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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登录及授权方法

序号 登录方式 入口信息

1
首次登录倚天剑的

方法

1、登录阿里巴巴外贸服务市场：fuwu.alibaba.com,

2、点击“我的账户”-->“已购服务”

3、在已购服务中，选择倚天剑，点击右方的立即使用

4、点击授权按钮

5、完成授权，开始使用

授权后（非首次）

登录的方法

1、登录阿里巴巴外贸服务市场：fuwu.alibaba.com,

2 2、点击“我的账户”-->“已购服务”

3、在已购服务中，选择倚天剑，点击右方的立即使用



直接点击购买链接：

https://fuwu.alibaba.com/product/buy.htm?spm=a271b.

775585

7.0.0.tMhwlI&code=ISVXX6DE95F

或者：

3 购买方法
1、登录阿里巴巴外贸服务市场：fuwu.alibaba.com,在首

页右上方

搜索栏输入“倚天剑”，并点击搜索

2、在搜索结果中，选择“倚天剑”服务

3、选择购买周期：如一个月，然后点击立即购买

4、提交订单，进行支付

https://fuwu.alibaba.com/product/buy.htm?spm=a271b.7755857.0.0.tMhwlI&code=ISVXX6DE95F
https://fuwu.alibaba.com/product/buy.htm?spm=a271b.7755857.0.0.tMhwlI&code=ISVXX6DE95F
https://fuwu.alibaba.com/product/buy.htm?spm=a271b.7755857.0.0.tMhwlI&code=ISVXX6DE95F


