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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注意事项

首先非常感谢您能选择并加入我们并成为美橙互联分销合作伙伴的一员。成为代理并开通代理平

台后，代理平台基本的功能和设置方法，我们也做了一个详细的使用手册，详情可参阅下面文档。在

以后的合作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与我们渠道部联系，渠道部 QQ:800015936 渠道售

后电话：021-51697771 转 8067(杨小姐) 8019（徐小姐） 8053（王先生），您还可以加入美橙代理

商内部论坛：vip.cndns.com 美橙希望与您携手共进！！！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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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橙针对合作伙伴专门推出了美橙互联代理商内部论坛，vip.cndns.com (此论坛专为代理商

提供反馈、建议、学习交流的平台) 欢迎您用美橙的代理账号注册论坛会员，并在论坛发帖提出您的

宝贵建议。

2：代理平台开通后，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到代理平台后台去设置我司相关产品的市场出售价格

和续费价格及产品、财务、会员的管理，此外需注意的是：我司部分域名比如香港域名.hk ；国内行

政区域英文域名.cn ；国际域名.com/.net/.org ；国内英文域名.cn,com.cn,net.cn,org.cn 首年注

册的价格和次年持续费的价格不一样，请各位合作伙伴在代理平台管理后台单独设置次年的续费价

格，详细价格可参阅美橙互联代理报价表，代理报价表地址为：

美橙站：http://www.cndns.com/agentview.asp

香港站：http://www.eznet.hk/agentview.asp 访问密码：mchl2010

3：我司 2011 年 2 月 9 日发布了严禁代理商低价销售美橙互联产品的通告。合作伙伴使用美橙互

联品牌或美橙互联分销商身份进行销售时，虚拟主机、建站之星、网店主机、数据库、邮局产品最终

客户价格不得低于美橙官网市场价格的 8折，VPS、专享服务器产品最终客户价格不得低于美橙官网

市场价格的 9折，合作伙伴以自有品牌销售时不受以上限制。

在代理平台、淘宝、拍拍等交易网站上描述美橙互联产品价格低于相关规定折扣，或实际成交价

格低于相关规定折扣的，将直接对该分销合作伙伴进行罚款 500 元。

欢迎举报，同时我司也将定期对此事进行抽查，如发现违规分销合作伙伴，将直接进行处罚！详

情请点击：http://www.cndns.com/news/nws_dtl_lg.asp?nid=1001909

此外合作伙伴不得做出任何引人误解或引起混淆的行为，使他人误以为您(网站/公司)是美橙互

联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关联公司、总代理或其他实质性关系单位

网站备案：

备案主要是针对使用国内主机用户，凡在美橙开通国内主机后，需要绑定域名使用的，须先备案成功。

备案网址 beian.cndns.com 按照上面步骤说明，注册会员网上填写备案信息资料（证件+核验单+

核验照片）

注：由于全国各地管局的备案政策不同，备案手续也不一样。

各地区备案要求祥细请看这里 http://beian.cndns.com/icpAudit/index.html

具体备案中不清楚您可以拨打 7*24 小时客服电话 4006729900 或者在线 QQ：800015083。

1.代理平台操作指南上篇（基础篇）

1-1代理平台申请开通流程

1) 在美橙互联（www.cndns.com）注册会员

2) 签署代理合同，支付开通成为代理商后，点击代理专区申请开通代理平台即可

http://www.cndns.com/doc/agent/

（注：代理平台第一年是免费赠送使用。次年起，每年年消费要达到 1000元即可免费续，年消费达不到的，若

平台继续使用，则续费需支付 100元/年的使用费）

3) 平台初始化

当您开通代理平台后会获得一个三级域名如 http://平台主机名.vip7.mc-test.com/ 在您的网站备
案通过之前均使用这个测试访问地址访问.查找方法：

http://www.cndns.com/news/nws_dtl_lg.asp?nid=1001909
http://beian.cndns.com/icpAudit/index.html
http://www.cndns.com/doc/agent/
http://平台主机名.vip7.mc-t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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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美橙主站->主机类管理->云虚拟主机->点主机名->点击测试访问

