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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在销售目的国
商标局递交申请

Step2

拿到受理通知书
即为有TM商标

Step3

经历审查期
和公告期

Step4

获得R标
Step5

进行亚马逊
品牌注册

有TM商标后即可进行
亚马逊品牌注册！

商标签发地：亚马逊品牌注册接受来自全球21个国家或地区的商标局签发的商标：

商标类型：亚马逊品牌注册仅接受“基于文本的商标”或者“由文字、字母或数字组成的
基于图像的商标”：

商标状态：亚马逊品牌注册最新流程，也接受待处理商标(Pending Trademark) 
进行申请，帮助卖家提前享受品牌工具和保护功能！

开始亚马逊品牌注册前，您需要知道的4件事

AMAZON

基于文本的商标 基于图像的商标
由文字、字母或数字组成

法国 德国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埃及阿联酋

西班牙意大利

澳大利亚

日本

加拿大巴西

印度

美国英国

墨西哥

新加坡

波兰瑞典荷兰 欧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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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处理商标（Pending Trademark）或R标都可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
      各国家/地区可接受的商标状态不一样，请参照以下信息

*注意：如有变更，请以亚马逊品牌注册官网信息为准：立即访问官网。

美国 USPTO
• LIVE  
• REGISTRATION 
• Issued and Active

• LIVE / APPLICATION / Awaiting Examination
• LIVE / APPLICATION / Under Examination
• LIVE / APPLICATION / Appeal of Refusal Pending
• LIVE / APPLICATION / Published for Opposition
• LIVE / APPLICATION / Opposition Pending
• LIVE / REGISTRATION / Published for Opposition

“REGISTERED” (or “ADVERTISED” but only if the 
Category field in the TM Descriptive Reference 
section reads "Prohibited Mark; Official Mark")

• Registered
• Registration cancellation pending
• IR accepted”

• Formalized
• Searched
• Default-searched
• Approved
• Advertised
• Proposed opposition
• Opposed
• Allowed
• Default-allowed
• Refused--appeal in progress
• Registration pending
• Default registration pending

• Application filed
• Application awaiting examination
• Application under examination
• Application Appeal of Refusal Pending
• Application published
• Application opposed
• Registration Pending

• Registered
• Protected (For WIPO Trademarks)

• Trade mark registered
• Trade mark registered, opposition period running 
• Protection allotted

• Examination
• Pre-publication 
• Application Published
• Application Received
• Opposed

Application received

• Marque enregistrée (Registered trademark)
• Marque renouvelée
• Marque renouvelée-revendiquée comme 
ancienneté par EUTM (Renewed trademark, claimed 
as seniority by EUTM)
• Renouvellement demandé(Renewal of trademark 
requested)

• Enregistrement demandée
• Demande publiée
• Demande d’enregistrement publiée
• Demande d’enregistrement non publiée 
• Demande d’enregistrement irrecevable 

• Field Data deposito reads a date (with 
dd/mm/yyyy format) within the last 10 years
• Field Data registrazione reads a date

• Field Data deposito reads a date (with dd/mm/yyyy format) within the last 
10 years
• Field Data registrazione is blank

• LIVE-REGISTRATION-Issued and Active
• LIVE-REGISTRATION-Published for Opposition
• LIVE-REGISTRATION-Opposition Pending
• LIVE-REGISTRATION-Cancellation/Invalidation 
Pending

• LIVE-APPLICATION-Awaiting Examination
• LIVE-APPLICATION-Under Examination
• LIVE-APPLICATION-Appeal of Refusal Pending
• LIVE-APPLICATION-Published for Opposition
• LIVE-APPLICATION-Opposition Pending
• LIVE-APPLICATION-Awaiting Examination (Formality Examination 
Unfinished)

En Vigor En tramitación

加拿大

墨西哥

欧洲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日本

CIPO

IMPI Registered Pending

EUIPO

UK IPO

DPMA

INPI

UIBM

OEPM

JPO

国家/地区 商标局 R标 待处理商标（Pending  Trademark）

https://brandservices.amazon.com/brandregistry/eligibility?lang=zh-CN
https://www.uspto.gov/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usiness/ip.html
http://marcanet.impi.gob.mx/?ld=ELUSABR-sellercentral.amazon.com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home
https://www.gov.uk/topic/intellectual-property/trade-marks
https://www.dpma.de/?ld=ELUSABR-sellercentral.amazon.com
https://www.inpi.fr/fr
http://www.uibm.gov.it/?ld=ELUSABR-sellercentral.amazon.com
https://www.oepm.es/es/signos_distintivos/index.html
https://www.jpo.go.jp/


Copyright © 2022 Amazon. All rights Reserved.︱版权所有© 2022亚马逊。保留所有权利。
03

商标申请：访问ipaccelerator.com，查看亚马逊IP Accelerator中的服务商申请。4

https://brandservices.amazon.com/ipaccelerator?ref=SOCNIPA2022CNYPDF&ld=SOCNIPA2022CNYPDF&lang=zh-CN


Copyright © 2022 Amazon. All rights Reserved.︱版权所有© 2022亚马逊。保留所有权利。
04

适用站点：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站点。
适用卖家：2022年1月1日或之后发布第一个可供购买的ASIN的专业卖家（Professional Sellers）。
了解大礼包详情：gs.amazon.cn/nsi

