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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引
・在新登录商品时，请按照本指引的要求进行登录。若不遵守，本公司将对相关商品进行下架处理，敬请
理解。
・若希望出品的商品已经有商品目录，但其商品目录不符合本指引要求的，请与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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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角演商品的商品登录

1.1 角演商品的定义






Amazon.co.jp 关于角演商品使用以下的定义。
 角演商品：为了扮演动漫、游戏、电影、电视剧等中的出现人物的角色而使用的服装、饰
物等商品。
 不仅是扮演原有角色的物品，还包括预想在各种角演活动中使用的服装。
例如：女佣服、哥特式＆洛丽塔・服饰、裙撑、女巫服、猫耳
 也包括聚会中使用的装扮饰物。
例如：橡胶面具、紧身衣、玩偶服
 与以下的颜色情/成人商品、紧身内衣不同。
o 颜色情/成人商品：作为其商品本质，在图片、商品名称、商品说明中暗示用于颜
色情/成人行为的商品。包括下面举例的商品，并非仅限于此。
：并非用作内衣的连体丝袜和胸罩
：发生性行为时使用的装束。
o 紧身内衣：作为内衣或睡衣使用的商品。
出品位置项目
 角演商品、聚会物品：
玩具&爱好类项目
 紧身内衣：
服装&时尚饰物类项目
 颜色情/成人商品：
健康&美容类项目
 不符合以上分类的紧身内衣：
健康&美容类项目
※关于在服装&时尚饰物类、健康&美容类项目出品，请对各项目的商品登录规约・指针等
进行确认后再进行。
出品位置项目的判断
 根据以上的定义，Amazon.co.jp 保留对各商品出品位置的解释及决定权，有可能会将错误
出品的商品变更为恰当的项目。

1.2 商品名称
角演商品的商品名称请按照以下规则进行登录。
 【角演】+作品名称+角色名称+服装・饰物名称+尺寸+颜色
例如：【角演】凉宫春日的忧郁 凉宫春日 县立北高中制服 女性 M
 其他注意事项
o 作品名称・角色名称未获得版权所有者的许可不得记载
o 空格请使用半角空格输入
o 请不要使用半角片假名
o 英文数字、连字符号请使用半角输入
o 不能使用 Type 1 High ASCII 字符及其他特殊字符、设备专有字符
o 促销、折扣率、超便宜、免运费、限定预约、进货时间、季节等，不能添加在商品
名称中
o 请不要使用与原商品名称无关的文章及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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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商品的规格・说明





请在商品的规格中输入以下项目。
 作品名称・角色名称
例如：名侦探柯南 江户川柯南
但是，未获得版权所有者的许可不得记载
 版权所有者的许可
例如： （C）青山刚昌／小学馆・读卖电视台・TMS 1996
 套装内容
例如：头饰・上衣・短裙・领结・手套
 材质
例如：内衣・・・尼龙 85% 聚氨酯 15%
夹克・・・聚酯纤维 100%
 尺寸
例如：身高 155～160cm 胸围 81～88cm 腰围 61～66cm 臀围 88～93cm
在商品的说明中，记述在商品名称及商品的规格中未能完全说明的商品特点等。
例如：夹克中带有衬底。金属牌可以拆卸。
在商品的规格・说明中，请不要记载出品人独自的信息。
不恰当的示例：订单日开始 3 个工作日后配送、可散卖、邮件订购、可定制

1.4 商品的图片
关于商品的图片，请遵守以下的指引。
 主图片可以出现模特，但是若过度暴露的服装及姿势有可能被认定为淫秽或低级趣味，不
能进行登载。
 Amazon.co.jp 保留对被认定为淫秽或低级趣味的图片・姿势进行的解释及决定权，根据角
演商品的定义有可能会将商品变更为恰当的项目。此外，还有可能要求出品人对图片进行
删除或变更。
 肖像需在获得模特或模特所属机构等的许可后才能刊登。
 对于因第三者提出并主张侵害肖像权相关的一切要求、判决、损害及费用（包括合理的律
师报酬等），Amazon.co.jp 及相关公司均将获得补偿、保护、免责。
 不得刊登裸体图片（胸部、生殖器、臀部等）。不得刊登模特穿着透明衣物并可以看见生
殖器或胸部／乳头的图片及、淫秽具有性挑逗的图片。也不得刊登对其进行了图片处理后
的图片。

1.5 浏览节点
在库存文件的浏览节点中，请明确记载用作角演商品 ID 的 2189387051。

1.6 关于自有品牌商品的出品
对于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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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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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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类商品请遵守以下规定。
在商品上缝上记载有品牌名称的标签。或者将记载有品牌名称的标签使用线、吊链、标签针等附
在衣服上。
未满足以上条件的商品均作为【无品牌商品】，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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