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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zolve簡介 
Rezolve™是一個突破性的 移動媒合 和 移動商務 （M-商務）管道，這個管道允許 商家 （例
如零售商，品牌和促銷商）通過消費者的個人移動設備（如手機和平板）進行媒合並且出售
商品給 消費者。在Rezolve環境中，消費者探索與瀏覽您的優惠和產品，這樣的互動引導和
鼓勵他們購買；過程簡單、愉快，只需只需輕點幾下他們的移動設備。 

Rezolve創建一個強大的新的媒合和銷售管道，幫助商家提高他們與消費者的互動，提升銷售
額，這個觀眾群的數量可能比傳統的銷售渠道（如店內、電話行銷和網絡電子商務銷售）更
廣大。今天的消費者是可透過移動網路連接的，Rezolve讓你在他們的掌心接觸到他們，無論
他們在何時何處。 

Rezolve的主要組成部分包括： 

● 一個 消費者的移動應用 （APP）：消費者從蘋果App Store或者谷歌Play商店下載
並安裝在他們的移動設備。  

● 一個 商家後台 （MP），該商戶使用管理的重要方面他們Rezolve通道。 

本用戶指南將幫助您了解MP的基本知識，並開始使用Rezolve商家後台，您可以由此可以進
入移動電子商務的世界，在此令人興奮的世界中開始連接並出售給廣大的移動消費者。 

 

2 使用本用戶指南 
本用戶指南伴隨Rezolve商家後台1.5版。 

使用本指南作為入門的學習工具，當您在Rezolve系統執行日常工作時，這份手冊也可作為一
份快速參考小寶典。 

3 商家後台 
商家後台用戶界面可在桌上型電腦，筆電和平板使用。商家後台需在在適當的螢幕環境下執
行任務，所以不建議在小於平板的行動裝置介面上進行操作。 

只要試過幾次，你就能更熟悉MP的操作，以下是幾個你將開始熟悉的關鍵內容： 

● 主選單 
● 一覽表/績效表 
● 產品和分類 
● 屬性及屬性設置 
● Shoppable廣告 
● 稅務規則＆價格 
● 運輸規則 
● 銷售訂單 
● 報告 
● 匯出和匯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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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本指南無法找到你需要的內容，請參閱標題的部分 尋求幫助，向您的Rezolve服務
供應商取得聯繫。 

 

4 簡介商家後台 
你的商家後台是受到密碼保護的，你可以設置產品，促銷，管理訂單，並管理與您的Rezolve
店內相關的事務。所有基本配置任務和倉儲管理都是從商家後台進行。  

：在商家後台你可以做到以下事情 

● 在一覽表/績效表（關鍵績效指標）可以查看目前最佳指標 
● 查看和管理您的產品和產品分類 
● 查看和管理Shoppable廣告 
● 查看和管理你的銷售訂單 
● 執行和匯出各種報表 

你可以透過個人電腦和平板電腦的瀏覽器（參見系統需求）進入商家後台，而不需要安裝安
裝任何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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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先從展示兩個主要MP頁面開始： 

 

登入頁面 -登入前，你在MP看到的第一個畫面 

 

 

登入後會看到的第一個畫面 -一覽表/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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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入您的商家後台 
你需要登入才能執行商家後台的功能： 

1. 在您的電腦或平板電腦上打開Web瀏覽器 
2. 在Web瀏覽器的地址欄中鍵入您專屬的MP URL 
3. 等待MP登入頁面載入 
4. 在欄位中輸入您的用戶名和密碼 
5. 點選 登入 

 

登錄頁面 

您的 Rezolve服務供應商 將提供給您商家後台網址，和一組由用戶名和密碼的組成的登入資
訊。這些是你的專屬資訊，請務必注意資訊保密及安全性。 

 

為了幫助你記住： 

你可以在這裡寫下你的MP網址 
：...................................................................................................... 

你可以寫下你的用戶名 ：...................................................................................................... 

（我們建議您 不要寫下密碼 。在不要在在同一個地方紀錄你的網址和用戶名，請記住您的
密碼，或記錄在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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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保你的後台網址和憑證不外洩，這能確保只有你能夠進入後台進行操作。 

 

如果你忘記你的MP網址或登入資訊，或者如果您認為有未經授權人士
可能知道它們了，你應該與支援中心聯絡，重置您的登入資訊。 

 

6 用戶界面 
商家後台用戶界面可在桌上型電腦，筆電和平板使用。商家後台需在在適當的螢幕環境下執
行任務，所以不建議在小於平板的行動裝置介面上進行操作。 

只要試過幾次，你就能更熟悉MP的操作；以下是幾個你將開始熟悉的關鍵內容： 

 

在幾次使用後，您就會更熟悉商家後台，並幫助你更快熟悉您將在後台遇到的一些關鍵的用
戶界面功能。你會發現這些功能會持續的協助後台操作。 

一些最重要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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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主選單 

你可以在主選單中導航到MP的不同功能。主選單在所有MP頁面的左邊。 

菜單選項 

 

 
 

主選單 

你可以在左側的主選單和彈出選單中找到所有常
用功能。 

 

 
 

一覽表  

一覽表提供一個商店銷售和客戶活動的簡要概述
，也是登入到後台的第一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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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  

銷售選單，你可以找到有關訂單的一切。  

 

 
 

行銷 

在行銷選單中，您可以查看和創建Shoppable廣告
，消費者可以用他們的移動設備對這些廣告進行
掃描、瀏覽和購買產品。 

 

 
 

產品  

你可以在產品選單管理你的產品目錄和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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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高級 

進階選單展包含以下的進一步主選單選項。 

 

 
 

報告  

報告選單提供一些業績報告。  

 

 
 

商店  

商店選單中包含可用來配置和維護你的商店的主
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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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你可以在系統菜單中使用如產品匯出匯入的高級/
進階功能 

 

6.2 工作空間 

工作空間是使用MP時的的主要介面。例如，目錄工作空間是您管理產品和分類的介面。 

 

編目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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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網格 

在MP工作區中，有一個可以讓你管理顯示數據方式的功能，我們稱之為網格。網格中的每
個欄位可以控制表格排序方式。當前的排列順序會在該欄位中以上下箭頭方向顯示升序或降
序。 

您可以指定哪些欄位要顯示在網格中，並將其拖入不同的位置。您也可以將不同的欄位組合
儲存為一個以後可以使用的視圖。 

 

網格（產品網格）：顯示過濾器和列進行排序 

Action/操作 欄位顯示的是你可以對該行資料操作的功能。 

6.4 網格控件 

主要可用以使用的功能有網格排序、過濾、分頁、應用操作、以及匯出工具： 

排序 - 每個列的表頭可以對表格進行排序。只需點擊標題即可進行排序，再次單擊則
可以反向排序。  

過濾器 - 過濾器可以幫你篩選出特定的資料。有些過濾器有一個輸入框，你可以簡單
地輸入你要查找的值來篩選資料。 

分頁 - 分頁控件用於查看在其他頁面的資料。通常你可以選擇你想要顯示多少行，你
可以向前和向後翻頁。 

 

© Rezolve Inc. 2017 
Rezolve User Guide _ Merchant Portal v1.5 _ 

v1.1 (en_US).docx 
Page 14 of 118 

 



 

操作 這個功能可供你對特定紀錄進行操作，將要操作的資料行勾選起來，選取要操
作的選項即可。你也可以使用大宗操作功能來對多筆資料進行操作。 

大宗操作 這個可供你對多筆特定紀錄進行操作。有以下幾種選項：全選/取消全選，
選擇可見/取消選擇可見；選取好資料後，選擇你要進行的操作即可。 

匯出 - 有些網格還提供了匯出在網格中顯示的資料。在大多數情況下，匯出的格式包
括CSV和XML。  

6.5 網格佈局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更改顯示的欄位。新的佈局可以被保存為一個“網格視圖”。 

要改變在網格中顯示的欄 

1. 點擊  欄  控制。然後執行以下操作： 
a. 勾選你要添加到網格中的欄位的複選框 
b. 反選取你不要在網格中顯示的欄位的複選框。 

2. 記得向下滾動才能看到所有的可用欄位。  

要移動欄 

1. 點擊表頭不放。 
2. 拖動整列到新的位置，然後鬆開。  

要移動行 

1. 點擊該行不放。 
2. 將該行拖動到新的位置，然後鬆開。 

（此功能僅在某些網格提供，例如：改變產品選項的順序） 

要保存網格視圖 

1. 點擊  查看  控制器。然後點擊  保存當前視圖 。 
2. 為該視圖輸入一個名稱。 
3. 然後單擊箭頭以保存所有更改。 
4. 該視圖的名稱會顯示為當前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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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視圖 

1. 點擊  查看  控制器。然後執行下列操作之一：  
a. 要使用不同的視圖，點擊視圖的名稱。 
b. 要更改視圖的名稱，點擊編輯圖標，然後更新名稱。  

6.6 操作控件  
當要操作網格內顯示的一筆或多筆資料時，你可以使用操作控制來進行。可以使用的操作選
項會依資料類型而異。例如，當資料是產品時，您可以使用操作控制更新選定的產品屬性，
將商品狀態由“未啟用”改成“已啟用”，或從資料庫中刪除記錄。 

你可以盡可能多的修改，然後一次更新記錄。這比單獨更改每個產品的設置更有效率。  

可用的操作會因選擇的操作而有所不同。例如，當要改變數筆記錄的狀態時，一個狀態框會
在操作的旁邊顯示其他選項。 

6.7 部分 

一些工作區被分為若干部分。”部分“被用於管理大量數據或較長的表單。 

 

部分：注意並在新產品的工作區的“圖片和視頻”以及“配置”部分。類似的資料欄位會被放在
相同的部分中，以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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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部分“可以幫助你簡單的看到相關的資料或動作。 

 

7 一覽表 
一覽表工作區通常是當你登入到MP後出現的第一個畫面，它提供了銷售和客戶活動的簡要
概述。 

 

儀表板工作區 

左邊的塊提供開店以來的銷售，平均訂單金額，和近期訂單的快照。 

該曲線圖顯示選定的時間範圍內的訂單和金額。您可以使用圖表上方的兩個頁籤進行切換，
也可以使用下拉選單來選擇圖中的日期範圍。 

下面的頁籤提供給最暢銷的產品、新的、和最活躍的客戶的快速視檢視。  

 

8 管理產品和分類 
在產品目錄下可以輕鬆使用產品創造和分類管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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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菜單 

菜單選項 

 

 
目錄工作區 

目錄 

目錄是所有你的產品的總稱。您可以在這裡
創建和編輯產品以及產品信息。 

單擊  目錄  彈出目錄，進入 目錄的工作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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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工作區 

分類  

分類可用來組織產品，讓消費者很容易的瀏
覽和找到他們所需要的商品。您可以在這裡
創建和管理分類結構，這是你的商店的導航
基礎。 

單擊  分類  彈出目錄去 分類工作區。 

 

8.1 目錄區  

工作目錄窗格會顯示你的產品在產品格中。它列出目錄中的所有產品。使用標準控制功能進
行排序和過濾列表、找到產品，並使用「行動」來選擇產品。 

 

目錄工作區，展示產品網格 

 

你也可以點選Worklspace頂部的  添加產品  按鈕來創建新產品，並且你可以通過點擊網格相
應行中的 編輯 來編輯現有產品。 

點擊  添加產品   或  編輯  進入 產品的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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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產品區 

產品工作區是當你創建一個新的產品或修改現有的產品時會看到頁面。該網頁是由多個編輯
資訊的章節組成，如圖所示（您可以看影像和配置的章節在靠近頁面底部）： 

 

產品工作區 

 

當你創建或編輯產品時最重要的幾個章節 

基本信息 本節顯示必須呈現給消費者的產品基本信
息。 

內容 您可以在本節創建要介紹給消費者的產品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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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和視頻 

 

你在這節添加產品圖片。 

（目前尚未提供產品視頻功能） 

配置 當創建一個可配置產品時，你可以在這節選
擇或創建有不同選擇的簡單產品，創建的產

品組合將會以可配置產品的方式呈現。 

規劃中的功能 

Rezolve MP中包括一些即將在未來陸續發布在消費者APP中的先進的功能，這些都是目前不
支援的功能，你可以不需輸入資料。 

● 搜索引擎優化 
● 相關產品，向上銷售和交叉銷售 
● 定制選項 
● 產品網站 
● 設計 
● 期約更新設計 
● 禮品選擇 
● 可下載資訊 

8.3 關於產品類型 
在本章中，您將學習如何創建每種類型的產品： 簡單產品 以及 可配置產品。 

簡單產品 

簡單產品 不會具有消費者可選擇的選項（例如：只有一個款式，大小和顏色的服裝產

品）。創建一個簡單產品後，它就可供消費者看到和購買。一個簡單產品的例子可能是：一
對黑色、單一尺寸的手套。簡單產品也是可配置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 

讓我們來看一個例子：簡單產品是一個產品是一個不需要消費者在買它之前不需要選擇任何
選項的商品，例如，一對紅色中型手套。 

產品類型 名稱 選項1 選項2 SKU（ 例如） 

簡單產品 手套 尺寸= M 顏色=紅 6789 

可配置產品 

一個 可配置產品 是一個需要消費者在購買前作出選擇一個或多個選擇的產品（例如，一件
有3個尺寸和2個顏色的衣服）。一個可配置產品很像是一個有選項列表的單一產品，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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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選擇後的組合實際上是一個具有獨立SKU的簡單產品，這使得它可以控制單品的庫存。
所以， 可配置產品代表了簡單產品的集合，用於選擇每個可用組合中的一個簡單產品。 

讓我們來看一個例子：一個可配置的產品可能是一對手套， 有黑色 或 紅色，體積 小， 中 
或 大 等選項。可配置產品代表了簡單產品的集合，其中每一個簡單產品都是一個選項特定
組合。 

產品類型 名稱 選項1 選項2 SKU（ 例如） 

可配置產品 手套 尺寸 顏色 1234 

    簡單產品（1） 手套 小 黑 1234-SB 

    簡單產品（2） 手套 中 黑 1234-MB 

    簡單產品（3） 手套 大 黑 1234- LB 

    簡單產品（4） 手套 小 紅 1234-SR 

    簡單產品（5） 手套 中 紅 1234-MR 

    簡單產品（6） 手套 大 紅 1234-LR 

 