首次使用代理平台必须先进行初始化操作，初始化地址一般为三级域名/install.asp(首次使用

会直接跳转至该地址)详细填写请参考如下：

1-2代理平台系统设置

1-2.1 登陆代理平台后台

登录后台管理地址 http://平台主机名.vip7.mc-test.com/umanage/memmng/login.asp (此处会

根据不同服务器而产生变化，具体可以登陆到 www.cndns.com 管理中心虚拟主机管理点击您的管

理名称寻则测试访问地址)

即为测试访问地址后加上 /umanage/memmng/login.asp

注意：所选模板不同页面显示方式也不尽相同。此帮助文档所采用截图均以模板“基础业务 C”
为例。如图所示为代理平台用户登录界面，填写用户名及密码（即您初始化过程中设置的账号以

及密码）后即可登录到代理平台后台管理中。

http://平台主机名.vip7.mc-test.com/umanage/memmng/login.asp 
http://www.cndns.com


上海美橙科技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www.cndns.com 7 / 33
客户服务热线：400 672 9900

1-2.2 系统设置

A. 系统设置

a. API 参数设置

[提示]：请务必先开通 API功能，第一次设置务必完全填写信息，API信息查看请登陆美橙官网，
点击左侧 API管理的导航进行管理。（注：若新开平台可忽略此项，迁移的平台必须操作此项，
若在美橙官网修改过相关 api信息，则此处信息也需要同步修改，否则代理平台将无法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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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本参数设置

登陆代理平台后台管理中心，点击导航条系统设置后选择左侧基本参数设置，具体填写如下：

1) 基本信息设置
表现为页面底部显示设置

 网站名称 设置后将显示在页面顶部，公司用户建议使用公司名称，个人用户请直

接填写您的网站名称。

 网站网址 格式如：http://www.domain.com

 网站模板 选择您预览时确定的模板名称。

 当前模板顶部 logo 可在此修改显示在页面顶部的 logo 注意：只支持 GIF 格式，大小限

制在 55K-1M

 当前模板底部 logo 可在此修改显示在页面底部的 logo 注意：只支持 GIF 格式，大小限

制在 55K-1M

 网站备案号 格式如：沪 ICP 备 xxxxxx 号，在您取得备案号后，请在此处填写上。

 登陆验证码 会员登录时需要输入附加码以防止登录机猜解密码，默认为开启。

2）公司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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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会显示在前台页面底部的地方 如图所示:

3）网站安全
功能描述：可以设置用户多次登录失败后的自动锁定 IP 功能。

IP 封锁条件——设置连续登录失败次数，被系统数据库锁定。

IP 封锁期限——设置被锁定用户自动解锁时间。

启用该自动任务——勾选启用则启用上述设置。不勾选则默认为无上述限制。

4）有问必答
启用自动提交美橙互联：勾选后，所有问题将自动提交到美橙互联

5）默认帮助勾
选后，将显示美橙互联默认帮助

6）邮件自动发送
勾选后，所有产品购买，下单和续费等操作将会自动发送邮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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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平台升级

功能描述：若有新版本平台可在此进行平台升级为最新。

注：平台系统升级将会覆盖您原来的文件，请做好备份！

d. 客服列表设置

功能描述：设置在线客服 QQ， msn 或淘宝旺旺账号，每行填写一个，以回车结束。后台设

置和首页表现形式对比如下图

e. 友情链接管理

功能描述：对首页显示友情链接进行管理，可以操作新增、更改或删除操作。需要输入站点名称，

和对应站点网址即可。添加后显示在首页底部位置。首页表现形式如下图

f. 关于我们设置

功能说明：此功能用于添加公司、业务基本介绍，可直接添加文字与图片。

g. 访问统计设置

功能说明：用于统计网站访问量。设置如下图

备注：当您在 51LA或站长之家申请免费的网站统计后（需要先在 51LA或站长之家注册成为会员后方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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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看到它们会提供一段脚本统计代码，51LA的脚本中会出现“ http://www.51.la/?xxxxxx”字样，请将问号后

的那串数字作为统计 ID 号填入上述空格即可；若是站长之家，则会在它提供的代码中出现

“ http://s11.cnzz.com/stat.php?id=xxxx&web_id=xxxx”字样，请将“id=”后面的那串数字作为统计 ID号填入上述

空格即可。

h. 自定义帮助

功能说明:添加帮助文档，显示在前台“帮助中心”栏里。

B. 角色管理

功能说明:点击新增角色，可以添加不同的角色管理，而每个角色都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权限

