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站可銷售品類概覽

開放品類

亞馬遜對賣家開放的品類達 20 多種，銷售這些品類的商品無需獲得亞馬遜的事先審批。某些品類只允許發布新商品。

某些品類對商品質量有附加指南，需要賣家遵守。

需要審批的品類

銷售某些品類的商品需要得到亞馬遜的事先審批。只有註冊專業銷售計劃的賣家才可以出售這些品類的商品。亞馬遜限

制這些品類的銷售，以確保賣家的商品滿足質量要求、上線標準以及品類的其他特殊要求。這些標準有助於提升顧客從

Amazon.com 購買商品的信心。

如何申請審批

如果您能滿足以下表格中所列要求，請使用聯繫我們表格以申請審批。

1.填寫表格並提交申請。您將會在大約三個工作日內收到我們的郵件回覆，告知您是否已通過審批或要求提供其他訊息。

在以下表格中查找您想要銷售的商品並了解該商品在開放品類中還是在需要審批的品類中。查看該品類相應的要求或規

定，並確保您能滿足這些要求。

請注意：您的商品可以在 Amazon.com、Amazon.ca 和 Amazon.com.mx 上三個站點出售。三個站點的銷售費用、 支

持的商品品類和銷售要求可能會有所不同。

銷售品類概覽

一些品類的商品無需審核可直接銷售，一些品類的商品需要滿足相應要求方可銷售。某些類別的商品個人銷售計劃和專

業銷售計劃的賣家均可銷售，除非另有說明。

https://services.amazon.com/content/sellers-contact-amazon.htm/ref=as_cn_ags_introcu


商品分類 商品類型 允許條件 需要審批

亞馬遜設備配件 亞馬遜設備配件

新品、翻新、二

要求手

亞馬遜 Kindle Kindle 設備配件 仅二手 否

汽車和戶外動力設
備

零件、工具及設備、配
件

新品、翻新、二

手、珍藏品

需要審批。僅開放給專業銷售計劃的賣家。

要求（見附錄 1）

聯絡我們

嬰兒產品（不含服

裝）

育儿，喂养用品，工具

等
僅新品 否，但假日銷售可能需要 1

美妆
香水、護膚品、彩妝、
護髮、沐浴。另請參閱
健康及個人護理。

僅新品 否

圖書 樂譜、雜誌、期刊、其
他刊物

新品、二手、收藏

品

可以發布新手和二手圖書，收藏圖書需獲得批准

但所有媒體商品必須在向您提交確認訂單

後，兩個工作日內發貨。

相機和攝影

照相機、攝像機、望遠

鏡

新品、翻新、二

手
否

支持多種面向亞馬遜企

業及機構買家的商品品

類

新品、翻新、二

手

僅開放給專業銷售計劃的賣家。
Amazon

Business 項目商品 了解更多

手機設備 手機

全新品、二手、 否，但是必須滿足一定要求（需要登錄賣家平

翻新、解锁 台）

服装與配飾
外套、運動服、內搭、
皮帶、皮夾

僅新品 品類要求（見附錄 2）

否

硬幣收藏品

政府鑄造的分級收藏錢

幣、美國造幣廠包裝產

品、金幣、銀幣、鉑

幣、鈀幣

珍藏品

目前不接受新的賣家。

當此類別開始接受新的賣家時，聯繫我們系告

知。

電子產品（配件）

音頻、視頻、相機、照

片、手機、汽車電子、

計算機和辦公產品

新品、翻新、二

手 否，但特定產品需要²

電子產品 (消費類)
電視機、CD 播放器、汽

車音響、GPS

新品、翻新、二

否，但特定產品需要手

藝術品
油畫、素描、混合媒體
（二維）、限量版印刷
品和照片

珍藏品

目前不接受新的賣家。

當此類別開始接受新的賣家時，聯繫我們告

知。

https://services.amazon.com/content/sellers-contact-amazon.htm/ref=as_cn_ags?lead=Promerchant&mainproductcategory=Automotive
https://gs.amazon.cn/amazon-business.htm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help/200785030/ref=asus_soa_cat_cellreq?pid=soa-approval-category
https://services.amazon.com/content/sellers-contact-amazon.htm/ref=as_cn_ags?lead=Promerchant&mainproductcategory=Apparel
https://services.amazon.com/content/sellers-contact-amazon.htm/ref=as_cn_ags?lead=Promerchant&mainproductcategory=Collectible%20Coins
https://services.amazon.com/content/sellers-contact-amazon.htm/ref=as_cn_ags?lead=Promerchant&mainproductcategory=Entertainment_Collectibles


