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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在 Amazon 上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的商品页面的质量。格式一致、准确而详细的商品信息将提高您页面的浏览量，并能积
极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请注意不遵守亚马逊规则可能导致您的商品被隐藏（禁止显示），无法被消费者搜索和浏览，并且您在该分
类下的卖家权限被撤销。更多信息，请参阅风格指南中的相应部分。

上面的高跟鞋示例展示了如何在亚马逊上创建合规的商品详情页。在下一部分中，您可以找到创建类似的合规商品详情页的基本要求。
主图必须在白色背景上于 35-55 度的角度范围内居中朝左显示一只鞋子。全部图像的高度或宽度（允许缩放功能）必须等于或大
于 1,600 像素，纵横比应接近 3：4，并且至少占图像面积的 85％。禁止使用草图、文字或图形图片。图片需要为.jpg、.png、.tif
或.gif 格式。更多信息，请参阅鞋靴风格指南的第 3-4 页以及从第 13 页起的内容。
变体：同一款式商品的所有变体，必须在父商品下创建一个对应的子商品。以上述示例为例，该商品有一个鞋码下拉列表和两种
颜色。消费者无需切换页面即可轻松查看并选择所有可选尺寸和颜色。因为每位消费者对变体商品的浏览均将计入父商品的浏览
量，这有助于增加您售出商品的几率（商品详情页面的浏览量是决定商品出现在搜索排名顶部的因素之一）。更多信息，请参阅
鞋靴风格指南第 5-9 页。
商品标题：好的标题有助于建立消费者对卖家的信任。商品标题的格式必须遵守下面要求：
父 ASIN：[brand_name] + [department_name] + [model_name] + [style_name] + [product_name]
即：[品牌] + [商品部门] + [型号名称] + [款式] + [商品名]
子 ASIN：[Parent ASIN Name] + [color_name] + [size_name]
即：[品牌] + [商品部门] + [型号名称] + [款式] + [商品名] + [颜色] + [尺寸]
标题有长度限制，标题超过 150 个字符的商品将被禁止显示。例如，合规的父商品标题为“New Look Women Melizabeth Low-

Top Sneakers”，合规的子商品标题应为“New Look Women Melizabeth Low-Top Sneakers White 3.5 UK”。更多信息，请
参阅鞋靴风格指南第 9-10 页。
特定商品属性和商品描述可以帮助消费者想象拥有或使用您的商品所带来的体验。在上面的示例中，商品要点部分是消费者无需
翻看页面即可看到的第一部分文字内容。请务必包含商品的所有相关信息。商品描述（并未在上述示例图中显示）在商品详情页
面的下方，撰写一份好的商品描述时，请从消费者角度考虑：他们希望获得什么样的感受、触感以及需要什么？在商品描述中包
含商品体验、用途和产品优势的信息，以激发消费者的想象力。更多信息，请参阅鞋靴风格指南第 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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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旨在帮助您轻松创建商品目录并最大限度地提高销量
能否在 Amazon 上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的商品页面的质量。格式一致、准确而详细的商品信息将提高
您页面的浏览量，并能积极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
为了亚马逊消费者和卖家的利益，我们非常重视您如何在我们的网站上展示商品信息。请阅读以下指南，了解卖
家应如何发布商品名称和展示商品图片。违反亚马逊鞋靴风格指南所列的要求可能会导致您的鞋靴类商品被移
除，并且您的卖家权限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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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图片
高质量的图片能更好地表达商品的卖点和特征，刺激消费者购买欲，强化商品品牌。
在网上店铺中，商品图片是您最有价值的营销工具之一。图片质量低或数量少的商品展示会导致客户转化率低，
久而久之，这类商品的搜索排名也会越来越低。店铺外观整洁、发布内容格式一致会给消费者提供最佳的购物体
验，因此我们要求所有卖家遵守并执行本指南所列要求。
请观看此培训视频学习如何通过改善鞋类产品的图像来改善产品详细信息页面, 从而提高客户体验。
重要须知：不遵守所有的图片必要事项要求的商品页面可能会被禁止显示。您依旧可以在卖家后台“管理库存”
页面的“禁止显示”视图中查看和访问这类商品，并上传合规的图片和信息。
我们建议您定期检查《商品信息质量和禁止显示商品报告》，及时了解亚马逊为您检测出的可以提高商品展示以
及改善图片质量的机会。
1.1 图片类型
在 Amazon 的商品分类中，每种商品能展示多张图片。虽然我们只要求为所有父 ASIN 和子 ASIN（每种颜色中的
每种尺寸）上传主图片，但如果您能上传多张具有高分辨率的商品图片，会有助于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
定。图片文件必须为 JPG、PNG、GIF 或 TIFF 格式（推荐 JPG 格式）。您可以使用四类图片来展现您的商品:

