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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托尼斯网站简介



托尼斯网站简介

      托尼斯是一家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
平台有成熟的供应链体系，自主研发的ERP
系统，稳定、高效的帮助中小卖家零成本
快速布局跨境电商市场。

        网站先发货后付款，按照实际发货数量收
款，45天之内免费申请退货，帮助中小卖家零
成本、零风险创业。

      托尼斯网站商品可以一键刊登到Shopee、
Joom、速卖通、lazada等平台。网站后台批
量刊登和计划刊登，帮助卖家高效有计划的上
传产品。

       托尼斯结合自身的优势整合了上万家实力档口
和工厂，几十万款产品，网站上的产品都是工厂直
接供货。托尼斯采用的是自采模式，出单之后，安
排采购拿货，80%以上的订单当天都可以发走，有
效避免了库存和延时发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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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托尼斯供应链使用流程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一、托尼斯供应链绑定流程

1.已注册托尼斯账号，点击“立即登录”，未注册托尼斯账号，点击“免费
注册”
托尼斯网址：www.toonies.cn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一、托尼斯供应链绑定店铺流程

2、点击页面顶端的“个人中心”、点击店铺“授权托
管”。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一、托尼斯供应链绑定店铺流程

3、点击添加授权、绑定店铺即可（绑定店铺数量不限制，一个托尼斯账号可以绑定多个
shopee店铺）。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一、托尼斯供应链绑定店铺流程

4、点击确认之后，店铺会进入待审核流程，联系对应的客户经理帮您审核。
5、审核通过之后，您就可以上传产品了。

选择店铺对应的站点：shopee.sg（新加坡）、shopee.tw（台湾站）、shopee.co.id（印
尼站）、shopee.com.my（马来站）、shopee.co.th（泰国站）、shopee.vn（越南站）。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一、托尼斯供应链绑定店铺流程

我们网站有三个仓库分别是：广州站、杭州站、湖州站
广州站：主营女装、饰品、美妆、包包、是我们公司产品最多的一个站点，仓库设在广州。
杭州站：主营男装、配饰、仓库在杭州。
湖州站：主营童装、配饰、仓库在湖州。
因为仓库的地址不同，为了保证我们的发货时效，一个Shopee店铺只能绑定一个站点，在我们绑定店铺的
时候要确定我们的主营类目站点。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1.选择产品 点击“一键刊登”选择 shopee 平台

二、单个产品上传流程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二、单个产品上传流程

1、选择需要上传的店铺。2、点击“一键翻译”，会自动翻译成各站点语
言。
3、编辑产品的标题，产品标题应该多用热搜词和本地词汇。
4、编辑商品属性。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6、选择合适的图片作为商品的主图。
7、点击本地添加，可以添加电脑本地图片。
8、商品主图上的编辑，可以为商品添加logo，水印等。

二、单个产品上传流程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1、活动列表：对应shopee店铺折
扣活动，选择对应折扣后，商品
刊登之后会加入该折扣，并自动
打折。
2、批量设置：手动计算并设置产
品售价和商品数量，点击确认之
后即可批量是
3、定价公式：设置：利润率、折
扣、点击确认，系统自动帮您设
置售价（即商品原价，如果没有
选择活动列表折扣活动，一定要
在shopee后台给商品设置折扣，
不然价格会偏高，计算商品价格，
折扣是计算在内的）

价格公式：是综合参考平台佣金、
交易手续费、托尼斯操作费、利
润率、折扣、汇率，的精准定价
公式，是完全准确的。

二、单个产品上传流程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1、运费：我们不用设置，上传之后会按照
平台默认设置。
2、商品货号：即，商品spu，一定不要改
动，（如果改动会造成拿不到货，货拿错
货）
3、点击发布：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发货，即
可上传到我们店铺后台。

上传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到店铺后台，查
看我们上传的产品。

二、单个产品上传流程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三、托尼斯供应链发货流程、如何查看订单状态。

1、Shopee店铺出单之后，不用任何
操作，我们系统会自动拉取您Shopee
店铺订单，帮您配货，并打印面单，
直接运送到Shopee中转仓库。

2、系统每天05:00点拉取一次订单，
一天只拉取一次订单，所以05:00之
后的订单需要第二天才可以拉取。

3、如果您的托尼斯账户余额为负，
当天不会拉取店铺订单，为了保证您
的发货时效，请及时充值。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三、如何查看订单状态。

        网站上的商品都是工厂直接供货，
托尼斯网站上有上万家工厂，上百万款产品，
不能保证每款产品都有库存，没有库存的产
品我们会及时和工厂沟通并下架这款商品。
我们采用自采模式发货：Shopee店铺出单之
后，按照当天订单数量去工厂采购。不可避
免会出现缺货的情况。（如果遇到缺货的情
况，一定要及时和我们客户经理沟通)。

