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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册客户端账号 

1．1 登录首页  

 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http://www.leeab.net 

 

 

 

1．2 注册账号 

 点击页面右上方的 注册 按钮：  

 

http://www.leea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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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录入注册信息 

 

 

1．4 激活账号 

注册成功后，会收到 N 封激活邮件，点击邮件中的 [点此激活账号]， 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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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客户端 

2．1 登录客户端 

 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 http://www.leeab.net， 点击右上角的 登 录 

 

 

2．2 登录系统 

 

 

 登录成功后会看到如下客户端的主页面： 

http://www.leeab.net/Demo/ma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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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配置发送参数 

2.3.1 充值 

 点击左边菜单栏下方的 [充值]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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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看到如下图的账号有效期信息 

 

 点击下方的 [充值] 按钮 

 

看到如下的充值页面 

 

 

 选择需要充值的平台 

 选择充值金额 

 输入支付宝交易号 

注意： 转账前请确认已经成功注册该平台账号; 转账时，请注明自己在 LeeAB 的账号，以便核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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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配置子平台 

   

 点击 按钮 ，进入如下子平台的配置页面 

 

 

 输入子平台名称，选择平台 

注意： 配置子平台前，请确保已经成功注册平台的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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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选平台不同，系统会自动跳出相关配置信息，相关信息的获取请参考各平台的指导手册，或

向平台客服人员咨询。下图为 Sendcloud 的配置页面 

 

 

依次输入平台的发送参数和发件人信息，其中发件人姓名和发件人 Email 会在邮件中显示。如不清

楚如何查找发送参数，可联系平台客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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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配置列表 

 

 点击  按钮： 

 

看到如下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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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列表名称，便于自己记忆 

 选择列表来源： 有的第三方平台支持在平台上预先导入邮件列表，如果 Sendcloud Mailgun，

则可以选择“来自第三方平台”， 也可以自己在 LeeAB 创建和管理邮件列表。 

 当选择“来自第三方平台”时，需要选择来自于哪个平台和平台列表的调用名称。 

注意： 是调用名称，不是名称，有的平台叫 alias address （如 mailgun）。 

当选择“从 LeeAB 导入”，需要通过上传文件的方式导入，目前支持txt 和 excel 的格式，具体

文件格式可参考右边的详细说明。 

 

 

2.3.4 配置模板 

 

 点击  按钮： 

 

在如下页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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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模板类型：邮件模板，或短信模板 

 输入模板名称，便于自己记忆 

 选择模板来源： 有的第三方平台支持在平台上预先编辑邮件模板，如果 Sendcloud Elastic，则

可以选择“来自第三方平台”， 也可以自己在 LeeAB 创建和管理邮件模板。 

 当选择“来自第三方平台”时，需要选择来自于哪个平台和平台列表的调用名称。 

注意： 当选择“来自第三方平台”是，注意是调用名称，不是名称。 

 当选择“在次录入”后，可在下方输入邮件的标题，邮件的内容，如果需要输入 html 格式的

邮件内容，需要先点击左上角 html 按钮后，再粘贴 html 的源代码。 

 隐形字符： 可以在每封邮件的结尾处增加白色的随机字符，确保每封邮件不一样。 

 插入参数，如用户姓名，电话，公司等，具体方式参考右边说明 

 插入退订链接，插入完毕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点此退订”超级链接，客户点击后，会在

列表中进行标识，以后发送时不再发送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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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发送邮件 

2.4.1. 邮件发送 

 

 选择左边菜单 [操作] 下的 [邮件发送] 

 

 在右边选择发送子平台， 选择完毕后，系统自动导入相应的列表信息和模板信息，选择收件人

列表，选择邮件模板，点击 [确定]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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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根据自己的发送策略，选择定时发送 

 

2.4.2 查看发送结果 

 

 选择左边菜单 [查询] 下的 [发送记录]， 查看近三个月的发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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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其他功能及说明 

2.5.1 短信发送 

  基本功能类似于邮件发送。 

2.5.2 邮件验证 

  只有列表在 LeeAB 管理的列表可以使用此功能 

2.5.3 对比测试 

当用户拥有多个不同子平台账号时，可以使用不同子平台账号，对同一个邮箱进行发送测试，以检

验各平台的投递情况，实现优化投递策略 

2.5.4 匹配规则 

当用户拥有不同子平台账号时，可根据投递策略的制定，配置不同域名的邮箱使用不同的账号发送，

比如 qq，foxmail 的邮箱使用 Sendcloud 发送， gmail， hotmail 邮箱使用 Amazon SES 发送， 

yahoo，sina 邮箱使用 mailgun 发送等。 具体策略需根据对比测试的结果进行调整 

2.5.5 充值查询 

  查询历史的充值记录，包括站长赠送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