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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条款 

・不论是通过卖家中心“婴儿＆孕妇”类目进行商品登记，还是通过库存文件进行商品登记，都必须遵守本

条款。请注意，用户不遵守本条款时，会被停止登记。 

・已有想要登记的商品的目录，但此目录不符合本条款时，请联系技术支持。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contact-us/contact-amazon-form.html/) 

目录 

1.商品登记的方法 ......................................................................................................................................................... 3 

2.部分商品登记时的注意事项 ..................................................................................................................................... 9 

3.禁止商品・禁止行为 ............................................................................................................................................... 11 

4.旧衣服 ....................................................................................................................................................................... 13 

5.商品的入数 ............................................................................................................................................................... 13 

6.福袋登记 ................................................................................................................................................................... 15 

7.图片登记指南 ........................................................................................................................................................... 16 

8.关于商品登记类目的期望 ....................................................................................................................................... 18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contact-us/contact-amazon-f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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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18 

 
 

1. 商品登记的方法 

1.1. 关于商品名 

 

商品名请按照如下方式登记。 

 品牌名(日语标记・英语标记) 商品分类名 系列名 尺寸  颜颜色  材料  型号 
 

 

 

 

※平行进口商品的商品名登记为【平行进口】。 

※品牌名中有英语标记的，进行日语标记后，用括号括住英语标记。 

 

 范例）STOKKE 

 

 

输入范例 

CARMATE 午睡枕 平垫颈枕 灰色 LM28 

火车头 托马斯 运动裤 3枚組 95CM 蓝色 起绒织物 N88500 

 

正确范例 

 

 

 

 

错误范例 

  

 

 

 

 

半角空格隔开 

 

 

Bumbo   婴儿沙发   含专用腰带   黄颜色 

 品牌名    商品分类名      系列名     颜色 

(片假名(英语标记)) 

 

 

STOKKE Tripp Trapp Cherry 

 

正确标记 

STOKKE 高脚椅 TRIP TRAPP CHERRY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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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项目 

 品牌名： 请输入诸如 CARMATE、Bumbo 等品牌名。 

 商品分类名： 请输入诸如午睡枕 平垫颈枕、婴儿沙发等商品名。 

 尺寸： 请输入诸如 95cm 等尺寸。 

 颜色： 请输入诸如蓝色等颜色名。 

 材料： 请输入诸如起绒织物等材料名。 

 型号： 请输入诸如 LM28 等商品型号。 

 

注意事项 

 商品附件请填入“商品规格”栏或“商品说明书”栏。 

 请不要含有与固有商品名无关的文章和符号。(不可以促销、OFF率、减价、免费送货、限定预约、到货

日、旺季等作为标题。请参考“1.2.登记时的注意事项”) 

 不可使用半角片假名。 

 字母数字、连字符请使用半角输入。 

 不可使用 Type 1 High ASCII 文字和其他特殊文字、机器依存文字。 

 各登记项目使用半角空格隔开。 

 包含空格在内不得超过 50字。 

 

1.2. 商品名登记时的注意事项 

1.2.1. 表示折扣率时 

 

 

 

 

 

 

 

   商品名中不可含有[促销、OFF 率、减价]，请按照如下方式进行设定。 

(A)在卖家中心登记信息时 

请在“售价”“厂家建议价格”中输入希望零售价格・定价，在“促销价格”中输入促销价格。 

(B)在登记文件中汇总登记时 

 

 

 

NG 

OK 

不可添入商品名中 

不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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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item-price” “MSRP”中输入希望零售价格・定价，在“sale-price”中输入促销价格，

在“sale-start-date”“sale-end-date”中输入促销时间。显示免费送货时 

请按照如下方式设定，商品名中不要含有“免费送货” 

 

 

 

 

 

 

 

 

 

 

 

 

(A)限定期限的免费送货 

请设定为免费送货的促销。 

设定方法：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60961 

 

 

 

 

 

 

 (B)无限期时 

请在运费地址设定中更改设定。 

设定方法：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212820 

 

 

 

1.2.2. 显示为预约商品时 

请按如下方式设定，商品名中不可包含“预约销售”“XX月发货”。 

 

 

 

 

 

OK 

 

OK 

 

不可添入商品名中 

不可 

 

不可添入商品名中 

 

不可 

可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6096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21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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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销售时，只允许自商品销售日起 30天以内可进行预约销售。 

 

预约销售的设定方法和注意事项：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182190 

 

 

 

 

 

 

 

 

 

