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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将介绍商品详情页面的“商品描述”中可以通过图片和文字展现商品魅
力的“A+商品图文详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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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在商品详情页面的“ 商品描述” 中，A+具有通过图片和文字的组合提高商品宣传效果的作用。

什么是“A+页面”？

以前的商品
说明

商品说明

左边：没做A+ 右边：做了A+

Amazon卖家大学



模板丰富多样 配合商品的特性和商家的内容结构，有四种排版可供选择。
另外，不需要 输入HTML code。1

2

3

4 A+页面可在移动设备上显示 A+页面也可以在移动终端或者APP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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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A+页面可以复制 可以通过复制已存在的A+页面，创建新的A+页面。针
对父子关系商品， 在制作A+页面时非常便利。

A+页面制作后可预览 提交做好的A+之前，可以预览实际在网页上的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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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效果介绍



“A+页面” 对销售额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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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引入A+页面的商品的销售额有所提高（具体请参考下一页以后的内容）。通过

组合图片与商品说明，更好地体现了商品特征、差异点、商品魅力等具体的 诉求点，从而

可以起到促进消费者的购买决定的效果。并且通过插入适当的关键词与说 明文，还可以更

好地起到搜索引擎优化（SEO）的效果。我们建议您从销售较高的商品、 卖家的独有商品

、以及有浏览量但销售额尚较低的商品开始，尝试使用A+页面服务。



左侧图表为使用了A+页面后的 一般商
品(*)的平均销售额变化。 使用后1个月
销售额约上升了 10%，之后也维持了
上升趋势。
（2016年3月Amazon调查结果）

(*) 统计了所有参加秒杀商品以外的商品的结果

一般的商品使用了A+后：平均销售额上升了约10%以上

1个月前的平
均值

1个月后的平
均值 2～3个月后的平均值

使用A+页面前后的销售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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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图表为使用了A+页面后的
一般商品(*)的平均页面访问量
的变化。 使用后1个月页面访
问量约上升 了18%，之后也维
持了上升趋势。
（2016年3月Amazon调查结果）

(*) 统计了所有参加秒杀商品以外的商品的结果

一般的商品使用了A+后：平均页面访问量上升了约18%

1个月前的平
均值

1个月后的平
均值 2～3个月后的平均值

使用A+页面前后的页面访问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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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使用A+页面与售出率的比较

（秒杀商品）

左侧图表为参加秒杀的商品中，
使用A+页面与未使用A+页面
的商品售出率 (*)的比较结果。
使用了A+页面的商品比起未使
用的A+页面的商品，售出率提
高了约30%。
(2016年3月Amazon的调查结果)

(*) 售出率：实际售出件数与商品页面访问率的比值。

参加秒杀商品中使用A+与否的比较结果：售出率提高了30%

未使用A+的秒杀
商品的平均售出率

使用了A+的秒杀
商品的平均售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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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使用A+页面与转化率的比较

（商品推广商品） 左侧图表为，使用了商品推广
服务（关键词点击付费）的商
品中，使用A+页面与未使用
A+页面的商品转化率的比较结
果。 使用了A+页面的商品比起
未使 用的A+页面的商品，转化
率提 高了约69%。
(2016年3月Amazon的调查结 果)

商品推广商品中使用A+与否的比较结果：转化率提高约69%

未使用A+的秒杀
商品的平均转化率

使用了A+的秒杀
商品的平均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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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制作流程



可以从以下两个地方进入A+页面

Seller Central 的库存>库存管理>编辑>编辑图文版商品描述
1

制作流程

库存>管理图文版商品描述>用SKU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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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选择一个 Template，然后点下一步2

制作流程：选择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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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选择模板 下一步3

制作流程：内容编辑

文本编辑可以换行, 粗体, 斜体,下划线,分列条目
※HTML编码不可用
※内容不能超过250KB

输入标题

输入正文

添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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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保存、预览
保存为草稿

预览页面：可以预览实际展现出的页面，以及确认剩余的容量大小

4
制作流程：保存、预览

※返回继续编辑按【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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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内容提交 : 为在前台显示，提交编辑完的页面内容。
点击预览页面的「送信」按钮。5

操作步骤流程 :内容提交

提交完成后，显示如下完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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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页面会在提交后的15分钟内在前台显示。 但是请注意，根据内容，
Amazon有时候会检查是否都按照规定要求编辑。



内容复制功能（将已有的商品介绍详情复制） 可以复制已有的其他SKU商

品介绍详情。点击编辑内容中的“复制已有商品介绍详情”，然后选定需要

复制的SKU。
1

便捷功能介绍

点击复制，选定的SKU A+
页面就会被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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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复制功能（商品介绍内容复制到其他子商品 ） 对于有变体、可以将编辑完

成的商品介绍一次性复制至其他SKU子商品。 编辑内容时，点击「当前A+页面

复制至其他子商品」按钮、请选定要复制的SKU。 复制过来的内容将作为草稿保

存，请 在复制的SKU处点击「送信」按钮。

2

便捷功能介绍

按下复制键，现在的商品
介绍内容将复制到指定的
SKU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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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编辑功能

图片可旋转，可部分剪切。
编辑内容时从图片右上的图标按钮开始操作。

3

便捷功能介绍

点击图片右上
的图标按钮

旋转 部分剪切

图片上调整
尺寸

保存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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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要点和实例



创建有效的商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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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想法

• 站在顾客的角度思考哪些信息是必要的，哪些是下订单时的关键信息。

• A+只是商品详情页面的一部分。应当和其他信息结合，提供顾客需要的信
息，并助力于顾客的购买决定。

2 怎样设计

・提供图象说明文字，以及和文字内容一致的图像

・聚焦商品卖点，正确简洁填写

・为便于把握商品的外观，提供多角度拍摄的商品图片

・为了更准确的传达商品尺寸，提供有参照物的图片

1



成功案例（1）
搭配和颜色

商品的功能和特征

素材和细节

搭配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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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2）
使用大的照
片的例子

商品的特征和生
产工程的说明

对素材细节的说
明

食物摆放与特写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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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3）

包含放大图

使用八张图的模
板

不仅仅是外观，图片和文字还包含了对成分，风味，口感，
材料原产国，制作方法的说明。

文章用例：【为了客人享受牛奶泡芙的香草味，我们把外皮做的尽
可能的薄。 实际上，这个泡芙的制作工艺中隐藏着一个秘密。吃起
来试试就会清楚地感觉到，蘑菇形状膨胀至微微裂开，下半部却异
常松软。是因为上部大火烤制，而我 们的秘制烤制方式让上下传热
隔绝，柔软的泡芙就这样诞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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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商品不能制作A+页面
A+不适用的商品分类：书籍、CD、DVD、录像机、TV游戏、PC软件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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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页面制作的注意事项

对于已经有其他卖家制作了A+页面的商品，不能再进行A+页面制作。
对于亚马逊自营售卖的商品，或者已经有A+页面的商品，刊载的A+页面有可能
和自己制作的页面不一样。（请通过商品详情页面确认哪种A+页面被刊载了）

关于变体商品的A+页面制作
适用品类：服装&流行物品、鞋靴&箱包、运动户外商品请在父ASIN上制作A+
页面。其他分类的商品请在子ASIN中制作A+页面。

支持的浏览器版本
Internet Explorer 10以上、Mozilla Firefox 31以上、Google Chrome 37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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