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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钢店」 
开店操作手册 

小钢店，是一种借助微信小程序，依托五阿哥

服务，快速开通属于您自有微信店铺的工具。 

拥有了小钢店，您无需编写代码，就可以完成

编辑、维护店铺等操作，并可以通过“今日报价转

发微信群”、“商家动态转发微信群”、“小程序

码转发朋友圈”、“附近小程序”、“自定义关键

词”等方式，推广和运营您自己的店铺，为您带来

业务流量。 

此外，微信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分析助手，为您

提供用户访问情况、营销效果分析等数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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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 

名词 解释 备注 

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平台，电脑的浏览器打开访问地址： 

https://mp.weixin.qq.com/ 

其中账户类型包括：服务号、订阅号、

小程序、企业微信（原企业号） 

说明：服务号、小程序等访问地址

相同，使用不同的邮箱账号，可以

登录不同的后台。 

服务号 

微信公众平台的一种企业级的帐号类

型。该类型主要偏向于服务交互，认证

前后都是每个月可群发 4 条消息； 

根据微信的指导说明，只要成为服

务号大 V（缴纳了 300 元服务费），

就可以免费申请微信小程序。 

另外，拥有了服务号，可以把小程

序和服务号进行关联，关注了服务

号的粉丝，可以看到您的小程序，

可以更好的推广传播小程序。 

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简称“小程序”，是腾讯公司

提供的一种不需要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

应用，它实现了应用“触手可及”的梦

想，用户扫一扫或搜一下即可打开应用。 

小程序、订阅号、服务号、企业号

是腾讯公司并行的体系。 

小程序可以通过已经缴纳过300 元

服务费的服务号，快速注册和认

证。 

小钢店 

五阿哥推出的一款客户快速开通微信店

铺的工具，借助微信小程序，依托五阿

哥服务，不需要您编写复杂代码，就可

以完成店铺的开通和简单装修。 

借助微信小程序平台，您可以做

到： 

1. 小程序基本信息设置：设置小

程序名称、服务类目等基本信

息。注意：开通小钢店的必要

步骤！ 

2. 附近小程序设置管理：让在您

公司附近的买家快速找到您。 

自定义关键词管理：可以通过曝光

某些关键词，让买家通过搜索某种

产品名字就能快速定位到您的店

铺。 

依托五阿哥服务，您可以做到： 

1. 主营产品的自动同步：只要在

五阿哥网站上添加维护的商

品，会自动同步到小钢店中。 

2. 公司信息、星级同步：五阿哥

网站的公司简介、商家资质、

星级等实力信息自动同步展

示。 

3. 与五阿哥钢叮客服打通 

 

https://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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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常见问题 

