉嫌异常的交易为正常交易，则该

交易将会被判定为虚假交易，该交易订单将不计入店铺累计销量，同时不纳入交易勋章等

级计算数据范围。 

u 爱采购交易勋章各等级对应的权益可能会逐步增加或适时调整，爱采购平台将根据市场情

况对交易勋章等级的所有规则适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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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勋章的查询方式 

① 商家后台 

入口一：商家后台-首页 

店铺名称旁边可查看当前交易勋章等级： 

 

若开通在线交易后没有订单，则该处图标显示为灰色： 

若未开通在线交易，该处不显示交易勋章图标。 

 

入口二：商家后台-侧边栏-交易勋章 

在商家后台侧边栏“交易勋章”入口也可进入交易勋章页面。若未开通在线交易，则该处图标

显示为【开通交易】。 

 
商家后台交易勋章权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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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交易勋章】图标可进入交易勋章权益页面查看各等级规则及权益； 

顶部提示当前累计订单数、订单金额及买家数，以及距下一等级还需的订单数或金额。 

 
② 卖家版 app 

入口：卖家版 APP-我的 

点击公司名称处的交易勋章等级图标，进入【我的交易勋章页面】查看当前等级； 

若开通在线交易后没有订单，则该处图标显示为灰色，点击会显示【暂无交易勋章】； 

若未开通在线交易，该处不显示交易勋章图标。 

 

卖家 APP 端交易勋章权益页： 

在“我的交易勋章”页面点击右上角【规则说明】可进入交易勋章权益页面查看各等级规则及

权益； 

“我的交易勋章”页面顶部提示近 30天交易数据，以及距下一等级还需的订单数或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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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买家端展示位置 

商家未开通在线交易、或交易商家未达到交易勋章 1 级的要求时，交易勋章在买家端不展现，

买家无法看见商家的交易勋章。 

① 厂家搜索结果页 

搜厂家，结果页展现勋章标识 

 

② 店铺页 

店铺名称处、悬浮窗（PC端） 

 

③ 商品详情页 

店铺名称处、悬浮窗（PC端）、右侧公司信息（PC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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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ÕY¤Ñ» 

您可帮助买家进行线上下单，订单可生成二维码，买家只需要扫码确认订单信息付款即可，从

而提升买家下单效率，增加买家体验，帮助您提升销量 。 

（1）代客下单功能将击破四大难点： 

① 线下采购场景，接到买家电话电话怎么转变成线上订单？ 

代客下单可以帮助您接到买家线下采购需求时，即刻转为线上在线交易，您可帮助买家下

单生成二维码，买家只需扫码确认订单信息并付款即可。 

② 改价场景，买家不满意前台页面价格，需要比价、议价或改价怎么办？ 

代客下单支持您对买家单独改价，帮助买家下单生成二维码，买家只需扫码确认订单信息

并付款即可。 

③ 批量订单场景，买家需要采购的商品较多且类目较杂，一个一个下单很麻烦怎么办？ 

代客下单可由您帮助买家下单生成二维码，买家只需扫码确认订单信息并付款即可。 

④ 大龄买家或不会线上下单的买家群体，买家不会线上下单怎么办？ 

代客下单可以帮助您将不会操作线上采购或者新用户快速转化成自己客户，线下订单线上

化，提升大龄买家或不会线上下单的买家群体购买体验。 

（2）代客下单操作流程 

① 您登录商家后台，点击【发货管理】-【代客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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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您填写买家账号（买家手机号），并点击【发起订单】 

 
③ 您确认填写的买家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下方【立即下单】 

 

④ 您可按买家要求去选择下单的商品，选中的商品点击商品右侧的【加入订单】，支持您通

过商品名称搜索商品 

 

 

⑤ 您根据商品规格属性勾选具体商品，并填写订购数量，如需改价可修改商品单价，填写完

成后点击【确认】后，则形成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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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您如需继续添加商品，可点击【继续添加】；如已完成商品选择，可点击【查看订单中的

