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WooCommerce?
所以你对WooCommerce感兴趣，并想了解一下

我们提供的功能。 看看我们已经放在一起的这个

功能列表，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我们没有涵盖，请

联系。

专为WordPress而设计：

WooCommerce可与WordPress无缝集

成，使其成为现有WordPress用户明显的

电子商务选择，并将您连接到快速增长的

WordPress生态系统。

卖任何东西，从任何地方：从实际的产品

全球社区：迄今已有超过350个

WooCommerce贡献者和700多万次下

载，您将加入网络上增长最快的开源社区

之一。

开源：WooCommerce是100％的开放源

码，可让您从积极和不断增长的贡献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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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字下载到订阅、内容、甚至你的时

间，你将能够建立一个WooCommerce

商店销往世界各地（或按国家，如你所

愿）。

手机友好：WooCommerce旨在确保您

的商店和产品在台式电脑上看起来像在客

户手机上一样好。您甚至可以通过使用几

个第三方工具/服务，将您现有的

WooCommerce商店转变为移动应用，

无需自定义编码。

可扩展性：随着您的业务发展，

WooCommerce可以随着您的扩展。从

销售一个产品到数千个，从您的第一个订

单到百万，WooCommerce将能够与您

进行规模和搭配。

拥有您的数据：保持数据独立于任何第三

方软件平台，可以完全控制您的业务和未

来。对于您的客户来说，这也是一个更安

全的体验，因为他们与您分享他们的个人

信息是唯一的人。

安全代码：WooCommerce由插件安全

行业领导者Sucuri审核，以确保其遵守

WordPress最佳做法和编码标准，并保持

安全和最新。

区中获益。 随着世界各地举办的

WooCommerce会议，您可以在现实生

活中与WooCommerce用户会面。

客户支持：我们的专业支持团队是可用

的，并致力于帮助我们的客户随时随地都

需要。

文档：我们提供了全面的文档，其中包括

安装，扩展，代码段，主题，第三方插

件，使用Webhooks，WooCommerce

Cookies，SSL和HTTPS等主题。

免费和付费的扩展市场：有超过300种免

费和付费的扩展可供选择，您可以利用大

量的功能和集成扩展您的

WooCommerce商店。

WooCommerce核心+扩展
WordPress，WooCommerce，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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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Commerce扩展，甚至我们的其他产品如

Sensei的结合真正使WooCommerce成为一个独

特而强大的产品。

您如何定制和扩展您的商店？ 使用Sensei

创建在线课程，提供会员资格，通过订阅

获得更多收入，或者预订。 探索与全球领

先的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的许多集成。

WooCommerce核心. 核心是您从

WordPress.org下载WooCommerce时获

得的所有功能和特点。 想在没有时间的情

况下得到设置和销售？ 继续阅读，了解免

费下载内容。 现在下载。

WooCommerce扩展。 我们有数以百计

的免费和付费扩展，您可以添加到

WooCommerce核心来自定义您的商

店。 浏览扩展。

开发者友好
您可能会想知道WooCommerce与WordPress是

否适合您。 我们有偏见，但我们认为是！ 开发人

员喜欢我们的平台有几个原因：

可扩展：WordPress和PHP开发人员将非

常舒适的在家里就可以定制

WooCommerce站点并构建自己的扩

展，指尖飞舞中流出无数的动作和过滤

器。

轻松迁移：如果客户希望从现有的

ECommerce平台迁移，我们已经设置了

一些选项。 在这里阅读更多关于这些选

自定义AJAX端点：使用自定义AJAX终端

提高前端AJAX请求的性能（例如添加到购

物车和结帐），这样可以将购物车中的项

目添加到大约40％的速度。

Webhook系统：作为我们API的一部

分，我们为Webhook系统提供了一个

UI。 这使得第三方应用程序可以轻松地与

WooCommerce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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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REST API：REST API内置于