父 ASIN 的主图：每个父商品有且仅有一张主图。您必须提供一张父商品主图。
子 ASIN 的主图：每个子 ASIN（与某个 SKU 对应）必须有一张主图，仅能展示对应颜色的一个角度。您必须为
销售的每种颜色和尺码选项提供一个子商品主图。主图非常重要，因为主图会展示在搜索结果页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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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图：辅图应该展示商品的不同侧面。您最多可为每个父 SKU 或子 SKU 添加八张辅图。对于鞋靴类商品，我们
建议如下：








正面图应从鞋靴的正前面拍摄。
背面图应从鞋靴的正后方拍摄。
底部图应正对鞋底拍摄，且鞋头朝右（无论是否能看到商标）。
左侧图应从与主图一样的稍高位置拍摄，并且以 90 度视角拍摄，鞋头朝左。
右侧图应从 90 度的视角拍摄，且鞋头朝右。
俯视图应从鞋靴的正上方拍摄，且鞋头朝右。

Swatch 图片：Swatch 图片可用来展示商品图案或面料的近距离特写。您可为每个子 SKU 提供一张 Swatch 图。
Swatch 图会展示在商品详情页面上“颜色”名称的旁边。如果没有 Swatch 图，则会显示子商品主图。
1.2 图片要求
必要事项 主图要求：

-

所有图片：
优选事项 所有图片：
 禁止事项

主图要求：

所有图片：

-

每件商品的父 ASIN 和每个子 ASIN（如颜色/尺码变体）都必须有一张主图。
主图必须是纯白背景（Hex #FFFFFF 或 RGB 255-255-255）。
鞋靴、包和鞋靴配件必须平铺拍摄。
每张主图仅能展示一只鞋，只能展示左鞋。
鞋靴主图必须从稍高位置，拍摄鞋子¾视图，且鞋头朝左。
主图必须仅展示所售商品（不能包含多余的配饰）。
主图必须展示完整的商品（商品任何部分都不能被剪裁）。
主图的横纵比必须接近3：4（（宽高比），商品最长边必须占据图片85%以上的区域。
图片必须为高清专业图，单边必须至少为 1600 像素，以便激活图片放大功能。
图片中商品颜色必须与所售商品的颜色一致。

- 每件父ASIN和子ASIN商品都应该有辅图以展示商品不同角度（查看上面的角度建议）。
- 使用附图展示商品具体的尺码匹配表和测量值。
-

商品没有主图，或图片使用占位符（如“临时图片”或“无可用图片”），都被禁止。
主图禁止非纯白背景图，或街拍背景图（阴影超过两侧或商品上部都被禁止）。
主图必须是真实照片，不能是绘图、草图或其他电脑制图。
主图不能有任何边框、商标、水印、文字、色块、插入图片，或数码绘制图形。
主图不能展示多个角度或多个子ASIN配色/尺码，除非作为整套出售（此时，商品名称
必须提及商品数量，且商品包装必须具有其特定制造的商条形码）。
主图不能出现可见的模型模特，衣架或支架。
主图不能使用真人模特拍摄。
主图不能展示任何商品包装、商品盒、吊牌、证书或说明书。
主图中商品不能被剪裁或被折叠。
主图不能展示一双鞋。
主图不能展示右鞋。
主图不能展示背面图、侧面图或俯视图。
主图不能是黑白照片。
主图不能包含实际不在订单内的商品或配件；必须且仅能展示消费者最终得到的商品。
禁止展示模糊、色素差锯、有齿状边缘的图片。
禁止低于1600像素的图片。