如果你剛剛才開始學著操作MP，你可以先試著創建一些簡單產品看看，然後再試著擴展到
可配置產品。 

創建你的產品之前，請務必閱讀有關分類，屬性和屬性集等跟產品這是密
切相關的文件部分。 

8.4 添加一個簡單產品 
學習駕馭產品類型的關鍵是先熟悉時何時要使用一個簡單、獨立的產品。一個簡單產品可以
單獨出售，而它也可以代表可配置產品的的其中一個產品。  

下面的步驟引導您使用預設產品模板與基本設置來創建一個簡單產品。當你熟悉基本操作，
您可以根據需要操作高級設置。 

 

過程概述：  

步驟1：導航到產品工作區 

步驟2：選擇產品屬性集（可選） 

步驟3：輸入所需的欄位 

步驟4：完成其他的產品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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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發布產品 

步驟6：在您的店鋪查看產品 

第1步：找到產品工作區 

選擇  產品  的主目錄彈出子選項。 

從彈出選項中選擇  目錄 ，進入 目錄的工作空間。 

導航：菜單/產品/目錄 

在目錄工作區點擊  添加產品  按鈕。 

 

添加產品 

第2步：選擇產品屬性集（可選） 

屬性集合用於創建一個產品的各欄位的可用性。設置屬性的行為就像您要添加新產品模板。 

在屬性設置下拉列表中，選擇您要使用的屬性設置（例如“預設”）;您還可以使用搜索框來搜
尋屬性集。產品資料表單會隨著選擇的模板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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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選擇器 

第3步：填寫必填欄位 

在產品細節部分。請執行以下操作： 

1. 輸入產品 名稱 
2. 您可以使用系統賦予的預設 SKU （等同於產品名稱）或使用您自訂的其他SKU；請注

意，本系統不支援中文的SKU 
3. 輸入產品的 價格 

，這時你可以點擊  保存  然後再繼續下一個步驟（必填欄位輸入後，產品即可根據需要保
存）。 

第4步：完成剩下的產品欄位 ， 

1. 選擇以下選項其中之一來設置 稅級： 
a. 無 
b. 應稅貨物 

2. 設置 庫存數量。Rezolve會根據銷售量自動遞減產品數量，當數量達到零時，MP會自
動設置庫存狀態為“缺貨”。 
a. 高級庫存 功能保留為將來提供的MP功能；他們是目前無作用，您可以將其留空。 

3. 將產品設置為“有庫存”或“缺貨”。透過設置產品為“缺貨”可將該商品暫時從消費者APP
的商店中下架。 

4. 輸入產品的 重量；這個屬性可以套用運輸規則來計算運費。 
a. 你必須將右邊的下拉選項設置為“此產品具有重量”。其他選項保留為將來提供的

MP功能，目前其他選項的功能無作用，請勿選取。 
5. 您可以為一個商品選擇一個或多個 類別。在商店中，A產品可以出現在一個或多個類

別。 請參見分類管理。 
6. 你必須將 可見性 設置為“目錄和搜索”。 

a. 其他選項保留為將來提供的MP功能，目前其他選項的功能無作用，請勿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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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產品說明 章節中輸入產品描述。在大多數的瀏覽器中，你可以看到一個先進的文
字編輯器讓你能夠使用多種文字格式。目前的MP版本支援包括：粗體，斜體，下底
線等格式，你也可以使用對齊和項目符號等功能。 
a. 其他格式化選項保留為將來提供的MP功能，目前使用這些功能將會把產品描述呈

現為不可預知的結果給你的消費者。 
8. 在某些情況下，你可能會選擇性的添加一個 簡要說明 ，在Rezolve的APP中，輸入的內

容會出現在商品名稱跟價格之間的位置。 
9. 每隻商品最多可以添加到10張商品 影像 ；你可以使用以下方式上傳： 

a. 從桌面拖動圖片到圖片上傳icon，或者 
b. 點擊圖標，選擇你電腦中的資料夾中的圖像上傳。 

10. 圖片上傳完成後，你可以拖放它們來改變顯示順序。 
a. 上傳產品視頻功能保留為將來提供的MP功能，目前此功能無作用，請勿上傳。 

第5步：發布產品 

當你輸入了產品的工作區中的所有產品資料，你可以點擊靠近頁面頂部的  保存  按鈕。 

 

保存產品 

  保存  按鈕提供這些選擇： 

●  保存並新增  -保存這個產品，並導向到一個屬性設置跟所有屬性值都為空白的新增產

品頁，你可以在這繼續新增其他產品。 
●  保存和複製  -保存這個產品，並導向到一個已經預填好與這個產品相同資料的產品新

增頁，你可以需要修改產品資料來創建另一個產品（當需要創建多個類似的產品時這
個功能會相當有用）。 

●  保存並關閉  -保存這個產品並返回到目錄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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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步：在你的商店查看產品 

產品新增完畢後，你可以打開你的移動設備上的Rezolve消費者APP，到你的商店查看新添加
的產品。 

                   

Rezolve啟用移動應用程序，展示在商場有產品，其產品詳細信息視圖 

8.5 新增一個可配置產品 

可配置產品看起來像一個有下拉選單的簡單商品。每個選項事實上是一個獨立的、有獨立
SKU的簡單產品，這使得它可以追蹤每個產品的庫存變化。  

雖然可配置產品使用更多的SKU，所以最初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設置；但長遠來看它可以
節省您的時間。如果您打算拓展業務，使用可配置產品代表具有多種選擇的產品會是個好選
擇。 

流程概述： 

第一部分：創建可配置產品 

第1步：找到產品工作區 

第2步：選擇產品屬性集（可選） 

第3步：填寫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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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完成其他產品詳情 

步驟5：保存並繼續 

第二部分：  添加配置 

步驟1：選擇屬性 

步驟2：輸入屬性值 

步驟3：配置圖片，價格和數量 

第4步：生成產品配置 

第5步：發布產品 

第6步：在您的店鋪查看產品 

8.6 第一部分：創建可配置產品 

第1步：找到產品工作區 

選擇  產品  的主目錄彈出子目錄。 

選擇  目錄  從彈出子目錄中進入目錄的工作空間。 

導航：菜單/產品/目錄 

在目錄工作區點選  添加產品  按鈕。 

步驟2：選擇產品屬性集（可選） 

在創建可配置產品時， 屬性集 包含可使用產品屬性欄位，並且必須包括至少一個下拉選單
的屬性。包含有下拉選單屬性的屬性集可作為可配置產品的選項的模板。 

（參見屬性設置） 

在屬性設置下拉列表中，選擇您要使用（例如“默認”）的屬性集；您還可以使用搜索框來搜
尋屬性集。產品表單會隨著選取的屬性集被更新。 

第3步：填寫必填欄位 

在產品細節部分，執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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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入產品 名稱。 

2. 您可以使用產品名稱作為預設的 SKU，或視情況輸入你自訂的SKU；請注意，本系統
不支援中文的SKU。 

3. 輸入產品 價格 

點擊  保存  ，然後進行下一步繼續（填寫完必填欄位後，該產品即可被保存）。 

第4步：完成剩下的產品資料欄位 

1. 選擇以下選項其中之一來設置 稅級： 
a. 無 
b. 應稅貨物 

2. 設置 庫存數量。Rezolve會根據銷售量自動遞減產品數量，當數量達到零時，MP會自
動設置庫存狀態為“缺貨”。 
a. 高級庫存 功能保留為將來提供的MP功能；他們是目前無作用，您可以將其留空。 

3. 將產品設置為“有庫存”或“缺貨”。透過設置產品為“缺貨”可將該商品暫時從消費者APP
的商店中下架。 

4. 輸入產品的 重量；這個屬性可以套用運輸規則來計算運費。 
a. 你必須將右邊的下拉選項設置為“此產品具有重量”。其他選項保留為將來提供的

MP功能，目前其他選項的功能無作用，請勿選取。 
5. 您可以為一個商品選擇一個或多個 類別。在商店中，A產品可以出現在一個或多個類

別。 請參見分類管理。 
6. 你必須將 可見性 設置為“目錄和搜索”。 

a. 其他選項保留為將來提供的MP功能，目前其他選項的功能無作用，請勿選取。 
7. 在 產品說明 章節中輸入產品描述。在大多數的瀏覽器中，你可以看到一個先進的文

字編輯器讓你能夠使用多種文字格式。目前的MP版本支援包括：粗體，斜體，下底
線等格式，你也可以使用對齊和項目符號等功能。 
a. 其他格式化選項保留為將來提供的MP功能，目前使用這些功能將會把產品描述呈

現為不可預知的結果給你的消費者。 
8. 在某些情況下，你可能會選擇性的添加一個 簡要說明 ，在Rezolve的APP中，輸入的內

容會出現在商品名稱跟價格之間的位置。 
9. 每隻商品最多可以添加到10張商品 影像 ；你可以使用以下方式上傳： 

a. 從桌面拖動圖片到圖片上傳icon，或者 
b. 點擊圖標，選擇你電腦中的資料夾中的圖像上傳。 

10. 圖片上傳完成後，你可以拖放它們來改變顯示順序。 
a. 上傳產品視頻功能保留為將來提供的MP功能，目前此功能無作用，請勿上傳。 

第5步：保存並繼續 

建議在這時先保存您的工作。在接下來的步驟中，您將設定每個配置。 

點擊靠近頁面頂部找  保存  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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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第二部分來 添加配置。   

8.7 第二部分：添加配置 

下面的例子說明了如何添加三種顏色和三種規格的配置。 

九個有獨立SKU的簡單產品將會涵蓋每一個可能的組合變化。你在下述步驟裡會在在精靈頁
面上方看到一個進度條來顯示你在哪裡、並引導你完成每一個步驟。 

第1步：選擇屬性 

在產品詳細信息下，展開 配置 部分，然後點擊  創建配置 。 

 

展開配置部分，並創建配置 

你會被帶到配置創建精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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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精靈，請注意畫面上方的進度條 

勾選要用作配置的每個屬性的複選框。 

 

在當前屬性組可用的屬性選擇 

 

（如果需要添加一個新的屬性，點擊  創建新的屬性 。完成屬性的選項內容，然後點擊  保存
屬性 ，然後，勾選該複選框以選擇屬性） 

點擊右上角的  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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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下一個 

步驟2：輸入屬性值  

勾選的你的產品具的有選項。  

點擊創造新值來添加一個新的選項值。然後，請在輸入框中輸入新的值，然後點擊輸入箭
頭。 

重複以上步驟來完成配置屬性設定。 您可以拖動左上角的框到新位置來重新排列屬性列
表。 

點擊右上角的 下一步。   

 

選擇商品的屬性值，點選下一步 

步驟3：設定圖片、價格和數量  

在這個步驟中，你要設定每個配置的圖片、定價和數量。 每個簡單商品的可用的選項是相
同的，你只能選擇一個。 你可以： 

● 對所有SKU應用相同的設置，或 
● 對每個SKU應用各自獨立的設置，或 
● 暫時跳過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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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圖片、價格和數量 

選擇適用的配置選項。 

配置圖像 

方法1：將一組圖片應用於所有SKU 

1. 選擇將單組圖片應用於所有SKU。 
2. 瀏覽你要包含在產品庫中的每個圖片，或將其拖動到框中。 

方法2：每個 SKU使用各自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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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MP v1.5 尚不支援此功能 

1. 因為我們已經上傳了主（父）產品的圖像，所以我們將使用此選項上傳每種選
項（如顏色）的圖像。 當消費者以特定選項（如：不同顏色的襯衫）購買時
，選中的顏色商品圖片將會出現在購物車中。 

2. 選擇通過屬性將唯一圖片應用於每個SKU。 
3. 選擇圖片要說明的屬性。 例如：顏色。 
4. 請瀏覽到要用於該配置的圖片給每個屬性值，或將其拖動到框中。 如果將圖

像拖動到值框，它也會顯示在其他值的部分中。 如果要刪除圖像，請點擊垃
圾桶圖示。 

 

 

配置價格 

方法1：對所有的SKU套用相同價格 

1. 當所有產品SKU都是相同的價格，不論選項為何時，你可以選擇這個方式。 
2. 輸入價格。 

 

方法2：為每個 SKU套用不同價格（MP1.5尚不支援） 

注意：目前MP版本 V1.5尚不支援該方法 

1. 當相同產品會依不同選項在價格上有所不同時，選擇 依屬性套用獨立價格給
每個 SKU。   

2. 選擇決定價格差異的屬性。 
3. 輸入每個屬性值的價格。  

 

配置數量 

方法1：對所有的SKU套用相同數量 

1. 如果所有SKU的數量都一樣，選擇 套用單一數量給每個SKU。 
2. 輸入數量。 

  

方法2：依照屬性使用不同的產品數量  

注意：目前MP版本 V1.5尚不支援該方法 

1. 如果每個SKU有不同的數量，請選擇 依屬性給每個SKU套用獨特的數量 。  
2. 輸入每個SKU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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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點擊右上角的  下一步 。 

第4步：生成產品配置  

MP會告訴你要創建的產品的總結。 

 

將創建產品的總結 

 

如果資料確認無誤，點擊  下一步 。 

您將返回到商品工作區，產品的選項會出現在配置部分。 

 

© Rezolve Inc. 2017 
Rezolve User Guide _ Merchant Portal v1.5 _ 

v1.1 (en_US).docx 
Page 34 of 118 

 



 

 

在產品工作區中配置部分顯示產品 

如果要編輯任何設置，點擊 創建配置 再次重新進入配置精靈。 

第5步：發布產品  

如果您準備發布（上架）目錄中的產品，請把“啟用產品”選項設置為“是”。否則，請將它設
置為“否“直到產品準備好要發布。  

完成後，在產品工作區方的  保存裡，選擇  保存並關閉 。  

如果MP提示你要刷新緩存，請點擊系統訊息裡的  緩存管理 來刷新緩存。  

在目錄欄，點擊  產品  即可在列表的最上方看到新配置的產品和它的子產品。 

第6步：在你的商店查看產品 

你的產品新增好之後，打開Rezolve消費者APP，瀏覽您的店鋪，並查看新增的產品。 

檢查產品的變數有正確顯示，您可以在APP的產品詳細畫面檢查每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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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建Rezolve功能的APP中展示在商場裡的產品以及其產品的詳細信息 

