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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兴趣商品登记指南 

新的商品进行登记时，必须填写下面的项目。 

 商品名 

 商标名/厂商名 

 图片 

 商品规格或商品说明 

 浏览节点 ID 

 

 

1. 商品名登记 

参考相应的商品类型，为了使商品名准确传达商品信息，请用半角空格隔开并按照下面的排序进行设

定。 

 

基本规则： 

[商标] [系列/玩偶] [商品名] [尺寸] [颜色] [材料] [型号] [BOX] [(食玩)] 

※除了[商品名]外，不属于构成要素的可以省略。 

[商标]  商标名を记载。（与商品名重复时可省略） 

[系列/玩偶] 记载系列名或玩偶名。（与商品名重复时可省略） 

[商品名]  记载商品的正式名称。 

[尺寸]  仅在有尺寸不同的商品或尺寸代表了商品特征时进行记载。 

 ※因尺寸不同而进行变化设定时，不可把尺寸加入商品名。 

[颜色]  仅在有颜色不同的商品时。 

[材料]  仅在有材料不同的商品或材料代表了商品特征时进行记载。 

[型号]  记载厂商型号。 

[BOX]  当食玩、交易卡等作为 BOX 销售时，进行记载。 

[(食玩)]  商品为食玩时，记载为 (食玩)。 

 

【注意点】  

・ 各自用半角空格隔开。 

・ 包含空格在内的全角 50 字以内。 

・ 片假名需要全角输入。（半角片假名不可使用） 

・ 空格、字母数字、连字符需要半角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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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要包含于原本商品名无关的形容、特写副本和标记。 

错误例子：“流行”“简单”“马上可以”“！”“☆”“♪”“完美的礼物”“免运费” 

・ 系列名和商品名等重复时，请省略系列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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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信息登记中的禁止事项】 

・ 以下词语不可用于商品名。 

 免运费 

 预约（也可用“预约特典”） 

 免费 

 特价 

 新品 

 新作 

・ 免运费时，请不要包含商品名，按照下列方法设定。 

i) 限期免运费时：在促销设定中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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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无限期时：在运费设定中更改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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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要包含[促销、OFF 率、减价]等词语，按照如下方式设定。 

关于 OFF 率， MSRP→建议零售价・定价を输入、SalePrice→输入促销价格。 

 

 

2. 商标(Brand)登记 

为了更方便买家，登记合适的商标名称是十分重要的。事先在 Amazon 网站内搜索新登记的商品

的商标名，确认此商标名的表述可以联系到更多商品。顾客一般会点击关联商品最多的商标名。 

玩具&兴趣店中，通常情况下，海外商标也建议使用日语标识。平行进口商品时，使用日语标记也

会提高被买家搜索到的几率。全部是字母是请按照下面的方式“假名标记+半角空格+(字母标记)”

来综合标识。 

例子： レゴ (LEGO) 

此外， 商标名和厂商名请登记为相同的名称。 

 

 

3. 图片登记 

目录中登记的全部图片，都必须遵守本指南的使用规定和合同条件，必须获得发布的权利或许可。 

 

3.1. 主图片登记的重要性 

    商品主图片是提高顾客购买动机的一大工具，对于吸引顾客从搜索结果页面进入商品详情页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为了避免顾客的误解，有必要使用容易理解、像素高的图片。 

 

 

 

  搜索结果一览页面例子: 

https://sellercentral-japan.amazon.com/gp/help/60961
https://sellercentral-japan.amazon.com/gp/help/20021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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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图片基本指南 

i) 主图片背景请尽量使用白色。但是，如果商品本身是白色而白色的背景会隐藏商品本身，

如果没有背景就难以显示商品尺寸和特点，如果背景颜色较浅（蓝色、灰色等），此时可

以使用其他材料（布、纸等）共同显示商品。此时，请着重于凸显商品本身（背景不可比

商品本身显眼）。 

ii) 请使用以商品本身为中心进行的特写大图。 

iii) 多个商品成套销售时，请使用能表现成套内容的图片。商品的特点是附件不同时，请使用

易于了解附件的图片。 

iv) 搜索结果一览和商品详细页面中，主图片和商品名会一同放大显示。商品名要尽量限定字

数，但又不能因此招致误解。 

 

3.3. 主图片禁止事项  

禁止使用下列导致商品内容难以理解、容易导致顾客误解的因素。为了避免纠纷发生，请务必遵

守。对商品名进行补充说明时，也禁止使用如下元素。 

文字 (禁止使用泄露发布人名称的文字) 