商品】确认商品信息和金额，如需修改单价或订购数量可点击【编辑】，确认完成可点击

右下方【代客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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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您提交后进入【确认订单信息页面】，您可填写买家物流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确认收

货地址】，并再次核对订单信息，如无问题点击页面右下方【确认订单】，如需修改订单

商品可点击【上一步】 

 

 

 

⑧ 您发起订单成功后可通过微信二维码、短信、网页地址渠道发给买家，买家需在 24 小时

内完成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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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您可在【代客下单】首页和【订单管理】看到已发起的订单 

 
 

⑩ 买家下单页面详情 

商家后台支付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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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 app 支付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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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好店铺诚然并非易事，需要诸多运营能力，不过您无需担忧，爱采购为您准备了服务市场

这一“藏宝阁”，您可以在其中找到您店铺经营过程中所需的工具软件、运营服务、资讯教程等适

合自己的专业服务，找到致富“神帮手”。 

1.klZB[\ 

服务市场是一站式商家数字化经营服务平台，平台可提供代运、产品拍摄、短视频制作投放、

客服外包、软件工具等多种解决方案，满足会员各个阶段专业的服务需求，帮助会员在全生命周期

内达成目标，为新国货崛起而服务！ 

2.klZBÓ9·kl&' 

（1）运营托管 

在爱采购服务市场中，您可以轻松找到运营托管店铺的服务，包含整店托管代运营，店铺装

修，流量推广等，您可以放心将店铺的运营工作委托给专业人士，省时省力，帮助您更好的把产品

推向消费者。 

（2）设计服务 

在爱采购服务市场中，您可以轻松找到所有的设计服务，包含一站式电商解决方案，满足您全

生命周期的各项设计、视频需求，帮助您的商品领跑全行业设计。 

（3）内容服务 

在爱采购服务市场中，您可以轻松找到所有的内容服务，包含一站式内容制作，摄影、短视

频、模特红人、内容全案策划等多种服务类型，帮助您通过内容抓住潜在买家的眼球。 

（4）客服服务 

在爱采购服务市场中，您可以轻松找到所有的客服服务，为您提供售前（合租/专席/新店/活

动/包月客服）、售后客服服务，帮助您降本提效。 

（5）工具类 

在爱采购服务市场中，您可以轻松找到所有的服务工具，快捷、高效的应用工具，帮助您降本

提效。 

① 商品管理-自动重发、批量处理、一键优化、信息优化； 

② 订单管理-批量打印、批量发货、自动评价、进销存； 

③ 流量推广-站外推广、站内推广、搜索优化、无线引流； 

④ 店铺装修-主图制作、装修模板、关联营销、详情设计； 

⑤ 客服工具-智能客服  

3.klZBZ�í] 

您可通过“爱采购商家后台“与”服务市场官网“两种方式渠道购买服务市场的产品。 

（1）方式一：爱采购商家后台 

登录爱采购商家后台（https://b2bwork.baidu.com），点击首页右侧“服务市场栏目“（如

图一）或通过左侧导航栏（如图二）进入服务市场进行商品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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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后台首页 banner 

 

商家后台专属导航栏 

（2）方式二：服务市场官网 

登录爱采购服务市场官网（如图三，链接：https://fuwub2b.baidu.com），直接进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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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市场官网（fuwub2b.baidu.com） 

4.eZM} 

（1）运营托管类（爱采购） 

如果您是爱采购商家，请按以下步骤购买运营托管类服务： 

① 【立即购买】进入商品订单页填充信息。 
② 选择您希望的服务起止时间。 
③ 点击【关联店铺】并输入您的爱采购商家后台账号密码。 
④ 勾选【整店托管】。 
⑤ 点击【确认订单】后即可完成服务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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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营托管类（非爱采购） 