给2022年新卖家的福利：新卖家入门大礼包

任务1

首年或首100万美元品牌商品成交额5%返还，返还金额将抵扣下月的销售佣金；
最高15万美元返还，符合条件的品牌可在美国、欧洲、日本站点各享受最高5万美元的返还；
200美元亚马逊评论管理工具（Amazon Vine计划）优惠；
100美元亚马逊品牌保护工具（Transparency透明计划）优惠*。

品牌主专享福利：在发布第一个可供购买ASIN的6个月内，完成亚马逊品牌注册。
您需要是品牌所有者或其内部人员，才能享受该优惠。点击此处查看如何获得权限。

【福利】

任务2

最高200美元入库运输费优惠**；自动加入亚马逊新品入仓优惠计划。

12个月内运送库存至亚马逊运营中心。

【福利】

进阶任务

200美元亚马逊商品推广广告优惠***。

使用亚马逊商品推广，针对亚马逊物流ASIN创建一个无截止日期的广告活动。

【福利】

任务3

最高200美元入库运输费优惠**；自动加入亚马逊新品入仓优惠计划。

12个月内使用亚马逊优惠券。

【福利】

*包含200美元Vine计划优惠及100美元Transparency透明计划优惠。
**包含100美元亚马逊合作承运人费用优惠或200美元亚马逊跨境物流服务优惠，卖家可选择使用亚马逊合作承运人或亚马逊跨境物流服务，运送库
存至亚马逊运营中心，以获取相应的优惠。
***卖家在卖家平台添加FBA商品并发送入库，成功接收上架后30天内，为新上架的ASIN手动设置无结束日期的广告活动，即可获得首笔100美元广告
费优惠；将该广告活动运行至少30天，即可获得第二笔100美元优惠。

https://gs.amazon.cn/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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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对应站点。比如，您希望在美国站进行品牌注册，此处选择“美国”。

复制如下链接开始注册
https://brandservices.amazon.com/?lang=zh-CN

步骤总览：

亚马逊品牌注册具体步骤详解

1
前往亚马逊品牌注册

官网并登录

2
进入亚马逊品牌注册后台

开始注册

3
提交品牌信息

4

提供销售账户信息

5

提供分销信息

选择您要注册的特定国家   地区的商城

沙特阿拉伯

意大利

日本

印度 土耳其

美国

英国

新加坡

阿联酋

西班牙

墨西哥

瑞典

荷兰

澳大利亚

法国

德国

加拿大

巴西

提交申请
等待审核

1

提交申请后最快1周可完成亚马逊品牌注册
（视品牌具体情况，约1~4周）。

点击右上角“登录”，选择您要注册的国家
前往亚马逊品牌注册官网并登录

https://brandservices.amazon.com/?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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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登录方式
方法一：使用亚马逊卖家平台的账户和密码登录。若已是亚马逊卖家，用这种方式登录并完成

品牌注册，对应的卖家账户能更快获得品牌打造与保护的工具权限；
方法二：创建一个新的亚马逊品牌注册账户。适用于在亚马逊暂无卖家账户的品牌所有者。

Sign-In
Email or mobile phone number

Password

By continuing, you agree to Amazon’s Conditions
of Use and Privacy Notice.

Keep me signed in.. Details

New to Amazon?

Create your Amazon account

Forgot your password?

Sig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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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品牌

在您开始之前，请查看在申请流程中需要提供哪些信息

商标申请号
清晰地显示商品和/或包装上的品牌的图片
如果您与亚马逊之间存在供应商关系， 则需要提供供应商代码
显示您在亚马逊上的品牌商品的 ASIN 示例列表
有关您分销商品所在国家/地区的信息

注册您的品牌

注册新品牌

欢迎使用品牌注册

您没有在“亚马逊品牌注册”中注册任何品牌。 要开始使用我们的品牌保护工具， 请至少注册一个品
牌。 了解有关“品牌注册”申请流程的更多信息。

需要帮助？
我们的品牌注册客服人员随时在此协助您， 联系我们为了能够协助保护您在亚马逊上的品牌， 了解
更过

有关于现有申请的问题？
如果您对现有的申请状态或先前申请的决定有任何疑问， 请在问题日志中回复该案例。

你的品牌

您没有注册任何品牌。

管理 支持

进入亚马逊品牌注册后台，开始注册
账户创建后，您将会进入亚马逊品牌注册后台。点击左侧“注册新品牌”，您将看到注册过程

中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如果您已准备好，请点击“注册您的品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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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册品牌

品牌信息 销售账户信息 分销信息

以下信息将有助于我们识别您的品牌， 并让您开始进行品牌注册。

您的品牌名称是什么？

选择一个商标局

请输入您的商标名称， 其中包括您的品牌名称的首选大写形式。

美国 -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品牌信息

请提供只想您品牌官方网站的 URL。 提供URL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您的品牌 （可选）
商品信息

请输入注册号或序列号

至少提供一张可清楚显示永久贴在商品上的品牌名称、徽标或其他识别标记的商品或包装的图片。图片应显示目前
在亚马逊上销售或打算在亚马逊上销售的商品，且不应由计算机生成。

