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注册规则：服装&时尚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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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规则（商品注册规则）说明
为了制作内容有效且准确的商品详情页面，扩大销售服装·时尚饰品类商品的卖家的业务范围，本使用规则总结了
如下要点。为了提高亚马逊的商品销量，最重要的是上传高品质的商品图片注册准确的商品信息，以便客户能够
搜索出商品并决定购买。按照格式通俗易懂地描述商品内容，方便客户搜索到商品，并准确地将信息传递给客户。
藉此吸引更多的客户前来购买该商品。
请注意，若您未遵守本使用规则，亚马逊网站将会限制商品信息的显示，或删除、修改、编辑商品，或删除、
修改、编辑图片，或停止商品展示。
如果您对使用规则存在疑惑，或者已展示商品的商品类别由其他卖家注册且未遵循本使用规则，请联系技术支持
部门。
请注意，本使用规则仅适用于服装·时尚饰品类商品，同时您也必须遵守亚马逊卖家平台右上方的“帮助页面”中
所记载的通用规则。其中，针对重复内容，请优先遵守本使用规则中记载的事项。
全类别商品通用规则如下：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itemID=20032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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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时尚饰品（请在展示商品前取得展示许可）
在掌握最大程度扩大业务的具体信息以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划分为服装·时尚饰品类别的商品包括哪些内容吧。


女士、女童（※女童仅指童装）：上装、下装（内裤、打底裤、牛仔裤、半身裙、短裤）、连衣裙、西装外
套、夹克、外套、西装、连衣裤工作服、连衣裤、运动服、内衣、西式睡衣、泳装、袜子、丝袜等



男士、男童（※男童仅指童装）：上装、毛衣、下装（内裤、短裤）、西装外套、夹克、外套、西装、晚宴
服、内衣、西式睡衣、泳装、袜子等



运动服装：登山服、高尔夫球服、网球服、足球服等训练装、制服、压缩衣、骑行服、瑜珈服、航海服等



时尚饰品：腰带、吊带、围巾、披肩、领带、蝴蝶领结、手套、丝巾、帽子、连指手套、太阳镜等



婴幼儿服饰：上装、 连衣裙、 外套、 下装、连身衣、 游泳衣、 睡衣、 内衣、 袜子等



非服装·时尚饰品的商品示例：
o

演出服（玩具类）

o

手提包、钱包（鞋&包类）

注意事项：在注册上述非服装&时尚饰品类的商品时，请勿使用服装&时尚饰品的库存文件模板。请使用相应
类别商品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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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售商品、图片·措辞禁用、限制事项
1-1. 禁售商品
违法产品及有违法嫌疑的产品
Amazon.co.jp 网站上销售的商品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
给人造成不适的商品（包括歧视性表达）及使用淫秽措辞、图片等进行描述的商品
Amazon.co.jp 保留对本网站上所登载内容的恰当性进行判断的权利。此外，卖家必须认识到文化差异及同理心。
有些产品可能被某些国家的人接受，但是却不被其他国家接受。
成人用品
成人用品是指在商品图片、商品名称、商品说明中暗示该商品的本质是用于性行为/成人行为的商品。成人用品包
括但不限于如下商品：非用作贴身衣物的贴身丝袜及露胸内衣、性行为时所使用的角色扮演服、及其他
召回商品
Amazon.co.jp 希望卖家能保证通过本网站提供的商品是安全的，不会给买家带来风险。因此，禁止销售生产厂家
或政府机关要求召回的商品。
其他禁售商品
禁止销售触犯“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相关法律”及“动物保护及管理相关法律”的生物或副产品（皮、羽毛、
骨头等）。
1-2. 禁止在网站上表达的图片、措辞等
淫秽图片
Amazon.co.jp 保留对被判为淫秽或下流的图片、姿势进行解释和判定的权利，并可能将该商品移动到恰当的商品
分类中，或者删除相应图片。
使用给人造成不适的表达（包括歧视性表达）及淫秽措辞、图片等
在包括主图片、子图片在内的所有图片中，如果图片姿势可能被判为淫秽或者下流，则该照片将无法登载于本网站
上。Amazon.co.jp 保留对本网站上所登载内容的恰当性进行判断的权利。
其他
只有获得模特本人或持有模特肖像权的组织等的许可后才能刊登其肖像。
对于由第三方提起或主张，且主张侵犯肖像权而引发的一切诉求、判决、损失及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Amazon.co.jp 及关联公司要求做出补偿，并保证公司不受到损害，此外免除 Amazon.co.jp 及关联公司的责任。
详情请参阅亚马逊卖家平台帮助页面的“违禁商品”。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itemID=200386260
1-3. 注册信息限制事项
在亚马逊上注册商品时，需提供与系统及项目相符的信息。请遵守下述限制事项输入商品信息。对于未遵守限制
事项的商品，亚马逊可能采取措施隐藏其检索结果，或停止展示该商品，或暂停卖家账户。
· 请提供充分的商品信息、图片，以便客户判断是否购买商品。
· 禁止使用 Type 1 High ASCII 字符或其他特殊字符、平台相关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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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字符、平台相关字符的示例]

· 在商品名称、搜索关键字、商品说明中不能使用与本商品无关的文字或符号。请简要地进行概述，不要使用不相
干的冗余措辞。
· 商品说明中请尽量具体地记述商品特性及商品信息，避免模棱两可的表达。
· 请勿将卖家名称及配送公司的信息写入商品信息中，自有品牌商品除外。
· 商品说明中请勿记载卖家自己的销售方式和销售信息。
1-4. 商品显示限制
· 因违反条款而被停止展出商品时，可访问亚马逊卖家平台中的“库存管理”下的“暂停展出的商品”（库存管理
画面左侧的菜单内）确认对象商品，并请马上修改商品信息。在众多商品中，有时一些商品会被暂停展出，有时一
些商品最终被终止销售权限，因此请遵守本使用规则。
· 无法修改商品信息时，请通过亚马逊卖家平台中的咨询表格向我们反映问题。请点击亚马逊卖家平台下方的
“接受帮助”链接，选择“联系客服”，选择“商品展示、商品信息、文件上传”中的“商品页面问题”，勾选
“商品页面修改”。请在所显示的表格中填入必要事项并发送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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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品图片
2-1. 商品图片
高品质的商品图片是成功的关键。
电子商务中，高品质的商品图片是最宝贵的营销材料。访问亚马逊的客户首先被商品图片吸引，才会进一步去了解
详细的商品信息。此外，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可通过提供能够具体细致地呈现商品的图片，凸显出该商品与其他
商品的不同之处。客户大概不会访问低品质的商品图片吧。
通过商品图片，充分地呈现商品的卖点、商品的特性。向客户传达必要的信息，吸引客户，从而让客户记住这个品
牌。请针对每个 SKU 准备商品图片。请仔细阅读以下的亚马逊商品图片使用规则。此外，请注意必须遵守以下链
接地址中的全部商品类别的通用使用规则。
详情请参阅亚马逊卖家平台 帮助页面中的“商品图片要求”。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html/?itemID=1881&language=ja_JP
请注意，如果上传未遵循图片使用规则的图片，图片可能被删除、修改或编辑。此外，请注意，如果没有主图片，
将无法搜索到商品。
2-2. 图片类型
亚马逊中可对 1 个商品显示多张商品图片。最重要的是提供高分辨率的图片，以便客户获得充分的信息，从而做出
购买决定。没有商品图片的商品目录将不予显示。客户无法访问商品，更谈不上购买，卖家会因此错失销售机会，
所以请引起重视。商品图片有 3 个类型，请充分利用各个类型的特点。
父级 SKU 主图片：每一个父商品必须有一张图片。请选择最有辨识度的商品等，准备能代表子商品的商品图片。
子级 SKU 主图片：是指用于具体显示各个子商品颜色的图片。该图片将显示于商品详情页面及搜索结果中，客户
点击小图片后，会显示为一个全尺寸图片。每一个子级 SKU 都需要一张图片，请使用能充分呈现子级 SKU 的颜色
等个别信息的图片。请对所有子商品上传图片。
其他图片：请精心准备图片，以充分地呈现商品的使用用途、商品细节的质感、质地、缝制等信息。对于各个父级
SKU、子级 SKU，最多可上传 8 张图片。此处所上传的图片也可通过弹出窗口进行放大显示。所上传的第 1 张
“其他图片”（PT01）能够在搜索结果中切换显示。上传商品的背面图片作为第 1 张“其他图片”(PT01)，即可
在搜索结果中切换显示商品的正面、背面，为客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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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页面上图片的刊登示例]