1.3. 关于品牌名 

 

“品牌名”“厂家名”请按如下方式登记。 

 

品牌名字母标记(品牌名片假名标记)  

 

 

输入范例 

Carter's(カーターズ)  

OLD NAVY(オールドネイビー) 

 

登记内容 

 品牌名字母标记：Carter's 等。大写字母、小写字母也需正确输入。没有字母标记的可省略。 

 (品牌名称片假名标记)：使用半角括号括住(カーターズ)等品牌名。 

 只有正确输入后，顾客才能通过品牌名准确找到商品。 

 

 

 

可 

半角括号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18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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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尺寸 

原则上，只需登记“尺寸”（1.4.1.）即可。但是，婴儿服需同时登记“尺寸贴图”（1.4.2.）。 

1.4.1. “尺寸”登记（全部商品） 

请在卖家中心登记时填入“重要信息”标签内的“尺寸”栏、库存文件登记时在

“size_name”栏中填入“80cm”等尺寸。 

 

1.4.2.“尺寸贴图”登记（仅限婴儿服） 

        请在卖家中心登记时的“详情”标签捏的“尺寸贴图”栏、库存文件登记时的“size_map”栏中，

从“XXX-Small”等多个推荐值中选择最新的一个。 

但是，不可使用 X-Large, XX-Large, XXX-Large, XXXX-Large, XXXXX-Large 

※“尺寸贴图”栏（“size_map”栏）的输入值，会在 Amazon.co.jp“婴儿＆孕妇”＞“婴儿服”页面内

的“尺寸分类”搜索类目中，自动转化为诸如下列儿童的月龄・年龄。 

 “尺寸贴图”栏输入值   自动转换后显示的月龄・年龄 

 XXXXX-Small     0‐3 个月 

 XXXX-Small     3‐6 个月 

 XXX-Small     6‐12 个月 

 XX-Small      12‐18 个月 

 X-Small      18‐24 个月 

 Small      24‐30 个月 

 Medium      30‐36 个月 

 Large      3‐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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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商品规格・商品说明书 

 

商品不是贵公司产品时，请在“商品规格”栏和“商品说明书”栏中输入适用于贵公司的信息。 

登记者特有信息不必登记在商品规格、商品说明书中，应登记在“促销设定”或“状况详情”中。 

 

 

  促销的设定方法：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60951 

 登记信息：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182950 

 

1.6. 颜色和尺寸的变化登记 

 

  所售商品的尺寸和颜色有变化时，需进行相关变化设定，一个主SKU联结一个子SKU。 

  尺寸、颜色都发生变化时，请与同一个主SKU联结。 

 变化主题设定不正确时，Amazon.co.jp可能会删除此商品，敬请悉知。  

 

※详情请查看下面的链接。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8841/ref=su_8841_cont_4073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6095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18295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8841/ref=su_8841_cont_4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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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设定有疑问时，请通过下面的链接联系技术支持（电话或邮件）。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contact-us/contact-amazon-form.html/ 

 

2. 部分商品登记时的注意事项 

2.1. 平行进口商品的登记 

 

  销售平行进口商品时，请遵守如下规定。 

 

- 产品代码 

除国内正规进口代理店销售的进口商品（以下“正规进口商品”）以外，请取得 JAN/EAN/UPC代

码。 

- 商品详情界面 

除国内正规进口代理店销售的进口商品以外，请登记在平行进口商品的商品详情界面（ASIN）。 

- 商品名 

为了与正规进口商品进行区分，请明确标示为【平行进口商品】。 

范例：●●（品牌名） 婴儿沙发 【平行进口商品】 

- 价格 

 参考价格中请不要填入正规进口商品的价格。 

- 商品の规格・说明 

下列项目中，如与正规进口商品有差异，请明确标示。 

a. 包装形态（或根据包装难以判别新品・二手货时） 

b. 来自厂商的商品品质、安全性、有效期等保证 

c. 操作说明书、成分、原产地、商标等相关说明 

平行进口商品的详情见此处：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936440 

 

2.2. 部分登记规定 

 

在婴儿＆孕妇装专卖商场，诸多登记者的商品中曾有部分商品被报告为假货。因此，在登记如下商品

时，我们要求您提供证明文件，以便判断能否登记。 

 

婴儿背带“ERGO婴儿”的平行进口商品 

【对象商品】 

ERGObaby ERGO婴儿・婴儿 CAREER/黑色 

ERGObaby ERGO婴儿・婴儿 CAREER/驼色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contact-us/contact-amazon-form.html/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93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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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Obaby ERGO婴儿・婴儿 CAREER/银河灰 

