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铺定制化装修使用手册

简介：本手册将为您介绍店铺定制化装修功能，如何设计以及常见问题解答。
适用站点：所有站点（TW站点此功能目前只开放给了部分卖家，其他6个站点均已开通
给所有卖家）
适用板块：店铺装饰
注意：此功能目前只在手机购物端展示！
更新日志:

更新内容 更新日期

发布中文版使用手册 2019.11.25

支持商店自动分类 202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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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定制化装修
功能介绍



4
4

店铺定制化装修功能为虾皮推出的全新功能！让您可以自由编排商店首页版面

并配合不同的主题活动，轻松打造专属于您的商店形象！

1.曝光商店活动
让您的活动及热销商品更容易被看

到

，并获得更多曝光

2.促进订单销售量
您可以将商品亮点展示在商店首页

中，增加被购买的机会

3. 增加商品浏览数
让买家更迅速搜寻到想要购买的商品

4. 提升商店形象
配合不同活动可自行编排商店首

页，提升商店形象和专业度

店铺定制化装修功能介绍

店铺定制化装修功能对您
的帮助

店铺定制化装修 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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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商店首页

使用店铺定制化装修功能的页面。注意：此
页面目前只在手机购物端展示！

👉自由设计版面及
曝光商品！

店铺定制化装修功能介绍

店铺定制化装修 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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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定制化装修
设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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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商店装饰页面后，点选立刻装饰您的商店>>

登入卖家中心→商店设定→商店装饰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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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边字段点选部分后，首先可以设定视频素材

● 视频为非必选素材，您可以根据自设
需求决定是否要新增至首页中商店装饰素材1 视频(非必选)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点选部分后可
以设定布置的
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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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最多只能设定一组，且视频需为YouTube视频网址

商店装饰素材1-1 视频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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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边字段点选部分后，可以设定滑动式图片(必选)和横幅(非必选)

商店装饰素材2 图片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横幅为非必选素材，您可
以根据自设需求决定是否要
新增至首页中

•滑动式图片为系统默认之必选
素材，意即您一定要设定此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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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式图片最多只能设定1组，最少需设定1张图片，最多可以设定6张 • 您可以选择要链接到
✔商品详情页面
✔店内分类

商店装饰素材2-1 滑动式图片(必选)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图片大小最大为 2 MB
•图片格式需为 JPG, JPEG, 
PNG档案
•建议尺寸为 1200 x 600 
像素

•图片选择完成后可以上
下移动调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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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幅最多只能设定一组，需上传2张图片

商店装饰素材2-2 横幅(非必选)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图片可以选择要链接到：
✔商品详情页面
✔店内分类

•图片大小最大为 2 MB
•图片格式需为 JPG, JPEG, 
PNG档案
•建议尺寸为 345 x 345像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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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字段点选部分后，可以视需求设定新增商品亮点区块，商品亮点即主打商品。

商店装饰素材3 商品亮点(非必选)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您可以根据需求决定是否
要新增商品亮点区块至首页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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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亮点可通过系统自动推荐或手动选择新增商店内商品，最多可以设定5组，每组商品亮点最少需上传 4 个商品
若发布后，商品被下架或删除，则不会显示该商品，但若商品售完库存=0时，仍会显示在商品亮点中

商店装饰素材3-1 商品亮点(非必选)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通过自动新增商店内商品
可依以下条件选择商品: 
•按最高销售额排序
•按最新上架排序
•按最低价格排序

通过手动新增商店内商品
•商品选择完成后，可以自由移动调整排
序
•若整组商品亮点只有 3 个商品可被显示
时，系统只会显示前 2 个商品
•若整组商品亮点小于 2 个商品可被显示，
则将隐藏整个商品亮点区块

•您可以自行设定商品亮
点区块的标题，最多30 个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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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字段点选部分后，可以设定新增商品 -按分类区块，此处可展示每个店内分类的热销商品。