 简易操作流程

加词到“我的词库”----建立“企业产品库”---“图片管理”传图---“模板管理”建立模板----建立

发布任务

* 联系客服

页面右上角----联系客服

2.0首页

首页展示的是平台最近七天及最近一个月的数据。（北京时间每周二更新）



首页右侧会展示用户平台的关键词总数以及使用情况、已发布产品的情况。倚天剑简短的视频教程，也可

以戳“更多操作视频”查看分段的详细视频。

知识库及更新公告会持续更新倚天剑的功能更新、操作技巧等。



3.0关键词管理

3.1 我的词库

3.1.1 手动输入

新客户第一次进入系统在“我的词库”是没有关键词的，可以自己手动输入。请注意回车换行。



3.1.2 导入

如果您已经有整理好的关键词表可以直接导入到软件中，关键词文件可以是 txt 文本文件格式，一行一个

关键词，然后回车至下一行再输入；也可以是 excel 文件格式，第一列为关键词，第二列为关键词分组，

第二列可以没有。

3.1.3 属性法组合关键词

有两种查找方法：

A.选择企业产品库中已经整理好的产品，系统罗列出该产品的属性词、关键词（关键词则是您刚才勾选产

品中的核心关键词），根据需要选择属性词，可在选择的基础上适当添加属性词、关键词（属性词最多 7



个，关键词无限制），再点击“组合”即可。页面出现组合完成之后的关键词，勾选您需要的关键词，也

可全选保存，即可在“我的词库”中查看到该关键词。





B、直接在属性词中输入您想要组合时用到的关键词并以英文状态下的逗号分隔开。建议不要多加属性相同

的关键词，例如颜色：红色、黄色、绿色，只需要加入一个即可（同属性不可重复）。剩余步骤同上。

3.1.4 前后缀法组合词

想好核心关键词之后，在关键词之前加相应的修饰词，或者在关键词之后加后缀，辅助说明产品的属性。



3.1.5 导出

如果您已经找好了词，需要整理到表格中，可以直接点击“导出”，即可在表格中查看。

3.1.6 删除

勾选上需要删除的关键词，点击删除即可。



3.1.7 清空词库

如需要清空整个“我的词库”中的所有数据，直接点击清空词库即可，不需要做其他勾选。

3.1.8 单个关键词修改

对于需要修改的单个关键词，直接点击单词末尾的“笔”符号，做相应编辑即可。



3.1.9 发布

点击发布按钮页面会跳转至“发布管理”模板下的“发布任务”。后面版块将详细讲产品发布过程，此处

略。

3.1.10 修改分组

当关键词比较多的时候，为了便于更好的管理关键词，以及在后续发产品时更为便利，建议先对关键词做

好分组。



3.2 词库回收站

如果在“我的词库”中不小心误删了关键词，可以在回收站中恢复。



3.3 排查问题关键词

在发布产品之前，为了避免因选择到不能用的违禁词，建议先点击页面左侧的“排查问题关键词”---“马

上排查”，排查完毕之后对侵权词进行删除，以免误用产生扣分。



3.4 我的违禁词

已知的平台内不可用的关键词建议加到“我的违禁词”中，加到“我的词库”中的关键词，可点击“排查

问题关键词”，如果发现其中带有违禁词，系统会查找出来，请及时删除或修改，以免误用。（容易造成

侵权扣分，请注意）



3.5 品牌限售词

“品牌限售词”是软件为用户整理出来的不同品牌下不可用的关键词，如果用户已经获得授权，可以将关

键词添加到“白名单”，软件则视为可用词，在排查问题关键词时不会被检测出。反之不在白名单的词，

如果关键词中有用到，排查后会提示用到了限售词。（容易造成侵权扣分，请注意）



3.6 我的词（数据管家）

数据来源于阿里后台数据管家中的“我的词”，可直接选择并添加到倚天剑的词库中。方便后续的产品

发布。



可以直接在搜索框中输入想要查询的关键词，也可以“选择核心词搜索”，直接用已存在于企业产品库的

数据，勾选并选中，即可查找。



查找出来的关键词中，绿色显示的为已加入到“我的词库”的关键词，蓝色则是未加入到“我的词库”

中。



3.7 我的 P4P 关键词

我的 P4P 关键词即是同步---直通车后台---推广管理中的所有关键词。可以直接导出到表格中查看，如果

外贸直通车的数据与软件中的不同，可点击“立即同步”。



3.8 热门搜索词

数据来源于阿里后台数据管家中的“热门搜索词”，可直接选择并添加到倚天剑的词库中。方便后续的产

品发布。

3.9 常用 P4P 关键词

输入您需要查找的关键词，点击搜索，软件将为您查找到相关的常用 P4P 关键词。





3.10 阿里搜索联想词

输入您需要查找的核心关键词，点击搜索即可查找到与该词相关的词。

3.11 同行关键词

只要输入国际站的首页网址，软件将会分析出该店铺中发布产品时所用到的关键词，此项抓取需要排队，

最多可抓取到 2500 条产品。（也可输入店铺产品的分组链接、关键词）



如果按“关键词”搜索产品，抓取阿里搜索结果页产品关键词功能==》输入关键词，点击搜索按钮，即可

搜索到该关键词在阿里搜索结果页排名前 2500 个产品发布时所用关键词。

搜索完成之后，点击查看即可看到分析之后的关键词数据，可以直接选择加入到我的词库中。如果该店铺

的数据有所更新，只需要点击“重新分析”就可以再次抓取新的数据。



3.12 谷歌搜索联想词

在搜索框输入需要查找的关键词（一次只能输入一个关键词），软件将为您在谷歌搜索出更多的关键词。

搜索出来的结果也可直接添加到词库备用。

3.13 已发布产品关键词

已发布产品关键词意思是在国际站上已经发布的产品中用到的关键词都将在这一板块显示，用户可根据需

要自行导出，或者加入到词库。



4.0企业产品库

4.1产品分组

出于更好的管理企业产品库的考虑，倚天剑中需要对不同产品进行新的分组，分组依据可以是产品型号、

产品用途、产品特点或者客户自身需要来定。最多一个主分组下可以加两个子分组。



4.2企业产品库

4.2.1新建

由于同一型号的产品基本参数信息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企业产品库中同一型号的产品只需要添加一次即

