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费促销使用手册

简介：本手册将为您介绍如何设置运费促销

适用板块：运营推广

适用站点：所有站点

适用卖家：所有卖家

更新日志:

更新内容 更新日期

发布中文版使用手册 2020.03.20
适用卖家拓展到所有卖家 2020.05.11
P5: 增加运费促销在前台的展示 202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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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运费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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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运费促销

       运费促销是指卖家可以自行设定运费折扣，当买家在您的卖场购买金额达到某一

个或几个固定额度后，运费金额可以设置一定的优惠。通过设置运费促销，可以帮助

您的卖场可以吸引更多买家。

1. 单一固定运费：例如运费为$X
2. 多梯度运费

2.1 固定运费：例如0-25收取$2，26-50收取$1，50以上免运费

2.2 运费补贴：例如0-25补贴$1，26-50补贴$2
2.3 免运费：例如最低消费30，免运费

注：固定运费目前只有TW站点可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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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运费促销

前台显示如图

注意： free shipping 可以是卖

家设置的运费促销，同时也可

能是平台的统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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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运费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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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导览

步骤 一

登录卖家

中心

步骤 二

营销中心>运费

促销

步骤 三

立即创建

步骤 四

新增运费促销

步骤 五

编辑我的运费
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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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卖家中心

输入用户名/密码 → 登录卖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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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销中心>运费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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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的运费促销>立即创建



1111
11Shopee大学（前往Shopee.cn了解更多）

4. 新增运费促销-名称/时间创建
    1.  促销名称

• 最多20个字符

• 如果尝试输入超过20个字符，将出现错误信息 

“输入字符长度不应超过20”

     2. 促销开始/结束时间 

a. 无限制(默认)

• 促销将永久生效(30年服务器限制)

b. 所选的促销期间

• 在选择器内选择开始/结束时间

• 促销仅会在所选日期内生效

• 时间段不能为空 （如果空白，将显示错误信

息：“此栏不能空白”）

• 最长时间限制: 5 年（超出5年限制的日期无

法选择）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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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增运费促销-渠道设置

4. 不可用渠道

• 同一时间，同一运输渠道，只能有唯一

一个运费促销生效。否则会产生冲突，

此促销将运用于整个店铺。同期已在其

它促销中生效的运输渠道将不可用。

将鼠标悬停在禁用渠道上，可查看详细

信息 (# 多渠道重叠促销；重叠促销名

称）

Note：将根据所选时间段重新筛选适用渠道

，并禁用不适用于当前时间段的渠道

• 点击保存，将出现提示：  “根据您的新促

销期间，请查看已更新的适用运送渠

道.”
3. 在设置完促销期限后, 只能选择该时间段内可用的运输渠道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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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增运费促销-运费设置-TW站点

   5. TW站点：固定运费

卖家根据不同的最低

消费，以统一费率设置

单层或多层运费

i.e.最低消费 $X,运费 
$Y
• 每项促销最多三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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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增运费促销-运费设置-非TW站点     6. 非TW站点：运费补贴/免运

• 根据不同最低消费，设置单层

或多层运费，提供运费补贴或

免运 i.e.最低消费. $X, 运费$Y
• 每项促销最多三层

注意: 多层运费可根据不同最低消费

金额向买家提供相应的运费补贴

例：

Tier 1: 最低消费 $10, 运费 $2；
Tier 2: 最低消费$15, 运费 $1；
Tier 3: 最低消费 $20,免运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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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增运费促销-储存
7. 系统将检查所有输入项，通过则

会保存成功

• 当所有输入项确认无误后，将会

出现弹窗：“一旦确认运费促销后

，您只能缩短促销期间以免影响

其他促销”
• 点击取消，将退出促销设置，所

有未保存信息将丢失。

点击储存后，系统将自动检查

8. 如果检查未通过，相应的

输入框将出现错误信息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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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的运费促销-标题

1. 进行中的活动

• 显示处于促销时间段内的活动

• 促销顺序按开始时间升序排列

2 .接下来的活动

• 显示还未开始的运费促销

• 促销顺序按开始时间升序排列

3. 已过期

• 显示已经结束的运费促销

• 促销顺序按开始时间降序排列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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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的运费促销-标题/运送渠道
   4.  标题栏

• 促销名称(最多20个字符)

• 状态 (进行中/即将开始/已过期)

• 促销期间

• 运送渠道

• 运费

• 操作

    5. 运送渠道名称及标志

• 默认展示三个渠道

a. 如果超过三个渠道，点击“更多适用渠道”，以

展示下拉列表

b. 点击“收起X个适用渠道”, 以收起下拉列表，

回到默认状态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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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的运费促销-按钮 6. 运费

• 数据与促销设置同步

7. 操作

• 进行中的活动

编辑: 只能缩短结束时间，或者编辑促销名称

结束: 可立即结束该促销，状态将变更为”已过期“

• 即将开始

编辑: 所有字段均可编辑，时间类型除外

结束:可立即结束该促销，状态将变更为“已过期”

• 已过期

查看: 查看促销详情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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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的运费促销-创建错误信息提示
     8. 创建

在以下两种情况，“创建”按钮变灰，出现

错误提示：

• 所有运输渠道不可用

错误信息： “目前所有运送渠道已关闭，

请在我的物流上开启运送渠道。”

• 即将开始”促销总数达到100
错误信息 “运费促销数量已达上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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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的运费促销-编辑

9. 创建/编辑促销时，不可用的

运输渠道会变灰

• 当运输渠道在同时间段已经

有对应的运费促销时，该渠道

不可用。在创建/编辑运费促

销时，对应的不可用渠道会变

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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