食品雜貨

飲料、早餐、罐頭食

品、日用雜貨、點心、

肉類、海鮮、巧克力、

甜點、禮品籃

僅新品

需要審批。僅開放給專業銷售計劃的賣家。

要求（見附錄 3）

聯繫我們

手工制品
手工製品、手工塗改制

品
僅新品 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手工製品頁面。

個護健康

急救、營養品。另請參
閱美妝。

僅新品
否

歷史和廣告收藏品

與歷史人物、地點或事

件相關的古董收藏，以

及與消費品牌相關的宣

傳材料。 珍藏品

目前不接受新的賣家。

聯繫我們 獲得相應通知 （當此類別開始接受新

的賣家）。

家居與園藝

廚房、餐廳、寵物用

品、家具、裝飾、床上

用品、浴室、工藝品、

業餘愛好、家用電器、

存儲、天井、草坪、花

園、游泳池用品、園林

綠化、除雪、發電機

新品、翻新、二

手、珍藏
否

工業與科學

實驗室設備及用品、工

業材料、電力傳輸、電

子元器件、衛生、保洁

用品
僅新品

賣方必須進行適當的研究，以確保工業和科學

產品符合適用的地方、州、聯邦和國際法律法

規。

聯繫我們

珠寶首飾

耳環、項鍊、戒指、手
鐲

僅新品

否，品類要求

（見附錄 4）

聯繫我們

箱包和旅行用品

行李箱、包、背包、公
文包、雨傘、旅行用品

僅新品

品類要求見（附錄 5）

否

音樂
光盤、磁帶、黑膠和其

他錄製品

全新、二手、珍
目前不接受新的賣家。

藏品

樂器
吉他、樂隊、錄音設備

新品、翻新、二
否

手、珍藏

辦公用品
用品、家具、打印機、

計算器

新品、翻新、二
否

手、珍藏

戶外休閒

戶外裝備、戶外運動服

裝、自行車和極限運動

用品

否新品、翻新、二

手

https://services.amazon.com/content/sellers-contact-amazon.htm/ref=as_cn_ags?lead=Promerchant&mainproductcategory=Grocery
https://services.amazon.com/handmade/handmade.html/ref=as_cn_ags
https://services.amazon.com/content/sellers-contact-amazon.htm/ref=as_cn_ags_hiscu
https://services.amazon.com/content/sellers-contact-amazon.htm/ref=as_cn_ags?lead=Promerchant&mainproductcategory=Biss
https://services.amazon.com/content/sellers-contact-amazon.htm/ref=as_cn_ags?lead=Promerchant&mainproductcategory=Jewelry