颜色样本图片仅可使用与主图片相同的图片。禁止使用其他图片。（已上传主图片时，主图片将作为颜色样本图片
自动显示）
[图片放大功能]
请将图片尺寸的高度、宽度均设为 1001 像素以上，激活图片放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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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图片]
点击其他图片的缩略图，图片会放大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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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图片使用规则
请注意，对于未遵守使用规则的商品，亚马逊可能限制显示隐藏其检索结果，或停止卖家账户。
必要事项

主图片


背景为纯白色（RGB 值：255，255，255）



男装、女装的主图片，请在模特穿戴或平铺状态下拍摄（原则上禁止使用人体模型和衣架。
仅运动服、泳衣、袜类、内衣可使用看不见本体部分的人体模型）



关于本使用规则中的“服装、时尚饰品”页面（P.3）中记载的“时尚饰品”类别，请平放拍摄



请在子级 SKU 的主图片中，仅刊登一件子商品



针对所有不同颜色的 SKU，请刊登符合该商品颜色的主图片



主图片请使用 1 个商品的图片，而非多个商品（套装商品除外）



主图片中请仅登载作为实际销售对象的商品



关于主图片，请从商品的正面进行拍摄，模特穿戴时请以站立姿势进行拍摄



关于主图片，请使用与所上传的对象年龄、性别相符合的图片



请登载商品整体，商品须占画幅（以最小尺寸的正方形框住商品外围时其所占的比例）的 85%
以上。

包括其他图片在内的所有图片

禁止事项



请刊登实际销售的商品的图片



为了激活图片放大功能，请将图片尺寸的高度、宽度均设为 1001 像素以上

主图片


主图使用白色以外的背景色，使用在背景中加入了物体等令人想起使用场景的图片



使用人体模型或躯干模型（长袜或袜子除外）



使用合成图片



一同拍摄品牌的标志、包装（包括套装商品）（长袜或袜子除外）



商品的背景中加入了边框、标志、水印图片、文字信息、颜色样本、其他装饰



使用插图或用 CG 创作的图片（请仅使用您所拍摄的图片）



主图片使用商品的背面图片



使用模特半坐或躺卧姿态的图片



将多个商品整合到 1 张图片中（套装商品除外）



刊登并非为销售对象的包、饰品、服饰配件等



上传写有“临时图片”、“没有可用的图片”等的图片代替商品图片



对男女通用商品使用模特穿戴图片

包括其他图片在内的所有图片


使用儿童穿着内衣的图片、模特穿着泳衣的图片



对全新品使用非全新品的图片，或让人感觉商品被使用过的图片



在图片中加入商品的评分、买家评论的图表等



在图片中加入 SALE、免配送费等文字



加入配送目标区域、其他的与商品无关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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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可使用的文件格式为 JPEG(.jpg)、TIFF(.tif)、GIF(.gif)。
· 若一张商品图片中拍摄了多个商品，那么客户将很难一眼认出所售商品，也可能会误认为图片中拍摄的所有商品
是成套售卖的，因此每 1 个商品须准备 1 张图片。
· 图片放大功能：若上传的图片长边为 1001px 以上，客户可以在商品详情页面上使用图片放大功能。如此可方便
观察商品细节，减少不必要的退货及商品评论中的低评分。
· 请注意，对于未上传主图片的 SKU，商品图片会被暂停登载，在亚马逊上将无法访问该商品。
· 子 SKU 中上传的第 1 张“其他图片”(PT01) 会在搜索结果页面中显示，当客户将鼠标移到该商品图片上时可以
切换显示。上传商品的侧面图片、背面图片比较有效。
· 其他图片中可刊登以其他角度拍摄的图片或衣料样品
[主图片不规范示例]
· 尽可能减少商品以外的图片空白部分，摄影时请保证商品占到图片整体的 85% 以上{（以最小尺寸的正方形框住
商品外围时其所占的比例在 85%以上）。但是，当主图片中的商品与全部图片框均接触时，请在图片框与商品之
间留出空白。}

（商品与全部图片框接触）

（图片框与商品间留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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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中不要添加文字、多个商品及色卡等。

· 请勿将多个商品集中在 1 张图片中。
若一张商品图片中拍摄了多个商品，那么客户将很难一眼认出所售商品，也可能会误认为图片中拍摄的所有商品是
成套售卖的，因此每 1 个商品须准备 1 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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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对商品整体进行拍摄，不要剪去商品的某个部分，不要使用特写图片（长袜除外）

2-4. 内衣图片、女用贴身内衣裤图片、泳衣图片的使用规则
亚马逊保留判断内衣图片、女用贴身内衣裤图片、泳衣图片是否为淫秽图片的权利。除 2-3 的图片使用规则外，
请遵守以下规则。
必要事项