请参阅附录，查看合规主图图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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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AN
EAN（欧洲商品编号，现称为“国际商品编码”）是每件商品所具有的唯一编码，共 13 位，用于标识商品。
该编码应由制造商提供，亚马逊希望每位卖家的商品都有 EAN。
重要须知：对于 EAN（external_product_ID）缺失或有误的商品，如果这些商品属于 EAN 已知的品牌，则会被禁
止显示。您可以继续在卖家平台账户中“管理库存”页面的“禁止显示”视图中查看和访问这类商品，并上传
合规的图片和信息。
如果您是没有 EAN 的商品的品牌所有者（包括定制和手工商品制造商、自有品牌所有者或品牌白标商品生产
商），您可以申请“亚马逊品牌注册”。在亚马逊平台进行品牌注册备案后，您的品牌将获得一个全球目录编
码 (Global Catalog Identifier，GCID)，这是亚马逊创建的 # 位唯一商品编码，全球所有亚马逊商城均可识别。
如果您的商品不符合申请“亚马逊品牌注册”的条件，它们可能仍有资格享受 EAN 豁免。更多信息，请登录卖
家平台，然后搜索关键词“品牌注册”。
对于已经在 Amazon 上销售的商品，请确保在现有 ASIN 商品页面上销售，请勿使用新的条形码重新创建商品
页面，这会造成商品页面重复。为了消费者的最佳购物体验，重复的商品页面会被移除。

第三章 变体
我们将同一商品的不同尺寸和颜色称为“变体”。变体可以方便消费者轻松地在一个商品详情页面上找到想要
的颜色或尺码。
要创建变体，您必须创建一个不包含任何颜色或尺码信息的“父”商品，其对应的“子”商品则包含颜色和尺寸
的所有不同组合。与同一参考内容相关的所有变体必须添加到同一商品页面。

在上面的示例中，父商品是鞋子，变体是该鞋子对应的的所有尺码和颜色（2 种颜色和许多种尺码）。我们已使
用变体关系在同一商品页面上创建了所有尺码和颜色。请务必将同一父商品的所有变体关联在一起，这样做的原
因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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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无需切换页面即可轻松看到所有可选尺寸和颜色。更加顺畅的导航体验便于消费者轻松查看各
种选择，从而提高消费者的购买率。
每位消费者对其中一个子商品详情页面的浏览量均将计入父商品的详情页面浏览量。因为浏览量是决
定商品出现在搜索排名顶部的因素之一，最终将提高商品的售出几率。

创建变体的规则
必要事项 父 ASIN

-

子 ASIN

-

-

父商品是个不可售占位符
只包含通用信息（适用于所有变体）
绝对不能有 EAN，价格，尺码或颜色信息
在库存模板中，“parent-child”列必须填“Parent”
在库存模板中，“parent sku”列，值为空。
在库存模板中，“relationship type”列，值为空
在库存模板中，“variation theme”列，必须为“SizeName”“ColorName”或
“SizeName-ColorName”中的任何一个值
必须遵守父商品标题要求，创建一个父标题
子商品是实际销售的商品，彼此之间存在颜色和/或者尺码的差异
如果您的商品存在不同颜色和/或者尺码选项，您必须创建变体（子 SKU），即便您只销
售一种颜色或一种尺码。
子商品必须包含 SKU，价格，尺码和/或颜色信息。如果您创建的是“SizeName”变体，
您的商品必须要有一个对应的尺码；同理，创建“ColorName”变体则必须要有一个对应
的颜色，创建“SizeName-ColorName”变体必须要有一个对应的尺码和颜色。
在库存模板中，“parent-child”列，必须填“Child”
在库存模板中，“parent sku”列，必须有对应的父 ASIN SKU
在库存模板中，“relationship type”列，必须有变体值
在库存模板中，“variation theme”列，必须为“SizeName”“ColorName”或
“SizeName-ColorName”中的任何一个值
必须遵守子商品标题要求，创建一个子标题

