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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社区团购管理系统，其包

括：团购管理模块、团长客户端、团购小程序和订

单配送模块，所述团购管理模块，用于创建和编

辑团购活动；所述团长客户端，用于社区的团长

在社区群组内发布团购信息并管理社区的团购

订单的配送信息；所述团购小程序，用于消费者

对所在社区的团购活动进行查看，并进入到团购

活动中购买商品；订单配送模块，用于根据社区

内的消费者的团购订单生成配送单，将商品配送

到团长的收货地址。本发明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

可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营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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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社区团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团购管理模块、团长客户端、团购小程序

和订单配送模块，

所述团购管理模块，用于创建和编辑团购活动；

所述团长客户端，用于社区的团长在社区群组内发布团购信息并管理社区的团购订单

的配送信息；

所述团购小程序，用于消费者对所在社区的团购活动进行查看，并进入到团购活动中

购买商品；

所述订单配送模块，用于根据社区内的消费者的团购订单生成配送单，将商品配送到

团长的收货地址。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交易记录管理模块和佣

金计算模块，

所述交易记录管理模块，用于对团长的交易记录进行管理；

所述佣金计算模块，用于根据团长的交易记录计算商家支付给团长的佣金。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商品管理模块，用于商户在所述社区团购管理系统中新增商品、编辑商品信息、查询商

品、上下架商品。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订单管理模块，用于管理团购订单，并生成订单列表和对订单进行统计。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仓库管理模块，用于用商品的出库、入库及库存进行管理。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统计分析模块，用于按照车次、小区、商品的维度对订单进行统计，分析出热卖商品和

活跃小区。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商户管理模块，用于对入住所述社区团购管理系统的商户进行管理。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群组管理模块，用于对社区购物群组进行管理。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会员管理模块，用于对团购会员的个人信息和订单进行管理。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团长管理模块，用于用于对团长的个人信息和订单进行管理。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298704 A

2



一种社区团购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商务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社区团购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的团购模式中，通常团购商品的用户来自全国各地，由于团购的商品采用

了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且通常是包邮的，商品价格通常较为便宜，如果再算上物流费用，会

导致商家的盈利被进一步摊薄。另外，目前的团购模式采用的广告模式都是过度营销，在各

种朋友圈和群组内发送广告，造成了广告不能精准投放，营销效果不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社区团购管理系统，以

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营销效果。

[0004] 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社区团购管理系统，其包括：团购管理模块、团长客

户端、团购小程序和订单配送模块，

所述团购管理模块，用于创建和编辑团购活动；

所述团长客户端，用于社区的团长在社区群组内发布团购信息并管理社区的团购订单

的配送信息；

所述团购小程序，用于消费者对所在社区的团购活动进行查看，并进入到团购活动中

购买商品；

所述订单配送模块，用于根据社区内的消费者的团购订单生成配送单，将商品配送到

团长的收货地址。

[0005]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还包括交易记录管理模块和佣金计

算模块，

所述交易记录管理模块，用于对团长的交易记录进行管理；

所述佣金计算模块，用于根据团长的交易记录计算商家支付给团长的佣金。

[0006]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还包括

商品管理模块，用于商户在所述社区团购管理系统中新增商品、编辑商品信息、查询商

品、上下架商品。

[0007]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还包括

订单管理模块，用于管理团购订单，并生成订单列表和对订单进行统计。

[0008]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还包括

仓库管理模块，用于用商品的出库、入库及库存进行管理。

[0009]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还包括

统计分析模块，用于按照车次、小区、商品的维度对订单进行统计，分析出热卖商品和

活跃小区。

[0010]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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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管理模块，用于对入住所述社区团购管理系统的商户进行管理。

[0011]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还包括

群组管理模块，用于对社区购物群组进行管理。

[0012]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还包括

会员管理模块，用于对团购会员的个人信息和订单进行管理。

[0013]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还包括

团长管理模块，用于用于对团长的个人信息和订单进行管理。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以社区为入口瞄准家庭消费场

景，以小区为单位招募小区业主或小区店主成为团长，创建公司控群的小区业主微信群，团

长在群内发布和推广团购商品，消费者通过小程序下单，次日或者约定的日期根据订单量

配送至小区团长处，消费者到团长提货点取货，团长根据销售额获取佣金，降低了物流成

本；团长可以获得佣金，从而提高了营销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销售效果。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社区团购管理系统，其包括团长客户端

1、团购小程序2、团购管理模块3、订单配送模块4、交易记录管理模块5、佣金计算模块6、商

品管理模块7、订单管理模块8、仓库管理模块9、统计分析模块10、商户管理模块11、群组管

理模块12、团长管理模块13和会员管理模块14。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0017] 所述团长客户端1，用于社区的团长在社区群组内发布团购信息并管理社区的团

购订单的配送信息。

[0018] 需要说明的是，本专利申请中的团长指的是社区团购活动的负责人，由本发明的

社区团购管理系统的运行商从社区中招募。所述团长客户端1在社区群组内发布完团购信

息后，社区内的会员下单，这些订单会统一配送到团长的的收货地址。团长可以通过所述团

长客户端1来查看订单的物流信息，当这些订单被配送到团长的收货地址时，团长可以在所

述团长客户端1中确认收货，并在群组中发布信息通知团购会员来取货。

[0019] 所述团购小程序2，用于消费者对所在社区的团购活动进行查看，并进入到团购活

动中购买商品。

[0020]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团购小程序2的功能如下:

首次登陆请选择“极速登陆”→“确认授权”；可切换小区，选择小区即可进入该小区的

团购活动；查看商品详情，在首页点击商品图片即可进入商品详情页商品分享，在商品详情

页点击右上角按钮即可分享至微信群，用户可通过分享直接进入小程序；加入购物车，在首

页和商品详情页点击“加入购物车”即可把商品添加进购物车；商品结算，在商品详情页或

者小程序底下栏目点击“去结算”进入商品结算页面，可对商品进行增删；支付订单，在结算

页选定商品然后，点击“去结算”，在“确认订单”页面填入姓名和手机号码；点击“提交订

单”，在弹出的地址确认框中点击“确认支付”进行支付即可；查看订单，点击底部“我的”栏

目，进入“我的订单”页面，点击“已付款”栏目即可看到自己的订单；取消订单，在“待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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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中选择要取消的订单，点击“取消订单”，进入“订单详情”页点击“取消订单”，在弹出的

确认框中点击“确定”取消订单；修改个人信息，进入“个人信息”页，点击“真实姓名”可更改

姓名；点击“手机号”进入“更新手机号”页面，输入新的手机号，点击“修改”即可。

[0021] 所述团购管理模块3，用于创建和编辑团购活动，具体的，所述团购管理模块3提供

如下功能：新增团购、编辑团购活动；终止团购活动，终止后活动还未结束，可再恢复；支持

团购的商品编码和商品名称的模糊查询，以及团购活动结束时间区间段、当前活动的状态

的查询。所述团购管理模块3还用于对所述社区团购管理系统中的各个功能模块进行协调

管理。

[0022] 所述订单配送模块4，用于根据社区内的消费者的团购订单生成配送单，将商品配

送到团长的收货地址。需要说明的是，所述订单配送模块4提供了对配送车次、配送单和收

货单的管理，其可以生成配送单列表来配送单进行管理以及查询出货情况，生成收货单列

表对收货单进行管理以及查询收货情况。

[0023] 所述交易记录管理模块5，用于对团长的交易记录进行管理。所述交易记录管理模

块5用于对团长的交易记录进行管理，还用于根据团长姓名、业务类型、业务编号去查询团

长的交易记录。

[0024] 所述佣金计算模块6，用于根据团长的交易记录计算商家支付给团长的佣金。需要

说明的是，本发明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的运行机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通过对社区内团长的

推广带来的订单金额对团长返还佣金，从而激励团长积极宣传团购活动。社区内会员的订

单都会经过团长统一来收发商品，因此，社区内的团购订单都会即为团长的交易记录，给团

长返佣。

[0025] 所述商品管理模块7，用于商户在所述社区团购管理系统中新增商品、编辑商品信

息、查询商品、上下架商品。需要注意的是，新增商品需要注意商品图片的上传以及商品名

称的正确性，上传图片可以对图片的显示部位、图片大小  进行选择；当商品有团购正在进

行时，是不能下架的，必须团购活动结束；查询商品功能支持商品名称和商品编码的模糊查

询。

[0026] 所述订单管理模块8，用于管理团购订单，并生成订单列表和对订单进行统计。订

单列表支持订单编号和商品名称的模糊查询，以及购买人的手机号和姓名的模糊查询。订

单统计(按商品、社区)可以按照条件查询当天或者一段时间内的订单总数、总金额、订单列

表。并且提供商品和社区两种方式显示。

[0027] 所述仓库管理模块9，用于用商品的出库、入库及库存进行管理。通过所述仓库管

理模块9，可按照详细的条件查询待录单、已录入出库单、已打单的所有订单，并且可以按照

查询条件生成出库单。当出库单处于已打单状态时，只能查看出库的订单、导出仓库报表、

下载，当待出库时可对出库单的录入订单进行增加和移除。通过所述仓库管理模块9，还可

对商品进行是否有货的查询并且对当前无货的商品进行确认到货操作。

[0028] 所述统计分析模块10，用于按照车次、小区、商品的维度对订单进行统计，分析出

热卖商品和活跃小区。商家可通过所述统计分析模块10分析出的热卖商品、活跃小区等情

况，针对性的开展团购活动，从而增加商品销量。

[0029] 所述商户管理模块11，用于对入住所述社区团购管理系统的商户进行管理。通过

对商户的标准化管理，从而保证了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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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所述群组管理模块12，用于对社区购物群组进行管理。

[0031] 所述团长管理模块13，用于用于对团长的个人信息和订单进行管理。

[0032] 所述会员管理模块14，用于对团购会员的个人信息和订单进行管理。

[0033]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社区团购管理系统，以社区为入口瞄准家庭消费场景，以小区

为单位招募小区业主或小区店主成为团长，创建公司控群的小区业主微信群，团长在群内

发布和推广团购商品，消费者通过小程序下单，次日或者约定的日期根据订单量配送至小

区团长处，消费者到团长提货点取货，团长根据销售额获取佣金，降低了物流成本；团长可

以获得佣金，从而提高了营销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销售效果。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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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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