可接受的文件类型为 jpg、png 和 gif。    文件大小不应超过 5MB

或拖动至此处上传

上传

如果您在其他电子商务网站上销售商品，  请提供在那些网站上您的店铺网址 URL （可选）

商品图片

添加更多

上一步 取消 下一步

提供品牌信息
提供品牌名称，商标局，商标编号，商品信息等。

-  此处提交的品牌名称须同当地商标局注册的
    Mark Name 完全一致。
- 该品牌名称将被用于创建亚马逊商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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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品牌

品牌信息 销售账户信息 分销信息

以下信息将有助于我们识别您的品牌， 并让您开始进行品牌注册。

您的品牌名称是什么？

选择一个商标局

请输入您的商标名称， 其中包括您的品牌名称的首选大写形式。

美国 -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品牌信息

请提供只想您品牌官方网站的 URL。 提供URL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您的品牌 （可选）
商品信息

请输入注册号或序列号

至少提供一张可清楚显示永久贴在商品上的品牌名称、徽标或其他识别标记的商品或包装的图片。图片应显示目前
在亚马逊上销售或打算在亚马逊上销售的商品，且不应由计算机生成。

可接受的文件类型为 jpg、png 和 gif。    文件大小不应超过 5MB

或拖动至此处上传

上传

如果您在其他电子商务网站上销售商品，  请提供在那些网站上您的店铺网址 URL （可选）

商品图片

添加更多

上一步 取消 下一步

商标状态

注意！！对于在不同商标局申请的待受理商标，此处的操作步骤略有不同，
因此请确保在“选择一个商标局”这个问题中，根据您商标的情况正确选择。

- 如用R标: 此处请准确填写您的商标编号（Trademark 

Registration #）， 请注意必须和当地商标局注册信息完全一致。
- 如用待处理商标（Pending Trademark）: 填写商标申请编号
无需在此步骤中告知亚马逊品牌注册您商标的申请状态。

• 美国商标进行品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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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的商标（由文字、字母或数字组成）

以下信息将有助于我们识别您的品牌， 并让您开始进行品牌注册。

您的品牌名称是什么？

选择一个商标局

请输入您的商标名称， 其中包括您的品牌名称的首选大写形式。

日本 - Japanese Patent/Trademark Office

您商标目前的状态是什么？ 有关商标状态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品牌注册常见问题。
已注册

待定
以下状态适用于待注册的商标： 待审查， 审查中， 拒绝申诉待处理， 已针对异议公布以及异议待处理

品牌信息

请提供只想您品牌官方网站的 URL。 提供URL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您的品牌 （可选）

如果您在其他电子商务网站上销售商品，  请提供在那些网站上您的店铺网址 URL （可选）

商品信息

选择商标类型
文字商标

如果您要申请已注册的商标， 请输入注册号。 如果您要申请待注册的商标， 请输入申请号

添加更多

您商标目前的状态是什么？ 有关商标状态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品牌注册常见问题。
已注册

• 日本/英国/欧洲商标进行品牌注册：

- 如用R标: 选择“已注册”。
- 如用待处理商标（Pending Trademark）:选择“待定”。

- 如用R标: 此处请准确填写您的商标编号
   （Trademark Registration #）
   请注意必须和当地商标局注册信息完全一致。
- 如用待处理商标（Pending Trademark）: 填写商标申请编号
   无需在此步骤中告知亚马逊品牌注册您商标的申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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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的商标是基于图像的商标，您还需要上传一张商标的图像。

商标类型

注册品牌

品牌信息 销售账户信息 分销信息

以下信息将有助于我们识别您的品牌， 并让您开始进行品牌注册。

您的品牌名称是什么？

选择一个商标局

请输入您的商标名称， 其中包括您的品牌名称的首选大写形式。

欧洲 - 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 EUIPO

您商标目前的状态是什么？ 有关商标状态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品牌注册常见问题。
已注册
待定
以下状态适用于待注册的商标： 待审查， 审查中， 拒绝申诉待处理， 已针对异议公布以及异议待处理

品牌信息

选择商标类型
文字商标
基于图像的商标（由文字、字母或数字组成）

请提供设计商标的高质量图片。该图片应与商标记录上的设计商标图片完全匹配，不应用于上传商标证书

可接受的文件类型为 jpg、png 和 gif。    文件大小不应超过 5MB

或拖动至此处上传

请输入申报号

您商标目前的状态是什么？ 有关商标状态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品牌注册常见问题。
已注册
待定

请确认您已经选择正确的商标局
如果您的商标是在国际级注册机构（例如美国）注册的，请选择相应国家机构（例如英国知识产权局）。
如果您的商标是在欧盟知识产权局注册的，请选择该机构。

上传

上一步 取消 下一步

上传的图像商标需要与您在商标局递交备案
申请时提供的图像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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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品牌

品牌信息 销售账户信息 分销信息

以下信息将有助于我们识别您的品牌， 并让您开始进行品牌注册。

您的品牌名称是什么？

选择一个商标局

请输入您的商标名称， 其中包括您的品牌名称的首选大写形式。

美国 -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品牌信息

请提供只想您品牌官方网站的 URL。 提供URL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您的品牌 （可选）
商品信息

请输入注册号或序列号

至少提供一张可清楚显示永久贴在商品上的品牌名称、徽标或其他识别标记的商品或包装的图片。图片应显示目前
在亚马逊上销售或打算在亚马逊上销售的商品，且不应由计算机生成。

可接受的文件类型为 jpg、png 和 gif。    文件大小不应超过 5MB

或拖动至此处上传

上传

如果您在其他电子商务网站上销售商品，  请提供在那些网站上您的店铺网址 URL （可选）

商品图片

添加更多

上一步 取消 下一步

上传的商品图片，在商品或包装上需显示品牌信息，
且品牌标识必须是永久标识。

注意！！上传的商品图片，在商品或包装上需显示品牌信息
且品牌标识必须是永久性标识。

商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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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hich selling accounts represent your brand? (optional)
Please select all the selling accounts that manage the brand’s products Learn more about selling accounts, and

merchant tokens.

