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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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记本商品的商品登录

1.1 商品名称
笔记本商品的商品名称请按照以下规则进行登录。
 日记・订装笔记本
o [厂家名称][yyyy 年版笔记本][（yyyy 年 mm 月开始）*1][品牌/商品名称][材质/颜色*2][尺
寸][型号]
例如：DAIGO 2015 年版笔记本 （2014 年 10 月开始） A4 E1102
例如：日本能率协会 2015 年版笔记本 NOLTY 皮制 A4 2041
*1 2015 年 1 月之后开始时，无需记载。
*2 由于搜索是否为皮制材质的买家很多，若是皮制时请明确记载。此外，同一商品有多种颜色时，
请写清楚颜色。
 活页笔记本
o 〔厂家名称〕〔活页笔记本〕〔品牌/商品名称〕][材质/颜色*][〔尺寸〕〔型号〕
例如：RaymayFujii 活页笔记本 达芬奇 超级罗伊斯皮革 圣经大小 DB482B
*由于搜索是否为皮制材质的买家很多，若是皮制时请明确记载。此外，同一商品有多种颜色时，请
写清楚颜色。
 活页笔记本活页
o [厂家名称][yyyy 年版活页][（yyyy 年 mm 月开始）*][品牌/商品名称] [尺寸][型号]
例如：日本能率协会 2015 年版活页 Bindex 月度日记 迷你 PD052
* 2015 年 1 月之后开始时，无需记载。
o 其他活页
〔厂家名称〕〔品牌/商品名称〕〔活页的种类〕〔尺寸〕〔型号〕
例：RaymayFujii 达芬奇加量笔记本 6.5mm 划线笔记本 圣经大小 DR337L
 笔记本饰件
〔厂家名称〕〔品牌/商品名称〕〔尺寸〕〔颜色〕〔型号〕
例：Designphil 绿色 封带 Snap13 粉红色 82162006
 其他注意事项
o 建议在全角 34 个字符内输入。这是 Amazon 网站内外的搜索结果页面中不会被省略显示的参考字符
数。
o 包括空格在内，请控制在 50 个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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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年月」请按照「公历+月+开始」的顺序输入。
请注意在标题中不要包含年号和结束年月。
例如：
○2014 年 1 月开始
×平成 26 年 1 月开始、14 年 1 月开始、2014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
o 关于品牌名称的标示，请不要以出品人个别来判断，而是要向厂家确认正确的标示（日文/英文/大写
字母/小写字母等）后再输入。
o 品牌和厂家相同时可以省略品牌名称。
o 由于平行进口商品没有 JAN，请制作与正规进口商品不同的商品目录，并在标题末尾记载〔平行进口
商品〕。
o 「促销」、「X％打折（折扣率）」、「超便宜」、「免运费」、「限定预约」等的表达、进货时
间、季节等，不能添加在商品名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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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请不要使用与原商品无关的文章及符号（「毕业・入学祝贺！○○○○」等）。

1.2 商品的规格・说明
请在商品的规格中输入以下项目。
 日记・订装笔记本
o 颜色：特殊颜色时，需正确记载微妙的颜色差别
o 材料：封皮材质（合成皮革、真皮、塑料、纸）
o 尺寸：不是写 A6、B5 等的规格名称，而是要明确记载实际的尺寸
o 日程栏：不仅是写日程记入形式的名称，还要明确记载特点及用途等
o 页面构成：对日程栏之外的内容进行明确记载
o 记入示例
 颜色：酒红色
 材料：合成皮革
 尺寸：W130×155×110mm
 日程记入栏：月度单位。犹如挂历，记入空间较少，直观性较强。
 页面构成：年龄速查、健康检查挂历、尺寸图表、营养提示、度量衡、商务礼仪、日本地图、世
界时差表、电话信息、附录（彩色地铁路线图・日程贴纸）
 活页笔记本
o 颜色：特殊颜色时，需正确记载微妙的颜色差别
o 主体尺寸、活页尺寸：不是写圣经大小、A5 等的规格名称，而是要明确记载实际的尺寸
o 环・孔：明确记载环钩内径及开孔数量
o 材料：不是写皮制、合成皮革等大分类，而是要明确记载牛皮制、马皮制等详细信息
o 套装内容：构成商品的内容需分别记载主体、活页。关于活页还需明确记载各种类的页数
o 记入示例
 颜色：酒红色
 主体尺寸：W130×H190×D23mm、活页尺寸：95×170mm
 材料：牛皮制
 环・孔：环钩内径 24mm、6 孔环（上面 3 孔、下面 3 孔）
 套装内容：主体、活页（保养指南×1 页、个人简介×1 页、书签×1 页、日程/月结×20 页、
日程/周结×20 页、笔记×20 页）
 活页笔记本活页
o 活页的种类：具体记载日记、空白、划线、地图等活页的种类
o 尺寸：不是写圣经大小、A5 等的规格名称，而是要明确记载实际的尺寸
o 孔：明确记载开孔数量
o 日程记入栏：预定表不仅是写日程记入形式，还要明确记载特点及用途
o 装订数：明确记载本产品包含的活页数
o 记入示例
 活页的种类：周结日记（有日期）
 尺寸：95×170mm
 孔：6 孔（上面 3 孔、下面 3 孔）
 日程记入栏：左侧页 1 周日程、右侧页 划线笔记本（5.5mm 线条）
 装订数：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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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载商品的主要特点、「规格」的详细说明等。请不要将厂家网站上介绍的内容直接粘贴。
 为了便于阅读需控制在 140 个字符左右，适当换行。
 请使用「Da」「Dearu」语调进行记载。
 增添图片可以更加详细的进行商品说明。建议使用 A+商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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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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运费。订单日开始 3 个工作日后配送。可散卖。可加名字。