1、你可以在个人中心订单列表——Shopee订
单查看订单状态。
2、如果遇到下架、缺货、超过4天没有发货
的订单，要及时和我们的客户经理沟通。
3、先发货后付款，只有实际发货的商品才会
扣款，未到货、下架、的商品并不会扣款。

缺货、下架是不可避免的，遇到上述的情况
一定不要急，和我们客户经理沟通解决。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四、托尼斯供应链充值方式
1、在线充值，点击个人中心，账户余额的充值按钮就可以充值
2、人工充值，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户经理进行线下转账充值。

注意：凡是分销商的托尼斯账号账户余额为负，该账号下的所有代发店铺
系统将 不会拉取订单发货，为了保证发货时效，注意查看账户余额，及
时充值。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五、托尼斯供应链售后流程

售后分两种类型：产品问题售后、非产品问题售后
一、产品问题售后：因产品瑕疵、破损或发错货、发错款等原因造成的退货。
产品问题售后：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的客服会协助您进入退款流程。

二、非产品问题售后：买家未取货、买家取消订单、订单超材、买家不喜欢等
非产品本身问题产生的售后。
非产品问题售后：直接在我们后台申请售后即可，会自动进入退款流程。

非产品问题售后：因为海外退件的时效长，托尼斯代退货，会存在有的商品供
货工厂已下架造成退货失败，托尼斯仅退款退货成功的商品成本。

退货失败的商品会每月仓库集中盘点一次，分拣归类寄快递到付给托尼斯各商
家。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五、托尼斯供应链售后流程

1、问题订单赔付标准
        Shopee订单售后统一在托尼斯供应链平台申请售后，方便售后处理。订单售后期为发货时间开始计算15天内，
超过售后期的订单系统不予以申请。
一、问题单
满足以下情形订单赔付：
1. 发错货：发错颜色，发错尺码，发错款式
2. 质量问题：货物破损，产品有污渍
（以上所述情况均按产品瑕疵程度以及问题不同情况需先协商联系客服经理协商结果再做处理。）
3.售后请备注明原因上传凭证（赔付要求需提供清晰的商品标签、商品图片，无清晰证明不给予赔付。）

以下情形订单不赔付：
1. 物流运输过程中造成的货物破损。
2. 物流运输过程中丢件。
3. 买家原因取消订单退货,买家拒收导致的退货。
4.已发出的货物，拦截均不退操作费。
5.Shopee仓库签收并扫描包裹后，因物流产生的损失。
6.没有经过供应链刊登的产品或因刊登不规范造成发错货或其他的损失。
注：以上赔付指标准仅适用于产品货款和操作费，不包含退货以及其他因素导致产生的运费，问题订单及时反馈给对
应的客户经理



1.个人中心-订单列表-shopee订单-申请售后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五、托尼斯供应链售后流程



2.勾选售后商品-选择申请原因-退货类型选择“退货
退款”-备注原因-提交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五、托尼斯供应链售后流程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3.填写退货信息
填写包裹运单号-快递公司选择“其他”（客人自行退回选择对应物流渠道，
没有就选择其他）-提交

五、托尼斯供应链售后流程



4、点击个人中心——售后列表——shopee订单，
可以查看售后订单状态。
已完成：代表已经成功退款。
审核通过：表示已经同意退款，但是还未收到
商品，收到退货就会退款。

注意：申请退货的商品，一定要让买家把商品
外包装上的条码保存完好，如果外包装的条码
损坏，仓库收到退货商品是没有办法扫描进入
我们系统，订单会一直显示：审核通过的状态。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五、托尼斯供应链售后流程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批量刊登优势：1、一次可以上传几百甚至上千款产品到店铺。
                         2、自动给商品首图加LOGO。
                         3、批量选定产品后，可以设置每隔多少分钟，上传一个产品，有
                               的执行你设定的刊登任务。
                         4、省去上传产品重复性的工作，一人可以轻松管理多家店铺。

批量刊登劣势：1、批量刊登商品首图是随机选择的，有时会把尺码表作为商品首图。               
                          2、商品标题，综合shopee平台每个类目热搜词、做成词库、商品
标题
                               由词库中的热搜词随机组合而成，偶尔会出现商品标题和产
品不匹配的情况。

           批量刊登不能做到百分百的准确，偶尔会出现上传失败、禁卖的情况，我们批量上
传产品
           之后，需要到我们shopee店铺，查看批量上传的商品，删除或者修改有问题的商品。
                          

六、批量上传产品教程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1、点击个人中心——批量刊登、进入批量刊登页面。