No selling accounts selected

If the selling account you wish to connect is not listed, you wi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add accounts once your

application has been approved.

Select all

A1BCDEF2GHIJKL The Cheese Shark

El Shack del Queso

Watches Garage

B2CDEFG3HIJKLM

CDEF2GHIJKL092

提供销售账户信息
点击选择“卖家”，并选择所有销售您所申请品牌的卖家账号。

注册品牌

品牌信息 销售账户信息 分销信息

以下信息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您与正在注册的品牌 coca 之间的关系

请选择描述您与亚马逊之间的销售关系的所有适应选项

如果您的品牌未在亚马逊上销售，请从一下列表中选择适用于您品牌的商品分类。

对于正在注册的品牌，您是卖家还是供应商？

请提供最符合您品牌的类别

选择分类

例如： B0792KTHKJ

销售账户信息

卖家
卖家直接向买家销售其商品，并直行配送订单
或使用亚马逊物流配送订单。无论您在哪个市
场销售您的品牌商品，都需要提供您的卖家信
息

供应商
供应商作为第三方向亚马逊销售其商品，
通过亚马逊运营中心储存和配送订单

请为您销售的品牌所属的每个商品分类提供畅销商品的 ASIN 如果您在亚马逊上销售您的品牌商品，请提供示例、
ASIN， 以便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您的品牌

Amazon.com

ASIN 是亚马逊用于识别商品的识别码，其长度为10个字符

上一步

添加

取消 下一步

点击选择“卖家”，选择所有销售您所申请
品牌的卖家账号。

在亚马逊品牌注册成功后，已选卖家账号
将获得品牌打造工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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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您的品牌类型

注册品牌

品牌信息 销售账户信息 分销信息

以下信息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您与正在注册的品牌 coca 之间的关系

请选择描述您与亚马逊之间的销售关系的所有适应选项

如果您的品牌未在亚马逊上销售，请从一下列表中选择适用于您品牌的商品分类。

对于正在注册的品牌，您是卖家还是供应商？

请提供最符合您品牌的类别

销售账户信息

卖家
卖家直接向买家销售其商品，并直行配送订单
或使用亚马逊物流配送订单。无论您在哪个市
场销售您的品牌商品，都需要提供您的卖家信
息

供应商
供应商作为第三方向亚马逊销售其商品，通过
亚马逊运营中心储存和配送订单

上一步 取消 下一步

选择分类

办公用品

宠物

厨房用品

电器

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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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分销信息

请按照您品牌的具体情况做选择。

提交信息，等待结果
以上关键步骤完成后，只需按照页面指示，提交申请即可。

另外，请注意：
• 请确保在接收验证码邮件后的14天内回传验证码。

• 提交完毕后，请持续关注来自brand-registry-support@amazon.com的邮件通知。

注册品牌

品牌信息 销售账户信息 分销信息

以下信息有助于我们确定您的品牌 allo 可能符合哪些保护功能的使用条件

您的品牌是否向分销商销售商品？
分销信息

您的品牌商品在哪些地方分销？ （可选）

分销信息

是 否

您的分销商品是否在亚马逊商销售商品？

是 否

对于与您知识产权相关的商品的生产商，您的品牌是否向其发放商标许可证？
被许可方信息

是 否

此被许可方是否在亚马逊商销售商品？

是 否

上一步 取消 提交

选择一个国家/地区

感谢您！

我们还向您发送了一封包含后续步骤的电子邮件。

您已成功提交品牌注册申请

注册另一个品牌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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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填写信息时，请务必仔细检查以下事项，有助于提升您的通过率：

亚马逊品牌注册注意事项

01 品牌是否在注册申请国已经拥有R标或待处理商标（Pending Trademark）

商标基于有效的文字或图像

您可以参照当地商标局官网来查询商标的有效性

亚马逊品牌注册提交的品牌名称须同当地商标局注册的Mark Name完全一致

亚马逊品牌注册提交的商标编号必须和当地商标局注册信息完全一致

商标类型是否填写有误

确保您上传的商标图像与当地商标局官网记录完全一致

确保商标联系人的信息在所有公共资源中为最新且有效的

请确保您在接收验证码邮件后的14天内回传验证码

提交完毕后，请您持续关注来自brand-registry-support@amazon.com的邮件通知

02
03
04
05

07
06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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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马逊品牌注册开始

