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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及名词解释 

交付中心旨在帮助云市场 isv提高产品交付效率，消除交付盲点，保证交付质量，是云市场

售后服务监管的统一平台。在交付中心中包含以下干系人： 

- 厂商：云市场 isv，是商品的所有方，厂商在云市场上售卖商品。商品的交付服务可以

自己提供，也可以外包给其他“服务商”。厂商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商品，管理服务商，

监管交付过程。 

- 服务商：云市场 isv，提供服务，但不一定提供商品。厂商与服务商之间存在交付关系，

厂商的商品可以由服务商交付。服务商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员工以及项目交付。 

注：所有 isv 都默认即是厂商又是服务商，且默认服务自己厂商的商品交付。例如：

isv_A即是厂商，又是服务商。Isv_A默认可以交付自己的商品。 

- 客户：交付中心项目的客户，可能在交付过程中会有操作，例如提交需求，确认交付

完成等。 

2. 平台功能介绍 

2.1 厂商端主要功能 

2.1.1 厂商主账号 

菜单介绍： 

厂商管理员端的一级、二级菜单栏包括： 

 产品中心-产品中心 

 项目中心-项目管理、排队情况、数据看板 

 模板中心-服务流程模板 

 系统设置-个人信息、用户管理、角色管理、节假日设置、消息模板设置 

 已购服务-已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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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为产品配置服务流程模板 

商品的交付过程通过服务流程模板定义。厂商直接使用云市场提供的公共模板绑定商品，如

果公共模板不能满足需求，厂商也可以按照自定义的交付过程配置模板，并与自己的商品绑

定。模板的配置过程如下： 

厂商管理员登录交付中心后，进入“模板中心-服务流程模板”菜单，点击【新建】可创建

新模板并开始配置服务流程。如下图所示： 

 

A. 新建模板：      

               

   

输入正确模板名称后即可创建服务流程模板并为其添加节点。可添加节点包括：容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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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需求节点、确认节点、认领订单节点、分配订单节点、通用节点和完成项目节点。其中

“容器节点”无实际意义，但可包含多个子节点，“分配服务商节点”为系统内置起始节点，

不可删除，且模板最后一个节点需为“完成项目节点”。 

 

- 认领订单节点：认领订单适用于服务商内包含多个独立负责销售+交付的子公司/部门

能的场景。（具体场景可参见 3.2 服务外包场景-方案 1） 

服务商的“客户经理”角色可以通过云市场订单 ID认领订单，认领后，该订单可以分配给”

客户经理”角色所在部门的其他员工。该节点可设置超时时间（以天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

后 1位）和消息提醒，设置消息提醒后如一直未有员工认领订单，则超时后系统将向设置的

接收者发送消息提醒（通过短信、站内信、邮件等方式）； 

        

 

- 分配订单节点：帮助将订单自动分配给对应角色的服务商人员。该节点可定义自动分

单的角色及设置分单规则。 

 服务商优先：在服务商用户中查询符合分单规则的角色，优先将订单分配给“当前

持单量/总持单量”占比最小的人，当同一角色的多个用户“当前持单量/总持单量”

比例相同，则随机分配订单。符合分单规则的角色当前持单量全满后，项目将进入

排队队列，队列每小时轮询一次，如发现符合分单规则的角色当前持单量有空缺将

自动进行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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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优先：配置了“订单认领节点”的流程模板选择“部门优先”后将优先将该订

单分配给认领订单的“客户经理”所在的部门，部门内部角色分单规则同上。（具

体场景可参见 3.2 服务外包场景-方案 1） 

 

- 提交需求节点：用于帮助顾客提交需求。该节点可选择顾客提交需求时填写的需求表

单模板（选中模板后可进行预览），云市场会定义几个需求模板供厂商选择，建议在其

中选择。如果您需要定制的需求模板，可联系云市场小二后台配置。 

该节点展示在客户侧的 button 名称可自定义。如无特殊需求，可保留预置的“提交需求”

和“查看需求”。 

 

- 确认节点：确认节点用于对上一个节点工作的确认，例如服务端员工确认客户提交的

需求或客户对服务端人员上传的内容进行确认。 

该节点可选择对应操作端及其相应角色，设置确认按钮显示的名称以及是否可驳回操作（驳

回后流程将自动跳转回上一步），如果对确认时间有明确的预期，可设置超时时间，并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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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超时后是否自动进入下一步流程； 

 

- 容器节点：容器节点内可添加多个子节点，用于定义一个完整的工作内容，使流程更

清晰。当流程节点数量不多时，可以不使用。 

 