8.8 編輯產品 
要編輯任何產品時，在商品工作區中找到你想改變的屬性進行修改，然後點擊  保存 。 

步驟1.瀏覽到商品工作區 

選擇  產品  的主選單擴展彈出菜單。 

選擇  目錄  從彈出選單中進入 目錄的工作空間。 

導航：選單/產品/目錄 

在目錄工作區，在 產品格，點擊您要編輯的產品行，你會進入產品工作區，你可以在這編
輯產品屬性。 

第2步：您的編輯 

在產品工作區，編輯你的產品的詳細信息。你會發現有一些值不能更改，系統將會提醒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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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保存更改 

當你完成所有產品欄位的編輯後，點擊頁面上方的  保存 按鈕存檔。 

8.9 刪除產品 
要刪除產品請到目錄工作區，勾選要刪除的產品，從下拉選單選擇  刪除 。 

步驟1. 到目錄工作區 

選擇  產品  的主選單，彈出子選單。 

從彈出子選單中選擇  目錄 ，進入目錄的工作空間。 

導航：選單/產品/目錄 

步驟2. 刪除產品  

在 目錄工作區，勾選要刪除的商品行左邊的複選框。 

從  操作  下拉列選單中選擇  刪除 。 

 

選中該複選框，然後從 操作 下拉選單中選擇 刪除 

MP會提示您是否確認要刪除。點擊  OK  刪除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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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已刪除的產品將無法恢復。 

8.10 關於分類 
您的目錄是由產品和分類組成，產品按分類被組織、顯示在消費者APP的Rezolve商城中。 

你的分類結構會看起來像一個樹根狀的結構，頂端的部分我們稱為根目錄。樹根的每個部分
都可以展開和折疊。未啟用或隱藏的分類會以灰色顯示。 

你可以拖放分類到樹中的其他位置，並且每個類別在頁面頂部的類別名稱後括號中的ID號。 

在MP 1.5，一個類別可以包含子類別（到任意數量的水平） 或 產品;它不能包含兩個-產品只
應該在每個類別分支的最低水平添加。 

1.1 創建一個分類 

流程概述：  

第1步：找到類別工作區 

第2步：添加一個子類別 

第3步：填寫基本信息 

第4步：添加產品的類別 

第5步：保存新的分類 

第6步：查看類別你商店 

 

步驟1：找到分類工作區 

選擇  產品  的主菜單擴大飛出菜單。 

選擇  類別   從飛出菜單中去分類工作區。 

導航：菜單/產品/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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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工作區，顯示出編輯現有的分類 

第2步：創建一個新的類別 

在類別樹，挖掘新的類別的父類別。父是新類別的上一級。如果你從沒有任何數據的開頭開
始，有可能是僅有的兩個在列表類別：“實例分類”，“默認分類”，這是根，並且 

在命中類別Workspace中  添加子類別  按鈕;在頁面的右邊是現在已經準備好為你設置新的類
別。 

注意：你不應該添加一個新的根類別-多根分類目前未在消費者應用程序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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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填寫基本信息 

1. 在第一組在頁面的右側字段，輸入以下信息：  
a. 啟用類別：要啟用類別設置為“是”。 
b. 包括在菜單：要在您的店鋪類別設置為“是” 
c. 分類名稱：輸入你希望創建的類別的名稱;這是一個將在您的店鋪消費應用呈現的

名稱。 
2. 展開內容部分，並上傳 圖片類 （請參閱 “支持的文件格式”）。 
3. 你並不需要輸入一個類別說明。 

未來的 

特點Rezolve MP包括將在未來的應用程序發布的消費應用將逐步浮出水面先進的功能，這些
都是目前無功能，您可以將其留空。 

● CMS塊 
● 顯示設置 
● 搜索引擎優化 
● 設計 
● 進度設計更新 

第4步：添加產品到類別 

商品分類產品部分列出了當前分配給類別的產品。 

提示：您可以選擇在創建它的產品添加到類別，或者您可以稍後再來編輯分類並添加
產品。您還可以添加到產品類別的產品工作區，當您創建，當你編輯產品。 

在每一列，分頁控件，以及列排序頂部的搜索過濾器可用於您的產品目錄中查看匹配的產品
，以及複選框每行左邊可以用來選擇您希望在存在哪些產品這個類別。產品可以出現在零個
或多個類別。 

要添加產品： 

1. 在每個網格柱頂部的一個或多個過濾器輸入任何產品詳情，並點擊 
 搜索 。 

2. 產品列表將根據您設置的過濾器刷新。 
3. 使用過濾器找到您要添加的類別，並勾選每一行的左側為要添加的產品的產品。 

a. 如你願意，你可以檢查盡可能多的產品，重新設置過濾器，並檢查了。 
4. 當你很高興與您所選擇的產品，請繼續下一步。 

第5步：保存新的類別 

，通過點擊的保存您的新類別  Save  在分類Workspace頁面頂部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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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步：查看類別在您的店鋪 

一旦你的等級創建，打開Rezolve消費者應用在移動設備上，瀏覽到您的店鋪，並查看新添加
的類別。 

 

移動應用程序啟用Rezolve -，顯示了創建 類別 （注意麵包屑） 

 

 

1.2 編輯類別 

編輯類別，請按照下列步驟。 

第1步：找到類別工作區 

導航到你希望在編輯類別 工作區類 如下： 

選擇  產品  的主菜單擴大飛出菜單。 

選擇  類別   從飛出菜單中去 分類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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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選擇要編輯的類別 

在類別樹視圖頁面的左側，展開更高的分類來找到你要刪除的子類別。 您也可以點擊  展開
全部  迅速擴大，並看到在您的商店的所有類別。 

點擊在目錄樹結構中的類別名稱，並在頁面的右側就會更新，顯示有關所選類別的信息。 

第3步：編輯分類 

您現在可以編輯有關類別的信息，包括： 

● 啟用類別 
● 中的菜單包含 
● 分類名稱 
● 分類形象 
● 和產品的類別 

未來特性 

的Rezolve MP包括將要在消費者應用與未來的應用逐漸浮出水面高級功能發布，這些都是目
前無功能，您可以將其留空。 

● CMS塊 
● 顯示設置 
● 搜索引擎優化 
● 設計 
● 進度設計更新 

第4步：保存更改 

當你高興與您的修改後，點擊  保存  在類別Workspace頁面的右上角。 

1.3 刪除類別 

刪除類別，請按照下列步驟。 

第1步：找到類別工作區 

導航到你希望在中刪除類別 工作區類 如下： 

選擇  產品  的主菜單擴大飛出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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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類別   從飛出菜單中去 分類工作區。 

第2步：選擇要的類別 

刪除類別樹視圖頁面的左側，展開更高的分類來找到你要刪除的子類別。  您也可以點擊  展
開全部  迅速擴大，並看到在您的商店的所有類別。 

在類別樹結構點擊類別名稱，並在頁面的右側就會更新，顯示的信息前，所選類別 

第3步：刪除類別 

刪除的類別，打的  刪除  在右上角鏈接類別Workspace頁面的角落。 

注意：刪除類別不會刪除它包含的產品，僅與它們相關聯的類別-你可以簡單地將其重新分
配給其他類別如果你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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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屬性和屬性集 

2.1 關於屬性和屬性集 

屬性 

屬性是你的產品目錄的基石，並描述一個產品的具體特點。屬性確定用於在MP產品的選擇
和創建配置的產品時，確定從哪個消費者可以選擇的變體也可用於輸入控件的類型。  

因為你需要描述你的產品目錄的產品，您可以創建任意多個屬性。一些屬性，如價格，均內

置於核心Rezolve平台，被稱為系統屬性;他們有特殊的性質，不能被刪除。 

屬性 

集易用性和靈活性屬性分為屬性集。屬性集創建和管理產品時提供一種模板，因此，舉例來
說，如果你的產品範圍包括軍事紀念品，您可以創建一個屬性集軍用夾克裡面包含一些屬性
特別相關的軍用夾克，例如“軍團“或”年“。通過這種方式，通過選擇屬性設置“軍事夾克”添
加軍用夾克類型的產品時，你會被提拔進入軍團和新年。 

未來的功能：在未來，Rezolve消費者應用可以顯示你所決定的屬性，讓消
費者可以搜索和屬性，這在我們的軍用夾克例子的情況下，將允許消費者

按年或我的過濾結果的搜索產品搜索結果團。 

屬性創建配置的產品時，套也可使用。當創建配置的產品，當您添加的配置（添加配置的產

品，第二部分，第2步），從中可以選擇屬性，是那些在適用於您所創建的產品的屬性設置
可供選擇。 

一個創建產品時的首要步驟是選擇被用作產品記錄模板的屬性集。該屬性設置決定了輸入數
據時可用的領域，並顯示給客戶的價值。  

您的商店附帶了一個名為“默認”的初始屬性集，其中包括一組常用屬性的。如果你想只添加
少量的屬性，可以將其添加到默認屬性設置。但是，如果你賣的是需要特定類型的信息，如
相機產品，它可能是最好創建一個專用的屬性集是 包括需要對產品的描述的特定屬性。 

2.2 添加屬性 

有兩種方法可以在其中添加屬性： 

1. 方法1 - '在飛“，而與產品工作 
2. 法2個-在商店菜單（導航：菜單-商店-屬性集）， 

建議你創建和為了避免成為臃腫和混亂的屬性設置管理在商店菜單中選擇屬性。 

 

© Rezolve Inc. 2017 
Rezolve User Guide _ Merchant Portal v1.5 _ 

v1.1 (en_US).docx 
Page 44 of 118 

 



 

2.3 方法1 -添加上飛的屬性 

雖然屬性通常從商店菜單管理，則可以“飛”添加新屬性在產品工作區中的產品時。您可以從
現有屬性列表中選擇，或創建一個新的屬性。新屬性添加到產品使用的屬性集。 

流程概述 

第1步：添加新的屬性 

步驟2：描述基本屬性 

第3步：保存新的屬性  

第1步：添加新的屬性 

在編輯模式下打開產品 產品工作區。 

在產品詳細信息，請點擊  的新屬性  靠近產品Workspace頁面頂部。 

 

添加屬性，從產品的工作區 

要在現有屬性添加到產品 

1. ：從屬性電網可用的屬性（您可以在網格，以縮小選擇範圍，找到你要找的屬性的頂
部使用過濾器） 

2. 命中  添加選擇  在工作區的頂部。 

要定義一個新的屬性，點擊  創建新的屬性 ，那麼，請執行以下操作：  

第2步：描述基本屬性 

在 屬性屬性，輸入 默認標籤 來標識屬性。 

設置 條目店主目錄輸入類型設置 添加或編輯產品時要用於數據為輸入控件的類型。 

對於 下拉列表 和 多種選擇 的輸入類型，請執行下列操作： 

1. 在管理選項，點擊  添加選項 。 
2. 輸入要顯示在列表中的第一個值。  
3. 點擊 添加選項  ，並重複要在列表中包含的每個選項前面的步驟。   
4. （可選）選擇  是默認  添加新的產品時使用的選項為默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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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基本的詳細信息，並添加屬性值 

未來的 

特點Rezolve MP包括將要在消費者應用與未來的應用程序發布逐漸浮出水面先進的功能，這
些都是目前無功能，您可以將其留空： 

● 高級屬性屬性 
● 管理標題 
● 管理標籤 
● 店面屬性 

您應該在這些路段不變保留值。 

第3步：保存新的屬性 

一旦你完成基本屬性的屬性，你可以使用保存新的屬性 
  保存  在頁面頂端選項。 

當用這種方法創建一個屬性，你有兩個保存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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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屬性  保存屬性在當前的產品屬性集，此後這個屬性將可以與目前的屬性集創建
的其他產品。 

 保存在新的屬性設置  保存屬性到一個新的屬性集，此後新的屬性將可以使用新的屬
性集創建的其他產品。 

 

保存選項 

 

2.4 方法2 -添加使用存儲菜單的屬性 

在這個過程中，您將添加一個新的屬性，通過 商店菜單，在 屬性工作區。 

流程概述 

第一部分-創建屬性 

步驟1：導航到屬性工作區 

第2步：添加新的屬性 

步驟3：描述基本屬性的 

第4步：保存新的屬性  

第二部分-屬性添加到一個屬性集 

按照以下步驟在“管理屬性集” 

第1步：找到屬性工作區 

在主菜單中選擇  存儲  擴展飛出菜單（您可能需要展開 
 高級  菜單看到商店菜單選項）。 

選擇  產品  從彈出菜單中轉到屬性工作區。 

導航：菜單/存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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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到屬性工作區 

第2步：添加新屬性 

在屬性工作區的右上角，點擊  添加新屬性 。 

你會在一個空白的屬性工作區到達。 

第3步：描述基本屬性 

1. 在屬性屬性，輸入 默認標籤 來標識屬性。 
2. 設置  條目店主目錄輸入類型設置  添加或編輯產品時要用於數據為輸入控件的類型。 
3. 對於下拉列表和多種選擇的輸入類型，請執行下列操作： 

a. 在管理選項，點擊  添加選項 。 
b. 輸入要顯示在列表中的第一個值。  
c. 點擊 添加選項  ，並重複要在列表中包含的每個選項前面的步驟。   
d. （可選）選擇  是默認  添加新的產品時使用的選項為默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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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屬性工作區 

 

未來的特性 

該Rezolve MP包括將要在消費者應用與未來的應用程序發布逐漸浮出水面先進的功能，這些
都是目前無功能，您可以將其留空： 

● 高級屬性屬性 
● 管理職稱 
● 管理標籤 
● 店面屬性 

您應該離開這些章節中的值不變。 

第4步：保存新的屬性 

一旦你完成基本屬性的屬性，你可以使用保存新的屬性 
  保存屬性  在工作區的頂部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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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屬性被創建，但也可以使用之前必須將其添加到一個屬性集。要了解如何做到這一點，進
入“創建和管理屬性集”。 

2.5 創建和管理屬性集 

的之一的第一步驟時，創建一個產品選擇的 屬性集 是被用作產品記錄模板。該屬性設置決
定了哪些數據錄入過程中可用的字段，可以影響出現給消費者的價值。  

屬性被組織成確定在它們出現在產品記錄組。您的商店附帶了一個名為“默認”的初始屬性集
，其中包括一組常用屬性的。 

如果你想只添加少量的屬性，你可以將它們添加到默認屬性設置。但是，如果你賣的是需要
特定類型的信息，如相機產品，它可能是最好創建一個專用的屬性集，包括所需要來描述產

