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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art中文手册》，本书内容由OpenCart中国网站原创制作。

本电子书主要为大家介绍了开源电子商务系统OpenCart的功能及使

用方法，为了方便您浏览，我们为电子书制作了书签。可以用书签格 

式的导航：

1. 点击左侧的书签标志，打开书签，点击书签的内容就可

以转到对应页面。

2. 你也可以利用PDF的搜索功能来快速查找您需要的内

容。

      本书由OpenCart中国网站原创并在OpenCart.com上予以销售，不

授权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将其全部或部分用于商业用途，转载书中内

容请注明出处。

       如 果 您 需 要 opencart 模 板 以 及 功 能 模 块 等，请 

访 问: http://www.opencartchina.com/exten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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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art 中文手册 

 

 

欢迎您使用 OpenCart 开源电子商务系统！ 

 

您应该已经在本地或在线安装了 opencart开源电子商务系统。如果还没有安装，请参考本

手册附录中相关部分。 

 

请注意，由于 OpenCart 是彻底开源的电子商务系统，任何 PHP 程序员或 JS 的高手都能针

对该系统做相关的修改，甚至有特殊目的的程序员加入了恶意程序代码，对用户的系统安

全造成了潜在威胁，这已经由相关 opencart的使用者报告了此类攻击行为造成的后果。因

此，建议您在 

OpenCart 英文官网(http://www.opencart.com) 

和 

OpenCart 中国网站(http://www.opencartchina.com) 

下载源代码以及相关的模板和模块插件使用。 

http://www.opencart.com/
http://www.opencart.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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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后台界面 

登陆您的网站后台，会看到如下界面： 

 

 

 

上图中，顶部是菜单栏，菜单栏包含了 Catalog, Extensions,Sales,System, Reports,Help

等，后面的教程中会逐一加以介绍。 

上图中 1部分是一些统计数据的显示，比如顾客数量，加盟会员数量，订单数量等。 

上图中 2部分是图示的统计数字，针对顾客数量和订单数量所做的图示统计； 

上图中 3部分列出来最近的 10个订单。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78&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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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设定 

当您安装完毕 opencart系统并在后台成功登陆后，建议您先做如下操作并保存。 

点击 System菜单按钮，选择 setting菜单项，会出现如下界面： 

 

现在针对默认的商店 Your Store 做设定，点击上图中箭头所示的 Edit，会出现如下界面： 

 

 

上图是你的网站的相关设定。 

上图所示，settings 部分包含(General, Store, Local, Option, Image, FTP, Mail, Fraud, 

Server)九个标签页，先做如下编辑设定： 

1 General 标签页 

1.1 Store Name部分，需要你填写网站的名称；此部分的内容将会在发送邮件时予以使用。  

1.2 Store Owner 此部分填写网站拥有者名称，发送相关邮件时将它作为标题内容之一。 

1.3 Address 此部分的填写内容，将显示在您网站前台的联系我们 contact us 页面；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79&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80&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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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mail 此部分的填写内容，作为发件方显示在相关邮件内容中； 

1.5 Telephone 此部分的填写内容，将显示在您网站前台的联系我们 contact us页面; 

1.6Fax: 可填可不填写，如果填写了，则将显示在您网站前台的联系我们 contact us页面，

如果没有填写，则前台不予以显示 Fax。 

 

2 Store 标签页 

2.1 Title 网站标题，此部分内容将显示在前台如下图所示部分，这部分是您的网站在诸如

谷歌，百度，必应等搜索引擎所看重的部分之一。 

 

 

2.2 Meta Tag Description: 此部分的填写有利于 SEO； 

2.3 Template 这是选择前台模板的地方，如果你新安装了模板，在此处点击下拉菜单可以

选择使用那一套模板。此部分将在模板安装使用教程中予以详细介绍； 

2.4 Default Layout 默认选择 Default即可，此部分将在后续教程中详细讲解； 

 

3 Local 标签页 

3.1 Country 此部分选择你所在的国家； 

3.2 Region/State 选择你所在省份地区； 

3.3 Language 选择你的网站前台语言； 

3.4 Administration Language 选择你网站后台语言； 

3.5 Currency 选择默认货币； 

3.6 Auto Update Currency 如果选择了 Yes，则系统将会在比如你登陆网站后台时等情况

下自动根据每天的最新汇率更新相关汇率； 

3.7 Length Class 默认长度单位； 

3.8 Weight Class 默认重量单位；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81&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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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ption 

4.1 Items 部分，分别设置前台和后台默认每页显示的诸如产品、分类等的个数； 

4.2 Products部分，分别设定是否显示每个分类下产品的数量总计，是否允许评论，是否

允许下载等； 

4.3 Vouchers部分， 分别设定一个顾客可以购买的最小优惠券数量以及最大数量； 

4.4 Taxes 部分，Display Prices With Tax说明是否在显示的价格中包含税费；VAT 

NumberValidate是否所以用 http://ec.europa.eu服务激活 VAT代码；Use Store Tax 

Address部分指如果顾客没有登录，那就默认使用网店所在国家地区的税率进行计算税费；

User Customer Tax Address 指当顾客登陆后默认使用顾客的地址(运送地址或账单地址)来

计算税费。 

4.5 Account部分，Customers Online 部分指可以启用在后台跟踪顾客的在线状态；

Customer Group 指顾客注册时的默认所属分组； Customer Groups部分，可以让顾客在注

册时选择是想成为什么用户分组，比如是批发客户分组还是商业客户分组等；Login Display 

Prices可以决定网站前台的产品价格是否只允许顾客登陆后才能看到； Account Terms指

当顾客注册时，强制顾客同意相关条款。 

4.6 Checkout部分， Display Weight on Cart Page 指是否在购物车页面显示购物车总重

量； Guest Checkout指是否允许顾客在未注册账户情况下继续购物，但是此功能在购物车

中包含下载产品时无效。 Checkout Terms 强制用户在进行付款过程中同意相关条款；Order 

Editing 指允许一个账单可以修改的最多天数，指所以设定这个天数，是因为价格和折扣等

会到期变化从而在编辑订单时导致订单有错误。Invoice Prefix，指发票的前缀，但发票的

id号确实从 1开始唯一性增加的。Order Status 当订单开始处理时所处的默认状态。

Complete Order Status 指顾客要想能够下载相关下载类商品或获得优惠券时必须达到的订

单状态。 

4.7 Stock部分。Display Stock决定是否在产品详细页面显示库存数量。Show Out Of Stock 

Warning 指当一个商品库存不足但又可以继续进行购买时，是否在购物车中显示库存不足的

警告信息（如果下面的 Stock Checkout部分设定为 no，则一直会显示此警告信息）。Stock 

Checkout 指购物车中的商品库存不足时是否允许继续结账。 Out of Stock Status指在网

站后台编辑产品时默认的库存状态。 

4.8 Affiliates部分。Affiliate Terms指强制用户在注册成为加盟会员时必须接受的条款

协议。Affiliate Commision(%) 设定加盟会员获得的佣金比例。 

4.9 Returns部分。Return Terms强制用户在创建爱你退货账户时必须接受的条款协议。

Return Status 指当一个退货申请提交时所处的默认状态。 

 

5 Image 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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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Store Logo，您网站的 logo需要在这里设置。 

5.2 Icon 设定您网站的 icon。 

5.3 Category Image Size 分类的图片大小。 

5.4 Product Image Thumb Size: 指在产品详细页面主显示图片大小； 

5.5 Product Image Popup Size 指在产品详细页面点击主线是图片时，弹出来的图片显示

框中显示图片的大小； 

5.6 Product Image List Size 指在产品列表页面产品的图片大小，如在 featured特色产

品部分等； 

5.7 Additional Product Image Size 指在产品详细页面主显示图片底部的小图片列表中图

片大小； 

5.8 Related Product Image Size 指相关产品区块部分产品图片大小； 

5.9 Compare Image Size 指在产品比较页面中产品图片的大小； 

5.10 Wish List Image Size 指加入心愿收藏的页面显示时的图片大小； 

5.11 Cart Image Size: 指在购物车中产品图片显示 的大小； 

 

6 FTP标签页 

本标签页是为了后续版本使用的功能，今后此部分会加以详细说明。 

7 Mail 标签页 

Mail Protocol，如果你有 SMTP的账户，建议使用 SMTP。如果你的服务器支持 Mail 方式，

那就选择 Mail方式。关于如何设定使用 SMTP，请参考如下帖子：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891.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875.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26.html 

 

8 Fraud 标签页 

此部分是防欺诈订单功能，你可以使用 MaxMind Fraud Detection System，但你需要先去

他们的网站去申请相关的钥匙 key，申请到后填写相关 key和设定相关 score分数。目的是

防止有的 ip地址以及公司名称等是为了欺骗你而生成相关订单。 

 

9 Server 标签页 

Use SSL，除非你的网站申请了 ssl服务，否则别启用，不然网站就无法访问了。 

User Shared Sessions 你可能会设定了多个网站，此项设置让你决定是否让顾客在这些站

点共享 session和 cookie数据，这样购物车中的产品可以包括这些网站上的产品。 

Robots 默认不管它，与 seo url有关，在今后的教程中会详细解释。 

Use SEO URL’s 开启此项服务时，你需要确定你的服务器安装了 apache模块之 mod-rewrite，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891.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875.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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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将 htaccess.txt 改名为.htaccess 

Allowed File Extensions 允许系统上传的文件后缀类型； 

Allowed File Mime Types 循序上传的文件类型； 

Maintenance Mode 启用此项时，除了登陆了后台的网站管理员外，前台不对外展示； 

Allow Forgotten Password 如果启用了此项，则管理员可以使用忘记密码功能，但如果系

统检测到有黑客攻击，则会自动关闭此项。 

Encryption Key 此部分的添加主要是为了在订单处理中加密； 

Output Compression Level  

Display Errors 开启此项，则当有程序错误时予以显示，便于程序员调试错误，网站正式

运行时，建议关闭此项； 

Log Errors 是否将相关的错误写入错误日志； 

Error Log Filename 错误日志文件名，该日志文件存在于您的网站根目录。 

Google Analytics Code 此部分加入 Google的分析代码，当然您也可以放入其他的搜索引

擎的分析代码，比如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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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分类 

访问路径：商品目录(Catalog) -> 商品分类(Categories)，点击后出现下图所示： 

 

 

 

 

点击【新增】按钮，出现如下界面：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59&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60&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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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61&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62&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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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几张图所示添加分类。 

如果你想针对该分类使用筛选功能，则将相关筛选部分加入。 

技巧：对于自动完成(Autocomplete)部分，您可以通过不断输入%这个符号，这样就列出了

排列前几位的选项，您也可以输入比如筛选项的名称，如酸、甜、苦等进行自动检索后选择。

如下面两张图所示： 

 