- 通用节点：通用节点用于服务过程中某个具体的工作节点，例如，服务商员工提交阶

段性交付物或最终作品。也可用于让客户上传文件。通常该节点需要上传按钮 button，

上传功能打开后，该节点的操作人就可进行上传操作。button 相关的文案可自定义，

如无特殊需求，可直接使用系统默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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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项目节点：该节点必须设置为整个流程最后一步，该节点的操作人为客户。顾客

确认后即表示项目完结。该节点可设置是否允许客户端驳回操作（驳回后流程自动跳

转回上一步）、超时时间及超时是否自动进行确认。 

 

 

B. 消息提醒：  

云市场预置了一系列用于通知客户或服务商的消息，消息一般会通过短信+邮件的方式向消

息接收人发送。每个节点可以单独配置消息提醒规则，可选择接收者、发送的消息模板和触

发消息提醒的时机。 

云市场已经预置了一些模板。模板名称格式为“发送节点-发送对象” 

例如“项目完成节点-通知客户” 消息，使用场景为在“项目完成节点”通知“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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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配置消息时，需要与模板内容匹配。 

 

C. 保存/发布模板： 

在新建模板或未发布模板的编辑页面点击保存后，该流程模板将会保存为未发布状态，此后

可继续编辑。 

已发布状态的模板目前不支持编辑。近期上线的新版本会支持编辑，但任何编辑后都需要云

市场小二审核。 

 

2.1.1.2为产品配置服务商 

进入“产品中心”菜单后，可以在此菜单下查看产品基本信息、产品所绑定的服务流程模板

以及配置服务商的状态。可按产品编号、产品名称、服务流程模板名称进行过滤筛选。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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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上架过程中需要做绑定服务流模板和服务商配置,此处可以进行编辑。 

商品和服务商之间的关系由云市场交付运营小二维护，如果您已有合作服务商且其已在云市

场入驻，可联系云市场小二进行商品和服务商间的关系配置。如果您没有其他服务商为您做

交付工作，这里的默认服务商为厂商自己。 

商品和服务商间的关系会维护在云市场。已经上架过的商品可在该菜单下进行编辑。同一商

品支持配置多个服务商，并可对所选相应服务商设置权重和最大持单量（最大持单量不得超

过 2000），系统将根据所设权重优先将订单分配给权重占比较大的服务商。例如：服务商 A

和 B权重分别为 20和 30，则 A、B服务商被分配的机率分别为 20/(20+30)以及 3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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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查看项目列表 

进入“项目中心-项目管理”菜单可查看厂商下所有项目。项目列表根据项目当前状态分页

签展示，可查看不同项目当前所分配的服务商、项目所处阶段、当前操作人等信息，并支持

根据列表字段过滤筛选和项目列表导出功能（导出内容为当前页签下列表）。 

 

A. 项目超时： 

项目列表中出现感叹号时代表当前项目存在超时情况，鼠标悬浮可查看超时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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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超时           ：客户端超时 

B. 更换服务商： 

如产品配置了多个服务商，在项目未取消和未完结状态下可选择更换服务商，在服务商列点

击更换服务商图标可更换，如下图所示： 

注意：更换服务商后该服务流程将重新启动，请谨慎操作！ 

   

C. 查看项目详情： 

点击【详情】可查看整体项目流程和当前所处各节点详细信息，包括项目状态、业务信息、

服务端操作人信息和项目流程等，项目流程各节点可点击展开查看详情，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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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文件管理： 

在文件管理可查看、下载项目过程中各节点操作人上传的文件 

 

E. 项目留言： 

项目过程中各节点操作人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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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项目备注： 

项目过程中服务商各节点操作人对项目的备注，顾客不可见 

 

G. 流程日志： 

项目各节点详细流程记录和处理信息日志（如有更换服务商操作，可在流程日志中查看

更换备注及更换前的操作日志） 

 

 

2.1.1.4查看服务商排队情况 

产品未配置服务商或可分单的服务商持单量全满后，项目流程将停留在分配服务商节点，且

项目自动进入排队队列，可在“项目中心-排队情况”菜单中查看当前排队情况。排队队列

每小时轮询一次，待发现符合分单的服务商持单量有空缺时订单将自动分配给该服务商，也

可在“产品中心”中调整服务商持单量后（详情见“为产品配置服务商”），手动触发立即

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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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数据看板 