重要须知：请注意，不遵守这些变体规则可能导致您的 ASIN 被禁止显示。
3.1 尺码（鞋靴）
亚马逊相信买家有权按自己理解的尺码购物。难以理解的尺码会让“尺码”下拉菜单变得凌乱，并导致商品重复出
现。此外，尺码清晰的商品可以通过尺码和鞋宽筛选条件在浏览细分筛选时，被买家发现，与尺码存在缺陷的商
品相比，它们的销售转化率更高。 亚马逊致力于在商品发布流程的所有步骤中提供详细的指南，帮助卖家满足
此数据质量标准。因此亚马逊把鞋码输入标准化，以改善买家的一致性体验。
亚马逊提供一系列包含有效值的下拉菜单，以帮助指导卖家提供标准尺码，例如，某个属性下拉菜单可能会询问
该鞋码是适用于“成人”还是“幼儿”。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鞋码要求并了解此逻辑的详细信息。
重要须知：不满足鞋码要求，可能会导致您的商品被隐藏（禁止显示）。
如果您遵守鞋码要求填写尺码，但是消费者依然因为尺码错误或者尺码不准而退货时，我们建议您在商品详情页
上尽可能准确、可见地描述尺码信息。请遵守下面的建议：
1. 使用最后一张附图位置，来展示针对于您品牌/商品的，准确而详细的尺码映射表：
a. 包含脚的测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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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必须适用于全球（因为图片是全球通用的，并非特定于某个站点）
2. 使用要点描述来提供重要的尺码信息：
生产商尺码标签，鞋宽，鞋跟高度，轴直径，测量尺寸，尺码转换；回答这个问题：这款商品适合足弓
高的人吗？或者是为低脚背的人设计的吗？
3. 如果您是品牌备案的卖家，请为您销售的所有商品类目提供品牌专属的尺码映射表（请联系卖家支持）。
更多建议，请查看这份文件。
3.2 颜色
为便于消费者按商品颜色进行购物，我们在左侧导航栏中提供了一个细化分类选项。当消费者使用该细化分类选
项对商品进行筛选时，可以找到“color_map”属性是有效值（grey，yellow，white）的商品。您可以在库存文
件的“有效值”选项卡中找到“color_map”属性的标准颜色，它代表着鞋靴的主要颜色。但是，制造商的季节性
颜色名称可能极富想象力（Charocal, Sun, Ice 等），这些特定名称使特定品牌的商品的辨识度非常高。因此，您
需要在“color_name”属性中使用制造商所提供的颜色。
重要须知：不填写“color_map”和“color_name”信息，将导致您的商品被隐藏（禁止显示），无法供消费者
搜索和浏览。消费者看不到被“禁止显示”的商品。
可筛选的颜色规格

 必要事项

-

 禁止事项

-

颜色（根据制造商所提供的颜色）

必须填写“color_map”和“color_name”属性
“color_map”：为您的每件商品添加一个有效的颜色值（例如 Red，Green），以便消
费者使用筛选条件进行筛选时，您的商品会被显示出来。
“color_name”使用制造商提供的确切颜色名称。为统一起见，颜色名称的首字母应采
用大写形式，其余采用小写形式（比如“Devil Red”、“Light Green”）
“color_map”和“color_name”属性禁止为空白
禁止解释、简写或更改制造商提供的颜色名称（例如：对于制造商来说“Black”或
“Black Mono”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颜色组合）

第四章 标题
好的标题增强消费者对卖家的信任。
标题是消费者对您商品的第一印象，同时消费者也会基于此判断您是否是值得信赖的专业卖家。保持标题简
洁、信息丰富且准确，并确保您采用的是亚马逊要求的语法。标题违反规则会导致 ASIN 被禁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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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在亚马逊上，每个特定商品都只有一个商品详情页面，即使有多个卖家针对该特定商品提供了报价也
是如此。因此，标题不应包含特定于某一位卖家的信息，即使这位卖家是商品信息的最初创建者。不遵守这项
重要规则可能导致您的鞋靴类商品被移除，您的鞋靴类商品销售权限被撤销。
创建标题的规则
 必要事项

- 使用下面的公式：
 父 ASIN 标题：
[brand_name] + [department_name] + [model_name] + [style_name] + [product_name]
 子 ASIN 标题：
[brand_name] + [department_name] + [model_name] + [style_name] + [product_name] + [color_name]
+ [size_name]
其中：

[brand_name] – 商品品牌或制造商名。是字母数字字符串；最少一个字符，最多 50 个字符
（例如“Adidas”）。请不要使用“unknown”，也不要添加“Ltd.”。

[department_name] – 商品所在的部门/性别。查看特定类目的库存文件中的有效值清单（例
如“Men”）。

[model_name] – 型号名称是制造商定义的。这里可以用作产品进一步的描述（一到两个词，
重点突出您商品最重要的特色，例如“Samba”）。这里是自由文本，最多 50 个字符。请不
要添加数字因为这并不能为消费者带来任何价值。

[style_name] – 最适合商品的款式名称。查看特定类目的库存文件中的有效值清单（例如
“Brogue”）。

[product_name] – 一到两个词来描述商品但不能包含品牌名、性别、款式或颜色。这一项应
该用来解答“这是什么商品？”（例如“Sneaker”）.