 

 

 

筛选部分,请参考筛选的管理、产品管理、筛选模块部分结合使用。 

 

网店：该部分列出了你在此后台同时管理的所有商店。多商店功能，请参考多商店教程，地

址：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933.html 

SEO 关键字：请填写全站唯一标示的名称。如何开启使用 SEO 功能，请参考该教程：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497.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933.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497.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63&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64&mode=view


《OpenCart 中文手册》由 OpenCart 中国网站（www.opencartchina.com）整理制作 

 

更多有关 OpenCart 中文信息请访问 OpenCart 中国网站（http://www.opencartchina.com） 

顶部菜单显示：指该目录是否显示在网站顶部的菜单栏中，该功能仅适用于顶级分类。如下

图箭头所示： 

 

 

 

 

列排显示：在页面顶部菜单的子分类显示时排列的行数。 仅适用顶级菜单。例

如，如果设定美食特产为顶级分类，其下有四个子分类，分别是：新鲜水果、水

产品、肉产品、蔬菜类，如果设定美食特产的列排显示为 2，也就是纵向两列显

示，则当鼠标移动到顶部菜单【美食特产】时，其下的子分类显示如下图所示： 

 

 
 

 

分类顺序：显示分类时所依循的顺序，否则按照英文字母顺序进行排序。 

状态：是否启用该分类。 

规划设计：此部分请参考教程《OpenCart 布局(Layout)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706.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65&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66&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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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Option) 

访问路径：商品目录(Catalog) -> 选项(Options)，点击后出现下图所示： 

 

 

点击【新增】Insert 按钮，出现如下界面： 

 

 

如上图所示：类型默认是【下拉列表】，因此下面会有【添加选项值】按钮。比如添加【显

示器尺寸】选项，类型是【下拉列表】，点击【添加选项值】按钮添加不同尺寸，如下图所

示：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67&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68&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69&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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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只有类型为【下拉列表】、【单选按钮组】、【复选框】、【图像】四种类型可以

添加选项值。 

 

各个类型的显示，可以参考下图：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70&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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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类文件管理(Downloads) 

访问路径：商品目录(Catalog) -> 下载类文件(Downloads)，点击后出现下图所示： 

 

 

点击【新增】Insert 按钮，出现如下界面： 

 

 

 

如上图所示：添加【OpenCart使用教程】这个下载文件名称，并上传相应文件。 

 

上传文件的 Mask部分默认取文件名称，但建议你更换为其他的 Mask。这是因为有的黑客可

能会通过猜测您的下载文件名称，并且通过相关的算法得到随机代码而不断尝试访问该文

件而非法下载您的下载类商品文件。 

下载类文件与商品的关联，请参考【商品管理教程】相关部分。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71&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72&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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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付款(Profiles) 

OpenCart1.5.6 版本推出了分期付款(Profiles)功能，它仅仅与 PayPal Express 支付方式

有关联，也就是说，只有开通启用了 PayPal Express 支付方式，可以分期付款的产品才能

够正常结账。 

1. 网站后台 -> 商品目录(Catalog) -> 分期付款设置(Profiles)，如下图所示： 

 

2. 点击新增(Insert)按钮，如下图所示添加分期付款信息。 

 

3. 编辑产品，为其加上分期付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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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站前台显示具有分期付款方式的产品时，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可以下拉菜单方式选择分期付款方式，当选择某一种分期付款方式后，下拉列表下面

会出现一行描述性语言，说明共多少期，每多长时间算是一期，每期要付款多少金额等。 

5. 选择此类产品后，在购物车中会有如下图红色区域所示的信息予以提示该类产品是分期

付款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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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使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付款，则需要你开通 PayPal Express支付方式，访问【扩

展功能(Extensions)】 -> 【支付管理(Payments)】 安装并编辑设定支付方式【PayPal 

Express】，此时继续结账，走到选择支付方式这一步时，会有【PayPal Express】支付方

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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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管理 

1. 访问路径：【商品目录(Catalog)】 -> 商品管理(Products)，如下图所示： 

 

 

2. 点击【新增(Insert)】按钮，新增产品。 

3. 以产品 Apple Cinema 30"为例介绍相关填写部分的含义及注意事项。 

A. 【商品名称(Product Name)】：此部分同时在产品详细页面显示在页面标题。如下图所

示： 

 

B. 【Meta标签描述(Meta Tag Descriptio)】：此部分有利于 SEO，将显示在该产品页面代

码中的如下图所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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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eta标签关键词(Meta Tag Keywords)】：此部分有利于 SEO，将显示在该差评页面代

码中的如下图所示部分： 

 

 

 

 

D. 【商品描述(Description)】：此部分填写该产品的详细信息，在该产品详细页面中显示

在如下图所示标签页(Tab)位置： 

 

 

 

 

注意：有的人感觉 OpenCart自带的 CKEditor版本不好用，功能少，您可以参考这个帖子更

新您的 CKEditor版本：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12.html 

E. 【商品标签(Product Tags)】：用英文逗号分开各个标签，该标签在检索(Search)产品

时有用。 

F. 【商品型号(Model)】：此为必填项，产品详细页面显示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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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库存单位(SKU)】：SKU英文指 Stock Keeping Unit，根据需要填写。 

H. 【UPC】：通用产品代码(Universal Product Code)，根据需要填写。 

I. 【EAN】：欧洲商品编号(European Article Number)，根据需要填写。 

J. 【JAN】：日本商品编号(Japanese Article Number)，根据需要填写。 

K. 【ISBN】：国际标准书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根据需要填写。 

L. 【MPN】：制造商零件编号(Manufacturer Part Number)，根据需要填写。 

M. 【商品位置(Location)】：填写如商品产地信息等，根据需要填写。 

N. 【销售价格(Price)】：商品初始所定价格，如下图所示红线所表示初始价格： 

 

 

 

O. 【税率类别(Tax Class)】：选择需要适用的税率类别。税率类别的管理请参考【税率类

别教程】。选择相关税率类别后，税后价格的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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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购物车中如下图所示： 

 

P. 【商品数量(Quantity)】：填写实际的产品数量。此数量将根据其它的配置参数而变动，

如【扣减库存(Subtract Stock)】。 

Q. 【最小起订量(Minimum Quantity)】: 此部分填写的数字将自动显示在该商品详细页面

的购买数量栏目中，如下图所示： 

 

当点击【加入购物车】时，将按照最少这个购买数量加入到购物车。如果在购物车中你设置

的该商品数量小于最少购买量，当点击数量后面的刷新时会报错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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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扣减库存(Subtract Stock)】：选择【否】的话，产品销售后不会自动在数量一栏减

少数量。 

S. 【库存状况(Out Of Stock Status)】：当该产品数量为 0或更少时，前台显示的库存状

态。默认库存状态请参考【网店设置教程】部分。 

T. 【要求配送(Requires Shipping)】：如果选择【是】，则当结账时会出现【货运地址】

和【货运方式】部分，如下图所示： 

 

如果选择【否】，则其中的第 3步和第 4步将不再出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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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EO 关键字(SEO Keyword)】：此处的填写，一定要确保全站的唯一性，如果是英文，

单词之间用符号”-”链接。此部分的使用，可以参考【OpenCart之 SEO教程】，或者一些

帖子，如：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497.html 

V. 【商品图片(Image)】：这是该商品的主图片，在产品详细页面中显示如下图红色箭头所

标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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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供货日期(Date Available)】：指产品什么时候上架。如果日期时间在当前日期时间

之后，则产品将不会显示。 

X. 【尺寸(L x W x H)】：此部分的数据用来提供给相关货运方式计算运费用。 

Y. 【尺寸单位(Length Class)】：此部分默认选择的尺寸单位，可以在【网店设置】中进

行，如果你想添加其他的尺寸的单位，可以参考【尺寸单位教程】。 

Z. 【重量(Weight)】：此部分的数据用来提供给相关货运方式计算运费用。 

AA. 【重量单位(Weight Class)】：此部分默认选择的重量单位，可以在【网店设置】中进

行，如果你想添加其他的重量单位，可以参考【重量单位教程】。 

BB. 【商品状态(Status)】：设置该商品有效还是无效，如果无效，则在前台不显示。 

CC. 【排序(Sort Order)】：决定在网站前台相关模块区域的排列顺序。 

DD. 【商品品牌(Manufacturer)】：自动完成(Autocomplete)功能的区域，输入符号”%”

或者品牌的名称，会自动列出供选择的品牌。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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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商品分类(Categories)】：自动完成(Autocomplete)功能的区域，输入符号”%”或

者分类的名称，会自动列出供选择的分类。 

FF. 【筛选(Filters)】：自动完成(Autocomplete)功能的区域，输入符号”%”或者筛选的

名称，会自动列出供选择的筛选。可以参考【筛选教程】，关于筛选功能的使用，请参考

《OpenCart之筛选功能案例》，地址：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561.html 

GG. 【网店(Stores)】：选择该产品显示在哪一个网店中。关于 OpenCart 多网店功能，请

参 考 《 OpenCart 之 多 网 店 教 程 》 ， 文 章 地 址 ：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933.html 

HH. 【下载文件(Downloads)】：自动完成(Autocomplete)功能的区域，输入符号”%”或者

下载文件的名称，会自动列出供选择的下载文件。注意：客户购买商品后，只有订单(Order)

处于【已完成(Complete)】状态时才会允许会员下载该下载文件。 

II. 【关联商品(Related Products)】：自动完成(Autocomplete)功能的区域，输入符号”%”

或者商品的名称，会自动列出供选择的商品。关联商品在前台的显示，如下图所示： 

 

 

JJ. 【属性(Attribute)】：属性及属性组的管理，请参考【属性及属性组管理教程】。如

下图所示，点击【添加属性】按钮， 

 

 

在新出现的属性区域填写属性名称，此处为自动完成(Autocomplete)功能的区域，输入符

号”%”或者属性的名称，会自动列出供选择的属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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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前台商品属性的显示区域如下图所示： 

 

 

KK. 【选项设置(Options)】：如下图所示，此处为自动完成(Autocomplete)功能的区域，

输入符号”%”或者选项的名称，会自动列出供选择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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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添加不同的选项。选项的管理，请参考【选项教程】 

 

 

选项及相关数据设置完毕后，在网站前台会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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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分期付款(Profiles)】：请参考【分期付款教程】。 

MM. 【促销活动(Discount)】：即根据购买数量进行打折促销。后台管理如下图所示： 

 

 

