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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6手册

文档最后，修改时间: 2021.12.08

这是一套 VIP 版，的 小程序 拼团商城

架构简练，规范优雅。

前端基于 小程序 开发，后端基于 PHP 开发。

价格：699 元

领域： 工作 商业

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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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界面

功能全览



4

安装方法

创建MYSQL数据库，导入pin.6_2019.sql1.
把根目录的 config.example 文件名改成 config2.
修改 .env 配置 APP_URL WEB_NAME DB_开头的配置3.
设置 public 目录作为 web 目录访问内容4.
后台入口 你的网址/admin5.
后台帐号密码 admin 1234566.

nginx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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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
        listen       80;
        root  /www/web/w6_pintuan_xcx_cn/public;
        server_name test.pintuan-xcx.cn;
        index  index.html index.php index.htm;
        location ~ \.php(.*)$ {
                fastcgi_pass  unix:/tmp/php-71-cgi.sock;
                fastcgi_index  index.php;
                fastcgi_param  SCRIPT_FILENAME  $DOCUMENT_ROOT$fastcgi_script_name;
                fastcgi_param PATH_INFO $2;
                include fcgi.conf;
        }
        location ~ /\.ht {
                deny  all;
        }
        location / {
                 #try_files $uri $uri/ /?$args;
                try_files $uri $uri/ /index.php?$query_string;
        }
}

安装必读

PHP 版本：>= 5.6.4

Laravel 5.3+

访问域名：https域名

后台项目： pin.admin.v6-master.zip

程序目录权限 /config/* /storage/*

权限 0777 （文章最底部有提供 linux 系统 授权命令 ; window 系统朋友跳过）

安装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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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外的网站连接速度很慢。因此安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我们建议使用国内镜像

（阿里云）。

composer config -g repo.packagist composer https://mirrors.aliyun.com/composer/

根目录执行

composer install

生成APP_KEY

根目录执行，如果已经有的就不需要生成了

php artisan key:generate
php artisan config:clear

linux权限

chmod -R 0777 storage
chmod -R 0777 config

小程序配置

创建小程序工程，导入项目 pin.app.v61.

把根目录的 config.js.bak 文件名改成 config.js2.

配置 config.js apiUrl miniUrl 并将修改成自己域名 https://domain.cn3.

系统配置参考 已有的 app.json config.js4.

检测配置 config.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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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合法域名 如果没有，请先到 mp.weixin.qq.com 设置 => 开发设置

=> 服务器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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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上传小程序，到微信官方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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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退款未成团的将在设置指定时间内退款

1，去商户中心下载证书，设置一下参数即可，注意证书需要读的权限

  'ssl_cert' => '{绝对路径}/cert/apiclient_cert.pem',
  'ssl_key' => '{绝对路径}/cert/apiclient_key.pem',

2，配置好证书后，你需要设置 定时监控网址，你可以使用阿里云网站监控（

https://cloudmonitor.console.aliyun.com ）

https://cloudmonitor.console.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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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网址为: 你的网址/api/v1.0/project/crontab

后端目录结构

├── app                                    应用目录

│   ├── Http                               Http目录

│   │   ├── Controllers                    控制器

│   │   └── Middleware                     中间件

│   ├── Models                             模型

│   ├── Providers                          服务提供者

│   └── Utils                              工具类

├── bootstrap                              框架的启动和自动载入配置

├── config                                 配置文件

├── public                                 WEB 部署目录（对外访问目录）

├── resources                              resources目录

├── routes                                 路由目录

├── storage                                存储目录

│   ├── framework                          存储框架生成的文件和缓存

│   └── logs                               日志文件

├─vendor                                   第三方类库目录（Composer）
├── package.json                           composer 定义文件

├─README.md                                README 文件

├── pin.6_2019-05-06.sql                   数据库文件

小程序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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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ME.md                               README 文件

├── app.js                                  系统全局对象

├── app.json                                系统全局配置

├── app.wxss                                系统全局样式

├── component                               自定义组件目录

├── config.js                               项目配置文件

├── images                                  图片资源目录

├── libs                                    定义小工具

├── pages
│   ├── address.js                          地址修改页

│   ├── addresses.js                        地址列表页

│   ├── checkout.js                         确认订单页

│   ├── group.js                            拼团详情页

│   ├── groups.js                           拼团列表页

│   ├── index.js                            首页

│   ├── goods.js                            商品详情页

│   ├── order.js                            订单详情页

│   ├── orders.js                           订单列表页

│   ├── personal.js                         个人中心页

│   ├── webview.js                          自定义网页

├── style                                   样式

└── utils                                   工具类

版本更新

v6

v.6.1.5
2020-10-28

自定义 custom-tab-bar1.
优化后端，批量上传，物流修改，用户地址，优化订单打印2.
新增 h5 网页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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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1.4
2020-07-06

变更小程序域名1.
新增后台，版权信息2.
去除文档，推广广告3.
新增 拼团列表，拍一拍功能4.
新增 生成，海报按钮5.
发布 新版小程序，并更换，商品主图6.

