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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产品（家具・家装・厨具）登录指南 

登录新商品时请务必登录以下项目。 

 商品名 

 品牌名称/制造商名称 

 商品图片 

 商品规格或商品说明 

 浏览节点 ID 

 

1. 登录商品名称 

为了简洁正确地传达商品信息，请按照以下顺序设定商品名称。 

〔制造商〕 〔品牌名称・爱称〕 〔商品名称〕〔规格/颜色・尺寸・类型等〕〔型号〕 

例：  THERMOS 真空隔热携带式保温杯 一按即开型 0.5L 红色 JMY-501 R 

・ 〔制造商〕请注明 Le Creuset、Panasonic、山善等制造商名称。 

・ 〔品牌名称・爱称〕请注明「TEEMA」「GOPAN」等品牌名称。（当品牌名称与制造商名称重复

时可以省略） 

・ 〔商品名称〕请注明商品的正式名称。（当品牌名称与商品名称重复时可以省略） 

・ 〔规格/颜色・尺寸・类型等〕请注明颜色、尺寸、类型、特征规格（“净离子群”等）。 

・ 〔型号〕请注明制造商型号。 

【注意事项】  

・ 各项目之间请用半角空格隔开。 

・ 请输入全角字符 50 字以内（包含空格）。 

・ 请使用全角形式输入 Katakana。 

・ 请使用半角形式输入空格、英文、数字和连字符。 

・ 请勿使用 Type 1 High ASCII 文字和其他特殊文字、机种依存文字。 

・ 请勿包含与商品本身无关的内容、宣传标语或符号。 

不合适的例子：“大热的”“简单”“马上就好”“！”“☆”“♪”“适合作为礼物”「ギ  

“免运费” 

【登录商品信息时的禁止事项】 

・ 请进行以下设定，勿将“促销、折扣率、超低价”等内容添加至商品名称中。 

关于折扣率，请输入 MSRP→建议零售价・输入定价、SalePrice→促销价格。 

i) 请进行以下设定，勿将“免运费”等内容添加至商品名称中。 

限时免运费：通过促销设定通知 

设定方法： https://sellercentral-japan.amazon.com/gp/help/60961  

ii) 无期限免运费：变更运费表示设定 

变更方法： https://sellercentral-japan.amazon.com/gp/help/200212820 
 

 

https://sellercentral-japan.amazon.com/gp/help/20021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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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品牌名称(Brand) 

登录适当的品牌名称对于方便消费者购买十分重要。请事先在 Amazon 网站内搜索需要登录的商品

的品牌名称，确认与多数商品关联的品牌名称的表示方法。消费者会首先点选与多数商品关联的品

牌名称。 

 

 

通常情况下，家用电器商品的品牌名称如为英文，则像 Le Creuset 一样用英文，如为日语，则像

和平フレイズ一样用日语进行标注。 

另外，请将品牌名称和制造商名称登录为同一名称。 

 

3. 关于登录商品图片 

对于所有登录至商品目录的图片，必须全部符合包括本指南在内的使用规约、合同的各项条件，同时需

拥有进行刊登的相关权利或取得刊登的许可。 

 

3.1. 登录主要商品图片的重要性 

主要商品图片不仅是促进消费者购买动机形成的交流工具，还起到将消费者从搜索结果一览页面引

导至商品详情页面的重要作用。因此使用不会引起消费者误解，容易辨别商品其高质量的商品图片

十分重要。 

 

 

搜索结果一览页面例： 

 

 

 



 
 

Copyright (c) 2014 Amazon. or its corporate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document is confidential, and may not be copied 
or distribut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of Amazon. 

Page 5 of 12 

 

a) 主要商品图片基本指南 

i) 请尽可能使用白色作为主要商品图片背景。此外，对于由于商品自身颜色呈白色，将背景设

置为白色后轮廓变得模糊的商品，以及没有背景后无法把握商品尺寸或特征的情况，请使用浅

色背景（蓝色、灰色等）或使用其他素材（餐垫等）辅助进行拍摄。此时请确保商品自身清晰

可见。 

ii) 请使用商品自身位于画面中央，且被近距离拍摄的图片。 

iii) 由于使用窗帘、毯子或床单会影像商品的整体表现，上述物品仅可在不产生误解的范

围内使用。此外，对于仅通过图片无法判断使用用途的生活用品，可以将使用范例作为主

要商品图片刊载。此时为确保商品自身清晰可见，请尽量使用浅色背景。 

iv) 和主要商品图片一样，在搜索结果一览和商品详情页面的商品名称也会被放大显示。创建

包含必要信息，不产生误解的简洁的商品名称十分重要。 

 