【会员等级】用来选择该打折促销活动针对的是哪些会员； 

【商品数量】指达到这个数量后享受的销售价格； 

【优先】用以在前台排序。首先按照数量，其后按照优先进行排序。 

【销售价格】指达到该数量以及到达下一个更大数量前按照此价格计算单价； 

【开始日期】与【结束日期】指此按照数量打折促销活动的开始及结束日期，如果不填写任

何日期，则该活动一直有效。 

网站前台显示如下图所示： 

 

 

 

NN. 【优惠价格(Special)】：指可以设定为哪一等级的会有设定什么样的价格，同时可以

设定时间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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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设定了针对会员等级【default】设定了两个时间段的价格。优惠价格的显示，如下

图所示： 

 

 

 

OO. 【图片参数(Image)】：此部分可以为当前产品添加更多的图片，网站前台显示的位置

如下图红色所圈部分： 

 

 

PP. 【积分(Reward Points)】：此部分给购买该商品的不同等级的会员赋予不同的积分；

也在此处设置购买该商品的话需要花费多少积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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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规划设计(Design)】：此部分的具体使用请参考【为特定分类、特定产品设置规划设

计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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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等级 

1 访问路径：营销推广(Sales) -> 会员管理(Customers) -> 会员等级(Customer Groups) 

2 编辑 Default 等级，以及添加 VIP和 Whole Sale 等级。 

编辑 Default等级如下： 

 

 

 

 

新增 VIP等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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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Whole Sale等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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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核新会员(Approve New Customers)】指当属于此会员等级时，需要在后台审核并通

过该会员后，该会员才能够正常登陆。例如当我们前台注册 Default等级会员时，如下图所

示： 

 

 

 

 

注册成功后，网站管理员可以在后台【审核确认】该会员，同时发送审核通过的邮件通知该

会员。审核页面如下图所示： 

 

 

 

4 【显示公司注册号(Display Company No.)】指在注册时显示此区域，供会员填写。 

5 【公司注册号必填(Company No. Required)】与【显示公司注册号】部分配合使用。如

下图红色箭头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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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显示公司税号(Display Tax ID)】 指在注册时和账单地址中显示此区域。 

7 【公司税号必填(Tax ID Required)】与【显示公司税号】部分配合使用，如下图红色箭

头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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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排序(Sort Order)】指在注册时各会员等级的排列顺序。 

9 注意：会员等级添加后，是否显示在网站前台的注册页面，以及默认选择哪一个会员等级，

均需要在【网店设置】中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10 会员等级的使用，有如下场合： 

[*] 会员注册及结账时会员注册； 

[*] 产品【优惠价格】、【促销活动】和【积分】； 

[*] Open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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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评论(Reviews) 

访问路径：商品目录(Catalog) -> 商品评论 (Downloads)，点击后出现下图所示： 

 

 

 

后台部分显示所有网站前台或后台管理员添加的针对某个商品的评论。 

网站前台是否允许添加商品评论，在网站后台的【网店设置】中进行设置。 

在网站前台，添加评论如下所示： 

 

 

上述评论添加后，在后台商品评论部分会有如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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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红色箭头所示，商品评论在前台以 Ajax 方式提交后，并不能立刻显示出来，需要网

站管理员在网站后台予以启用才可。点击该商品评论后面的【编辑】按钮，将该评论的状态

修改为【启用】。如下图所示： 

 

保存后则前台即可显示此评论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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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管理员也可以针对某个产品在网站后台添加评论，在商品评论列表页面点击【新增】

Insert按钮，出现如下界面： 

 

 

商品名称是【自动完成】类型的，输入产品名称可以自动列出相关产品供选择，如上如所示。 

如下图所示添加新的评论： 

 

 

 

保存后，转至网站前台，可以看到商品 Apple Cinema 30的这个评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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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让有关的商品评论以模块的形式显示，并且自定义按照最新或随机的方式显示的话，

可以下载有关功能插件使用，下载地址：

http://www.opencartchina.com/extension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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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管理(Information) 

访问路径：商品目录(Catalog) -> 文章管理(Information)，点击后出现下图所示： 

 

 

点击【新增】Insert 按钮，出现如下界面： 

 

 

【文章标题(Information Title)】：此部分是文章的标题，在之前的版本中默认作为页面

标题使用，但自 2.0版本开始不再如此。 

【文章内容(Description)】：此部分为文章的详细内容。 

注意：有的人感觉 OpenCart 自带的 CKEditor版本不好用，功能少，您可以参考这个帖子更

新您的 CKEditor版本：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12.html 

【网店(Stores)】：选择该文章显示于哪一个网店，此部分针对多网店有用； 

关于 OpenCart 多网店功能，请参考《 OpenCart 之多网店教程》，文章地址：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933.html 

【SEO 关键字(SEO Keyword)】：此处的填写，一定要确保全站的唯一性，如果是英文，单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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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之间用符号”-”链接。此部分的使用，可以参考【OpenCart之 SEO教程】，或者一些帖

子，如：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497.html 

【页面底部(Bottom)】：指是否显示于网站的底部区域，选中后将如下图所示出现于网站

底部： 

 

【文章状态(Status)】：设置该文章有效还是无效，如果无效，则在前台不显示。 

【排序(Sort Order)】：决定在网站前台相关模块区域的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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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Account)模块 

账户(Account)模块指的是如下图所示的部分： 

 

 

后台设置路径：【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账户(Account)】，

点击安装(Install)后进行编辑(Edit)，出现下图所示： 

 

 

 

【布局】：指你要将【账户(Account)模块】显示于哪些页面，比如上图中选择了 account

布局，它表明凡是网站前台访问 account路径下的，都将显示此模块，比如 login, register

等等。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439&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440&mode=view


《OpenCart 中文手册》由 OpenCart 中国网站（www.opencartchina.com）整理制作 

 

更多有关 OpenCart 中文信息请访问 OpenCart 中国网站（http://www.opencartchina.com） 

【显示位置】：指要将此模块放置在页面的什么位置。页面布局的位置，请参考【页面布局

教程】。 

【状态】：指启用还是停用此模块； 

【顺序】：指在同一个布局位置所显示的顺序，比如你在布局 account的右列显示，但此布

局 account下可能还有其他的模块要显示，此时设定显示顺序就是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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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幅广告(Banner)模块 

横幅广告(Banner)模块指的是如下图红色箭头所指的部分： 

 

 

 

设置步骤如下： 

1. 管理横幅广告图片组 

后台设置路径：【系统设置(System)】 -> 【规划设计(Design)】 -> 【横幅广告(Banners)】，

出现下图所示： 

 

 

 

点击【新增(Insert)】按钮，添加如下图所示两条横幅广告：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1008.html#p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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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让这两个横幅广告的图片以及连接轮换显示与任何一个分类页面的左列。则网站

后台设置路径为：【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横幅广告

(Banner)】，点击【编辑(Edit)】，如果没有安装，则先安装后再编辑。编辑时进行设定如

下： 

 

 

 

上图各列解释如下： 

【横幅广告】：此处为下拉菜单，下拉菜单的选项来自于上面我们管理横幅广告图片组时所

做的设定。此处选择我们所添加的【测试横幅广告模块】。 

【尺寸】：此处设定显示该横幅广告中的每一张图片时的宽高尺寸。 

【布局】：上图中对两个布局页面进行了设定，分别是【分类(Category)】和【产品(Product)】，

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分类或产品的页面，都会显示此横幅广告。 

【显示位置】：此处选择将此横幅广告所放置的位置。 

【状态】：指启用还是停用此模块； 

【排序】：指在同一个布局位置所显示的顺序，比如你在布局分类(Category)的左列显示，

但此布局分类(Category)下可能还有其他的模块要显示，此时设定显示顺序就是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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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设定完成后，在任何一个分类或产品页面，都会在页面的左列发现此横幅广告。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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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Layout) 

OpenCart的设计布局比较灵活，大体分为五个部分：网站头部(Header)、网站底部(Footer)、

左列(Column Left)、网站右列(Column Right)、网站内容(顶部(Content Top)和(Content 

Bottom))，图示如下： 

 

 

 

 

在网站后台所管理的各个模块，均可以自由配置于上面的 Column Left(左列),Column 

Right(右列),Content Top(内容顶部),Content Bottom(内容底部)，每个部分的模块的排列

顺序由设置模块时填写的顺序数字来决定。 

如果右列没有设置任何模块，则，中间的 content内容部分自动扩展至网站右边缘，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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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左列没有设置任何模块，则，中间的 content内容部分自动扩展至网站左边缘，如下图

所示： 

 

下面我们为产品 id 为 28的产品详细页面设定一个特定的布局，关于 layout 部分是如何工

作的，请参考帖子：OpenCart布局(Layout)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我们要为该产品设定的特定布局如下图所示：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post9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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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添加一个特定的布局，【系统设置(System)】 -> 【规划设计(Design)】 -> 【布

局(Layouts)】 ，新增如下布局： 

 

 

2. 【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幻灯片(Slideshow)】，

设置如下： 

 

 

3. 【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特色产品(Featured)】，

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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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最新产品(Latest)】，设

置如下： 

 

 

5. 【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横幅广告(Banner)】，设

置如下： 

 

 

6. 【商品目录(Catalog)】 -> 【商品管理(Products)】 编辑产品 id 为 28的产品，做如

下设定： 

 

7. 上述设置完成后，当我们单独访问 id为 28的产品详细页面时，会显示如下图所示：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452&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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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会员(Affiliate)模块 

注意：关于加盟会员功能的较为详细的介绍，请参考帖子：opencart之加盟会员 affiliate

功能 

 

加盟会员(Affiliate)模块指的是如下图红色箭头所指的部分： 

 

 

 

网站后台设置路径为：【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加盟

会员(Affiliate)】，点击【编辑(Edit)】，如果没有安装，则先安装后再编辑。编辑时进

行设定如下： 

 

 

 

上图各列解释如下： 

【布局】：上图中对一个布局页面进行了设定，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加盟会员(Affiliate)

的页面，都会显示此加盟会员模块。 

【显示位置】：此处选择将此加盟会员模块所放置的位置。 

【状态】：指启用还是停用此模块；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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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指在同一个布局位置所显示的顺序，比如你在布局加盟会员(Affiliate)的右列

显示，但此布局加盟会员(Affiliate)下可能还有其他的模块要显示，此时设定显示顺序就

是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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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卖商品(BestSellers)模块 

热卖商品(BestSellers)模块指的是如下图红色箭头所指的部分： 

 

 

 

网站后台设置路径为：【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热卖

商品(BestSellers)】，点击【编辑(Edit)】，如果没有安装，则先安装后再编辑。编辑时

进行设定如下： 

 

 

上图各列解释如下： 

【数量】：指本模块显示多少个热卖商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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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大小】：指设定本模块中图像的宽高显示尺寸。 