1. 如何免费注册微信小程序？ 

答： 

① 如果您拥有已向微信缴纳过 300 元 RMB 服务费的服务号，就可以利用服务号的认证资质，免费快速注册和认

证小程序； 

② 如果您没有服务号，可以单独注册企业类型的小程序，选择“向腾讯公司小额打款认证”的方式进行认证。利

用您公司的对公账户，向腾讯公司打款（金额小于 1 元钱，具体金额以本步骤结束后微信要求的打款金额为准） 

2. 注册小程序时，没有出现「选择“向腾讯公司小额打款认证”的方式进行认证」的选项怎么办？ 

答： 

如果没有出现企业认证的选项，说明您注册的是个人类型的小程序。应五阿哥的要求，只有企业类型的微信小程

序才能进行授权和开店。 

此时，需要您使用新的邮箱，重新注册新的小程序，并且完全按手册下方的指导步骤，完成小程序的注册和认证。 

3. 哪些操作是在电脑的微信平台完成的，哪些是在五阿哥卖家中心完成的？ 

答： 

在电脑的微信平台(使用电脑浏览器打开地址：https://mp.weixin.qq.com/)上常用的操作有： 

① 小程序的注册和认证； 

② 小程序基本信息维护：包括小程序名称、图标、简介、服务类目设置。 

③ 附近小程序的设置； 

④ 自定义关键词设置； 

在电脑的五阿哥卖家中心常用的操作有： 

① 小程序授权五阿哥； 

② 开通小钢店、设置小钢店、店长管理等； 

③ 提交微信审核； 

4. 在卖家中心授权五阿哥时，提示“小钢店服务不对个人开放，请使用企业身份注册小程序”，我应该怎么办？ 

答：答案同上“问题 2”。只有企业类型的小程序，才可以授权五阿哥。 

5. 提交微信审核时，为什么提示“小程序名称不符合规范”，我应该去哪里设置？ 

答：微信小程序的命名规则：自定义店铺名称 + 小钢店。必须以“小钢店”字样结尾，中间不能包含“-_&/\*”

等特殊字符。详见《小钢店命名规范》 

您需要登录到微信小程序平台，检查小程序名称是否已填写或填写是否符合命名规范。请注意，修改五阿哥卖家

中心里“设置小钢店”的“页面标题”是解决不了该问题的哦！ 

6. 开通小钢店后，立刻就能访问了吗？ 

答：开通小钢店的操作都已经完成，点击“提交微信审核”也已经提示“成功”了，但由于微信代码审核还需要 1 个

工作日左右的时间，所以此时还不能在微信小程序中看到您的小钢店。只有小程序注册时填写的管理员的微信，

接收到微信代码审核成功的通知，或者在五阿哥卖家中心“我的小钢店-》版本管理”里边的“审核中的版本”页，看

到“审核成功”的提示，才可以在手机的微信中正常使用小钢店。 

7. 为什么我在手机的微信中，只能看到带有“体验版”的小钢店？ 

答： 

只有小程序的管理员，才会在微信小程序中看到带有“体验版”字样的小钢店。体验版，顾名思义，是为了方便作

为管理员的您而设立，您可以在正式“提交微信审核”前，对自己的小钢店进行测试和效果体验。 

如果您想转发微信群，或者做其他推广转发时，一定要在您家正式版的小钢店里，进行转发。因为，如果您转发

的是带“体验版”字样的小钢店，其他买家是无法正常访问的。 

8. 怎么访问小钢店？ 

答： 

微信审核通过后，小钢店就算正式开通成功了。可以在手机的微信里，下方找到“发现”菜单，在最上边的放大镜

里，搜索您的小程序名称。找到您的小钢店后，访问并授权五阿哥获取您的昵称，以后就会在“发现”菜单里，看

到“小程序”入口，可以直接进入您的店铺了。 

https://mp.weixin.qq.com/
https://help.wuage.com/shoplet/#&sid=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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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次设置小钢店，都需要在版本管理里，做“提交微信审核”的操作吗？ 

答： 

目前的版本，您只有在卖家中心的“设置小钢店”中，修改了“页面标题”的内容，才需要到“版本管理”中点击“提交

微信审核”按钮，并且必须提交微信审核通过后，页面标题的改动才会生效。 

除此之外，设置小钢店中的其他修改项，都无需“提交微信审核”，都是在保存成功后，实时生效的。 

10. 为什么在卖家中心店长设置时，找不到我的微信昵称？ 

答： 

如果在下拉列表里没有看到想找的人： 

① 请先确保这个人已经访问过您的小钢店，并已经允许获取您的微信昵称。如果您已拒绝获取微信昵称，请在

小程序里，删除您家小钢店，再重新查找并访问。 

删除方法：在小程序列表中，点住您的小钢店名称不放，会弹出删除操作框。 

添加方法：小程序页最上方，点放大镜，输入您小钢店名称，查找即可。 

② 确保该店长的微信昵称，不包含特殊字符或特殊表情。如果您的昵称里已经包含了特殊表情，可以先修改昵

称，去掉特殊表情符，再访问小钢店后，再进行店长设置。但由于微信修改昵称后，有可能会有延迟，所以

您可以修改昵称后，晚一点再进行店长设置。 

③ 如果还找不到您要设置的微信昵称，请联系小钢店技术支持。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的关于小钢店的常见问题，可以访问五阿哥《小钢店帮助中心》。 