1.3 商品的图片
在遵守一般的图片指引的基础上，对于笔记本商品还需遵守以下的指引。
 主图片的尺寸：1000px 以上（为了能够使用可显示细节和纹理的放大镜功能）
 子图片：3 张以上
 不仅是包装图片及笔记本合闭状态的图片，还可以在子图片上添加可以知道主要页面・活页内容的图片

1.4 浏览节点
根据商品种类，请关联所定的浏览节点。
ノードID
ブラウズノード
2460011051 ダイアリー・とじ手帳
89448051 システム手帳
89449051 システム手帳リフィル
89450051 手帳アクセサリ

※将开孔的装订的活页笔记本商品定义为「活页笔记本活页」，将未开孔的笔记本相关使用配件定义为「笔
记本饰件」。

1.5 筛选功能
Amazon 为了便于买家搜索商品，将各商品按照种类别（项目）进行分类。各项目再分为阶层型的分类项目
（浏览树），买家对各浏览树所属的商品通过材料及尺寸进行详细筛选的功能就是「筛选功能（精选）」。
对于笔记本也计划导入筛选功能，但是目前还没有准备好筛选笔记本所需的必要信息。在附表 1 的精选方
案的各项目中，如果收集了一定程度的信息后，将导入本筛选功能。为了创造便于买家选择商品的环境，请
在在附表 1 的精选方案的各项目中选择符合的数值输入。

1.6 每年使用同一 JAN 的商品
对于部分厂家的笔记本，存在每年使用同一 JAN 的情况。为了促进新商品登录，Amazon 方面有可能视原有
商品的销售状况，删除原有商品的商品目录，或刷新新商品信息（例如：QUOVADIS）。

附表 1：精选方案（截至 2014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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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種類
ダイアリー・とじ手帳

システム手帳

システム手帳リフィル

ノードID
リファインメント案
2460011051 色

項目名(日本語)
入力可能な値
カラー
右記の入力値の中から選択

入力値1 入力値2 入力値3 入力値4 入力値5 入力値6 入力値7 入力値8 入力値9 入力値10
ベージュ 黒
青
ブロンズ 茶色
金色
緑
グレー
メタリッ 多色
ク

サイズ

用紙のサイズ

右記の入力値の中から選択

A4

スケジュール欄

検索キーワード

右記の入力値の中から選択

マンスリ ウィーク マンスリ デイリー
ー
リー
ー+ウィ
ークリー

素材タイプ

右記の入力値の中から選択

本革

色

カラー

右記の入力値の中から選択

ベージュ 黒

青

サイズ

用紙のサイズ

右記の入力値の中から選択

A4

A5

89449051 サイズ

用紙のサイズ

右記の入力値の中から選択

A4

A5

検索キーワード

右記の入力値の中から選択

マンスリ ウィーク マンスリ デイリー イヤー
ー
リー
ー+ウィ
ークリー

89448051 素材

スケジュール欄

A5

合皮

パスポー ミニ
ト

正方形

スリム

ブロンズ 茶色

金色

緑

グレー

メタリッ 多色
ク

B5

バイブル ナロー

ミニ

コンパク
ト

B5

バイブル ナロー

ミニ

コンパク
ト

A6

B5

B6

ビニール ナイロン

附表 2：笔记本商店・笔记本精选示意图

目前可以对颜色进行筛选。今后，预计可以对尺寸等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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