【布局】：上图中对一个布局页面进行了设定，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产品(Product)的页面，

都会显示此热卖商品模块。 

【显示位置】：此处选择将此热卖商品模块所放置的位置。 

【状态】：指启用还是停用此模块； 

【排序】：指在同一个布局位置所显示的顺序，比如你在布局产品(Product)的右列显示，

但此布局产品(Product)下可能还有其他的模块要显示，此时设定显示顺序就是必要的了。 

 

注意：热卖商品是自动从你产品销售订单中获取相关产品信息。或许你想自定义热卖商品，

此时推荐是修改使用【特色商品(Featured)模块】，你可以修改【特色商品(Featured)模

块】的语言文件，以修改为你想要的文字。或者你想保留【特色商品(Featured)模块】，

但仍想自定义一个热卖商品模块。那就可以自己根据【特色商品(Featured)模块】来复制

生成一个新的模块吧。如果你生成了新的模块，您可以在 OpenCart中国网站上免费提供给

大家下载使用，或者在此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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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Carousel)模块 

品牌(Carousel)模块指的是如下图所示部分： 

 

 

 

Open Cart系统有针对每一个品牌的产品页面，如点击 Sony品牌链接后，会出现如下页面： 

 

 

 

设置步骤如下： 

1. 管理横幅广告图片组 

后台设置路径：【系统设置(System)】 -> 【规划设计(Design)】 -> 【横幅广告(Banners)】，

出现下图所示： 

 

 

 

【编辑】Manufacturers，添加新的品牌图片和链接(你也可以新增新的品牌图片组用以显示

在不同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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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我们添加了 SUMSUNG, LENOVO, ADIDAS 和 REDBULL 品牌图片以及链接。具体的链接，

请根据你添加品牌后每个品牌的 id而定，具体请参考上面各个品牌的链接及 id格式。 

 

则网站后台设置路径为：【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品

牌(Carousel)】，点击【编辑(Edit)】，如果没有安装，则先安装后再编辑。编辑时进行设

定如下： 

 

上图各列解释如下： 

【横幅广告】：此处为下拉菜单，下拉菜单的选项来自于上面我们管理横幅广告图片组时所

做的设定。此处选择我们所编辑的【Manufacturers】。 

【品牌数量】：指每行要显示的品牌数量。 

【滚动】：指每点击一次左右的箭头，在未显示的品牌数量大于等于该数字时，每次滚动过

此数量的品牌图片数量效果。 

【图像大小】：此处设定显示该品牌要显示的每一张图片的宽高尺寸。 

【布局】：上图中对一个布局页面进行了设定，【首页(Home)】，也就是在网站首页显示该

模块。 

【显示位置】：此处选择将此品牌模块放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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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指启用还是停用此模块； 

【排序】：指在同一个布局位置所显示的顺序，比如你在布局首页(Home)的内容底部(Content 

Bottom)显示，但此布局首页(Home)的内容底部(Content Bottom)下可能还有其他的模块要

显示，此时设定显示顺序就是必要的了。 

 

上述设定完成后，首页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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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分类(Category)模块 

分类(Category)模块指的是如下图红色箭头所指的部分： 

 

 

网站后台设置路径为：【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商品

分类(Category)】，点击【编辑(Edit)】，如果没有安装，则先安装后再编辑。编辑时进行

设定如下： 

 

 

上图各列解释如下： 

【布局】：上图中对两个布局页面进行了设定，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产品(Product)和分类

(Category)的页面，在左侧都会显示此商品分类模块。 

【显示位置】：此处选择将此商品分类模块所放置的位置。 

【状态】：指启用还是停用此模块； 

【排序】：指在同一个布局位置所显示的顺序，比如你在布局产品(Product)的左列显示，

但此布局产品(Product)下的左列可能还有其他的模块要显示，此时设定显示顺序就是必要

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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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art 系统默认所带的分类模块，最多只显示两级分类，如果你需要多级分类的商品分

类模块，可以在 OpenCart中国网站上下载免费或收费模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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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商品(Featured)模块 

特色商品(Featured)模块指的是如下图红色箭头所指的部分： 

 

此模块也可以放置于页面的上下左右位置，一切以模块设置情况为准。 

 

网站后台设置路径为：【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特色

商品(Featured)】，点击【编辑(Edit)】，如果没有安装，则先安装后再编辑。编辑时进行

设定如下： 

 

上图各部分解释如下： 

【特色商品】：此部分为自动完成，你输入产品名称或者符号“%”，会列出相关产品供你

选择。 

【商品数量】：设定在此模块中显示的商品数量。 

【图像大小】：此模块中商品图片的显示宽高尺寸。 

【布局】：上图中对一个布局页面进行了设定，也就是说在首页(Home)页面显示此特色商品

模块。 

【显示位置】：此处选择将此商品分类模块所放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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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指启用还是停用此模块； 

【排序】：指在同一个布局位置所显示的顺序，比如你在首页(Home)的内容的上部(Content 

Top)显示，但此布局首页(Home)下的内容的上面(Content Top)可能还有其他的模块要显示，

此时设定显示顺序就是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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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商品(Latest)模块 

最新商品(Latest)模块指的是如下图所指的部分： 

 

此模块也可以放置于页面的上下左右位置，一切以模块设置情况为准。 

 

网站后台设置路径为：【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最新

商品(Latest)】，点击【编辑(Edit)】，如果没有安装，则先安装后再编辑。编辑时进行设

定如下： 

 

 

上图各部分解释如下： 

【商品数量】：设定在此模块中显示的商品数量。 

【图像大小】：此模块中商品图片的显示宽高尺寸。 

【布局】：上图中对一个布局页面进行了设定，也就是说在首页(Home)页面显示此最新商品

模块。 

【显示位置】：此处选择将此商品分类模块所放置的位置。 

【状态】：指启用还是停用此模块； 

【排序】：指在同一个布局位置所显示的顺序，比如你在首页(Home)的内容的上部(Content 

Top)显示，但此布局首页(Home)下的内容的上面(Content Top)可能还有其他的模块要显示，

此时设定显示顺序就是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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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Slideshow)模块 

幻灯片(Slideshow)模块指的是如下图首页所示的部分： 

 

 

设置步骤如下： 

1. 管理幻灯片图片组 

后台设置路径：【系统设置(System)】 -> 【规划设计(Design)】 -> 【横幅广告(Banners)】，

出现下图所示： 

 

点击【新增(Insert)】按钮，或者编辑现有的【Samsung Tab】，此处设置要轮换显示的图

片及链接。 

后台设置模块路径为：【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幻灯

片(Slideshow)】，点击【编辑(Edit)】，如果没有安装，则先安装后再编辑。编辑时进行

设定如下： 

 

上图各列解释如下： 

【横幅广告】：此处为下拉菜单，下拉菜单的选项来自于上面我们管理幻灯片图片组时所做

的设定。此处选择我们所编辑的【Samsung Tab】。 

【尺寸】：此处设定显示该幻灯片中的每一张图片时的宽高尺寸。 

【布局】：上图中对一个布局页面进行了设定，也就是说在首页(Home)页面，会显示此幻灯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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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位置】：此处选择将此幻灯片所放置的位置。 

【状态】：指启用还是停用此模块； 

【排序】：指在同一个布局位置所显示的顺序，比如你在布局首页(Home)的内容顶部(Content 

Top)显示，但此布局首页(Home)的内容顶部(Content Top)下可能还有其他的模块要显示，

此时设定显示顺序就是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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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价商品(Special)模块 

特价商品(Special)模块指的是如下图所指的部分： 

 

 

此模块也可以放置于页面的上下左右位置，一切以模块设置情况为准。 

 

网站后台设置路径为：【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特价

商品(Special)】，点击【编辑(Edit)】，如果没有安装，则先安装后再编辑。编辑时进行

设定如下： 

 

 

 

 

上图各部分解释如下： 

【商品数量】：设定在此模块中显示的商品数量。 

【图像大小】：此模块中商品图片的显示宽高尺寸。 

【布局】：上图中对一个布局页面进行了设定，也就是说在首页(Home)页面显示此特价商品

模块。 

【显示位置】：此处选择将此商品分类模块所放置的位置。 

【状态】：指启用还是停用此模块； 

【排序】：指在同一个布局位置所显示的顺序，比如你在首页(Home)的内容的上部(Content 

Top)显示，但此布局首页(Home)下的内容的上面(Content Top)可能还有其他的模块要显示，

此时设定显示顺序就是必要的了。 

 

注意：所谓特价商品，是指你的编辑商品时，设定有优惠价格的商品。如下图设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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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语(Welcome)模块 

欢迎语(Welcome)模块如下图首页所示部分： 

 

 

此模块也可以放置于页面的上下左右位置，一切以模块设置情况为准。 

网站后台设置路径为：【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欢迎

语(Welcome)】，点击【编辑(Edit)】，如果没有安装，则先安装后再编辑。编辑时进行设

定如下： 

 

上图各部分解释如下： 

【欢迎语描述】：设定在此模块中显示的文字图像链接等等内容。 

【布局】：上图中对一个布局页面进行了设定，也就是说在首页(Home)页面显示此特价商品

模块。 

【显示位置】：此处选择将此商品分类模块所放置的位置。 

【状态】：指启用还是停用此模块； 

【排序】：指在同一个布局位置所显示的顺序，比如你在首页(Home)的内容的底部(Content 

Bottom)显示，但此布局首页(Home)下的内容的底部(Content Bottom)可能还有其他的模块

要显示，此时设定显示顺序就是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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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中心(Information)模块 

网站信息(Information)模块如下图首页所示部分： 

 

 

此模块也可以放置于页面的上下左右位置，一切以模块设置情况为准。 

网站后台设置路径为：【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信息

中心(Information)】，点击【编辑(Edit)】，如果没有安装，则先安装后再编辑。编辑时

进行设定如下： 

 

 

上图各部分解释如下： 

【布局】：上图中对一个布局页面进行了设定，也就是说在首页(Home)页面显示此特价商品

模块。 

【显示位置】：此处选择将此商品分类模块所放置的位置。 

【状态】：指启用还是停用此模块； 

【排序】：指在同一个布局位置所显示的顺序，比如你在首页(Home)的内容的底部(Content 

Bottom)显示，但此布局首页(Home)下的内容的底部(Content Bottom)可能还有其他的模块

要显示，此时设定显示顺序就是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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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客服(Google Talk)模块 

在线客服(Google Talk)模块如下图首页所示部分： 

 

此模块也可以放置于页面的上下左右位置，一切以模块设置情况为准。 

 

网站后台设置路径为：【扩展功能(Extensions)】 -> 【模块管理(Modules)】 -> 【Google 

Talk】，点击【编辑(Edit)】，如果没有安装，则先安装后再编辑。编辑时进行设定如下： 

 