也可以添加小钢店的微信技术支持号：13552460294，寻求技术帮助的同时，也可以在您开通小钢店

之后，邀请您加入“小钢店运营群”，各位店长可以在一起交流小钢店自运营的心得和经验。 

三、如何开通小钢店 

想拥有自己的小钢店，需要完成如下主要的三步： 

1、第一步：微信里注册企业类型的小程序，维护完小程序基本信息。 

2、第二步：在五阿哥的卖家中心的“开通小钢店”页面，授权五阿哥； 

3、第三步：去开店，设置小钢店信息后，提交微信审核。 

微信审核，需要 1 个工作日左右。审核通过后，小钢店才算正式开通。 

（一）材料准备 

为了加快我们小程序注册认证以及开店速度，请提前把注册小程序的材料准备。 

①.注册小程序的邮箱：该邮箱未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开放平台注册过，也未绑定过个人微信号。QQ、163 等邮

箱都可以，确保您能够登录该邮箱，注册后微信会给您发送激活邮件，需要您登录激活。 

②.小程序的名称：长度 4-30 个字符，一个中文等于 2 个字符。 

https://help.wuage.com/shoplet/shopletq/?psa=W10.a311.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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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小程序的命名规则：自定义店铺名称 + 小钢店。必须以“小钢店”字样结尾，中间不能包含“-_&/\*”等特殊

字符。 

【重要提示：如果是新注册的小程序，在开通小钢店前，有 2 次修改机会，一旦使用小钢店并提交微信审核，修改名

称需向微信缴纳 300 元审核费；如果您使用的是原有的已发布过代码的小程序，改名也必须向微信缴纳 300 元的修

改名称审核费】 

更多规则详见《小钢店命名规范》、《小钢店服务运营规范》。 

③.小程序的头像： jpg/jpeg/png/bmp/gif 大小不超过 2M，建议使用有色的背景。 

④.小程序功能介绍信息：4-120 个字 

示例: ***公司是以销售加工为主，主要销售镀锌板、冷轧板、镀铝锌板、不锈钢板等工业用原材料。 

⑤.管理员信息：包括身份证、手机号、管理员微信(微信要求必须绑定本人银行卡) 

注：管理员可以分配给其他人共同管理的权限，企业可以直接变更管理员。 

⑥.企业营业执照信息，包括：营业执照号、开户名称、账号、开户地点等。 

材料都准备好之后，让我们开始开通小钢店吧。 

（二）开通步骤 

1、在微信进行小程序注册并完成企业认证 

1.1、有微信服务号的，快速注册认证方式 

（没有微信服务号的用户请跳过本步骤！！直接使用 1.2、普通注册方式进行注册认证。） 

    拥有微信公众号并且通过微信认证后的企业，无需对公账号给微信账号打款认证了，可以直接复用公众号的企

业资质，实现小程序的快速注册和认证。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①.管理员登录登录企业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小程序。在电脑的浏览器中，输入下方的登录地址： 

https://mp.weixin.qq.com/ 

 

https://help.wuage.com/shoplet/#&sid=s3
https://help.wuage.com/shoplet/#&sid=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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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找到“快速注册并认证小程序” 

 

③.快速创建说明及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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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管理员扫描二维码验证 

⑤.选择复用资质，勾选“主体资质”和“微信认证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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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 

I:一定要选中“微信认证资质”!!（必选） 

II:如果您想使用与微信服务号相同的管理员，也可以勾选上“运营者信息”（非必选） 

⑥.填写小程序帐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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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提交，完成小程序注册。 

⑧.登录注册邮箱，链接超级链接，激活帐号。 

⑨.微信会复用公众号的企业资质信息，审核认证。 

注意：此时小程序的认证失效时间和公众号的认证时间相同。 

注册认证后，直接跳到步骤《1.3.小程序信息完善》 

【！！！小程序注册邮箱、密码、管理员手机号请牢记，以后凭此登录小程序后台】 

1.2、没有微信服务号，只能使用普通注册认证方式 

   普通注册认证一般针对没有微信服务号的企业。 

1.2.1、注册 

①.电脑的浏览器中，打开微信公众平台(地址：https://mp.weixin.qq.com/)，右上角有个“立即注册”入口： 

https://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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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账号类型选择“小程序”： 

