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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相机商品登录方法 

1 关于商品名称 

  商品名称记载的共同规则如下所示。每件商品的详细规则请参考下表「每件商品的商品名称 

  记载规则」。此外，对于表中未记载的商品，请按照共同规则登录商品名称。 

   

  ■共同规则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一般名称） （商品名称）（特征 1） （特征 2） （颜色 ）（型号） 

 

■例如  

 Nikon 数码单反相机 Df 50mm f/1.8G Special Edition 套装 银色 DFLKSL 

Velbon 三脚架架 拉杆型 EX-440 4 段 带有小型 3Way 云台快装板 铝制 

 

■每件商品的商品名称记载规则 

分类 详细 商品名称 

数码相机 袖珍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一般名称 数码相机] [商品名称] 

[两大特征 像素、放大倍率、防水、液晶尺寸、内存容量

等] [颜色] [型号] 

数码相机 无镜单反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一般名称 无镜单反] [商品名称] 

[随附镜头套装内容] [颜色] [型号] 

数码相机 数码单反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一般名称 数码单反] [商品名称] 

[随附镜头套装内容] [颜色] [型号] 

摄像机 摄像机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一般名称 摄像机] [商品名称] [放

大倍率、内存容量等] [颜色] [型号] 

可换镜头 摄像机用 

电池组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一般名称 锂离子电池等] [商品名

称] [对象机种] [特征] [颜色] [型号] 

三脚架・独脚架 独脚架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一般名称 三脚架 or 独脚架 or 桌

面三脚架/独脚架 or 三脚架/独脚架配件] [商品名称] [段

数] [尺寸 根据管径进行分类 大型：30mm-36mm 以上 中

型：25mm-30mm 小型：-22mm 以下 ] [云台※若有需记载云

台类型，若无只需记载脚架] [材料] [型号] 

三脚架・独脚架 三脚架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一般名称 三脚架 or 独脚架 or 桌

面三脚架/独脚架 or 三脚架/独脚架配件] [商品名称]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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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尺寸 根据管径进行分类 大型：30mm-36mm 以上 中

型：25mm-30mm 小型：-22mm 以下 ] [云台※若有需记载云

台类型，若无只需记载脚架] [材料] [型号] 

三脚架・独脚架 桌面三脚架・ 

迷你三脚架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一般名称 桌面三脚架/迷你三脚架] 

[商品名称] [型号] 

三脚架・独脚架 云台・固定头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一般名称 带手柄云台 or 自由云台 

or 摄像机用云台 or 3Way 云台等] [商品名称]  [材料] 

[型号] 

照片整理・保管 相册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商品分类] [系列名称] [尺寸] ［张

数/面数］ [材料] [手柄] ［颜色］[型号] 

照片整理・保管 相框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一般名称 相册架 or 相册 ] [系列

名称] [商品名称] [尺寸 A4 or A6 等] [特征] [颜色] [型

号] 

照片整理・保管 照片衬纸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商品分类] [系列名称] [尺寸] ［张

数/面数］ [材料] [手柄] ［颜色］[型号] 

双筒望远镜・望

远镜・光学机

器 

双筒望远镜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一般名称 双筒望远镜 or 单筒望远

镜 or 放大镜等] [系列名称] [商品名称] [立式 or 便携式

等] [○倍○口径] [特征] [颜色] [型号] 

双筒望远镜・望

远镜・光学机

器 

天文望远镜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一般名称 天文望远镜] [系列名称] 

[商品名称] [折叠式 or 反射式等] [口径○焦点距离○] 

[特征] [颜色] [型号] 

配件 照相机・双筒望

远镜用挂件・ 

固定器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商品分类] [系列名称] ［照相机种

类］［手柄］［颜色］[材料] [型号] 

配件 照相机用液晶保

护膜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液晶保护膜］［商品名称］［对应

机种※照相机机身的形状名称 ※有两个以上时使用/分隔记

载］［型号］ 

配件 过滤器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照相机用过滤器 or 照相机用方形树

脂过滤器 or 照相机用方形聚酯过滤器] [商品名称] [过滤

器直径] [过滤器效果] [型号] 

配件 照相机包・盒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商品分类] [系列名称] ［容量 尺

寸］［特征］［颜色］［手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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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数码相框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一般名称 数码相框] [系列名称] 

[商品名称] [画面尺寸 英寸数] [内存容量] [颜色] [型号] 