主图片


禁止事项

对于裸露部分较多的丁字裤、内衣，可刊登平面图片（放平拍摄），而不可刊登模特图片。

包括其他图片在内的所有图片


使用模特姿势淫秽的图片。



使用利用喷枪等对裸露部分进行加工处理的模特图片。



使用暴露裸体（胸部、性器官、臀部等）的图片。对于穿戴拍摄的商品图片，仅可刊登不露出胸
部、乳头、性器官且没有淫秽性、挑逗性表达的图片。禁止为了隐藏裸露部分而刻意对图片进行
加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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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品名称
商品名称是客户在访问商品详情页面时最先看到的信息。此外，商品名称也会显示在搜索结果、外部搜索引擎网站
上。设置简洁、准确并统一的商品名称，可以让客户迅速找到想要的商品。请注意，过长的商品名称可能会被亚马
逊网站隐藏。此外，请注意，若在商品名称中使用禁止词汇，商品名称中的这些禁止词汇可能会被删除。
在亚马逊上，哪些商品会在搜索结果中显示取决于商品名称中的词语及商品信息。请将字符数控制在 65 个以内，
设定与商品关联性极强的商品名称，同时保证在智能手机上浏览也容易搜到商品，这样可以将客户准确地引导至商
品详情页面。请随时留意商品名称是否符合亚马逊所制定的格式、其内容是否正确。
若为博取点击量而在商品名称中增加多余字符、添加同义词、近义词，则客户在挑选商品时，将很难准确地搜到
商品，这对商品的销售并无裨益。请注意，若商品名称中添加了不必要的措辞，则该商品有可能无法出现在搜索结
果中，或者其在搜索结果中的显示顺序会降低。请参考下述用户论坛使用规则，设置能给客户最佳第一印象的商品
名称。
父级 SKU：[品牌（用片假名或日语表示）]*＋[商品分类]＋[用于商品精确搜索的称呼]（无则省略）＋[适用年龄、
性别]（不需要时可省略）＋[进口类别]（仅针对非日本发行正品填写）
*请对品牌名称添加“[ ]”
子 SKU：「父 SKU 的商品名称」＋[颜色]＋[尺寸]
商品分类：请填写如 T 恤衫及半身裙等表示商品分类的词语。
用于商品精确搜索的称呼：可添加如“天使文胸”（日文：天使のブラ）或“格纹 亚麻布”（日文：チェック柄 リネ
ン）等商品系列名或用于与其他商品进行区分的名称。
适用年龄、性別：如有必要，请输入如女士、男士或儿童等表示适用年龄、性別的词语，以防客户下错订单。如有
必要，请输入。
其他注意事项：请在各个要素之间（如品牌名称与商品分类之间）添加半角空格。
商品名称设置示例
父 SKU：[保罗拉夫劳伦] T 恤衫 复古式 男士 [非日本发行正品]
日文：[ポロラルフローレン] T シャツ ヴィンテージ メンズ [並行輸入品]
子 SKU：[保罗拉夫劳伦] T 恤衫 复古式 男士 [非日本发行正品] 海军蓝 M 号
日文：[ポロラルフローレン] T シャツ ヴィンテージ メンズ [並行輸入品] ネイビー M サイズ
父 SKU：[绿安全] 束腰外衣 护士服 女士
日文：[ミドリ安全] チュニック ナースウェア レディース
子 SKU：[绿安全] 束腰外衣 护士服 女士 粉色 M 号
日文：[ミドリ安全] チュニック ナースウェア レディース ピンク M サイズ
商品名称设置规则
基本要求

禁止事项



尽量简洁（父 SKU 最大不超过 65 个全角字符）



子 SKU 中须添加尺寸及颜色信息。

销量第一、最佳礼品等文字（参考下述禁用词语



对于成套出售的商品，须以（内含 XX 个）的方式

示例）。





包含特卖、折扣率、大减价、免运费、人气商品、

填写内含物。



包含注释，如有 3 种颜色等。

品牌名称须添加“[ ]”



父 SKU 中包含尺寸及颜色信息。



记载多个性别或适用对象（中性商品无需记载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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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规则示例]
以下做法均违反规则，例如将同义词、近义词作为搜索策略添加到商品名称中，添加宣传文案、商品使用情景，
商品名称中含有不适合商品精确搜索的词语等。
例）缀满蕾丝花边的连身裙 晚礼服 出席结婚典礼等 受邀 服装 宴会礼服 宴会 薄纱裙 喇叭裙 豪华 华丽的短礼服
DRESS 正式 大码 大裙摆 二次聚会 受邀 嘉宾礼服 2 次聚会 无袖 婚礼 新娘礼服 联谊
日文：レースたっぷりドレス パーティードレス 結婚式などの お呼ばれ 服に パーティドレス パーティー チュールスカート フレアスカート
豪華 華やかなショートドレス DRESS フォーマル 大きいサイズ 大きなサイズ 二次会 お呼ばれ ゲストドレス 2 次会 ノースリーブ
ウエディング 花嫁ドレス 合コン
规则不允许英语与日语译文混杂填写。（请注意使用简洁的商品名称，以便客户看一眼就能了解商品）
例）New Anthropologie Godet Swing Sweater Sz XXS P XSP SP Size 00 New Top by Sparrow 新人类 三角褶皱
不规则 毛衣 Sz XXS P XSP SP 尺寸 歌雀再创 00 新巅峰 [非日本发行正品]
日文：New Anthropologie Godet Swing Sweater Sz XXS P XSP SP Size 00 New Top by Sparrow 新しいア
ンソロポロジー ゴデ スイング セーター Sz XXS P XSP SP サイズ スパロウが 00 の新しいトップ [並行輸入品]
规则不允许将与商品形状无关的词语放到一起。
※对于颜色、尺寸以外的款式差异，请设置其他变体。
例）休闲衬衣 长袖衬衫 7 分袖衬衫 短袖衬衫 U 领 V 领 可选尺寸/32 种颜色/袖长/颈型 100% 棉 大码 小码 上衣 男
士 女士 中性
日文：カジュアルシャツ 長袖シャツ 7 分袖シャツ 半袖シャツ U ネック V ネック 選べるサイズ/32 色/袖丈/ネックタイプ コットン
100％ 大きいサイズ 小さいサイズ トップス メンズ レディース ユニセックス
如果前台显示的商品详情页标题中出现 NG 词语或者违反亚马逊规则词语的话，亚马逊会对此标题进行修改或者直
接删除该当商品。所以请务必按照亚马逊要求的规则设置商品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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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中禁止输入的词语示例]
NG ワード例（NG 词语例）
!
！
?
<
＞
■
▲
△
◆
◇
©
®
☆
★
♪
™
商品価格に関する表記（商 %OFF（%OFF）
品价格相关表记）
%OFF（%OFF）
%オフ（%OFF）
％オフ（%OFF）
BARGEN（BARGEN）
BARGEN（BARGEN）
バーゲン（促销）
お得な（划算）
お買い得（超值）
クリアランス（清仓）
割引（折扣）
激安（大减价）
最安値（最低价）
特価（特价）
特売（特价销售）
特別価格（特价）
年末商戦（年末商战）
破格（史无前例）
半額以下（半价以下）
分類（分类）
記号（符号）

分類（分类）
NG ワード例（NG 词语例）
商品名以外の商品の補足説明 No.1（No.1）
（商品名称以外的商品补充说 ナンバー１（No.1）
ナンバー１（No.1）
明）
ナンバーワン（第一）
流行の（流行）
オススメ（推荐）
おすすめ（推荐）
おトクな（划算）
お勧め（推荐）
お洒落な（时尚）
ぴったり（合身）
ピッタリ（合身）
ヒット商品（热门商品）
永久（恒久）
王道（王道）
完全（完全）
官庁（政府机关）
緩和（缓和）
希少（稀有）
希 少（稀 有）
忌避（避讳）
業界初（业内首发）
軽減（减少）
芸能人愛用（受明星欢迎）
決定版（最终版）
権威（权威）
効果（效果）
効果絶大（效果极好）
厚生労働省（厚生劳动省）
今なら（现在开始）
再入荷（到货）
最高（上好）
最上級（最高级）