A) 网格线 

B) 与实际销售个数不符的图片 

C) 将颜色、尺寸等变化一并拍摄的图片 

D) 图中出现不属于销售商品的物品，导致顾客误解 

 

NG 主图片例子 1: 在“サイコロ 青”销售的商品中，包含其他颜色的图片。顾客很可能误认为这是全部

颜色的成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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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例子主图片例子 2: 照片中出现网格线、文字，导致商品本身不显眼。 

        

 

NG 主图片例子 3: 难以判断哪个是商品本身，所售商品是什么。 

   

理想的主图片 

          

 

4. 浏览节点的登记 

4.1. 浏览节点和浏览树 

Amazon 为了让买家能更轻易地搜索到商品，将各类型商品进行了分类。商品类型中像枝叶一样

分类的脉络就是“浏览节点”，各个浏览节点的编号称为“节点 ID”。所有细化的分类项目组成

了“浏览树”(浏览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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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节点中有如下 2 种节点，他们用途不同。 

 分支节点(枝节点)：除去末端节点之外浏览节点。进行店面设计时使用。不用于商品登记。 

 叶节点(叶节点)：作为最终地点的末端类型的浏览节点。用于商品登记。 

 

浏览树会作为导航显示在 Amazon.co.jp 网站的左侧。 

 

 

 

4.2.  叶节点的登记方法 

请首先参考卖家中心内的浏览树指南(BTG)，然后搜索并登记相应的商品叶节点 ID。浏览树指南内

以黑色字体显示的是叶节点，用于商品登记。灰色字体代表分支节点，此处不可用。 

NO 2189602051 玩具/游戏 

YES 2189613051 玩具/游戏/纸牌 

 

※浏览树指南在此处下载。 

【注意】 附带糖果食玩，必须选择“食玩”专用叶节点。（记录在兴趣专用浏览树指南。） 

 

5. 商品规格、商品说明 

商品规格中，请登记商品性能、尺寸、材料、附属品等商品概况和や规格等一般性说明。商品规格会分条

显示在商品页面上。 

商品说明中，请登记客观易懂的商品试用方法和介绍文。 

【注意点】 

叶节点 

分支节点 

浏览树 

http://www.amazon.co.jp/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help_search_1-1?ie=UTF8&nodeId=200727080&qid=1390357983&s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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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Amazon 中一个商品页面是由多个发布人共享的，所以请不要记录发布人个人信息。对于

单独提供的免运费信息和礼品等，请使用促销功能来宣传。 

・ 请遵守景表法和药品法，客观登记商品说明。禁止主观夸大商品效果。 

・ Type 1 High ASCII 文字 (®, ©, ™等)和其他特殊文字不可使用。 

 

6. 筛选功能 

Amazon 为了方便买家轻松搜索商品，对商品类型进行了区分。各类型被进一步细化到分类项目中。

买家可针对浏览色商品进行对象（男・女）和尺寸筛选，这就是筛选功能。 

例子：“布・布料”的商品栏中，颜色被筛选为“红色”，材料为“聚酯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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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筛选项目・值 

根据商品特性，按照商品类型设定顾客常用的筛选项目。 

关于各种筛选项目，请查看浏览树指南的筛选项目链接。 

※浏览树指南在此处下载。 

对于网站上显示的筛选项目，浏览树指南中未记载的项目，Amazon 系统会自动检测、区分登记信

息。（附带方法请参考下面的“6.2. 将商品关联到自动筛选项目的方法”）。特别是有很多通过对象

年龄や对象性别、玩偶名、系列名进行的筛选搜索，请务必登记合适的商品信息。 

筛选项目可能会随着商品分类项目（浏览）的改编追加・变更。进行商品登记时，请从浏览树指南中

确认最新的筛选项目和数值。 

 

6.2. 将商品关联到自动筛选项目的方法 

i) 通过搜索关键词语识别 

系列名和玩偶名可通过搜索关键词语等进行识别。通过卖家中心进行商品登记时，请在商

品登记画面的［商品详细信息: 推荐］中的“搜索关键词语”一栏输入相应的数值。使用

库存文件模板进行商品登记时，在“SearchTerms1～5”项目中输入相应的数值。 

ii) 请注意，如果输入值与筛选值不一致，就无法正确关联。请使用英文字母、假名以全角状

态进行登记。 

iii) 除上述以外：对象年龄、性别等会根据下面登记的项目进行判别，请根据需要准确填写。 

（厂商推荐最小年龄、厂商推荐最大年龄、对象性别） 

 