数码相框、相

框、相册 

照相机用可换镜

头 

[厂家名称（英文标识）] [包括特征的一般名称 镜头的种类 

广角单焦镜头 or 高倍率变焦镜头等] [焦点距离 包括 F 值的

商品名称（到支架名）] [对应传感器尺寸 全尺寸对应 or APS-

C 对应等] [不要输入型号] 

 

 

【注意事项】  

 请将其分别使用半角空格隔开。 

 包括空格在内，请控制在 50 个字以内。 

 空格请使用半角空格输入。 

 请不要使用半角片假名。 

 英文数字、连字符号请使用半角输入。 

 不能使用 Type 1 High ASCII 字符及其他特殊字符、设备专有字符。 

 请不要使用与原商品无关的文章及符号。 

不符合要求的输入示例：「今后开始」「简单」「马上可以」「！」「免运费」「限定」「超便

宜」 

 

2 关于商品种类 

 在商品种类（Product Type）的选择下拉框中，输入商品的种类。请从以下 8 种商品

种类中选择符合该商品的种类。 

 

■商品种类和具有代表性的商品示例  

feed_product_type 商品示例 

Digital Cameras 数码相机机身 

Film Cameras 胶片相机机身・胶片 

Camcoder 摄像机机身 

Camera Lenses 照相机镜头 

CameraBagsAndCases 照相机用包/盒 

CameraOtherAccessories 

照相机用的其他配件 

（过滤器/三脚架/电池/闪光灯/相框/相册等） 

Telescope 望远镜・相关配件 

Binocular 双筒望远镜・相关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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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款式变化 

 
款式变化是指将出品的商品根据不同颜色进行设定为买家提供选择。销售不同颜色的商品时，请进行项

目的设定。（不能进行颜色之外的尺寸等款式设定） 

variation-theme 内容 

Color 设定为可以选择颜色。       例如）红色、绿色、白色等 

 

※所有的「商品种类」都可以设定不同颜色款式变化的主题。 

 

*关于款式变化数据的制作方法，请参考款式变化数据制作指引。 

款式变化数据制作指引 

https://s3.amazonaws.com/seller-guide/jp/MA01017E/MA01017E.htm 

 

4 使用库存文件时的注意事项 
在登录原产国时，请使用大写字母输入。 

*虽然推荐值为小写字母（「jp」「cn」等），但是输入时请使用大写字母（「JP」「CN」）。 
 

 

5 关于平行进口商品的出品 
在家电产品等平行进口商品中，有很多因没有了解相关法规而违反规约的例子。

为了避免违反规约，请对家电产品等平行进口商品出品时的注意事项进行确认。 

 

什么是平行进口商品？ 

 是指通过厂家认可的日本国内正规代理商之外的渠道进口到国内的商品。正规进口商品可以

享受日本的正规进口代理商提供的国内保修服务，包括维修及咨询等所有服务，不会受到任

何差别化对待。 

 此外，由于没有正规进口代理商，对个人进口的自主进口商品即使无法提供持续的维修服务

及厂家的有效国内保修服务时，也定义为「平行进口商品」，因此为了避免买家的误解，请

不要记载为「正规进口品」。 

 预定出品的商品是否符合 Amazon.co.jp 规定的正规进口商品的定义，可以向供货商进行咨

询。 

 

平行进口商品的示例 

 通过海外的正规代理商、海外直营店、免税店、特约店等进货的商品 

 在海外采购直接从海外配送到买家的商品 

▼平行进口渠道和正规代理店渠道（摘自：日本流通自主管理协会） 

https://s3.amazonaws.com/seller-guide/jp/MA01017E/MA01017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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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①：是否标示了 PSE 标识？ 

 电气产品的生产及进口商根据电气用品安全法有义务在商品上标示「PSE标识」。 

 包括平行进口商品也有标示义务，但是也存在没有标示 PSE 标识的商品。 

因此，该商品不能出品。 

 请确认出售的商品是否属于 PSE 标识标示的对象，PSE 标识是否进行了标示。 

 PSE 标识的概要及 PSE 标识的对象商品请打开以下链接进行确认。 
经济产业省：PSE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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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产业省：PSE 对象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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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事项②：是否获得并标示了无线设备的技术标准符合证明？ 