NG ワード例（NG 词语例）
あすつく（次日送达）
出品者様固有サービスの表記（卖
あすラク（次日送达）
家特有服务的表记）
あす楽（次日送达）
メール便（小件物品快递）
楽ギフ（礼品包装）
楽天（乐天）
送料0円（运费 0 日元）
送料Ｏ円（运费 0 日元）
送料Ｏ円（运费 0 日元）
送料０円（运费 0 日元）
送料込（含运费）
送料込み（含运费）
送料含む（含运费）
送料無（包邮）
送料無料（包邮）
即納（立即发货）
配送無料（包邮）
配送料無料（包邮）
発送無料（包邮）
年保証付（一年保修）
品質保証（质量保证）
無料配送（包邮）
無料発送（包邮）
分類（分类）

最新（最新）
最適（最优）
殺嵐（杀岚）
殺虫（杀虫）
残りわずか（库存有限）
残り僅か（库存有限）
使用後（使用后）
使用前（使用前）
秋冬物（秋冬服装）
春夏物（春夏服装）
心配（担心）
新作（新品）
新入荷（新到货）
人気の（人气）
人気商品（人气商品）
人気沸騰中（大受欢迎）
推せん（推荐）
推選（推荐）
粋夏（粹夏）
世界 初（全球 首发）
世界一（全球首发）
世界初（全球首发）
先着順（先来后到）
全色（全部颜色）
早い者勝ち（先到先得）
他の追随を許さない（无人能及）
他社（其他公司）
体験談（体验谈）
大人気（非常受欢迎）
大定番（超级经典款商品）
注文殺到（订单蜂拥而至）
超人気（超级受欢迎）
鎮める（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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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番（经典商品）
当社（本公司）
特許出願（专利申请）
特許申請（专利申请）
日に入荷（日到货）
日本一（日本首发）
認め（认可）
売れてます（畅销）
売れ筋（畅销商品）
比類（匹敌）
副作用（副作用）
豊富な（丰富的）
本物（正品）
枚限り（件限定）
枚限定（件限定）
優位性（优势）
予防（预防）
女郎（年轻女性）
ノーブランド (无品牌)
高品質 (高品质)
数量限定 (数量限定)
ギフト (礼物)

[正确示例]

[违规示例]

4. 品牌名称
客户会通过查看品牌名称了解该商品的品牌或货样。此外，品牌名称会频繁地成为搜索对象。由于在搜索结果中经
常按品牌进一步进行精确搜索，因此请务必上传正确的品牌名称。仅限于自有品牌可以输入卖家名称作为品牌名
称。品牌名称项目中所输入的内容可用于亚马逊的各个网站。关于品牌名称，请准确地以如下①＋②的形式进行输
入。不可输入其他信息。
① 品牌名称[正式名称]（②注音假名[全角片假名]*不需要时可省略）
[输入示例]
正式名称＋注音假名的示例：NOTA BENE（ノータベネ）
不需要注音假名的示例：ミドリ安全

5. 产品代码
为了识别商品，请务必针对每个子 SKU 上传产品代码。
产品代码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标准识别码，用于在数据库中确定商品信息。这些产品代码显示在商品条形码的
上部或下部，由于代码不同，代码位数也不同。Amazon.co.jp 上最普遍的产品代码为 JAN、EAN、UPC、ISBN。
[产品代码的获取方法]
当不清楚交易商品的 JAN/EAN/UPC/ISBN 等时，请直接联系厂商。
[产品代码指定的免除]
仅限于如下部分情况可以免除产品代码的指定，告知审查所需的所有信息并提交申请，此时可能作为例外免除产品
代码的指定，即便没有产品代码也能获得展示商品的许可。
详情请参阅亚马逊卖家平台帮助页面中的“各商品分类中产品代码适用条件的概述”。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317520/
[可不指定产品代码的商品示例]
· 制造商（厂商）未授予产品代码的特殊商品
· 商品不零售，仅与企业进行商品交易
· 需要成套销售的商品
[无产品代码的情况]
请提交产品代码免除申请或品牌注册申请，并在型号栏中输入正确的制造商型号。若未输入制造商型号，则无法作
为新商品进行展出。此外，若所提供的制造商型号有误，则可能无法作为新商品进行展出。详情请查看下述链接。
（访问该链接需要在亚马逊卖家平台进行注册。）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1265750/
另外，不能将以下内容作为制造商型号进行上传。
•

只有一个字符的符号或数字（例如：-、*、_、－、0、1、2、3、4）

•

不恰当的英文字符（例如：na、none、test、na1、SKU、N/A、a、b、c、CN）

•

不恰当的措辞（例如：不详、管理编号、暂无、无、没有品牌的商品、无品牌、无生产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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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在商品代码（JAN 代码等）(External Product ID) 栏中未上传 JAN 代码等商品识别号时，或者上传错误
的商品识别号时，该商品可能会被停止展出。
此外，想要销售的商品在 Amazon.co.jp 上已存在商品目录时，无需制作新的商品目录，在已有的商品目录下展出
即可。若您故意重复制作商品目录，可能会被停止销售权限。这些措施是为了方便客户搜素商品，所以请您配合。

6. 制造商型号的上传
如果有制造商型号，请务必上传“制造商型号”

7. 变体
7-1. 变体
当销售尺寸不同或颜色不同的商品时，请务必使用变体设定，将子 SKU 关联到 １ 个父 SKU 中。从而客户能在商
品详情页面中选择尺寸不同或颜色不同的商品。能以子 SKU 的形式关联到一个变体家族中的商品仅限于尺寸或颜
色不同的商品、或尺寸和颜色皆不同的商品，禁止将其他材质不同的商品设定为变体。例如，不能将长袖商品和半
袖商品一同关联到一个父 SKU 中。
7-２. 变体的创建规则
在创建变体目录时，如下信息为必填项目，请务必上传。
[变体上传必填项目]


SKU（商品管理编号）：卖家独有的商品识别编码。为了管理变体，父商品也需要 SKU，请输入任意值。



亲子关系的指定：请针对每个 SKU 输入 Parent 或 Child 中的任一个。



父商品的 SKU：在子 SKU 中需要输入的项目。输入父 SKU 的值，创建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类型：请输入 Variation。（仅限于子 SKU）



变体主题：请输入 Size、Color、Size/Color 中的任意一项。



颜色（仅子 SKU）



尺寸（仅子 S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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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体主题]
Size/Color：颜色和尺寸的变体

适用于服装的变体。对于当前只有 1 种颜色或尺寸但有可能添加新
的颜色或尺寸的商品，请填写变体主题。只有 1 个尺寸时，请在尺
寸（size_name）中输入“Free”。