可。后台已经发布过的产品同步到企业产品库可以直接点“从已发布产品导入”，也可以直接新建，点击

“添加新产品”。



选择好对应的类目，双击选好的类目选项即可跳转到下一页编辑，此页面中需要填写好产品的分组（便

于后续发布产品时的快速检索==》产品型号栏的搜索，非发布产品时的产品分组）、产品的基本信息以及

产品的卖点。这样简单地产品基本描述形成。填写完毕之后记得点击页面左上角的保存按钮。



此处的产品卖点也在会后面的产品发布中自动替换，如果在这里有做编辑则会替换，没有编辑则替换为

空。



注意页面底部的“常规包装”是否填写，以及“产品简要描述”是否需要填写，此处的产品简要描述会在

后面批量发产品时自动替换。

4.2.2批量修改

如果需要批量修改交易及物流信息，可以直接点击批量修改按钮；已经发布成功的产品也可以批量修

改！注意：此按钮修改的地方仅限于交易信息、物流信息。



↓↓↓↓↓↓↓↓↓↓



修改好之后记得点击保存，如果需要同步更新到已经发布成功的产品，请点击“修改本地及线上”，所选

产品中线上发布的产品“发货时间”即可更新为 3-15days。

注：

交易信息和物流信息选择时可以选择显示，默认两个都显示；

修改时可修改部分信息，其他未修改的信息仍保留原产品信息不变。

如果需要修改产品的其他部分详情，可以直接在“操作”栏目下找到“编辑”按钮，即可修改；“删除”