ERGObaby ERGO婴儿・婴儿 CAREER/红莓苔 

ERGObaby ERGO婴儿・婴儿 CAREER/神秘紫 

 

【所需文件】 

可证明 ERGObaby  inc.为正品的文件(电子版也可)。 

 

请注意，您提交文件后，我们这边会据此判断能否登记。 

 

※关于本规定，有疑问时请联系技术支持（电话或邮件）。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contact-us/contact-amazon-

form.html/ref=ag_contactus_foot_home 

“库存和商品信息”＞“特定商品的登记许可” 

 

 2.3 海外直送商品的销售 

※海外直送商品时，在发送出货通知后不可以向买家索取关税。 

从海外直送商品时，请遵守以下规定。 

在商品标题上加入【海外直送商品】，由于除国内配送的商品外均需制作 ASIN，所以需要填入如下商品

情况说明。 

此商品是海外直送商品・个人进口商品。无法受到基于日本法律的质量、有效性以及安全性的保证。

个人进口是为了个人使用・消费，由个人承担进口责任，不可将此类进口商品转售给他人。此外，我

们不承认法人提出的购买申请和商用目的的购买申请。由于是海外直送，可能会没有日语说明书。购

买风险属个人负责。此外，如果购买订购数量不适当，则可能会被取消订购。 

关于海外直送商品，即便在国内有类似同款商品流通，我方也不承认两者相同。因此，禁止将面向海外

消费者和批发商的价格作为参考价格。 

2.4 自有品牌品的登记 

  

对于不在本公司生产的无牌商品，增加一些自主元素并作为自由品牌登记时，要遵守如下规定。 

 

(A)品牌名或品牌标志需印在商品本身或包装上。 

(B) 需发布明示(A)项内容的图片。 

(C)商品名中加入品牌名。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contact-us/contact-amazon-form.html/ref=ag_contactus_foot_home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contact-us/contact-amazon-form.html/ref=ag_contactus_foot_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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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品牌名一栏中登记相应品牌名。 

(E)（服装商材的情况）需在衣服上缝制带有品牌名的标签。此外，需将品牌名的标签与线、连锁店

牌、标签扣连起来。 

请注意，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商品一律视为【无牌商品】。 

 

3. 禁止商品・禁止行为 

Amazon.co.jp禁止登记的全部商品在此处，请查看。 

 

禁止商品：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

page.html/ref=ag_200386260_cont_scsearch?ie=UTF8&itemID=200386260 

 

此外，婴儿＆孕妇装专卖店中，要特别注意下列记载的商品登记和信息登记。如果发现商品属于禁止事

项的范围，我们可能会直接删除而不予事前告知。 
 

 

3.1  禁止登记侵犯知识产权等的商品 

 

侵犯或涉嫌侵犯第三方商标权、著作权、作者人格权等知识产权、肖像权及隐私权的商品，禁止登记。 

 

3.2 根据消费生活用品安全法，对消费者生命、身体可能造成危害的产品（PSC 标记） 

 

＜申报义务＞  

消费生活用品安全法将涉嫌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的产品认定为“特殊产品”。 

从事“特殊产品”制造、进口、销售的从业者，必须提前向国家提交从业申报。 

申报时，应该自行检查是否符合特殊产品规定。 
其中，被认定为“指定特殊产品”的产品（范例：婴儿床和配有激光灯的玩具等），需经过上述自我检
查，根据国家指定登记检查机关的判断，可以不进行检查。详情可查看下列链接。 

＜PSC标记＞ 

“特殊产品”及“指定特殊产品”，如果不附带证明各产品合格的各种标记（PSC标记），就不可销

售。 

PSC标记的显示义务，同样适用于平行进口商品，敬请注意。 
 

各种特殊产品和标记一览表：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shouan/contents/mark.htm 

详情请访问经济产业省：“消费生活用品安全法页面”进行确认。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ref=ag_200386260_cont_scsearch?ie=UTF8&itemID=20038626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ref=ag_200386260_cont_scsearch?ie=UTF8&itemID=200386260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shouan/contents/mar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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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生活产品安全法页面：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shouan/index.htm 

 PSC标记相关企业报告的说明资料：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shouan/contents/setsumei2212.pdf 

 
3.3  基于电器用品安全法的电器产品（PSE 标记） 

 