 

上图各部分解释如下： 

【代码】：将诸如谷歌、QQ等提供的 js代码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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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上图中对一个布局页面进行了设定，也就是说在首页(Home)页面显示此在线客服

模块。 

【显示位置】：此处选择将此在线客服模块所放置的位置。 

【状态】：指启用还是停用此模块； 

【排序】：指在同一个布局位置所显示的顺序，比如你在首页(Home)的内容的底部(Content 

Bottom)显示，但此布局首页(Home)下的内容的底部(Content Bottom)可能还有其他的模块

要显示，此时设定显示顺序就是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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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品券主题(Gift Voucher Theme)及礼品券(Gift Voucher) 

礼品券主题访问路径： 

【网站后台】 -> 【营销推广(Sale)】 -> 【礼品券(Gift Voucher)】 -> 【礼品券主题(Gift 

Voucher Themes)】，如下图所示： 

 

 

 

 

新增或编辑礼品券主题，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的图片以及礼品券主题名称，将在相关邮件中予以显示。在后面将有展示。 

 

礼品券访问路径： 

【网站后台】 -> 【营销推广(Sale)】 -> 【礼品券(Gift Voucher)】 -> 【礼品券(Gift 

Voucher)】，点击新增(Insert)按钮，如下图所示添加新的礼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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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上述资料后，将返回到礼品券列表，如下所示： 

 

 

 

 

上图中，点击后面的【发送(Send)】链接，将发送该优惠券信息给收券人的邮箱。收券人邮

箱接收到的邮件内容信息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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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该礼品券发出后，即使游客在结账时也是可以使用该礼品券代码的；如下图所示： 

 

 

 

当礼品券被使用后，使用礼品券的历史记录将可以在具体的礼品券信息页面显示，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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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网站会员，也可以自己设定购买礼品券。默认网站模板底部有【礼品券】链接，点击后

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 

 

 

填写相关信息并进行购买后，后台出现如下礼品券显示： 

 

 

其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494&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495&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496&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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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上图中的礼品券代码是会员在网站前台购买时随机生成的。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497&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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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模板主题 

本教程将演示如何为 OpenCart电子商务系统安装新的模板主题。 

当你获得了一个 OpenCart 的模板主题后，先在本地将其解压缩，然后将其上传到你的

OpenCart网站空间中。具体的上传方法，请参考本手册中的 FileZilla 部分。 

使 用 FTP 工 具 将 你 解 压 缩 后 的 模 板 主 题 目 录 文 件 夹 上 传 到 你 网 站 的

public_html/catalog/view/theme目录下即可。 

 

上述情况下是指你的网站域名为 yourdomain.com 形式下可行，如果你将网站安装在了如下

形式的目录下，如 youdomain.com/store，那么你就要将模板主题目录文件夹上传到文件夹

public_html/store/catalog/view/theme目录下。 

 

此时我们开始在后台进行设置。登陆您的网站后台，如以下形式： 

http://yourdomain.com/admin 

 

如果你是在子目录下，比如 store 目录下安装的 opencart电子商务系统，那么就按照如下

方式登录您的网站后台： 

http://yourdomain.com/store/admin 

 

登陆网站后台后，访问： System > Settings 标签页: 

 

theme-1.png 

 

 

在出来的页面中点击相关商店后面的 edit。 

 

当页面加载完毕后，点击 Store标签页，出现下图所示： 

http://yourdomain.com/admin
http://yourdomain.com/store/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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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emplate部分，此时你点击下拉选项，会看到其下应该有了你上传上去的模板主题名称。

选择此新模板主题，然后点击页面右上方的保存按钮 Save。 

可能你需要在网站前台清除缓存，此时按下ctrl键的同时，多按几下F5按钮以清除缓存等。 

此时应该显示新的模板主题了。例如如下所示。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86&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87&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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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上教程，只是针对最简单的，无需单独配置许多模块功能的模板主题的安装教程。 

一般来讲，好的模板主题，如果要安装后显示你购买时看到的所有图片以及样式等，则需要

做许多的设置。比如你要上传 image图片，需要上传一些模板开发者定制开发的模块插件等，

而上传完毕后还需要在网站后台做许多设定，比如增减设置相关模块功能等。此类模板主题

一般都跟随着一个安装教程，你按照安装教程中所示步骤进行安装配置即可。如果您确实不

知道如何安装及配置，您可以联系 OpenCart中国网站方面提供服务。 

 

警告：有某些所谓的黑客，将一些模板免费提供给大家下载安装使用，但其中的代码包含了

恶意程序等，对您的网站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建议您从 OpenCart 英文官网

(http://www.opencart.com)和 OpenCart 中国网站(http://www.opencartchina.com)下载

相关模板主题以及功能插件使用。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http://www.opencart.com/
http://www.opencart.com/
http://www.opencart.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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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创建语言包 

1. 安装 OpenCart 所需语言包 

假如你获得了一个语言包，你想为你的网站添加多语言。则安装很简单，使用 FTP工具将相

关语言包上传到您的网站前台与后台的语言文件夹中。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使用 FTP上传文件，

请参考本手册中的 FileZilla 部分。 

 

 

如上图所示，是将网站前台的语言包上传到 catalog/language 目录下，当前目录下只有

english语言包文件夹，将你要添加的其他语言包文件夹上传到这里即可。 

同理，你要将网站后台的语言包上传到 admin/language文件夹下面。 

 

网站前台和后台语言包上传完毕后，你需要在网站后台进行一下手动设置，步骤如下： 

 

1.网站后台 System -> Localisation->Languages 

2. 点击新建 Insert 

3. 输入如下几项参数(以安装简体中文语言包为例 - 也可以参考帖子：OpenCart1.5.6 中

文语言包)： 

Language Name: Chinese 

Code: cn 

Locale: zh,zh-hk,zh-cn,zh-cn.UTF-8,cn-gb,chinese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879.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879.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88&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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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n.png(注意：此处具体的图片名称，请参考 image/flags目录下面的相应国家的语

言图标名称进行填写) 

Directory: chinese(你上传到 admin/language 和 catalog/language 目录下的语言包目录

名称) 

Filename: chinese(catalog/language/语言包名称目录下与语言包目录同名的文件名称) 

Status: Enabled (启动) 

Sort Order: 任意数字 

填好点击 Save 保存 

 

此时前台就出现了多语言的切换图标链接。图下图所示： 

 

language-2.png 

 

2. 创建 OpenCart 语言包 

以创建 farsi语言包为例： 

第一步：克隆复制整个语言文件及其所属文件夹 

 

复制如下文件夹以及其下的所有文件: 

代码: 全选 

catalog/language/english 

admin/language/english 

 

到: 

代码: 全选 

catalog/language/farsi 

admin/language/farsi 

 

第二步：将其中的所有文件中的变量值部分翻译为所需语言 

例如，文件 english.php 中包含如下内容： 

代码: 全选 

    ..... 

    // Buttons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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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button_continue']       = 'Continue'; 

    $_['button_back']           = 'Back'; 

    $_['button_add_to_cart']    = 'Add to Cart'; 

    ..... 

 

在文件 farsi.php 中，它应该是： 

代码: 全选 

 ..... 

    // Buttons 

    $_['button_continue']       = 'كردن ,مهدادنادا بال  ;' دن

    $_['button_back']           = 'بى ق ته ,ع ش ذ تاده ,گ ساف پ دهى شت ,ب  ;'پ

    $_['button_add_to_cart']    = 'سودن كردن ,اف ه ضاف ردن ,ا ادك  ;',زي

    ..... 

如此操作，修改所有的文件。 

第三步：在网站后台添加该语言。 

 

一般语言包中都注明设置方法，特定语言的安装，请参考具体的语言包中的安装方法。例如

对于 farsi语言: 

1. 在网站后台访问 Admin->Configuration->Localisation->Language 

2. 点击增加 insert按钮 

3. 输入如下信息: 

Language Name: Farsi 

Code: fa 

Flag Image: fa.png 

Directory: farsi 

Main Filename: farsi.php 

Sort Order: 1 

Language Name: Farsi 

Code: cn 

Locale: fa 

Image: fa.png(注意：此处具体的图片名称，请参考 image/flags目录下面的相应国家的语

言图标名称进行填写) 

Directory: farsi(你上传到 admin/language 和 catalog/language目录下的语言包目录名

称)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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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name: farsi(catalog/language/语言包名称目录下与语言包目录同名的文件名称) 

Status: Enabled (启动) 

Sort Order: 任意数字 

 

填好点击 Save 保存 

 

第四步(可选) 

修改相关的选项，比如订单状态等。 

 

注意：许多模板自带有特定的语言文件，而由于版本不一致，会导致网站前台访问时找不

到语言文件等。如果您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向 OpenCart中国网站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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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商店设置 

本部分前提是你已经学习掌握了如下内容： 

在有 cPanel功能的美国或香港服务器空间上安装 OpenCart教程 

OpenCart模板主题安装教程 

安装与创建 OpenCart 语言包教程 

 

通过以上教程，你已经安装了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的语言包（当然英文语言包是默认

系统自带的），同时为三个网店安装了三套模板。 

本教程以 www.tonyspace.com, cn.tonyspace.com, tw.tonyspace.com 建立三个网店，其

中 tonyspace.com 是英文版的，cn.tonyspace.com 是简体中文版的，tw.tonyspace.com 是

繁体中文版的。 

如下图所示，你先按照图示访问路径进行语言的安装： 

 

 

安装完毕后如下图所示：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898.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914.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915.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05&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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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表明已经安装了简体中文 Chinese和繁体中文 zh-TW。 

本教程由 OpenCart中国网站(http://www.opencartchina.com)制作。 

 

如下图所示，在 cpanel 控制面板中点击 subdomain 创建子域名 cn.tonyspace.com 和

tw.tonyspace.com，注意，他们所指向的路径都是 Public_html这个目录，此点切记！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97&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98&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99&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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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点击 system -> setting后如下图所示： 

 

点击新增 Insert安装，添加新商店，如下图所示：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00&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01&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02&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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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上图中域名的最后不要忘记添加"/"。 

 

 

注意上图中三处变化。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06&mode=view


《OpenCart 中文手册》由 OpenCart 中国网站（www.opencartchina.com）整理制作 

 

更多有关 OpenCart 中文信息请访问 OpenCart 中国网站（http://www.opencartchina.com） 

 

上图中地域部分选择网站语言国家和地区。 

此时访问 cn.tonyspace.com，应该是默认显示简体中文了。 

繁体中文商店的建立，重复上述步骤即可。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304&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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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测试环境搭建 WampServer 