商店装饰素材4 商品 - 按分类(必选)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商品 - 按分类为系统预设之
必选素材，意即您一定要设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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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商品 -按分类前，需事先前往卖家中心→我的商店分类进行设定
您最多可以设定5组商品 -按分类，而每组商品少要有 1 个商品才会显示于商店首页中
若正式发布后，商店分类被关闭或删除，则不会显示该商品 -按分类区块

•点选将跳出商店分类清单，选
择一个商店分类后即可储存

商店装饰素材4-1 商品 - 按分类(必选)

•您可以自行设定分类名称，
最多40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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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字段点选部分后，可以视需求设定新增图片分类列表区块，此处可展示店铺内的热门分类，并链接至对
应分类。

商店装饰素材6 图片分类列表(非必选)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您可以根据自设需求
决定是否要新增分类清
单区块至首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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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图片分类列表前，需事先前往卖家中心→我的商店分类进行设定
您最多可以设定1组图片分类清单，图片分类列表中可设定4~10个店内分类，至少要有4个商店分类才会显示
若正式发布后，店内分类被关闭或删除，则不会显示该店内分类

•点选后将跳出商店分类
清单，请选择一个商店
分类

•您可以自行设定
分类名称，最多
40个字

•图片大小最大为 2 MB
•图片格式需为 JPG, JPEG, 
PNG档案
•建议尺寸为 149 x 149像素

商店装饰素材6-1 图片分类列表(非必选)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19
19

素材皆设定完成后，可以先点选储存将您的商店首页设置储存
在发布之前可以先预览商店装饰，再将商店正式布置发布到商店首页

•发布成功后会出现系统通知讯息

素材设定完成后→先储存设定再选择预览或正式发布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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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想停用商店装饰功能，请前往卖家中心→我的商店→商店装饰的最下方将开关关闭
关闭时将跳出提示窗，选择确定便可停用店铺定制化装修

停止使用店铺定制化装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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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填充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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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资料中的图片和视频会自动填充到视频和滑动式图片部分

自动填充模板-视频和滑动式图片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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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生效（启用）的商店分类会被
自动放入“商品 -按分类”部分

自动填充模板-视频和滑动式图片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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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高的商品会被自动加入“商品亮点”部分

自动填充模板-商品亮点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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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装饰功能支持自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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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分类-启用商店自动分类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 途径: 商店（Shop）>商店分类（My shop category）

自动分类

虾皮分类

作用：被启用了的自动分类和Shopee分类，会自动在商店装饰中出现，供卖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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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分类-添加分类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 进入商店装饰（shop decoration）>>分类（Category）>>上传图片（Upload a picture）>>

选择我的商店分类（My shop category）>>选择您想要展示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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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分类-添加分类

店铺定制化装修设定教学

⚫ >>选择我的商店分类（My shop category）>>选择您想要展示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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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定制化装修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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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从卖家中心设定完店铺定制化装修后会显示在哪里?

A1 将显示于手机版网页及App的商店首页

Q2 发布店铺定制化装修样式后，还可以变回原本的商店首页样式吗?

A2 可以的，您可以随时关闭「使用商店装饰作为商店首页」的开关，即可恢复原本的商店首页样式

Q3 店铺定制化装修功能中的必填与非必填选项有甚么差别?

A3 若您要使用店铺定制化装修功能，至少一定要设定两个必选素材，即1组滑动式图片(至少要有1张图片)

和1组商品 -按分类。而非必选的素材则可以适您的需求决定是否要使用

常见问题

店铺定制化装修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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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若商品有设定折扣活动，可以显示在布置后的商店页面上吗?

A4 可以的，若商品在折扣活动期间，便会同步显示折扣卷标及折扣价格

Q5 已售完的商品还会显示在商品亮点专区中吗?

A5 会的，已售完的商品仍会显示在商品亮点专区中，但会注明已销售一空。只有被下架或删除商品不会

显示于专区

Q6 为什么我看不到这个功能？

A6 TW站点此功能目前只开放给了部分卖家，其他6个站点均已开通给所有卖家。

店铺定制化装修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Thank You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您的需求！

请点击此处或者

扫描二维码填写您的反馈

谢谢！

https://shopee.wjx.cn/jq/50481473.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