交付中心为厂商提供了数据看板服务，进入“数据看板”菜单后厂商可查看服务商和项目状

态、了解项目进度、统计项目数据。所统计数据为截止至当天 0点的数据（不包含当天）。 

平均项目完成周期：近一年（365 天）所有历史已完结项目的整体周期平均值，保留至小数

点后 1位； 

新增项目数：可通过选择“日/月”维度展示近 7 天每天新增项目数量或近 6个自然月每月

新增项目数量； 

项目状态：可通过选择“近 30天/近 60天”维度展示近 30天新增的项目数量总数及处于已

交付/执行中（不包括超时状态）/已超时/已暂停/已取消状态的项目数量； 

服务商饱和度：通过进度条形式展示不同产品对应的服务商当前持单量占总持单量的比例

（服务商饱和度<40%时进度条展示为绿色，40%~80%时展示为蓝色，>80%时展示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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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菜单包括：个人信息、用户管理、角色管理、节假日设置、消息模板设置。 

个人信息：修改个人账号信息； 

角色管理：浏览厂商及服务商所有角色，并可基于角色名称进行过滤筛选； 

用户管理：厂商新建或管理员工。新建用户时可为员工分配相应角色，角色支持多选。员工

创建完成后，系统将产生 8 位随机密码（将只展示一回），管理员需保存好账号密码并线下

传递给相应员工，员工首次登录阿里云平台时系统将要求其修改登录密码。创建好的员工将

有产品中心、项目管理的查看权限。 

员工账号使用阿里云 ram 子账号系统，可通过 https://signin.aliyun.com/login.htm 登

录。 

 

员工通过子账号登录后，进入交付中心的入口为 https://msp.aliyun.com/msp/index#/ - 

交付菜单。 

密码重置： 员工忘记密码时，管理员可进入“用户管理”菜单，编辑相应员工信息并为其

重置密码； 

https://signin.aliyun.com/login.htm
https://msp.aliyun.com/msp/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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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设置：由于流程模板中的过期时间均是以工作日为单位，所以可通过节假日设置对服

务端员工的实际工作时间及项目周期进行管理。可浏览假期时间、放假天数、调休情况等，

相应假期将不算在工作时间或项目周期内； 

消息模板设置：浏览当前存在的消息模板和备注详情，可根据消息名称进行过滤筛选。消息

模板将被用于配置服务流程时不同节点的消息提醒。 

2.1.1.7查看已购服务 

厂商登录云市场后购买的服务将在已购服务列表展示，进入“已购服务”菜单可查看产品信

息，点击【管理】可查看项目流程并以顾客角色进行操作。该功能主要用于测试场景，生产

过程中无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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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厂商项目经理 

厂商主账号可在系统管理-人员管理下新增 ram子账号，目前厂商配置的 ram子账号仅有一

种角色：厂商项目经理。 

厂商项目经理已预置好一系列权限和功能，他可协助厂商主账号做项目管理和部分配置工作。 

菜单介绍 

厂商员工端一级、二级菜单栏包括： 

 产品中心-产品中心 

 项目中心-项目管理、排队情况、数据看板 

 系统设置-个人信息 

 已购服务-已购服务 

 

2.1.2.1查看产品列表和服务商关系 

进入“产品中心”菜单后，可以在此菜单下查看产品基本信息、产品所绑定的服务流程模板

以及配置服务商的状态。可按产品编号、产品名称、服务流程模板名称进行过滤筛选。如下

图所示： 

 

已配置服务商的产品可点击操作查看服务商持单量和权重分配情况。同一订单可配置多个服

务商，系统将根据所设权重优先将订单分配给权重占比较大的服务商。例如：服务商 A和 B

权重分别为 20和 30，则 A、B服务商被分配的机率分别为 20/(20+30)以及 3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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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查看项目列表 

厂商员工进入“项目中心-项目管理”菜单查看项目列表。项目列表根据项目当前状态分页

签展示，可查看不同项目当前所分配的服务商、项目所处阶段、当前操作人等信息，并支持

根据列表字段过滤筛选和项目列表导出功能。 

 

A. 项目超时： 

项目列表中出现感叹号时代表当前项目存在超时情况，鼠标悬浮可查看超时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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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超时           ：客户端超时 

B. 查看项目详情： 

点击【详情】可查看整体项目流程和当前所处各节点详细信息，包括项目状态、业务信息、

服务端操作人信息和项目流程等，项目流程各节点可点击展开查看详情，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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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文件管理： 

项目过程中各节点操作人上传的文件 

 

D. 项目留言： 

项目过程中各节点操作人的留言 

 