国内的程序员一般都是使用 windows系统，很多人还不会单独搭建 LAMP 运行环境，因此，

建议程序员们测试本软件时，使用 wampserver，下载地址：http://www.wampserver.com/en/ 

 

注意：wampserver根据你 windows系统位数不同以及 PHP和 PHPMyAdmin 版本的不同，有多

个组合，因此，一定要根据自己电脑的操作系统来选择下载安装。 

下面以 64位 Windows 7 操作系统为例讲解一下安装使用： 

1. 下载 WAMPSERVER(64 BITS & PHP 5.4) 2.4 这个版本； 

2. 下载后，文件名称为 Wampserver2.4-x64.exe; 

3. 双击运行该文件，就启动了安装程序； 

4. 此时出现第一个安装界面如下： 

 

 

wampserver_installation_1.jpg 

 

5. 点击 Next按钮继续安装，会出现如下界面： 



《OpenCart 中文手册》由 OpenCart 中国网站（www.opencartchina.com）整理制作 

 

更多有关 OpenCart 中文信息请访问 OpenCart 中国网站（http://www.opencartchina.com） 

 

wampserver_installation_2.jpg 

6. 选择 I accept the agreement后按下 Next 按钮继续安装，出现如下界面： 

 

wampserver_installation_3.jpg 

注意：上面填写的是 f:\wamp，是因为我这个电脑硬盘有个分区是 F区，想将 wampserver

安装在 F盘的 wamp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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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下 Next，继续安装，出现如下界面： 

 

wampserver_installation_4.jpg 

这个界面中有两个选项： 

Create a Quick Launch icon 的意思是在你 Windows 启动栏中添加一个图标，便于你今后

点击该图标启动该程序服务。 

Create a Desktop icon 的意思是在你的电脑桌面上放置一个图标，便于你今后直接点击桌

面上的此图标启动该程序服务。 

根据你的喜好，选择或不选择。 

8. 按下 Next按钮，出现下图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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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mpserver_installation_5.jpg 

该界面表示安装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可以点击 Install按钮安装 WampServer了。 

9. 点击上图的 Install，系统将如下界面所示进行安装相关文件： 

 

wampserver_installation_6.jpg 

10. 相关文件安装过程中，会出现如下选择框，让你选择相关默认的浏览器： 

 

wampserver_installation_7.jpg 

一般都是显示出 explorer，直接点击“打开”按钮即可，此时将继续安装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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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接着会出现下图所示： 

 

wampserver_installation_8.jpg 

出现此框，是为了设置 SMTP，不用管它，直接点击 Next按钮继续。 

12. 此时安装完成，会出现如下界面： 

 

wampserver_installation_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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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界面表明你已经成功安装了 WampServer2.4在你的电脑中。 

13. 上图中由于我们选择了选项 Launch WampServer 2 now，此时点击 Finish 按钮后，会

启动 WampServer程序服务。在程序启动过程中，您将可以在右下角看到如下图标： 

 

wampserver_installation_10.jpg  

开始时，图标的颜色是如上所示红色的，旋即会变成绿色，如下图所示： 

 

wampserver_installation_11.jpg  

当变为绿色后，这意味着已经在你的电脑中有了一整套适合于 Windows系统的 LAMP开发测

试环境，你不仅可以用它来学习测试 PHP代码程序，用 PHP编制测试你的系统，当然也可以

用它来运行、修改及测试 OpenCart电子商务系统了。请注意，OpenCart 电子商务系统是开

源的，没有任何加密文件，您有多大的聪明才智，那就发挥出来学习 OpenCart、掌握 OpenCart、

改进 OpenCart吧。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心得、经验等，欢迎您在 OpenCart中文论坛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发帖寻求帮助和分享经验。如果您为 OpenCart系统

开发了相关模块插件以及模板主题，欢迎到 OpenCart 中国网站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上免费分享或销售给广大客户。 

14. 此时打开浏览器输入 localhost然后按下回车键，浏览器中会出现如下界面： 

 

wampserver_installation_12.jpg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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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界面的出现，表明访问本地的服务器相关信息是正确的。本质上，它是访问了

F:/wamp/www/index.php这个文件。在这个页面，你可以通过点击 phpmyadmin 来操作数据

库等。 

15. 至此，wampserver的安装及使用说明基本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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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本地 OpenCart1.5.6 安装 

请检测确保您已经建立了本地运行 opencart的服务器环境，现在进行 OpenCart 的本地安装

及运行教程。 

1. Opencart 系统下载。有两个地方可供您下载 Opencart系统源代码（其它的下载链接

不保证是否系统源代码被植入了恶意程序代码等）： 

a. Opencart.com英文官网 

http://www.opencart.com/index.php?route=download/download 

b. Opencartchina.com中国网站 

http://www.opencartchina.com/download.html 

如果您需要使用 OpenCart中文版本，请到 Opencartchina.com中国网站下载 

http://www.opencartchina.com/download.html 

 

2.源代码下载。 点击你需要的 OpenCart版本的下载链接，下载源代码。建议使用最新版

本的 OpenCart源代码。在本教程制作时，OpenCart的最新版本是 V1.5.6，如果您想获取最

新版本 《OpenCart中文使用手册》 ，请关注此网页：

http://www.opencartchina.com/download.html  

本教程以 OpenCart V1.5.6 版本为例。 

 

3. 解压下载的文件。文件下载后，是一个名为 opencart-1.5.6的压缩包，使用解压缩

软件 winrar或 360解压缩软件将该文件解压缩，此时会解压为一个 opencart-1.5.6的目录，

目录内结构如下所示： 

 

opencart_1.jpg  

 

里面的 install文本文件是安装说明等； 

License是版权说明； 

Upgrade是升级说明； 

Upload文件夹包含了所有的 opencart 源代码. 

http://www.opencart.com/index.php?route=download/download
http://www.opencartchina.com/download.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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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目录 F:/wamp/www(注意，这个目录要根据你安装 wampserver 时的选择来定，如

果你不使用 wampserver，当然是在你喜欢使用的本地测试环境下建立相关目录了)，在其中

创建文件夹 opencart(随你喜欢的任何英文字符目录吧，包含数字也可，但建议别用中文)。

如下图所示： 

 

opencart_2.jpg 

5. 文件复制。将刚才解压缩后的目录 opencart-1.5.6下的文件夹 upload 下的所有文件

复制到 F:/wamp/www/opencart目录下。注意不是复制 upload文件夹本身，而是其下的文件

及子文件夹等。复制后如下图所示： 

 

opencart_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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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创建数据库。在保证 wampserver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标志是您的屏幕右下角的

wampserver的图标是绿色的)，打开浏览器(强烈建议你使用 Firefox，IE7+，Chrome, Opera

等国际流行浏览器，国内诸如 360浏览器，百度浏览器等的水平确实不敢恭维)输入

http://localhost/phpmyadmin/ ，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 

 

 

 

opencart_4.jpg 

 

上述页面的出现，是默认的数据库管理界面需要你输入用户名密码。在我们安装 wampserver

时，默认的用户名 username 是 root，因此 username部分输入 root即可，password部分无

需输入任何内容。点击 Go按钮继续。 

此时会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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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art_5.jpg 

 

上图中左侧是 wampserver系统默认的几个数据库文件，尽量不要动它。 

点击途中箭头所示 Database 部分，会出现下图所示： 

 

opencart_6.jpg 

 

如下图所示输入我们要创建的测试用的数据库名 testbyme，后面的 Collation 选择

utf8-general_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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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art_7.jpg 

 

点击 Create按钮创建该数据库。此时右侧会出现你所创建的数据库 testbyme。如下图箭头

所示： 

 

opencart_8.jpg 

 

7. 运行 OpenCart 安装程序。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localhost/opencart/ 

此时 OpenCart安装程序将会自动转向到安装地址 

http://localhost/open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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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ocalhost/opencart/install/index.php 

如下图所示： 

 

opencart_9.jpg 

选中复选框 I agree to the license，然后点击 Continue，出现如下界面： 

 

opencart_10.jpg 

http://localhost/opencart/install/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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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三个红色的标记部分，说明有些地方没有设定好。 

a. 2，和 3的错误，指的是找不到相关文件，此时你需要将

f:/wamp/www/opencart/config_dist.php文件名字改为 config.php 

再将 f:/wamp/www/opencart/admin/config_dist.php 文件名字改为 config.php 

b. 此时在浏览器此界面情况下按下键盘上的 F5 刷新页面，会看到 2和 3 的红色错误提示没

有了，但 1的错误仍然存在。 

c. 1的错误之所以出现，是因为 OpenCart电子商务系统需要用到 cURL这个 PHP扩展，详

细的资料，您可以参看文章【OpenCart为什么需要使用 cURL扩展功能？】 

d. 现在来解决 1的错误。用鼠标点击你的桌面右下角的 wampserver图标，会出现菜单，逐

渐移动鼠标位置 PHP –> PHP extentions -> php_curl，用鼠标点击选中 php_curl，此时

wampserver会自动重新启动，标志是图标变为暗黄色，最后转为绿色，成为绿色时表明重

启动结束，此时 curl 扩展也加载成功了。 

e. 如果在没有启动 curl的情况下点击 Continue按钮，会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opencart_11.jpg 

f. 现在 curl的问题排除了，点击按钮 Continue，会出现如下界面：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topic8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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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区域输入如下信息： 

User 部分填写 root，这是一个默认的用户名，也是具有超级权限的用户名； 

Password部分不填写任何内容； 

Database 填写我们刚才建立的数据库 testbyme; 

Database Prefix部分保持默认的 oc_即可，当然你可以什么也不填写，也可以改为其他的

前缀英文名字。 

Username部分是要你在这里设置网站后台的访问用户名，你可以在此设定你喜欢的用户名，

当然建议用英文字符； 

Password 部分填写访问网站后台的密码； 

Email 部分填写你的电子邮箱，便于系统运行时收取相关的邮件，如客户注册时给你发送邮

件等。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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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art_13.jpg 

 

此时点击按钮 Continue，得到下图所示界面： 

 

opencart_14.jpg 

该界面的出现，表明 OpenCart安装已经成功了。红色提示部分，是让你别忘了删除目录

Install，此时去删除目录 F:/wamp/www/opencart/install这个目录吧。 

 

你可以点击上图中所示的访问网站前台和后台的链接，也可以输入如下链接访问网站的前台

和后台： 

网站前台：http://localhost/opencart/ 

网站后台：http://localhost/opencart/admin/ 

 

http://localhost/opencart/
http://localhost/opencart/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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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适合 OpenCart 系统运行的美国服务器空间建立 SMTP

服务 

许多用户在使用OpenCart中国网站提供的适合OpenCart系统运行的美国或香港服务器空间，

并且希望使用服务器本身的 SMTP服务，这样显得网站专业和正规。 

 

