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牛 为快乐高效电商而生

一杯咖啡的时间玩转班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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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商家：

恭喜你，从用上班牛的那一刻起，你将和1000家知名电商
企业一起体验酷爽的移动互联工作方式。工作爽了、经营好了，
流量来了。

首先介绍下小牛吧，一站式处理售后问题、数据透视分析
、绩效统计。提供打通店铺数据的负面评价、退款管理工单系统
。一个窗口处理多个店铺的退款订单管理，批量抓取淘宝（包括
天猫）售后问题信息，再也不用手动输半天。

班牛不仅仅提供功能服务，还提供了各行业的表单模板与
玩法攻略，简直0门槛。想省钱、想快乐，那就一起玩转班牛吧！

班牛运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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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入班牛

1.0 帮助与咨询

群组交流：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您遇到了任何问题，欢迎加入我们的用户交流群：80126953

客服对接：此外，您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客服专员的QQ：2880167860，或是拨打 400-855-9628 来直接
获取帮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常见问题：你可以在http://www.banniu.im/playBN 查看常见问题的解决方式，以及查看商家案例。

http://www.banniu.im/playBN


一、初入班牛

1.1 登录与注册：

打开 http://www.banniu.im/ 点击右上角登录，输入手机密码登录班牛。

建议您使用谷歌、360极速、火狐、Safari或者IE8.0以上版本的浏览器。

1.2 班牛下载：

班牛能多端使用，满足windows、mac、安卓、苹果用户的使用需求，实时通知

Windows：http://wjbwork.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etup.exe

Mac：http://wjbwork.oss-cn-hangzhou.aliyuncs.com/BanNiu.dmg

安卓： 苹果：

http://www.banniu.im/
http://wjbwork.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etup.exe
http://wjbwork.oss-cn-hangzhou.aliyuncs.com/BanNiu.dmg


一、初入班牛

1.3 班牛主界面

班牛主界面为分享页面，在这个页面你可以发表工作分享、工作日报，并且可以看到如下入口：

1、任务 2、表格 3、群列表 4、知识 5、群列表 6、售后绩效。功能是否全面而丰富呢？



一、初入班牛

1.4 邀请成员：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邀请成员来与您共同协作：

1、链接邀请，将邀请链接发送到工作群里，成员点击注册就能进入您所在的企业。

2、短信邀请，输入成员手机号码，他会收到相应的提示，进行注册后就能进入您所在的企业（小团队适

用）



一、初入班牛

1.5 权限管理

批量导入成员：如果你的成员较多，需要批量导入，可在权限管理中进行。下载模板并填写相应信息即

可



一、初入班牛

1.6 店铺设置

您可以进入店铺设置页查看绑定的店铺，也可以进行添加、续费等操作。

绑定店铺后，班牛可以对接平台数据，并启用【退款管理】、【负面评价】等功能。



一、初入班牛

1.7 个人设置

1.如下图，点击个人设置

2.如右图，设置基本信息

也可以修改手机号、邮箱号等



一、初入班牛

1.8 员工设置

1.如下图，点击任意一个成员

2.如右图，可设置员工信息与权限，详细说明，见

http://www.banniu.im/detail/playBN/2474877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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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anniu.im/detail/playBN/247487711426


一、初入班牛

1.9 企业管理

在企业管理中，我们可以修改企业/团队的名称，查看创建日期和企业ID。

企业ID的作用是提供给同事，当其主动加入公司时，可通过企业ID搜索。详见

http://www.banniu.im/detail/playBN/247976875176

http://www.banniu.im/detail/playBN/247976875176


二、分享与日报

2.1 进入工作圈

如下图，分享除了文字之外还可以分享图片，附件，表格等。



二、分享与日报

通过发送日报，周报或月报，能实时在团队中通报工作情况，有助于了解各级的工作

状态，还能附上数据表格，一键查看。

2.2 日报



三、群

3.1 班牛的群是什么

班牛的群实际上是工单的容器，一组“人”在一个“群”里处理一类“事情”
我们事先预设了诸多的电商场景模板，每个模板的工单都是精心搭配好的，您可以视情况选择

详细说明，可以点击http://www.ban
niu.im/detail/playBN/2466902575
76 查看

http://www.banniu.im/detail/playBN/246690257576
http://www.banniu.im/detail/playBN/246690257576
http://www.banniu.im/detail/playBN/246690257576