品的特定屬性。 

在本節中，您將學習如何添加一個新的屬性集，以及如何管理分配給一個屬性設置屬性。 

流程概述 

第1步：找到屬性設置工作區 

第2步：創建一個新的屬性設置 

步驟3：選擇的屬性將包括在新的屬性設置 

第4步：保存新的屬性設置  

步驟1：導航至屬性設置工作區 

在主菜單中選擇  存儲  擴展飛出菜單（您可能需要展開 
 高級  菜單看到商店菜單選項）。 

選擇  產品  從彈出菜單中去 屬性設置工作區。 

導航：菜單/存儲/屬性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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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到該屬性設置工作區 

第2步：創建一個新的屬性設置 

1. 為屬性工作區的右上角，點擊  添加屬性設置 。 
2. 你會在一個空白的屬性設置工作區到達。 
3. 給你的新屬性集的名稱。 
4. 選擇一個現有的屬性設置在其基礎上的新屬性集（這將預填充新的屬性設置一些初始

屬性，然後可以在下一步編輯）。 
5. 當開始時，你可能要在“默認”屬性設置的基礎面新屬性集。後來，當你成為使用MP

更多的專家，你可以在其他屬性設置，您已經創建新的基礎屬性集。 
6. 點擊  保存 。 

 

創建一個新的屬性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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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選擇屬性將包含在新的屬性設置 

下一個頁面顯示如下：   

● 左列顯示屬性設置的名稱。名稱是作為內部參考，並且根據需要可以改變。  
● 頁面的中心列出了群體屬性的當前選擇。  
● 右列列出未分配的屬性的選擇;這些都是當前未分配給屬性設置屬性。 

要將新屬性添加到組中，將來自未分配的屬性列表中的屬性到相應的文件夾組列。 

 

 

拖放左，右列屬性之間 

系統屬性都標有一個點，不能從組列表中移除。他們可以然而，在屬
性集拖到另一個組。  

第4步：保存新的屬性設置  

完成後，點擊  保存  ，您的新屬性集添加新產品時被保存並可以使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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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Shoppable廣告 

3.1 介紹Shoppable廣告 

Shoppable廣告變成印刷品，音頻，視頻，家用，店內和戶外廣告為立即和直接的銷售渠道
，通過允許與啟用應用程序消費者掃描任何一段廣告內容（如雜誌廣告，海報，櫥窗，傳單
，出售抵押品的點，流媒體視聽廣告，廣播電視或無線電內容，數字廣告牌等），麥克風的
手機的攝像頭。 

該應用程序檢測和解釋的圖像或音頻媒體在不知不覺中和無聲的數字水印觸發的產品細節的
呈現，使消費者可以看到並與他們的手指只需輕點幾下立即購買產品。 

有關Shoppable廣告的詳細信息和消費體驗，請參閱文件：“Rezolve概述_ 
Shoppable廣告的用戶體驗” 

3.2 觸發 
Rezolve Shoppable廣告使用範圍的 觸發器 啟動Shoppable廣告消費者的用戶體驗，使用觸發
器是的選擇取決於期望的消費體驗。 

目前支持的誘因包括 

● ：Rezolve圖片水印 

● Rezolve音頻水印 

3.3 Rezolve圖片水印 

源視覺廣告圖片被修改為併入無法察覺到人眼仍可檢測由Rezolve配備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的視
覺數字水印。將得到的圖像是在高品質的格式的廣告媒體再現和使用輸出。 

與Rezolve圖像水印同一塊視覺廣告媒體的可與不同的水印在不同的廣告刊登位置的使用來進
行編碼，使每個放置一個唯一地可跟踪和交易的銷售渠道。消費者指出他們的智能手機在廣
告媒體，請參閱相關的產品和信息，並在短短的幾個簡單的點擊進行交易。 

3.4 Rezolve音頻水印 

源音頻或音頻/視頻廣告流被修改，以結合是察覺不到的人耳仍可檢測由Rezolve配備智能手
機應用程序可聞的數字水印。所產生的音頻或音頻/視頻流是在高品質的音頻和音頻/視頻格
式的實時复用或後期製作混合成各種廣播和流媒體廣告使用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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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Rezolve音頻水印同一塊音頻或音頻/視頻廣告媒體可以具有不同的水印在不同的廣告刊登
位置的使用來進行編碼，使每個放置一個唯一地可跟踪和交易的銷售渠道。消費者指出他們
的智能手機在音頻源，請參閱相關的產品和信息，並辦理在短短的幾個簡單的點擊。 

3.5 創建Shoppable廣告 

在本節中，您將學習如何創建Shoppable廣告，使用圖像水印和音頻水印。 

流程概述：  

第1步：找到Shoppable廣告工作區 

第2步：填寫必填字段 

步驟3：將介質分配和分配產品或類別 

第4步：保存Shoppable廣告 

第5步：查看Shoppable廣告和下載你Shoppable廣告媒體文件 

第6步：測試你的Shoppable廣告 

第1步：找到Shoppable作為工作區 

在主菜單中選擇  審計業務  展開飛出菜單。 

選擇  Shoppable廣告  從彈出菜單中去 Shoppable廣告工作區。 

導航：菜單/訂婚/ Shoppable廣告 

 

定位到Shoppable廣告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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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hoppable廣告工作區 ，你會看到一個顯示你先前創建Shoppable廣告網格視圖。您可以使
用普通的網格控件進行排序，篩選和查看先前創建的Shoppable廣告。 

 

Shoppable廣告工作區，展示排序，搜索和過濾功能 

在Shoppable廣告工作區點擊  Create廣告]  按鈕，創建一個新的Shoppable廣告;你的土地上創
建廣告工作區。 

第2步：填寫必填字段 

在廣告的詳細信息部分中，執行操作： 

a. 以下選擇廣告 類型：圖片水印或音頻水印 
b. 輸入廣告 名稱：這是一個簡短的名稱，讓您以確定未來的廣告;它是供大家參考，也

不會被消費者看到 
c. 輸入廣告 內容描述：這是供你參考的描述，它不會被消費者所看到的） 
d. 設置水印 強度：有6個等級，取值範圍為3 - 8* 
e. 設置 自動續訂 設置：設置“是”會導致Shoppable廣告在其年度週年續約。設置“否”將

導致Shoppable廣告到期（停止工作）在其週年 

*水印強度 

強度 高等優點 缺點 最好進行 

3（ 
弱） 

保持絕對最好的圖形保
真的原始文件 

水印可能更難檢測掃描時在下列條
件下：低光或高背景噪聲;從遙遠
的地方;使用舊手機;在低分辨率打
印或數字;再生產;小尺寸的圖像。 

非常高品質的印刷品。 

非常高質量的音頻再現和無
損廣播格式。 

5（ 
默認
值） 

維持高的保真度到原始
藝術品之間的良好折衷
，以及提供水印的高可
讀性 

水印在下列條件下進行掃描時，可
能是不可靠的：極端低光或高背景
噪聲;在低分辨率打印或在數字再
現;小尺寸的圖像。 

大多數使用情況 

8（ 
強） 

確保水印掃描的最高的
可靠性 

在高質量打印格式的圖像質量可能
會出現輕微損害。 

打印質量欠佳的再現，以及
低品質或高壓縮音頻格式。 

 

© Rezolve Inc. 2017 
Rezolve User Guide _ Merchant Portal v1.5 _ 

v1.1 (en_US).docx 
Page 55 of 118 

 



 

 

 

創建一個新的Shoppable廣告，請注意擴展的指定媒體和指定產品的部分 

步驟3：將介質分配和分配產品或類別 

展開 指定媒體 和 指定產品或類別 切片，然後： 

指定媒體：上傳你的原始媒體文件（圖像廣告或音頻廣告）要加水印： 

a. 展開 指定媒體 部分 
b. 點擊  上傳  ，瀏覽到源文件*您的硬盤上 
c. 上傳源圖像或音頻文件（大文件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來上傳，這取決於速度的互聯網連

接 

）*有關支持的文件類型，請參閱“支持的文件格式” 

指定產品或類別：與產品或類別相關聯的廣告： 

a. 選擇 產品 或 類別 
b. 使用 產品網格 和網格控件（篩選，排序），並選中複選框中第一網格列選擇單一產

品到你想要的廣告來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會看到這樣的 產品 ，當他們掃描
Shoppable廣告）， 

或 

c. 使用類別選擇器選擇一個類別，以您希望廣告來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會看到
這個 範疇 ，當他們掃描Shoppable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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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已經完成必填字段，上傳你的原始圖像或音頻文件，並分配一個產品或類別，你可
以移動到下一個步驟。 

第4步：保存Shoppable廣告 

一旦你完成了創建工作區廣告所有的細節，你可以打的  保存  接近頁面的頂部發現按鈕。 

你的廣告將被保存。 

第5步：查看Shoppable廣告和下載你Shoppable廣告的媒體文件 

保存，你會被返回到Shoppable廣告工作區新廣告後。 

你的廣告，通常會出現在網格的頂部。如果沒有在網格上出現，你可以更改排列順序通過ID
進行排序如下：點擊的標題， ID 列按ID進行排序。點擊一次將整理與最古老的上方，再次
點擊將扭轉排序順序列出頂部的最新。 

一旦你的Shoppable廣告已完成處理，你會看到在到期日列的日期;這通常只需要幾秒鐘，但
是它取決於你上傳的媒體文件的大小（大文件將花費更長的時間小於要處理的文件）。 

您可以使用瀏覽器刷新控制看到更新狀態刷新頁面。 

一旦有效期顯示， 的  查看  點擊對應於您所選擇的Shoppable廣告排在網格的最後一列鏈
接。這將帶你到Shoppable廣告工作區，在這裡你可以查看您剛才創建的廣告。 

 

查看新創建的Shoppable廣告 

在Shoppable廣告工作區的右上角，點擊  下載  按鈕;您Shoppable廣告將被下載到Web瀏覽器
的文件下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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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您的新創建的Shoppable廣告 

 

步驟6：測試你的Shoppable廣告 

在您的計算機上，導航Web瀏覽器的文件下載位置，找到下載的Shoppable廣告，並打開您
的計算機上。 

打開啟用Rezolve，消費者應用程序，並轉到掃描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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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Rezolve啟用移動應用程序，掃描屏幕 

如果Shoppable廣告是 圖像 Shoppable廣告，你可以嘗試用應用程序從您的計算機屏幕上直
接掃描它;在第二個或兩個應用程序應該承認和解碼的Shoppable廣告水印，並顯示您所指派
的產品或類別。  

從計算機屏幕掃描Shoppable Ad的可靠性將取決於計算機屏幕的質量和環境光條件（例如，
在屏幕上的低分辨率屏幕或明亮反射可以減少水印的可讀性）。如果您Shoppable廣告適用
於打印使用，您應該打印從印刷樣品的樣品和測試掃描。 

 

雖然水印是非常有彈性，你應該避免進一步的圖像處理，轉換和壓縮 ，盡可能 在Shoppable
廣告音頻文件，因為這些治療可以減少文件中的水印的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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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應用程序啟用Rezolve-：掃描水印Shoppable廣告，並查看結果查看產品 

 

如果Shoppable廣告是 音頻 Shoppable廣告，你可以嘗試用應用程序從計算機的揚聲器直接
掃描它;在第二個或兩個應用程序應該承認和解碼的Shoppable廣告水印，並顯示您所指派的
產品或類別。 

從計算機揚聲器揚聲器掃描Shoppable Ad的可靠性將取決於計算機音頻系統的質量和環境中
的環境噪聲（例如，低質量的音頻系統，或環境中的響亮的環境噪聲可以減少水印的可讀
性）。你應該音頻Shoppable廣告導出到廣播系統，並執行一些測試，以確認水印的檢測能
力。 

雖然水印是非常有彈性，你應該避免進一步的音頻處理，轉換和壓縮 盡可能 在Shoppable廣
告圖像文件，因為這些治療可以減少文件中的水印的可讀性。 

1.1 高級Shoppable廣告功能 

在以後的MP更新您可以編輯Shoppable廣告，例如，改變產品或類別其所解決，改變其名稱
或說明，改變原有的媒體，然而這還不支持MP1 0.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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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稅收規則和利率 
的指南的這一部分中，您將學習如何根據您所在區域的要求，建立了稅收。您可以設置為產

品稅類，並創建相結合的產品類別，稅區和稅率稅種規則。 

此外，你會學到更高級的主題，如設置固定的產品稅，複合稅。如果您需要收集增值稅，您
將學習如何設置你的店與驗證自動計算相應的金額。 

Rezolve提供了多種選項來定義稅。 

● 稅務類用於定義“稅則” 
● 稅則是一個產品類別的組合和稅區和速率。 

2.1 稅務規則  
稅務規則包括產品類別和稅率的組合。 

每個產品分配一個產品類別。 

Rezolve分析了每個銷售購物車，並計算根據產品類別相應的稅收，以及區域（基於客戶的送
貨地址，賬單地址或發貨地址）。 

2.2 第1步：完成稅收規則信息  

在主菜單中，點擊商店。然後在稅收，選擇 稅務規則。 

 

在右上角，點擊  添加新的稅收規則 。 

 

按照稅法規則的信息，輸入一個名稱為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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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適用該規則的稅率。 

 

如果您需要編輯現有的稅率，請執行下列操作：  

a. 將鼠標懸停在稅率，並點擊編輯圖標 
b. 更新的形式可以根據需要，然後點擊  保存 。 

要進入稅率，請使用以下兩種方法之一： 

2.3 方法1：進入手動稅 

點擊  添加新稅率 。 

根據需要填寫表格。欲了解更多信息，請參閱：稅區和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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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點擊  保存 。 

2.4 方法2：進口稅率  

向下滾動到頁面底部的部分。 

 

要進口稅率，做到以下幾點： 

a. 一是挖掘  出口稅率  下載一個CSV文件為您導入模板。 
b. 編輯CSV文件，創建所需的稅率，並將其保存到您的桌面。 
c. 點擊  選擇文件 ，並導航至與稅率的CSV文件導入。 
d. 點擊  進口稅率 。 

出口稅率，挖掘  出口稅率 。要了解更多信息，請參見：導入/導出稅率。  

完成其他設置 

開發  額外設置  即可打開相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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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請執行下列操作： 

選擇該規則適用的產品稅類。 

要編輯產品稅類，點擊編輯圖標。然後，根據需要進行更新的形式，然後點擊  保存 
。 

要創建一個新的稅種，點擊  添加新的稅種 。然後，填寫表格根據需要，然後點擊  保
存 。 

你並不需要更改，添加或編輯客戶類;備用客戶類不MP中1.5支持。 

在 優先級 字段中輸入一個數字來表示這個稅的優先級，當一個以上的稅適用。如果具有相
同的優先級兩稅規則適用，那麼稅收加在一起。如果兩稅具有不同的優先級設置應用，然後
將稅款加劇。  

如果你想稅是基於訂單小計，標誌著計算過小計僅複選框。  

在排序字段中，輸入一個數字來表示這個稅收規則的順序時，與其他上市。 

完成後，點擊  保存 。 

2.5 稅類 

稅收類可以被分配到產品和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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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zolve分析了每個銷售購物車，並計算根據車和地區（如客戶的送貨地址，賬單地址或發貨
地址確定）類產品相應的稅收。 

是指一個納稅規則時，可以創建新的稅制等級。 

產品類 -產品類在計算中使用，以確定正確的稅率在購物車中被應用。當你創建一個
產品，它是分配給特定的稅種。例如，食物可能不徵稅，或以不同的稅率徵稅。 

送貨 -如果你對運費的額外稅費，就應該指定一個特定的產品稅類運輸。然後，在配
置上，指定為稅務類，它是用於運輸。 

2.6 稅區和稅率  

的稅率通常適用於需要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內發生的交易。稅務區域和價格工具，可以指定
稅率從您收集並轉匯稅款每個地理區域。因為每個稅區和速率都有一個唯一的標識符，你可
以有一個地理區域內的多個稅率（如不徵稅食品或藥品的地方，但做帳報稅等物品）。  

商店稅是根據專賣店的地址計算。客戶完成訂單信息後，計算出客戶的實際稅的訂單。 
Rezolve然後計算基於商店的稅收結構的徵稅。 

[INSERT IMAGE稅區和價格] 

 

要定義一個新的稅率： 

在主菜單中，點擊商店。然後，在稅收，選擇  稅區和稅率 。  

 

在右上角，點擊  添加新的稅率 。完成新稅率如下： 

1. 輸入稅務標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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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適用稅率為單一的郵遞區號，在郵編/郵編字段中輸入代碼。  
3. 星號通配符（*）可以用於匹配到在代碼10的字符。例如，90 *代表90000的所有郵政

編碼。通過90999.  

