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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注册规则：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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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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销售腕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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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表类商品，同时您也必须遵守亚马逊卖家平台右上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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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ref=pt_200329080_cont_scsearch?ie=UTF8&itemID=20032908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ref=pt_200329080_cont_scsearch?ie=UTF8&itemID=20032908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ref=pt_200329080_cont_scsearch?ie=UTF8&itemID=20032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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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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所列举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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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itemID=20038626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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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创建变体时）：每一个父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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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的图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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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html/?itemID=1881&language=ja_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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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页面上图片的刊登示例] 

 
 

[图片放大功能] 

上传 1001px 以上的图片即可实现图片放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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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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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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腕带也完全拍摄在内的

图片。（表盘读数等不要缺落） 

 主图片中请仅登载作为实际销售对象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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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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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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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人体模型穿戴图片或合成图片 

 使用与模特一同拍摄的图片 

 一同拍摄了品牌标签、包装（包括套装商品）（允许拍摄布料、皮革、金属制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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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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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其他图片在内的所有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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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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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子级 SKU中上传的第 1 张“其他图片”(PT01) 会在浏览页面中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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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传颜色样本图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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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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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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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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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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在智能手机上浏览时也容易搜到商品，将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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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名称（用片假名或日语表示）]＋[商品分类]＋[商品系列名称、特征]（无则省略）＋[型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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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带颜色]（仅针对创建变体时填写） 

*请对品牌名称添加“[ ]” 

 

商品分类：请填写如腕表、怀表等表示商品分类的词语。 

商品系列名称、特征：请输入如“G-SHOCK”或“GMT 大师 II”等商品系列名称或用于与其他商品进行区分的 

名称。 

型号：请输入制造商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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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类别：非日本发行正品、逆进口商品 

腕带的颜色：腕表的腕带颜色（仅针对创建变体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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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米茄] 腕表 海马 2222.80 男士 [非日本发行正品] 

日文：[オメガ] 腕時計 シーマスター 2222.80 メンズ [並行輸入品] 

[卡西欧] 腕表 G-SHOCK 海外版 GWX05600-7 男士 [逆进口商品] 

日文：[カシオ] 腕時計 G-SHOCK 海外モデル GWX05600-7 メンズ [逆輸入品] 

商品名称设置规则 

基本要求 禁止事项 

 尽量简洁（最大不超过 65 个全角字符） 

 对于成套出售的商品，须以（内含 XX 个）的方式

填写内含物。 

 品牌名称须添加“[ ]” 

 
 

 包含特卖、折扣率、大减价、免运费、人气商品、 

销量第一、最佳礼品等文字（参考下述禁用词语 

示例）。 

 包含注释，如有 3 种颜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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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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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Oulm 军事风格 石英表 双动力【设计重点：从月亮与太阳汲取的灵感】 2 时区 腕表 男士/女士 有型 率性 搭配

休闲服饰 纪念日礼物 奢华腕带 模拟显示 

日文：Oulm ミリタリー風 石英ウォッチ デュアルムーブメント【デザイン重視：月と太陽からの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2 タイムゾン 腕

時計 メンズ/レディース カッコイイ 個性的 カジュアル服に似合う 記念日プレゼント 華奢なバンド アナロ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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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凡陀）MOVADO Serio Black with Concave Dot Dial Two-tone Stailess Steel Men’s Watch 思锐黑色凹点 

镶钻 双色 彩色国产男士手表 MV0606901 [非日本发行正品] DOLZIKGOO 

日文：（モバード）MOVADO Serio Black with Concave Dot Dial Two-tone Stailess Steel Men’s Watch セリ

オ黒凹ドット ダイヤル ツートン カラー国産メンズ腕時計 MV0606901 [並行輸入品] DOLZIKGOO 

规则不允许将与商品形状无关的词语放到一起。 

例）女高中生 腕表 真皮 皮革 表带 迷你裙 鞋 制服（浅绿/淡绿） 

日文：女子高生 腕時計 本革 レザー ベルト ミニスカート シューズ 制服（ライトグリーン/薄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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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中禁止输入的词语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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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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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GA（欧米茄）「日文：OMEGA（オメガ）」 

不需要注音假名的示例：丽声钟「日文：リズム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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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126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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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在产品代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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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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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用半角输入 