1. 首先保证您的诸如*.yourdomain.com解析到美国或香港服务器空间； 

2. 登陆 cpanel控制面板，点击电子邮件账户 Email Accounts，创建账号以及密码，例如

你建立的账号是 admin@yourdomain.com， 密码是 321123； 

3. 登陆您的在线邮箱，一般是访问诸如 webmail.yourdomain.com，用您的邮箱以及密码登

陆； 

4. 登陆您邮箱后测试收发邮件是否正常，如正常，进行下一步，不正常，就联系 OpenCart

中国网站； 

5. 在网站后台 System->setting->store->edit->mail标签页，输入如下信息： 

Mail Protocol: SMTP 

 

SMTP Host: mail.yourdomain.com 

 

SMTP Username: admin@yourdomain.com 

 

SMTP Password: 321123 

 

SMTP Port: 25 

 

6. 此时测试注册时邮件发送情况，应该一切 OK 了。 

 

注意： 

1. 在网站设置里面的电子邮箱要与 SMTP的用户名相同； 

2. 如果是使用香港服务器空间，请将 SMTP PORT 端口设置为 501； 

 

如果您正在寻找适合 OpenCart开源电子商务系统运行的服务器空间以及技术支持，建议使

用由我们 OpenCart中国网站提供技术支持的香港或美国服务器服务。 

  

http://www.opencartchina.com/server.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server.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mailto:admin@yourdomain.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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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 OpenCart 代码到服务器的 FTP 工具 FileZilla 使用教

程 

在开始讲解如何在服务器上安装 OpenCart系统之前，先讲解一下常用的 FTP工具 FileZilla

的使用。 

如下内容来自于公开资源连接：http://down.51cto.com/data/422377 

本案例教程以 FileZilla的 3.0.10版本讲解，手册发布时，最新的 FileZilla版本为：3.7.3 

FileZilla是经典的开源 FTP解决方案，包括 FileZilla客户端和 FileZilla Server。其中，

FileZilla Server的功能比起商业软件 FTP Serv-U毫不逊色。FileZilla Server 几乎无用

户数限制；多线程引擎；在 Windows 下以服务形式运行；针对 fxp/反弹攻击过滤；安全密

码储存 (使用 MD5 hash)；实时对用户/组进行管理；所有选项可以在服务器在线时改变，

无需服务器下线；传输超时功能可以踢掉使用普通工具保持一直在线的空闲用户；基于设置

规则的服务器和用户/组速度限制；支持 MODE Z 文件传输压缩。既然有这么多优点还犹豫

什么，下面是 FileZilla 客户端安装教程： 

第一：下载安装 

下载地址：https://filezilla-project.org/，注意下载那个 Client端的。 

软件下载后为一个.exe格式的可执行文件。安装比较简单，一路点击【下一步】按钮就可

以了，并且软件支持简体中文。 

 

filezilla-1.jpg 

https://filezilla-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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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zilla-2.jpg 

FileZilla3.0安装起始画面• 

第二：界面预览 

FileZilla3.0含有简体中文语言包,通过菜单【编辑】—>【设置】的语言选项我们可以设

定界面的使用语言。主界面默认显示了本地目录、远程目录、状态及队列四大窗口。 

 

filezilla-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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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Zilla主界面 

第三：站点设置 

要使用 FTP工具来上传（下载）文件，首先必须要设定好 FTP服务器的网址（IP地址）、

授权访问的用户名及密码。下面我们将演示具体的参数设置，看完之后即使是初入门的菜鸟

级用户也能很快上手，哈哈。 

通过菜单【文件】—>【站点管理器】或者 CTRL+S 键我们可以对要连接的 FTP服务器进行具

体的设置。 

第一步：我们可以点击【新站点】按钮，输入站点的名称（它只是对 FTP站点的一个说明）。 

第二步：按照界面所示，先输入主机（FTP服务器的 IP地址），登陆类型选择“一般”，

不要选择匿名选项（匿名的意思就是不需要用户名和密码可以直接访问 FTP服务器，但很多

FTP服务器都禁止匿名访问)，然后分别输入用户和密码（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询问提

供 FTP服务的运营商或管理员）。另外对于端口号我们在没有特别要求的情况下不用管它，

或者输入“21”也可以。 

第三步：在高级选项卡我们可以设置默认的远程及本地目录，远程目录其实就是连上 FTP

服务器后默认打开的目录；而本地目录就是每次进入 FTP软件后默认显示的本地文件目录

（当然了，如果大家不太清楚或者感觉麻烦的话也可以先不设置远程及本地路径，系统将会

使用自己的默认路径）。 

以上这些参数都设置好之后，便可使用 FTP进行文件上传下载了，很简单吧。 

 

filezilla-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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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Zilla站点管理器 

第四：连接上传 

1：连接 

通过上面的设置之后现在就可以连接服务器上传文件了。我们可以通过菜单【文件】—>【站

点管理器】或者 CTRL+S4键进入站点管理器选择要连接的 FTP服务器，点击【连接】按钮就

可以了或者点击工具栏中的 打开站点管理器按钮，进行选择。连接之后，便可选择目录或

文件进行上传下载了。 

2：上传下载 

我们不仅可以传输单个文件，还可以传输多个文件甚至整个目录，主要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选中所要传输的文件或目录，直接拖拽到目的主机中就可以了； 

第二种：在选中所要传输的文件或目录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择【传输】就可以了； 

第三种：双击想要传输的文件就可以了； 

第四种：将选中的文件或文件夹加入到传输队列中（可以直接拖放也使用鼠标右键），然后

在进行传输。使用传输队列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随时加入或删除传输的文件，并且对于需要经

常更新的内容，允许你把它们放到队列中导出，等以后要传输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导入功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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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前保存的队列进行文件更新，就是有点复杂了，哈哈。不过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文件上传

到不同目录时，必须先将该目录打开之后再添加到要传的文件到队列之中。 

 

filezilla-6.jpg 

 

FileZilla连接画面 

 

第五：其它功能及设置 

1： 快速连接 

快速连接就是不需通过站点设置，直接输入 IP 地址、用户名及密码进行连接。所以它适合

用在需要临时性连接的站点，并且快速连信息接会被保存，如果下次还想使用，就可以直接

选择进行连接了，非常方便。通过快速连接工具栏输入相关信息，点击快速连接按钮就可以 

 

 

filezilla-19.jpg 

 

2： 站点导入 

站点导入就是将之前版本的站点信息或其它 FTP 软件的站点信息导入进来，而不需要再进行

重复的设置，这给广大的用户节省了时间，也减少了麻烦。通过菜单【站点】—>【导入】

及【导出】我们就可以进行站点导入、导出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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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zilla-7.jpg 

FileZilla站点导入（只支持 XML格式文件的导入） 

FileZilla站点导出（支持管理器数据、设置数据及队列的导出） 

 

filezilla-8.jpg 

3： 队列管理 

队列管理就是对所传输的文件及目录进行的一些功能设置，包括队列的保存，载入、清除、

恢复和传输等，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功能。FileZilla 的队列功能比较简单，其中队列的保

存及载入功能，可以通过菜单【文件】—>【导入】及【导出】来实现，就是麻烦了一些。 

 

filezilla-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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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Zilla队列导出画面 

4： 文件夹内容比较 

文件夹内容比较就是对两台不同的机器上的相关目录下的内容进行比较，然后把 

不相同的内容显示出来，这对于保持版本一致性非常有用。通过菜单【查看】—>【比较目

录】或工具栏 比较目录按钮我们就可以比较出两个目录下不同的内容。 

 

filezilla-10.jpg 

FileZilla文件目录比较功能 

5： 断点续传 

断点续传功能可以说几乎是每个 FTP软件必备的功能，也可以说是最基本和重要的功能了。

它的实质就是当传输文件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使得传输过程发生异常，产生中断，在系统

恢复正常后，FTP软件能够在之前发生中断的位置继续传输文件，直到数据传送完毕为止。

通过菜单【编辑】—>【设置】的对已存在文件的操作选项我们就可以设置断点续传。 

 

filezilla-11.jpg 

FileZilla断点续传设置画面 

6：速度限制 

速度限制功能就是当网络比较拥挤或 FTP站点有特定要求的时候，对文件的上传和下载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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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具体的限制。通过菜单【编辑】—>【设置】的对已存在文件的操作选项，我们就可

以设置速度限制了。 

 

filezilla-12.jpg 

FileZilla速度限制画面（0表示没有限制） 

7：文件过滤器 

过滤器功能简单的说就是将符合条件的待传输文件及目录进行传输，我们可以通过设置扩展

名、优先级类表等来控制文件的传输。通过菜单【查看】—>【文件过滤器】我们就可以对

传输的文件进行选择。（但是感觉好像不起作用） 

 

filezilla-1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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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Zilla过滤器画面 

8：快速拖放 

快速拖放功能是大多数 FTP软件都支持的功能，它主要就是为了用户操作的方便。 

9：多语言支持 

FileZilla3.0标准版支持包括中文简体在内的多语言界面。通过菜单【编辑】—>【设置】

的语言选项，我们就可以设置使用的语言。 

 

 

filezilla-14.jpg 

 

 

FileZilla语言设置画面 

 

10：备份恢复功能 

备份恢复功能是针对 FTP软件的设置、站点列表等信息内容的备份及恢复。通过菜单【文件】

—>【导入】及【导出】功能我们就可以进行信息的备份和恢复。 

11：文件关联 

许多用户在使用 FTP软件传输文件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些错误想要修改，但是如果要在调

用相关的软件打开，又比较麻烦，所以很多 FTP 软件就通过文件关联来让用户直接调用相关

软件打开要修改的文件，方便了用户的操作。通过菜单【编辑】—>【设置】的正在编辑文

件选项，我们就可以设置关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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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zilla-15.jpg 

 

FileZilla文件关联画面 

12：防掉线（反空闲、闲置保护） 

所谓防掉线或者说反空闲、闲置保护功能就是让计算机在空闲状态下每隔一段时间向 FTP

服务器发送一段特定信息，以便让 FTP服务器知道自己还是活动的，从而并且 FTP服务器断

开对自己的连接。通过菜单【编辑】—>【设置】的 FTP选项，我们就可以设置相关的参数。 

 

filezilla-1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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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Zilla反空闲设置画面 

13：远程管理 

远程管理简单的说就是在远程 FTP服务器上也可以自由的新建、删除、打开文件或目录等操

作。这都是方便性的体现。 

14：分组管理 

分组管理就是将多个不同的 FTP服务器放在同一个组（就相当于目录）中，这样可以更加便

于用户的管理。在新建站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建组，然后再建立新的站点保存在组中。 