要將稅率範圍為ZIP或郵政編碼，請執行下列操作： 

a. 標記郵編/郵政是範圍複選框。 
b. 進入該範圍中的第一ZIP或郵政編碼。 
c. 輸入範圍的最後一個郵遞區號。 
d. 選擇在稅率所適用的國家。 
e. 選擇在稅率所適用的國家。 
f. 輸入用於稅率計算的比例稅率。 

 

 

完成後，點擊  保存 。 

要編輯現有稅率：  

在主菜單中，點擊商店。然後，在稅收，選擇  稅區和稅率 。 

查找稅率的稅區和稅率網格，在編輯模式下打開記錄。如果在列表中多速率，使用過濾器控
件找到您所需要的速度。 

對稅收費率信息進行必要的修改。 

根據需要更新稅務標題。 

完成後，點擊  保存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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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進口/出口稅率  

如果你在幾個州開展業務和船舶產品量大，效率更高，下載稅率由郵政編碼比手動輸入速
度。然後，利率可以導入到Rezolve。 

下面的例子說明如何導入一組從Avalara網站下載加州稅率。 Avalara提供了可以免費在美國
每郵政編碼下載兼容的稅率表。 

過程概述： 

步驟1：導出Rezolve稅率數據 

步驟2：準備導入數據 

步驟3：導入稅率 

步驟1：導出Rezolve稅率數據 

在主菜單，抽頭系統。然後在數據傳輸上，選擇導入/導出稅率。 

點擊  導入/導出稅率 。 

尋找你的瀏覽器窗口中的下載文件（如果你不知道這一點，請諮詢您的網絡瀏覽器的幫助系
統，以了解更多有關下載文件，並在Web瀏覽器中保存它們）。 

保存文件，然後在電子表格中打開它。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使用OpenOffice計算） 

的出口Rezolve稅率數據包含以下幾列： 

● 代碼 
● 國家 
● 國家 
● 郵編/郵編 
● 率  
● 範圍從 
● 到 
● 區域了您的商店視圖列  

 

 

出口稅率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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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新的稅率數據在電子表格的第二個實例，這樣你就可以一邊看兩者的一面。 

在新的稅率數據，注意，你可能需要設置在存儲器中的數據導入前的任何附加稅率的數據。
例如，加利福尼亞州的稅率數據還包括 

● ：TaxRegionName 
● CombinedRate 
● StateRate 
● CountyRate 
● CityRate 
● SpecialRate  

如果您需要進口附加稅區和價格，你必須首先在你的MP定義它們，並更新稅收規則需要。
然後，導出數據，並在電子表格程序（例如OpenOffice的計算器）打開該文件，因此它可以
用來參考。然而，為了保持這個例子簡單，我們將只導入標準稅率列。 

第2步：準備導入數據  

您現在有兩個電子表格開放，相映成趣。一個與Rezolve導出文件的結構，和其他與您要導入
新的稅率數據。 

要創建一個地方與新的數據電子表格的工作，需要在最左邊插入盡可能多的空白列。然後，
使用剪切和粘貼來重新排列列，以便它們匹配Rezolve出口數據的順序。 

重命名列標題匹配Rezolve導出數據。 

刪除沒有數據的列。否則，導入文件的結構應與原Rezolve導出數據。 

保存文件前，向下滾動並確保稅率列只包含數字數據。在稅率列中找到的任何文本將防止導
入的數據。 

保存數據準備為.csv文件。當系統提示，驗證 逗號 用 字段分隔符和 雙引號 作為 文本分隔
符。然後，點擊  確定 。 

第3步：導入稅率 

在主菜單中，點擊系統。然後在數據傳輸上，選擇  導入/導出稅率 。  

這可能需要幾分鐘來導入數據。 

當該過程完成後，將出現消息，“稅率已導入”。 

如果您收到一條錯誤消息，糾正數據中的問題，然後再試一次。 

在主菜單中，點擊商店。然後在稅收，選擇  稅區和稅率 。 

導入的速度出現在列表中。 

您可以使用頁面控件來查看新的稅率。 

運行在您的商店與來自不同郵政編碼客戶的一些測試數據，以確保新的稅率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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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管理規則 

3.1 運送設定 

的出廠配置建立原產地為所有貨物和運送政策的地步。 

● 地的點 
● 運輸政策 

3.2 原產指向 

配置建立原產地為您的商店或倉庫的所有出貨點。原點，也引用來確定稅率進行銷售的產

品。  

要建立原點 

1. 在主菜單欄上，點擊商店。然後設置下，選擇 配置。 

 

2. 在左側面板上，下銷售，選擇 送貨設置。 
3. 展開 起源 部分，並完成以下： 

a. 國家 
b. 地區 
c. 州 
d. 郵政編碼 
e. 郵政編碼 
f.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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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街道地址（與2號線，如果需要的話）  

 

完成後，點擊  保存配置 。  

[TEST這MP端通過API到App結束 

3.3 航運政策 

]結賬時顯示您的運費政策，完成 運輸政策參數 的配置。  

要配置您的送貨政策 

1. 在主菜單欄上，點擊商店。然後設置下，選擇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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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側面板上，下銷售，選擇 送貨設置。 
3. 擴大 航運政策參數 部分，並執行以下操作： 

a. 設置應用自定義航運政策，以“是的。” 
b. 無論是粘貼或輸入您的航運政策在文本框中。 

 

完成後，點擊  保存配置 。  

[TEST這MP端通過API結束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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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運送方法 

Rezolve MP支持的範圍內的運輸方法和計算模型。在本章中，您將學習如何建立的運輸方式
和計算。 

在MP1.5支持的方法是： 

● 免運費 
● 統一收費 
● 價格表 

3.5 免費送貨  

[TEST這MP端通過API結束到App] 

免費送貨是，你可以在你的Rezolve銷售渠道為消費者提供最有效的促銷活動之一。 

在主菜單中，點擊商店。然後設置下，選擇 配置。 

 

在左側面板上，下銷售，選擇 運輸方式。 

 

展開 免費送貨 部分。然後，請執行下列操作：  

1. 設置 啟用 Enabled（）“是” 
2. 輸入 標題 結帳時識別免費送貨方法。 
3. 輸入 方法名稱 來形容這種運輸方式。 
4. 輸入 最小訂單 量免運費。 
5. 在的 顯示錯誤消息 框，鍵入消息，如果免費送貨不可用時出現。 
6. 設置船舶 適用的國家 下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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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有 允許國家-從您的存儲配置指定可以使用免費送貨的所有國家的客戶。 
b. 特定的 國家-選擇此選項後，會出現船舶具體的國家名單。在能夠使用免費送貨的

列表中選擇每一個國家。 
7. 設置 顯示方法，如果不適用 於下列之一： 

a. 是 -總是顯示免費送貨方法，即使不適用。 
b. 否 -顯示免費送貨方法僅適用 

8. 輸入 排序 號來確定免費送貨的在運輸方法結帳時列表中的位置。 （0 =第一，1 =秒，
2 =第三，等等。）  

 

 

當完成時，點擊  保存配置 。  

3.6 扁平率運輸 

[TEST這MP端通過API結束到App] 

平坦率是可以每個項目被施加，或每一個貨物固定的，預定義的電荷。平坦率是一個簡單的
航運溶液，與扁平率的包裝，可從一些運營商所使用時尤其如此。 

要建立統一費率航運：  

在主菜單欄上，點擊商店。然後設置下，選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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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側面板上，下銷售，選擇運輸方式。 展開 包月 部分。然後，請執行下列操作： 

1. 設置啟用為“是”。扁平率出現在消費者應用程序的選項。 
2. 輸入的描述性 標題 包月方法。 
3. 輸入 法名稱 旁邊的消費者應用程序的計算速度出現。默認方法名是“固定的。”如果

你收取一定的手續費，您可以更改方法名稱為“加處理”，或者別的，是合適的。 
4. 為了描述率是如何固定的運費可以使用，將類型設置為以下之一： 

a. 無-禁用支付類型。包月選項在消費應用中，但與零它的速度是一樣的免費送貨服
務。 

b. 每筆訂單的每件 -收費整個訂單的單一固定費率。  
c. 每個項目 -收費每個項目的單一固定費率。房價是由項目的購物車中的數量成倍增

加，而不管是否有相同的多個數量或不同的物品。 
5. 輸入的 價格 您要為統一費率運費。 
6. 如果充電的額外處理費，設定 計算處理費 ，以執行下列操作之一： 

a. 固定 
b. 百分比  

7. 在所的 顯示錯誤消息 框中鍵入消息，如果平坦率航運變得不可用出現。 
8. 設置 船舶適用的國家 下列之一： 

a. 所有 允許國家-從您的存儲配置可以使用平率航運指定的所有國家的客戶。 
b. 特定的 國家-選擇此選項後，會出現船舶具體的國家名單。在能夠使用固定費率航

運列表中選擇每一個國家。 
9. 輸入排序號來確定統一費率航運中的運輸方法結帳時列表中的位置。 （0 =第一，1 =

秒，2 =第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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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完成時，點擊  保存配置 。 

3.7 表價格 

[TEST這MP端通過API來應用以結束 

表速率送貨方法引用數據基於的條件的組合，其中包括計算運費的表]： 

● 重量V目的地 
● 。Price訴目的地 
● 物品的·V 。目的地  

例如，如果你的倉庫在洛杉磯，它的成本更低，運到聖地亞哥，而不是佛蒙特州。您可以使
用表格率航運傳授給你的客戶儲蓄。  

用來計算表率的數據在電子表格中準備和導入到你的店。結果顯示在消費者應用程序在結賬
航運部分。  

過程概述：  

步驟1：完成的默認設置 

。步驟2：準備表速率數據的 

步驟3：導入表速率數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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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驗證價格  

步驟1：完成的默認設置 

的第一步是，以完成表的默認設置率。 

1. 在管理側邊欄，點擊存儲。然後設置下，選擇 配置。 

 

2. 在根據銷售左邊的面板中，選擇 運輸方式。 
3. 展開 表價格 部分。然後，請執行下列操作： 

a. 設置啟用為“是”， 
b. 輸入的 標題 您要結帳時出現表格率部分。 （該  默認的標題是“最佳途徑”。） 
c. 輸入的 方法名 您希望下一顯示為一個標籤，在購物車中的計算速度。 
d. 設定 條件 為以下計算方法之一 

i. 重量V目的地 
ii. Price訴目標 
iii. ：。項V目的地的＃， 

e. 為訂單，其中包括虛擬產品將 納入價格計算虛擬的產品 為“是”，如果你希望能夠

包括虛擬產品（多個）在計算中。由於虛擬產品，如服務，沒有重量，都無法改
變一個基於權重訴目的地條件的計算結果。然而，虛擬產品可以更改基於要么價
格訴目的地或物品VS處條件的＃計算的結果。 

f. 如果充電的手續費，設置 計算處理費 ，以執行下列操作之一： 
i. 固定 
ii. 百分比 

g. 然後，進入 手續費 根據用於計算費用的方法費率。如果手續費是基於百分比，輸
入整數沒有百分號 

h. 在的 顯示錯誤消息 框中，鍵入當此方法不可用出現的消息。 
i. ：設置船舶適用的國家執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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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所有允許國家 從您的存儲配置可以使用表速率送貨指定任何國家的客戶-。 
ii. 特定國家 出現選擇此選項後，“船到特定國家”名單-。選擇每個國家，客戶可

以使用表格率運費。 
j. 輸入排序號來確定費率表結賬時出現的送貨方式列表。 （0 =第一，1 =秒，2 =第

三，等等。）  

 

當完成時，點擊  保存配置 。 

第2步：準備表率數據 

1. 在左上角，設置存儲視圖“主網站”或任何其他網站，配置適用。   出口 和 進口 選項
出現在 表價格 部分，與“使用默認”複選框每個選項的右側。要更改任何當前設置，
您必須先清除該字段旁邊的“使用默認”複選框。 

2. 要改變 現狀，清除 使用缺省值 複選框。然後，選擇其他選項。 
3. 點擊  導出 CSV，屆時保存 ，tablerates.csv 文件到您的計算機。 
4. 打開電子表格文件。然後，完成與在運費計算條件適當值的表。 

a. 使用星號（*）作為通配符來表示任何類別的所有可能值 
b. 的 國家 列必須包含一個有效的三個字符的代碼，每一行 

完成後，保存 tablerates.csv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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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與目的地 

