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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手册目的 

本使用手册针对中国制造网国际站聊天工具 TradeMessenger 进行编写，旨在帮助国际站

会员快速了解 TradeMessenger 的各项操作与功能。 

适用范围 

本手册适用于中国制造网国际站注册会员，会员身份为供应商。 

下载安装 

下载 TradeMessenger 

TradeMessenger 更新进度及下载信息页面网址：http://www.trademessenger.com 

进入此页面后，请点击“立即下载”按钮下载最新的 TradeMessenger 客户端。如： 

 

http://www.trademessenger.com/


安装 TradeMessenger 

应用环境 

系统配置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CPU 300Hz 

Intel Core2Duo 1.86GHz 或 AMD

同样等级的 CPU 处理器 

内存 64M 1GB 以上 

浏览器 主流浏览器 

硬盘 100GB 

系统 Windows 2003、Windows XP、Windows7 

安装步骤 

1、双击 TradeMessenger 安装程序，点击“运行” 

 

2、选择语言版本（默认是简体中文），点击“OK” 



 

3、选择安装路径及快捷方式，配置完成后执行安装 

 

4、查看安装进度 



 

5、完成安装 

 



登录 

登录 TradeMessenger 

启动 TradeMessenger，正确输入帐号和密码（同中国制造网国际站帐号密码），即可登

录。 

友情提示：免费会员登录 TradeMessenger 前请先上传对应公司的营业执照，上传成功后即

可登录。 

选择状态 

在登录前，您可以选择合适的状态，在登录后即会在您的用户名后显示相应的状态，系统默

认选择 “在线”状态。 

记住密码 

如果您不想每次登录 TradeMessenger 时都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可以勾选“记住密码” 

自动登录 

如果您不想每次都点击"登录"按钮进行登录，可以勾选“自动登录”。 



界面操作 

主界面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简介 

个人信息区 头像 点击可打开“我的资料”面板，完成修改头像、昵称、签名等操作 



昵称 显示您的昵称及 TradeMessenger 状态（在线、离开、忙碌、隐身、离线） 

签名 显示您的个性签名，单击可修改 

主菜单 

查看新版本 检测当前的版本是否为最新版，是否需要升级 

系统设置 点击可打开系统设置窗口，进行开机自动启动、语言、修改密码等设置 

帮助 链接到 TradeMessenger 官网的帮助中心的常见问题 

修改密码 链接到中国制造网国际站登录页面，登录 Virtual Office 后修改密码 

更换帐号 退出当前帐号，使用其他帐号登录 

退出 点击可关闭 TradeMessenger 

快速启动栏 

应用 

汇集了中国制造网国际站 Virtual Office 的部分菜单，如查看询盘、发布产品、管理公司

信息等 

打开系统设置 点击可打开系统设置窗口，进行开机自动启动、语言、修改密码等设置 

打开消息管理

器 

点击可查看最近的聊天记录 

查找联系人 打开查找联系人/查找群对话窗口 

联系人列表 

我的好友 显示好友名单 

陌生人 显示陌生人名单 

黑名单 显示黑名单 

 



会话界面 

 

个人信息区 

修改个人头像 

您可以点击 TradeMessenger 主界面中您的头像，在弹出的个人详细资料页面中点击头像

或"更换头像"按钮，在弹出的页面中点击"本地上传"按钮，选择您要使用的头像，点击"打

开"后，预览里可以看到刚刚上传的头像，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如图： 



 

修改昵称及个性签名 

TradeMessenger 上可以设置自己的个性签名，您可以在个人资料里设置，也可以在

TradeMessenger 主页面上进行设置，如图： 



 

修改个人资料和密码 

TradeMessenger 个人资料包括您的联系信息、公司信息等内容，会部分显示在您的个人

名片当中。如果要修改个人资料，您可以至 Made-in-china.com 国际站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操作设置即可，如图： 



 

系统设置 

基本设置 

常规 

 



软件升级 

您可以在系统设置—软件升级中选择 TradeMessenger 的升级方式；点击"立即更新"按钮

更新您的 TradeMessenger 至最新版本，如图。 

 

聊天设置 

设置好友上线弹出提示窗口 

系统设置-聊天设置-消息提醒中将好友上线浮出窗口勾选上即可 



 

设置提示声音和提示信息 

TradeMessenger 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发出提示声音和提示信息。 

操作步骤如下：在 TradeMessenger 主界面的下方选择"打开系统设置"，在弹出的"系统设

置"窗口中点击"聊天设置"中的"消息提醒"选项，选择您希望收到提醒的方式即可。 

安全设置 

验证设置 

您可以点击 TradeMessenger 主界面中的"系统设置"，点击"验证设置"选项，在此处，你

可以对“添加好友验证”、“群验证”、“陌生人消息”进行设置，如图。 



 