Size 或 Color：颜色或尺寸的变体

商品仅有颜色变体或仅有尺寸变体时，请填写该变体主题。

不设定变体

商品不存在变体，仅有 1 个颜色、尺寸。
※ 未来有可能添加不同颜色、不同尺寸的商品时，请预先填写
Size/Color 的变体主题。

注意点：即使已输入变体类型，但若颜色或尺寸信息的输入有遗漏，上传库存文件后将出错，无法正确创建变体目
录。输入上述[变体上传必填项目]
时请确保无遗漏。详情请参阅亚马逊卖家平台帮助页面的“父子关系设定方法”。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html/?ie=UTF8&itemID=8841
7-3. 变体的创建方法（使用库存文件时）
为了正确设定变体，请输入父子关系和变体主题。请务必在第一行输入父级 SKU，并在后面一行输入子级 SKU，
切勿改变顺序。填写子级 SKU 信息时请确保正确无误。已填写的信息将反映在浏览和搜索结果中。请在父级 SKU
中填写不受变体影响的基本信息。请勿在父级 SKU 中填写 JAN、价格、尺寸、颜色。
[变体包括 4 种尺寸、2 种颜色时库存文件的输入例]

8. 尺寸、颜色的填写
8-1. 尺寸、颜色
在服装、时尚饰品中，尺寸、颜色是目录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搜索结果和浏览页面的画面左侧提供有尺寸、
颜色的精确搜索功能，以便利用尺寸和颜色限定商品范围。填写尺寸信息时，需要输入 size_name（尺寸名称）、
size_map（尺寸表）；填写颜色信息时，需要输入 color_name（颜色名称）、color_map（颜色表）。这些信息
将成为客户下单与否的重要参考，请务必填写。若未输入数值，搜索结果或浏览页面可能会被隐藏（暂停）。
8-2. 尺寸的输入规则
size_name （尺寸名称）：一致、有效的服装尺寸可以帮助买家：1. 使用精细化筛选条件更轻松发现您的商品 2.
简化商品的评估和对比，促成更高的销量。为了给买家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亚马逊要求销售伙伴使用以下有效格
式之一提交尺寸数据。如果尺寸不符合有效尺寸设定，您的商品将隐藏。
重要准则：
1. 只在 size_name 属性中提交一个尺寸类。size_name 中有多个尺寸会导致重复。
2. 请勿在 size_name 中输入其他值，例如国家/地区、等效尺寸、合身情况信息或测量值。
3. 创建的有效尺寸包含日本的大部分服装尺寸。如果制造商尺寸或标签尺寸不在下方的有效尺寸列表中，请从有
效尺寸中选择等效尺寸
4. 在尺寸图表、要点、商品信息或备用商品图片中提交其他信息。
5. 空格和字母数字字符必须是单字节。
有效尺寸类
尺寸类

备注

有效尺寸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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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

这些是字母尺寸，表示小、中、大、超大等。
注意：字母尺寸因国家/地区而异。美国的 S
码与日本的 S 码不一定相同，并且允许不同品
牌和销售伙伴有不同解释。因此，我们仅捕获
有效标签尺寸。请勿在 size_name 中输入国家

6XS、5XS、4XS、3XS、SSS、
2XS、SS、XS、S、M、,L、
LL、2L、XL、3L、2XL、4L、
3XL、5L、4XL、6L、5XL、7L、
6XL、8L、7XL、9L、8XL、
10L、9XL、10XL

/地区名称或其他信息。
Free Size
在尺寸图表、要点、商品信息或备用商品图片
中提交其他尺寸和测量数据/合身情况信息。

0X、1X、2X、3X、4X、5X、
6X、7X、8X、9X、10X
S-M、M-L、2L-3L 等

颈袖

这些尺寸表示颈部（衣领）和袖长信息（以厘

首回り 52cm 裄丈 59cm

米为单位）。

首回り 52cm 裄丈 60cm

请勿在 size_name 中输入国家/地区名称或字
母尺寸等其他信息。
颈部（领

这些尺寸表示颈部（衣领）信息（以厘米为单

口）

位）。

首回り 52cm

请勿在 size_name 中输入国家/地区名称或字
母尺寸等其他信息。
腰围内缝

这些尺寸表示裤腰尺寸 (ウエスト) 和内缝长度
(股下)。

W32 / L30
W87 / L75

请勿在 size_name 中输入厘米或英寸。
腰围

这些尺寸代表裤子的腰围尺寸 (ウエスト)。
请勿在 size_name 中输入厘米或英寸。

数字

W32
W87

这些尺寸表示为不含测量单位（厘米或英寸）

00、0、1、2、3、4、…128、

的数字。请勿在 size_name 中输入测量单位。

129、130
25-26、32-34、80-87 等

数字高度

年龄

这些尺寸适用于儿童，表示商品受众的大致高

…,60、70、80、90、95、100、

度。高度以厘米为单位。请勿在 size_name 中

110…175、180 等

输入厘米。

90-110、120-130 等

这些尺寸用于表示商品受众的年龄，以月和周

0 Months, 1 Months, 2 Months 等

岁为单位。
Months：0、1、2、3、6、9、12、18、24
Years：1、2、3、4、5、6、7…14、15、
16、17、18、19
特殊尺寸（早产儿）：Micro, Teeny, Preemie

数字 Go

这些尺寸表示为数字加字符“号”(Go)

1 Years, 2 Years, 3 Years 等
Micro, Teeny, Preemie
0-3 Months, 3-6 Months 等
1-2 Years, 3-4 Years 等

1 号、2 号、3 号、4 号、5 号
6 号等

罩杯胸围

文胸尺寸。罩杯用字母表示，胸围以厘米为单

A65、B70、C65、F75、AA75、

位。

F70、G70、H7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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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杯：AAA、AA、A、B、C、D、E、F、G、

B90-95、AB95-100 等

H、I、J、K、AB、CD、EF、GH、IJ

AA-A65 等

胸围：60、65、70、75、80、85、90、95、

AA-A75-85 等

100、105、110、115、120、125
字母 JASPO

常用于体育用品。

男士：6XS、5XS、4XS、3XS、
2XS、XS、SS、S、M、L、O、
XO、2XO、3XO、4XO、5XO、
6XO、7XO、8XO、9XO、10XO
女士：6XS、5XS、4XS、3XS、
2XS、XS、SS、S、M、L、
OT、XOT、2XOT、3XOT、
4XOT、5XOT、6XOT、7XOT、
8XOT、9XOT、10XOT

测量值

表示袜子、丝袜、帽子（头围）和腰带的尺

10.0 cm、20.0 cm、30.0 cm、

寸。

30.5 cm 等
10.0-10.5 cm、23.0-24.0 cm
等

体型和身高类型
亚马逊接受体型和身高类型，它们可以添加到上述尺寸。有效尺寸可以具有体型和/或身高类型，也可以都不提
供。
体型

高度类型

Slim, Regular, Husky, Big, Plus, J, JY, Y,

Long, Short, PP, P, R, T, W, Y, 2, 3, 4, 5, 6, 7,

YA ,A, AB ,B ,BB, BE ,E, A, Y ,AB, B, A, Y, B,

8, 9

E
为了保持一致性，体型和身高类型采用如上所示的表示方法，不同语言之间没有版本差异。
体型和/或身高类型的尺寸示例
15 号 ABR

尺寸类 = 数字 Go，体型 = AB，身高类型 = R

87 YA8

尺寸类 = 数字，体型 = YA，身高类型 = 8

YM；WM

尺寸类 = 字母，身高类型 = Y；尺寸类 = 字母，身高类型 = W

MP

尺寸类 = 字母，身高类型 = P（娇小）

180 B

尺寸类 = 数字高度，体型 = B

高度类型说明：PP（非常娇小）、P（娇小）、R（普通）、T（高大）、W（女）、Y（青少年）
针对西装和西装外套：对于尺寸中有体型和身高类型的西装和西装外套，请在体型和身高类型之前包含数字或字母
等尺寸类。
无效尺寸

