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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在商品详情页上修改信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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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告诉您如何在与其他卖家共享
的商品详情页上进行建议修改！

简介



01
概览



01 概览 05

酷澎商品信息不同于价格，库存和配送信息，它不可以被
卖家设置为不同的信息。
它指的是在提供相同产品的卖家之间共享的诸如“商品名
称”或“品牌”之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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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澎商品信息是酷澎搜索引擎中以及顾客搜索商品时使用的
数据。
酷澎商品信息越准确，顾客发现您商品的可能性就越高。

01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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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上传Excel文件来对多个商品进行批量建议修改，也可
以在WING>商品查看/编辑菜单中逐一进行修改。

或

01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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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卖家都可以自由建议更好的酷澎商品信息。在卖家建议的信
息中，酷澎会在“商品详情信息”页面中显示其中最佳的信息。

01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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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建议修改的
酷澎商品信息

基本商品信息:  

购买属性信息:

搜索选项信息:  

其它信息:

商品名称，品牌，制造商，搜索词

购买属性值，主图

（仅在“单个商品修改”菜单中）

搜索选项值

型号信息，条形码，是否是成人商品

您可以对所有酷澎商品信息申请修改，包括表格中的商品名
称，品牌，购买属性，搜索选项和条形码等。

01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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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Excel文
件进行建议

修改



02-1
下载/上传
Excel文件



02-1 下载/上传Excel文件 12

在进行建议修改前请记住!

! 您只可以对酷澎批准的商品进行建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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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选择要修改信息的商品，点击[下载
Excel]按钮。

✔ 单击商品复选框修改信息，然后在WING>商品
管理中点击[下载Excel]按钮
>商品查看/编辑菜单。

✔ 您可以通过点击[下载Excel]按钮，下载所
有商品的文件，而无需点击复选框。

02-1 下载/上传Exce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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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选择要申请修改的商品，点击[申请]
按钮。

✔ 点击酷澎商品信息项的复选框申请修改，然
后单击[申请]按钮。

✔ 您可以通过同时优化许多商品信息来更有效地
提高商品被发现的概率。

02-1 下载/上传Excel文件



15

03
在Excel下载列表中下载Excel文档。

✔ Excel下载列表中的状态更改为“文件已创建”后，
点击[下载]按钮下载Excel文件。

✔ 根据商品数量，文件创建需要一些时间。创建完
成之前状态会显示为“文件正在创建中” 。

02-1 下载/上传Exce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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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打开已下载的Excel文件，查看指
南并修改信息。

✔ 打开Excel文件时，可以在“模板”表中更改信息，
并在“帮助”表中找到指南，了解如何进行更改。

✔ 您只能在白色单元格中更改信息，而不能在灰
色单元格中更改信息。在白色单元格中更改信息
并保存文件。

02-1 下载/上传Excel文件



✔ 显示商品名:以“品牌+商品名称+商品群”的格式对商品名进行建议修改。

✔ 制造商:输入实际生产该商品的制造商的名称。

✔ 品牌: 输入商品所属的品牌名称（如果没有，则输入制造商名称）。

✔ 搜索词:您可以使用逗号隔开，输入1-40个词。（例如：耐寒，运动鞋，冬季）

✔ 是否是成人商品:成人商品选择Y，非成人商品选择N。

✔ 购买属性信息:购买属性是顾客在购买时选择的属性。

当您想更改酷澎设置的“购买属性”时，可以建议适当的值。您建议的值显示在购

买属性的“注册商品名”列中。

✔ 搜索选项信息:当顾客搜索商品时，搜索选项用作搜索引擎或过滤器信息。

输入的搜索选项越多，被发现的可能性越大。请尽可能多地建议

适当的值。

✔ 型号:输入商品的唯一型号。

✔ 条形码:输入有效的商品标准产品代码。

1702-1 下载/上传Exce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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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返回WING上传您修改的Excel文
件。

✔ 返回WING>商品管理>商品查看/编辑，点击
[上传Excel]按钮。

02-1 下载/上传Exce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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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在弹窗中选择酷澎商品信息，并上传
Excel文件。

✔ 弹出上传窗口时，选择“酷澎商品信息”，点
击[添加附件]按钮，添加修改后的Excel文件，然
后点击[申请修改]按钮。

02-1 下载/上传Exce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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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确认失败原因，修改后重新上传文件。

✔ 您可以在Excel上传列表中查看上传状态，申请
的总数和成功/失败数。

✔ 如果看到有上传失败的，点击[下载失败原
因]下载列表。

✔ 在Excel文件中检查失败原因，修改后保存并
再次上传。

02-1 下载/上传Excel文件



02-2
恢复

建议修改



02-2 恢复建议修改 22

01
您可在每个商品的查看/编辑页面看
到您建议的修改。

✔ 您可以通过在WING>商品管理>商品查看/编
辑菜单中，点击已上传的商品名称来进入商品查
看/编辑页面。

✔ 您可以在“商品查看/编辑”页面中恢复建议的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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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如果包含很多属性，您可以按
顺序排列它们。

✔ 如果您在“设置选项”中推送一种购买属性类型
（例如颜色），则会显示向上和向下箭头。
点击箭头，即可按顺序排列。

02-2 恢复建议修改



03
在WING上
进行建议修改



在进行建议修改前请记住!