個人电脑
台式機、筆記本電腦、

驅動器、存儲

新品、翻新、二
否

手

鞋履、手提包和太

陽鏡

鞋、靴子、涼鞋、拖
鞋、手袋、太陽鏡、眼
鏡架

僅新品
品類要求見（附錄 6）

否

軟體和電腦遊戲

商務、傳媒教育、實

用、安全、兒童軟件和

電腦遊戲

新品、二手
否，但特定產品需要²

運動品

運動與健身、狩獵用

品、團隊運動、持牌/球

迷商店、運動服裝、劃

船和釣魚、遊戲室

新品、翻新、二

手、珍藏
否

體育收藏品
交易卡、遊戲-二手和親筆
簽名物品

珍藏品

目前不接受新的賣家。

當此類別開始接受新的賣家時，聯繫我們告

知。

工具和家居裝修

手動及電動工具、水

暖、電氣、建材、電器

配件

全新品、翻新、

二手 否

玩具和遊戲

嬰幼兒及幼教、學習和

探索玩具、騎乘項、動

畫人物、玩偶、棋類游

戲、藝術、工藝、愛

好、家具

全新品、珍藏 否，但節假日銷售需要¹

視頻、DVD 和藍光
光碟 電影、電視

全新品、二手、

珍藏

需要審批。僅開放給專業銷售計劃的賣家。
要申請此類別銷售，請聯繫我們聯繫我們。
所有媒体項目必須在確定訂單後，兩個工作日內
發貨。

視頻遊戲機和視頻

遊戲控制台
遊戲機、配件

全新品、二手、
否，但特定商品需要

珍藏

手錶 所有手錶 僅新品

需要審批。僅開放給專業銷售計劃的賣家。

要求（見附錄 7）

聯繫我們

紅酒 美國和國外生產的葡萄酒 全新品、珍藏
需要審批。僅開放給專業銷售計劃的賣家。

有關詳細信息和許可要求，請參見聯繫我們表單。

1 在冬季節日期間銷售玩具及遊戲類商品可能需要獲得審批。（需要登錄賣家平台）

https://services.amazon.com/content/sellers-contact-amazon.htm/ref=as_cn_ags?lead=Promerchant&mainproductcategory=Sports%20Memorabilia
https://services.amazon.com/content/sellers-contact-amazon.htm/ref=as_cn_ags?lead=Promerchant&mainproductcategory=Watches
https://services.amazon.com/content/sellers-contact-amazon.htm/ref=as_cn_ags_wincu


2 消費電子、電子配件、音樂、軟件和計算機遊戲、視頻遊戲和視頻遊戲機類商品一般開放給所有賣家，特定商品可能

需要提前審批。（需要登錄賣家平台）

附錄 1：提交申請前，請查看“汽車和戶外動力設備品類”要求

賣家必須擁有一個可進行審核的獨立網站或是擁有良好信譽賬戶的現有專業銷售計劃的賣家。

製造商對汽車和戶外動力設備商品使用 UPC 碼時，上傳商品必須使用該製造商使用的 UPC 碼。

賣家必須進行適當的研究，以確保上傳的汽車和戶外動力設備商品目錄符合當地、州、聯邦和國際法律和法規
要求。

所有翻新汽車及機動車商品，必須要求製造商或再製造商提供保修。賣家必須說明他們列出的所有翻新商品的
保修類型，指明商品是否由製造商保修或者自己保修。

所有上傳的內容和圖片必須適用所有年齡階段用戶並且適合於公共社區使用。所傳內容和圖片不得刻畫或包含
裸露或色情、淫褻或使人反感的物品。

圖片必須是白色的背景，不能包含嵌入圖片、水印或未經授權的內容。

附錄 2：“服裝和配飾”品類要求

所有服裝和配飾商品必須是新品。我們不允許銷售任何二手商品。

所有商品必須是真品，我們不允許任何假冒、複製或仿製的商品。

商品圖片必須符合上傳標準：

o 要求：

▪ 如有不同顏色，每個顏色必須包括一個顯示該顏色的“子 SKU 主圖片”。

▪ 上傳的圖片大小單邊至少大於 1001PX，以支持縮放功能。

▪ 所有圖片都應進行相應裁剪，以優化顧客評估商品的能力。

▪ 圖片不應該可見的水印、色彩或文本。

▪ 圖片背景必須是白色的，且是高品質的，真正代表所出售的商品。

▪ 主圖片必須是單一的商品，無堆疊或包含多件商品。

▪ 主父和子圖片必須是標准或平坦的。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help/external/200164670/ref=as_cn_ags