成功添加该角色后可在会员管理中，针对某个会员赋予该会员此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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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邮件发送设置

a. 邮箱发送账号

功能说明：设置系统邮件发件箱，用于用户注册、产品购买、站点通知等给用户发送确认邮件。

邮箱服务器——您邮箱服务器的地址如：mail.domain.com（具体按邮件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地址
填写）

邮箱地址——发件箱帐号如：web@domain.com
验证密码——即邮箱密码。在更改信息时密码以加密方式保存，如果密码不作更改，请保持加密

的字符串不动即可。

发件人名称——让收件人区分邮件来源，此系统邮件名称建议使用公司名称，或者网站名称。

b. 邮件模板设置

功能描述：可在此添加不同模板类型并且设置邮件发送内容。

注意：段落必须用 P标签包围，{pl_stenme}代表您的网站名称，{pl_steurl}代表您的网站地址，{type}代表产品

类型，{name}代表产品的名称，{end_time}代表产品到期时间，{now_time}代表当前时间。您可以自由编辑该模

板，但是用到动态数据时必须用以上代表替代。

c. 邮件签名设置

功能描述：系统邮件签名格式设置。通常包含联系方式、公司名称、联系人、地址等要素，显示

在邮件内容后面。

mailto:web@doma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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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财务相关设置

a. 付款账号设置

功能描述：添加、修改或删除收款银行帐号。后台设置与前台显示对比如下图

b. 在线支付接口

功能描述：设置付款方式里的在线支付接口

支付宝(双功能接口)------ 已为支付宝公司签约商户，有签约商户 ID（非指开通支付宝用户）
双功能接口相关介绍：（如何签约成为支付宝商家请点击下面链接，如有疑问请联系支付宝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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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lipay.com/order/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2012111300373136
支付宝(即时到帐)----- 买家付款直接到账，帮助快速回笼资金。
即时到帐相关介绍：（注申请前必须拥有企业支付宝账号（不含个体工商户））

https://b.alipay.com/order/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2012111200373124

快钱—如何签约成为快钱商家请点击下面链接，如有疑问请联系快钱客服）
https://www.99bill.com/z/index.html#shoukuan

1-3代理平台常见问题

1：模板可以做个性化的修改吗？如果可以应该如何操作？

A: A: 可以的。登陆平台主机 ftp 后在 skins 目录下会有不同英文字母命名的文件夹,每个文件

夹里面就是一套模板页面的 html 代码,下载后就可以修改代码文件.

2：平台上怎么修改联系 QQ，联系电话、地址……(功能方面)？

A:请登入系统管理首页->系统设置->基本参数设置里可以修改相应的内容。

3：如何修改代理平台产品价格、包括特殊产品像.com 域名的续费价格？

A:请登入代理平台系统管理后台点击产品管理--产品价格修改--直接客户--点击查看--然后选

择需要更改的产品后即可生效。如果某个产品的续费价格和首年注册价格不一致，需要单独设置

续费价格的话那您可以点击“其它特殊定价请点击进入”按钮进去更改续费价格或者多年注册的

价格就行了。

4：在线支付功能在后台如何填写？如何设置？是否收取手续费？收多少？

A:目前我们代理平台后台内置快钱、和支付宝两个支付接口。详细情况可参阅代理平台使用手册

中的在线支付接口去进行设置。

a:快钱支付接口：直接输入您的快钱账号即可，手续费是需与快钱确认。

b:支付宝接口：输入您与支付宝公司签约的商户 ID 和密码相关信息即可，手续费为您和支付宝

签约时谈好的汇率。（与支付宝有签约）

注：1、扣除的手续费为第三方收取(即支付宝或快钱)。

2、支付宝需要通过实名认证才能正常使用。

5：怎么在平台上给用户录入款项？

A:在代理平台系统管理后台财务管理--财务基本操作里面给客户入款就可以了。详情请参阅代理

平台使用手册中的财务管理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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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代理平台上可以再发展下级代理吗？

A:代理平台上可以发展下级代理、设置不同的代理等级，并且每个等级可以针对不同的产品设置

不同的代理价格，但是由于我司目前代理平台的限制，下级代理暂时开通不了下级代理平台。

7：如果在代理平台上操作产品同步更新，原来设定的产品价格会不会变动？

A:代理平台后台产品同步更新功能作用是使代理平台上的产品与我们主站 cndns.com 产品进行

同步，主要针对主站上有新产品出来时代理平台上同步更新下就可以出售此产品，对于已经修改

过的产品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注：产品同步更新功能：a. 从主站获取最新的产品信息（仅包含代理平台当前没有的产品） b.