＜申报义务＞ 

电器用品安全法将电器用品分为以下２个项目。 

 由于“特定电器用品”构造、使用方法及其他使用状況产生危险、故障风险的电器用品 
 “特殊电器用品以外的电器用品” 特殊电器用品以外的电器用品 

开展电器用品制造和进口业务时，根据上述电器用品区分，需要向经济产业局等进行申报。 

 

＜标准适合义务与适合性检查＞ 

经营的电器用品是特殊电器用品时，申报者必须在销售前接受登记检查机关的技术标准适合性检查，取

得并保存适合性证明书。 

 

＜PSE标记＞ 

从事电器用品制造、进口、销售的从业者，有义务将“PSE标记”显示在商品上。 平行进口商品也包

含在内。请注意，没有 PSE 标记的商品无法进行登记。 

请确认经营的商品是否属于 PSE标记显示对象，是否显示了 PSE 标记。 

申报相关详情、PSE 标记的概要以及 PSE标记的对象商品的参考资料：  

经营产业省：PSE概要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denan/outline/hou_outline.htm 

经营产业省：PSE对象商品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denan/kaishaku/taishou_hitaishou/shuruibetsu.h

tm 
 

 

3.4  基于家庭用品质量表示法的に产品区分质量表示义务 

家庭用品质量表示法では、１）纤维产品、２）合成树脂加工品、３）电器机械器具以及４）杂货工业

品的４部门的政令所指定的商品，有如下表示义务。 

对象商品范例：婴儿服、哺乳用品等 

特别是进口商品，有使用外语进行不确切标示导致无法追究外国企业责任的事情发生。所以进口商向国

内销售进口商品时必须对之配有与国产商品相同的表示内容。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shouan/index.htm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shouan/contents/setsumei2212.pdf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denan/outline/hou_outline.htm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denan/kaishaku/taishou_hitaishou/shuruibetsu.htm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denan/kaishaku/taishou_hitaishou/shuruibets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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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旧衣服 

 

婴儿用、孕妇用的旧衣服也可登记。但是污迹明显的内衣、服装不可登记。 

此外，符合旧货营业表中的“旧货营业”时，需根据营业所所在地取得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为的许可。获得该

许可编号后，请将其显示在登记者信息中。 

旧货营业法：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4/S24HO108.html  

旧货营业相关 警视厅主页面： 

http://www.keishicho.metro.tokyo.jp/tetuzuki/kobutu/kobutu.htm 

 

4.1. 商品名 

 

商品名请按如如下方式登记。 

 【旧衣服】 品牌名(日语标记・英语标记) 商品分类名 系列名 尺寸  颜色  材料  

型号 
 

 

 

 

 

下划线处为必填事项。 

范例）【旧衣服】MIKI HOUSE裙子 90cm 红色 针织物 

  【旧衣服】防水布(BURBERRY) 连衣裙 80cm 条纹 

 

4.2. 情况状态 

请根据旧衣服的状况设定情况标签。各种情况的标签说明如下所示。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1831 

5. 商品的入数 

 

使用 2个以上的单品销售 JAN/UPC/EAN编码来搭配销售时，需输入商品的包装/套数（item-

package-quantity）。请确保商品名中含有包装数量/套数/箱数。 

半角空格隔开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4/S24HO108.html
http://www.keishicho.metro.tokyo.jp/tetuzuki/kobutu/kobutu.htm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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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范例 

korbell尿布壶専用 更换卷 3P            → item-package-quantity =1 

korbell尿布壶専用 更换卷 3P×6個套 →  item-package-quantity =6 

 

设定商品的包装/套数(item-package-quantity）后，根据项目中输入的数量会生成ASIN。  

 

范例：http://www.amazon.co.jp/s/ref=nb_ss?__mk_ja_JP=%83J%83%5E%83J%83i&url=search-

alias%3Daps&field-keywords=4901480130019&x=0&y=0  

※文具・办公用品商品的范例。 

1个 JAN编码制成的 ASIN 数量上限为 10ASIN，请根据规则进行登记。登记的商品数量超过上限

时，请删除部分商品。 

 

 

注： 请注意，不可使用箱子 JAN进行单品销售。 

http://www.amazon.co.jp/s/ref=nb_ss?__mk_ja_JP=%83J%83%5E%83J%83i&url=search-alias%3Daps&field-keywords=4901480130019&x=0&y=0
http://www.amazon.co.jp/s/ref=nb_ss?__mk_ja_JP=%83J%83%5E%83J%83i&url=search-alias%3Daps&field-keywords=4901480130019&x=0&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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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福袋登记 
对于福袋，请使用除了单品销售的 JAN/EAN/UPC编码之外的编码。 