 

filezilla-17.jpg 

 

FileZilla组管理画面 

15：文件存在处理 

文件存在处理就是当传输文件过程中，如果遇到相同文件名的文件怎么处理?FileZilla共

提供了七种方。通过菜单【传输】—>【对已存在文件的默认操作】我们就可以进行相关的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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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zilla-18.jpg 

 

FileZilla文件存在处理 

总结： 

总之 FileZilla最大的特色是界面亲切而友好、操作简单而方便、传输速度非常快，简直让

人吃惊，可以说是免费 FTP软件中的霸主！不足之处就是功能还不够丰富，不支持标签式浏

览、计划任务、站点对传、文件名大小写转换等功能。如果要是这些功能都具备的话，那么

没有什么 FTP客户端软件能够比得上它，即使是最出名的 CuteFtp和 FlashFxp 也不例外，

都将成为它的手下败将。 

  



《OpenCart 中文手册》由 OpenCart 中国网站（www.opencartchina.com）整理制作 

 

更多有关 OpenCart 中文信息请访问 OpenCart 中国网站（http://www.opencartchina.com） 

 

Godadday.com 空间安装 OpenCart 电子商务系统 

许多国内做外贸的朋友喜欢用 godaddy.com提供的空间，下面以此为例介绍一下如何在

Godaddy空间上安装 opencart开源电子商务系统。 

本教程以 jiuaimei.me 域名为例，将 opencart 系统安装至其下文件夹目录 jiuaimei, 安装

成功后的访问域名应该是 http://jiuaimei.me/jiuaimei。 

1. 使用 FTP 工具上传 opencart 代码。 

本手册使用 FileZilla 这个 FTP工具为例。 

 

如下图所示： 

 

 

 

图中 1处填写你的网站域名。（注意：此时应该是你的域名已经能够生效，并且已经解析到

了你的空间，否则将无法正确连接） 

 

图中 2处填写你的 FTP 用户名。 

图中 3处填写你的 FTP 密码。 

图中 4处是你电脑本地的从 OpenCart英文官网(http://www.opencart.com) 或 OpenCart

http://www.opencart.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42&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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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站(http://www.opencartchina.com)上下载所需要版本源代码解压缩后的文件夹，注

意是 upload文件夹下的内容； 

图中 5处所示，是想安装在域名下面的一个文件夹下，注意不是域名根目录，而是其中的文

件夹(文件夹名为 jiuaimei); 

图中 6处是 jiuaimei.me/jiuaimei下面的内容，是将 opencart源代码上传后的内容，与本

地 opencart解压缩后 upload文件夹下的内容完全一致； 

 

2. 建立数据库相关信息 

访问 Godaddy网站(http://www.godaddy.com/ )，如下图所示： 

 

 

 

点击上图中箭头所示的 Log In按钮，会弹出登陆框。 

登陆后，将鼠标放置在右上角你的名称处，会出现如下界面：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http://www.godaddy.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43&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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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点击 Visit My Account，进入账户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44&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45&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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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图中箭头所示部分 WEB HOSTING一栏，出现如下图所示： 

 

 

 

点击上图中箭头所示部分 Launch按钮，会新开一个浏览器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上图中箭头所示 Database部分，会弹出下图所示框：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46&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47&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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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图中箭头所示 Add部分，新增数据库，出现下图所示新框：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48&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49&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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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 1部分为数据库填写一个昵称而已； 

上图中 2部分填写数据库名字以及使用该数据库的用户名字； 

上图中 3和 4分别是访问使用此数据库所用到的密码； 

注意：密码部分，一定要输入的强度与鼠标放置在密码文本框中给出的标准符合，不然下

面的 OK 按钮是不会变为黑色起作用的。 

点击 OK按钮，创建数据库和用户名等，然后出现下图所示： 

 

此时表明数据库已经创建完毕。 

点击 chinadata这个新创建的数据库名链接，会弹出下图所示：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50&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54&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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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红色箭头所示的Hostname部分，是数据库的链接地址，这在安装opencart系统时需要，

此部分请复制粘贴下来以备后面使用。 

 

注意我们所创建的案例数据库名称为 chinada, 能够访问它的用户名也是 chinadata, 密码

当然是刚才所设置的密码了。 

 

此时你可以退出 Godaddy的登陆状态了。  

 

3.下面进入 OpenCart 自引导安装程序。 

现在我们在浏览器中访问地址 http://jiuaimei.me/jiuaimei ，安装程序会自动导引至安

装程序链接： http://jiuaimei.me/jiuaimei/install/index.php 

出现下图所示界面： 

 

 

 

 

选择 I agree to the license复选框后点击按钮 Continue，出现下图所示： 

 

 

http://jiuaimei.me/jiuaimei/install/index.php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51&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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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图中的 1和 2部分是红色的，请与服务器方联系开启此项服务，否则，建议更换为

OpenCart中国提供的适合 OpenCart 系统运行的香港或美国服务器空间，详细信息请点击：

http://www.opencartchina.com/server.html 

 

如果上图中 3和 4部分为红色，表明你需要更改两个文件的名称。也就是： 

将 jiuaimei.me/jiuaimei/config_dist.php文件名字改为 config.php； 

再将 jiuaimei.me/jiuaimei/admin/config_dist.php 文件名字改为 config.php; 

您可以使用 FTP工具 FileZilla来修改它们。 

 

点击 Continue按钮继续安装，出现下图所示： 

 

 

http://www.opencartchina.com/server.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52&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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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 

Database Host部分填写上述步骤中获取的 Hostname,例如是

chinadata.db.xxxxxx.hostedresource.com； 

User和 Database Name部分是一样的，填写数据库名字（它同时也是用户名）; 

密码部分填写你设定的密码，注意你设置的密码是包含了大小写以及特殊符号的，别键入

有误； 

 

下面的 username和 password以及 email部分，是你访问网站后台时需要设置的信息，根据

你的情况进行填写即可。 

 

此时点击 Continue，安装成功，如下图所示：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53&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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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步，为安全起见，利用 FTP工具链接你的网站，将 jiuaimei.me/jiuaimei 下面的文

件夹 install 删除掉。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55&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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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 cPanel 功能的美国或香港服务器空间上安装 OpenCart 

本例以域名 waibaola.com进行 opencart系统的安装。 

1. 使用 FTP 工具上传 opencart 代码。 

本手册使用 FileZilla 这个 FTP工具为例。 

 

如下图所示： 

 

 

图中 1处填写你的网站域名。（注意：此时应该是你的域名已经能够生效，并且已经解析到

了你的空间，否则将无法正确连接） 

 

图中 2处填写你的 FTP 用户名。 

图中 3处填写你的 FTP 密码。 

 

图中 4处是你电脑本地的从 OpenCart英文官网(http://www.opencart.com) 或 OpenCart

中国网站(http://www.opencartchina.com)上下载所需要版本源代码解压缩后的文件夹，注

意是 upload文件夹下的内容； 

 

图中 5处所示，是想安装在域名下面，注意是域名根目录； 

 

http://www.opencart.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56&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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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6处是waibaola.com下面的内容，是将opencart源代码上传后的内容，与本地opencart

解压缩后 upload文件夹下的内容完全一致； 

 

2. 建立数据库等相关信息 

你的空间开通时，一般会发送如下图示信息给你： 

 

 

 

请确保你的域名已经解析到了上图中所示 ip地址。 

点击链接 http://www.waibaola.com/cpanel 访问 cpanel控制面板，利用以上的用户名密

码登陆，如下图所示：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57&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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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Log in登陆成功后出现如下界面： 

 

 

点击上图中红色箭头所示 MySQL Database，出现如下界面：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58&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59&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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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输入数据库名，例如上例中输入了 test，然后点击 Create Database 创建数据库，

此时创建后的数据库名字是 waibao_test，如下图所示： 

 

 

 

点击 Go Back按钮返回，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60&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61&mode=view


《OpenCart 中文手册》由 OpenCart 中国网站（www.opencartchina.com）整理制作 

 

更多有关 OpenCart 中文信息请访问 OpenCart 中国网站（http://www.opencartchina.com） 

 

 

 

上图中 1箭头所示指已经创立的数据库名称为 waibao_test; 

上图中 2处要创建用户，图例所示创建用户名为 waibao_myname; 

上图中 3处指用户名 waibao_myname的密码，我设定的是 test@123; 

点击 Create User按钮创建用户名，出现如下界面： 

 

 

上图中箭头所指分别是用户名 waibao_myname和密码 test@123; 

 

点击 Go Back，回到如下界面：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62&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63&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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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数据库 waibao_test赋予相关权限给用户 waibao_myname，这样用户

waibao_myname才有操作数据库 waibao_test的权限。 

点击上图中的 Add按钮，出现如下界面：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64&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65&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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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箭头所指复选框，将所有的权限都选中，然后点击 Make Changes按钮，赋予权限成功

后出现如下界面： 

 

 

 

点击上图中所示的 Go Back 按钮，返回到如下界面： 

 

 

上图表明用户名 waibao_myname具有了访问操作数据库 waibao_test的权限。 

3. 访问连接。现在我们在浏览器中访问地址 http://waibaola.com ，安装程序会自动导

引至安装程序链接：http://waibaola.com/install/index.php 

出现下图所示界面： 

http://waibaola.com/install/index.php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66&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67&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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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I agree to the license复选框后点击按钮 Continue，出现下图所示：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68&mode=view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69&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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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图中的 1和 2部分是红色的，请与服务器方联系开启此项服务，否则，建议更换为

OpenCart中国提供的适合 OpenCart 系统运行的香港或美国服务器空间，详细信息请点击：

http://www.opencartchina.com/server.html 

 

如果上图中 3和 4部分为红色，表明你需要更改两个文件的名称。也就是： 

将 waibaola.com/config_dist.php文件名字改为 config.php； 

再将 waibaola.com/admin/config_dist.php文件名字改为 config.php; 

您可以使用 FTP工具修改这两个文件名。 

 

点击 Continue按钮继续安装，出现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 

上图中 1部分 Database Host 部分采取默认的 localhost； 

上图中 2部分 User填写 waibao_myname; 

上图中 3部分密码填写我们上面设定的密码 test@123； 

上图中 4部分数据库名称填写 waibao_test; 

http://www.opencartchina.com/server.html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70&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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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5,6.7部分的username和password以及email，是你访问网站后台时需要设置的信息，

根据你的情况进行填写即可。 

 

此时点击 Continue，安装成功，如下图所示： 

 

 

最后一步，为安全起见，利用 FTP 工具链接你的网站，将 waibaola.comi 下面的文件夹

install 删除掉。 

http://www.opencartchina.com/bbs/download/file.php?id=271&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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