同步更新主站停止销售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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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理平台操作指南下篇（深入篇）

2-1代理平台系统介绍

代理系统后台管理包含：首页、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会员管理、日常管理、产品管理、系统设

置几个管理功能项。（以下依次对功能进行说明）

2-1.1 业务管理

点击业务管理有这样几个不同的分类，这也代表了我们目前所

销售的产品范畴。点击不同的分类可以查看到当前购买的产品已经购买产品的会员名名称.

A. 英文域名

域名状态说明： 运行中、 订单状态、 待开通、 处理中、 已过期、 已被

完全删除、 管理员停止、 暂停中、 续费失败、 已经提交备案号、 7天内

到期、 7-30天内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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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可以进入到域名信息，对域名进行管理操作。

点击 功能可以对该域名订单进行确认购买操作。若是已购买域名则会显示为 。

此功能在产品成功购买之后出现。

点击 可以删除该域名订单。仅限于订单状态，已开通状态无此功能。

点击 可以对该域名进行续费操作，基本域名续费年限限制为 10 年。计算方式为当前日期至产

品续费后到期日期不超过 10 年。

a. 详细信息

显示域名管理联系人信息、域名状态和域名 dns等。

b. 备注信息

功能描述：该功能主要用于管理员对该域名做一些备注说明。

c. 产品续费

功能描述：可以实时续费域名，马上生效，系统自动扣款；管理员可以在不切换会员号

的情况下替用户进行续费并扣除相应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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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密码修改

功能描述：在独立的产品管理页面（我司产品管理地址 www.idccenter.net）修改域名

注册信息、域名解析等管理时需要用到。代理商可以在后台业务管理英文域名域名

信息里查到密码。

e. 域名证书

功能描述：在线查询并打印域名证书。

（如遇域名证书无法获取的需要至上级服务提供商处获取或与我们联系。）

f. 高级管理

功能描述：点击高级管理功能会直接登陆我司产品管理地址 www.idccenter.net 上对您

的产品进行管理如域名解析等操作。（若发生无法登陆情况，建议修改密码后重试）

g. 超级管理

功能描述：管理员权限，可在此修改域名的状态及相关操作

（若非必要不建议客户做相关处理。）

h. 操作日志

功能描述：查询该域名从下单-当前状态的操作管理情况。如：下单、购买、续费、更

改等相关操作。

http://www.idcce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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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转会员号

功能描述：域名从一个会员帐下转到另一会员帐下。

注：转移产品后，该产品会在新会员名下，您将失去对该产品的管

理权限，请慎重操作。

B. 中文域名（同英文域名）

C. 虚拟主机

主机状态说明： 运行中、 订单状态、 待开通、 处理中、 已被完全删除、 管理员停止、

仅删除 WEB 站点，FTP 保留、 暂停中、 超流量停止、 未备案停止、 超容量停止、 已过期

7天内到期、 7-30 天内到期

 ——可以进入到虚拟主机信息，对虚拟主机进行管理操作。

 ——可以对该主机产品进行续费操作。

 升级 ——可以对该主机产品进行升级操作。

此功能在产品成功购买之后出现。

 ——可以对该虚拟主机产品订单进行确认购买操作。若是已购买主机则无此显示。

 ——可以删除该主机产品订单。仅限于订单状态，已开通状态无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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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详细信息

