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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设置 

1. 产品详细页面基本填写信息 

（1）标题，描述 

 

 



 

 

 

 

 

 

 

 

 

 

 

 

 

 

 

（2）添加产品图（产品图片统一 700*700px ，扩展名 png，背景透明方式），选择所属分

类 collection 

 

 

（3）价格，sku，库存监控 



 

（4）添加 color、size 变体 

点击 “add variant”，分别在 option name 和 option values 输入值 

 



 
点击每个变体的图片位置，上传封面图片。 

 

也可以点击 Edit 进去编辑，更换图片，价格，库存等信息。 



 

2.产品详细页面添加短描述属性、添加视频、如何添加 color 色块等： 

 

每个产品在后台添加短描述，火狐浏览器是没有这个功能，只能用 chrome 浏览器，可以

安装一个插件比较方便的在新建产品的时候一起设置，但这个种方法仅仅适用于 chrome

浏览器。首先安装插件如：http://shopifyfd.com/ ，或者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category/extensions?hl=en-US  

，可以直接在 chrome 上面搜索“Load ShopifyFD”名字， 

链接的插件安装成功会在右上角看到一个绿色加图标，如下： 

http://shopifyfd.com/


 

 

然后点击右上角看到一个绿色加图标，然后左边会出现如下内容： 

  

 

接着去对应（AirStation S Faster Wireless）产品点击如下: 

 

 

（1） 短标题属性(short_title) 

 



 Short_title 属性下面红色圈住部分固定写法如下，value 输入框填写的是要显示的内容： 

Namespace：custom_field 

Key：short_title 

Value：编辑内容进去。  

 

 

按 save 按钮保存属性，再按页面上方 save 保存页面，网站的产品页面就可以出现刚新建的

内容： 



 

 

 

后台点击下拉框出现我们刚建立的字段名称如下： 

 

 

 

点击上面圈住部分出现如下，红色部分可修改： 



 

 

（2） 橱窗中视频部分(video_link) 

 

 

vide_link 属性下面红色圈住部分固定写法如下，value 输入框填写的是要显示的内容： 

Namespace：custom_field 

Key：video_link 

Value：粘贴 youtube 对应视频的网址上的 ID 

例如：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dEZG2ceQ8 

 

 



 

 

按 save 按钮保存属性，再点击页面上方的 save 保存页面，网站的产品页面就可以出现刚新

建的内容： 



 

 

 

后台点击下拉框出现我们刚建立的字段名称如下： 

 

 

 

点击上面圈住部分出现如下，红色部分可修改： 



 
 

 

（3） 在颜色属性中显示色块  

在后台产品编辑页中，color 是作为 variants 的方式添加，例如 color 的值是 black， 

 

 

 

则事先准备一张色块图片（命名是两个单词的小写形式，如是两个单词则用 – 连接 ，如 

black-gold，扩展名是 jpg），上传到 shopify 存放文件的地方。 

 



  图片尺寸 30px*30px，扩展名 jpg 

 

找到 files 上传路径，然后上传图片。 

 
 

上传好这样的一张图片就可以，注意命名不要留空格，用‘-’连接，扩展名是 jpg 



 

 

 

网站色卡效果如下： 

按 save 按钮保存属性，再点击页面上方的 save 保存页面，网站的产品页面就可以出现刚新

建的内容： 

 

 

 

（4） 产品规格（featured_message） 

Featured_message 属性下面红色圈住部分固定写法如下，value 输入框填写的是要显示的

内容： 

Namespace：custom_field 

Key：featured_message 

Value：编辑内容进去。  



 

 

Value 的内容涉及一个代码模板：（可利用一下平台编辑后获取 html 

http://ueditor.baidu.com/website/onlinedemo.html?qq-pf-to=pcqq.c2c 使用参考《产品页

描述部分-图文组合》） 

 

 

<p> 

    <strong>Specifications</strong> 

</p> 

<table> 

    <tbody> 

        <tr class="firstRow"> 

            <td> 

                Battery Type: 

            </td> 

            <td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lithium polymer battery 

            </td> 

http://ueditor.baidu.com/website/onlinedemo.html?qq-pf-to=pcqq.c2c


        </tr> 

        <tr> 

            <td> 

                Capacity 

            </td> 

            <td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3.7VDC/10000mAh 

            </td> 

        </tr> 

        <tr> 

            <td> 

                Input: 

            </td> 

            <td> 

                5V-2A DC 

            </td> 

        </tr> 

        <tr> 

            <td> 

                Output: 

            </td> 

            <td> 

                5V-2.4A 

            </td> 

        </tr> 

        <tr> 

            <td> 

                Charging Time: 

            </td> 

            <td> 

                About 1.5-2 hours     (30W PD adapter) 

            </td> 

        </tr> 

        <tr> 

            <td> 

                  

            </td> 

            <td> 

                About 3.5-4 hours     (2.4A adapter) 

            </td> 

        </tr> 

        <tr> 

            <td colspan="1" rowspan="1"></td> 

            <td colspan="1" rowspa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About 8 hours           (1A adapter) 

            </td> 

        </tr> 

        <tr> 

            <td colspan="1" rowspa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USB C input /output (supporting PD) 

            </td> 

            <td colspan="1" rowspa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5V/3A、9V/2A、12V/2A、15V(14.5V)/2A（Max：30W）DC 

            </td> 

        </tr> 

        <tr> 

            <td colspan="1" rowspa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Working Temperature 

            </td> 

            <td colspan="1" rowspa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0℃~45℃ 

            </td> 

        </tr> 

        <tr> 

            <td colspan="1" rowspa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Storage Temperature 

            </td> 

            <td colspan="1" rowspa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20℃-45℃ 