v.6.1.3
2019-06-25

v.6.1.2
2019-06-17

发布 支付宝

v.6.1.1
2019-05-14

优化 商品页，无选择，规格 默认 缩略图18.
调整 新增地址页，文字引导信息，收获地址 联系电话19.
优化 商品海报，用户 授权 引导20.
调整 商品页，短视频 播放 按钮，边框 px 成为 rpx，真机，体验 友好 变 舒服 点21.
调整 后台订单 操作名称 邀请拼团 成为 发货 文本22.
更新第三方物流接口，老版本，不稳定，快递 100 接口，导致更换23.
调整 后台 配置设置，文字注解24.
修复 单规格 商品详情页，参团 bug25.
优化 部分 laravel url 方法 不含 https 问题26.
修复 商品规格 bug，对接 新版 生成订单 api 接口27.
优化 我的团 页，显示 拼单 用户 头像，对接 新版 团购列表 接口28.
新增 订单批量发货 与 订单 导出 xlsx 文件29.
优化 小程序资源 CDN 与 错误信息，友好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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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商品详情页，图片间，有空隙问题31.
会员列表，字段筛选；完善 后台 订单操作备注32.
优化 订单，退款 bug，订单操作 选项、 小程序 物流，接口33.
修复 kindeditor flash 多图，兼容性 问题34.
优化 地方缺失，地区选择. 优化 物流页，上拉刷新35.
修复 一键添加，退款模板，字段丢失 问题.36.

v.6.1.0
2019-04-22

新增 小程序客服 二维码1.
新增版权2.
新增favicon3.
本地化 google 字体4.
移除 config.js mall_service 注释代码段5.
移除首页商品分类，原因: 商家功能6.
调整，首页公告，尺寸 340rpx;7.
优化 商品详情 页面排版8.
project.config.json 调试基础库 1.9.49.
优化 我的团、空列表、优化默认、显示样式10.
修复 商品推荐、api bug11.
变更 官网 版权 pinapp.github.io12.
新增 商品视频、小程序页面13.
新增 商品页、快速参团、确认功能. 服务描述，页面样式14.
新增 微信 授权 自动地址15.
调整 小程序 地址 列表页16.
新增 限时秒杀 功能17.

v3

v3.1.5
2018-05-02

优化小程序地址选择器选择，手势不流畅现象1.
小程序全局主题更新，#ff473f(浅红色) 变成 #e02e24(暗红色) 主题，包括tarbar 在内都有全部更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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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小程序所以用的的插件与类库3.
小程序下拉刷新，去除重复 公告请求4.
config.js 可以配置首页是否显示分类5.
添加/修改 页面地址，修复部分文字不友好现象6.
同步微信官方接口调整，修复登陆获取用户头像失败7.
更新 tarbar 优化用户界面8.

v3.1.4
2018-01-30

小程序地址选择器1.
接口token失效时间2.
商品列表接口限制字段输出3.
小程序下拉刷新，去除重复 公告请求4.
商品详情，样式调整5.
后台顶部客服按钮局部调整6.
后台用户体验提升，文字提示友好化，配置更简便化7.
小程序确认订单页面，温馨提醒时间延长 (从原来的 2500毫秒 调整到 3500毫秒),并加入动画效果8.
小程序全局主题更新，从原来的 #e02e24(暗红色) 变成 #ff473f(浅红色) 主题，包括tarbar 在内都有全9.
部更新

商品详情，打开服务说明，加入动画效果10.
更新小程序所以用的的插件与类库 (wxParse)，去除代码中调试语句11.
添加地址页面，地址类型字段异常，与优化文字提示信息12.

v3.1.3
2017-10-31

优化商品详情，打开慢的情况1.
优化物流界面，弹出层方式，无物流情况，友好提示2.
优化了下单页面，偶尔点击添加地址无反应现象3.
修复下单页面，地址 类型显示 bug4.
优化订单详情，订单地址重复显示的问题5.
优化首页，商品图片，自适应方式，移除 自适应插件6.
优化商品详情，引入wxParse插件默认css7.
优化下单添加地址，自动跳转并识别上一个页面8.
更新拼团小程序，所以用到的插件9.
优化weipin3 程序安装目录 与 安装说明，加入了 商业版协议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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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js.bak 配置文件，说明详细,引导安装11.
小程序商品库存异常，错误显示商品已经温馨12.
修复后台商品kindeditor上传图片，多次弹窗现象13.
数据库数据整理，去除无用测试数据 *14.
修复商品标题过长，无法支付现象 *15.

v3.1.2

2017-08-13

运营模块优化 优化群聊分享1.
优化不同 类型 下单自动跳转页面 用户体验这块做重点更新2.
优化下单公告 文字信息修改 wxParse 解析3.
地址管理 与 下单管理 优化4.
优化 商品不存在 ，团不存在 提示界面5.
拼团详情自动刷新 付款成功 自动判断跳转6.
简化配置文件 拼团详情 优化 断网判断 快速拼团 推荐商品7.
优化下单 优化参团参数 token失效 自动登录8.
去除 提示信息 移除 首页 拼团详情 无用代码 订单模块 与 物流模块 优化9.
优化下单 地址选择 下单页面没有地址无法跳转10.
优化帮助文档 快速入手方案 订单页面自动刷新数据;11.
防止订单数据不刷新。订单详情无法跳转 物流信息12.
下单 添加地址流程优化13.
修复商品 弹出层样式冲突，不做重点更新~14.
优化 订单列表 与团购列表 加载数据 流程 优化15.

v3.1.0
2016-10-31

查看物流 首页界面优化 字体统一 界面美化1.
地址选择优化 支付模板 分享模块 更新html解析器2.
发布小程序正式版3.
修复登录过期，多个页面信息提示4.
解决多页面通用登录,处理 微信部署5.
团购列表 团购详情 会员自动定位6.
自动登录,取消了自动授权，手动授权。7.
修复安卓端,电话无法输入的问题8.
登录更新9.
图片显示优化，最友好展示方式 订单列表 优化首页 默认分类显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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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自适应优化11.
文件目录调整 修改购买无法参加团12.
修复开团成功不能参加团13.
拼团文字修改 购买限制，库存没有，不让购买。14.
页面加载 loading插件15.
紧急 修复部分安卓手机 首页 无法打开的问题16.
查看订单物流，单独出 页面模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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