基本信息

a-1 管理名称——您下订单时候设置的 ftp账号

a-2 产品编号——虚拟主机产品型号（如 dxqnjjy200_1302）

a-3 产品名称——虚拟主机产品名称（如电信全能经济云 200M）

a-4 所属会员——该产品订单归属于哪个会员名下

a-5 备案验证码——备案过程中需要填写此项

a-6 别名解析域名——仅作域名解析时使用，不能用于访问。

a-7 测试访问地址——可测试访问已购买空间，购买成功后默认设置页面为“网站正在建设中”。

a-8 ip 地址——显示该虚拟主机对应的 ip地址

a-9 当前状态——可查看到该主机目前是主机运行中还是其他状态中

a-10 空间大小—— 前面显示 0M/200M 数据不同步，建议用户点

击 了解自己空间使用情况，或登陆 FTP 查看。

a-11 网站流量——可以了解自己每月、每周、每天乃至每小时，各个页面的访问数据

a-12 注册日期——购买时间

a-13 到期日期——到期时间

上传信息

a-14 FTP 服务器——这里指服务器 IP，用于登陆 FTP 时使用

a-15 FTP 用户名——登陆 FTP 时所需输入的帐号，不可修改。点击 可以通过

web 查看该主机下放置文件

a-16 FTP 密码——用于登录 FTP 验证使用，可以在此进行修改，修改 FTP 密码后,新密码立即生

效,请妥善保管您的密码,切勿告诉他人。

b. 备注信息

功能描述：可在此对相关主机进行信息备注。

c. 产品续费

功能描述：可以实时续费主机，马上生效，系统自动扣款；管理员可以在不切换会员号

的情况下替用户进行续费并扣除指定的金额。

注：如果该主机有赠送品，续费的同时，赠送品也将顺延使用；单独续费赠送品，系统

将扣费。

d. 产品升级

当前主机不能满足需求时，可以选择将主机升级到更高级别以满足当前需求。

注：型号升级的付费算法：M = ( P2 - P1 ) * (总月数 - 已使用月数) / 12

P2：是指升级后的型号的年价。

P1：是指升级前的型号的年价。

型号升级不影响已经作过的其它升级，各项参数采用累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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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密码修改

功能描述：可在此修改 ftp 密码。

f. 高级管理

功能描述：点击高级管理功能会直接登陆我司产品管理地址 www.idccenter.net上对您的
产品进行管理如绑定域名等操作。（若发生无法登陆情况，建议修改密码后重试）

g. 获取赠品

功能描述：如果系统设置为购买该产品有赠送产品，可在此处获取

h. 超级管理

功能描述： 可在此修改主机参数修改（仅修改数据库）注：若非必要不建议修改。

i. 操作日志

功能描述：查询该域名从下单-当前状态的操作管理情况。如：下单、购买、续费、转
移、更改等相关操作。

j. 转会员号

功能描述：域名从一个会员帐下转到另一会员帐下。

http://www.idccenter.net


上海美橙科技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www.cndns.com 22 / 33
客户服务热线：400 672 9900

D. 企业建站

状态说明： 运行中、 订单状态、 待开通、 处理中、 管理员停止、 暂停中、 已过

期、 7天内到期、 7-30 天内到期

 点击 可以进入到产品信息，对产品进行管理操作。

 点击 功能可以对该产品订单进行确认购买操作。若是已开通产品则会显示为 。

 点击 可以删除该产品订单。仅限于订单状态，已开通状态无此功能。

 点击 升级 可以对该主机产品进行升级操作。

 点击 可以对该产品进行续费操作。

注：其它各项产品操作同虚拟主机！

E. 云主机

状态说明： 运行中、 订单状态、 待开通、 处理中、 已过期、 管理员停止、 暂停

中、 7天内到期、 7-30 天内到期

 点击 可以进入到产品信息，对产品进行管理操作。

 点击 功能可以对该产品订单进行确认购买操作。若是已开通产品则会显示为 。

 点击 可以删除该产品订单。仅限于订单状态，已开通状态无此功能。

 点击 升级 可以对该主机产品进行升级操作。

 点击 可以对该产品进行续费操作。

a. 详细信息

功能描述：显示该产品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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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系统管理

功能描述：显示该产品系统管理。

c. 高级管理

功能描述：点击高级管理功能会直接登陆我司产品管理地址 www.idccenter.net上对您的
产品进行管理如重装备份等操作。（若发生无法登陆情况，建议修改密码后重试）

d. 购买 ip

注意事项：1.关机方可升级,升级成功后即可开机
2.电信，香港，美国橙云可购买独立 IP 且最多为 2个。

注：其它各项产品操作同虚拟主机！

F. 数据库

状态说明： 运行中、 订单状态、 待开通、 处理中、 管理员停止、

暂停中、 已过期、 7天内到期、 7-30 天内到期、 已被完全删除、

* 蓝色表示为赠品如： 绿色表示为付费购买产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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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详细信息