E. 项目备注： 

项目过程中服务商各节点操作人对项目的备注，顾客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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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流程日志： 

项目各节点详细流程记录和处理信息日志（如有更换服务商操作，可在流程日志中查看

更换时的备注信息及更换前的操作日志） 

 

 

2.1.2.3查看服务商排队情况 

产品未配置服务商或可分单的服务商持单量全满后，项目流程将停留在分配服务商节点，且

项目自动进入排队队列，可在“项目中心-排队情况”菜单中查看当前排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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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数据看板 

交付中心为厂商提供了数据看板服务，进入“项目中心-数据看板”菜单后可查看服务商和

项目状态、了解项目进度、统计项目数据。所统计数据为截止至当天 0点的数据（不包含当

天）。 

平均项目完成周期：近一年（365 天）所有历史已完结项目的整体周期平均值，保留至小数

点后 1位； 

新增项目数：可通过选择“日/月”维度展示近 7 天每天新增项目数量或近 6个自然月每月

新增项目数量； 

项目状态：可通过选择“近 30天/近 60天”维度展示近 30天新增的项目数量总数及处于已

交付/执行中（不包括超时状态）/已超时/已暂停/已取消状态的项目数量； 

服务商饱和度：通过进度条形式展示不同产品对应的服务商当前持单量占总持单量的比例

（服务商饱和度<40%时进度条展示为绿色，40%~80%时展示为蓝色，>80%时展示为红色）。 

 

 

2.1.2.5查看已购服务 

厂商员工用服务端账号登录后购买的服务将在已购服务列表展示，进入“已购服务”菜单可

查看产品信息，点击【管理】可查看项目流程并以顾客角色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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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个人信息 

进入系统设置菜单可修改个人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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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务商端主要功能 

2.2.1 服务商主账号 

菜单介绍 

服务商端一级、二级菜单栏包括： 

 项目中心-项目管理、我的项目、订单认领、排队情况、数据看板 

 系统设置-个人信息、用户管理、持单量设置 

 已购服务-已购服务 

 

2.2.1.1创建部门和员工 

服务商主账号是服务商管理员，其登录交付中心后，进入“系统配置-用户管理”菜单，可

对部门和服务商用户进行管理。在左侧栏内点击【+】可创建部门，点击【新建】可创建员

工，并为其分配部门和角色，角色支持多选。 

 

云市场已经预置好了若干角色，服务商可在其中进行选择，需要注意的是，服务流程中是按

角色进行分单的，添加员工 ram 子账号时的角色选择需要与服务流程中的节点角色对应的。

例如服务流程模板中配置了“分配设计师”和“分配客户经理”节点，并由“设计师”进行

交付过程中的“设计”节点，由“客户经理”负责项目的“交付物最终确认”节点，则服务

商主账号要给负责设计的员工子账号选择“设计师”角色，给负责交付最终确认的员工子账

号选择“客户经理”角色。所以在添加员工子账号前，请与自己的厂商（上架商品并配置服

务流模板的 isv）沟通好服务流程中所需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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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创建子账号后，系统将产生 8 位随机密码（将只展示一回），管理员需保存好账号密码

并线下传递给相应员工，可点击“一键复制”复制用户名及密码，员工首次登录时系统将要

求其修改登录密码。 

 

 

2.2.1.2为员工设置持单量 

进入“项目中心-持单量设置”菜单，可为创建的员工设置持单量和接单状态，持单量可设

置范围为 0-50。接单状态设置成功后员工子账号可在“项目中心-我的项目”菜单中查看自

己当前的接单状态并可手动开放/关闭接单。 

关闭接单后，该子账号员工将不会再被分配项目，除非重新将接单状态手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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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查看项目列表 

进入“项目中心-项目管理”菜单可根据项目状态查看服务商下所有项目，支持根据列表字

段过滤筛选和列表导出功能。 

 

A. 项目超时： 

项目列表中出现感叹号时代表当前项目存在超时情况，鼠标悬浮可查看超时详情。 

 

：服务端超时           ：客户端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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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更换操作人： 

在项目未取消和未完结状态下， 服务商主账号可选择更换当前节点操作人，（只能在同一角

色下更换且更换的员工持单量需有空缺），在操作人列点击更换图标即可更换。如下图所示： 

     

点击【详情】进入项目详情，可查看项目整体服务流程和各节点详细信息。包括项目状态、

业务信息、服务端操作人信息和项目流程等，项目流程各节点可点击展开查看详情，如下图

所示： 

 

 

