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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 

确保网络正常，打开浏览器，在上方地址栏输入

http://zhuangadmin.zjht100.com，进入登录页面。输入账号、密码、验证码，

点击立即登录。 

 

登录成功后，默认展示系统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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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管理 

2.1 景区管理 

2.1.1 州市管理 

本页面用于建立大连市信息。 

 

点击右侧的【编辑】，可维护大连市的资料。 

 
2.1.2 区县管理 

本页面用于建立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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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侧的【编辑】，可维护市的资料。 

 

2.1.3 景区介绍 

在此可维护市的各处景区，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景区。勾选已有

景区，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已有的景区右侧有【编辑】按钮，用于修改已建立的景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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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景点介绍 

在此可维护市的各处景点，上方有【添加景点】按钮，用于新建景点。勾选

已有景区，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已有的景点右侧有【编辑】按钮，用于修改已建立的景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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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游览路线 

在此可以建立推荐游客游览的精品路线。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路

线。勾选已有路线，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点击路线右侧的【基础信息】，可修改已有精品路线的基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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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路线右侧的【基础信息】，可修改已有精品路线的每日推荐行程。 

 

2.1.6 美食介绍 

在此可以建立推荐游客品尝的当地美食。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美

食。勾选已有美食，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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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美食右侧的【编辑】，可修改已有推荐美食的详情介绍。 

 
2.1.7 特产介绍 

在此可以建立推荐游客购买的特产。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特产。

勾选已有特产，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点击特产右侧的【编辑】，可修改已有推荐美食的详情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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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攻略 

在此可以建立推荐游客尝试的精品攻略。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攻

略。勾选已有攻略，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点击攻略右侧的【编辑】，可修改已有攻略的详情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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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游记 

在此可以维护其他游客的精品游记。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游记。

勾选已有游记，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点击游记右侧的【编辑】，可修改已有游记的详情描述。 



 第 10 页，共 32 页 

 

2.2 景区设施 

2.2.1POI 管理 

 

景区设施一共有餐饮、住宿、购物点、最佳拍摄位、厕所、停车场、售票处、

出入口、公交站、求助点、医务处、银行、ATM、游客中心、观光车车站等。这

些都可在本页上方标签位中切换。在每一项设施管理列表中，都分成不同商家/

点位，需要分别维护。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商家/点位。勾选已有商

家/点位，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点击商家/点位右侧【编辑】，可进入修改设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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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闻公告 

2.3.1 文章分类 

 

在此可建立文章分类，用以规范录入到系统的信息类型。上方有【添加】按

钮，用于新建类型。勾选已有类型，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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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类型右侧【编辑】，可进入修改类型配置。 

 

2.3.2 文章管理 

 

在此可建立文章。可按照所属平台筛选文章。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

建文章。勾选已有文章，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第 13 页，共 32 页 

 
点击文章列表右侧【编辑】，可进入修改文章及相关绑定设置。 

 

2.3.3 轮播图 

在此可上传首页轮播图。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上传新图片。勾选已有

图片，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点击图片列表右侧【编辑】，可进入修改图片及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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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友情链接 

在此可添加一些相关网站。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上传新网址。勾选已

有网址，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点击网址右侧【编辑】，可进入修改网址及相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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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管理 

3.1 商品管理 

在此可建立商品，用以绑定到不同商家。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商

品。 

 
点击类型右侧各按钮，可进行下架上架、推荐不推荐、修改、删除、禁售解

禁、SEO 设置等操作。 

3.2 规格管理 

在此可建立商品规格。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规格。勾选已有规格，

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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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规格右侧【编辑】，可进入修改相关设置。点击【复制】，可套用该规

格快速生成新规格。

 

3.3 商品属性 

在此可建立商品属性，用以规范同类商品需要统一配置的属性。上方有【添

加】按钮，用于新建属性。勾选已有属性，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点击属性右侧【编辑】，可进入修改相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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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佣金管理 

在此可建立佣金规则。点击列表右侧【编辑】，可修改对应分类的佣金比例。 

 

3.5 景区分类 

在此可建立景区分类。点击列表右侧【编辑】，可修改对应分类名称，点击

【删除】，可直接删除该项分类。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分类。 

 

3.6 酒店设置 

在此可建立酒店分类。点击列表右侧【编辑】，可修改对应分类名称，点击

【删除】，可直接删除该项分类。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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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美食设置 

在此可建立美食分类。点击列表右侧【编辑】，可修改对应分类名称，点击

【删除】，可直接删除该项分类。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分类。

 

3.8 特产设置 

在此可建立特产分类。点击列表右侧【编辑】，可修改对应分类名称，点击

【删除】，可直接删除该项分类。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分类。 

 

3.9 跟团游设置 

在此可建立跟团游分类。点击列表右侧【编辑】，可修改对应分类名称，点

击【删除】，可直接删除该项分类。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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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结算周期 

在此可维护对不同类型商品的结算周期。点击列表右侧【编辑】，可修改对

应设置。 

 

3.11 配送方式 

在此可记录已合作的快递方，用于购买商品后自动计算运费。上方有【添加】

按钮，用于新建快递方。勾选已有快递方，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点击列表右侧【编辑】，可修改对应设置。 

 

点击列表右侧【地区运费配置】，可建立对偏远地区的特殊计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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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物流方式 

在此用于维护不同物流公司的接入配置。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物

流方。勾选已有物流方，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点击列表右侧【编辑】，可修改对应接入代码。 

 
 

4支付管理 

4.1 支付方式 

在此可建立支付方式。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支付方式。勾选已有

支付方式，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第 21 页，共 32 页 

 