如果您还不是爱采购商家，请按以下步骤购买运营托管类服务： 

① 点击【立即购买】进入商品订单页填充信息。 

② 选择您店铺的所属平台并输入您的店铺链接。 

③ 点击【确认】订单后即可完成服务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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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付类 

请按以下步骤购买交付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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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采购的网络订单帮助我们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 

东莞市广裕塑胶原料有限公司于 2019 年入驻爱采购，可以算是爱采购的老朋友了。该公司总

经理黎骏楠表示入驻的两年多来爱采购的效果非常不错，前段时间也刚刚续费了。通过爱采购公司

收获了很多优质的订单，目前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 

当然，做生意很难一帆风顺，不过选对了方向，事情总能有转机。黎总特别提到“疫情对我们

的冲击也是比较大的。包括材料价格上涨、物流运输成本增加等等，疫情初期我们的线下经营非常

困难，通过爱采购的网络订单帮助我们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黎总表示线下的老客户，始终与

他们保持积极的沟通，维持良好的合作状态。至于新客户的开发已经转战线上了，主要就是在爱采

购平台上。配合爱采购的政策，多发一些优质的产品信息，公司的产品曝光度和点击量有了很大的

提升。同时，黎总认为爱采购有着百度搜索的技术支持和流量加成，开通爱采购之后，在百度搜索

公司名字就能看到他们的认证商铺，对公司品牌塑造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线上营销怎么能做好，有没有什么秘诀和方法呢？黎总坦言身边有很多朋友咨询他这个问

题，他都会和朋友说爱采购真的非常不错，同时商品质量也十分重要“当然你的产品质量首先也需

要很优秀，一定要把产品质量给做好，才能获得更多的曝光，有更多的询盘”。 

�� B������ ¡=���� ¢£ 

“店铺每天近 10W的曝光量，给产品带来巨大的流量。” 

苏州顺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已成立十余载，谈及近两年的不同之处与遇到的难题，该公司总经

理徐总表示，对于五金机电产品而言，大企业一般拥有较成熟的线下渠道，且电子商务需要成熟的

物流，小额度的物流成本太高，而量大的订单一般也不从网上交易，“而我们这种小微企业，稳定

客源较少，分的流量就更少了”。因为疫情，出门采购变得不方便，电子商务在现代企业营销中已

经逐渐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销售模式。该公司通过几家 B2B 平台对比，加大了在百度的推广力度。

徐总回忆到公司开通了一个爱采购会员，收获了一波红利，紧接着又开通了一个实力档口会员升级

服务，加购了第二套店铺，增加了在百度的推广端口。 

该公司目前也开通了在线交易功能，徐总说隔三差五在卖家版 app就可以看到新订单提醒，让

成交更安全便捷。 

谈及在爱采购的效果，徐总表示爱采购店铺上线以来，店铺每天近 10W的曝光量，给产品带来

巨大的流量，收到推送的大小询盘近 300条。“通过与客户沟通和产品介绍，有的加了微信直接付

款，有的货到验收付款，也有对公付款的，基本上都是非常快的成交。百度爱采购不断升级完善。

公司入驻爱采购一年多了，公司的销售额约有 20%的提升。百度爱采购对于我们的获客，提供了非

常重要的信息，爱采购的推广宣传与效果，让我们更加坚定会与爱采购继续合作下去”。 

�� C�¤�¥¦§¨©����� ª« 

“价格实惠、服务期长、展现渠道多样，可以真正帮助公司解决在品牌营销中遇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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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钢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通过朋友介绍入驻了百度爱采购。谈及近两年的经

营现状，负责人白艳表示，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低，市场竞争激烈，尤其近两年新冠疫情的爆发，

几乎所有用钢行业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尤其对我们这种中小型企业而言，停产、缩减更是不胜其

数。那时候我们公司原有的订单也因为疫情无法及时开工，企业库存高居不下，资金周转困难，线

下销售受到了严重阻力。刚开始遇到这些困难时，她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降低经营成本，但是久而