三、群

3.2 基础功能说明

通过任务维度进行筛选。

复杂的交叉筛选

设置群名、删除群

添加、删除成员

任务维度设置

任务透视分析

导出全部任务



三、群

3.2 基础功能说明

管理成员时，还可以设置群管理员哦。

管理员拥有成员增减、删除任务、以及
导出任务的权限。



三、群

3.3 用法说明

如下图所示，群中的任务是以类似表格的形式呈现的，更贴合电商场景，所有的维度都一目了然。

如右图所示，在任务详情中，我们可

以@其他成员，说明任务的进行情况，

以达成一个快速协同，效率处理的效

果。



三、群

3.4 退款管理与负面评价——自动推送

班牛还有强大的退款管理和负面评价系统，只要

你对接了平台店铺（目前只支持淘宝），所有的

退款和负面评价都能自动推送到班牛，你就能通

过班牛强大的协同能力快速处理啦。



三、群

3.3 退款管理与负面评价——自动推送

快捷同意、拒绝退款

一键回评，还能发短信解释哦



三、群

3.4 退款管理与负面评价——自动推送

当然，前提是要绑定好店铺，服务市场链接：

https://fuwu.taobao.com/ser/detail.html?spm=a1z13.1113649.1998684883.2.2GY

MfT&service_code=FW_GOODS-1000189597&tracelog=msckxx

https://fuwu.taobao.com/ser/detail.html?spm=a1z13.1113649.1998684883.2.2GYMfT&service_code=FW_GOODS-1000189597&tracelog=msckxx


三、群

3.5 EXCEL导入建群

悬浮在建群的按钮之上，可以看见“excel导入任务”的选
项。

适用于有大量本地表格数据，希望用班牛任务来代替的场
景。



三、群

3.4 EXCEL导入建群

通过导入excel，就能将表格中的所有数据神奇的转化为班牛任务。

详细使用说明，请至 http://www.banniu.im/detail/playBN/248184729179 查看。

http://www.banniu.im/detail/playBN/248184729179


四、数据分析

4.1 强大的任务数据分析 入口在群页面的右上角

如下图,某某团队根据双11前3个月的任务反馈数量，为各平台
店铺合理分配客服，保障双十一的服务。



四、数据分析

4.1 强大的任务数据分析

下图则是分析成员执行任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任务总数，完结率，平均用时的对比。



四、数据分析

我们提供了多种图表分析，
帮助各行各岗掌控数据，
你再也不用为拍脑袋决策
而痛苦了。



五、在线表格

5.1 万能的在线表格

入口在左侧

文件夹与表格



五、在线表格

5.2 完善的模板

跟创建群一样，建表格也有很多模板，或者你也可以选择空白表格，把现有的Excel粘帖进去。



五、在线表格

以往运营、客服、设计、仓库交接工作是以邮件、QQ在线传送excel的方式。而班牛在线表格秒速

更新，多人共享，解决传输文件慢、难的问题。



五、在线表格

分享完之后，只要@一下小伙伴，对方就可以收到要处

理的表格，点一下就能在线编辑。比如这里CRM要补个

赠品，直接像微博一样回复即可。

5.3 分享给班牛伙伴

还可以将表格分享到班牛首页



五、在线表格

分享工作圈后的效果

班牛云端存储了历史记录，表格数据可以复盘



六、畅游知识库

6.1 知识库里看干货

知识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商家自我搭建的，另一部分是班牛共享的电商干货。刚进来的时候

知识库是空白的，如下图展开电商知识库大家就可以看各部门的干货了。不管是资料、表格、视频、

思维导图这里都有。



六、畅游知识库

6.2 建知识初体验

要建知识很简单哦，点一下新建知识。

弹出新页面，输入信息点发布（这

里要注意分类一定要选对，比如运

费争议问题我选择了客服部）



六、畅游知识库

6.3 精细化搜知识

小技巧：比如我点了客服话术汇总，可以按CTRL-F找到更精确的知识。



七、特别篇·高阶玩法

7.1 运营美工购物车

只需创建一个新群，模板选择【设计工作系统】，并添加相关的小伙伴

班牛群任务不仅支持客服场景，还能为设计师高效工作添一份力



七、特别篇·高阶玩法

7.1 运营美工购物车

这样，新建任务即可直接为执行人选择工作
内容和工作量。是不是很方便呢？

在工作流程中，工时与分类一目了然，便于
管理，更提高效率



七、特别篇·高阶玩法

7.2 问卷分享填写

班牛的群组还能创建一个填写链接，任何人都能填写表单，数据将进入群组。

这样，我们就能用班牛来玩问卷了，还能进行数据分析哦。



七、特别篇·高阶玩法

7.2 问卷分享填写

效果如图 入口在右侧



七、特别篇·高阶玩法

7.3 数据透视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您可以方便快捷地对班牛群中的任务进行分析，自由组合维度，生成透视表分布图。
给店铺做运营诊断分析问题，亦或是查看员工工作情况绩效考评

在群组右上角，进入透视表分析页面，新建分析即可



七、特别篇·高阶玩法

7.3 数据透视分析

选择店铺与退款状态后，看见不同店铺中退款单所处状态的分布

也可以切换饼图，更直观的查看分析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