[size_name] – UK 站点要使用 UK 鞋靴尺码（例如“5 UK”）。

如果标签上的尺码与 UK 尺码不一致，子标题中也需要说明标签上的尺码（例如“5 UK (Label:
6)”）
- 上面公式中，每个参数只能使用一个术语表达
- 父 ASIN 标题最多 60 个字符，子 ASIN 标题最多 150 个字符
- 每个单词首字母需大写（请检查下面列举的特例）
- 使用阿拉伯数字（比如要写“2”，而非“two”）
- 对于捆绑销售商品，请在标题后的括号中注明数量，比如（pack of 2）
- 标题只能包含所售商品的信息
- 仅包含英语文本

 禁止事项

-

禁止添加上面公式要求之外的参数
禁止超过 150 个字符
禁止全部大写单词
禁止使用有攻击性词语
禁止词语重复使用
对于上面公式中的同一参数，禁止使用同义词或多个词来描述
禁止使用额外的搜索关键词
禁止包含价格
[size_name] 这里不能添加非 UK 尺码（例如 EU, US, CN 尺码等）
禁止包含数量，除非标题说明了是捆绑销售
父商品标题中禁止包含颜色和尺码信息
禁止大写连词（and，or，for）、冠词（the，a，an）、或少于五个字母的介词（in，on，over，
with 等）
禁止使用特殊符号（例如!, *, ￡, ?, %, 引号, 省略号…等）
禁止包含具有主观评论或特定于某个卖家的信息，例如“Terrific Item”，“Best Seller”，
“Sale”，“Free Delivery”，或“Great Gift”等词语。
禁止包含如下信息：额外的配饰，或顾客可以单独购买的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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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父 ASIN 示例：New Look Women Melizabeth Low-Top Sneakers
合规子 ASIN 示例：New Look Women Melizabeth Low-Top Sneakers White 3 UK

第五章 提高曝光率
准确且完整的信息有助于消费者更轻松地找到相应商品，并增加商品被售出的几率。
除了商品图片，变体和标题外，能否在亚马逊上获得成功还取决于您在商品详情页面上提供的信息的质量。对
于鞋靴商品尤为如此，因为消费者经常按尺寸、颜色或季节筛选来缩小搜索结果。您可以在鞋靴类商品的库存
文件中找到必要属性的详细信息。
5.1 分类节点
通过分类节点，商品可在亚马逊目录中归入相应分类。它相当于超市里的不同部门。
每个部门都有一个节点编号，您可在分类树指南中找到这些节点。如果您没有给商品分配节点编号，那么消费
者将无法在网站上找到您的商品。
 必要事项

- 请务必使用最新版本的分类树指南
- 每件商品只能使用一个节点：确定性别和最相关的子分类。在库
存模板中“recommended_browse_nodes”列填分类节点编号。
- 请务必为您的商品选择分类树指南中最详细的分类节点，否则，
当消费者在分类目录中精确搜索时，您的商品不会被显示出来。
为了能使您的商品精确地显示出来，请使用分类树指南里黑色的
节点 ID，请不要使用仅用于导航的灰色节点 ID。
- 如果您不确定应该使用哪个分类节点，请使用“商品分类工
具”（使用方法请点这里），您可在卖家平台中的“添加新商
品”或“批量上传商品”部分下找到该工具。此外，您还可以
在 Amazon 上搜索类似商品，找到类似商品所在的分类并与之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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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特定商品的属性
请提供尽可能多的商品特定信息属性。这些属性将以“要点描述”的形式显示
在网站中商品图片的右侧。这些属性的示例如下：外部材质类型、内部材质类
型、鞋底材质、闭合方式/封口类型、鞋跟高度、鞋跟类型、材质成分、贴身类
型、靴筒直径、鞋靴宽度。
5.3 搜索关键词
简洁明了的商品名称和细化分类并不总能涵盖您商品的各个方面。这时，您可
以使用搜索关键词提供其他商品信息。搜索关键词可以描述您的商品名称、商
品描述或细化分类详情中没有包含的商品信息。
5.4 品牌
使用亚马逊搜索栏或外部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时会经常用到品牌名，并且消费者
可以按品牌进行筛选。因此，请务必确保始终提供品牌名称。请勿将您的卖家
名称用作品牌或制造商信息。除非您是自有品牌商品的卖家，才可以将卖家名称添加到品牌或制造商信息中。
5.5 商品描述
精心撰写的商品描述可以帮助消费者想象拥有或使用您的商品所带来的体验。请从消费者角度考虑：他们希望获
得什么样的感受、触感以及需要什么？在商品描述中包含商品体验、用途和产品优势的信息，以激发消费者的想
象力。这些信息可以帮您为消费者创造最接近店内购物的体验。
 必要事项