3.2. 主要商品图片禁止事项 

以下事项均被严格禁止，因其可能导致消费者难以理解商品信息，且产生误解。为了避免与消费者

发生纠纷，请务必遵守。此外，使用商品名称进行补足说明时以下事项也均被禁止。 

A) 文字(含有出品者名称的水印也被禁止使用) 

B) 边框 

C) 显示不同于实际销售数量图片 

D) 包含全部颜色和尺寸的图片 

E) 包含未销售商品，导致看似作为套装进行销售等误解的图片。 

 

NG 主要商品图片例 1： 将以 2 件为一套的商品与另外 2 件商品一同拍照。这极有可能让消费者产生套

装内包含 4 件商品的误解。 

    

 

NG 主要商品图片例 2： 因图片内包含边框、颜色种类和文字、商品本身无法清晰显示。将各式颜色样

品作为主要商品图片。 

    

 

NG 主要商品图片例 3： 商品本身作为图片的一部分被显示，难以体现哪一个是商品。 

(左：商品为窗帘、右：商品为窗帘挂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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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主要商品图片 

 

         

 

 

在允许范围内的主要商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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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录浏览节点 

4.1. Browse Node（浏览节点）和 Browse Tree（浏览树） 

在 Amazon，为了能够让消费者轻松地查找所需商品，各类别商品被分类为阶梯状。从商品类别到

子类别的像树叶一样被分散的分类路线被称为“Browse Node（浏览节点）”，对每个 Browse 

Node 进行定义数字被称为“Node ID”。此外，像这样被细分化的项目分类的全体结构被称为

“Browse Tree（浏览树）”。 

浏览节点有以下 2 种用途不同的节点。 

 枝节点：除末端节点以外的子类别的浏览节点。在设计店面时使用，请勿用于商品登录。 

 叶节点：作为最终地点的末端类别的浏览节点。用于进行商品登录。 

 

浏览树以亚马逊网站左侧导航栏的方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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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叶节点的登录方法 

请参考卖家中心内的浏览树指南（BTG），搜索符合条件的商品的叶节点 ID 后进行登录。同时请使

用浏览树指南内用黑色字体标注的叶节点登录商品。用灰色字体标注的为枝节点，请勿使用。 

 

NO 16428051 家居＆厨具/家装・家具・寝具/家具/椅子 

YES 392257011 家居＆厨具/家装・家居・寝具/家居/椅子/办公椅 

 

  ※请在此下载浏览树指南。 

5. 关于商品规格、商品说明 

请在商品规格中登录商品的性能、尺寸、耗电量、附件等商品概要和性能等一般性的商品说明。商品规

格将以分项形式在商品页面列出。 

请在商品说明中登录客观易懂的商品使用方法或商品介绍。 

【注意事项】 

・ 在 Amazon，由于一个商品页面由多位出品者所共享，禁止填写关于出品者的独家信息，敬请注

意。关于独家的免运费及赠品信息，请使用促销功能进行告知。 

・ 请充分留意景表法和药事法内容后，登录客观的商品说明。禁止登录主观表现、包含夸大内容

的广告和效果效能的过分强调。（详情请参考Merchants@amazon.co.jp 出品者使用规约中的

「出品者禁止活动・行为及遵守事项」） 

・ 请勿包含 Type 1 High ASCII 文字 (®, ©, ™ 等) 或其特殊文字。 

 

叶节点 

           枝节

点 

浏览树 

https://images-na.ssl-images-amazon.com/images/G/01/rainier/help/btg/jp_kitchen_browse_tree_guide._TTH_.xls
mailto:Merchants@amazon.co.jp%20%25E5%2587%25BA%25E5%2593%2581%25E8%2580%2585%25E4%25BD%25BF%25E7%2594%25A8%25E8%25A7%2584%25E7%25BA%25A6%25E4%25B8%25AD%25E7%259A%2584%25E3%2580%258C%25E5%2587%25BA%25E5%2593%2581%25E8%2580%2585%25E7%25A6%2581%25E6%25AD%25A2%25E6%25B4%25BB%25E5%258A%25A8%25E3%2583%25BB%25E8%25A1%258C%25E4%25B8%25BA%25E5%258F%258A%25E9%2581%25B5%25E5%25AE%2588%25E4%25BA%258B%25E9%25A1%25B9%25E3%2580%258D
mailto:Merchants@amazon.co.jp%20%25E5%2587%25BA%25E5%2593%2581%25E8%2580%2585%25E4%25BD%25BF%25E7%2594%25A8%25E8%25A7%2584%25E7%25BA%25A6%25E4%25B8%25AD%25E7%259A%2584%25E3%2580%258C%25E5%2587%25BA%25E5%2593%2581%25E8%2580%2585%25E7%25A6%2581%25E6%25AD%25A2%25E6%25B4%25BB%25E5%258A%25A8%25E3%2583%25BB%25E8%25A1%258C%25E4%25B8%25BA%25E5%258F%258A%25E9%2581%25B5%25E5%25AE%2588%25E4%25BA%258B%25E9%25A1%25B9%25E3%2580%25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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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出品自有品牌商品 