第3步：導入的表率數據 

1. 返回到您的存儲配置的價格表款。 
2. 旁邊的導入域，點擊  選擇文件 ，並選擇完成的 tablerates.csv 文件，並導入率。 

 

完成後，點擊  保存配置 。 

第4步：驗證價格  

要確保表率數據是正確的，使用消費者應用程序，有幾個不同的送貨地址，以確保運輸和裝
卸費率計算正確辦理付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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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訂單 
當消費者作出啟用Rezolve應用程序購買，Rezolve在MP創建銷售訂單並提供給您的信息，讓
您根據自己的正常訂單處理工作流和流程提取訂單的細節和處理訂單。  

在本節中，您將了解銷售訂單和其中包含的信息。 

4.1 銷售菜單 

讓我們開始銷售菜單。 

 

銷售菜單列出了您的Rezolve銷售渠道已經完成的訂單。您可以查看訂單的摘要列表，你可以
深入到單個訂單的詳細信息。 

訂單列表和訂單詳細信息為您提供您需要能夠帶動和您現有的訂單系統處理訂單工作流中的
所有信息。 

未來的功能將擴大Rezolve秩序的能力，以提供額外的工作流程階段，如創建發票，標誌著作
為發貨的訂單，定制訂單狀態，然後返回，儘管這些尚未MP1.5支持。 

4.2 為了工作流程 

當客戶下訂單，銷售訂單的交易記錄創建。訂單顯示在訂單電網，通常在狀態“證實”，表明
已下訂單並已經付款。 

Rezolve旨在在現有的訂單處理流程和系統的前工作，它的目的並不是要取代現有的訂單流程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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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為了工作區 

工作區列出了所有訂單的順序。 

在網格中的每一行代表一個客戶訂單，每一列代表一個屬性，或數據字段。使用標準的網格
控件進行排序和過濾列表，找到訂單，並應用行動來選擇訂單。 

 

上面的分頁控制標籤用於過濾列表，更改默認視圖，更改和重新排列的列，和導出數據。 

您可以在任何行點擊查看訂單的全部細節。 

4.4 為了工作區列 

在訂單網格的列有： 

列 說明 

選擇狀態 過濾器根據複選框狀態的命令列表： 

任何-列出所有記錄，不論複選框狀態。 

是的-有標記的複選框只列出記錄。 

否-只列出記錄而不標註的複選框。 

ID 當一個新的訂單保存在第一次分配一個唯一的，序列號。 

購買點 標識存儲視圖，其中下訂單。這通常是你的店鋪名稱。 

未來Rezolve功能包括用於創建和管理多個存儲能力，但這不是在MP1.5激
活。 

購買之日起 下訂單的日期。 

付款人姓名， 誰下訂單的人的姓名。 

收貨人名稱 誰的順序是被運的人的名字。這通常是一樣的付款人姓名，但未來的能力
可允許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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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基地） 的總計的順序，以基礎貨幣。 

總計（購買） 總計順序的，在消費者中的貨幣。 

將來的功能：MP的未來版本將支持多幣種，雖然這不是在MP1.5支持。 

現狀 目前的訂單狀態。這通常顯示為“完成”。 

行動 的查看鏈接打開該訂單的詳細信息視圖。 

 

4.5 為了網格控件 

，您可以使用網格控件通過訂單網搜索，過濾和網頁，包括 

● 搜索 
● 篩選 
● 排序 
● 創建自定義視圖 
● 選擇列，顯示  
● 出口訂單 

請參閱“用戶界面概述，電網”有關使用這些控件的詳細信息。 

4.6 查看訂單詳情 

查看單個訂單的詳細信息： 

1. 在主菜單欄，點擊銷售。然後在操作，選擇 訂單。 

 

2. 查找電網的順序，並在操作欄中，點擊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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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看到訂單明細查看完整的訂單詳細信息，並可以打印或導出訂單詳細信息到您現有的訂
單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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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和導出標準報告 
的MP提供的報告有多種選擇，讓你對你Rezolve銷售，產品和客戶活動知情。 

在本節中，您將了解標準報表，如何訪問它們，以及如何運行和導出輸出。 

5.1 報告菜單 

讓我們先從報告菜單。 

該報告菜單可以輕鬆訪問到你的銷售，產品，客戶和促銷活動的最新信息。  

菜單選項 

 

 
 

銷售 

銷售報告提供您Rezolve銷售信息。  

 

 
 

客戶 

的客戶報告選擇包括訂單總金額，訂單數量
，客戶和新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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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的產品報告所選擇包括暢銷產品，低庫存，
並下令。 

 

 
 

統計 

統計是一種工具，減少產生通過計算和存儲
統計數據報告，對性能的影響。報告生成每
一個時間，而不是重新計算統計數據，存儲
的統計數據用於直到刷新統計信息。 

 

5.2 銷售報表 

銷售報表中的時間或日期範圍內的特定時期提供洞察銷售活動。  
在MP V1.5銷售報告包括： 

● 訂單 

5.3 訂單報告 

報告可以按時間間隔，日期和狀態進行過濾的訂單。該報告包括放置總計為所有銷售訂單的
數量。 

 

© Rezolve Inc. 2017 
Rezolve User Guide _ Merchant Portal v1.5 _ 

v1.1 (en_US).docx 
Page 87 of 118 

 



 

 

要運行報告： 

1. 選擇用於報告日期： 
a. 創建訂單 -選擇此選項意味著在您選定的時間內提交的所有訂單將被顯示出來。 

a) 為了更新 -如果選擇此選項，除了包含在報告中唯一的訂單將是那些在選定的時間段
被更新。更新可以包括已開具發票，繳獲多命令 （在MP 1.5，這是一樣的訂單創
建）。 

2) 選擇 期限：選擇您希望如何組織的報告數據。您選擇的選項將顯示為包含該期間的所有
信息一行。可供選擇的日，月和年。 

3) 從 日期：這是一個必填字段。點擊日曆圖像上選取報表的開始日期 
4) 至今 ：這是一個必填字段。點擊日曆圖像上選取報表的結束日期 
5) 訂單狀態：您應該將其設置為“任何”。 未來秩序的工作流程將每筆訂單狀態報告，雖然

這不是在MP支持1.5 
6) 選擇 空行： 

a) 是 -將報告即使該行不存在數據的行 
b) 沒有 -將忽略該報告空行 

7) 顯示實際值 （下拉與“否”和“是”）選項菜單-如果你選擇“否”，那麼你的銷售報告將顯示
，而不是實際值預測值。 

要 查看 在屏幕上報告而不導出- 顯示 報告 單擊工作區的右上部分按鈕。這將生成報告。 

要導出 報告為外部格式-選擇你想從工作區的底部右側的下拉菜單中的選項 （MP 1.5支持
XML和CSV輸出） 和命中 
 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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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客戶報告 

的客戶報告中的時間或日期範圍內的特定時期提供深入了解客戶的活動。  
在MP V1.5的客戶報告包括： 

● 訂單總 
● 訂單數 
● 新客戶的 

5.5 訂單總 

訂單總額報告顯示客戶訂單指定的時間間隔或日期範圍。該報告包括每個客戶平均訂單金額
，總金額的訂單數量。 

 

要運行報告： 

1. 選擇 從 日 
2. 選擇  迄今為止 
3. 通過展-選擇您希望如何組織的報告數據。您選擇的選項將顯示為包含該期間的所有

信息一行。可供選擇的日，月和年。 

要 查看 在屏幕上報告而不導出-單擊 刷新 按鈕。這將生成報告。 

要導出 報告為外部格式-選擇你想從下拉菜單在工作區的右側的選項 （MP 1.5支持XML和CSV
輸出） 和命中  出口 。 

5.6 順序計數 

的順序計數報告顯示每個客戶的訂單指定的時間間隔或日期範圍內的號碼。該報告包括每個
客戶平均訂單金額，總金額的訂單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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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運行報告： 

1. 選擇 從 日 
2. 選擇  迄今為止 
3. 通過展-選擇您希望如何組織的報告數據。您選擇的選項將顯示為包含該期間的所有

信息一行。可供選擇的日，月和年。 

要 查看 在屏幕上報告而不導出-單擊 刷新 按鈕。這將生成報告。 

要導出 報告為外部格式-選擇你想從下拉菜單在工作區的右側的選項 （MP 1.5支持XML和CSV
輸出） 和命中  出口 。 

5.7 新客戶（賬戶） 

新會計報告顯示在指定的時間間隔或日期範圍內開設新的客戶開戶數。 

 

要運行報告： 

1. 選擇 從 日 
2. 選擇  迄今為止 
3. 通過展 -選擇您希望如何組織的報告數據。您選擇的選項將顯示為包含該期間的所有

信息一行。可供選擇的日，月和年。 

要 查看 在屏幕上報告而不導出-單擊 刷新 按鈕。這將生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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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導出 報告為外部格式-選擇你想從下拉菜單在工作區的右側的選項 （MP 1.5支持XML和CSV
輸出） 和命中  出口 。 

5.8 產品報告 

產品報告給你關於訂購的產品，暢銷書，以及庫存水平的洞察力。 

在MP V1.5產品報告包括： 

● 暢銷產品 
● 低庫存 
● 訂購了的產品 

5.9 暢銷產品 

的暢銷產品報告的時間或日期範圍的時間間隔內顯示的五個最暢銷的產品。該報告包括產品
名稱，價格和數量進行排序。 

 

要運行報告： 

1. 選擇 期：選擇您希望如何組織的報告數據。您選擇的選項將顯示為包含該期間的所
有信息一行。可供選擇的日，月和年。 

2. 從 日期：這是一個必填字段。點擊日曆圖像上選取報表的開始日期 
3. 至今 ：這是一個必填字段。點擊日曆圖像上選取報告的結束日期 
4. 選擇 空行： 

a. 是 -將報告即使該行不存在數據的行 
b. 沒有 -將忽略空行從報告 

要 查看 在屏幕上報告而不導出-點擊顯示 報告 在工作區的右上部分按鈕。這將生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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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導出 報告為外部格式-選擇你想從工作區的底部右側的下拉菜單中的選項 （MP 1.5支持
XML和CSV輸出） 和命中 
 出口 。 

低庫存 

，低庫存報告列出了所有產品具有在指定範圍內的庫存水平。 

 

要運行報告 

1. ：（可選）輸入 產品 火焰搜索詞 
2. （可選）輸入一個 SKU 搜索詞 
3. 輸入 從 數量（最低庫存水平範圍內） 
4. 輸入 到 數量（最高庫存水平範圍內） 

來 查看 而不導出屏幕上的報告-點擊 搜索 按鈕。這將生成報告。 

要導出 報告為外部格式-選擇你想從下拉菜單在工作區的右側的選項（MP 1.5支持XML和CSV
輸出）和命中  出口 。 

訂購的產品 

訂購的產品報告列出訂購指定的時間間隔或日期範圍內的所有產品。該報告包括訂購的產品
名稱和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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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運行報告： 

1. 選擇 從 日 
2. 選擇  迄今為止 
3. 通過展 -選擇您希望如何組織的報告數據。您選擇的選項將顯示為包含該期間的所有

信息一行。可供選擇的日，月和年。 

要 查看 在屏幕上報告而不導出-單擊 刷新 按鈕。這將生成報告。 

要導出 報告為外部格式-選擇你想從下拉菜單在工作區的右側的選項 （MP 1.5支持XML和CSV
輸出） 和命中  出口 。 

統計數據 

要減少生成銷售報告對性能的影響，Rezolve計算並存儲每個報表所需的統計數據。報告生成
每一個時間，而不是重新計算統計數據，存儲的統計數據被使用，除非你刷新的統計信息。 

包括最新的數據，生成銷售報告前，報告的統計數據必須被刷新。 

 

要刷新報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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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菜單欄，打 報告 （您可能需要點擊 高級 ，擴大主菜單）。然後根據 統計，選擇 
刷新統計信息。 

2. 在列表中，標記每個報表的複選框被刷新。 
3. 設置的 操作 控制到下列之一：  

a. 刷新 終身 統計 
b. 刷新統計 最後一天  

4. 完成後，點擊  提交 。  

 

 
 

15 導出、導入產品 
MP提供了豐富的產品管理精靈介面來幫助管理員創建和編輯產品（參見“管理產品和分
類”），但如果你想一次創建或編輯數百或數千個產品、或者要從現有的產品管理系統導入
產品，您會發現導入功能非常有幫助。 

如果你想要自動完成一些步驟來創建或更新來自外部產品管理系統的產品，那麼你很可能需
要請您公司的資訊人員協助創建一些外部腳本或工具來從現有的外部系統匯出資料，並且修
改匯出資料的欄位以符合MP預期的格式。您可能會注意到，MP數據導入和導出的標準已經
符一個流行的電子商務平台--Magento 2的格式，所以，如果你已經在你的其他電子商務通路
使用這個平台，你可能會發現導入文件的準備工作非常簡單。 

導入和導出工具使您可以在一次操作中同時管理多筆記錄。你不僅可以導入新的項目，同時
也可以更新、替換或刪除現有的多筆產品。例如，您可以添加新的產品、更新產品資料，或
置換現有的一些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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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使用CSV檔案工作 

CSV是一種用逗號當分隔值的文件格式，我們用這種文件當作數據傳輸操作的交換格式，這
種格式也支持大多數的電子表格和數據庫應用程序。此外我們也支援用以下檔案類型進行導
入和導出： 

● 導入- CSV和ZIP（壓縮的CSV檔） 
● 導出- CSV  

重要提醒！我們建議您使用支援UTF-8編碼的程式編輯CSV文件，如
Google試算表、Notepad++、或OpenOffice的Calc。 

Microsoft Excel會在CSV文件的標題列中插入其他字串，這些多餘的資
料可能會導致你的文件無法正確導入回你的MP。如果您遇到問題，請
使用 

如果您在Mac上工作，你必須要把你的檔案存成“Windows CSV”的格
式。  

 

CSV文件有特定的結構來對應資料庫欄位，每個欄位會對應到特定的屬性值。為了確保你的
欄位結構可以在導回時被MP正常讀取，請先從您商店的導出功能取得CSV檔作為範本，然後
再編輯該資料並導入到MP。  

如果你用文字編輯器打開一個導出的CSV文件，你會觀察到資料值都被逗號分隔開，而且有
一些值被用雙引號包起來。雖然預設是用逗號分隔的，在導入過程中你也可以指定一個自定
義的分隔符（但不建議）。 