6.3. 商标（Brand）筛选 

商品登记时输入的商标(Brand)也是自动筛选功能的对象项目。为了更方便买家，登记合适的商标

名称是十分重要的。事先在 Amazon 网站内搜索新登记的商品的商标名，确认此商标名的表述可

以联系到更多商品。顾客一般会点击关联商品最多的商标名。 

 

http://www.amazon.co.jp/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help_search_1-1?ie=UTF8&nodeId=200727080&qid=1390357983&s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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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筛选功能的显示区域 

 

 

7. 变化设定 

这是指在销售按尺码展示的商品时，为了顾客更易选择而在商品页面进行的设定。玩具＆兴趣店中，只

可以设定尺寸的变化。请在此处进行登记。 

 

【注意点】  

顾客在选定商品时，特别是对于尺寸等重要选项，推荐您不要进行变化设定，而是作为其他商品登记。

（例子：不同尺寸的玩偶等） 

 

8. 禁止商品・禁止行为 

对于 Amazon.co.jp 全网站的禁止商品，请阅读此处。此外，玩具＆兴趣类型中，特别是如下记载的商

品，需要您在发布商品和登记信息时特别注意。如果网站发现商品违反了规定，可能会在不告知您的情

况下删除商品。 

 

8.1. 涉嫌违法改造的气枪・模型枪零件禁止发布 

除了枪刀法的规范对象——气枪和模型枪外，其零件中涉嫌违法的通电零件、金属零件也不得发布。 

参考资料：  

不安全的玩具类・刀剑 

http://www.seisyounen-chian.metro.tokyo.jp/seisyounen/pdf/10_eiga_tosyo_ichiran/gangu24.pdf 

 

8.2. 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禁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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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禁止发

布。 

 

https://sellercentral-japan.amazon.com/gp/help/help.html/ref=ag_8831_bred_8841?ie=UTF8&itemID=8831&language=ja_JP
http://www.amazon.co.jp/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hp_left_sib?ie=UTF8&nodeId=1085374
http://www.seisyounen-chian.metro.tokyo.jp/seisyounen/pdf/10_eiga_tosyo_ichiran/gangu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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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有性爱描写的商品的成人设定 

有性爱描写的商品或涉嫌类似描写的商品，如没有成人标志设定(＊)，则禁止发布。 

特别是“鼠标垫”“抱枕套”等物品，常常是整个家庭共同搜索商品，因此顾客多不希望结果中出现

性爱描写。为了防止这样的顾客看到性爱描写，下列商品上务必设定成人标志。 

i) 商品名中含有“胸部”等涉嫌性爱语言的商品な 

ii) （例子：胸部鼠标垫等） 

iii) 抱枕套上含有（印刷）有动漫内容——身体暴露过多的人物和性爱姿势的人物 

(＊)在库存管理的“详细编辑”的“详细”标签内，勾选“成人商品”选择框，或者在库存文件的

“成人商品”项目中设定为“true”并提交。 

 

8.4 根据消费生活用品安全法，涉嫌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的商品（PSC 标识） 

＜申报义务＞ 

消费生活用产品安全法将涉嫌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的产品认定为“特定产品” 

从事“特定产品”制造、进口或销售的业务人员，必须事前向国家进行申报。 

申报时，请自检是否符合特定产品的标准。 

其中，被认定为“其他特定产品”的产品（例子：婴儿床和激光灯玩具等），除了需要上述自检外，

还需要接受国家指定登记检查机关的检测。详情请参考如下链接。 

＜PSC 标识＞ 

“特定产品”及“其他特定产品”如果没有证明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标志（PSC 标识），则无法销

售。 

PSC 标识的表示义务同样适用于平行进口商品。 

各种特定产品和标识一览表：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shouan/contents/mark.htm 

详细情况请查看经济产业省：“消费生活用品安全法页面”。 

消费生活产品安全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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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识相关业务申报的说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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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基于电器用品安全法的电器产品（PSE 标识） 

＜申报义务＞ 

电器用品安全法中，电器用品可被分为以下 2 类。 

i) “特定电器用品” 

根据构造、使用方法或使用状况可能造成危害、故障的电器用品 

ii) “特定电器用品以外的电器用品” 

特定电器用品以外的电器用品 

从事电器用品制造或进口业务时，需遵守上述电器用品区分规定，向经济产业局进行业务申报。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shouan/contents/mark.htm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shouan/index.htm
http://www.meti.go.jp/policy/consumer/seian/shouan/contents/setsumei22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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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合格义务和合格性检查＞ 