▪ 備用圖片可以使用不同的角度或視角、色板等，但必須使用相同的圖片質量和尺寸。

▪ 賣家負責他們全部上傳圖片的質量，即使賣家從外部獲取圖片。

o 禁止：

▪ 圖片上有品牌標籤或包裝

▪ 二手或較新二手商品的圖片

▪ 邊框、水印、文字或其他裝飾

▪ 草圖或數字描繪的商品圖片；僅使用真實圖片

▪ 人體模特圖片

▪ 彩色背景或生活圖片

▪ 不屬於商品列表的其他商品、物品或配件；僅包含顧客要購買的商品

▪ 圖片預留位置（如“臨時圖像”或“無可用的圖片”）

▪ 商品評級的圖片

▪ 宣傳文字，如“熱銷”或“免郵”（可用管理營銷工具代替）

▪ 尺寸圖表，送貨區域範圍地圖或任何與商品不相關的圖形

所有上傳的內容和圖片必須適用所有年齡階段用戶並且適合於公共社區使用。所傳內容和圖片不得刻畫或包含

裸露或色情、淫褻或使人反感的物品。

附附錄 3：提交申請前，請查看“食品雜貨”品類要求：

賣家必須是專業銷售計劃賣家。

賣家必須向我們提供有關計劃銷售商品的有效文件，以及我們要求的其他信息。在您提交銷售食品雜貨類商品
的申請後，我們將與您聯繫獲取更多信息。

所有食品雜貨商品必須是新品。我們不允許銷售任何二手商品。

附錄 4： “珠寶首飾”品類要求。

所有商品必须是新品。禁止銷售二手商品。

所所有商品必须是真品，并且提供保修單。

所有非品牌珠寶商品需要使用單獨創建的商品詳細頁面，賣家不得上傳珠寶首飾類中的現有非品牌商品，除非

該商品提供了製造商 UPC 碼。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help/external/200164670/ref=as_cn_ags


各大品牌珠寶商品必須使用製造商的 UPC 碼。

珠寶首飾類中的所有新商品，必須按照金屬類與時尚珠寶首飾類別進行分類，而且還必須符合亞馬遜珠寶質量

保證標準及所有適用的法規，包括聯邦貿易委員會珠寶指南。

所有上傳的內容和圖片必須適用所有年齡階段用戶並且適合於公共社區使用。所傳內容和圖片不得刻畫或包含

裸露或色情、淫褻或使人反感的物品。

所有商品圖片必須符合亞馬遜站點範圍的圖片標準，以及具體的珠寶首飾標準。賣家必須審查並遵循賣家平台

發布的圖片指南，所有圖片必須符合指南要求。有關圖片要求和上傳的詳細信息，請下載《珠寶分類樣式指

南》。

亞馬遜會定期審查賣家上傳的珠寶商品的質量，包括檢查商品和內容是否滿足所有適用的要求。請注意，亞馬

遜可能會取消不符合相關要求的珠寶首飾商品的銷售權限。

附錄 5： “箱包和旅行用品”品類的要求

所有箱包和旅行用品商品必須是新品。我們不允許銷售任何二手商品。

所有商品必須是真實的。我們不允許銷售任何假冒、複製或仿製的商品。

商品圖片必須符合服裝店形象標準：

o 要求：

▪ 如有不同顏色，每個顏色必須包括一個顯示該顏色的“子 SKU 主圖片”。

▪ 上傳的圖片大小單邊至少大於 1001PX，以支持縮放功能。

▪ 所有圖片都應進行相應裁剪，以優化客戶評估商品的能力。

▪ 圖片不應該有可見的水印、色彩或文本。

▪ 圖片背景必須是白色的，且是高品質的，真正代表了出售的商品。

▪ 主圖片必須是單一的商品，無堆疊或包含多件商品。

▪ 備用圖片可以使用不同的角度或視角、色板等，但必須使用相同的圖片質量和尺寸。

▪ 賣家負責他們全部上傳圖片的質量，即使賣家從外部獲取圖片。

o 禁止：

▪ 圖片上有品牌標籤或包裝

▪ 二手或較新二手商品的圖片

▪ 邊框、水印、文字或其他裝飾

▪ 草圖或數字描繪的商品圖片；僅使用真實圖片

▪ 彩色背景或生活圖片

▪ 不屬於商品列表的其他商品、物品或配件；僅包含客戶要購買的商品

▪ 圖片預留位置（如“臨時圖像”或“無可用的圖片”）

▪ 商品評級的圖片

http://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as_cn_ags?ie=UTF8&nodeId=201450280&qid=1414105993&sr=1-1
https://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as_cn_ags_jwlquality/?nodeId=201310980
http://www.ecfr.gov/cgi-bin/retrieveECFR?gp=1&SID=ab6400b7a78a23e6b832ce142c4d1a20&ty=HTML&h=L&r=PART&n=16y1.0.1.2.13&ref=as_cn_ags_jwlftc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help/external/200164670/ref=as_cn_ags
http://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as_cn_ags_jwlimage?ie=UTF8&nodeId=200202110&qid=1414106117&s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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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文字，如“熱銷”或“免郵”（可用管理營銷工具代替）