对于不是由自己的公司生产的产品，当加入某些原创因素将其作为独自的自有品牌进行出品时，请遵守

以下事项。 

 

1) 将品牌名称或品牌 Logo 印于或刻于商品本身或商品包装上。 

2) 登录可以明确确认项目 1）的图片。 

3) 将品牌名称标于商品名称内。 

4) 将符合的品牌名称登录至品牌名称栏内。 

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商品均作为【无品牌商品】进行出品，敬请注意。 

 

7. 登录并行进口商品  

请在取得不同于国内正规流通商品的 JAN/EAN/UPC 代码后进行登录。此外，登录时请务必遵守以下规

定，如违反将撤销商品的出品。 

A. 为了与正规流通商品相区别，请务必在商品名称内注明“并行进口商品”。 

例： WEDGWOOD FESTIVITY IVORY-PLATE 27cm FEI P27 【并行进口商品】 

B. 商品规格・说明 

关于以下项目，请务必注明与日本国内正规流通商品的不同之处。 

     (a)外包装状态（和根据外包装状态难以判定是否为新品或二手商品的情况） 

     (b)请注明不适用于日本国内制造商提供的产品保证，或注明出品者独家提供之保证的保证内容 

     (c)请使用外语标注关于生产国、商品规格、生産国和商标的说明，及有无附带日语说明书 

     (d)有无附件和与正规商品的不同之处 

C. 并行进口的电器产品必须取得电器安全法的认证标识 (PSE 标识)，否则无法在 Amazon.co.jp 进行

出品和销售。 

D. 违反其他日本相关法令的商品也无法在 Amazon.co.jp进行出品和销售。 

关于并行进口的定义等信息，请点击以下链接进行确认。 

http://www.amazon.co.jp/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0940690 

 

 

 

8. 什么是筛选功能（Refinement） 

在 Amazon，为了能够让消费者轻松地查找所需商品，所有商品按照类别进行分类。商品类别还被细分

为阶梯状的分类项目（Browse），消费者将属于各分类项目的商品按照材质或尺寸进行筛选的功能即为

“筛选功能（Refinement）”。 

例如，如消费者希望查找汤锅，可以搜索材质为“铝”或“不锈钢”、尺寸为“19-20 cm”或“21-

22cm”厘米的商品。 

 

 

 

 

 

 

http://www.amazon.co.jp/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094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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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锅产品一览 

 
 
 

 

 

 

 

指定筛选条件，搜索“不锈钢”或“珐琅”及“19-20cm”或“21-22cm”汤锅的结果

 
 
8.1.  筛选项目・值 
根据商品特性，按照商品类别设定便于消费者使用，使用频率高的筛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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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网站上显示的筛选项目中，对于在筛选一览中没有标明的项目，我们的系统会自动识别商品名称

中的特定文字列，将其进行拆分。 

 

8.2. 将商品关联至筛选项目的方法 

i) 如从卖家中心登录商品，请在商品登录画面［商品详细信息：推荐］中，输入与「搜索关

键词」相对应的筛选值。如使用家用电器库存模板登录商品，请在项目“SearchTerms1～

5”中输入对应的筛选值。 

ii) 如输入的数值与筛选值不完全一致，将无法正确进行关联，敬请注意。此外，请使用半角

英文・数字及全角 KATAKANA 进行登录。 

8.3. 关于品牌（Brand）筛选 

进行商品登录时输入的品牌 (Brand)也将作为自动筛选功能的对象项目。登录适当的品牌名称对于方便

消费者购买十分重要。请事先在 Amazon 网站内搜索需要登录的商品的品牌名称，确认与多数商品关联

的品牌名称的表示方法。消费者会首先点选与多数商品关联的品牌名称。 

 

通常情况下，家用电器商品的品牌名称如为英文，则像 Le Creuset 一样用英文，如为日语，则像和平

フレイズ一样用日语进行标注。 

 

品牌筛选功能的显示位置 

 

 

 

同一品牌出现 2 种登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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