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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入门
在亚马逊后台上投放广告有助于吸引更多顾客，提高销售额，扩

大品牌受众群。登录卖家后台即可查看亚马逊广告商品。有准备

才能成功，您首先要确保自己的企业做好准备，了解相关资格要

求，熟悉自己的广告选项。

商品推广可以在购物者搜索和浏览商品时，向他们推广您的各种

商品。

商品推广广告以关键词为目标，无论在桌面还是移动设备上，这

些广告都能够显示在搜索结果上方和内部，以及商品详情页上。

只有在广告获得点击时您才需要付费；您可以选择愿意为单次点

击支付的竞价金额。您还可以通过设置平均每日预算来控制广告

活动花费。

要通过商品推广进行广告推广，您必须：

您的商品还必须具有购买按钮资格。如果为某种商品创建商品推

广广告，该商品必须赢得“购买按钮”，您的广告才能展示。 

商品推广

持有处于激活状态的专业卖家账户。

能够将商品运到所在销售国所有地方。

提供属于一个或多个有效类别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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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hz/cm/?ref=sspa_ww_s_acq_cm_pdf_txt_abp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help/help.html?itemID=37911&language=en-US&ref=sspa_ww_s_acq_cm_pdf_txt_abp
https://services.amazon.com/advertising/eligibility.htm/ref=sspa_ww_s_acq_cm_pdf_txt_a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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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满足商品推广的卖家要求，并且已进行亚马逊品牌备案

登记，您就有资格使用品牌推广广告。这些广告可以展示您的品

牌徽标以及三件商品，有助于提高品牌认知度。品牌推广广告在

搜索结果中展示，可以将购物者引导到展示您的商品集合登陆

页面，或特定商品的商品详情页，例如您的亚马逊品牌旗舰店。

与商品推广一样，这种广告以关键词为目标，您仅需在自己的广

告获得点击时付费。您不但可以设置平均每日预算，还可以设置

广告活动总体预算。

进行过“品牌备案”登记的卖家还可以创建亚马逊品牌旗舰店，

这是一种免费的自定义多页面购物体验，可以展示您的品牌和

商品目录。

即便没有任何网站制作经验，您也可以使用简单易用的自助式“

旗舰店生成器”创建旗舰店。借助预先构建的设计模板和小组

件，您可以自定义页面布局、添加多媒体内容、展示经过甄选的

商品。

您可以通过品牌推广广告将购物者吸引到您的品牌旗舰店，也

可以通过 Amazon.com 以外的营销活动对其进行推广。

品牌推广广告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

http://brandservices.amazon.com/?ref=sspa_ww_s_acq_cm_pdf_txt_abp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amazonStores/seller-stores/?ref=sspa_ww_s_acq_cm_pdf_txt_abp


42018 年广告攻略

开始投放广告之前

1

首先根据以下问题，检查自己的企业是否已经做好了充分

利用广告的准备。

您的广告目标将决定您的广告策略。

如果您的首要目标是提高销售额，那么您的重点是将广告点击

转化为订单。建议您跟踪您的广告成本销售比(ACoS)，这是广

告支出总额除以广告带来的总销售额得到的计算结果。设置一

个有助于实现销售额目标的 ACoS 目标。

如果您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品牌认知度，那么您的重点是展示次

数，或者广告的出现次数。设置有竞争力的单次点击竞价，以赢

得更多关键词竞拍。

我的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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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准确的描述性标题

高质量的图像

相关且有用的商品信息

包含至少 5 个要点的描述 

隐藏关键词

选择正确的商品有助于实现广告目标。

确保自己的商品库存充足、价格实惠，这样您便会有更多机会赢得“购买按

钮”，展示自己的广告。选择能够以最高概率（最好 90% 以上）赢得“购买按

钮”的商品。

您可以在卖家后台的“报告”标签下查看关于“购买按钮”赢得率的信息。单

击“业务报告”，在带有“根据商品”（By ASIN）标记的部分，单击“子商品详

情页上的销售量与访问量”（Detail Page Sales and Traffic by Child Item）。

在这里，您可以按“购买按钮百分比”排序，找出效果最好的 ASIN。 

理想的 ASIN 应该有很高的购买按钮赢得率，其商品详情页的买家访问次数

也应该很高。它们是顾客查看次数最多的 ASIN。 

检查您的商品详情页。根据以下标准判断这些页面是否已经准备就绪：

广告推广可以为您的商品吸引购物者；但要将广告点击转化为销售，您需要

高质量的商品详情页。 

我应该为哪些商品进行广告推广？

商品详情页是否已经准备就绪？

https://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1991750?ref=sspa_ww_s_acq_cm_pdf_txt_abp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site-metrics/report.html?ref=sspa_ww_s_acq_cm_pdf_txt_abp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site-metrics/report.html?ref=sspa_ww_s_acq_cm_pdf_txt_a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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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广告时间表：
前 60 天
您无需一次性制定广告策略。建议您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资源，以有条

不紊的方式分步开展这项工作，每周完成几个环节。 

前几个星期是您的测试和学习阶段，因此尤为重要。在这些战略性

环节多花一些时间，您就可以加深自己对广告的理解并提高自己的

技能。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您取得成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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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推广