START
HERE

品牌旗舰店

品牌控制面板

品牌分析

添加新商品
全球商品需求

品牌目录管理器

品牌推广
展示型推广

A+页面

举报违规行为

自动保护

Project Zero

订购省
品牌分析

品牌分析、虚拟捆绑
Vine、管理实验
增长机会

Transparency
透明计划

商品推广、品牌推广
展示型推广

镇店之宝、秒杀、优惠券
Prime 专享折扣

镇店之宝
Prime 会员日%

引流奖励计划
引流洞察

直播
帖子和关注

买家互动
买家评论

          用
户

互
动

                口碑管理                站内外引流      
     提

高
商

品
排

名

 粉
丝

运
营            复购

 销售转化      
     

    运
营

 促成       
     

  精
细

化

产品调研       定价策略

   篡
改

    
    

    
  跟

卖
     

      
       

                                             品牌
阵

地
     品

牌
形

象
 防

商
详

页
    

    
  防

假
货

     
      

       
             

                                          打
造

                  展
示

和
授

权
    

    
    

  举
报

侵
权

管
理

商
标

    
    

    
    

 预
防

和
 

用户画像                竞品分析                               传
递

品
牌

调
性

                                               

品

牌
用户          品牌增

长
  

 品
牌

保
护

      
  品牌策略       品

牌
形

象品牌
运营地图

注册后：品牌打造及品牌工具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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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实验（Manager Your Experiments)
该功能旨在帮助卖家高效择优提升转化，同时更直观地查看销量。通过该工具，您可以对品牌商品
的A+商品描述、商品名称和主图片进行A/B测试。通过实验，您可以将两个版本的商品详情进行对
比，以便查看哪个版本效果更受消费者欢迎。实验结束后，您可以选择更优的商品详情。
        使用途径： 卖家平台 > 品牌 > 管理实验

品牌策略
品牌分析(Brand Analytics）
工具提供五份品牌分析数据报告包括亚马逊关键词搜索、重复购买行为、市场篮子分析、商品比较
和替代购买行为、人数统计（用户画像）五个维度，贯穿选品、引流、转化、复购的亚马逊销售全链路。
        使用途径： 卖家平台 > 品牌 > 品牌分析

品牌控制面板（Brand Dashboards)
品牌控制面板是亚马逊专为品牌运营而打造的品牌工具，从品牌健康度、品牌优势的维度帮助您
发现提高买家体验、流量和转化率的机会。
        使用途径： 卖家平台 > 品牌 > 品牌控制面板

品牌形象
A+页面（A+ Content)
该功能旨在刺激转化及宣传品牌价值。通过该功能，您可以利用图片和文字的组合，通过展现场景
化的商品图片来讲述独特的品牌故事，让买家充分了解商品，增强宣传效果进而提升销售转化。
        使用途径： 卖家平台 > 广告 > A+页面

品牌旗舰店（Stores)
该功能旨在增加品牌和产品曝光、轻松定制专属品牌旗舰店以及衡量广告成效。作为传递品牌动
向的阵地，Stores能够向粉丝传递品牌价值，成为卖家站外引流的目的地与维护买家互动的阵地，
从而帮助卖家形成流量闭环。
        使用途径： 卖家平台 > 品牌旗舰店 > 管理店铺

品牌增长

虚拟捆绑（Virtual Bundle)
该功能旨在为您留住爆款流量，引流品牌店铺，并占据优势位置，有效刺激转化。通过该工具，您可
以将自己的2-5个不同ASIN进行捆绑，使买家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商品详细页面中一起购买这些商
品，起到产品之间相互引流的作用。
        使用途径： 卖家平台 > 品牌 > 虚拟捆绑商品

实操学习

实操学习

实操学习

实操学习

实操学习

实操学习

https://mp.weixin.qq.com/s/eQIwWE6dg7ZecZCc1ubq_Q
https://mp.weixin.qq.com/s/dC9FHZez5vJdTPQ9jxjKtQ
https://mp.weixin.qq.com/s/g5TW4Ib9wJwTlMexQNilrA
https://mp.weixin.qq.com/s/cPpcsviBSFvZ43sGHsENIw
https://mp.weixin.qq.com/s/SOGDobPGpec9XmchDeej6w
https://mp.weixin.qq.com/s/9iCsa_nuHNpD6E1I-fhW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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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保护
举报违规行为
举报违规行为（Report a Violation, RaV）是亚马逊提供的一种举报侵权行为的工具。您可以使用
工具的搜索和举报功能，授权知识产权所有人（Rights Owner）及其代理人（Registered Agent）将涉
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通知亚马逊。
        使用途径： 卖家平台 > 品牌 > 品牌保护 

品牌用户
直播 (Amazon Live)
Amazon Live旨在以一种支持实时品牌互动的方式来为买家提供激励、信息和娱乐，并帮助买家建
立考虑新品牌的信心并做出购买决定。亚马逊制作的直播让您能够在主题直播中展示您的商品，这
些主题直播显示在亚马逊上多个显眼的广告位中。
        使用途径： 亚马逊广告 > 产品 > 品牌购物体验 > Amazon Live

帖子(测试版) (Post(Beta))
您可以通过该功能发布定制图片、文案和品类标签，帮助买家直观感受您的商品在现实生活中的使
用情况。帖子的发帖频率不限，且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后期，您可以查看以下数据维度来衡量帖子效
果：触达、关注点击、产品点击、曝光量、互动率。
        使用途径： 亚马逊广告 > 产品 > 品牌购物体验 > 帖子

Vine计划 (Vine Program)
通过该计划快速为商品获得高质量评论，利于卖家提高流量和转化率及更好地优化产品。符合
Vine资质的受邀消费者可以申请免费试用该商品并留下评论。
        使用途径： 卖家平台 > 广告 > Vine