-

使用此字段充分描述商品，将其与其他类似商品区别开来。
使用品牌、材质、剪裁和型号，来描述商品的独特特征。
根据制造商提供的官方信息，用简单的语言表达。
使用正确的语法和完整的句子，而不是列表。
说明商品的准确尺寸，护理方式。
简洁但要包含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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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事项

-

请勿将此字段留空，否则您将错失说服客户购买商品的机会。
请勿提供有关供应商或报价的特定信息，因为商品描述会针对同一商品的所有卖家显示，因
此信息必须适用于所有供应商。
请勿在此字段中包含商品价格或配送详情。

好的商品描述示例：
”The Gabor Enfield is a gorgeous leather shoe boot with a buttery soft black leather base and a glossy patent toe
cap and cuff. The boot is finished with a deep frontal V cut to lengthen the foot and features a side zip for
convenience.
The interior is complete with soft textile linings and a cushioned insole to provide long lasting comfort. The boot
is built with a 2.5 inch block heel to deliver a decent height boost, with a textured rubber sole adding plenty of
grip.
Wear with skinny jeans, leggings or skirts for a stylish, sophisticated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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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鞋靴、鞋靴配件和手提包的合规主图图片示例
请使用这些合规主图图片作为参考：
Ballet Flats

Dance Shoes

Slippers

Loafer Flats

Trai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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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gs &Mules

Court Shoes

Flip Flops & Thongs

Sports & Outdoor Sandals

B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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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bags & Shoulder bags

Insoles

Shoe Laces

Other Shoe accessories

Shoe Care K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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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ASIN /亚马逊商品编码 – 在卖家提供条形码以创建商品后，亚马逊系统会自动生成该商品编码。可用该编码在亚
马逊上进行搜索，例如 B00NWCIACS。
Brand Registry/品牌注册 – 亚马逊品牌注册是一项针对于制造或销售自有品牌商品，并不断推广自有品牌的卖家
的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为了让自有品牌卖家更轻松地管理品牌并在 Amazon 上销售他们的商品。
Bullet Point/要点描述 – 精简的描述性文本，围绕商品的某个具体方面，通过列举要点对商品进行描述，每行内
容以“·”来区分。
Browse Node ID/分类节点编号 – 亚马逊依靠卖家提供的商品目录记录中的数据来将商品归入相应分类。该编号
可用于识别正确的部类且可供搜索，使消费者能够筛选和找到您的商品。
Browse Tree Guide/分类树指南 – 分类树指南 (BTG) 是特定类别的文件，提供唯一的编号（分类节点编号），供
您在卖家资料中创建链接。分类节点编号使用的是亚马逊开发的分类结构。请在卖家平台中搜索“分类树指
南”。
Child/子商品 – 可以销售的商品，它是具有不同款式和/或颜色的变体，与其映射到的父商品相关联。
Color Map/颜色规格 – 用于标识商品的颜色列表，可供消费者筛选。请始终为此字段填写您的商品颜色，它将激
活颜色筛选选项，消费者可以通过颜色筛选功能进行产品筛选。 “有效值工作表”为您提供了一份颜色列表，
必须从这个列表中选择相应的值。
GCID/全球目录编码 – 这是亚马逊创建的 # 位唯一编码，全球所有亚马逊商城均可识别。
Inventory file/库存文件 – Microsoft Excel 和 PDF 文件，可以下载，用来创建您的库存信息文档。请在卖家平台中
搜索该文件。
Parent/父商品 – 不可销售的商品，但托管着商品信息页面,其销售的所有子商品（变体）都在该页面显示。父商
品没有商品价格或数量信息。
Product Classifier/商品分类工具 – 卖家平台中提供的一款工具，位于“添加新商品”或“批量上传商品”部分
下，可帮助您将商品添加到对应的商品分类中，当消费者使用筛选选项进行搜索时，可以搜到您的商品。
Search Term/搜索词 – 字母数字字符串；最短 1 个字符，最长 50 个字符。
SKU – 卖家为商品指定的唯一编码。每件商品的 SKU 必须是独一无二的。您为商品确定一个 SKU 后，如要更改
SKU，请先从我们的系统中通过删除上传数据来删除关联商品，然后再尝试更改。
Valid Values/有效值 – 在库存文件中使用的值列表，这些值为必填项，您必须使用这些值来描述或标识要创建
的商品。“有效值”选项卡是库存文件中的第五个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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