在此查看数据库账号和密码。请妥善保管您的密码,切勿告诉他人。

该密码用于导入或导出数据文件，登录地址为 http://mssql.idccenter.net

b. 备份管理

对数据库手动进行备份和恢复操作。

注：恢复备份时应该先停止数据库使用才可执行成功

注：其它各项产品操作同虚拟主机！

G. 企业邮局

状态说明： 运行中、 订单状态、 待开通、 处理中、 管理员停止、

暂停中、 已过期、 7天内到期、 7-30天内到期、 已被完全删除、

邮局设置被删除/邮件资料保留

* 蓝色表示为赠品如： 绿色表示为付费购买产品如：

a. 详细信息

功能描述：显示邮箱基本信息（别名解析域名，MX服务器地址，POP3服务器地址，SMTP服

务器地址，空间大小等）

b. 用户管理

增加用户: 包括添加邮局邮箱、修改邮箱密码和邮箱大小以及设置用户名称(赠品邮适
用)

邮箱域名修改：设定邮箱主域名。可以对已设置邮箱域名进行更换。

注：更换主域名将导致现有邮箱全部被删除，并且不可恢复，请慎重！

c. 密码修改

功能描述：修改邮箱管理密码。

d. 产品升级

功能描述：对邮箱空间/邮箱用户数进行升级

注：所有老的邮局都不能升级,包括赠送的，赠品邮局如需升级容量，需通过升级空间

容量来实现。

可以升级型号的是当前产品 E邮局和 G邮局可在线直接操作升级的增加用户数。

http://mssql.idcce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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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产品续费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实时续费邮局，马上生效，系统自动扣款；

管理员可以在不切换会员号的情况下替用户进行续费并扣除指定的金额。

注：其它各项产品操作同虚拟主机！

H. 建站授权

状态说明： 运行中、 订单状态、 待开通、 处理中、 管理员停止、 暂停中、 已过

期、 7天内到期、 7-30 天内到期

a. 详细信息

功能描述：显示建站授权基本信息.

注：其它各项产品操作同虚拟主机！

I. 订单获取/信息同步

a. 获取美橙主站订单

[提示]：选择产品类别并填写对应的产品管理名称后会获取您在美橙主站的产品订单至
代理平台上。如获取订单代理平台上已经存在，将会执行订单信息同步操作（订单信息

同步包括订单的状态、注册到期时间等）

如要获取多个产品，产品名称之间请以半角逗号","分割。

b. 同步美橙主站订单信息

[提示]：本功能可按照时间范围对某一类别的产品批量执行订单信息同步操作（订单信

息同步包括订单的状态、注册到期时间等）。

注：订单信息批量同步仅针对代理平台上已有的订单进行信息同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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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财务管理

点击财务管理有这样几个不同的分类，在这里可以进行相关财务基本操作，以及相关财务流水查看。

A. 汇款入账（手动入款）

功能描述：若客户通过邮政或银行汇入款项或者现金，需要通过此操作把资金入到客户帐户里，这样

用户名下有了虚拟金额就可以在线购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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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退款出账

功能描述：如果某客户不再需要购买产品，要求把帐户里的钱退回，可用此方式；

C. 退款入户

功能描述：若客户对产品不满意要求退款，则通过此操作把金额退入到用户帐户里；

D. 业务扣款

功能描述：客户作了购买服务，用此方式进行手工扣款，请填写完整，以便系统自动

统计。

* 补充说明一栏请注明购买的产品标志：域名或邮局的填域名，主机填 FTP帐号，数
据库填数据库名，其它的以此类推填写相应的管理用户名。并且用半角的( )包含起来，
如(domain.com)

E. 优惠返款

功能描述：对客户进行优惠或奖励，可以用此方式；

如：原价 200元产品，现以 180元成交，客户汇款 180元后，再用此方式录入 20元。
* 补充说明一栏请注明购买的产品标志：域名或邮局的填域名，主机填 FTP帐号，数
据库填数据库名，其它的以此类推填写相应的管理用户名。并且用半角的()包含起来，
如(doma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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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资金借用

功能描述：若客户可用款不足以购买，提出预支，可用此方式，客户汇款后需作入款

操作和还款操作。

G. 借款归还

功能描述：客户借款购买产品后，把款汇回来了，则作完入款操作后，需要再作此操

作把借的款还清。

H. 资金冻结

功能描述：此方式将冻结用户的资金，使被冻结资金不可使用；

I. 资金解冻

功能描述：用此方式使被冻结的资金变为可用；

J. 财务流水查看

显示本站所有用户的消费流水账，多种排序查看方式与多种参数查询；

K. 在线支付查看

可以查询在线支付的所有支付情况，便于核对；

L. 支付单号查看（略）

2-1.3 会员管理

在此可以查看平台注册会员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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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部会员

