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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欢迎您的企业入驻JJgle家具在线！作为JJgle家具在线的供应
商会员，您可以在平台上建立企业商铺，向800,000专业买家宣
传您的企业，展示您的产品，寻找无限的商机！ 
 
为了协助您建立信息完善、图片美观的商铺，以达到有效的宣传
推广效果，吸引买家向您询盘、采购，JJgle家具在线准备了这份
企业商铺信息上传指南与质量标准，供您参考。希望您能根据指
南，创建完美的企业商铺，吸引到目标买家，做成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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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访问全新的家具在线 

家具在线       jjgle.com 

立刻访问PC网站 手机扫一扫立刻访问手机站 

https://www.jiagle.com/jiaju/


企业商铺操作指南 02 



会员登录 

点击这里，进入
会员登录页面 

右侧快捷条直接登录 



会员登录 

请输入您的账号和密码 
或使用手机动态验证登录 

提示：如有遗忘账号或无法找回密码请与网站客服联系 



企业会员中心---首页 

查看您的企业商铺 

主要联系信息 主要信息数据 

管理菜单 



企业会员中心---账户管理 

修改您的账户密码 修改您的手机 
需要动态密码验证 

修改您的邮箱 
需要邮箱接收密码
验证 查看网站的重要通知 

提示：如有联系方式变动请及时修改，避免潜在买家无法联系到您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公司介绍 

请上传企业logo，尺寸控制在220*175px 格式：PNG 24位 

如果没有LOGO，请填写品牌名称。 

提示：请务必完整填写企业信息，企业信息完整度会让潜在买家更有信任感。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公司介绍 

请尽可能详尽全面地介绍您的企业，让买家可以充分了解您企业的软、硬 
实力，增加您的企业对买家的吸引力。 
企业介绍至少需要200字，否则家具在线有权退回会员所提交的文字！ 
企业介绍仅允许填写文字内容，如有企业精美图片请到“店铺装修”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公司介绍 

非常重要！请填写接收询盘或求购信息的手机或邮
箱，系统会第一时间通知您！支持最多三个不同询
盘联系人 

请上传公司营业执照及公司历来的获奖证书，取得
买家的信任。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店铺装修 

提示：为了让您的商铺更加美观，突显公司实力，请按照操作提示制作精美图片。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店铺装修 

可上传不超过3分钟长度的企业宣传视频。 

挑选企业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图片作为企业
在厂商频道的展示图片。 

上传视频前请务必按照以下视频格式要求进行压缩转码 
MP4 = 带有 H.264 视频编码和 AAC 音频编码的 MPEG 4 文件 
WebM = 带有 VP8 视频编码和 Vorbis 音频编码的 WebM 文件 
Ogg = 带有 Theora 视频编码和 Vorbis 音频编码的 Ogg 文件 

挑选企业最新或热门的产品制作成精美图
片，在企业商铺进行重点的推荐。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定制及设计 

如有此业务，可在此填写业务的具体服务内容 

如有一些案例的精美图片，可点击这里进行展示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招商加盟 

如有招商加盟的信息需要发布可点击这里 

请输入完整的招商加盟信息。 
可提交多个不同的招商加盟信息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我的产品 

公司的产品是我们网站最重要的内
容，也是我们吸引潜在买家的一个
重要窗口，我们非常期待您能将贵
公司热销、主推以及最有特色的产
品从精美的图片展示，到详细的介
绍一一展现出来。 
根据我们对买家的跟踪统计，发现
超过90%的买家只有在看到完整产
品信息的情况下才会主动联系企业
进行相关咨询。 

提示：所有新发布或修改的产品，家具在线都会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才能正式出现在网站。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我的产品 

上传一个新的产品请点
击这里 

如果对产品内容进行修
改或者删除请点击这里 

请准备完整的填写产品信息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我的产品-产品图片 

产品图片能帮助买家最直观地了解产品的外观、颜色、品质、特点等，所以请为每个产品上传高清晰
度、高品质的图片。JJgle 家具在线提供一个产品多图展示的功能，所以建议上传多张图片，多角度、
全方位地让买家更全面地了解产品。 

 
产品图片建议用白色背景，但也可是彩色背景全景图。以下分别是针对两种背景图片的要求： 
• 白色背景产品图片： 
白色背景 
产品照片边缘顶边 
图片800 x 800px 方形 
格式：PNG 24位 

 
• 彩色全景产品图片： 
彩色、全景图 
图片不变形，不留边 
图片800 x 800px 方形 
格式：PNG 24位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我的产品-产品图片 

白色背景的图片 彩色背景的图片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我的产品-产品名称 

请明确告知买家产品的实际名称，不要只填写型号，可以是产品名称+型号。 
另外，请在产品详情用一句话概括产品的独特卖点，告诉买家您的产品和竞争对手的产品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买家应该向您而不是您的竞争对手采购这个产品。这样有利于您的产品在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我的产品-产品类型&风格 

请根据您产品的分类进行选择 

请根据您产品的风格进行选择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我的产品-私密产品 

如果贵企业有一些产品需要指定给特别的人或者希望得到贵方的同意后才能浏览到的，可以
在这里进行设置。 
被设置成私密产品后，买家只有进行申请并且得到贵方的同意后才能正常的看到这个贵企业
商铺里面的私密产品。 