久之她发现一味地节省成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司面临的难题。后来她意识到“疫情期间工厂延迟

开工、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受到限制，但是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并不会因为疫情而停止，所以公司要想

生存下去，布局线上市场是重中之重”。 

在转变营销思路之后，白艳开始去网上找寻推广渠道，先后尝试了大搜竞价、百度快照和一些

行业类的门户网站，虽然打开了知名度，但订单情况仍然不是很明朗。后来她通过朋友介绍入驻了

百度爱采购。白艳表示，相比其他平台，爱采购价格实惠、服务期长、展现渠道多样，可以真正帮

助公司解决在品牌营销中遇到的难题。入驻百度爱采购的一年多时间里，该公司在平台的展现曝光

都十分可观，品牌知名度大大提高，线上订单逐日增加，工厂库存量也慢慢减少。该公司也将两家

店铺其中一家升级了实力供应商。白艳说“我们还在线上收获了一批稳定客户，不少用户表示日后

也会持续和我们进行合作，整体推广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说到对于其它商家的建议，白艳说到“有些传统企业没有尝试线上营销，要么是担心做了没效

果，要么是不擅长店铺运营，但是百度爱采购可以打消大家的顾虑。百度爱采购曝光渠道各式各

样，搜索环境下转化方式众多，同时他们的专属服务商可以帮助咱们运营店铺，降低了我们入驻的

门槛，价格又这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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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供应商享受优先展示特权，给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户。” 

湖北聚石通矿业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入驻百度爱采购，主要经营石材石料的加工、安装及

销售业务。总结近两年的经营情况，负责人齐楚安表示，近几年全国装饰石材市场需求呈下降趋

势。加上陶瓷、岩板等石材替代产品等大量上市，对石材产品的销售造成严重冲击，导致石材市场

竞争加剧。所以工厂要想生存下去，布局线上市场是重中之重。于是在 2019 年 7 月选择入驻百度

爱采购，实现了企业生意的线上化、数字化转型。 

近两年的新冠疫情大爆发，各地生产复工延迟，石材交易市场封闭，短期内企业经营压力大。

但由于平台商家众多，同类型商家竞争激烈，基础会员的功能与权益已无法满足企业更多的营销需

求，于是在 20 年 6月升级为实力供应商，并获得了更多的展示机会与更好的流量效果，帮助会员

店铺脱颖而出，并大大提高了店铺的询盘与转化量。实力供应商对于店铺升级、企业生意的发展也

带来了的更多可能性，为了保持企业在同行中的优势，客户也表示会持续购买实力供应商会员。 

�� E�µ¶·8¸�¹¤�º����  

“实力供应商提供的置信保障，帮助企业生意拓展。” 

济铭财务咨询（山东）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工商注册、代理记账、商标注册、公司变更、公司

注销、各类许可代办等一站式企业服务，2021 年 9 月抱着试试的心态加入了百度爱采购，在 2022

年 2 月升级成为实力供应商。 

众所周知，企业服务行业竞争剧烈，客户资源的获取成为企业最大的难点；且市场里提供相关

服务的企业良莠不齐，能够让用户相信、并坚定选择成为企业拓展生意的一个突破点。企业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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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力档口之后，店铺页不仅获得了实力档口的专属尊贵标识，提高客户信任感，还会在店铺页展

示专业的的实地验商报告，彰显企业的实力，促进客户快速决策。企业负责人表示：升级为实力供

应商之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每天来咨询的客户络绎不绝，给了企业发展巨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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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行业类型 商家资质 商品资质 

一、医疗器

械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证》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医疗器械注册证》 

或《医疗器械备案证明》 

二、兽药 《兽药生产许可证》 

《兽药经营许可证》 

或《兽药批准文号》（表明具体是有生产使用/经营使用） 

/ 

三、危险化

学品 

生产：《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 

四、农药 《农药生产许可证》 

《农药经营许可证》 

《农药登记证号》 

五、保健品 《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中包含保健

品； 

《食品经营许可证》中包含保健品销售相关范围 

所有保健品均需《国产保

健食品批准证书》 

产品名称、保健功效需与

商品名称及相关宣传保持

一致 

六、食品 《食品生产许可证》 

《食品经营许可证》 

《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如涉及食品生产销售于一体，则出具《食品生产许可证》即可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企业也可使用“当地县级以上食品监管