功能描述：显示平台所有注册会员。

B. 会员管理

a. 基本信息

显示用户登录和注册信息包含用户名称、会员等级、会员状态等等。

 上图中红色矩形标注的 按钮可以方便快捷地切换到用户的管理首页，进行相应操作。不

必向用户索取登录密码。

 上图中 链接可以直接对该级别用户产品价格进行设置，其他用户级别价格不变。

b. 会员管理

可以对用户密码、状态及价格等级进行重置和调整；

c. 财务管理

可以直接对该会员下的财务做修改，如可用余额等，注意：该操作不会记录财务流水，

所以若非特殊原因此项建议不做操作。

d. 联系信息

显示用户的联系信息，并能对用户信息进行更改。其中，公司名称、证件号码、联系

人几项关系着用户产品管理权问题，更改时请慎重。而电子邮件是找回密码的主要途

径，非特殊原因此项建议不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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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会员查询

功能描述： 便捷、多样的查询方式。也可以通过该管理页面右上角四个功能对今天

新注册、本周新注册、本月新注册、上月新注册进行查询，满足代理商日常管理需求。

D. 邮件群发

用于群发邮件给站内用户，如下图所示

2-1.4 日常管理

A. 订单日志管理

a. 订单列表

功能描述：显示产品订单信息，列举所有与资金有关的操作记录，如注册、申请、续

费、升级等，备有智能连接，点击标题可跳转到购买或操作的相关产品，以便查看.

b. 事务日志

功能描述：所有与资金无关的操作记录，如管理记录都将在这里一一记录，备有智能

连接，可自动跳转到购买或操作的相关产品，以便查看。

对于操作失败的操作，管理员可以进行再次提交，系统将自动完成未完成的步骤而不

影响已完成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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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登陆日志

功能描述：自动记录会员登录的时间、地区、IP、客户浏览器状况，加强系统安全。

B. 问题系统反馈

功能描述：接受用户反馈信息并回复或删除；

a. 未回复问题

功能描述：根据问题处理情况对问题进行管理。显示有上级问题编号的表明该问题设

置为上级（即美橙）答复；显示为空的表示该问题需要由代理商处理。代理商可以点击

对该问题进行答复，也能点击 将该问题设为由美橙答复。

b. 已回复问题

功能描述：查看已处理答复问题，并且可以对已答复问题进行补充或者选择关闭该问

题。

c. 所有问题

功能描述：查看所有问题。

C. 新闻公告管理

a. 站内公告管理

功能描述：发布或修改删除本系统通知；

b. 行业新闻管理

功能描述：发布或修改删除行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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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产品管理

A. 产品管理

a. 产品列表

功能描述：设置平台需要销售的产品。默认为所有产品都销售，如不销售某个产品请

直接取消勾选并点击 。

b. 产品分类

功能描述：分类产品顺序我司设置为不可修改，用户仅能在二级分类里选择是否销售

该产品。

c. 产品首页推荐

功能描述：设置推荐后，该产品将显示在首页产品预览信息里边。后台设置与前台显

示对比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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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价格等级管理

a. 产品价格修改

功能描述：修改各产品出售价，并且可以多年定价体现优惠措施

注：点“查看”进入即修改各产品价格。

这里的“价格重置”功能主要是用于同步与美橙站一样的市场价。

 升级类的产品价格必须定义在"1 年/份/套..."栏上。

 如果您需要定义特殊的产品价格（比如主机一次购买 10 年的价格），则可以点击"

"进行自定义。

其中续费价格功能只有英文域名才可以定义，如果没有定义续费价格则以标

准价格为准。

b. 价格等级添加

功能描述：增加价格等级，增加成功将在价格等级列表及产品价格功能里有显示。

C. 案例管理

D. 产品更新

a. 产品同步更新

功能描述：使代理平台与美橙平台数据同步，主要作用于如：美橙主站已推出新产品

或老产品下架，代理平台就需要点此功能。实现美橙平台与代理平台产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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