C. 文件管理： 

项目过程中各节点操作人上传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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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目留言： 

项目过程中各节点操作人的留言，顾客和所有项目操作人可见。在项目未完结时作为项

目操作人可选择添加新留言； 

 

E. 项目备注： 

项目过程中服务商各节点操作人对项目的备注，顾客不可见。在项目未完结时作为项目

操作人可选择添加新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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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流程日志： 

项目各节点详细流程记录和处理信息日志（如项目执行过程中进行了变更操作人操作，

可在流程日志中查看更换备注） 

 

2.2.1.4开始/暂停项目 

执行中的项目如需暂停，可进入该项目详情，点击右上角【暂停项目】，填写备注后即可完

成暂停操作，暂停中的项目不计算超时时间，项目启动后将重新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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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暂停的项目如需及时启动，可进入该项目详情，点击右上角【启动项目】，即可完成启动

操作。 

 

2.2.1.5开启/关闭自己的接单状态 

服务商主账号可进入“项目中心-我的项目”菜单，可查看自己目前的接单状态并对接单状

态进行调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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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6查看我的项目 

进入“项目中心-我的项目”可查看服务商管理员参与的项目，分为待处理（当前节点待自

己操作）以及已处理（处理过的订单）两种状态。进入项目详情可对该节点进行操作。支持

根据列表字段进行过滤筛选，如下图所示： 

 

2.2.1.7对项目节点进行操作 

对于服务商管理员直接参与的项目，服务商主账号可进入项目详情，查看待处理节点信息并

进行操作。 

查看需求：点击提交需求节点展开详情，可查看顾客提交的需求表单内容。 

 

确认/驳回：确认节点可对客户提交的内容进行确认，部分节点可选择填写驳回原因后驳回。 

 

上传内容：根据客户需求完成的内容可直接通过附件形式上传到交付中心以便客户查看，上

传完毕后点击确认即可发送至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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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评价：全部服务流程结束后，顾客可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进入详情后评价弹窗将自动

弹出，如下图所示： 

 

 

2.2.1.8排队情况 

产品未找到对应角色的员工或可接单的员工持单量已满时，项目流程将停留在分配订单节点，

且项目自动进入排队队列，可在“项目中心-排队情况”菜单中查看当前排队情况。排队队

列每小时轮询一次，待发现有符合分单的员工时订单将自动分配给该员工，也可在“系统设

置-持单量设置中”中调整员工接单状态或持单量后，在“排队情况”列表手动触发立即分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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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数据看板 

交付中心为服务商提供了数据看板服务，进入“数据看板”菜单后可查看服务商当前的项目

状态、了解项目进度、统计项目数据。所统计数据为截止至当天 0点的数据（不包含当天）。 

平均项目完成周期：近一年（365 天）所有历史已完结项目的整体周期平均值，保留至小数

点后 1位； 

新增项目数：可通过选择“日/月”维度展示近 7 天每天新增项目数量或近 6个自然月每月

新增项目数量； 

项目状态：可通过选择“近 30天/近 60天”维度展示近 30天新增的项目数量总数及处于已

交付/执行中（不包括超时状态）/已超时/已暂停/已取消状态的项目数量； 

 

2.2.1.10查看已购服务 

用服务商账号登录后购买的服务将在已购服务列表展示，进入“已购服务”菜单可查看产品



  云交付中心 

 36 

信息，点击【管理】可查看项目流程并以顾客角色进行操作。 

 

2.2.2 服务商员工 

菜单介绍 

服务商端一级、二级菜单栏包括： 

 项目中心-我的项目、订单认领 

 系统设置-个人信息 

 已购服务-已购服务 

2.2.2.1设置自己的接单状态 

服务商员工登录交付中心后，进入“项目中心-我的项目”菜单，可在右上角查看自己当前

的接单状态并可手动选择开放/关闭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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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订单认领 

服务商客户经理可进入“项目中心-订单认领”可输入 MSP 订单号认领符合自己角色的订单，

认领后订单将分配至自己所在部门内的相应角色。 

 

2.2.2.3查看待处理/已处理项目 

在“项目中心-我的项目”菜单，可切换查看当前待自己处理/已处理过的订单，支持根据订

单号、客户编号和产品编号过滤筛选。 

 

点击【详情】进入项目详情，可查看项目整体服务流程和各节点详细信息。包括项目状态、

业务信息、服务端操作人信息和项目流程等，项目流程各节点可点击展开查看详情，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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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文件管理： 

项目过程中各节点操作人上传的文件； 

 