 在日本国内使用无线设备，需要获得该机器符合电波法的技术标准符合证明。 

 在过去发现 Bluetooth 耳机、移动电话、收发器等未获得技术标准符合证明的出品行为。 

 在日本国内使用未获得技术标准符合证明的产品，有可能违反电波法等相关法令。 

平行进口商品出品时的注意事项 

 请确认一下 4 个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①：是否标示了 PSE 标识？ 

 注意事项②：是否获得并标示了无线设备的技术标准符合证明？ 

 注意事项③：是否明确记载为「平行进口商品」并在与正规流通商品不同的商品详

细页面进行登录？ 

 注意事项④：通过 Fulfillment by Amazon （以下简称为 FBA）进行出品时， 

是否作为混合库存交货？ 

 Amazon 将违反法律法规的出品作为是违反规约。 

 即使只有一项不符合的项目也作为是违反规约。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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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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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相关商品进行出品时，无论是否仅限海外使用，都需要根据日本的电波法获得并标示技术

标准符合证明。  

 关于详细内容，请确认以下链接内容、其他各法令规定等。 

 

总务省 电波利用主页 

HOME>电波监督管理的概要>电波监管的概要>电波监管的业务内容>电波的使用规定>技术合格标识、 

无线设备的购买及使用相关事项 http://www.tele.soumu.go.jp/j/adm/monitoring/summary/qa/giteki_mark/index.htm 

 

 

□ 注意事项③：是否明确记载为「平行进口商品」并在与正规流通商品不同的商品详细页

面进行登录？ 

 确认注意事项①和②之后，商品名称请明确记载为「平行进口商品」并在与正规流通商品不同的商

品详细页面进行登录。 

例如）Bose QuietComfort 15 的平行进口商品出品时： 

明确记载为平行进口商品的「B002M38I2U 在【平行进口商品】Bose QuietComfort 15 Acoustic 

Noise Cancelling Headphones 322403-0010」进行出品。 

 必须输入厂家希望零售价格。 

 

平行进口商品的页面示例 

 

 

正规流通商品的页面示例 

http://www.tele.soumu.go.jp/j/adm/monitoring/summary/qa/giteki_mark/index.htm
http://www.amazon.co.jp/%E3%80%90%E4%B8%A6%E8%A1%8C%E8%BC%B8%E5%85%A5%E5%93%81%E3%80%91Bose-QuietComfort-Acoustic-Cancelling-Headphones-322403-0010/dp/B002M38I2U/ref=sr_1_3?ie=UTF8&qid=1320640899&sr=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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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请按照以下项目记载与国内正规流通商品的差别。 

① 包装的状态（以及根据其状态判断新品及二手商品较为困难） 

② 不适用日本国内厂家提供的产品保修政策，由卖家提供独自的保修服务时，需明确记载 

③ 生产国、商品规格、商标相关的说明使用外语进行标示 

④ 配件的有无及其差别 

⑤ 若为电化产品，其电压的差别 

 

 关于平行进口商品的商品登录详细内容，请参阅以下帮助页面。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936440  

 关于平行进口商品的商品登录的疑问，请咨询技术支持部门。 

技术支持部门的联络方式： 

https://sellercentral-japan.amazon.com/gp/contact-us/contact-amazon-form.html/ 

 

 

□ 注意事项④：通过 Fulfillment by Amazon （以下简称为 FBA） 进行出品时， 

是否作为混合库存交货？ 

 由于平行进口商品各自的保修内容不一样，因此禁止在 FBA 进行混合库存保管。 

 平行进口商品交货时，必须粘贴商品标签。请务必粘贴好商品标签后，再向发送中心交货。 

 混合库存的详细情况，请参阅以下帮助页面。 

https://sellercentral-japan.amazon.com/gp/help/ 200141480 

 FBA 的详细情况，请参阅以下帮助页面。http://www.amazonservices.jp/jp/services/fulfillment-by-

amazon.htm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200936440
https://sellercentral-japan.amazon.com/gp/help/help-page.html/ref=ag_200141480_cont_scsearch?ie=UTF8&itemID=200141480
http://www.amazonservices.jp/jp/services/fulfillment-by-amazon.htm
http://www.amazonservices.jp/jp/services/fulfillment-by-amazon.htm
http://www.amazon.co.jp/BOSE-QuietComfort15-%E3%80%90%E5%9B%BD%E5%86%85%E6%AD%A3%E8%A6%8F%E6%B5%81%E9%80%9A%E5%93%81%E3%80%91BOSE-%E3%83%8E%E3%82%A4%E3%82%BA%E3%82%AD%E3%83%A3%E3%83%B3%E3%82%BB%E3%83%AA%E3%83%B3%E3%82%B0%E3%83%98%E3%83%83%E3%83%89%E3%83%9B%E3%83%B3-322403-0010/dp/B002QZBBYQ/ref=sr_1_1?ie=UTF8&qid=1320640899&sr=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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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的注意事项外，在日本销售及使用需要许可证、登录、备案等的商品出品时，请在获