WooCommerce中，可以轻松地在

WordPress仪表板中的WooCommerce

设置中，它可以在一个关键系统上进行，

以控制与您网站上WordPress用户相关的

访问。

GitHub：发现你认为我们可以改进的东

西？ 错误需要排除？ 如果您在GitHub

上，我们欢迎您参与WooCommerce

Repository。

卖任何东西，并且很漂亮。
一个成功的销售早在某人点击购买之前就开始了。

到达目的地的旅程是至关重要的，在网络和电子商

务的世界里，浏览你的产品、内容和网站的外观、

感觉和体验都说明一切。

CORE

现代和干净的界面：WooCommerce旨

在与目前的默认WordPress主题趋势相结

合，保持您的商店设计现代化，符合当前

的设计趋势。

改善店主的经验：我们的管理设置结构易

于在手持设备上使用，为您提供卓越的用

户体验，以便在移动中更新您的商店。

与WordPress内容集成：伟大的品牌建

立在发布和内容的基础上，

WooCommerce建立在WordPress上，

这意味着您可以将电子商务与世界上最受

扩展（付费和免费）

子主题：下载我们免费的

Storefront主题，或者如果您想

要一个预制的设计，请选择我们

的付费子主题之一。

主题扩展：使用我们的付费扩

展，将功能添加到免费的

Storefront主题。 您还可以使用

免费的Color Customization插

件来调整商店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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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的博客平台无缝集成。

智能购物车
如果销售是目的，那么购物车就是结账队列，顾客

可以在上面为你加油，或者在过道里丢弃东西，或

者在车上添加更多的东西，然后完成。我们已经在

WooCommerce核心中构建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使其成为一个光滑，无缝和智能的购物车。

CORE

预先安装的支付网关：从五个预先安装的

网关中进行选择，包括：直接银行转帐，

支票付款，现金付款，使用PayPal的信用

卡付款或使用简化商务（仅适用于美国）

的信用卡付款，支持托管付款符合PCI标

准的托管支付平台）。拖放它们以在前端

显示您的首选顺序。

控制结帐过程：启用或禁用客人结帐，强

制您商店上的所有结帐流程。卖给特定国

家或世界上任何人，并设置特定页面网址

来处理结帐过程中的具体操作。

设置默认货币：从一系列货币中选择您的

默认货币。

地理位置支持：内置地理位置支持（带有

页面缓存支持选项）可让您的商店自动检

测您的客户的地址 – 使运输和税务计算更

扩展（付费和免费）

附加产品类型：订购产品，预订

产品，预购产品，基于测量的产

品，捆绑产品，链接产品，复合

产品，强制销售和附加组件。

最受欢迎？ 产品附件，动态定

价，产品组合，创建组，变化色

板和照片，最小/最大数量，品

牌，命名您的价格，复合产品，

产品供应商，高级通知，

WooCommerce等待清单和预

订。

woocommerce.wiki



简单。

自动征税：将“默认客户位置”定位，并

根据其位置显示您商店税收的功能，您可

以在整个范围内显示相关价格。

购物车行为：成功添加产品后，选择性选

择重定向到购物车页面。

减少页面加载：WooCommerce可以选

择在添加到购物车按钮上使用AJAX，这意

味着每当客户将产品添加到购物车或编辑

他们的购物车时，您的商店就不需要重新

加载。

灵活的配送选项
手写标签，包装盒和旅行到邮局是每个创业故事的

一部分，但在某些时候，您需要花时间思考您业务

的其他方面。 WooCommerce使运输，付款，邮

资和国际交付更容易，内置令人印象深刻的功能，

并通过付费和免费的扩展更多。

CORE

运送计算：在商店内启用配送选项。

购物车计算器：您可以在购物车页面上启

用运费计算器。

运送价格：选择隐藏运费，直到输入地

址。

扩展（付费和免费）

额外的航运选项可通过扩展：本

地Pickup Plus，每个产品，表格

价格航运，USPS运送，UPS运

输，联邦快递运送，发货到多个

地址和基于角色的付款/运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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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运送目的地：从送货地址和帐单地

址中选择，或只发送给用户帐单地址。

限制销售：按国家限制运输地点。

多种运输方式：统一费率，国际运费，本

地运送，本地货运或自动选择最便宜的方

法。 甚至免费送货。

多个运输区域：创建多个运输区域，并将

运输方法的任何组合添加到任何单个区

域。

式。

其他热门扩展： 打印发票和装箱

单，装运跟踪，高级通知和邮政

编码/地址验证。

税？ 已搞定
电子商务税可能是一场噩梦。 作为在线零售商，

我们知道这一点。 所以WooCommerce的核心配

备了内置的税务功能，可以帮助店主首次获得正确

的收益。

CORE

控制税：在设置商店时，您想要考虑的最

后一件事是客户在网上购买时想要考虑的

最后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把它简单的包含

在核心中。

自定义税务计算：可以根据客户的送货地

址，帐单地址或您的商店基地址计算税

金。

地理位置启用税：根据您的位置，

扩展（付费和免费）

附加选项：使用我们的Taxamo

集成来跟踪并处理所有的欧盟增

值税规则，以使您的商店与2015

年开始的新法律保持一致。您还

可以使用TaxJar，Xero或

Freshbooks的扩展程序自动执行

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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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Commerce可以自动计算主要的国