按钮则是直接删除该条产品纪录；“复制”按钮类似于后台的发布类似产品，但不同的是此处的复制不能

沿用之前的产品型号，需变更为其他产品型号，再做调整。



4.2.3批量设置分组

同一个类型的产品需要放到同一个产品分组时，可以直接勾选到产品，选择“批量设置分组”，找到需要

的分组设置好即可。（注意：此处的产品分组指的是软件中的产品分组，不同于阿里后台）



4.2.4上架、下架

此处的上架、下架只针对于软件中企业产品库内的产品，不影响实际后台的产品状态。

上架状态下的产品是指在软件中建立批量发布产品的任务时，可以看到这一型号的产品，如果该型号的产

品显示下架，则在发布任务建立时该型号不会出现。

产品的上架、下架可以批量操作。

4.2.5发布

点击此页面的发布按钮页面同样会跳转至“发布管理”模板下的“发布任务”。后面会细说，此处略。



4.2.6修改

软件目前可以批量修改同一型号下的产品属性、交易信息、物流信息、类目，并且可以同步更新至阿里后

台，但此处更新至后台的功能仅限于用软件发布出去的产品才可以。



4.3图片管理

类似于阿里后台的图片银行。上传发布产品时会用到的图片，为发布产品做准备。主图和详情图是区分开

来的，便于管理和区分。

同一型号下的产品主图、详情图最多可上传 20 张，可以直接点击“浏览”添加新的图片，也可以“从图片

银行选取”，并给图片设置相应的水印。

此处的主图是可以选择“设为第一张”，发布时系统将随机抽取一张带有“main”标识的图片展示在第一

张主图的位置；其他未被勾选设置的图片将出现在除第一位以外的其他位置。注意：请不要将所有图片都

勾选“设为第一张”，会导致所有产品发布之后都只有一张图。



此处的详情图可以设置固定顺序，比如有比较重要，必须展示在第一张的图片，可以勾选图片----选择顺

序----确认顺位，即可设定，其中：有顺位的按照顺位显示，无顺位的随机显示==》有顺位的若有 1张以

上为同一顺位，择同一顺位的在所选图片中随机，其他顺位在剩余图片中随机选择

注：当前面顺位未选择时，后面所选顺位依次补位到前面的位置中，例如选择第一顺位、第三顺位时，第

三顺位的图片会自动补位至第二顺位，以此类推。



主图和详情图都可以设置图片水印，图片右上角有“眼睛” 的小图标，点击即可预览图片的水印效

果。具体设置步骤如下：

① 找到并勾选想要添加水印的图片

② 勾选上“给图片添加水印”，此时出现水印具体编辑的对话框

③ 填写上“水印文本”，默认是国际站的首页地址，也可以手动输入编辑自定义的文本信息



④ 填写上“水印位置”，可选择图片中心或者下部

⑤ 当图片偏大时建议点击缩小图片，以免图片变形影响美观

⑥ 可按照详情图本身的颜色来对比选择最为合适的水印颜色噢

⑦ 水印一经添加则不可修改，建议先预览看下设置情况

⑧ 预览后觉得满意就可以点击确认啦（一定要点“确认”按钮）

注意：1.水印添加后不可修改，请确认好再添加水印。

2.“图片管理”界面不论做任何新增修改，请一定要点击页面上方的“保存”按钮，所做修改才能生效。

5.0发布管理

5.1 模板管理



5.1.1 自主制作模板

为批量发产品做准备，针对不同的模板选择所需要的版块自由组合。

5.1.2 模板编辑



勾选到的版块可以按住鼠标根据需要进行上移下移；点击“编辑”对模块做具体修改设置，点击“删除”

则是取消该模块的勾选。设置完毕之后也可以点击“预览”查看设置的情况。

比如对产品详情的编辑



编辑模块时注意左边的文本框与右侧的页面预览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免编辑错误。

其中的产品卖点、简要描述、自定义属性均是企业产品库中的数据，如有填写会在发布时自动替换。



编辑好上述部分，请点击保存，确保数据完整。



5.1.3 模板复制及模板名修改

当已经编辑好的模板样式可以通用时，可以点击模板样式后的“复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想要复制

