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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线客服操作指南（PC端）
官网下载地址：http://www.tz1288.com/

另：可以在易站通应用商店直接下载使用。

商盟通

1. 注册易站通账号

2. 下载并安装客户端

3. 输入账号密码登录

1. 注册易站通账号

2. 下载并安装客户端

3. 输入账号密码登录



双击小图标     
即可打开或收
起客服工作台

双击小图标     
即可打开或收
起客服工作台

登录成功后，右下角任务栏中会出现商盟通客服的小图标     。登录成功后，右下角任务栏中会出现商盟通客服的小图标     。



商盟通工作台集监控、对话、辅助对话等，为客服接待访客提供支持。

网站访客监控区域网站访客监控区域

整合式对话区域整合式对话区域

辅助对话区域辅助对话区域



设置客服在线状态设置客服在线状态

可设置是否启用各
类消息提醒
可设置是否启用各
类消息提醒

1、系统设置



可设置各种场景
是否使用弹窗和
声音提醒

可设置各种场景
是否使用弹窗和
声音提醒

访客进入网站提醒
（弹窗+声音）

访客进入网站提醒
（弹窗+声音）

访客咨询消息提醒
（汽泡+声音）

访客咨询消息提醒
（汽泡+声音）



2、邀请对话与直接对话

客服人员可以实时监控访客的访客渠道、来
访次数、地域、IP、来源、搜索关键词等；
客服人员通过这些信息分析，对意向大的访
客起手动邀请或直接对话

客服人员可以实时监控访客的访客渠道、来
访次数、地域、IP、来源、搜索关键词等；
客服人员通过这些信息分析，对意向大的访
客起手动邀请或直接对话



访客类型

访客渠道

新访客就是第一次访问的访客；

旧访客就是已经来过一次，再次访问的访客；

意向访客即对网站产品感兴趣，并与客服对话咨
询的访客；

会员访客就是您网站上注册的会员。 

访客通过个人电脑（PC电脑）访问的；

访客通过手机访问的；

访客通过微信公众号访问和咨询的。
（需要与CC客服做对接）



来源分析：

百度、360综合搜索、搜狗：是从百度、360综合搜索、搜狗搜索过来的，括号内是搜
索“来源词”，百度无来源词是因为百度5月份开始升级为httpS后，取消了关键词传输，
这样第三方统计工具很大程度上都无法统计到百度过来的关键词，百度公告网址为：
http://zhanzhang.baidu.com/wiki/38；