✔ 您只可以对酷澎批准的商品进行建议修改。
(批准后，一个属性ID只对应一个商品生成。)

03 在WING上进行建议修改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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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您可在每个商品的查看/编辑页面看到
您建议的修改。

! 您可以通过在WING>商品管理>商品查看/编辑菜
单中，点击已上传的商品名称来恢复修改。

03 在WING上进行建议修改



27

02
您可以修改商品名。

✔ 您可以在“1.基本信息”中修改品牌，商品，商品群以
及制造商。

✔ 但您无法修改通过商品匹配上传的商品名称，品
牌和商品群。

03 在WING上进行建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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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您可以修改搜索词。

✔ 您可以在“ 2.搜索词”中修改或添加搜索词（最多
40个词，不可重复）

03 在WING上进行建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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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您可以修改主图，条形码和型号等。

✔您可以在“ 3.购买属性”>“设置选项”中修改主图，条
形码或型号等。

03 在WING上进行建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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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您可以新增购买属性。

✔ 在“ 3.购买属性”中添加购买属性，然后点击
[设置选项]按钮，这些项目将添加到“ 4.属性显
示信息”中。

✔ 您可以为新增的购买属性添加搜索选项。

03 在WING上进行建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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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您可以修改购买属性。

✔ 您可以在“ 3.购买属性”中修改购买属性。在黄
色标记的其它属性项中输入值。

✔ 当该商品具有多个显示商品ID时，将显示多
个标签，因为它们会显示在多个销售页面上。

✔ 您必须输入标记为必填（*）的属性类型，并
且不能修改已停用的属性类型。

03 在WING上进行建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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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您可以新增/修改搜索选项。

✔ 您可以在“ 4.选项显示信息”中添加或修改搜索选项。

✔ 搜索选项在酷澎搜索引擎中充当过滤器，使您的商
品有更多机会暴露给客户。

✔ 您无法修改已停用的选项类型。

03 在WING上进行建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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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您可以修改成人商品设置。

✔ 您可以在“ 5.设置信息”中修改成人商品的设置。但成
人商品的设置可以会被酷澎修改。

03 在WING上进行建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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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修改后，点击[申请修改]按钮。

✔ 修改后，点击页面底部的[申请修改]按钮。

✔ 您建议修改的信息最迟3小时内即可显示在销售
页面上。

✔ 酷澎系统会审核卖家提出的所有信息，并从中
选择最佳的信息显示出来。

03 在WING上进行建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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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s



FAQs

Q1.我申请修改的信息什么时候可以显示?
点击WING>商品管理>商品查看/编辑菜单中的[申请修改]按钮，弹窗中显示“您的申请已成功提交”之后3小时内，该信
息即可显示出来。

Q2.为什么我申请修改的信息没有显示?
酷澎系统会审核卖家提出的所有信息，并从中选择最佳的信息显示。如果其他卖家提议了更好的商品信息，则可能不会
显示您的信息。

Q3.如何修改销售页面上显示的商品名?

1.您可以直接在WING>商品管理>商品查看/编辑中对其进行更改，也可以通过下载Excel文件对其进行更改。

根据指南手册，按照“品牌+商品名+（商品群）”的格式在“ 1.基本信息”标签中更改商品名，显示商品名的预览

也会相应地更改。点击页面底部的[申请修改]按钮，如果该建议被酷澎系统选中，则将在3个小时内显示。

要使用Excel进行更改，根据指南手册，按照“品牌+商品名+（商品群）”的格式在“ 2.显示商品名”标签中更改

商品名，然后保存并上传文件。如果该建议被酷澎系统选中，则将在3个小时内显示。

36



FAQs
Q4.注册商品名和显示商品名有什么区别，如何修改?
注册商品名是卖家在上传商品时可以自由输入的商品名。它仅显示在商品订单上，而不显示在酷澎销售页面。显示商品名以“品
牌+商品名+商品群”的格式显示在销售页面上。在“批准”之后修改的注册商品名仅显示在“商品订单”中，而不显示在“显示商品

名”中。因此，如果要更改在销售页面上显示的“显示商品名”，您可以直接在WING>商品管理>商品查看/编辑中进行更改，也
可以通过下载Excel文件来进行更改。（参考问题3的答案。）

Q5.我上传了Excel文件但失败了，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无法上传文件，则可以通过点击[失败原因]来下载上传失败的文件。检查标红的失败原因并修改。（例如：***失败原因：

最多只可输入50个字符***）

Q6.是否必须填写其它选项?
其它选项并非必须填写。但这一项将帮助您的商品吸引更多的顾客。

Q7.要求上说只能输入“数字+单位”组合作为属性/选项值，我该怎么做?
请以“数字+单位”的组合添加购买属性或搜索选项。在“数量+单位”组合中输入的属性/选项值会以单价（例如：100韩元
/件）显示，以向顾客提供更清晰的信息。

37



谢谢

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