进去的模板名，点击模板名即可完成复制。



鼠标放在模板名上，显示出来的三个小图标依次为“模板名的修改及保存按钮”、“模板复制按钮”、

“模板删除按钮”。其中在修改模板名的时候单击“笔状”的按钮后修改，修改之后再次单击一次“笔

状”的按钮，即完成修改。

修改完模板内容之后记得点击保存。

5.1.4 模板回收站

当模板出现误删时，可以在模板回收站中找回，但是如果在模板回收站中也被删除的模板就只能自己重新

添加。



5.2 发布任务

5.3.1建立发布任务

（注意：发布产品前，请确认好是否已排查过“我的词库”中的违禁词，以免误用造成侵权或扣分。）

模板建立好之后，就可以正式开始建立发布任务了，点击页面上的“新建任务”按钮，

后续具体操作参照下图：



1 勾选产品型号，产品型号的来源是企业产品库中添加的产品；

2 核对右侧产品的图片确认自己要发的产品选择无误；

3 选择已经建立好的详情页模板，模板可以多选；

4 选择好的模板将在此处展示；

5 选择线上分组，产品发布成功后将展示在这一分组下；当选择线上分组时，如果线上分组与阿里后台实际分组不同

步，可以自行点击同步按钮；

6 产品主图数量可自由选择，最多是选择 6张展示；



7 关键词方案可选择三个相同和三个不同的关键词；

8 选择关键词，在我的词库中选择关键词，且页面上的关键词默认显示为“未发布产品”的关键词；

9 手动输入关键词，且用到的关键词会自动保存至“我的词库”；

10 标题方案可选择包含首个关键词组合标题、包含三个关键词组合标题；

11 组合标题时需要选择前缀、后缀，点击“选择”可以看到系统中存在的所有前缀；也可以手动输入前缀

12 操作方法参照前缀

13 型号后面是否添加后缀，如果属性中有产品型号，选择添加型号，则会在型号后加上一个四位的字母数字随机组合，

防止型号雷同；

14 关键词加入属性，选择“加入”，在自定义属性中自动加上一栏“关键词”，发布成功之后，这栏关键词将显示在详

情页面的“Quick Details”中；

15 发布数量由关键词数量、关键词方案、标题方案、标题数量决定；

16 发布天数确定后，系统会在指定天数内每天平均发布产品；

17 可自行设置计划发布时间，如不设置则视为立即发布；

18 点击保存，发布任务即可建立完成，跳转至下一页面

上述选项均填写完毕之后，即可点击“保存”按钮。页面立即跳转发布前的待确认页面。



以上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可点击“确认发布”按钮，软件就会开始发布刚才选好的产品了。查找到刚才的发

布记录，点击详情查看产品最终的发布状态是否“发布成功”，如果成功则会显示在阿里后台的产品管理

中开始审核。

5.3.2修改线上分组

软件中可以对已经发布成功的产品，修改线上分组，修改完成后，会同步至阿里后台。

当产品发布后，发现分组错分，可直接在软件中修改。



5.3 已发布产品

5.3.1同步已发布产品

此模块同步了您后台所有已发布的产品，新用户初次进入系统，系统会自动同步过来数据，可以直接勾

选“企业产品库”即可在产品库中查看到这些记录并对此做修改或者重新发布产品。

此处数据系统一周更新一次，用户可手动更新



5.3.2修改单个已发布产品

软件中可直接对单个产品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保存，数据将同步至阿里后台。





5.3.3批量修改交易物流

发布管理→已发布产品==新增“批量修改交易物流”功能；

注：此处功能和企业产品库批量修改类似，不同之处在于，企业产品库修改的是倚天剑发布的产品；已发

布产品修改的是阿里后台产品管理中的所有产品。



5.3.4阿里后台修改单个产品

勾选需要修改的产品，点击“去后台修改”，页面即可跳转至阿里后台的产品修改页面。此处的修改是针

对单个产品的修改。



5.3.5将产品设为重点关注

发布管理→“已发布产品”新增重点产品标记和筛选功能==》重点产品可进行标识，查询时可筛选查看；



5.3.6导出产品

对于已发布页面已经同步过来的所有产品均可以导出到表格中查看，如果是全部导出则不需要勾选，直接

点击“导出”按钮，如果是对部分产品的导出，需要先做勾选再导出。



5.3.7查看产品关键词

对于产品发布时用到的关键词，软件也可以直接查看，点击“查看产品关键词”，页面会跳转至“关键词

查找”界面，等同于“已发产品关键词”功能。





6.0产品诊断优化

6.1 链接诊断优化---批量修改详情页异常链接

链接诊断优化==》已经失效的链接系统会周期性检测，用户也可手动诊断；检测出的失效链接，可批量或

者逐条进行修改更新。系统每个星期自动诊断一次产品详情中的链接，点击页面上“马上诊断”即可。

首页显示:

（注：每次诊断结果都会在首页概况中显示，当用户进行更新链接操作后，首页就不再显示，详细内容在

产品诊断优化中可查看。）

操作步骤：

第一步：手动诊断==》若系统已有诊断结果，可直接进行第二步操作

操作：产品诊断优化→链接诊断优化→点击“马上诊断”按钮；



第二步：更新链接

①批量更新：主要针对只需更新链接的产品，如：链接写错，写成预览链接，只有自己可以看到；

操作：产品诊断优化→链接诊断优化→“点击更新链接”按钮→输入新链接→点击“更新”按钮；

更新结果显示：



②单独逐条更新：针对链接和链接所在图片和文字都需更新的产品，如：产品已删除，链接和图片都已失

效；

操作：产品诊断优化→链接诊断优化→点击需要修改产品后的“去后台修改”按钮，在后台对产品链接及

图片或者文字进行修改。



6.2 产品标题优化---批量修改详情页异常链接

产品诊断优化→新增“产品标题优化”功能==》对于标题不规范的产品，可以进行标题优化，可以手动优

化也可以选择系统建议的标题方案。

操作：产品诊断优化→筛选产品→点击产品后的“建议优化”按钮→手动输入标题或者在推荐标题中“采

纳”推荐标题（选择后可进行微调）→点击“确定”按钮==》更新成功后的产品将在后台“审核中产品”