有效尺寸

YA4(対応目安：身長 160-165cm／ウエスト 74cm 前後）

74 A4

A5(対応目安：身長 165-170cm／ウエスト 80cm 前後）

80 A5

AB 体 6 号体 ［着用目安：身長 175cm／ウエスト 90cm］

90 AB6

YA 体 4 号体 ［着用目安：身長 165cm／ウエスト 76cm］

76 AB6

商品信息模板中的属性 size_map：请从 size_map 下拉列表的建议值中选择最接近的尺寸（日本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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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尺寸和对应有效尺寸的其他示例：
无效尺寸

有效尺寸

备注

US S (JP M)

S

标签尺寸 S

M82(首回り 39cm×裄丈 82cm)-(日本サ
イズ M 相当)
3L86(首回り 45cm×裄丈 86cm)-(日本
サイズ 3L 相当)
日本 S(首回り 37 ㎝) (日本サイズ S 相
当)
首回り：35

裄丈：50 半袖 スリム

120cm
135A
130cm
日本 130 (日本サイズ 130 相当)
日本 YXL (日本サイズ 160 相当)
XXXS
XXS
X-Small、extra small

首回り 39cm 裄丈 82cm
首回り 45cm 裄丈 86cm
首回り 37 ㎝
首回り 35cm 裄丈 50cm
Slim
120
135 A
130
130

SS

Small, 日本 S (日本サイズ S 相当), J/S

S

日本 M (日本サイズ M 相当), Medium,
J/M

M

日本 L (日本サイズ L 相当), Large
2L
03.XL, 日本 XL (日本サイズ XL 相当)

L
2L
XL

XXL, 日本 XXL (日本サイズ 2L 相当)

2XL

XXXL, 日本 XXXL-(日本サイズ 4L 相
当)
XXXXL, 日本 XXXXL-(日本サイズ 5L
相当)
XXXXXL, 06-XXXXXL(日本サイズ 4L
相当)
XXXXXXL
LLL, 日本 3L (日本サイズ 3L 相当)
日本 LL, 日本 LL (日本サイズ XL 相当)
LLLL
LLLL
LLLLLL
SM=S
LG
MD
Small/Medium
S/M
01.M-L

标签尺寸是 YXL

YXL
3XS
2XS
XS

日本 SS-(日本サイズ XS 相当), 【01】
SS

标签尺寸是 130

3XL

4XL

5XL
6XL
3L

日本 4L-5L (日本サイズ 4L 相当)

LL
3L
5L
6L
S
L
M
S-M
S-M
M-L
4L-5L

F, 日本 F (FREE サイズ)

Fre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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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フリーサイズ, フリー
OSFA
One Size
日本 36 (日本サイズ 7 号相当)

Free Size
Free Size
Free Size
36

标签尺寸 36

9号

9号

“9”和“号”之间的空格

M 9 号 M サイズ

M

标签尺寸 M

日本 J/XO (日本サイズ 3L 相当)

XO

日本 J2XO (日本サイズ 4L 相当)

2XO

日本 J3XO (日本サイズ 5L 相当)

3XO

日本 J/M (日本サイズ M 相当)

M

日本 J/XS (日本サイズ XS 相当)

XS

日本 JXOT (日本サイズ 3L 相当)

XOT

日本 2XOT (日本サイズ 4L 相当)

2XOT

日本 0 (日本サイズ 7 号相当)

0

日本 1 (日本サイズ 9 号相当)

1

日本 0 [S] (日本サイズ S 相当)

0

0-3 months

0-3 Months

Months 大小写形式不正确

2-3 years

2-3 Years

Years 大小写形式不正确

4 yrs

4 Years

Years 拼写不正确

3-6 mnths
W32 * L30, 32W / 30L, 32W * 30L

Months 拼写不正确

ウエスト 88（股下 67）

W32 / L30
W88 / L67

ウエスト 88

W88

size_map （尺寸表）：请从下述推荐值中选择最接近的尺寸（日本尺寸）。如此一来，客户利用尺寸进行精确搜
索时，将能准确地搜索到商品。

※关于最新推荐值，请参阅格式中的推荐值列表。
例：size_name 为“EU 003”时，size_map 选择“M”尺寸。

8-3. 颜色的输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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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_name（颜色名称）：当颜色名称为标准色时，请使用片假名。例如，“黑色”或“Black”使用“ブラッ
ク”。“Limoges Blue”等当商品的颜色名称无法用片假名标示时，请使用商品所记载的颜色名称。颜色名称有多
个时，请使用“/”隔开。示例：ブラック/ブラック。
color_map（颜色表）：请从下述推荐值中选择最接近的颜色。如此一来，客户利用颜色进行精确搜索时，将能准
确地搜索到商品。

※关于最新推荐值，请参阅格式中的推荐值列表。
例：color_name 为“浅粉色”时，color_map 为“粉色”。

8-4. 尺寸、颜色的填写方法
请正确输入厂家目录中记载的尺寸名称、颜色名称。尺寸请用半角字母数字进行输入。

[尺寸名称、颜色名称]

[尺寸表、颜色表]

9. 商品类型
对于用于商品上传的库存文件中所记载的“商品类型”，各分类的日文翻译如下。请将其作为参考，将商品上传至
正确的分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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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タイプ（clothing-type)

(clothing-typeの日本語訳）※入力不可

（商品类型(Clothing-type))

((clothing-type的日文翻译)※禁止输入)

Shirt

シャツ・カットソー・ポロシャツ

Sweater

ニット・セーター・カーディガン・トレーナー

Pants

パンツ

Shorts

ショートパンツ

Skirt

スカート

Dress

ドレス・ワンピース・チュニック

Suit

スーツ・上下セット

Blazer

ジャケット・ブルゾン

Outerwear

コート・アウター・ロンパース

SocksHosiery

靴下・タイツ・ストッキング・レッグウォーマー

Underwear

下着（靴下・タイツ・ブラを除く）

Bra

ブラ

Hat

帽子

Accessory

ストール・ネクタイ・ベルト・帽子・サングラス・ウィッグ・手袋・スタイ・腹巻

Sleepwear

パジャマ・ナイトウェア

Swimwear

水着

Chanchanko

ちゃんちゃんこ・袢纏（はんてん）

Jinbei

甚平

Kimono

着物

Obi

帯

Yukata

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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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商品规格（商品说明的分条描述）
商品详情页面的“商品规格”（商品说明的分条描述）中记载了商品更为详细的信息，有助于客户具体了解商品，
促成下单。请填写原产国、原料成分、各尺寸的具体测量值（不超过 5 行）。数值请用半角进行输入，并在长度、
测量值后面加上 cm、克等单位。
基本要求