 

③.输入邮箱、密码、验证码等信息，点击“注册”按钮，进入到下一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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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登录注册邮箱，激活公众平台账号； 

⑤.找到激活邮件，点击超级链接激活账号。 

【！！！小程序注册邮箱、密码、管理员手机号请牢记，以后凭此登录小程序后台】 

1.2.2、认证 

①.企业信息登记： 

注意：主体类型这里一定选择“企业类型”（个人账号的小程序无法授权小钢店平台；其他非企业类型，无法通过微

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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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填写企业营业注册号，对公账号等信息。 

如果有对公账户的，请选择方式一：“向腾讯公司小额打款认证”。否则，只能选择方式二：选择“微信认证”，

但该认证方式需要给微信缴纳 300 元认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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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和方式二，任选其一。 

方式一：企业认证打款：利用企业对公账户，向微信账号打款，提交微信认证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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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公账号打款金额，一定要和微信要求打款金额一致，否则认证失败。此外，打款时本公司账户和腾讯账户信

息都需要做到核实无误。 

方式二：微信认证 

微信认证是针对企业没有对公账号的情况，微信会找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企业资质认证。认证费用是 300 元

RMB，是微信官方收取的，与五阿哥小钢店平台无关。另外，无论认证成功亦或失败，该笔费用不会退还给商家。

认证失败将在 30 天之内提供 3 次机会补充或重填资料，详情请留意微信公众平台通知中心。 

1.3、小程序信息完善 

本步骤非常关键，很多客户都漏掉了该步骤，结果在后边授权五阿哥后，提交微信审核时无法提交!!! 

微信认证通过后，利用您小程序的邮箱，电脑浏览器中，登录小程序管理后台：https://mp.weixin.qq.com/ 

说明：请用您注册小程序时使用的邮箱、密码登录。 

 

只需要填写小程序信息即可，其他开发管理、版本发布等均无需设置！ 

完善如下资质： 

https://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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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小程序的名称、头像、功能介绍 

关于小程序名称的使用规则： 

微信小程序的命名规则：公司名 + 小钢店。必须以“小钢店”字样结尾，中间不能包含“-_&/\*”等特殊字符。 

禁止于微信小程序名称中使用五阿哥已持有知识产权内容相同（如“五阿哥”、“五阿哥小钢店”等）、相似（例如

“五阿哥钢店”“五阿哥小店”等）的字样。 

【重要提示：如果是新注册的小程序，在开通小钢店前，有 2 次修改机会，一旦使用小钢店并提交微信审核，修改名

称需向微信缴纳 300 元审核费；如果您使用的是原有的已发布过代码的小程序，改名也必须向微信缴纳 300 元的修

改名称审核费】 

更多规则详见《小钢店命名规范》、《小钢店服务运营规范》。 

3.2 小程序头像：一般使用公司的 LOGO 图片，以后可以修改。 

https://help.wuage.com/shoplet/#&sid=s3
https://help.wuage.com/shoplet/#&sid=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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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程序介绍：一般介绍公司所经营的商品、企业资质介绍等等。 

示例：***公司是以销售为主，销售镀锌板、冷轧板、镀铝锌板、不锈钢板等工业用原材料。 

3.4 服务类目：一级类目选择“商家自营”->二级类目选择“五金/建材/化工/矿产品” 

说明：该服务类目选择直接影响到小程序提交给微信进行审批的结果，如果小程序的内容与服务类目不相符，将导致

微信审批不通过。 

【如果您在一级类目中不包括“商家自营”，说明您注册不是企业类小程序，而是个人类型的。此时，需要您重新注

册新的企业类型小程序。】 

2、授权小钢店平台 

注：只有准备好企业小程序之后，才能授权五阿哥。 

授权步骤： 

① 电脑的浏览器中，登录五阿哥卖家中心，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我的小钢店”菜单，点击“开通小钢店”，可以看

到如下引导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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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请仔细阅读《小钢店用户协议》后，勾选同意，然后点击“同意协议并去授权”按钮： 