▪ 尺寸圖表，送貨區域範圍地圖或任何與商品不相關的圖形

所有上傳的內容和圖片必須適用所有年齡階段用戶並且適合於公共社區使用。所傳內容和圖片不得刻畫或包含

裸露或色情、淫褻或使人反感的物品。

附錄 6： “鞋履、手提包和太陽鏡”品類要求

所有鞋履、手提包和太陽鏡商品必須是新品。我們不允許銷售任何二手商品。

所有商品必須是真品，我們不允許銷售任何假冒、複製或仿製的商品。

商品圖片必須符合鞋類、手袋及太陽鏡標準：

o 要求：

▪ 圖片必須僅顯示鞋子，而不是顯示在鞋盒中或旁邊

▪ 一張圖片僅顯示一隻鞋子

▪ 純白色背景

▪ 主要圖片從上面看來必須是四分之三側視，鞋指頭向右或左

▪ 上傳的圖片大小單邊至少大於 1001PX，以支持縮放功能。

▪ 圖片必須是彩色，非黑白色

▪ 圖片必須可以顯示出整隻鞋子，進行相應裁剪，並且鞋子佔住了圖片區域 80%的面積。

▪ 如有不同顏色，每個顏色必須包括一個顯示該顏色的“子 SKU 主圖片”。

▪ 圖片不應該有明顯的水印、色彩或文本。

▪ 備用圖片可以使用不同的角度或視角、色板等，但必須符合相同的圖片質量和尺寸要求

▪ 賣家負責他們全部上傳圖片的質量，即使賣家從外部獲取圖片。

禁止：

▪ 圖片上有品牌標籤或包裝

▪ 二手或較新二手商品的圖片

▪ 邊框、水印、文字或其他裝飾

▪ 草圖或數字描繪的商品圖片；僅使用真實圖片

▪ 彩色背景或生活圖片

▪ 人體模特圖片

▪ 不屬於商品列表的其他商品、物品或配件；僅包含客戶要購買的商品

▪ 包含多件商品的圖像

▪ 圖片預留位置（如“臨時圖像”或“無可用的圖片”）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help/external/200164670/ref=as_cn_ags


▪ 商品評級的圖片

▪ 宣傳文字，如“熱銷”或“免郵”（可用管理營銷工具代替）

所有上傳的內容和圖片必須適用所有年齡階段用戶並且適合於公共社區使用。所傳內容和圖片不得刻畫或包含

裸露或色情、淫褻或使人反感的物品。

附錄 7：提交申請前，請查看鐘錶類的要求

賣家必須提供一個網站或圖片存儲網站，以便審查商品圖片，對在亞馬遜上銷售的商品進行審批。

各大品牌的鐘錶商品，必須使用製造商的 UPC 碼。

所有商品必須是新的。我們不允許銷售任何二手商品。

所有商品必須是真品，我們不允許銷售任何假冒，複製或仿製的商品。

賣家必須說明自己的鐘錶是否提供製造商保修。未提供製造商保修的鐘錶，將不在 Asurion 提供的亞馬遜鐘錶

保修範圍內。

圖片必須有白色的背景，不能包含嵌入圖片、水印或未經授權的內容。

所有上傳的內容和圖片必須適用所有年齡階段用戶並且適合於公共社區使用。所傳內容和圖片不得刻畫或包含

裸露或色情、淫褻或使人反感的物品。

關注“全球開店”官方微信公眾號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help/external/200164670/ref=as_cn_ags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help/201641080?ref=as_cn_ags_watwar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help/external/200164670/ref=as_cn_a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