拒绝陌生人信息 

您可以点击 TradeMessenger 下方的“打开系统设置”，系统弹出“系统设置”对话框，您

可以在"安全设置"—"验证设置"里面勾选"不接收陌生人消息"选项即可。 

不过这样也容易错失一些商机，建议卖家慎重选择。 

修改密码 

您可以点击 TradeMessenger 主界面中的"系统设置"，点击"修改域密码"选项，进行密码

修改，如图。 



 

登录历史 

您可以点击 TradeMessenger 主界面中的"系统设置"，点击"登录历史"选项，查询自己近

30 天的登录历史。如图： 



 

在线联系 

添加好友 

在您第一次使用，登录您的新帐号时，好友名单是空的，您如果要和其他人联系，必须要添

加好友。 

方法一 可以通过精确查找：如果您知道对方的会员名或邮箱，您可以直接通过查找输入相

应的信息进行查找，在帐号框中输入对方的会员名或邮箱，然后点击查找，（如下图） 



 

方法二 您还可以通过“按条件查找”添加好友。首先打开查找添加对话框，根据您自己的

要求，如城市、省份、性别、电话、姓名等方式进行筛选；（如下图） 



 

方法三 您还可以通过在中国制造网国际站上点击“Talk to m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该

联系人加为好友（如下图） 

 

找到感兴趣的联系人后，可以将对方加为好友，如果对方设定了需要通过身份验证才能添加

为好友的话，就需要对方接受请求后，您才能将对方加为好友。您可以在验证信息栏输入请



求文字点“确定”，请求对方通过验证。 

如果对方同意，系统会有提示，加入时可能需要选择一个组。当然也可能会被拒绝，表现为：

对方不给予通过身份验证或返回一个拒绝理由或者设置禁止任何人加为好友。 

点亮规则 

1. 只要有帐号在线（不区分主子帐号，不区分是客户端还是 web 端登录），展示厅首页、

产品商情目录列表页、产品商情详情页，产品关键词、目录搜索结果页等均点亮

TradeMessenger 图标 

2. 帐号在线判断标准：登录客户端，且状态是在线或登录 web 端且状态是在线。 

在线洽谈规则 

1、主、子帐号均可以登录 TradeMessenger，且可以同时在线。 

2、冻结状态的主账号可以登录 TradeMessenger，冻结状态的子账号不可以登录

TradeMessenger。 

3、买家按企业查找供应商时，主、子帐号均能被搜索出来。 

4、若对应某产品/商情的子账号（由主账号事先按照询盘分配规则设定）在线，则洽谈对象

为此子账号；若该子账号不在线，则判断主账号是否在线，若在线则与主账号洽谈，若主账

号不在线，则在剩余在线的子账号中随机选择一个作为洽谈方。 

聊天记录 

查看最近聊天记录 

打开与目标联系人的聊天窗口，点击"消息记录"按钮，您和此联系人的最近聊天记录就会显



示在聊天窗口的一侧，如图。 

 

查看本地聊天记录 

您可以在联系人列表中，右键点击目标联系人，选择"查看消息记录"来查看，如图。 



 

创建群组 

TradeMessenger 提供了群功能，您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工作群、生意群等进行群交流。 

登录 TradeMessenger，未创建或加入过任何群时，点击 “我的群”-“创建群”。 

友情提示：只有通过中国制造网国际站审核的供应商会员才有创建群的权限。 



 

黑名单 

在联系人列表中，右击目标联系人，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移至黑名单"选项，弹出是否确认

提示框，点击"确认"按钮后，则该联系人被移入黑名单，如图。 



 

举报功能 

TradeMessenger 提供了举报功能，您可以在会话窗口点击“举报”按钮提交举报申请，

如图： 



 

服务与支持 

服务协议 

在 您 使 用 TradeMessenger 前 。 请 仔 细 阅 读 以 下 协 议 。 以 下 协 议 适 用 于 所 有

TradeMessenger 用户，若您使用 TradeMessenger 提供的服务，您的使用行为将被视为

对以下协议全部内容的认可与接受。 

协议阅读地址：http://cn.trademessenger.com/about.hTradeMessengerl# 

http://cn.trademessenger.com/about.html


 

联系我们 

TradeMessenger 的成长离不开您的大力支持与关注，我们真诚地希望您在使用过程为我

们提供宝贵建议，您的需要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对 TradeMessenger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地址：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星火路软件大厦 A 座 

邮编：210061 

传真：+86-25-6667 0000 

电话：+86-25-6667 7777 

中国制造网，真诚为您服务！ 

http://www.made-in-china.com/aboutus/con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