禁止事项



具体描述商品的特性和信息



包含不必要的长句或故事性的文章



数字用半角输入



包含主观措辞



使用短句



包含与商品无关的词语或商品类型、搭配信息



尺寸附上单位（克、cm 等）



使用 ASCII 字符或其他特殊字符、平台相关字符



包含卖家或厂家的公司信息

[商品规格-正确示例]
项目

商品规格的输入例

原产国

中国

原料成分

棉 80%、聚酯纤维 20%

尺寸 S

衣长：77cm 肩宽：36.5cm 胸围：80cm 腰围：70cm 臀围：95cm

尺寸 M

衣长：80.5cm 肩宽：38cm 胸围：84cm 腰围：72cm 臀围：96cm

尺寸 L

衣长：84cm 肩宽：39.5cm 胸围：88cm 腰围：74cm 臀围：97cm

商品特性

无衬布，背后拉链型 等

[商品规格-错误示例]
适合罩衫 衬衫 针织衫 毛衣 内衣 背心 牛仔服 下装 外衣 西装长大衣 腰带式大衣 外套 女装 羊毛衫 大衣 男式女装等
各种搭配的连衣裙。尺码齐全，可以修饰您日常在意的体型问题。春 夏 秋 冬四季皆宜，20、30、40 年龄段均可
穿着，让您体验时尚乐趣。

11. 商品说明
好的商品说明有助于客户想象这是怎样的商品，可与怎样的物品进行搭配。请试着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思考，客户会
对商品抱有怎样的疑问、想了解哪些方面、有怎样的期待。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描述对商品的印象、使用感受及商品
优点，这样可为客户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商品说明所提供的信息可使客户获得与在实体店和店员一边交谈一边购
物时相同的消费体验。商品说明中输入的字符数最多不能超过 2000 字节。（相当于 666 个全角字符）
正确示例


禁止事项

详细描述商品特性。同一类型的商品有什么不同；



空栏，未输入任何信息（请务必输入商品说明）

品牌或原材料、商品系列或样式的特征体现在何处



卖家的店铺名称、电子邮箱地址、Web 网站 URL、



加入尺寸或使用用途、式样等信息

公司信息等信息（商品内容所有卖家可见，因此仅



加入正确的尺寸、保养方法、保修信息

可登载基本的商品信息）



不用分条列举的列表形式来进行说明，而是通过恰

特卖、包邮等属于促销的内容（要进行促销时，

当的措辞、语法，做成段落。

须在亚马逊卖家平台的促销管理中进行设置）

[商品说明 - 正确示例]
本山羊绒 V 领毛衣呈现出奢华感，四季皆可穿着。采用世界最稀有的内蒙古克什米尔山羊毛作为原材料制作而成。
毛质细软，从衣料制作到缝制皆极为考究。V 领设计还非常适合在里面搭配领带、正装衬衫。天气寒冷时还可以穿

在运动夹克里面。袖口为开叉设计，配有袖扣。100% 山羊绒成分。仅可干洗、手洗。进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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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语言简洁，重点描述商品特性。除了对质感和设计进行说明外，还提及了穿着场合、保养方法，这样的内容
让客户感到售后无忧。
[商品说明 - 错误示例]
采用上等原料制成的轻便大衣！！！为您准备了各种颜色，请查看！包邮！最优惠的价格！www.suits4cheap.com
中介绍有其他各种商品。随时承接西装定制。请致电。关键词：西装、上衣、男装。业界 No1 的西装厂家。请浏
览店铺评分页面。
评论：表达上使用多个感叹号进行强调，价格和配送条件、卖家信息等商品以外的信息较多。类似广告宣传标语的
表达方式会妨碍想仔细研究商品的客户的判断，降低可信度。
[通过亚马逊卖家平台进行上传的方法]

12. 浏览节点的上传
客户在亚马逊寻找商品时，会通过商品分类或搜索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一种来寻找商品。因此，重要的是设置后不管客
户利用哪种方法都可以找到自己销售的商品。准确设置商品名称、搜索用设定，增加跳转至商品详情页面的机会。
在亚马逊中有无数卖家，并且所售商品的数量众多。为了使客户搜索到目标商品，在亚马逊通过一步步点击商品类
别的大分类、中分类、小分类，可以精确搜索到集中了所找商品群的类别。请从亚马逊卖家平台下载记载有类别分
类详情的分类树指南 (BTG)，并在参考浏览树指南的基础上，指定符合推荐浏览节点的终端类别（叶节点）。
例：马球衫（日文：ポロシャツ）
服装&时尚饰品 > 男装 > 马球衫（日文：服＆ファッション小物 > メンズ > ポロシャツ）
请通过下述页面中的服装&时尚饰品链接下载最新的分类树指南 (BTG)。
详情请参阅亚马逊卖家平台帮助页面的“分类树指南 (BTG)”。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itemID=1661

13. 搜索关键词
如果存在同义词或简称（雨衣与“雨披”、棒球外套与“棒球服”等）「日文：レインコートに対して「雨合羽」、スタジ
アムジャンパーに対して「スタジャン」など」、以及商品名称、商品说明中未登载的信息时，请在搜索用关键词中进行输入。
商品名称和品牌名称、商品类别（T 恤或裤子等）「日文：T シャツやパンツなど」、卖家名称均已作为搜索关键词上
传，无需输入。另外，无需将片假名换成平假名。搭配建议（针对适合与牛仔裤搭配的腰带，列出“牛仔裤”
等））「日文：（ジーンズに合わせたいベルトに対して「ジーンズ」など）」和与商品无直接关联的词语请勿放入搜索用关
键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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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条件

禁止事项



在一行中设置多个关键词时，请用空格隔开。



与商品无关的品牌名称或关键词



同义词



极好、可爱、便宜等主观性、感受性形容词或宣



简称

传标语

请注意：输入不恰当的关键词是违反亚马逊销售政策的行为。已上传不恰当的关键词时，我们可能会禁用关键词或
停用卖家账户，请留意。
关于所有类别通用的搜索关键词设置方法，请参阅亚马逊卖家平台帮助页面的“优化商品信息，便于搜索和浏览”。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itemID=10471