点击列表右侧【编辑】，可修改对应对应配置。 

 

4.2 订单管理 

在此可查看用户已经预定过的订单，并可查看预定成功、已支付、超时未确

认、超时取消等状态。可直接输入订单号搜索，或切换订单号项为商户名称项检

索。点击订单右侧的【退款】，可进行在退票规则允许范围内的退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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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订单号，可进入查看该订单详细信息。 

 

4.3 账单管理 

在此可查看与商户约定的结算单。点击【全部】可切换已结算、已打款状态

进行检索。点击右侧的【详情】可查看对应账单的明细。并可勾选进行【标记为

已付款】、【导出结算订单清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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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结算管理 

在此可查看已结算帐单，用于与银行对账。点击【全部】可切换账单类型进

行检索。点击右侧的【详情】可查看对应账单的明细。并可勾选进行手动【结算】

操作。 

 
 

5商家管理 

5.1 商家管理 

此页面可查看已接入商家的基本信息。 

 

点击商家右侧的【编辑】，可更改该商家的基本信息、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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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在此添加新商家账号。建立完毕后，商家就可使用该账号登录商家

中心了。 

 

5.2 店铺管理 

在此可建立店铺，并绑定到不同商家。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店铺。 

 

点击类型右侧各按钮，可进行编辑、推荐/取消推荐、查看、拉黑/恢复、生

成二维码、特殊、SEO设置等操作。 

5.3 入驻审核 

若商家是通过注册方式入驻的，管理员需要在此添加审核。可根据审核状态、

商户分类筛选，可按照店铺名称搜索，可切换店铺名称为商家账号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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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商家右侧的【审核】，可查看资料并决定确定审核还是拒绝。 

 
如果是已经审核通过的商家，右侧就只有【查看】按钮，点击可查看商家资

料和审核历史。 

5.4 星级评价设置 

在此可建立星级评价规则。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文章。勾选已有

文章，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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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业务规则 

在此可设定官方评价等级。共有餐饮、酒店、特产、旅行社分类。每个分类

下都可以新增/删除评分项，修改后的内容点击“提交”后生效。 

 

6会员管理 

在此可维护会员资料。点击列表右侧【查看】，可查阅对应会员的已登记资

料，点击【编辑】，可修改对应分类名称，点击【删除】，可直接删除该项分类。

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会员。 

7订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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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订单管理 

此页将显示游客在接入本平台的所有商家下的订单，并可看到该订单是否为

预定成功、超时取消、超时未确认、已支付等状态。并可输入订单号搜索，或切

换订单号为商户名称搜索。可按订单状态筛选，按订单分类筛选。对于已支付的

订单，可以点击其右侧的【退票】进行符合系统退票规则的退票操作。 

 

7.2 评价管理 

游客在接入本平台的所有商家处消费所完成的订单，评价后都会同步到此页

面。可以按照商品分类筛选。每一条评价可以看到商品名称、会员 ID、评价时

间、评分、评价内容、晒单图片。还可点击评价右侧的【删除】进行删除操作。 

8售前售后 

8.1 咨询管理 

用户在本平台关联商品处提交的咨询将在这里显示，管理员可看到该条咨询

绑定的商品、咨询内容、是否会员、创建日期、来源、回复状态等信息。如果是

尚未回复的咨询，可点击其右侧【回复】按钮进行回答。勾选任一评价，可点击

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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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退货管理 

用户在本接入商家处进行的订单退货操作，都会显示在此处。可以输入订单

号进行查询。点击退货申请的关联订单号，可以查看订单详情，点击申请项右侧

的【查看】，可以阅读退货申请并进行审批。 

 

8.3 退款管理 

用户在本接入商家处进行的订单退货操作，审核通过后会转到这里等待退款

审批都会显示在此处。可按退款单状态进行筛选，可输入订单号进行查询。点击

退款订单的关联订单号，可以查看订单详情，点击申请项右侧的【查看】，可以

查阅审批信息。未受理的退款申请，可点击【退款】进行审核操作。 

 

8.4 意见反馈 

用户在本平台关联商品处提交的咨询将在这里显示，管理员可看到该条咨询

的内容、是否会员、创建日期、来源、处理状态等信息。点击反馈项右侧的【查

看】，可以查阅审批信息。勾选任一反馈，可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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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系统管理 

9.1 系统设置 

9.1.1 管理员账号设置 

在此页添加的账号，可以配置不同的管理角色，并可设置禁用启用。勾选已

有账号，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9.1.2 角色设置 

在此可添加用户角色，在【编辑】中配置该角色应该拥有的权限。勾选已有

角色，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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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系统设置 

在此可配置系统预置内容，包括基本设置、显示设置、注册与安全、邮件设

置、其他设置、个推设置、微信设置。 

 

9.1.4 存储插件 

在此可安装存储插件，有阿里云存储、FTP存储、本地文件存储。可进行安

装、卸载，点击【设置】可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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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日志管理 

任何账号在系统中进行的修改操作，在此页都会有记录，包括操作类型、操

作账号、操作 IP、操作内容、创建日期。点击右侧【查看】还可查阅详细信息。

勾选已有日志，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9.2App 配置 

9.2.1 功能管理 

 

此页可配置游客 app的功能范围。包括主导航功能、首页功能、地图功能。

上方有【添加】按钮，用于新建对应栏目的功能。点击右侧【编辑】可修改详细

配置。勾选已有功能，可以点击上方【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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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静态化管理 

此页用于配置不同类型内容每次显示的数量。 

 

9.4 索引管理 

此页用于配置不同索引每次显示的数量。并可设置加载下一批时是否清除上

一批的缓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