查看。





↓↓↓↓↓↓↓↓↓↓

6.3 标题批量修改---批量修改标题中的相同文本

产品诊断优化→新增“标题批量修改”功能==》可对标题中相同内容进行批量修改更新；

操作：

标题批量修改→选择产品（不选默认选择所有产品）→点击“下一步”→输入要修改的文本和新文本→点

击“保存”按钮完成替换，已更新的产品，可在阿里后台“审核中产品”查看

如：想将所选产品中所有带有 2016 标题中的“2016”更新为“2017”，操作如下图所示：



↓↓↓↓↓↓↓↓↓↓

↓↓↓↓↓↓↓↓↓↓



↓↓↓↓↓↓↓↓↓↓



6.4 产品 P4P 星级优化---优化星级较低的产品

产品诊断优化→新增“产品 P4P 星级优化”功能==》系统检测出产品和关键词匹配度较低的产品，用户可

进行优化。

操作：

选择核心词：产品诊断优化→产品 P4P 星级优化→点击产品后的“建议优化”→选择一个优化关键词；

优化产品标题：可以从推荐标题中选择“采纳”，也可手动选择==》标题一定要包含核心关键词；

优化产品关键词：在优化关键词（优化关键词只能选择）后，优化其他两个关键词==》建议填写的关键

词和优化关键词为包含关系，标题包含最长的关键词即可。



例：核心关键词：miniature street lamps；

第二个关键词：scale model miniature street lamps；

第三个关键词：hot sale scale model miniature street lamps；

标题：2017 hot sale scale model miniature street lamps for road layout

https://hz-productposting.alibaba.com/product/managementproducts/queryProductPreviewUrl.htm?spm=0.manage.list.4.793b47c9MedYDg&id=60664004561




↓↓↓↓↓↓↓↓↓↓



6.5 详情图片优化---批量修改详情页中的图片及链接

产品诊断优化→ 新增“详情图片优化”功能==》可对所选产品详情内容中相同信息（图片/链接）进行统

一修改；

产品详情中相同信息内容有时需要统一替换，如失效链接和图片等等，以往只能单独进行修改，费时费

力，效率不高；倚天剑中“详情图片优化”功能，选择一批产品中需要修改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相同图片/链