六、批量上传产品教程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六、批量上传产品教程

2、设置批量刊登详情。

选择站点一定要点击站点的名字，不然
会显示不出对应站点Shopee店铺。

价格设置：一般利润率会定在15%左右，
折扣在（6-8）折之间。

刊登商品：一定要选择勾选，这样我们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需要批量上
传的商品。

详情补充：设置可以突出我们店铺特色
详情模板，可以提高我们商品转化率。
我们可以参考做的表较好的shopee店铺。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六、批量上传产品教程

预售设置：2天，我们不用改动，系统默
认。

水印设置：水印图片必须是png格式，我
们不会设计png格式水印图片，可以提供
店铺logo，给我们客户经理，帮你设计。

计划刊登：点击“是”，可以选择刊登
时间范围，并设置时间间隔多少，上传
多少商品。

点击保存，我们就可以选择商品，进行
批量上传。



如何使用托尼斯供应链

六、批量上传产品教程

       我们可以按照风格、类目、商品
上新时间、销量等不同维度，选择我们
需要的商品。
       建议批量刊登一次选择的商品不
要超过300。
       选择商品之后，点击自动同步，
系统会自动执行刊登计划。

      批量刊登不能做到百分百的准确，
偶尔会出现上传失败、禁卖的情况，我
们批量上传产品之后，需要到我们
shopee店铺，查看批量上传的商品，删
除或者修改有问题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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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托尼斯网站选品技巧



托尼斯网站选品技巧

一：按照工厂排名选品

       托尼斯网站一共有三个站点：广州站、杭州站、湖州
站。由于仓库发货地址不一样，所以一个店铺只能绑定一
个站点。
       广州站：仓库在广州，广州站主营的是女装、配饰、
美妆等。
       杭州站：仓库在杭州，杭州站主营的是男装配饰。
       湖州站：仓库在湖州织里，湖州站主营是童装。
每个站点都有上千家档口和工厂，我们如何选品才能选到
优质的商家和商品。

（1）选择三天内到货率高的工厂，以档口为单位上传产品，可
以有效避免缺货。

（2）按照销量高的档口上传产品，风格款式更加适合东
南市场。

（3）按照新工厂榜上传，可以和原有的商家做出差异
化，新的商品更有竞争力。



托尼斯网站选品技巧

二：按照销量选品

       托尼斯网站上有几十万款产品，这些产
品来自上千家厂家和档口，网站的到货率
97%，我们不能保证网站上的每款产品都有
货，需要和你们一起不断的优化网站上的商
品和档口，挑选出最优质的工厂和档口。

（1）、选择销量高的产品，销量高的产品质量
和到货率都很高。

（2）、选择最近上传的有销量的产品，这类的
产品都不会缺货。



如何在供应链里选择引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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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盈利模型讲解



       我们要充分利用托尼斯供应链的优势，网站产品种类丰富，不用囤货，
不用打包发货，零成本运营店铺，极大的减轻了中小卖家的负担。另外网
站有一键刊登和批量刊登的功能，让上传产品变得非常简单，让分销商有
更多的时间放在运营方面。



一、多店铺运营

1、使用托尼斯后台批量刊登，选择好产品、设置店铺利润，
和店铺上传的模板，设置计划刊登，可以设置每隔一小时或
者半小时上传一个产品，使用系统自动上传产品。

2、不用人工上传产品和处理订单，分销商的精力主要用来
报名店铺活动，和回复客服（使用字母账号可以多店铺回
复聊聊），充分释放了人力，一个人可以轻松管理多家店
铺。

3、因为批量上传每个产品不会做的很精细，我们上传之后
要检查下我们的产品首图，详情等内容，批量上传选品很
重要，我们批量上传的时候一定要在选品上下功夫，选择
市场热卖的款式。



二、风格店铺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站点，一个店铺
精细化运营一个店铺。

      前期需要我们给店铺一个精准的风
格定位，之后我们店铺装修，上传产品
都围绕这个风格。
      
     1、店铺装修要有特色，装修精美。
     2、店铺要注重选品，根据每个站点
热卖产品进行选品，要有低价引流款。
     3、针对我们店铺分阶段制定目标，
每个阶段的目标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达
到。
      4、前期先不考虑利润，先把平台流
量吸引进来。当我们店铺流量稳定之后，
在通过别的方式盈利。
    
    这种方法前期需要我们投入很大的精
力和金钱去操作，这些投入当我们店铺
稳定之后，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收回。



复制克隆店铺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适
合自己的。
       无论哪一种方法都需要我们付出精力，需要时间的
积累才能成功，切记三心二意、半途而废。人生无捷径，
每一步都需要脚踏实地。



THANKS 谢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