 

③.管理员扫描弹出的二维码，该步骤是在管理员的手机微信中完成的。 

④.小钢店授权要求您，至少要勾选前三项进行授权： 

账号管理权限、开发管理与数据分析权限、客服消息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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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微信中点授权按钮并提示授权成功后，返回到电脑浏览器的卖家中心，点击“已完成授权”： 

 

第二步按钮变成已授权，授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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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通小钢店 

完成授权后，可以去开通小钢店了。 

3.1、“去创建” 

 

3.2、设置小钢店 

 

说明： 

➢ 页面标题：是店铺首页的 title 显示内容。标题的改动必须要提交微信审核成功后，才会在店铺中显示最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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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图片：首页的 banner 图，更新保存后无需提交微信审核，实时生效。 

➢ 报价单设置：可以控制在店铺的今日报价页面中，是否显示价格和库存。更新保存后无需提交微信审核，实时生

效。 

➢ 钢叮客服：小钢店客服和五阿哥钢叮已打通，钢叮客服默认主账号。 

➢ 店长设置：可以设置小钢店“商家动态”编辑权限账户。 

保存成功后，去体验内测版： 

 

3.3、提交微信审核 

① 体验内测版 

扫描体验验证，查看二维码，检查无误后，再提交审核。 

注：此时体验内测版不是必须的，只有小程序管理员或者体验者才能扫描二维码体验小钢店。 

 

② 提交微信审核： 

注：本步骤是必须操作的！！！很多客户都漏掉了这个关键步骤！！！ 



欢迎使用《小钢店开店操作手册》来为您排忧解难 

 21 / 37 
 

 

 

③ 确认提交审核 

确认提交微信审核后，看到“提交成功”，此时才代表着：小钢店开店成功，已经提交给微信进行代码审核。微信一

般在 1 个工作日内反馈审核结果。 

审核通过后，可以在“版本管理”中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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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无法提交微信审核，弹出类似如下提示，请联系小钢店技术支持微信号：13552460294。 

 

说明：此处提示的问题，是微信里的小程序名称没有填写或者命名规范不符合规范。而不是卖家中心里边

设置小钢店的页面标题！ 

（三）访问小钢店 

1.访问小钢店 

微信审核通过后，小钢店就算正式开通成功了。 

您可以在手机的微信下方找到“发现”菜单：  

 

在最上边的放大镜里，搜索您的小程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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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您的小钢店后，访问并授权五阿哥获取您的昵称。只有允许五阿哥获取您的微信昵称，才可以被设置为小钢店店

长，才能在小钢店的「商家动态」里，发布视频、图片、文字等动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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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就会在“发现”菜单里，看到“小程序”入口，可以直接进入您的店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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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验版和正式版 

如果您是小钢店的管理员，如果您提交微信审核前，扫描二维码体验过您的小程序，就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列表里，

看到您家的两个同名店铺，只不过一个带有“体验版”字样： 



欢迎使用《小钢店开店操作手册》来为您排忧解难 

 26 / 37 
 

 

体验版：您可以在提交微信审核前，体验小钢店的展示效果。这个版本只有小程序管理员才可以使用，不要对外转发。 

正式版：微信审核通过后，对外公布的版本，外界可以看到的都是这个版本。您在向外推广和传播的时候，都需要使

用这个版本。 

如果您只看到体验版，请按步骤 1 的方式，通过“搜索”的方式，访问您的正式店铺。 

四、卖家中心常用配置 

（一）如何设置小钢店？ 

如果想修改小钢店的信息，可以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置小钢店”，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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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保存后： 

➢ 如果修改了“页面标题”，必须要提交微信审核成功后，才会在店铺中显示最新内容。 

➢ 修改其他项，更新保存后无需提交微信审核，实时生效。 

（二）店长设置 

1. 在使用小钢店的「商家动态」功能之前，您必须先设置一名店长，只有这名店长才能在小程序里发布信息（我们

不想让所有人都能在您的小钢店发布信息） 

2. 登录五阿哥卖家中心后，在左侧菜单里选择【我的小钢店】 > 【设置小钢店】 > 【店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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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输入框里输入您想设置的店长的微信昵称，系统会自动给出匹配。 