接，选择新图片或者输入新链接，修改完成后，就可完成此批产品中所有相同内容的修改；简化了操作，

节省了时间，大大提高了这类产品信息的修改速度。

A:图片批量替换

若多个产品中某张或者某几张相同的产品详情图片需要修改，可对其进行批量修改操作。



操作：“详情图片优化”→点击“开始优化”→选择要优化的产品（可多选），点击“下一步”→点击

“图片更换”后的“选择图片”→选择需要更换的图片（若图片太多，可用其中一个产品去查找，找出产

品中相同的一张或者多张图片）→点击“浏览”/“从图片银行”选择，选出新的图片，点击保存按钮==》

替换完成，替换成功的产品显示在阿里后台审核中产品中，审核通过后即可看到更新后效果。

↓↓↓↓↓↓↓↓↓↓



↓↓↓↓↓↓↓↓↓↓



↓↓↓↓↓↓↓↓↓↓



↓↓↓↓↓↓↓↓↓↓

注：可一次性选择多张图片进行优化



↓↓↓↓↓↓↓↓↓↓



B.链接批量更换

若多个产品中某个或者某几个相同的产品详情链接需要修改，可对其进行批量修改操作。

链接更换一般是失效链接更换，如多个产品中链接的产品或者内容已删除，或者是本身需要更新到新的地

址，这时可对链接进行批量更新操作。

操作步骤和优化图片类似。

需要注意几点：

选择链接时可以直接用链接地址或者产品名称去搜索；

可一次选择多个链接进行优化；



↓↓↓↓↓↓↓↓↓↓



可同时对图片和链接进行优化操作；

6.6 详情内容优化---批量修改详情页的文本

产品诊断优化→新增“详情内容优化”==》可对详情内容进行优化更新。



↓↓↓↓↓↓↓↓↓↓



6.7 详情内容批量添加---批量添加新内容至详情页

产品诊断优化→详情内容批量增加==》可对所选产品的详情内容前后添加内容，如 banner 模块，添加完成

后，所有产品即可完成批量修改；



↓↓↓↓↓↓↓↓↓↓↓↓





注意：

①“放置位置”： 所选的 banner 或者添加的其他内容放置在“产品详情页”的位置，有“前面”和“后

面”两个选项；

“最前”展示效果：



“最后”展示效果：



②添加的内容：可从图片银行选择图片、编辑框中输入内容或者直接从已有模板（已有模板中除详情模板

外其他模板都可直接添加）中选择相应模块添加。

6.8 产品内链检测---自动检测产品引流情况

产品诊断优化→新增“产品内链检测”功能==》点击内链数量，可以查看到有多少产品关联了所选产品；

注：系统每周为用户检测一次产品内链数量情况。



6.9 产品排名查看---查看已发产品在哪些关键词下有排名

产品诊断优化→新增“产品排名查看”功能==》显示所有产品用发布关键词查找后，排位在前 20页的产

品排名情况；

操作：产品诊断优化→产品排名查看→点击关联词数量，即可查看具体排名；

注：此处查找所用的关键词数据来源==》本账号中所有产品发布时用到的三个关键词。

（即 A产品用发布产品的关键词查找，且排名在前 20页，就可页面关联词中查看具体排名）



6.10关键词排名查看---查看关键词关联的产品排名情况

产品诊断优化→新增“关键词排名查询”功能==》显示发布产品关键词关联的排位在前 20页的产品排名

情况；

操作：企业诊断优化→关键词排名查看→点击产品数量，即可查看具体排名；

注：此处查找的关键词为发布产品用到的三个关键词，非所有关联词。


	登录及授权方法
	首页
	关键词管理
	我的词库
	手动输入
	导入
	属性法组合关键词
	前后缀法组合词
	导出
	删除
	清空词库
	单个关键词修改
	发布
	修改分组
	词库回收站
	排查问题关键词
	我的违禁词
	品牌限售词
	我的词（数据管家）
	我的P4P关键词
	热门搜索词
	常用P4P关键词
	阿里搜索联想词
	同行关键词
	谷歌搜索联想词
	已发布产品关键词
	企业产品库
	产品分组
	企业产品库
	新建
	批量修改
	批量设置分组
	上架、下架
	发布
	修改
	图片管理
	发布管理
	模板管理
	自主制作模板
	模板编辑
	模板复制及模板名修改
	模板回收站
	发布任务
	建立发布任务
	修改线上分组
	已发布产品
	同步已发布产品
	修改单个已发布产品
	批量修改交易物流
	阿里后台修改单个产品
	将产品设为重点关注
	导出产品
	查看产品关键词
	产品诊断优化
	链接诊断优化---批量修改详情页异常链接
	产品标题优化---批量修改详情页异常链接
	标题批量修改---批量修改标题中的相同文本
	产品P4P星级优化---优化星级较低的产品
	详情图片优化---批量修改详情页中的图片及链接
	详情内容优化---批量修改详情页的文本
	详情内容批量添加---批量添加新内容至详情页
	产品内链检测---自动检测产品引流情况
	产品排名查看---查看已发产品在哪些关键词下有排名
	关键词排名查看---查看关键词关联的产品排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