实操学习

实操学习

Transparency透明计划
Transparency透明计划是亚马逊为品牌商和消费者提供的一项商品追踪和真伪验证服务。它能
事先防止假货商品在亚马逊上销售，有效避免您品牌的产品被假货跟卖。
     减轻运营压力：事先主动的防假货跟卖机制，可有效减少事后举报和处理的时间精力。
     避免假货差评：减轻可能由于假货造成对评论的影响。
     轻松检验真伪：买家可以扫码检验产品真伪。
     更多品牌曝光：消费者扫码后还可查看品牌视频、促销等丰富信息，助力售后营销。

        使用途径： 卖家平台 > 品牌 > 品牌保护

实操学习

Project Zero
Project Zero计划及其自动保护和自助式假冒商品移除工具能够确保买家在亚马逊买到正品商品。
利用亚马逊和品牌的综合优势，卖家可以通过该计划三个方面的功能来将假冒商品的数量降至零：
自动保护、自助式假冒商品移除和商品序列化。
*在过去6个月内，如果您利用举报违规行为工具的正确率达到至少90%，那您的品牌将有可能获得
Project Zero的使用权限。

        使用途径： 卖家平台 > 品牌 > 品牌保护

实操学习

https://mp.weixin.qq.com/s/eE5wOZQk0QcbdMssK9kG9A
https://mp.weixin.qq.com/s/r_aVOyIBB7qGy7pwquxj0g
https://mp.weixin.qq.com/s/YsJA8_qrO9NGdkDLadwiWg
https://brandservices.amazon.com/projectzero?ref=SOCNPZ2022CNYPDF&ld=SOCNPZ2022CNYPDF&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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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升级品牌保护神器

除了举报违规行为，品牌保护还有其他保护神器，可以给到卖家更全面的保护
但是需要有R 标哦！所以，商标早注册，品牌早保护！

品牌保护工具

自动品牌保护

举报违规行为

Transparency透明计划

Project Zero

待处理商标

仅可举报版权侵权和专利侵权，
暂不可以举报商标侵权

R标

完成亚马逊品牌注册后约10个月，卖家可以享有更全面品牌保护升级服务哦！

卖家常见痛点，逐一击破
运营不愁

更快检索方法，快准狠，找到解决方案5大核心运营板块
30+项营销工具，一图看懂

想要全面了解品牌工具？下载《亚马逊品牌运营地图》，亚马逊官方品牌工具葵花宝典！

欢迎下载，新卖家不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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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如果您在亚马逊品牌注册过程中使用了相应的亚马逊卖家账户登录、并在品牌注册过程中
勾选了相应的卖家账户，您便可以获得上一章提及的品牌打造和保护工具权限。

若您发现，通过上一章中每个工具的“使用路径”，您依然没有权限使用该工具，可以通过3种方式解决：

如果您希望获得权限的卖家账户，在亚马逊品牌注册后台中的角色为“管理员（Administrator）”，您可以用该方法
自助开通，无须向亚马逊申请或等待审核。

登录亚马逊品牌注册后台
重要！您要为哪个亚马逊卖家账户开通权限，就用对应的卖家账户登录亚马逊品牌注册后台。

1

注册后：自查及获取品牌工具权限

方法一：自助开通权益

Sign-In
Email or mobile phone number

Password

By continuing, you agree to Amazon’s Conditions
of Use and Privacy Notice.

Keep me signed in.. Details

New to Amazon?

Create your Amazon account

Forgot your password?

Sign-In

https://brandregistry.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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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开通
确认拥有管理员角色后，点击菜单栏“管理 > 可获得销售权益 > 添加销售账户 > 选择对应的

销售账户和品牌”，进行添加。

3

查看是否具备“管理员 (Administrator)”权限
在品牌注册后台右上角点击“设置 > 用户权限”，您可以查看相应的卖家账户具体获得什么角色。

一般来说，您用来提交亚马逊品牌注册申请的卖家账户，会自动获得管理员权限。
拥有管理员权限的账户，也可以在“用户权限”页面，点击“管理”来更改不同账户的角色，

或点击“邀请用户加入您的品牌”来为其他账户分配角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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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品牌推广，品牌旗舰店，上传和管理视频功能在完成亚马逊品牌注册后均可直接
使用，无需申请。
除上述四个工具，其他品牌打造工具仅对品牌所有者或其内部人员开放。品牌所有
者，指该品牌/商标的拥有者；品牌内部人员，一般而言，如果品牌属于某公司，而您是
该公司的员工，即为内部人员。经销商、分销商和其他代理商，不被视为品牌所有者。

1

2

方法二：联系品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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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亚马逊品牌注册后台
重要！您要为哪个亚马逊卖家账户开通权限，就用对应的卖家账户登录亚马逊品牌注册后台。

1

Sign-In
Email or mobile phone number

Password

By continuing, you agree to Amazon’s Conditions
of Use and Privacy Notice.

Keep me signed in.. Details

New to Amazon?

Create your Amazon account

Forgot your password?