15.1.1 產品CSV 結構 

產品資料庫的導出文件會包含在目錄中的每個產品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的資訊。每個記錄有
固定對應的目錄屬性列的選擇，雖然屬性的順序在導入過程中會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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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penOffice的Calc的導出產品CSV  

表格的第一行包含每個屬性，它被用作列標題的名稱。其餘行描述各個產品的記錄。與在
SKU列中的值開始任何行是一個新的產品記錄的開始。單個產品可能包括包含關於多個圖像
或產品選項的信息多行。已在SKU列中的值的下一行開始一個新的產品。  

該類別列包含每個到該產品被指定類別的路徑。路徑包括根類別，接著各電平之間的正斜杠
（/）。默認情況下，管道“|”字符用於區分不同類別的路徑。例如：  

默認分類/設備|默認分類/齒輪/袋。  

要導入數據，您需要只包括SKU，並改變任何列。任何空白列在導入過程中被忽略。 

它是不可能在導入過程中添加屬性。你可以只包括現有的屬性。  

對於每一個產品屬性的詳細說明，請參見：“產品屬性參考”。 

數據驗證  

所有數據都必須通過 驗證 後才能導入到店，以確保值與系統數據庫保持一致。當你點擊確
認開始  檢查數據  按鈕。在這個過程中，導入文件中的所有實體驗證以下： 

屬性  列標題名稱進行驗證，以確保它們符合在系統數據庫中的相應屬性。每
個屬性的值被檢查，以確保它符合數據類型（十進制，整數，VARCHAR
，文本和日期時間）的要求。 

複雜的數據  值，從一組定義的起源，如一個下拉或多個選擇輸入類型，進行驗證，
以確保在所定義的組存在的值。 

業務  數據業務數據列中的值進行驗證，以確保性能和複雜的數據值是什麼在
系統數據庫中已定義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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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  值新的實體，需要的屬性值的文件中是否存在被選中。對於現有的實體
，沒有必要重新檢查所需的屬性值的存在。 

分離器  雖然在電子表格中看到，當隔板是不可見的，在CSV文件中的數據值用
逗號分隔，和文本值括在雙引號。在驗證的過程中，分離器的驗證，每
個組把字符串引號被證實是正確的格式。 

 

驗證的結果顯示在 驗證結果 部分，並包括以下信息： 

● 實體的檢查數量 
● 的無效行的數量 
● 發現錯誤的數量  

如果數據是有效的，出現“導入成功則會”的消息。  

 

文件是有效的！ 

如果驗證失敗，請閱讀每個錯誤的描述，並在CSV文件糾正問題。 

例如，如果行包含無效的SKU，導入過程停止，該行和所有後續行不會被導入。正確的問題
後，再導入數據。 

如果遇到許多錯誤，可能需要嘗試多次才能通過驗證，你應該更密切注意確保正確預期的數
據格式。 

數據驗證消息的 

數據驗證 

● 與指定的SKU產品行未找到：1 
● 指定店URL鍵已經存在 
● 不支持“7z格式”的文件擴展名 
● 不支持“TXT”文件擴展名  

錯誤 

● 錯誤字段類型。在導入文件％小數％TYPE，預期類型％文本％。 
● 值是不允許的。屬性值不存在於系統中。 
● 現場％列名％是必需的。 
● 錯值的分隔符。  
● 使用的編碼是錯誤的。支持的字符編碼是UTF-8和Windows 1252。 
● 導入的文件不包含SKU場。 
● SKU不存在於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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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名％列名稱％是無效的。應以字母開頭。字母數字。 
● 導入的文件不包含頭。  
● ％網站名稱％的網站不存在於系統中。  
● ％storeview名稱％storeview不存在於系統中。  
● 進口屬性％屬性名稱％不存在於系統中。  
● 進口資源（像）不能從外部資源由於超時或訪問權限下載。  
● 進口資源（像）不會在本地媒體存儲存在。  
● 顯示給用戶等於一個手動產品保存期間看到產品創建錯誤。  
● 顯示給用戶等於一個手工產品保存過程中看到高級的價格創建錯誤。  
● 顯示給用戶等於一個手動客戶保存過程中看到客戶創建錯誤。  

進口 

所有產品類型的數據可以導入到你的店。導入支持以下操作：  

● 添加/更新 
● 替換現有的複雜數據 
● 刪除實體  

導入文件的最大允許大小是通過服務器上的Rezolve服務提供商確定。導入頁面上的系統信息
指示當前大小限制。 

 

 

流程概述：  

第1步：準備數據 

步驟2：選擇導入行為 

3步：確定導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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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檢查導入數據  

第1步：準備數據 

1. 在主菜單欄，點擊 系統。然後在 數據傳輸上，選擇 導入。 

  

2. 在 導入設置中，將 實體類型 到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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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擊 下載示例文件，然後從Web瀏覽器的下載位置，打開下載的文件。示例文件包括
與例如產品類型的佔位符數據的列標題。 

4. 檢查樣本文件的結構。當您準備CSV導入文件，確保列標題正確無誤。  
5. 驗證導入文件的大小不超過在頁面頂部顯示的限制。 
6. 如果圖像駐留在外部服務器上，請確保您有完整的URL包含圖像的目錄。  
7. 如果導入的數據包括路徑產品圖片，請確保圖像文件已被上傳到相應的位置 （你需

要跟你的Rezolve服務提供商，讓他們為你做這個）。 

步驟2：選擇導入行為 

1. 集 進口行為 下列之一： 
a. 添加/更新 
b. 替換現有的複雜數據 
c. 刪除實體  

2. 執行以下操作：  
a. 接受逗號（，）的默認值 字段分隔。   
b. 接受一個逗號（，）的的默認值 多值分隔符。   

3. 在一個CSV文件，逗號是默認分隔符。要使用不同的字符，請確保在CSV文件中的數據
您指定的字符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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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確定導入文件 

1. 點擊  選擇文件  ，選擇要導入的文件。 
2. 找到您準備導入CSV文件，並點擊  打開 。 
3. 如果導入的數據包括路徑產品圖片，請在中以下之一 圖片文件目錄 字段輸入： 

a. 完整的URL到另一台服務器上的圖像。例如：http://domain.com/images  
b. 到Rezolve服務器上上傳的圖片的路徑 （你需要跟你的Rezolve服務提供商獲取此信

息）。 例如：VAR /進口。 

第4步：檢查導入 

1. 數據的右上角，點擊。 檢查數據 。 
2. 然後，等待少許時間驗證過程來完成。如果導入的數據是有效的，你會得到一個確認

信息頁面上 
3. 如果該文件是有效的，點擊  導入 。否則，糾正與郵件中列出的數據中的每個問題，

並嘗試再次導入該文件。 
4. 導入過程持續到數據的結尾，除非遇到了錯誤。 如果出現在的錯誤消息 驗證結果，

校正所述數據中的問題，並且  重新導入文件。 

導入完成後會顯示一條消息。 

導入操作 

操作  描述 

添加/更新 新產品的數據添加到現有的產品數據在數據庫中的現有條目。除了SKU
所有字段可以更新。 

這在導入數據指定新稅法類會被自動創建。 

這在導入文件中指定新的產品類別將自動創建。 

這在導入文件中指定新的SKU自動創建。 

替換現有複雜
的數據 

現有的產品數據被替換為新的數據。 

注意：更換數據時，因為現有的產品數據將被徹底清除，並在系統中的
所有引用都將丟失請務必小心！  

如果一個SKU在導入數據的現有實體的SKU匹配，各個領域，包括SKU被
刪除，一個新的記錄使用CSV數據創建的。 

如果CSV文件中引用的SKU，不存在於數據庫中，則會出現錯誤。您可以
檢查數據顯示錯誤。 

刪除條目， 在進口數據已經在數據庫中存在的任何實體從數據庫中刪除。 

刪除忽略所有列在進口數據，除了SKU。您可以忽略數據中的所有其他
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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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CSV文件中引用的SKU，不存在於數據庫中，則會出現錯誤。您可以
檢查數據顯示錯誤。 

 

導入歷史 

保持已導入到您的存儲數據，包括起始日期和時間，用戶，執行時間，並導入文件的鏈接的
記錄。  

查看導入歷史記錄 

在主菜單欄上，點擊 系統，然後在數據傳輸上，選擇  導入歷史記錄 。 

 

導入產品圖片 

每種類型的多個產品圖片可以導入到你的MP，並與具體的產品相關。每個產品圖像的路徑
和文件名輸入在CSV文件，並且要導入的圖像文件上傳到服務器Rezolve或外部服務器上的相
應路徑。 

Rezolve對於被按字母順序排列產品圖片創建自己的目錄結構。當您導出與現有的圖像傳輸到
CSV文件中產品數據，你可以在每個圖像的文件名前看到按字母順序排列的路徑。但是，當
您導入新的圖片，你不需要指定路徑，因為Rezolve自動管理的目錄結構。只要確保進入相對
路徑進口目錄中導入的每個圖像的文件名之前。  

要上傳圖片，你必須有登錄憑據和正確的權限訪問該文件夾Rezolve服務器上。有了正確的憑
據，你可以使用任何SFTP工具將文件從桌面電腦上傳到服務器。 您將需要跟你的Rezolve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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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提供商獲得這些證書。或者，你的圖像可以在其他網站上的地址被託管，並從那裡自動導
入。 

在嘗試導入大量圖像，審查，你要使用的導入方法的步驟，整個過程用了
幾個產品上運行。當你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你會覺得自信大量進口的圖

像。 

方法1：從外部服務器導入圖像  

1. 上傳圖像將被導入到外部服務器上指定的文件夾。 
2. 在CSV數據，輸入完整的URL用於通過圖像類型（base_image，small_image，

thumbnail_image，或additional_image）在正確的列中的每個圖像文件。 
a. http://example.com/images/image.jpg 

3. 按照說明導入數據。 

方法2：在本地服務器導入圖像 

1. 上的Rezolve服務器，圖像文件上傳到酒吧/媒體/導入文件夾。這是進口產品圖片的默
認文件夾。  
a. 你Rezolve服務供應商可能會建議您使用Rezolve服務器上不同的文件夾，只要在導

入過程中指定的文件夾的路徑。  
2. 在CSV數據，輸入根據圖像類型（base_image，small_image，thumbnail_image，或

additional_image）上正確的行要被導入的每個圖像文件的文件名，通過SKU，並在正
確的列。 
a. 確保包括每個文件名前的進口目錄的相對路徑，如下所示：

/pub/media/import/image.jpg  
b. CSV文件需要包括僅SKU列和相關圖像列。  

3. 按照說明 導入 數據。  
a. 選擇要導入的文件後，下面的圖片文件目錄輸入相對路徑：/酒吧/媒體/導入  
b. 如果導入多張圖片為單個SKU，插入SKU下方的空白行，並在相應的欄中輸入額外

的圖像文件名。額外的行會被理解為屬於母公司SKU。  

導入指南 

新實體  

✓ 的實體被添加在CSV文件中指定的屬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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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值，或有一個無效值，對於沒有缺省值集的所需屬性，則該實體（相應的行
或行）不能被導入。 

✓ 如果沒有值，或有一個無效值，用於與所述默認值集合，則該實體（相應的行或行）
所需的屬性被導入，並且默認值被設置為屬性。 

✓ 如果複雜的數據是無效的，則該實體（相應的行或行）不能被導入。 

現有實體  

✓ 的屬性是不複雜的數據，從導入文件中的值，包括非必需的屬性的空值，替換現有的
值。 

✓ 如果沒有價值，或者有一個無效的值，所需的屬性，則現有值不被替換。 
✓ 如果該實體的複雜的數據是無效的，該實體（相應的行或行）不能導入，除的情況下

，當刪除實體在導入操作下拉菜單中選擇。 

複雜的數據  

如果是在導入文件中指定的屬性已經存在，並且其值從一組定義的值的導出，以下適用： 

✓ 如果該值尚未包括在所定義的值的集合，該行可以被導入和一個默認值，如果定義的
話，被設定為屬性。 

✓ 如果該值已經包括在定義的一組，相應的行不能被導入。 

如果導入文件中指定的屬性名稱，但未在系統中尚未定義，它不是創建的，它的值不導入。 

無效文件  

✓ 如果所有行都是無效的的文件無法導入。 
✓ 非現有的服務數據或複合數據名稱在導入文件中指定，諸如與列“_ <不存在名稱>”標

題。  

導出 

到熟悉你的數據庫的結構，最好的辦法是要導出的數據，並在電子表格中打開它。一旦你熟
悉的過程中，你會發現，這是管理大量信息的有效方式。  

導出數據 

1. 在主菜單欄上，點擊 系統，然後在數據傳輸上，選擇  導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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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導出設置 部分，指定以下內容： 
a. 設置 實體類型 為以下之一 

i. 產品 
ii. 客戶主文件 
iii. 客戶地址  

b. 接受默認 導出文件格式 ：“CSV”的 
3. 的 實體屬性 部分按字母順序列出所有可用的屬性。您可以使用標準的列表控件來搜

索特定的屬性，並且對列表進行排序。搜索和 過濾器復位 控制控制列表的顯示，但
必須包含在導出文件屬性上的選擇沒有影響。  

4. 為了過濾基於屬性值的導出數據，請執行下列操作： 
a. 要與特定的屬性值只導出記錄，請在所需的值 過濾器 列。下面的例子出口僅特定

的SKU。 
b. 要省略從出口的屬性，標誌著的 排除 在該行開頭複選框。例如，僅導出SKU和

image列，選擇所有其他屬性的複選框。該列將出現在導出文件，但沒有任何價
值。 

5. 向下滾動，然後點按  繼續  在頁面的左下角。  
a. 在瀏覽器的右下角尋找下載提示。導出CSV文件可以保存或在電子表格中打開。您

可以編輯的數據，並導入回你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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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標準  

出口過濾器用於指定基於屬性值要在導出文件中的數據。此外，您可以指定要包括或從出口
排除的屬性數據。 

導出過濾器  

您可以使用過濾器，以確定哪些項目要包含在導出文件裡。例如，如果你進入製造過濾器的
國家的值，導出CSV文件將只包括在該國生產的產品。  

該類型的過濾器對應於數據類型。對於日期字段，你可以選擇從日曆的日期。要了解更多信
息，請參見：屬性輸入類型。 

以僅包括具有特定值的記錄，如SKU，鍵入值到過濾器字段。一些領域，如價格，重量，和
集產品作為新的有一個自/至值範圍。 

排除屬性  

在第一列中的複選框用於排除導出文件的屬性。如果屬性被排除，在出口數據相關聯的列被
包括在內，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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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標準 