            </td> 

        </tr> 

        <tr> 

            <td colspan="1" rowspa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Size 

            </td> 

            <td colspan="1" rowspa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134.6*72.4*19mm 

            </td> 

        </tr> 

        <tr> 

            <td colspan="1" rowspa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Weight 

            </td> 

            <td colspan="1" rowspa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255g 

            </td> 

        </tr> 

        <tr> 



            <td colspan="1" rowspa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Available Colors 

            </td> 

            <td colspan="1" rowspa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White / Black 

            </td> 

        </tr> 

        <tr> 

            <td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Battery Model 

            </td> 

            <td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KPL706090 5000mAh 2PCS 

            </td> 

        </tr> 

    </tbody> 

</table> 

<p></p> 

<hr/> 

<p></p> 

<p> 

    <a 

href="https://cdn.shopify.com/s/files/1/0012/4708/4646/files/PowerBag_Pro.pdf?140054201

43841851400" target="_blank"><img 

src="https://cdn.shopify.com/s/files/1/0012/4708/4646/files/download-

icon.png?14005420143841851400"/></a> 

</p>     

 

 

 

按 save 按钮保存属性，再按页面上方 save 保存页面，网站的产品页面就可以出现刚新建的

内容： 



 

 

 

后台点击下拉框出现我们刚建立的字段名称如下： 

 
 

 

点击上面圈住部分出现如下，红色部分可修改： 



 

 

 

 

在编辑器上，利用添加链接、删除链接按钮，给 download 按钮添加文件的链接。 

 

更换链接后，注意勾选一下“是否在新窗口打开”。 



 

（5） 产品页描述部分-底部本地视频（product_bottom_video）  

找到 settings->files ，上传视频媒体（扩展名是 mp4，需提前压缩到尽量小，尽量在 2M 以

内） 

 
把上传好的 mp4 文件的 url 复制下来。 



 

 

 

Featured_message 属性下面红色圈住部分固定写法如下，value 输入框填写的是要显示的

内容： 

Namespace：custom_field 

Key：product_bottom_video 

Value：粘贴需要的 mp4 的 url。  

 

 



 

按 save 保存属性，再点击页面上方的 save 保存页面，网站的产品页面就可以出现刚新建的

内容： 

 

 

 

后台点击下拉框出现我们刚建立的字段名称如下： 

 

 

 

点击上面圈住部分出现如下，红色部分可修改： 

 

 



 

 

 

（6） 短描述属性 (short_desc) 

 

 short_desc 属性下面红色圈住部分固定写法如下，value 输入框填写的是要显示的内容： 

 

Namespace：custom_field 

Key：short_desc 

Value：编辑内容进去。  



 

 

按 save 按钮保存属性，再按页面上方 save 保存页面，网站的产品页面就可以出现刚新建的

内容： 

 

 



 

后台点击下拉框出现我们刚建立的字段名称如下： 

 

 

 

点击上面圈住部分出现如下，红色部分可修改： 

 
 

（7） 产品页描述部分-图片轮播图 

轮播图最多显示 4 张图片，每张图片都需要设置一个属性，以下以第一张为例子。 

Slide01 属性下面红色圈住部分固定写法如下，value 输入框填写的是要显示的内容： 

 



Namespace：custom_field 

Key：slide01 

Value：粘贴图片链接。 

 

 

 

图片链接可以是其他网站的图片链接，最好是本地上传的图片（找到 settings->files ，上传

图片，尺寸长度 1360px，高度 700px。） 

 

 



 

Slide01 如果需要添加链接，则需要另外添加一个自定义属性。 

 

Namespace：custom_field 

Key：slide01_link 

Value：粘贴跳转的网址链接。 

 

 
 

另外 3 个的写法如下： 

Namespace：custom_field 

Key：slide02 

Value：粘贴图片链接。 

 

 

Namespace：custom_field 

Key：slide02_link 

Value：粘贴跳转的网址链接。 

 

 

----------------------------------------- 

 

 

Namespace：custom_field 

Key：slide03 



Value：粘贴图片链接。 

 

 

Namespace：custom_field 

Key：slide03_link 

Value：粘贴跳转的网址链接。 

 

 

----------------------------------------- 

 

Namespace：custom_field 

Key：slide04 

Value：粘贴图片链接。 

 

 

Namespace：custom_field 

Key：slide04_link 

Value：粘贴跳转的网址链接。 

 

----------------------------------------- 

 

 

 

效果图： 

 



（8） 产品页描述部分-图文组合 

参考链接：https://zikko-tech.myshopify.com/pages/custom-product-description 

 

把对应模块粘贴到下方的在线编辑工具上，点击图片更改链接。 

 

http://ueditor.baidu.com/website/onlinedemo.html?qq-pf-to=pcqq.c2c 

 

在线编辑器使用方法： 

1. 点击工具栏左上角 HTML 的工具，然后把要使用到的代码粘贴在编辑面板上。

 

 

2. 再次点击工具栏左上角的 HTML 工具，返回可视化界面，单击图片选定后，点击工具

栏上的“多图上传”工具 

 

https://zikko-tech.myshopify.com/pages/custom-product-description
http://ueditor.baidu.com/website/onlinedemo.html?qq-pf-to=pcqq.c2c


 

图片预先上传到网站后台 settings->files,然后获取对应的图片链接。 

 

 

把链接粘贴到在线工具的“多图上传”，替换原来的图片地址，删除默认的图片大小(响

应式需要，不然手机端不会自动缩小)。 

 
 



替换图片后，点击确定，再返回 HTML 界面，把代码复制，粘贴到对应的产品描述部分 

 

 

粘贴代码到网站后台对应的产品描述编辑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