Sign-In

https://brandregistry.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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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品牌注册客服人员
路径：亚马逊品牌注册后台首页，点击“品牌注册客服人员 > 更新您的品牌资料 > 修复与用户

角色相关的问题 >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English”。

2

提交并等待审核结果

开case话术指导：在“Pls describe your issue”
区域，明确哪个品牌希望申请具体哪个品牌打
造工具的权限。具体话术：
”We are Grex/Multi-region account seller, 
need selling benefits such as Amazon Brand 
Analysis(ABA), VINE, and **** for all region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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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目前在亚马逊美国、欧洲八国及日本站点上线。
您需要已经能够使用某个品牌工具，但还没有其它品牌工具的权限。

方法三：使用品牌所有者自主识别功能 
(Brand Self-Service Identification，BSSI) 申请

登录品牌控制面板（入口：卖家平台 > “品牌”选项 > 品牌控制面板）。

1

在“品牌优势”板块下点击“查看您的注册品牌和关系”。

2

点击按钮“确认身份为品牌所有者”。

3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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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https://brandregistry.amazon.com，点击“品牌注册客服人员”；

1

品牌授权：通常来说，在两种情况下，您可能会进行品牌授权。

1）您不是品牌所有者：由于只有品牌所有者或其内部人员才可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在
品牌所有者完成品牌注册后，须授权该品牌至您的卖家账户，您的账户才能使用相关的
品牌工具。

2）您是品牌所有者：使用一国商标进行了品牌注册，但同时在多个亚马逊站点运营，可以
将某一站点完成了亚马逊品牌注册的品牌，授权给您在其他站点运营的店铺。完成亚马
逊品牌注册授权后，您在这些站点上也能同样享受包括A+页面、品牌旗舰店等在内的品
牌打造工具。

1   

注册后：如何将品牌授权至其他账户或添加更多商标

https://brandregistry.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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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更新您的品牌资料 > 更新角色或者将新用户添加到账户”，按要求填入所需信息。

2

如果点击“更新角色或者将新用户添加到账户”
后看不到具体信息，请将页面右侧下拉列表中的
语言切换成英语。

注意：

添加更多商标

为什么要添加商标？
通过品牌授权至其他站点，的确可以加速使用品牌工具，但若在该站点没有当地商标，不
能享受该站点的品牌保护，亦无法针对发生在该站点的潜在侵权行为进行投诉。因此强
烈建议：在授权的同时，也要开始申请当地商标、并及时添加商标。

2

登录亚马逊“品牌注册后台 > 管理 > 管理商标 > 关联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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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申请和品牌注册的常见问题

想入驻亚马逊，要先开店还是先注册商标?
首先，没有商标，也可以在亚马逊开店! 但是，商标申请和亚马逊品牌注册，
建议在开店的早期就要提上议程，同步进行，尽快拿到TM标进行品牌注册。原因如下:

1   

加速新店出单
只有进行了品牌注册，才可以在Listing中使用品牌名称，以及图文、视频、品牌旗舰店等品牌
打造工具，新店铺也能快速出单。

加强对Listing的管控
拥有品牌，还可以避免品牌名和商标被滥用，并在遇到侵权行为时，向亚马逊举报。

避免商标被抢注
许多卖家会有已经被抢注。“先做销量，再做品牌”的想法，但这有可能导致后续去申请商标
时，发现商标被抢注。

还没有完成亚马逊品牌注册，能创建Listing吗？遇到报错怎么办？2

若所销售商品无品牌
直接勾选“此商品没有品牌名称”

test

Sonny Brook H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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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进行品牌名的销售申请。在上传Listing的过程中，如希望使用品牌名，可能会遇到两种错误，
请按照错误代码页面上的指引解决：

A

若所销售商品有品牌，但尚未完成亚马逊品牌注册

表示您输入的品牌名称尚未获得亚马逊的批准或未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您可以提交品牌申请以
供审核，从而请求批准。获得批准后，您就能够在商品信息中使用此品牌名称。

           注意：好处是时间较快；弊端是该品牌名称无法享受相关保护，如遇到他人滥用品牌名，无法向亚马逊举报，也同样面
临被抢注的风险。同时须特别注意，在进行品牌名的销售申请时，所申请的品牌名，建议与之后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的品牌
名保持一致，否则需要经历更改Listing品牌名的过程，较为繁琐。

错误代码5665

申请流程指导：查看卖家大学指导视频

B 通常是因为该品牌已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而您当前的卖家账户不是该品牌所有者，或未获得品
牌所有者的批准。如遇该情况，您可以申请为该品牌销售商品，按要求提供资料进行审核。错误代码5461

申请流程指导：查看卖家大学指导视频

好处是完成品牌注册后，可享受全面的品牌保护和品牌打造工具，能更好地管控Listing不被滥用；
当然如果目前没有商标，耗时会较长，因此建议在开店早期就着手准备。

最后的建议：尽早亚马逊品牌注册

商标申请需要多久？听说要10个月到1年，才可以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

商标申请所需时长，不同的国家/地区，略有不同。
但是，“需要等待10个月到1年才能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已经是过去式啦！
目前，只要进行了商标申请，有了待处理商标 (Pending TM) 就可以进行亚
马逊品牌注册。
一般只需 1-2 个月，就可以拿到待处理商标，新手卖家也可以享受品牌商
权益，快速起量！