要创建自己的第一个广告活动，请转到卖家后台的“广

告”标签页。

设置充足的每日预算，让广告能够持续展示。如果您的

预算在某一天结束前用完，您的广告将停止显示，这意

味着您会错过潜在的展示机会。我们建议您设置不低于 

10 美元的每日预算。

77

平均每日预算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平均每日预算针对日历月份设置，是您在该月份内可以接受的每日

平均花费。举例来说，如果您将平均每日预算设置为 100 美元，那么

在该日历月，您最多可能获得价值 3100 美元的点击数（假设该月份

有 31 天）。任何一天的广告花费都可能超出您的平均每日预算，但

在月底统计时，您的每日平均花费不会超过您的平均每日预算。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hz/cm/?ref=sspa_ww_s_acq_cm_pdf_txt_abp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hz/cm/?ref=sspa_ww_s_acq_cm_pdf_txt_a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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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您的广告活动设置为“始终在线”模式，不要设置结束日期。这

样，购物者可以在任何时间在亚马逊上搜索发现您的产品。这有助

于带动全年的商品需求，从而帮助您提升全年销量。亚马逊将自动

更新在自动投放的广告活动中使用的搜索词，因此您可以跟踪全

年的变化。

两周之后，在“报告”标签页查看您的自动投放报告，看看哪些搜

索词可以提高点击数和销售额。 然后创建可以自行选择关键词的

手动投放的商品推广广告活动，以自动广告活动中绩效优异的关

键词为目标。在手动投放模式中，您可以设置关键词级别的竞价。

也就是说，如果您知道哪些关键词可以达到您的销售目标，您就可

以为这些关键词设置更有竞争力（也更有把握）的竞价。采用这种

双管齐下的方式，您可以通过自动广告活动掌握最新搜索趋势，然

后在手动投放的广告活动中为效果最好的关键词增加投资。

使用自动投放，让亚马逊替您选择与广告匹配的顾客搜索词。这

些选择将基于您的商品信息，并会根据不断变化的搜索趋势定期

更新。 

同时，请确保您能够提供有竞争力的竞价。我们建议您将单次点击

竞价设置为自己愿意支付的最大金额。

与自动投放的广告活动一样，将您的广告活动设置为“始终在线”

模式，不要设置结束日期。购物者始终在线，广告商也应该始终在

线。记住，广告活动的支出绝不会超过其每日预算，因此您能够轻

松控制花费。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sspa/tresah/?ref=sspa_ww_s_acq_cm_pdf_txt_a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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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在广告活动中添加各种各样的关键词，以便实现最大化成

效。添加的关键词越多，您可以吸引的顾客就越多 — 获得的点击

数也就越多。这有助于提高销售额。 

在最初几周，为每个广告活动设置至少 30 个目标关键词。您可以

查看自己的自动投放报告，了解购物者如何通过搜索发现您的广

告，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手动投放的商品推广广告活动生成新的

关键词。

您还可以在此期间熟悉各种关键词匹配类型：广泛、词组、精准，

以及适用于商品推广广告的否定。这些匹配类型将共同帮助您吸

引正确的顾客，提高销售额。

手动投放模式还让您能够使用更多广告功能。“建议竞价”针对

每个关键词提供一个优胜竞价范围，让您能够有的放矢。在您的

广告满足搜索顶部展示条件时，“竞价+”（部分站点适用）可以在 

50% 的范围内增加您的竞价，提高您对这个显眼位置的竞争力。

广泛匹配：这种匹配类型可以获得最大流量。顾客以任何顺序搜

索您的关键词（包括与之相似的变体）时，您的广告都可以得到

展示。

词组匹配：购物者搜索与关键词完全一致的词组或在搜索中以

完全一致的顺序使用关键词中的字词时，您的广告就可以得到展

示。这种匹配类型的限制性高于广泛匹配，但它可以为您的广告

带来相关度更高的流量。

精准匹配： 购物者的搜索词必须与您的关键词完全匹配，您的广

告才会得到展示。这是限制性最高的匹配类型，可以产生相关度

最高的流量。 

否定词组和精准匹配：如果对广告活动中的关键词应用否定匹配

类型，您的广告就不会在顾客搜索这些关键词时显示。这有助于

最大程度增加相关点击数，最大程度减少非相关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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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定期优化您的广告活动。一种方法是为广告活动添加否定

