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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JAN编码，另外在Amazon.co.jp上还没有商品详情页的商品。或者是没有JAN编码
的商品，使用各个品类库存文件，进行商品上传。

此资料中，针对通过库存文件进行商品上传的方法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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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账户、公司信息
• 运费设置

• 制造商或厂家

• 使用文件批量上传商品

• 需要审核的类目

• 上传一件新商品

初期设定

销售申请

品牌注册申请

申请 JAN/EAN/UPC 豁免

单个上传商品

商品的批量上传
已在 Amazon.co.jp 上销售的商品

商品的批量上传
已在 Amazon.co.jp上销售的商品

• 无商品编码或者编码不明

□ 初期设定

□ 申请

□ 商品上传

出品

上传前的步骤 核对表
（详细操作顺序）（步骤）

操作手册在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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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文件下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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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库存】栏，选择【批量上传商品】，点击【下载模板】按钮，进入下载模板。

１.库存文件下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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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库存文件下载方法
点击商品上传类别的库存文件名，打开文件。

(精简版) 库存文件模板是只需输入必
要信息来简化多数商品上传的功能。

Amazon卖家大学 7



１.库存文件下载方法
在下载了【商品上传规约】、【浏览分类树指南】之后，请进行确认的同时进行上传操作。

商品上传规约：各类别中，记载着商品上传时的规则。浏览分类树指南：记载着

各类别所包含的商品种类以及各个种类的ID(浏览分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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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库存文件下载方法
下载文件的【开始】中，总结了文件模板的使用方法，必要时可以参照，建议提前
打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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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库存文件下载方法
商品分类不明之时，选择【对您的商品进行分类】画面的【商品分类器】，可以通
过想要开展的商品上传的商品名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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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库存文件下载方法
比如输入【照相机】进行搜索，会出现下述照相机相关联的类别，点击选择对应项的【+】，点击【 下载分类一览 】可以下 载相
应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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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文件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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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记载着各页的说明及库存文件的使
用方法。

数据定义：记载着模板内各项的定义、必
须及推荐等。

模板：实际进行输入的文件页。 样品：

记载着制作模板的范例。 推荐值：有输

入限制的项目中，记载着可

以输入的选择项。

２.库存文件各页
库存文件通过各页分述各种信息。其作用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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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文件必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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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库存文件必须项目
各种类别中，列举了必须输入或者推荐输入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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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个类别中备有规则及必须项目，请务必确认商品上传规约和数据定义。

项目名称 内容说明 允许输入值 例子 必须/推荐

商品管理号
码

卖家独有的商品识别编码 最多40字节的半角英文数字字列 15700 必须

商品名称 商品名称
【品牌】【昵称】【商品名称】【式样/颜色、尺寸、类型等 Le Creuset

】
【型号】 ココット・

※分别用半角空间进行区分 オーバル

25cm

必须

商品编码
(JAN编码
等)

商品ID 输入GCID,UPC,EAN中
任何一个

GCID的话16字节的英文数字、UPC(12位），EAN(13位）
※8位编码时，请注意保留前面的零 000045201

※若已申请 JAN/EAN/UPC 豁免的许可，空出即可。 1876

必须

商品编码的
类型

在商品编码（外部商品id）栏中输入
的商品识别编码

从GCID,UPC,EAN (JAN编码时）中选出一个
※使用 JAN 时，指定 EAN EAN

必须

品牌名称 商品的品牌及厂家名称
最少1字节到最多50字节的字列（全角时相当于最多16

ローヤルレガ
字列）

シー
推荐

商品类型 商品类型。通过推荐页选择数值 通过推荐值页进行选择 Kitchen 必须

商品介绍 商品的介绍 全角时，最多相当于512文字 Amazonのサ

注意：部分文字(®, ©, ™等）及其他特殊文字不可使用 イトをご参照
ください

推荐

厂家型号 与之对应时，输入商品对应的厂家
型号。

最少1字节~最多40字节的字列（半角英文数字）
※JAN/EAN/UPC 豁免许可申请已经完成时，列为必须。 SB-122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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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库存文件必须项目

项目名称 内容说明 允许输入值 例子 必须/推荐

库存数据 可销售的商品数量
※创建父子关系时，请勿针对父商品进行输入

0以上的整数 100 必须

货期（出货之前所
花费的操作天数）

从订单到出货为止的货期 从订单的第二天
开始算起，周六日不算在内
※创建父子关系时，请勿针对父商品进行输入
※没有输入时，变为【2】设定。

正整数 5 推荐

商品的销售价格 含税销售价格
※创建父子关系时，请勿针对父商品进行输入

最大18位的数值。不可使
用逗号及货币符号

21000 必须

货币代码 货币代码
※创建父子关系时，请勿针对父商品进行输入

输入下面的值数：JPY JPY 必须

积分 1个单位所给予的Amazon积分数
使用前请确认 Amazon 积分服务的使用规约。
※创建父子关系时，请勿针对父商品进行输入

1以上的整数 10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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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库存文件必须项目
项目名称 内容说明 允许输入值 例子 必须/推荐