3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learn/courses?ref_=selleru_athena&courseId=c3045c93-dfe8-4e85-af4e-9ce2a3cbe31f&moduleId=d5417511-59df-4138-b6b6-62fecde7da70&modLanguage=Chinese&contentType=VIDEO&category=TUTORIAL&videoPlayer=airy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learn/courses?ref_=selleru_athena&courseId=c3045c93-dfe8-4e85-af4e-9ce2a3cbe31f&moduleId=cf2116e2-4883-4cb6-bc5b-3f61e510dc0a&modLanguage=Chinese&contentType=VIDEO&category=TUTORIAL&videoPlayer=a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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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个国家/地区销售，则需申请对应国家/地区的商标，申请海外商标时，不需要先有
中国商标。比如，卖家A刚在亚马逊美国站开店，虽然他在中国有自己的品牌，还是需
要申请一个美国的商标，才能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
目前亚马逊品牌注册接受以下国家/地区签发的商标：美国、巴⻄、加拿大、墨⻄哥、
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新加坡、⻄班牙、荷兰、沙特阿拉伯、
英国、埃及、瑞典、波兰、欧盟以及阿联酋。中国商标暂时无法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
申请海外商标时，也无须先有中国商标。

我需要申请哪里的商标?我的中国商标能直接用吗?一定要先有中国商标吗?4

利：能短时间让多站点获得品牌打造工具（A+页面，Vine评论工具，品牌广告，品牌旗舰店）的权限。
在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授权后，申请品牌打造工具权限。

弊：在没有商标的站点，无法享受品牌保护，同样面临品牌在该国家/地区被抢注的风险。

商标去哪里申请?亚马逊可以帮我申请吗?如何收费?
立即访问：ipaccelerator.com，查看亚马逊IP Accelerator中的服务商。

5

我同时开通多站点，是否需要在每个站点都申请当地商标?
可以先在您主要销售的一个站点申请商标，并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再通过授权的方式，将该品牌授权给您其他
站点的账户使用。

6

如何将品牌授权至其他站点：查看指导

如何获得品牌工具权限：查看指导

https://brandservices.amazon.com/ipaccelerator?ref=SOCNIPA2022CNYPDF&ld=SOCNIPA2022CNYPDF&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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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进行了亚马逊品牌注册可以申请UPC豁免，是真的吗？
如果您是品牌所有者，但商品上没有商品编码，的确可以申请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 如UPC、EAN、JAN  
或ISBN）豁免。以下是您可以申请全球贸易项目代码豁免的一些情况：

品牌所有者、制造商或出版商没有为您要销售的商品提供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例如，自有品牌商品或手工商品。
您是商品的制造商、品牌所有者或出版商，想要销售这些商品，但是没有在商品上提供条形码。例如，自有品牌
商品或手工商品。
您想要销售没有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的商品零件。例如，汽车用品零件或手机配件。
您想要销售包含多件商品的捆绑套装。例如，包含皮带和钱包的套装，或包含两件衬衫的套装。

7

具体要求和申请步骤，请参考卖家平台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help/G200426310

谁可以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8

品牌主和品牌内部人员都可以在亚马逊进行品牌注册。
举个例子，王老板去美国商标局为品牌A申请注册了商标，王老板为品牌主，他可以亲
自在亚马逊进行品牌注册。此外，王老板公司负责运营的Tony,同样可以使用该商标，
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但Tony在品牌注册过程中，需要从王老板处获得亚马逊发送的
验证码。
注意！品牌代理公司不是品牌主，因此是不能直接提交品牌注册申请的，可以由品牌主
将完成亚马逊品牌注册后，再添加代理公司卖家账号，以获得对应的销售工具权益。

打开https://brandservices.amazon.com/?lang=zh-CN
开始您的品牌注册吧！ 跨出品牌建立第一步！

https://brandservices.amazon.com/?lang=zh-CN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help/G20042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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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更多亚马逊品牌相关课程：

1

2

3

4

想要立刻开始注册品牌？搜索“开始注册品牌”

想要了解亚马逊品牌打造的具体操作？搜索“营销品牌”

想要了解为什么要进行亚马逊品牌注册？搜索“品牌基础知识”

想要了解亚马逊品牌打造的具体操作？搜索“品牌之路”

（亚马逊全球开店）

获取更多品牌相关信息
可以点击链接https://brandservices.amazon.com/brandregistry查看亚马逊品牌官网相关信息

或是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亚马逊全球开店”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相关资讯。

找课路径：亚马逊卖家平台 > 绩效 > 卖家大学 > 搜索“中国卖家必修课从0到1做品牌”
快速链接：亚马逊卖家大学 北美站点、欧洲站点 、日本站点

更多品牌运营学习资源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learn/courses?ref_=su_course_accordion&moduleId=cb6e1aa6-7e59-437f-a144-79f77ac8197d&courseId=e7c7b8fb-286a-479a-99b4-cdf8e3d75969&modLanguage=Chinese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uk/learn/courses?ref_=su_course_accordion&moduleId=cb6e1aa6-7e59-437f-a144-79f77ac8197d&courseId=125af037-be05-48f6-acbd-574c515c7bbc&modLanguage=Chinese
https://sellercentral-japan.amazon.com/learn/courses?ref_=su_course_accordion&moduleId=cb6e1aa6-7e59-437f-a144-79f77ac8197d&courseId=125af037-be05-48f6-acbd-574c515c7bbc&modLanguage=Chinese&videoPlayer=airy
https://brandservices.amazon.com/brandregi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