申报业务者所售电器用品是特定电器用品时，必须在销售前接受登记检查机关的技术标准合格性检检

查，获得合格证书，并进行保存。 

＜PSE 标识＞ 

从事电器用品制造、进口或销售业务的人员，有义务在商品上添加“PSE 标识”。 平行进口商品同样

如此。请注意，没有 PSE 标识的商品，不可发布。 

请确认经营的商品是否归属 PSE 标识表示范围，是否已使用 PSE 标识。 

 

申报详情、PSE 标识概况及 PSE 标识对象商品的相关参考资料：  

经济产业省：PSE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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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涉嫌危害婴幼儿健康的直接接触品 

＜进口申报＞ 

食品卫生法对于涉嫌危害婴幼儿健康的直接接触商品，根据食品卫生法实施规范，将其分为以下 3 个

项目。 

A. 与婴幼儿有口腔接触及类似性质的玩具 

B. 装饰性玩具（婴幼儿用来装扮的玩具。）、贴纸、不倒翁、假面具、折纸、玩具车、益智玩具、

积木、电话玩具、动物玩具、气球、方块玩具、球、过家家工具 

C. 与前面的玩具配套娱乐的玩具 

进口、销售相应的商品时，必须遵照食品卫生法，向检疫所进口食品监视担当窗口进行申报。详情请

参考下面的链接。 

食品卫生法：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2/S22HO233.html  

食品卫生施行规则：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3/S23F03601000023.html  

进口商谈窗口： http://www.mhlw.go.jp/topics/yunyu/soudan/index.html  

厚生劳动省检疫所“进口食品等商谈指导（事前商谈）：

http://www.forth.go.jp/keneki/tokyo/kanshi/01top.htm 

检疫所名单： http://www.mhlw.go.jp/general/sosiki/sisetu/ken-eki.html 

＜规格标准＞ 

务必遵守玩具及其原材料的规格标准。详细请参考以下资料。 

厚生省：食品、添加物等的规格标准：http://www.mhlw.go.jp/topics/bukyoku/iyaku/kigu/dl/5.pdf  

 

8.7. 私人商标品的发布 

对于非本公司制造的无商标商品，加入一些自主元素后作为私人商标品发布时，必须遵守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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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e-gov.go.jp/htmldata/S22/S22HO233.html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3/S23F03601000023.html
http://www.mhlw.go.jp/topics/yunyu/soudan/index.html
http://www.forth.go.jp/keneki/tokyo/kanshi/01top.htm
http://www.mhlw.go.jp/general/sosiki/sisetu/ken-eki.html
http://www.mhlw.go.jp/topics/bukyoku/iyaku/kigu/dl/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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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商标名或商标 LOGO 必须印制在商品本身或商品包装上。 

２）提供可以明确展现１）中内容的图片。 

３）在商品名处记载商标名。 

４）在商标名栏登记合适的商标名。 

※ 服装商材商品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记载有商标名的标签要缝制在衣服上。或者，使用绳线、链条将带有商标名的标签系在衣服上。 

请注意，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全部作为【无商标品】发布。 

 

9. 平行进口商品的登记  

销售平行进口商品时，务必遵守下列规定。如不遵守规定，则商品可能被下架。 

 

A. 产品编码 

除去国内正规进口代理店销售的进口商品（以下简称“正规进口商品”），请另行取得 JAN/EAN/UPC

编码。 

B. 商品详细页面 

除去国内正规进口代理店销售的进口商品，请发布在平行进口商品详细页面（ASIN）。 

C. 商品名 

为了与正规进口商品区分，请在商品名的最后明确标记为【平行进口商品】。 

例子：REGO 忍者围棋 超声・雷德 9449 【平行进口商品】 

D. 价格 

参考价格中不得输入正规进口商品的价格。 

 E. 商品规格・说明 

请明确标识以下内容，与正规进口商品明确区分。 

a. 包装状态（或根据包装状态难以分辨是新品・二手货时） 

b. 不适用于日本国内厂商的产品保证，而是由发布者个人独自保证时，需要明示保证内容 

c. 操作说明书、成分、生产国、商标等相关说明为外语表示时 

d. 附属品的有无以及同正规品的差异 

※ 请注意，平行进口商品也适用于“８．禁止商品・禁止行为”的规定。此外，违反日本法令的商品也

不得在 Amazon.co.jp 中发布、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