预定商品的开
始销售日

提前预定商品的开始发货日

指商品在此日期之前不能到手的日期

创建父子关系时，请勿针对父商品进行输入

由于使用的是GMT(格林尼治时间）时间带，2007- 与
实际的日本时间有9个小时的时差。以日 03- 本时间
选定日期时，采用yyyy-mm- 07T00:0 
ddT00:00:00+09:00的格式。英文的T， 0:00+09
使用大写。 00

推荐

不使用的支付
方法

不使用的支付方法

空栏时，将视为没有不使用的支付方法

创建父子关系时，请勿针对父商品进行输入

请从推荐值页中选择恰当的值，加以使用。
排除 cod（将不使用货到付款）

exclude
排除cvs（将不使用便利店支付）

cod 
排除 cod，cvs（将不使用货到付款和便利 店支
付）

推荐

设定发货日期
SKU清单 为了区别不同商品的设定发货日期的SKU清单的名字

创建父子关系时，请勿针对父商品进行输入

任意文字描述 推荐

礼品信息 礼品信息 接受/不接受
空栏时，当作 false（不接受）

选择任何一个：true, false FALSE 推荐

礼品包装 礼品包装接受/不接受。
空栏时，当作 false（不接受）

选择任何一个：true, false
FALSE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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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库存文件必须项目

https://sellercentral
-japan.amazon.com/gp/help/help-
popup.html?ie=UTF8&itemID=1641

https://sellercentral-japan.amazon.com/gp/help/help-popup.html?ie
https://sellercentral-japan.amazon.com/gp/help/help-popup.html?ie


信息化概要及作成方法父子关系
的概要和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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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父子关系的概要和制作方法

不同颜色，不同尺寸的商品通过一个商品页面，可以增加选择项。将此称为父子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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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

L

父商品

蓝色 黑色橙色

４.父子关系的概要和制作方法
父子关系可以上传所有父商品及子商品，通过选定父子关系进行连带。

子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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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父子关系的概要和制作方法
显示【模板】页面，开始输入。 制作一个父商品，在【父子关系的指定】中输入【Parent】。 接
下来输入实际的各种颜色，各个尺寸的商品，在【父子关系的设定】中输入【Child】。 由于假设
定的父商品不进行销售，不需要库存数和销售价格。输入10行，可是实际销售只有3 色3尺码，共
9个商品。

因为根据类别不同，需要输入的
内容不同，请在【数据定义】页
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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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父子关系的概要和制作方法
提前通过在线储存将照片上传至服务器，请将上传时生成的URL输入库存文件中。

另外，输入通过自家公司网站或其它购物中心
上传照片的URL也是可以的。

Amazon卖家大学 23



库存文件的上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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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库存文件的上传方法
将输入的库存文件以制表符分隔方式进行保存。

从文件菜单中选择【另存为…】

请点击文件种类，选择
制表符分隔

请输入任意的文件名，
进行保存。

Amazon卖家大学 25



５. 库存文件的上传方法
返回卖家平台，上传刚才保存的文件。 从库存菜单中，选择【批量上传
商品】。 从【上传库存文件】的【选择上传文件的类型】中选择【库存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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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库存文件的上传方法
点击【查找要上传的库存文件】右边的【浏览...】，选定刚才保存的文件，点击【立即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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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库存文件的上传方法
画面上方将显示【已经收到您的库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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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库存文件的上传方法
在同一页的下方，显示着上传步骤。 请点
击【更新】。 上传结束后，将呈现【已提
交请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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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库存文件的上传方法
若是已经生效的收集数量中，成功显示了此次上传的上架文件中记载的商品个数
即可。

上传文件中的记载内容有问题时，【有错误的记录数】会
出现1以上的数字。

此时，请一边确认错误报告，一边修正上传文件的记载内
容。错误细节可以通过帮助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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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库存文件的上传方法
确认时，从【库存】菜单中选择【管理库存】，将弹出商品一览表。
商品一览表中，确认刚才通过库存文件上传的商品是否已经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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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确认错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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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事先确认错误功能
按下【检查库存文件】按钮后，显示如下画面。
确认页面下部的状态，变为【完成】后，请点击执行【查看处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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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事先确认错误功能
此为事前确认将要上传的文件中是否有错误的功能。
例如，必须输入的项目中，有一部分没有输入时，可以事先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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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事先确认错误功能
点击【浏览...】，选定上传的文件，点击【检查库存文件】按钮。

Amazon卖家大学 35



６.事先确认错误功能
打开文件，确认模板页面。
这里所显示的带有颜色的框格中的信息表示有问题，请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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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事先确认错误功能

在有颜色背景的框格中输入及修改信息， 以【文本格式（tab隔开）】保存此文件。
保存后的文件同上架文件一样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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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的确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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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错误代码的确认方法
上传文件出现错误时，可以确认具体发生了怎样的错误。
您可以点击“查看处理报告”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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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错误代码的确认方法
在卖家平台的帮助页面中输入“Errorxxxx（错误代码）”后点击【检索】，
即可
看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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