B. 项目留言： 

项目过程中各节点操作人的留言，顾客和所有项目操作人可见。在项目未完结时作为项

目操作人可选择添加新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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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项目备注： 

项目过程中服务商各节点操作人对项目的备注，顾客不可见。在项目未完结时作为项目

操作人可选择添加新备注； 

 

D. 流程日志： 

项目各节点详细流程记录和处理信息日志（如项目执行过程中进行了变更操作人操作，

可在流程日志中查看更换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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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对项目节点进行操作 

进入项目详情，可查看待处理节点信息并进行操作。 

提交需求：作为顾客操作时，如需提交需求，将在详情页看到提交需求相关按钮，点击后按

要求填写需求表单，填写完成后点击通过即可上传需求并完成当前节点（未填写需求表单时

不可直接通过当前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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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需求：点击展开提交需求节点详情，可查看用户提交的需求表单内容。 

 

上传内容：根据客户需求完成的内容或其他文件可直接通过附件形式上传到交付中心以便客

户查看，上传完毕后确认即可发送至客户端。 

  

查看设计内容：确认需求节点可查看服务端员工上传的内容。 

 

确认/驳回：部分确认节点和项目完成节点可选择确认或驳回，确认后流程将流转至下一节

点，对设计不满意时可选择驳回，驳回后节点将返回至上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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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查看已购服务 

用服务商员工账号登录后购买的服务将在已购服务列表展示，进入“已购服务”菜单可查看

产品信息，点击【管理】可查看项目流程并以顾客角色进行操作。该功能通常用于测试场景

方便测试，生产场景无需使用。 

 

3. 实战指南 

按照服务商的规模，项目有三种交付模式： 

- 一、主账号自服务场景 

服务商主账号自己负责交付，不需要将项目分单给自己的子账号。适用于规模小，项

目少，所有项目均由主账号自己搞定的服务商 

- 二、分单给子账号场景 

项目需要分配给子账号交付，主账号仅负责总体管理。适用于项目多，需要将项目分

配给多个员工交付的场景 

- 三、服务外包场景 

自己为厂商，有自己的分销/服务商资源，项目要分给自己下属的服务商进行交付。适

用于规模大，项目多，厂商仅提供产品，服务分包给别的服务商的场景 

下面就按每种场景，举例说明如何使用交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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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账号自服务场景 

3.1.1 为自己的商品设计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在云市场通过服务流模板定义，平台预置了一系列公共模板供您选择，如

果公共模板无法满足您的需要，可以自己配置自定义模板，也可以复制公共模板并

在其基础上进行调整。具体配置过程参见 2.1.1.1 为产品配置服务流程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的项目数量不大或您的主账号就是项目的执行人，不需要将

项目分派给子账号处理，则在模板中不需要添加下图所示的“分配订单节点” 

 

且所有服务商端的操作角色均选择“服务商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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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上架商品并选择服务流模板 

服务类商品上架，填写接入信息时，必须选择服务流模板。 

 

模板可选择平台直接提供的公共模板，如果公共模板不能满足需求，则需要先在交付中心-

厂商入口-服务流程模板配置自己的私有模板（详见:2.1.1.1 为产品配置服务流程），然后

再在此处选择。 

 

注意，由于这里是服务商主账号自己进行交付的场景（无需子账号分单），则选择模板时需

要选择没有“分配订单节点”的服务流。（公共模板的模板名称上已做区分，请选择名称中

不带“子账号自动分单”后缀的模板。） 

如果您需要将订单分配给子账号，有子账号交付，则参考场景二（3.2 分单给子账号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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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模板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服务商持单量配置。 

所有厂商默认的服务商只有自己，如果需要其他服务商成为自己的交付伙伴（场景三 3.3 服

务外包场景），则需要联系云市场小二后台配置。 

本场景 1下权重和持单量通常不需要配置，勾选服务商（自己）后，维持默认配置即可。 

 

3.1.3 配置人员持单量 

进入交付-服务商入口-持单量设置，为自己的主账号，角色为“厂商管理员、服务商管理员” 

设置持单量。可按照您并发的项目数量，留些冗余配置持单量。 

详见 2.2.1.2 为员工设置持单量。 

 

3.1.4 项目交付 

客户购买该商品后，交付项目流程开启，您需要按照交付流程中规约的步骤进行项目交付。 

您需要点击交付 – 服务商入口 – 项目中心 对各个项目进行交付操作。 

详见 2.2.1.7 对项目节点进行操作 

3.1.5 特殊情况 

当并发项目数超过您在第 3部配置的持单量时，可能会出现项目排队情况，在交付-服

务商入口-项目中心-排队情况可以查看到排队中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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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需要调高持单量，队列中的项目稍后会再进行分配。 