部门备案或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食品销售/预包装食品销

售相关范围）”代替食品经营许可证，需将替代资质上传至食

品经营许可证资质位置 

注：具体商品类型需与证书/备案上注明的可经营项目相对应 

/ 

七、出版物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需具备《出版物审批

号》，提供 ISBN 编码在

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信

息 

查询

https://pdc.capub.cn/   

页面的截图 

八、化妆品 《化妆品生产许可证》 

经营企业营业执照范围包括销售，且需上传生产企业的《化妆

品生产许可证》 

*商品描述中需包含该化妆品的生产许可证编号并与资质一致 

《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

号》 

《进口化妆品批准文号》 

均需要提供页面截图： 

https://www.nmpa.gov.c

n/index.html 

九、消毒产

品 

生产：《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或《产品卫生安全

评价报告》 

经营：经营企业营业执照里包含即可 

/ 

十、婴儿哺

育喂养（不

含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均需出具生产厂家的《全国工业品生产许可证》 

*商品描述中需体现该商品的生产许可证编号并与所出具的资

质对应 

/ 

十一、种子

/种苗/种球 

涉及植物类： 

生产企业：需出具《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或《林木种子生

产许可证》 

经营企业：需出具《种子经营许可证》 

*如主要农作物/林木种苗类没有以上资质，①具备前述生产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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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的企业的资质+②与会员商家签署的种子生产/代销

书面委托书+③在当地农业/林业主管部门的备案记录”（需将

替代资质上传至对应的许可证资质位置）注意①②③三个资质

是“且”的关系，需同时提供才可替代原有生产经营资质 

涉及动物类:  

生产经营企业均需出具《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十二、动物

活体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如涉及运输，需同时出具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产品名称需与商品描述中

体现的动物品种保持一致 

十三、动物

饲料 

饲料成品： 

生产经营企业均需出具生产厂家的《饲料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 

生产经营企业均需出具生产 厂家的《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  

*商品描述中需体现该商品的生产许可证编号并与资质对应 

/ 

十四、净水

装置 

/ 省级或以上监管部门颁发

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产品名称需与商品描述中

体现的产品名称保持一致 

十五、招商

加盟 

1、自有品牌加盟提供：《商标注册证书》核定使用范围需与

加盟的具体项目一致 

2、非自有品牌加盟需提拱《商标注册证书》+商标持有方营业

执照+授权书(授权书条款中需明确包含转授权条款) 

3、申请中的商标需提供《商标受理通知书》申请主体需与商

家名称保持一致，不允许授权 

/ 

十六、检测

检验服务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或《实验室认可证

书》（CNAS) 

或 具备上述两种证书的检测机构委托授权（需同时出具委托

方资质、执照+授权证明 

/ 

十七、汽车

租赁 

经营企业营业执照需包含租车、包车、汽车租赁相关经营范围 / 

十八、旅游

服务 

1、旅行社总社客户 

需提供《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仅可宣传其许可经营的范围 

2、旅行社分社客户 

需提交《旅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明》和总社的营业执照以及总

社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分社经营业务不可超出总社旅游业务许可经营范围 

3、旅行社服务网点客户 

需提交《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明》和总社的营业执照以

及总社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服务网点的经营业务不

可超出总社旅游业务许可经营范围 

*特殊说明：由于广东地区政策原因，凡广东地区旅行社服务

网点提交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至少包含下述范围中的一个：

包含国内旅游招徕、咨询服务；入境旅游招徕、咨询服务；出

境游旅游招徕、咨询服务；）和总社的营业执照以及总社的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