家和州税率。

选择客户地址：允许您的商店从默认选择

您的客户的地址，您的商店的基地址或通

过地理位置定位客户的地址。

控制税类：可选择控制哪些税收类运输获

得，因此运输税是基于购物车本身。

控制商店中的税收显示：选择是否在商店

中显示价格，不包括或包含税费。选择是

否在购物车中显示价格，并检查不包括或

包括税费，并选择如果税款总额显示分项

或总计。

定义税率：选择标准税率，降低税率或零

税率。

综合营销与SEO
如果只是像开店一样简单，客户会来找你。 营销

至关重要，WooCommerce核心功能可以帮助您

吸引人们，包括SEO，优惠券，产品评论等。 另外

还有一些扩展程序，当你准备好把握起来，如智能

产品推荐。

CORE

搜索引擎优化：WooCommerce在

WordPress上运行，被业内公认为SEO实

践的最佳平台之一。呜！

扩展（付费和免费）

附加选项：社交媒体整合，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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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券和代码：从固定价值或折扣优惠券

中选择。 允许通过使用优惠券免费送货，

并设置优惠券到期的日期。

选择您需要的优惠券类型：购物车折扣

（整个购物车的固定总折扣），购物车百

分比折扣（整个购物车的折扣百分比），

产品折扣（仅限部分产品的固定折扣），

产品折扣 仅针对所选产品的百分比折

扣）。

产品评论：启用或禁用人们将商品评论留

在商店上的能力。

所有者验证：选择仅允许来自经过验证的

客户的评论，并显示经过验证的客户标签

进行评论

销售Feed，产品套餐，智能优惠

券，后续电子邮件，Google产品

Feed，Wishlist，通讯，积分和

奖励，通过Facebook销售产

品，购物车通知，购物车附件和

一页结账。

内置Google Analytics（分
析）和报表
喜爱厉害的数字？ Google Analytics（分析）有

很大的可能性，但我们已经在核心中添加了一些基

本的报告和分析功能，以帮助您了解客户的投资。

我们也越来越多地与领先的第三方服务集成。

CORE

报告：销售报告可以显示您所赚取的净额

和总金额。 我们添加了一个打印样式表，

并在报告中添加了额外的数据。

扩展（付费和免费）

附加选项：欧盟增值税规则，商

品成本，购物车报告，短信通

woocommerce.wiki

http://wp.com/woo/
http://wp.com/woo/
http://wp.com/woo/showcase/
http://wp.com/woo/blog/
http://wp.com/woo/store-owners/
http://wp.com/woo/developers/


仪表板：我们努力工作，使storeowner仪

表板有帮助。 它包括销售订单，流量和一

览状态摘要窗口。

分析产品和订单：了解您的产品和订单。

跟踪销售和增长趋势。

知，客户历史，销售报告电子邮

件，反欺诈，优惠券运动和建

议。

第三方服务整合：Zapier，

Google Analytics（分析），

KissMetrics和Mixpanel。

更好的CRM | 商店管理
WooCommerce核心内置了许多功能，使您与客

户的管理关系更加轻松。 更多的扩展可能，所以

你可以拥有最好的CRM，并投入时间在正确的方

向（即不必要的管理和流程）。

CORE

控制客户帐户注册：选择允许客户在结帐

页面或帐户页面上注册和/或在结帐页面

上显示返回的客户登录提醒。

客户帐户：允许客户从其客户电子邮件中

生成用户名，从而简化帐户创建过程。

自动密码：决定是否让WooCommerce

自动为客户生成客户密码。

一键退款：通过使用Simplify

Commerce，PayPal支付网关或任何其他

支持的网关，您可以为客户提供无痛的退

款。

扩展（付费和免费）

其他选项可用：创建自定义邮件

模板。

其他第三方服务整合：

PickingPal，Stitch Labs，

Veeqo和Tradegec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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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变量：选择单位重量和尺寸。