关键词，另一种方法是为高绩效、有助于实现业务目标的搜索词提

高竞价。

需要更多帮助？
报名参加我们每周举办的网络直播讲座（直播安排详见亚马逊广

告官方微信号），听听商品推广广告专家的见解。

10

运行的广告活动越多，您就越有机会了解哪些做法最有助于提高

销售额。我们建议在开始广告后的前几周内，至少运行5个商品推

广广告活动。对自动投放和手动投放模式进行组合使用，以便持

续发现有助于提高销售额的新关键词。确定适合自己的关键词后，

您就可以设置更有竞争力的竞价 — 让您的广告有更多机会在准

备购买的购物者眼前展示。

我们建议您首先使用广泛匹配，然后查看您的广告活动业绩报告，

了解哪些具体关键词的绩效最高。使用词组匹配或精准匹配，更

加精确地将这些关键词定为目标，吸引正在进行购物搜索的高相

关度购物者。 

通过这些广告活动，找出效果最好的商品和关键词，以便集中资

源。卖家后台的“广告报告”标签页提供了多种详细报告来帮助

您跟踪广告业绩，例如哪些关键词可以提高点击数和销售额。 建

议您每周至少查看一次这些报告，确保您的广告活动不会偏离正

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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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购物节日（例如Prime会员日或节日季）期间及节日前的几周，通过提高

竞价和预算来充分利用增加的流量。避免因为预算不足而中断高业绩广告活

动。

我们建议新加入的广告商从商品推广广告入手，但最有效的广告

策略包含多种类型的广告。我们提供各种广告解决方案，帮助您寻

找和吸引各个阶段的购物者 — 从认知阶段到购买阶段，再到各续

阶段。充分利用这些解决方案，以实现业绩最大化。

通过商品推广广告向符合条件的购物者展示您的商品，从

而提高销售额。 

借助品牌推广广告提升品牌和商品认知度。

通过亚马逊品牌旗舰店营造独特的全方位购物体验，提升

顾客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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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动投放模式运行您的第一个商品推广广告活动。根据广

告活动的结果构建手动投放的广告活动。

运行广告活动时不要设置结束日期，以便持续加深购物者对

商品的印象，并时刻了解最新搜索趋势。

 

使用至少 30 个目标关键词。使用您的自动投放报告，了解购

物者在使用哪些关键词时会看到您的广告。

首先对关键词应用广泛匹配。然后集中使用绩效优异的关键

词，并采用词组匹配或精准匹配提高针对性。

通过不同的广告活动来推广不同的商品组，以便集中采用有

效的广告策略，更好地设置关键词和预算。分别为每个商品

组运行一个自动投放的广告活动和一个手动投放的广告活

动。

将商品推广广告活动与品牌推广广告或亚马逊品牌旗舰店

相结合，扩展品牌受众群。

记住6个
关键策略
通过对多种策略进行组合使用，在亚马逊投放卓有成效的广告。了解

我们在下方列出的 6 大建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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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推广广告

如果您已进行品牌备案注册，使用您绩效最优的三种

商品来创建品牌推广广告活动。 

如果无法确定应该使用哪些关键词作为目标，您可以

先采用亚马逊建议的关键词，我们会在广告活动创建

过程中提供关键词建议。最好先使用广泛匹配。

使用有吸引力、以行动为导向的广告标题。注明自己的

商品是最新商品或独家商品，使用有力的行动号召，

例如“立即购物”或“立即加入心愿单”。

1313

您可以选择用于在广告中代表自己品牌的主图。为了

获得最佳效果，建议使用您的品牌徽标。另外，确保为

广告中的 3 个 ASIN 使用不同的图像。

http://brandservices.amazon.com/?ref=sspa_ww_s_acq_cm_pdf_txt_abp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hz/cm/?ref=sspa_ww_s_acq_cm_pdf_txt_abp


142018 年广告攻略

所有品牌推广广告活动都要接受审查。一旦完成创建，广告活动

就会进入审查流程，我们将在三个工作日内通知您广告活动是否

通过审查。如果广告没有通过审查，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您

并说明原因。需要避免的常见审查问题包括：

标题与广告中的商品或目标关键词不匹配。

缺乏根据的表述，例如“最好”或“最畅销”。

标点、拼写或大小写错误。

使用赢得率功能设置有竞争力的关键词竞价。赢得率的计算方式

考虑了广告活动相关性、您的竞价，以及其他广告商在过去七天

内为您的关键词提交的竞价，可以反映您的关键词在未来 30 天

内预计可以赢得的展示次数份额。

14



152018 年广告攻略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

如果您已进行品牌备案登记，现在请花一些时间来为自己的品牌创建亚

马逊品牌旗舰店，提高品牌在购物者群体中的认知度。您可以在头条搜

索广告活动中或在亚马逊之外的任何营销渠道中使用品牌旗舰店的唯一

品牌 URL。在三种设计模板中任选一种：

组合展示：以简单有序的方式展示您所选的商品组合。

展柜：展示经过甄选的商品组合，包含额外空间，可以展示精选的

图片和文案，例如商品描述和顾客好评。

商品网格：一种内容丰富的布局，可以展示大量商品，并为商品信息

和图像提供充足空间。

添加多媒体内容，更加生动地展示品牌。图像可以描绘品牌故事，而视频

可以展示商品的实际效果。

15

您可以亲自挑选要在旗舰店中展示的商品，也可以使用动态小组件自动

生成商品展示。这些小组件会根据对购物者的洞察，例如关键词搜索、最

畅销商品和/或推荐历史，在您添加新商品时自动更新旗舰店页面。

定期查看您的亚马逊品牌旗舰店仪表板，以获得关于销售额、页面查看

次数、亚马逊后台内外流量来源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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