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源补货精灵 使用说明  

 

1、收费标准及功能介绍： 

1.1 普通用户（每 eBay 账号每月 25 元人民币）： 

功能： 

 根据订单，自动补充已销售数量。 

 查询在线 Item。 

 设置不需同步的 Item。 

 查询图片是否符合 EBAY 要求。每天可以自行操作同步一次。 

 数据导出 Excel。 

1.2 高级用户（每 eBay 账号每月 35 元人民币，需单独开通）： 

功能： 

 包含普通用户自动补货功能, 。 

 设置 GTC 模式商品 0 库存在线，可以整店一键设置。 

 设置单个或多个 Item 是否自动补货。 

 同店重复标题检查,重复 SKU 检查。 

 同登录帐号下，所有店重复标题检查,重复 SKU 检查。 

 批量修改 SKU、数量、价格（批量 Excel 导入，或按差价、倍数）、标题。 

 随机按需同步在线 item。 

 商品在架分析。 

 查询图片是否符合 EBAY 要求。可随时同步和检查。 

 Item N 天未销售分析，SKU 在多账号中销售分析。 

1.3 拍卖结束自动上架（每 eBay 账号每月 35 元人民币，需单独开通） 

 功能： 

 拍卖结束 3 分钟内自动上架，减少人工参与。 

 批量设置不需自动上架 Item。 

 查询拍卖销售情况、买家情况、重新上架时间及费用。 

 跟踪拍卖历史记录。 

 

注：如需单独开通请联系普源软件客服，提供登录账号及 eBay ID. 

 电话：057189739659   QQ：800019659 

    

 推荐使用 谷哥 Chrome或者 FireFox浏览器 登录本系统 

 FireFox浏览器下载地址   http://www.firefox.com.cn/ 

 谷哥 Chrome浏览器下载地址 http://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browser/

http://www.firefox.com.cn/
http://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browser/


 

2、使用说明： 

 

2.1 注册账号： 

首先登入我们的地址页面 http://www.allroot.net 

 如图 2—1—1   

 

图  2—1—1 

 

点击我们的注册按钮进入用户注册界面 如图 2—1—2  输入我们的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点击注册 

 

图 2—1—2 

     

注册成功后 图 2—1—3 点击确定 直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入业务管理操作界面 

http://www.allroot.net/


 

图 2—1—3 

 

 2.2 店铺管理 

 

   2.2.1 我的店铺 

 

     进入我的店铺界面 图 2—2—1—1 界面上提示没有符合条件的 eBay 店铺，需要新增我们的店铺，点击添

加店铺按钮   

 

图 2—2—1—1 

      

   进入界面图 2—2—1—2 在 eBay 店号下的编辑栏录入店铺 ID  点击第一步授权按钮 

 

                                   图 2—2—1—2 



跳转进入 eBay 网站登入界面图 2—2—1—3  输入我们的 User ID 和 Password 点击 Sign in 按钮 

 
图 2—2—1—3 

进入授权完成界面 提示‘恭喜您授权完成’图 2—2—1—4  关闭此页面 

 

图 2—2—1—4 

 

再点击我们的第三步，获取 token 并自动保存，注：必须操作这一步，才能完成授权图 2—2—1—5 

 

图 2—2—1—5 



 

操作完成后，我们可以看到 API 授权状态已改为‘已授权’，这样补货精灵就开始判断是授权的账号是否

有销售，如果有销售，就可以自动补货了。 

窗口中还有我们的一个补货到期时间、上架到期时间，指的是试用到期日期或续费后到期日期，过期不能

自动补货或自动上架，如果过期后想继续使用，需要联系我们。如图 2—2—1—6 

 

图 2—2—1—6 

 

 同步 Active 操作：选择需要操作的店铺，点击同步 Active 按钮，图 2—2—1—7  提示‘确认将选中的

店号 allroot 进行同步 Active’选择确定，提示‘同步 Active 的请求已提交到同步列对中等待系统执

行„„’图 2—2—1—8 点击确定即可，5 分钟内，请求会执行（注意，此功能只有高级用户才可以

使用，普通用户每天统一在凌晨某时间段自动同步一次）。 

 

图 2—2—1—7 

 
图 2—2—1—8 



 高级功能：试用期的客户，如需开通高级功能，联系我们客服人员即可。 

 启用补货：默认启用补货是开通的，如果需要停用，鼠标点击表格中店铺对应的启用补货列，去掉对

号，保存后就停用补货了。 

 库存补货：如果需要实现控制补货的数量，启用库存补货功能，即设置一个 SKU 以对应的可销售数量，

当补货数量超过这个数量时，不再继续补货（需要开通高级功能）。此功能在 高级管理--库存管理 中

导入需要控制的数量，具体操作见高级管理中库存管理功能。 

 自动上架：此功能是实现拍卖结束后自动上架，系统检测到拍卖的 Item 如果下架了，一般会在 3 分钟

内自动上架(如果同时间拍卖下架数量较多,则会排队上架)，同时针对原 Item 及新的 Item 会有一个上

架分析。此功能收费每月 35 元。 

 

2.2.2 我的 Item 

 实现功能：（高级用户才可以使用） 

 设置 GTC 模式商品 0 库存在线，可以整店一键设置。 

 设置单个或多个 Item 是否自动补货，设置是否拍卖结束自动上架。 

 批量修改 SKU、数量、价格（批量 Excel 导入，或按差价、倍数）、标题。 

 批量设置补货库存数量（库存数量为 0 时不再补货）。 

 检测单账号或多账号重复刊登。 

 检测账号图片是否符合 eBay 要求。 

 Item N 天未销售分析，SKU 在多账号中销售分析。 

 数据导出 Excel。 

注：以上功能在我的 Item 中，右键和工具按钮中。 

   进入我的 Item 界面 图 2—2—2—1  通过选择条件进行模糊信息查询。录入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或在