此外，进行登记时务必遵守下列准则。 

 商品名 

请在商品名中输入“福袋”等文字，以便明示此非单品销售。此外，商品名要能够表明商品内容、性

别、颜色、尺寸等信息。 

输入范例 

[品牌名] 婴儿用尿布罩 L尺寸、 布尿布 2点福袋 

 商品的规格・说明 

请在商品说明栏中记录福袋商品的内容。(尺寸也要记录） 

 商品照片 

请不要发布袋子和效果图，而是要发布实际发送的商品的图片。 

 

 

 

 

 

 

 能否退货 

可以退货。买家希望退货时，需依据 Amazon退货规定申请退货。(但是，向 Amazon.co.jp登记

时，依据所同意的合同中的退货条款。) 

 品牌名及厂家名 

请登记品牌名。不可将『 福袋 』作为品牌名。附带内商品品牌混合时，请输入『 Various 

Brand（多个品牌） 』。 

 可以预约销售。 

 

※详情请查看下列链接。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itemID=200329080#fukubukuro 

  

OK NG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help-page.html/?itemID=200329080#fukubuk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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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图片登记指南 

发布的主图片显示在检测结果及产品详细页面中。点击辅助图片的话它会显示在产品页面的主图片

栏中。 

 

 

主图片登记时的注意事项 

 产品图片要占全部图片的 85%以上。  

  要正确展示产品，并且只能展示要出售的产品。请尽量减少搭配品。 

  在主图片中不能使用图表或插图。非产品附属的饰品、给消费者带来误解的搭配品、非产品一部分的文

字、商标、水印、插图也均不可使用。  

  格式：可以使用 JPEG (.jpg)、TIFF (.tif)、GIF (.gif)、PNG(.png)格式。（推荐使用尺寸小，能够

快速处理或上传的 JPEG格式。） 

 色彩模式：RGB 

 主图片的背景请使用纯白色。纯白色的 RGB值为(255, 255, 255)，可以很好的与 Amazon.co.jp的产品

检索页面及产品详细信息页面相协调。 

 尺寸：图片文件的最长边需要在 500像素以上。强烈推荐使用符合基准的图片。为了在产品详细信息页

面上实现缩放功能，图片的最长边均需达到 1000像素以上。 

【关于例外】 

主图片 

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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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产品本身是白色，而在白色背景下拍照会导致轮廓不清晰的产品，或者由于没有背景而造成  

的产品尺寸及特征都不明了的情况下，请在淡色背景（蓝、灰等）下进行拍摄。 

② 主图片的背景颜色事前已用白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制作时，仅可使用淡蓝、淡灰的颜色。 

范例之外的恰当例子 : 

 

 

 

 

 

正确主图片范例 

 
    

 

 

 

 

 

 

 

错误主图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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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商品登记类目的期望 

 

以下产品按照 Amazon 内的类目进行如下分类。其次，商品登记类目请参照浏览树指南(BTG) 

(https://images-na.ssl-images-

amazon.com/images/G/01/rainier/help/btg/jp_baby_browse_tree_guide._TTH_.xls)。 

 

商材 类目 浏览节点 浏览节点 ID 

奶粉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食品/婴儿

食品/牛奶 

71430051 

婴儿食品/米饭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食品/婴儿

食品/米饭 

 

71427051 

婴儿食品/面类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食品/婴儿

食品/面类 

71428051 

婴儿食品/甜食・糕点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食品/婴儿

食品/甜食・糕点 

 

71429051 

婴儿食品/蛋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食品/婴儿

食品/蛋 

 

71424051 

婴儿食品/肉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食品/婴儿

食品/肉 

 

71425051 

婴儿食品/蔬菜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食品/婴儿

食品/蔬菜 

 

71423051 

婴儿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食品/婴儿

食品/饮料 

 

71431051 

婴儿食品/鱼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食品/婴儿

食品/鱼 

71426051 

纸尿布 健康&美丽 健康＆美丽/婴儿护理・

孕妇/尿布 

170329011 

 

上述准则是为了提高 Amazon.co.jp 的用户体验，敬请理解和遵守。 

https://images-na.ssl-images-amazon.com/images/G/01/rainier/help/btg/jp_baby_browse_tree_guide._TTH_.xls
https://images-na.ssl-images-amazon.com/images/G/01/rainier/help/btg/jp_baby_browse_tree_guide._TTH_.x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