iOS应用：保持你的手指在您的在线商店

的脉搏。 使用WooCommerce iOS，您

的商店目录和性能报告随时可在您的

iPhone上使用。 快速访问和精美呈现。

附加信息
在我们实际的WooCommerce产品和扩展可用之

外，您可能会想知道如支持，网站托管，域名甚至

交易费用会发生什么 – 这就是这个地方。

支持

WordPress支持：我们不能提供一般的

WordPress支持，最好的地方是

WordPress.org论坛。

非Woo产品怎么样？我们无法提供由合

作伙伴网络以外的人员创建的支持产品

（即第三方销售非官方的

WooCommerce扩展）。我们甚至可能

要求您在安装之前禁用非Woo产品，因为

它们通常是冲突的根本原因。

定制：我们不提供产品定制或支持我们产

品的任何第三方定制。定制是改变我们的

产品的外观或功能相对于我们如何使它们

可用的任何东西。

文档：我们的每个产品都附带文档和用户

友好的视频教程，以帮助您进行初始安装

虚拟主机

自主托管：WooCommerce与

WordPress合作 – 一个免费的自主托管内

容管理系统。 这意味着您保留对所有自己

的信息的完全所有权，并可以随着您的需

要进行更改。

域名：选择您自己的域名，与您自己的主

机。 作为自我托管解决方案，我们不会对

您的带宽或正常运行时间施加任何限制 –

我们宁可让您完全控制在线状态。

交易费用：我们不会削减您的任何销售 –

您保留使用WooCommerce在线销售您

的所有产品的所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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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置。

常见问题
如果您已经看完功能列表，但仍然有一两个您认为

我们错过的具体问题，请查看我们的常见问题解

答，以查看我们是否涵盖了这些问题。

WooCommerce是否支持无限产品？

随着您的业务发展，WooCommerce可

以随着您的扩展。从销售一个产品到数千

个，您的第一个订单到百万，

WooCommerce将能够与您进行规模和

搭配。

存储怎么样？

我们不会托管或存储您的任何文件或信

息。这取决于您的托管解决方案。

WooCommerce SEO是否优化？

WooCommerce在WordPress上运行，

被业内公认为SEO最佳实践平台之一。

呜！

是否附带内置博客？

再次，WooCommerce在WordPress上

运行，在行业中被公认为最好的博客平台

之一。呜！

WooCommerce是否支持评级和评论？

这可以在核心WooCommerce设置中启

用/禁用。

WooCommerce是否支持Datafeed

Automation？

看看我们的 WooCommerce Zapier

extension。

WooCommerce是否支持在Facebook

上销售？

看看我们的WooCommerce Facebook

tab extension。

我可以提供优惠券，折扣和礼券吗？

WooCommerce核心允许您启用或禁用

在您的商店内使用优惠券的能力。

是否有实时运费计算器？

是。

我可以为我的商店提供忠诚度营销吗？

有可用的扩展功能来实现。

WooCommerce是否允许我销售到任何

地方？

是。一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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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和视频是否有带宽限制？

由于WooCommerce是自主托管的，因

此您的带宽仅限于托管计划。

WooCommerce是否支持API调用？

REST API内置于WooCommerce中，可

以轻松地在您的WordPress仪表板中的

WooCommerce设置中启用，在一个关

键系统上进行控制，以访问与您网站上的

WordPress用户相关联的访问。

您是否提供一对一专家设置？

不，但我们确实有全面的文件。

我可以将我现有的数据迁移到

WooCommerce吗？

如果客户希望从现有的电子商务平台迁

移，我们已经设置了一些选项。

WooCommerce是否接受任何信用卡？

默认情况下，WooCommerce配有五个

预先安装的网关，包括：直接银行转帐，

支票付款，现金付款，使用PayPal的信用

卡付款或Simplify Commerce的信用卡付

款（仅适用于美国）。您可以通过付费扩

展功能添加多个附加网关。

WooCommerce有没有放弃购物车保

存？

不，这不是目前的核心功能。

WooCommerce会自动恢复丢失的密码

吗？

不，这不是目前的核心功能。

我的商店会是Google信誉商店吗？

看看我们的WooCommerce Google

WooCommerce是否支持国际交易？

是。

WooCommerce有什么应用程序吗？

是的，我们有超过300个扩展可用于

WooCommerce。

WooCommerce是否提供银行类库安

全？

WooCommerce代码经过审核和安全。

您的商店依赖于您的托管解决方案是“银

行保险库”安全。

WooCommerce有报告选项吗？

销售报告可以显示净额和总金额，我们添

加了一个打印样式表，并向退款添加额外

的数据。

我可以自定义我的产品吗？

是。

WooCommerce手机优化了吗？

WooCommerce的核心代码是手机友好

的。您的商店手机友好性将取决于您选择

的主题。

我的WooCommerce商店是否可以移动

友好？

与上述相同。

WooCommerce是否收取交易费？

我们不会削减您的任何销售 – 您保留所有

的钱，您使用WooCommerce在线销售

您的产品。

我会有自己的域名吗？

选择您自己的域名，与您自己的主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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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Feed。 为自我托管解决方案，我们不会对您的带

宽或正常运行时间施加任何限制 – 我们宁

可让您完全控制在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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