14. 式样关键词
式样关键词在网站左侧导航的精确搜索中启用。请仅输入一个符合商品式样的值。

请注意：由于会妨碍客户对商品的精确搜索，因此请不要输入所有商品式样的值或商品式样以外的关键词。

15. 非日本发行正品、自有品牌商品、成套商品的上传
15-1. 非日本发行正品
非日本发行正品请按照亚马逊卖家平台 帮助页面中“非日本发行正品”的“非日本发行正品的商品上传”进行
操作。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936440
在服装&时尚饰品店铺中，限制部分品牌的非日本发行正品的销售。请确认下述“关于特定分类下平行进口商品发
布的限制”中的禁止销售列表。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936440#prestricted
15-2. 自有品牌商品
当卖家为持有商标权的品牌所有者时，可点击以下 URL 申请品牌注册，藉此即使在无产品代码的状态下也可以
创建目录。
品牌注册：https://services.amazon.co.jp/brand-regist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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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持有商标权的品牌所有者如需展示无产品代码（UPC、EAN、JAN 或 ISBN）的商品，可点击以下 URL 完成产
品代码免除后展示。
商品无产品代码时的展示方法：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426310
要展示的商品有产品代码（UPC、EAN、JAN 或 ISBN）时，请务必在注册产品代码后展示。关于产品代码请参考
“5. 产品代码”一栏
针对非自己公司制造的无牌商品，增加一些原创性后作为独创的自有品牌商品销售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1) 在服装类商品上缝制记载有品牌名称的标签。或者用线、链子、吊牌针等将记载有品牌名称的吊牌装在商品上。
在饰品商品或商品包装上印刻品牌名称的印字或刻字（以下统称“印字”）。或者将记载有品牌名称的吊牌与外包
装箱或包装一同打包。
2) 上传可明确确认的图片。
※即使未上传图片，也不会强制性删除商品。但是，在主张独创性时必须上传图片。
未满足上述条件的商品均作为无牌商品销售，敬请注意。另外，无牌商品的品牌名称中必须记载有（无牌商品）。
15-3. 成套商品
成套商品原则上需要单件销售，但以下成套商品可以不单件销售。另外，将同一商品进行捆绑销售的商品可作为捆
绑销售商品进行销售。
· 上装和下装的套装（运动套装、睡衣裤套装等）
· 浴衣、和服套装等（腰带、饰品套装等）
· 泳衣（比基尼）套装、分体泳装套装
· 内衣（文胸内裤）套装
· 搭配套装
· 衬衫、领带套装
· 不同颜色、花纹的套装（袜子、内衣等）
· 福袋
详情请参阅亚马逊卖家平台帮助页面中的“成套商品规章”。
https://sellercentral-japan.amazon.com/gp/help/help.html/?itemID=201645990
15-4. 福袋
[福袋上传规则]
商品码：请使用与单件销售的 JAN/EAN/UPC 码不同的代码上传福袋。另外，请各卖家分别创建 ASIN 后再进行销
售。※不可销售其他卖家创建的福袋商品。
商品名称：
[品牌（用片假名或日文表示）] ＋福袋＋男士 or 女士 or 儿童＋商品内容＋○件套
例）Lee 福袋 女士休闲短袜 10 件套
品牌名称：请上传品牌名称。
※不可将“福袋”设置为品牌名称。福袋中混有多个品牌时，设置成“Various Brand（多个品牌）”。
商品图片：
在主图片中，请在指定模板中插入并登载品牌标志。
标志制作指南：
http://g-ec2.images-amazon.com/images/G/09/2014/external/hb2014_template.zip
JPEG 照片：
http://g-ec2.images-amazon.com/images/G/09/2014/external/amz_hb_BaseFile.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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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存在尺寸变体时，请设定变体。子 SKU 的商品名称中也请输入尺寸名称。
颜色：存在多种颜色时，请在尺寸及尺寸表中注册为“多色”。
商品说明：请在商品说明中记载商品构成、件数、相应价格。（也需记载尺寸）
例）[品牌（用片假名或日文表示）] 女式西装外套 卡其色 M 码
[品牌（用片假名或日文表示）] 女式针织衫 白色 M 码
[品牌（用片假名或日文表示）] 女式针织帽 灰色 50
退货：推荐可退货，但仅允许福袋商品不能退货。其中，如果收到客户投诉，则有可能停止商品展示。
预售：可预售。

16. 价格设定＜参考价格＞
16-1. 参考价格
参考价格有两种，分别是针对销售价格的厂家建议价格（一般称为“厂家建议零售价”、“参考零售价”）和针对
特卖价格的销售价格。有厂家建议价格的情况下，针对非日本发行正品，其正品标有厂家建议价格时，请将厂家建
议价格设定为参考价格。有厂家建议价格的情况下，不可设定特卖价格。
没有厂家建议价格的情况下，未批发给其他公司的自有品牌商品等不可设定厂家建议价格。针对自有品牌商品等，
将零售商自行设定的价格作为“厂家建议价格”进行比较对照的行为可能构成违法。开展特卖活动时，可例外设定
特卖价格，将过去一定时期内的销售价格设定为参考价格。请务必确认以下详细内容。
根据“赠品显示法”，请勿将非同一件商品的价格、与事实不符的价格设定为参考价格。如果发现虚假描述，则可
能删除商品页面以及停止商品展示。
可用项目

厂家建议价格

销售价格

特卖价格

有厂家建议价格的商品

○

○

×

正品有厂家建议价格的非日本发行正品

○

○

×

自有品牌商品等无厂家建议价格的商品

×

○

○

详情请参阅亚马逊卖家平台帮助页面的“参考商品价格设置”。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itemID=200329080#price
16-2. 厂家建议价格
在 Amazon.co.jp 中，可将厂家或分销商告知广大消费者的价格或告知广大零售商的价格中的最新价格作为厂家建
议价格，设定于参考价格中。禁止将除此以外的价格设定为厂家建议价格。
对于非日本发行正品，可将正品的厂家建议价格用作参考价格。此外，以下注释可显示于“促销及添加信息”中。
（为了明确比较对象价格的依据）

16-3. 特卖价格
在限时特卖期间，将过去一定时期内的商品销售价格设定为参考价格与特卖价格进行对比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设定为参考价格的销售价格为在过去 8 周内连续 4 周以上进行销售的价格。如果自销售开始未满 8 周，则为销售
期内拥有半数以上且 2 周以上实际销量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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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设定为参考价格的销售价格进行销售的结束日与以特卖价格进行销售的起始日之间未满 2 周。※
· 设定特卖价格时，特卖期的最长设定期限为 15 周。不得超过以上最长设定期限。
· 再次实施特卖时，须至少以原来的价格销售 2 周。
※ 若销售期未满 2 周，原则上无法将其显示为过去的销售价格。
16-4. 参考价格的设定方法
[厂家建议价格]
在亚马逊卖家平台和库存文件中注册各个价格时，将①厂家建议价格填入“厂家建议价格”栏，将②实际销售价格
填入“销售价格”栏。注册后，①显示在“参考价格”中，②显示在“价格”中。

[特卖价格]
设定特卖价格时，请将满足上一页条件的“过去一定时期内的商品销售价格”设定于“销售价格”中。有厂家建议
价格时，请设定厂家建议价格和销售价格，勿设定特卖价格。

本刊中所记载的内容于 2018 年 5 月前有效。
服务内容及网站显示信息可能发生变更，请知悉。请注意，本使用规则仅适用于服装·时尚饰品类商品，同时您也
必须遵守亚马逊卖家平台右上方的“帮助页面”中所记载的通用规则。其中，针对重复内容，请优先遵守本使用规
则中记载的事项。
© Copyright 2016 Amazon.com, Inc. 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Amazon、亚马逊、Amazon.co.jp、
Amazon Services Japan、Merchants@amazon.co.jp、亚马逊物流、亚马逊商城、亚马逊卖家平台、亚马逊
Prime、亚马逊标志、Amazon.com、Amazon.co.jp 标志、以及其他的与亚马逊产品及服务相关的标志是
Amazon.com, Inc.或其关联公司的商标。禁止擅自转载、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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