 

3.2 分单给子账号场景 

3.2.1 为自己的商品设计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在云市场通过服务流模板定义，平台预置了一系列公共模板供您选择，如

果公共模板无法满足您的需要，可以自己配置自定义模板，也可以复制公共模板并

在其基础上进行调整。具体配置过程参见 2.1.1.1 为产品配置服务流程 

该场景下，由于您要把订单分配给子账号处理，则需要在配置模板时，添加 “分

配订单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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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每个需要服务商端操作的节点（通用节点/确认节点），需要选择角色。 

平台已经预置了常用的几种角色名称，建议使用设计师、工程师、服务商人员。 

“客户经理”的角色权限与其他三种略有不同，将在场景三中重点介绍 

 

 

3.1.2 上架商品并选择服务流模板 

服务类商品上架，填写商品接入信息时，必须选择服务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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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可选择平台直接提供的公共模板，如果公共模板不能满足需求，则需要先在交付中心-

厂商入口-服务流程模板配置自己的私有模板（详见 2.1.1.1 为产品配置服务流程），然后

再在此处选择。 

 

注意，由于该场景下，项目要分配给子账号，则选择公共模板时需要选择有“分配订单节点”

的服务流。（公共模板的模板名称上已做区分，请选择名称中带“子账号自动分单”后缀的

模板。私有模板由您自己配置，选择带“分配订单节点”的服务流） 

选择好模板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服务商持单量配置。 

所有厂商默认的服务商只有自己，如果需要其他服务商成为自己的交付伙伴（场景三 3.3 服

务外包场景），则需要联系云市场小二后台配置。 

本场景下权重和持单量通常不需要配置，勾选服务商（自己）后，维持默认配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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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添加子账号 

该场景下，需要子账号执行项目，所以需要添加/管理交付中心子账号。 

例如，如果您商品关联的私有模板中的节点的执行角色为“设计师”，则您需要添加

角色为“设计师”的子账号；如果您商品关联的公共模板中的节点的执行角色为“服

务人员”，则您需要添加角色为“服务人员”的子账号。 

进入 msp-交付-服务商入口-系统设置-用户管理，新建子账号用户。 

 

 

注意角色需要与您的模板中的角色对应。创建完成、确定后，系统会为该子账号自动

生成密码，请记录并发放给您的员工。如果误关闭了，则可使用密码重置功能。 

子账号首次登陆后，可以自行修改密码。 

更详细内容可参考 2.2.1.1 创建员工部分。 



  云交付中心 

 50 

 

3.1.4 设置子账号持单量 

进入交付-服务商入口-持单量设置，为各个子账号设置持单量。详细方法参见

2.2.1.2 为员工设置持单量 

3.1.5 项目交付 

客户购买该商品后，交付项目流程开启，当项目进行到分配订单节点时，将会按照您的配置，

将订单分配给响应的角色子账号。  

获得项目的子账号需要用子账号/密码登录。（子账号登录地址：

https://signin.aliyun.com/login.htm） 。 

子账号登录后，进入 MSP（https://msp.aliyun.com/msp/index#/）-交付-服务商入口（子

账号）-我的项目 即可以看到需要他处理跟进的项目。 

更多服务过程中的操作，参见 2.2.2.4 对项目节点进行操作 

https://signin.aliyun.com/login.htm
https://msp.aliyun.com/msp/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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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项目改派 

服务商管理员（主账号）可以将项目在子账号间改派，即更换操作人，详见 2.2.1.3 B 更

换操作人 

3.1.7 特殊情况 

项目如果未分配给执行人，很有可能是因为执行人持单量已满，可以在交付-服务商入口-

项目中心-排队情况可以查看到排队中的项目。 

 

3.2 服务外包场景 

方案 1：使用“部门”实现项目外包 

交付中心-用户管理支持部门概念，当您有一批交付合作伙伴为您的产品提供交付服务时，

您可以把他们的员工按照部门划分。例如您有合作的外包公司 1，外包公司 2，外包公司 3，

则他们可以成为您服务商账号下的部门。实战可以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3.2.1 创建部门 

进入 MSP（https://msp.aliyun.com/msp/index#/）-交付-服务商入口- 用户管理，在

左侧企业架构中点击+，添加部门 

 

https://msp.aliyun.com/msp/index#/


  云交付中心 

 52 

 

例如此处，您可以添加三个部门，分别是：外包公司 1，外包公司 2，外包公司 3. 