排除  篩選 結果， 

 
不 導出的文件包含了每個屬性的所有現有的記錄。 

 
是的 導出文件包含僅由過濾器所允許的記錄每一個屬性。 

 
沒有 導出文件不包括被排除的屬性欄，但不包括所有現有的記錄。 

 
是的 導出文件不包括被排除的屬性欄，只包含由濾波器允許的記

錄。 

 

15.4 產品屬性參考 

下表列出從導出功能得到的產品屬性，以導出檔案中的預設順序排序。每個屬性代表CSV文
件中的每個表頭欄位，產品的記錄以行表示。 

以下底線開始的欄位值包含服務數據，例如用於複雜的數據屬性或選項值。  

這些欄位是由MP中導出來做成一份樣版。這份樣板中盡可能的呈現多種欄位值的可能性，
它的一些欄位值顯示兩個網站和一些商店示圖的顯示方式（注：MP 1.5不支援多商店功
能）。 

雖然這份資料涵蓋所有導出的欄位，但SKU是唯一的必填值。導入數據時你可以填要修改的
欄位。 

該SKU應該是第一列，但其餘屬性的順序並不重要。  

簡單產品- CSV文件結構  

屬性 說明 

SKU  唯一值、必填、僅接受字母數字，可用此值來對應並控管
實際的庫存。長度最多64個字元。例如：sku123 

store_view_code  標識產品在哪些商店視圖可用（一個或多個）。如果為空
白，代表該產品可在預設視圖出現。（注：MP 1.5不支援
多商店功能） 

attribute_set_code   根據產品類型將產品分派的產品屬性集模板。一旦產品被
創建，該屬性集則不能改變。 

product_type  是指產品的類型。值包括： 

simple: 簡單 -這是一般銷售作為單一單位或固定數量的
實體物品。  

configrable: 可配置 -客戶必須在購買前選擇多個選項的
產品。每組商品的庫存可以獨立變化（MP 1.5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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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們分別代表不同的SKU的簡單產品。例如，一隻可
配置商品是一組有可配置的顏色和大小選項的商品組合，
結果會呈現在目錄中。 

grouped: 分組 - MP 1.5不支援 

virtual: 虛擬  -MP 1.5不支援 

bundle: 捆綁  -MP 1.5不支援 

categories  指派該商品特定的產品分類。父類別和子類別以正斜線/
分隔。要指配給多個分類的話，將不同路徑以“|”符號分
隔。 

例如：預設分類/食品 保健 飲品|預設分類/其他 

product_websites  指派該產品的可用網站代碼。單件產品可以被分配到一到
多個網站。如果要指定多個網站，用逗號分隔，不可有空
格。（MP 1.5不支援） 

name  與產品名稱出現在所有產品上市，並且是客戶用來標識產

品名稱。 

description  產品說明提供有關產品的詳細信息，其中可能包括簡單的
HTML標籤。 

short_description  簡短描述取決於APP設計。它可能會出現在產品名稱跟價
格中間。 

weight  產品的重量。實際產品重量以出貨時貨運公司計算為準。 

product_online  確定該產品是否可在商店銷售（發布）。設定值：  

1：是，該產品可立即在您的商店銷售。 

0 或空值：否，產品不在目錄中。  

tax_class_name  與此產品相關的稅級的名稱。 

visibility  在一見購中請一率設為Catelog, Search；此值用來確定
是否該產品在目錄中可見，並為搜索提供。 

值包括： 

Not Visible Individually:不單獨可見 -不包括在產品上
市的產品，雖然它可能作為其他產品的變化。  

Catalog:目錄 -產品出現在所有目錄列表。  

Search:搜索 -該產品可用於搜索操作。  

Catelog, Search:目錄，搜索 -的產品納入目錄列表，也可
用於搜索。 

price  產品在您的商店出售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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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_price  MP 1.5不支援 

special_price_from_date  MP 1.5不支援 

special_price_to_date  MP 1.5不支援 

url_key  MP 1.5不支援 

meta_title  MP 1.5不支援 

meta_keywords  MP 1.5不支援 

meta_description  MP 1.5不支援 

base_image  產品頁面上主要圖像的相對路徑。  

Rezolve專賣店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文件夾結構內的文
件。你可以看到在導出數據的每個圖像的準確位置。例如
：/sample_data/m/b/mb01-blue-0.jpg  

為了上傳新圖片或寫在現有的圖像，輸入文件名，通過接
一個斜線。例如：/image.jpg 

您可以將圖片上傳到你的圖床中（建議使用flicker），填
入圖片網址，導入商品時MP會將圖片取回存入一見購系
統中。 

base_image_label  MP 1.5不支援 

small_image  在目錄頁面中使用的小圖像，通過接一個斜線的文件名。
例如：/image.jpg 

MP 1.5不支援 

small_image_label  MP 1.5不支援 

thumbnail_image  任何縮略圖的文件名出現在產品頁面上的畫廊，通過接一
個斜線。例如：/image.jpg 

MP 1.5不支援 

thumbnail_image_label  MP 1.5不支援 

created_at  何時創建產品。在創建產品時的日期是自動生成的，但可
以在以後進行編輯。  

updated_at  產品的最後更新日期。 

new_from_date  MP 1.5不支援 

new_to_date  MP 1.5不支援 

display_product_options_in   MP 1.5不支援 

map_price  MP 1.5不支援 

msrp_price  MP 1.5不支援 

 

© Rezolve Inc. 2017 
Rezolve User Guide _ Merchant Portal v1.5 _ 

v1.1 (en_US).docx 
Page 109 of 

118 
 



 

map_enabled  MP 1.5不支援 

gift_message_available  MP 1.5不支援 

custom_design  MP 1.5不支援 

custom_design_from  MP 1.5不支援 

custom_design_to  MP 1.5不支援 

custom_layout_update  MP 1.5不支援 

page_layout  MP 1.5不支援 

product_options_container  MP 1.5不支援 

msrp_display_actual_price_t
ype 

MP 1.5不支援 

country_of_manufacture  製造產品的國家。 

additional_attributes  額外的產品屬性。例如：has_options = 0,required_options 
= 0,顏色=黑色,has_options = 0,required_options = 
0,size_general=XS 

qty  庫存產品的數量。 

out_of_stock_qty  產品現在是否有庫存。 

use_config_min_qty  是否使用配置的缺貨數量的預設值。值包括 ： 

1（是）的預設配置設置用於該屬性的值。  

0（或空白）（否）的默認配置可以覆蓋該屬性的值。 

is_qty_decimal   數量 屬性是否有小數點。值包括： 

1：是，數量屬性的值有小數點。  

0（或空白）：否，數量屬性的值是一個整數。 

allow_backorders  MP 1.5不支援 

use_config_backorders  

 

是否允許缺貨購買。 

值必須是 1  （是）。 

min_cart_qty  MP 1.5不支援 

use_config_min_sale_qty  是否設定最低購買數量。 

值必須是 1 （是）。 

max_cart_qty  MP 1.5不支援 

use_config_max_sale_qty  是否設定最大購買數量。 

值必須是 1 - （是）的默認配置設置用於該屬性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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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_in_stock  產品是否有庫存。 

notify_on_stock_below  指定庫存數量觸發“缺貨”通知的數值，MP 1.5不支援。 

use_config_notify_stock_qty  是否設置觸發庫存通知。 

值必須是 1 - （是）。 

manage_stock  是否管理庫存。值包括： 

1 - （是）開啟庫存控制來管理產品的庫存水平。  

0（ 或空） - （無），系統不會監看庫存物品的數量。 

use_config_manage_stock  是否依系統設置的值決定管理庫存。 

值包括： 

1 - （是）依系統設置的值決定要管理庫存。  

0（ 或空） - （否）。 

use_config_qty_increments  是否依系統設置的值決定庫存增量值。 

值包括 ： 

1 - （是）依系統設置的值決定庫存增量值。  

0（ 或空白） - （否）。 

qty_increments  該產品是否有增量銷售。選項必須是： No 

use_config_enable_qty_inc  是否要用系統設置當啟用庫存增量的設定。 

值包括： 

1- （是）。  

0（或空） - （無）。 

enable_qty_increments  MP 1.5不支援 

is_decimal_divided  MP 1.5不支援 

website_id  MP 1.5不支援 

related_skus  MP 1.5不支援 

crosssell_skus  MP 1.5不支援 

upsell_skus  MP 1.5不支援 

additional_images  其他任何圖像的文件名是與產品。例如：/image.jpg 

additional_image_labels  MP 1.5不支援 

custom_options  MP 1.5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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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數據對於產品變異 

_super_products_sku  生成的SKU為可配置的產品變型。例如：WB03-XS-綠色。
適用於：配置的產品  

_super_attribute_code  一個可配置的產品變化的屬性代碼。例如：顏色。適用於
：配置產品 

_super_attribute_option  一個可配置的產品變化的值。例如：綠色。適用於：配置
產品 

_super_attribute_price_corr  MP 1.5不支援 

_associated_sku  MP 1.5不支援 

_associated_default_qty  MP 1.5不支援 

_associated_position  MP 1.5不支援 

 

1.1 複雜的數據 

術語複雜的數據1指的是與多個產品選項相關的數據。以下產品類型使用來自不同產品發起
創建產品變化和多種選擇的數據。  

● 可配置的產品 

如果你要導出配置的產品，你會發現標準的屬性，使一個簡單的產品，加上需要管理複雜數
據的附加屬性。 

複雜的數據屬性  

屬性 描述 

configurab 
le_ 
variation_標
籤 

標識產品標籤的變化。例如：選擇顏色： 選擇尺寸 

：
configurabl
e_變化  

 

描述與產品差異關聯的值。例如  

：SKU= SKU紅色XS，顏色=紅色，大小= XS，價格= 10.99，顯示= 1，圖像= /
酒館/媒體/進口/ image1的。 PNG | SKU = SKU-紅-米，顏色=紅色，大小= M
，價格= 20.88，顯示= 1，圖像= /酒館/媒體/進口/ image2.p納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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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需求 
使用MP的系統需求： 

● 硬體 -能夠運行Web瀏覽器的個人電腦或平板設備（在Windows，Mac，iOS設備，
Android設備）。 

● 軟體 -瀏覽器（推薦使用Chrome或Safari） 
● 互聯網/網際網路連線 -你需要有寬頻上網（建議速度至少10Mbp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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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文件格式 
在MP支援的文件格式有： 

類型 文件格式名 文件大小 

產品圖片 JPG，JPEG，GIF，PNG 5MB（最大） 

分類圖片 JPG，JPEG，GIF，PNG 5MB（最大） 

Shoppable  Ads 圖片水印 JPEG ，JPG 150MB（最
大） 

Shoppable Ads 音頻水印 MP3 150MB（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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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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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表 
[隨時新增] 

 

術語 說明 

App、消費者 App、啟用
Rezolve功能的App 

由消費者使用，具有Rezolve的行銷功能（包含Rezolve行動商
務、行動行銷功能）。 

屬性、屬性集 商品的特性、任何產品的描述。產品屬性的例子包括顏色，尺
寸，重量和價格。 

購物車、購物 消費者在購物其過程中希望購買的商品形成的組合。 

目錄 形容Rezolve MP中的所有 產品 和 分類。 

分類 一組有共同特徵或屬性的 產品。  

組合資料 具有多個產品選擇的資料。 

參見 可配置產品。 

可配置產品 其具有消費者選擇的選項（例如，大小，顏色）的商品，指向
該產品的確切實體，並且必須由消費者在購買產品之前選擇。 

又見 簡單產品。  

CSV 逗號分隔值：用來存放彼此由逗號分隔的數據值的類型的文
件。 

儀表板 一個MP上的關鍵工作區；顯示一些銷售統計數據的一覽表。 

行銷 一個由Rezolve觸發，使用影像或聲音水印購物的消費者體驗和
工作流程。 

KPI，KPIs 關鍵績效指標（KPI）是展示一個公司如何有效地實現關鍵業
務目標的可測量值。MP儀表板會顯示你的店的KPI。  

主選單 主選單結構（通常顯示在MP頁面的左欄），允許您導航到MP
的主功能區。 

MP，商家後台入口 一個的密碼保護的Rezolve商店後台，用以管理訂單、目錄、和
設定。 

產品 消費者可以從商店購買的項目。他們通常被組織成 分類，統稱
為你的目錄 中的 產品 及 分類 。 

價格表（在消費者APP） 顯示結帳時的應支付金額給消費者的介面。資訊會在產品頁跟
購物車出現。它顯示有關產品、稅額、運費、折扣、和總支付
金額等價格資訊。 

Rezolve服務提供商 為您提供Rezolve平台和支援服務的公司或服務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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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pable廣告 一種行銷媒合方式，讓消費者從你使用他們的手機APP購買產

品。另見 行銷 

登入，登入資訊 您的個人秘密資訊，讓您可以安全地登錄到您的MP，通常包
含一個網站地址（URL）、你的用戶名和密碼。你必須妥善保
管這些資訊。 

簡單產品 沒有消費者可選擇的選項的產品類型。 

又見 可配置產品。 

SKU SKU為庫存單位的簡稱，是您為您的每個產品設定的唯一參考
值，也是你將如何從目錄中所有產品辨識出一個具體的產品的
方法。 

UI，用戶界面 意思是人類用戶與任何系統互動的方法，可以是一個或更多個
可透過網絡瀏覽器訪問的網頁（例如你的MP），或者是一個
由消費者使用的移動應用程序（如啟用Rezolve-APP）。 

URL，MP URL 網址，MP網址：一個網頁在互聯網上的唯一地址，例如：你
的MP登入網址。 

Web瀏覽器 安裝在您電腦上，用於訪問網站和網頁的電腦軟體。 知名的瀏
覽器如Safari瀏覽器、Chrome瀏覽器、Firefox、和MS Edge。網
站的例子有：谷歌、Facebook、維基百科和你的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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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協助 
您可以通過以下方式聯繫您的Rezolve服務提供商以獲得幫助： 

網上聊天 ：XXXXXXXXXXXX 

Facebook的 ：XXXXXXXXXXXX 

網址 ：XXXXXXXXXXXX 

郵箱 ：XXXXXXXXXXXX 

電話 ：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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