这里进行相关设置 

没有通过申请买家看到的样子 

需要买家填写的申请资料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我的私密展厅-权限管理 

会员中心左侧菜单找到权限管理 

点击查看具体的买家申请内容 

根据您的需要确认是否审核通过 

如果拒绝请填写理由，以便方
买家明了。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我的产品-产品重要属性 

这些都是对于买家了解产品的重要的内容，请您务必认
真确认完整的填写。 
根据我们对买家的调查发现，这些内容也是买家最为关
心的。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我的产品-产品参数属性 

我们还为不同的产品设计了其他不同的字段，用以全面
展现您的产品信息. 
例如： 
风格颜色样式框架 
内部填充物可否定制功能 
适用场合适用人群有无扶手 
可否折叠可否旋转 
请尽量填写这些信息，越详细的产品信息越能帮助买家
了解您的产品，也越能触发买家询盘。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我的产品-详细描述 

请尽量详尽地描述您的产品，便于买家深入了解您的产
品品质和特色，并与别的产品进行比较，以吸引更多买
家向您发出询盘。据我们统计，83%的买家关注产品品
质和特色，所以请您尽量在此做出相关的详细描述。 
每个产品的详细描述不能少于3条内容，否则JJgle家具
在线有权退回会员所提交的产品！ 
我们提供多媒体编辑框，您可以上传文字及图片内容，
并且进行页面的排版编辑。 
如需帮助，可联系我们的客服！ 



企业会员中心---优秀产品展示案例 

https://www.jiagle.com/jiaju_chanpin/1417435.html 

https://www.jiagle.com/jiaju_chanpin/1417435.html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采购通—采购通 

“采购通”是“展会+互联网”相结合的专业采购B2B和
B2P平台，以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历年资源背书，专注对接
家具供应商与专业买家，通过“一对一”询盘对接服务，帮
助供应商开拓展会以外的生意，解决专业买家找货难的问题。 

采购通会员可享受： 
1）同步运营中英文两个店铺， 满足内销与外贸的多维需求 

2）客服团队全程参与询盘对接，审核买家资质、筛选优质
询盘，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匹配 
3）享受来自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和家具在线旗下资源的多
重助力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采购通—询盘管理 

买家在浏览网站的时候，查看到感兴趣的产品后，会点击产品的询盘按钮，发送有关这个产
品的咨询信息到这里。 

这里可以看到全部的询盘列表， 与买家可以进行询盘的信息来往
（非实时在线消息） 

提示：有新的询盘会通过您填写的“询盘联系人”用手机短信和邮件通知到您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采购通—求购管理 

买家会有一些特殊或者直接委托我们平台，根据要求来寻找企业，进行采购。 

提示：有收到新的求购信息会通过您填写的“询盘联系人”用手机短信和邮件通知到您 

这里可以看到全部的求购列表， 

您的企业如果有采购需求也可以填
写求购单 

求购单的填写内容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收藏 

您浏览网站的时候有兴趣的产品或
企业都可以点击“收藏” 

这里可以发送询盘或删除 

收藏的商家都在这里 



支持全渠道操作 

PC网页版 

手机网页版 

立即点击访问 

手机扫一扫立刻访问手机站 

https://www.jiagle.com/jia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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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店铺上线要求 

为了能让您的店铺及产品得到我们最大化的推荐服务，以及
满足我们潜在买家的需求，请务必完成以下店铺内容！ 

企业会员中心---账户管理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公司介绍 

企业会员中心---我的商铺--我的产品-不少于10款产品 
——每款产品必须有一张全景图，全面详实的带有产品卖点的产品描述 

完成以上内容才达到店铺正式上线的标准。 
如果在完善店铺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随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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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我在网站的曝光率？ 

我们强烈希望您能升级或下载使用最新的谷
歌或火狐及360浏览器。 
我们网站目前对于低于IE8及以下浏览将不
予支持！ 

有时候点击按钮没或填写没有反应？ 

1、您的企业信息必须真实合法 

成为企业会员需要什么条件？ 

2、您的企业必须是家具家居行业的相关企业 

3、您需要支付一定的会员年费 
 

2、确保您填写的询盘邮箱和 询盘手机提醒都是正确的 

3、收到询盘请及时回复 

为什么收不到询盘？ 

常见问题 

01 
02 

03 

04 

1、确保您的商铺的信息和产品都是最新的 

1、完善您的企业信息及产品信息 

3、把您的企业新闻稿发送给我们，将它刊登
于网站资讯栏目 

2、经常更新您的产品 

4、申请我们的广告位 



特别提醒 

01 

03 

请收藏家具在线网址
(www.jjgle.com)并且妥善
保存好家具在线的账号和密
码！  

02 

企业信息更新后会有一定时间
的延迟，可以尝试一小时后刷
新网页查看！  

家具在线不但提供企业商铺服务，还
会陆续开通2020年中国国际家具展相
关展商在线服务功能，包括“展商手
册”、“电子邀请函”、各种现场活动的
在线报名系统。 



企业客服热线    工作日9:00-18:00 
021-33392538 

版本号：2020213 

联系我们 

平台投诉热线    工作日9:00-18:00 
021-3339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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