得许可后再进行出品。 

 

6 关于过季商品的出品 

过季商品需获得与日本国内正规流通商品的 JAN/EAN/UPC 编码不同的编码后再登录。此外，登录时请

务必遵守以下规定。 

 

1. 商品名称 

为了与日本国内正规流通商品进行区别，商品名称必须明确记载【奥特莱斯】。 

例如：  【奥特莱斯】PLANEX Xi 对应 LTE 移动路由器 MZK-MR150-O 

 

 2. 商品的规格・说明 

务必将保修・支持的有无、包装的状态、配件的差别等与日本国内正规流通商品的差别进行明确记

载。 

 

7 关于自有品牌商品的出品 

对于自己公司生产的无品牌产品，加上某种独创性作为自有品牌商品进行出品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1） 在商品或商品的包装上印刷或刻印品牌名称或品牌标识。 

2） 将可明确确认 1）的图片进行登录。 

3） 在商品名称上记载品牌名称。 

4） 在品牌名称栏中登录该品牌名称。 

 

未满足以上条件的商品均作为【无品牌商品】，敬请留意。 

 

8 关于商品状态 

请将照相机的二手商品和翻新商品的出品价格设定为与 Amazon.co.jp 的销售价格一样或稍低。作为全

新商品出品时，价格可以自由设定。作为翻新商品出品的商品需要由厂家或翻新商品业者提供维修调整

及保修，敬请留意。作为翻新商品出品时，需事先获得 Amazon.co.jp 的出品许可。 

 

＊全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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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未使用、未开封的与厂家新商品销售的状态相同的包装，随附配件齐全的商品。需要在商品状态详

细描述栏内记载有无厂家的原装保修卡，若有需记载其保修的详细内容，若非厂家原装保修卡的话也需

记载其随附保修卡的保修内容。 

 

＊翻新商品 

是指根据厂家的规格可以正常使用的，经专家检查、清洁、修理的商品。需要随附进行翻新的业者的保

修卡。在商品状态详细的描述栏内需记载「由谁进行了什么样的翻新处理」以及「有保修卡」等相关内

容。此外，若非厂家翻新的商品，在商品状态详细的描述栏内需明确记载非厂家翻新商品，需在买家不

会误解为厂家生产的状态下才能发送商品。 

 

＊二手-基本全新  

看上去未使用的，非常完整的商品。即使外包装塑料膜开封了，商品本身和包装盒都保持和全新商品一

样的状态，完全没有污损的商品。适用于礼品的商品。 

 

＊二手-非常好  

虽然使用过，但是使用功能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保养得非常好的商品。商品及说明书齐全，稍有可忽略

不计的瑕疵污损的商品。完全可以使用的商品。 

 

＊二手-好  

使用次数较多，虽有污损，但是保持较好状态的商品。有说明书，没有影响正常使用问题的商品。包括

可看到笔迹及使用痕迹的情况。完全可以使用，看上去整体印象较好的商品。  

 

＊二手-可使用  

虽有明显的污损，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的商品。有划痕、凹痕、其他表面问题的商品。包装盒或不会直

接影响操作的说明书丢失或破损的情况。可看到笔迹及使用痕迹的情况。 

 

不能出品的照相机  

 存在稍微影响使用问题的照相机商品不能出品。 

 存在稍微影响使用的伤痕的商品同样也不能出品。 

 使用上不可缺少的配件丢失的情况下（说明书除外）不能出品。 

 非法获得的商品，或在安全方面存在问题的商品、成为召回对象的照相机商品不能出品。 

 保修卡的有无、有配件缺失的情况时，请将其详细信息在商品状态详细描述栏中进行记载。但

是，翻新商品没有保修卡时不能出品。 

 面向日本国内使用的照相机商品不能发送到日本之外的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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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在日本的销售及使用，需要获得许可证、登录、备案等的对象商品，在获得许可之前不能出

品。 

 

*若被确认为无法遵守本商品登录规约时，本公司将对相关商品进行下架处理。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