模糊编辑栏中输入相应的信息查询。 

 
图 2—2—2—1 

 

  

  修改操作：在信息操作界面，列表处我们点击鼠标右键，进行全选和反选、全不选操作，批量修改我们的

数量、价格、标题、SKU、下架、设置 GTC 模式 Item 的 Out Of StockControl 、整店设置 OutOfStock（此功能高

级用户权限才可以使用）。图 2—2—2—3 



 

图 2—2—2—3 

注意：设置 GTC 模式 Item 的 Out Of StockControl 、整店设置 OutOfStock 这二个功能，设置生效后，不

能通过 API 直接取消的，只能通过下架商品，重新上架时取消 0 库存在线方式。 

同时也可以用鼠标随意的拖动列表项排序，比如我把‘eBaySKU’拖动至选择后面，点击 eBaySKU 列

旁的小三角形可以按大小排序信息图 2—2—2—4 

 

图 2—2—2—4 

 

工具按钮：点击工具 按钮，会有很多功能列示出来。加入不同步 Item 操作，选择需要操作的列表项

打钩，点击工具后面的三角箭头，选择不同步数量（或者操作不自动上架）按钮  图 2—2—2—5   点击

确定，进入图 2—2—2—6 界面  提示‘添加到不同步数量的列表成功’我们可以在不同步数量列表处查

看设置的信息已改为‘是’。 

如需取消请到自动补货不补货 Item 中找到 Item，直接删除即可。 

Excle 批量修改价格：工具 按钮下面有“导入修改价格”菜单，通过这个菜单，可以把需要修改的 Item

导入到软件，实现快速批量修改价格。 

操作提示：要修改哪些 Item 可以从软件我的 Item 中导出，然后按导入格式修改价格后，再导入进来。 



 
图 2—2—2—5 

 

图 2—2—2—6 

  

2.3 高级管理 

    2.3.1 商品上架分析 

此功能是查询 SKU 在各个店铺中的刊登数量，卖出数量，及在线数量，可以按店铺及商品信息查询。

如下图 2—3—1—1： 

   

图 2—3—1 

 2.3.2 Item 修改查询 

此功能是查询各个 Item 修改结果，可以按店铺及 Item 的 Item 及 SKU 查询。 

如果您在使用中发现修改的 Item 没有生效，请到此功能中查看。 

注意修改状态及修改日志，如果是修改失败的，请看下修改日志。 

如下图 2—3—2： 



  

图 2—3—2 

2.3.3 店铺同步查询 

此功能实现在我的店铺中操作的同步结果查询，如同步 Active 是否成功，检查违规图片等，结果是否

成功请查看同步日志。 

如下图 2—3—3： 

 

图 2—3—3 

2.3.4 库存管理 

此功能实现在根据实际库存数量进行补货时，库存数量的设置。帐号开通库存补货功能,并且所属店铺 

在 店铺管理我的店铺中启用了“库存补货”的功能后，此功能才起作用。如果没有设置实际库存数量的，

系统自动补货，设置库存数量的，如果累计卖出数量等于实际库存数量时，就不再补货了。如果某一店铺

无需按实际库存补货，可在  店铺管理我的店铺中 对单(多)个店铺停用了“库存补货”的功能，并保存

配置，此店铺在补货时将不受库存数量的影响直接进行补货。 

进入功能窗口如下图 2—3—4： 

 

图 2—3—4 

 导入 Excel 库存：可以通过 EXCEL 快速导入实际库存数量，点导入库存按钮，实现数据的导入，窗口如

下： 



 

注意：如果不想根据实际库存补货，不要把 SKU 导入到这个功能中。 

 手工修改数量：用鼠标点击表格的库存列，可以直接录入数量，然后点保存即可。 

 

2.4 自动补货 

    2.4.1 不补货的 Item 

在我的店铺我的 item 中如果设置了不同步数量，可以在此功能中恢复，按商品关键字查询出来 Item

后，点“删除 ”按钮即可，然后 Item 即可实现自动补货了。如下图 2—4—1： 

 
图 2—4—1 

 

2.4.1 自动补货统计 

实现按 Item 查看补货历史明细，可以按店铺及商品关键字查询，查看累计增加数和累计同步数、原数

量、同步后数量和增加后数量等信息。显示切换打钩，可以对我们的界面进行上下左右的调整。图 2—4

—2 

 

图 2—4—2 

 

2.4.2 自动补货查询 

实现按时间范围查看补货的历史明细，可以按店铺及商品关键字查询。图 2—4—3 



 

图 2—4—3 

2.5 拍卖自动上架 

    2.5.1 不上架的 Item 

在我的店铺我的 item 中如果设置了不自动上架，可以在此功能中恢复，按商品关键字查询出来 Item

后，点“删除 ”按钮即可，然后拍卖的 Item 即可实现下架后自动上架了。 

 

 2.5.2 自动上架统计 

此功能实现按店铺和站点统计拍卖下架数量、成交数量及金额、重新上架数量及上架费用。 

如图 2—4—4： 

 

图 2—4—4 

 

2.5.2 自动上架查询 

按店铺和时间段查询设置拍卖结束自动上架 Item 的上下架时间，购买出价次数，成交买家 ID，重新下

架时间及费用等情况。设置时间范围及查询条件后，点查询按钮即可。如图 2—4—5 

 

图 2—4—6 

2.5.2 自动上架跟踪 

按 ItemID 查询通过系统跟踪此 ItemID 关联的原 Item 及重新上架产生的所有新的 ItemID 及销售或上架



过程。如图 2—4—6 

 
图 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