3.2.2 添加子账号 

进入 MSP（https://msp.aliyun.com/msp/index#/）-交付-服务商入口- 用户管理，新

建用户 。注意，用户需要归属到其所在的部门。其他配置参考 2.2.1.1 创建部门和员

工的详细描述。 

https://msp.aliyun.com/msp/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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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每一个部门都至少要配置一个“客户经理”角色，用于后续项目执行中的订单认领。 

3.2.3 配置服务流模板 

1）该方案的服务流模板需要配置订单认领节点。公共模板中已经有了一个这种服务流

模板供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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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订单分配节点，需要选择部门优先 

 

其他模板配置过程与前文所述无区别。 

3.2.4 上架商品 

上架商品时接入信息要选择您配置好的带有“认领订单”节点的模板。 

3.2.5 项目过程 

每个部门可以自己独立负责产品销售。各个部门销售的订单需要各个部门自己的客户经

理角色进行认领。 

 

认领后的订单将在本部门内进行分单。 

后续过程与场景二无差别。 

 

方案 2：使用厂商-服务商实现项目外包 

如果您的外包伙伴已经是云市场服务商，则可以使用厂商-服务商实现项目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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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系云市场小二配置您作为厂商和您分包服务商之间的关系。请告诉我们哪几家服

务商（必须是云市场服务商）会成为您的外包伙伴，我们将会在后台帮您维护。 

2. 编辑模板：与上文所述无差别 

3. 上架商品：上架商品-接入信息，选择模板后，您需要对您的服务商进行权重和持

单量进行配置，这时您会看到第 1步中维护的服务商列表，您可以在他们中间选择

交付您该商品的服务商，并且配置权重和持单量。 

 

4. 让您的服务商做好相关配置 

如果您的模板中的某些节点指定了服务商的某些角色进行操作，则您需要通知您的

服务商，让他们登录 msp-交付-服务商入口-人员管理新增/管理相应角色的人员。 

例如您的模板中的“设计”节点，需要由“设计师”角色交付，则您需要通知您的

服务商，让他的主账号在交付中心中配置“设计师”角色的人员。 

5. 项目执行 

客户购买商品后，会先按照权重算法分配给各个服务商。然后各个服务商的子账号

会具体操作项目，而场景二中所描述的流程相同。 

6. 更换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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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厂商管理员，您可以更换服务商，详见 2.1.1.3 B 更换服务商。 

 

4. FAQ 

 

1. 能否用此系统开展分销业务？ 

可以，目前建议使用 3.2 方案 1中所述方式开展分销业务。 

方案 2也可用于分销场景，方案 2中部分管理职责由服务商账号承担，厂商只负责商品

管理。 

未来云市场会做更多分销场景的功能。 

 

2. 历史商品如何处理？ 

交付中心上线后，发布新商品时必须使用交付中心模板； 

已上线的商品，需要云市场小二手动为您更换模板。需要您配好模板，按下列各式整理

好商品和模板的关系，发钉钉给云市场小二  wb-ws625747@alibaba-inc.com，

hexuan.wx@alibaba-inc.com 由云市场小二为您更换模板。 

 

服务商名称及

账号 

商品 code 商品名称 交付中心服务

流序号 

交付中心服务

流名称 

 CmjjXXX XXX   

    

    

    

 

明年 3月底，如果商品仍未切换为交付中心模板，商品会做下线处理。 

已经开启现行的服务监管流程的订单不受影响。云市场会为这些订单保留服务监管入口。 

 

3. 服务流模板可以由 isv 自己配置吗？ 

服务流模板 isv可自定义。但模板中使用到的需求模板、消息模板和角色只能由云市场

平台维护。且云市场目前预置了一系列的消息模板、需求模板和角色，可以覆盖大多数

场景。如果您要新增，请联系云市场小二共同评估。 

 

4. 如果模板中包括的分配订单节点，但没有维护子账号用户，会有什么影响？ 

服务流程进行到分单节点时，服务流程因为找不到对应角色的账号，则流程会卡住。您

可以补配子账号，服务流程隔一段时间会校验是否包含可分单的角色，只要您补配了子

账号，服务流程会继续进行。 

 

mailto:wb-ws625747@alibaba-inc.com%EF%BC%8Chexuan.wx@alibaba-inc.com
mailto:wb-ws625747@alibaba-inc.com%EF%BC%8Chexuan.wx@alibaba-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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