如果在下拉列表里没有看到想找的人： 

① 请先确保这个人已经访问过您的小钢店 

② 确保该店长的微信昵称，不包含特殊字符或特殊表情。 

 

在下拉列表里点选你要设置的人，设置成功的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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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长设置成功后，您就可以使用这个微信账号打开您的小钢店。此时在商家动态页面的右下角，会多出一个【编辑】

按钮。 

 

点击它可以进入编辑模式。编辑模式的顶部有发布信息的入口，底部有退出编辑模式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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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分析 

微信小程序的数据分析，为您提供了很多强大的功能，可以查看小钢店的数据访问情况、用户画像等功能。 

数据分析有两个访问方式：电脑访问和手机小程序访问。 

（一）电脑访问数据分析 

电脑端可以使用浏览器登录小程序后台：https://mp.weixin.qq.com/，用小程序的注册邮箱登录到小程序后台，查

看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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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看昨日概况、实时统计、访问分析、自定义分析、用户画像等。 

（二）手机访问数据分析 

小程序管理员，可以通过手机端扫码下边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数据助手”来查看已经授权数据分析访问的小程序。  

(其他小程序没有授权数据分析，则只能查看已发布小程序的数据)。 

 

如果您在本数据助手中看不到任何小程序，需要小程序后台管理员来绑定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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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需要通过小程序数据助手，可以分配不同用户的数据浏览权限。 

 

手机数据分析，可以查看数据概况、访问分析、实时统计、用户画像等。 

 



欢迎使用《小钢店开店操作手册》来为您排忧解难 

 33 / 37 
 

六、小钢店如何使用和推广 

（一）附近小程序 

什么是“附近的小程序” 

商户可在公众号后台添加地点，展示已关联的小程序。或在小程序后台添加地点，展示这个小程序。当用户在此地点

的周围，可在微信小程序入口中“附近的小程序”发现并使用小程序提供的服务。 

1.注册的小程序邮箱，在电脑浏览器中，访问并登录微信后台 https://mp.weixin.qq.com/ 

2.找到“附近的小程序”菜单，在“地点管理”里添加地点。 

3.附近的小程序，可添加 10 个 

 

 

此时，经营主体资质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经营资质主体地址，和小程序账号主体一致，那么就使用该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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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经营资质主体地址，和小程序账号主体不一致，使用该方式。此时，需要您提供新的“经营资质名称”、提供

能够证明此经营资质主体与小程序账号主体相关的证明材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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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添加地点后，你的小程序可在微信小程序入口内的“附近的小程序”出现。 

腾讯帮助手册：http://kf.qq.com/faq/170401MbUnim17040122m2qY.html 

（二）自定义关键词 

您可以为小程序设置经营相关的关键词。关键词通过审核后，小程序将更大可能通过该关键词被用户搜索到。 

例如：比如搜索“不锈钢”，就能出来不锈钢相关的小程序，小程序的名称中不一定需要带有“不锈钢”二字。 

关键词需与小程序本身的业务相关，必须是小程序所提供的服务，或者小程序提供服务的品牌。审核通过后，小程序

的自定义关键词会和小程序服务质量、用户使用情况、关键词相关性等因素共同作用，一起影响搜索结果。但不排除

存在部分关键词不支持直接搜索到你的小程序的情况。 

 

在微信小程序平台里，左侧菜单找到“推广”，可以看到“自定义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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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技巧】： 

自定义关键词不收费，但需要注意微信有审核时间以及次数的限制。每个小程序最多可以输入 10 个关键词，自定义

关键词每 30 天仅能修改 3 次。 

所以，建议多个关键词一次性添加后，再提交微信审核。假如仅添加了 1 个关键词就提交，最长需要等 7 个工作日，

微信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再添加其它关键词。 

（三）更多推广 

更多宣传和推广，可以参考《小钢店的流量入口有哪些？》 

七、常见问题 

请参见《小钢店常见问题》 

https://bbs.wuag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
https://help.wuage.com/shoplet/shoplet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