 使用短句 

 尺寸附上单位（克、cm 等） 

 包含故事性的文章 

 包含主观措辞 

 包含与商品无关的词语或商品类型、搭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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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示例 商品规格的输入例 

原产国 中国 

表盒尺寸 52.0 mm×46.4 mm 

防水性能  20 个大气压防水（日常生活用强化防水） 

套装内容 主体、外盒、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中附带的保修卡 

特性 抗冲击性结构 

 

[商品规格-错误示例] 

简单时尚的腕表，商务用及日常休闲用均可。表带有黑色或银色的标准色以及天然皮革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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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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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商品说明 

必须填写商品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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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或功能、原材料、商品系列或样式的特征体现

在何处 

 加入尺寸或使用用途、功能、式样等信息 

 加入保养方法、保修信息 

 不用分条列举的列表形式来进行说明，而是通过恰

当的措辞、语法，做成段落。 

 空栏，未输入任何信息（请务必输入商品说明） 

 卖家的店铺名称、电子邮箱地址、Web网站 URL、

公司信息等信息（商品内容所有卖家可见，因此仅

可登载基本的商品信息） 

特卖、包邮等属于促销的内容（要进行促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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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独一无二的抗冲击结构，G-SHOCK模拟/数字组合款。金属表圈选用休闲的蓝色。采用掉落时不会直接传递冲

击的纽扣结构等抗冲击构造，充分彰显 G-SHOCK系列设计风格。完全继承 G-SHOCK强韧本色的基础款。 

保持第一代 G-SHOCK的独创表壳。根据“冲击不会在弹性橡胶球中传递”这一构想，将模块悬浮设置于表壳内，

从而缓和外部冲击。通过全新技术革命，现在模块本身也已具有抗冲击功能。重要部件均采用缓冲材料保护，对水

晶振子等模块内重要部件，采用缓冲材料单独保护。手表受到强烈冲击时，模块内可瞬间产生应变，防止接触不良

或发生故障。 

 
 

[商品说明 - 错误示例] 

免标准配送费！设计简洁，易搭配！办公室或日常均可佩戴。作为赠品、礼物非常受欢迎！推荐在节庆或纪念日 

赠送！ 

因尺寸、颜色或图片差异等客户个人原因造成的问题，恕不退换。 

其他系列请点击店铺名称、店铺商标！“搜索○×△腕表”“搜索○×△亚马逊店铺” 

 

[通过亚马逊卖家平台进行上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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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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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品牌男士腕表 

腕表 > 男士手表 > 国内品牌 

请通过下述页面中的腕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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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搜索关键词 

如果存在同义词或简称（怀表与“挂表”、数字模拟显示表示与“数模”等）「日文：懐中時計に対して「ポケットウォ

ッチ」、デジタルアナログ表示に対して「デジア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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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表或怀表等）「日文：腕時計や懐中時計な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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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品牌和与商品无直接关联的词语请勿放入搜

索用关键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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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义词 

 简称 

 与商品无关的品牌名称或关键词 

 极好、可爱、便宜等主观性、感受性形容词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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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itemID=166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itemID=1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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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非日本发行正品、自有品牌商品、成套商品的上传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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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腕表店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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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逆进口商品 

将日本企业在海外生产的商品进口到国内销售时，请上传为逆进口商品。关于准备展示的商品是否符合

Amazon.co.jp 对逆进口商品的规定，请向供货公司咨询。 

商品名称：为了与正规进口商品区分，商品名称请务必写明[逆进口]。 

例：卡西欧 腕表 G-SHOCK 海外版 GWX-5600-7 男士 [逆进口] 

日文：カシオ 腕時計 G-SHOCK 海外モデル GWX-5600-7 メンズ [逆輸入] 

商品规格、说明：请务必按照以下项目记载与日本国内正规进口商品的不同之处。 

①包装状态（以及难以根据其状态判断为全新品或是非全新品） 

②在日本国内无法享受制造商质保服务，生产国家、商品规格、商标相关说明均为外语标示。 

③是否带有配件以及配件差异。 

④存在其他与正规进口商品的不同之处。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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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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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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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牌商品的商品名称中必须记载有（无牌商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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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情侣表 

· 工具、清洁套件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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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936440#prestricted
https://services.amazon.co.jp/brand-registry.html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42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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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价格设定＜参考价格＞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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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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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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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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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itemID=200329080#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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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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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表类商品，同时您也必须遵守 

亚马逊卖家平台右上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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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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