e.tz1288.com:说明是通过此网站进入在线客服页面；

直接输入：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在线客服页面的网址



3、对话过程中各类消息提醒
表示访客请求对话 表示有未读消息 表示其他客服转交访客给你表示访客发送了文件

对话过程中，
各类消息提醒
对话过程中，
各类消息提醒



对话过程中，系统可从访客
发出的消息中自动收集其手
机、QQ、邮箱等信息；
客服人员还可随时查看或编
辑访客名片

对话过程中，系统可从访客
发出的消息中自动收集其手
机、QQ、邮箱等信息；
客服人员还可随时查看或编
辑访客名片

4、查看或编辑访客名片



对话过程中，可随时把正在接
待的访客转给其他客服跟进，
加强客服间的合作，避免访客
等待，提升服务质量。

对话过程中，可随时把正在接
待的访客转给其他客服跟进，
加强客服间的合作，避免访客
等待，提升服务质量。

5、转接客服



对话过程中，客服人员通
过它可对恶意骚扰或无理
取闹的访客进行屏蔽

对话过程中，客服人员通
过它可对恶意骚扰或无理
取闹的访客进行屏蔽

6、屏蔽恶意访客



7、工具栏

1. 字体调整
2. 发送表情
3. 截屏/截图
4. 发送本地文件
5. 计算器

1. 字体调整
2. 发送表情
3. 截屏/截图
4. 发送本地文件
5. 计算器



8、辅助对话：常用语

常用语主要分为公用常用语和个人常用语。

我的常用语：各客服
人员可在客服端设置
自己使用的常用语。

我的常用语：各客服
人员可在客服端设置
自己使用的常用语。

公用常用语：即管理员
在管理后台设置常用语，
可供所有客服使用。

公用常用语：即管理员
在管理后台设置常用语，
可供所有客服使用。



对话过程中，客服人员
双击预先设置好的常用
语，即可快速回复

对话过程中，客服人员
双击预先设置好的常用
语，即可快速回复

我的常用语在此处添加设置



9、辅助对话：常用文件

管理员可在后台设置一些常用
的资料，可供所有客服使用。
管理员可在后台设置一些常用
的资料，可供所有客服使用。

对话过程中，客服人员双击预
先设置好的常用文件，或选中
常用文单击图标“  ”，即可快
速把相关资料发送给客户。

对话过程中，客服人员双击预
先设置好的常用文件，或选中
常用文单击图标“  ”，即可快
速把相关资料发送给客户。



公共常用语和常用文件需要到管理后台常用设置进行添加

提示：需要重启商盟通再
           接入访客才会生效



10、辅助对话：访客轨迹

对话过程中，客服人员可以实
时查看访客的活动轨迹，了解
客户关注的页面，快速把握客
户关注的信息内容。

对话过程中，客服人员可以实
时查看访客的活动轨迹，了解
客户关注的页面，快速把握客
户关注的信息内容。



11、管理后台，默认站点已默认所有设置，无法修改。

后台入口后台入口

可添加客服，分配客服、监控客服、记录对话，智能机器人回复

更详细操作可以新增站点，个性化设置



12、客服管理
同一客服，可同时分配到多个网站中。
添加客服账号数量不限制，但只有座席状态是“启用”的客服人员才可以接待网站访客。

温馨提示：
1.自动生成的子账号以商盟
通账号为用户名登录；
 2.客服名片的信息是访客
即访客可以看到的信息； 
3.需要把添加好的客服账号，
分配到对应的网站才可以开
始接待访客。

点击【添加客服账号】或
【修改】，在打开的页面中填写
或修改相应的信息，完成后点击
【保存】即可。



12、客服管理

提示：新增客服账
号，子账号用户名
是此处的“商盟通
账号”，而不是填
写资料时的邮箱。



12、权限管理
商盟通默认有3种角色，超级管理员、应用管理员和普通客服，这3种角色不可删改。
如果您需要设置新的角色，分配不同的权限，您可以创建新的角色。

温馨提示：设置好的角色后，可到客服管理那里修改客服人员的角色。



13、客服分配
需要把客服人员分配到网站中，她/他才能接待该网站的访客。

温馨提示：因为商盟通是支持多网站管理的，如果你已经设置了多个网站，
请你在查看相关信息时，先选择好对应的网站（界面右上角）。



13、客服分配
点击【设置客服分配原则】图标，即可打开设置页面。

设置客服分配原则

温馨提示：拥有“自动
分配”权限的客服人员，
才能接待系统自动分配的
咨询访客（由访客主动发
起咨询）；如果没有“自
动分配”权限，则该客服
人员，只能自己主动跟访
客对话。



14、客服监控
进入“客服团队”页面，可以查看各个客服人员的在线状态、
邀请数、已接待访客数、沟通总时长、对话情况等信息。

温馨提示：因为商盟通是支持多网站管理的，如果你已经设置了多个网站，
请你在查看相关信息时，先选择好对应的网站（界面右上角）。

您可以在后台对这些评价情
况进行查看管理，还能跟踪
到双方当时的对话内容。

您可以在后台对这些评价情
况进行查看管理，还能跟踪
到双方当时的对话内容。



15、记录中心
记录中心里，可以随时查看任何时段的对话记录和留言记录。

温馨提示：因为商盟通是支持多网站管理的，如果你已经设置了多个网站，
请你在查看相关信息时，先选择好对应的网站（界面右上角）。



16、智能机器人

您可自定义智能机器人的名称、图像、欢迎语，并管理问题库。

温馨提示：因为商盟通是支持多网站管理的，如果你已经设置了多个网站，
请你在查看相关信息时，先选择好对应的网站（界面右上角）。



16、智能机器人，访客页面



二、手机客服端操作指南（Andriod版）
天助官网下载地址：http://www.tz1288.com/nt_details-7797.html

安卓版客户端：down.dns4.cn/smt.apk

温馨提示：请忽使用微信扫描下载，
可以使用浏览器或者专业扫描软件



访客发出的最新的消
息内容和时间。
访客发出的最新的消
息内容和时间。

客服未读
消息数量
客服未读
消息数量

点击可进入
设置页面
点击可进入
设置页面

点击消息列表中的某
一访客，即可打开与
该访客的对话界面

点击消息列表中的某
一访客，即可打开与
该访客的对话界面



点击对话窗口右上角的访客头
像图标，即可打开访客名片，
客服人员可以查看名片资料，
也可以对名片进行编辑，最后
点击“完成”保存即可。

点击对话窗口右上角的访客头
像图标，即可打开访客名片，
客服人员可以查看名片资料，
也可以对名片进行编辑，最后
点击“完成”保存即可。



对话过程中，支
持发送表情和常
用语功能

对话过程中，支
持发送表情和常
用语功能



声音和振动
提醒设置
声音和振动
提醒设置

点击进入常用
语设置页面
点击进入常用
语设置页面



选择某一常用语分类，长按，
即可出现功能菜单，用户可以
选择“修改”或“删除”该分类。

选择某一常用语分类，长按，
即可出现功能菜单，用户可以
选择“修改”或“删除”该分类。

添加新的常用语分类添加新的常用语分类



选择某一常用语，长按，即可
出现功能菜单，用户可以选择
“修改”或“删除”该常用语。

选择某一常用语，长按，即可
出现功能菜单，用户可以选择
“修改”或“删除”该常用语。

在某一分类下，
添加新的常用语
在某一分类下，
添加新的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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