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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ee

分享人：刘艳立

• Shopee官方认证讲师

• 中国实战电商协会特聘讲师，原河北分会副会长

• 北京方舟英才教育科技集团跨境电商C端项目运营总监

• 4年Shopee运营经验，5年亚马逊运营经验

• 擅长领域：新店铺开通及运营、选品、破冰销售、站外
推广、数据分析等。曾将多个账号2个月内单个listing推
至菲律宾站点Top 3榜单





第一模块

账号注册



Shopee
账号注册

1 卖家招商标准

2 卖家入驻流程

3

4 收款账户注册与绑定

SHOPEE开店申请



Shopee

PART 1

卖家招商标准



Shopee 卖家招商标准







Shopee

PART 2

卖家入驻流程



Shopee 卖家入驻流程

提供公司相关信息
及资质证明

在线申请
• Shopee.cn

• 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Shopee跨境电商”

• 官方快手号“Shopee官方”

• 官方小程序“Shopee招商”01

02 开店成功

审核通过03

04
注：请务必以真实资料通过Shopee官方渠道进行入驻



Shopee 平台优惠与支持

佣金

新卖家

前三个月佣金全免

(三个月后收取5%-6%佣金)

客户
对接

入驻后Shopee客户经理

进行对接

实时分享各站点

市场需求与政策更新

技术研发
落户深圳

全力支持中国跨境卖家

大力发展跨境业务

线上线下
培训

Shopee线上定期通过

公告和公众号分享

最新市场信息、

线下组织技巧分享和

成功案例分析活动

补贴

平台精心打造

SLS物流服务

提供物流解决方案

及运费补贴



Shopee

PART 3

SHOPEE开店申请



Shopee

请务必认准以下几个渠道：

Shopee开店申请

• 官网投递：http://shopee.cn/；

• 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Shopee跨境电商

• 官方快手号：Shopee官方

• 官方小程序：Shopee招商

• 参加Shopee招商会，现场直接与招商经理对接。



Shopee Shopee开店申请

按照提示一步一步去申请即可；
填完表，虾皮会有把审核信息发到
QQ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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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收款账号注册与绑定



Shopee卖家中心功能介绍-【Finance-Bank Accounts】我的钱包

Shopee经第三方支付合作商Payoneer、

PingPong或LianLian Pay会将订单结算款

打款至卖家账户，Shopee每月会在月中和

月末进行两次打款。

*注意： 2020年新开店卖家将收到系统自动

发送的开通子母账号邮件，激活子母账号后

设置付款密码（钱包密码），才可在卖家中

心后台绑定第三方支付

子母账号设置说明：
https://shopee.cn/edu/article/5675

钱包密码绑定说明：
https://shopee.cn/edu/article/4561

若账户成功绑定，则在卡片上会显示Active
（活跃），未能成功绑定或者未操作绑定的
账户会显示为灰色。

https://shopee.cn/edu/article/5675
https://shopee.cn/edu/article/4561


如何绑定收款账号

注册母账号 子账户平台设置付款密码 卖家中心绑定收款账号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Shopee 注册母账号

新入驻的卖家，您母账户的注册邮箱会收到一封邀请激活邮件，请您根据邮件指示，点击“激活账户”进入子母账户平台，完成母账户激活。
完成母账号激活后，后续操作都会使用到母账号的账号和密码哦！



认识付款密码

【付款密码】是进行任何付款/绑定银行账户所要使用的密码，请注意和登录密码进行区分！
【付款密码】目前只能使用母账号在子账户平台上进行设置与更改！

子账户平台：https://subaccount.shopee.com/login/



设置付款密码

第一步：用母账号登录（XXX:main）子账户平台(https://subaccount.shopee.com/login/)



设置付款密码

第二步：点击我的账户-付款密码-现在设定



设置付款密码

第二步：点击我的账户-付款密码-现在设定
【注意】为了安全起见，会要求输入【母账号登录密码】，且需要邮箱或者手机号进行验证码验证



设置付款密码

第二步：点击我的账户-付款密码-现在设定。
完成验证后，创建付款密码后储存即可！

付款密码设置的小贴士！

1.付款密码不可以和登录密码相
同，密码长度为8-16位

2.如果母账号绑定了多个店铺，
此付款密码适用于同一个母账号
下的所有店铺！



绑定收款账号

第一步：使用【母账号】账号密码登录卖家中心

XXX:main

母账号密码



绑定收款账号

第二步：点击银行账户。【注意】点击之后，为了安全起见，会要求输入【母账号登录密码】



绑定收款账号

第二步：进入银行账户-我的支付服务-Payoneer/LianLian Pay/Pingpong 三选一自行注册/登录
【注意】点击注册/登录之后，会要求输入【付款密码】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绑定收款账号

第三步：绑定完成后，显示为蓝色且为活跃状态，即代表绑定完成!



打款规则

1.每月两次，请先查明截止至放款日的前半个月（每次拨款只拨前半个月已完成订单）的订单，如果本次没有打款，

顺延至下次打款；每月打款时间大概为4-10日和22-30日，由于工作日和各地银行系统转账周期的关系，可能会延迟或

者提前2天。

2、如果是本月绑定的收款账号，将于下个月生效和打款。

3、关于打款币种：新加坡打款币种为SGD,印尼打款币种为IDR，泰国/马来/台湾/菲律宾打款币种为USD,越南站点

Lianlian不使用，提款币种为卖家自选。



异常情况处理:

如绑定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请登录Shopee 卖家学习中心查看更多细节！

Shopee 学习中心： https://shopee.cn/edu/home

Shopee子母账号系统： https://shopee.cn/edu/article/5675

Shopee绑定收款账户： https://shopee.cn/edu/article/4612

Shopee打款流程介绍： https://shopee.cn/edu/article/4610





第二模块

买家视角



Shopee

1

前台后台页面模块介绍

各站点页面介绍 卖家中心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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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各站点页面介绍



Shopee各站点网址和App

Shopee 手机App下载

地址：扫描右侧二维码或进入shopee.cn官网-首页拉到底端-即可选

择APP 下载途径

注：若未能找到对应站点，请与经理联系

Shopee各站点后台地址：

进入shopee.cn官网-首页拉到底端-即可选择7大站点卖家后台

Shopee各站点前台地址：

进入shopee.cn官网-首页拉到底端-即可选择7大市场买家前台



各站点前台后台登录网址：

Shopee 买家入口：

台湾：https://xiapi.xiapibuy.com/
印尼：https://id.xiapibuy.com/
泰国：https://th.xiapibuy.com/
新加坡：https://sg.xiapibuy.com/
越南：https://sg.xiapibuy.com/
马来西亚：https://my.xiapibuy.com/
菲律宾：https://ph.xiapibuy.com/

Shopee卖家入口：

https://seller.xiapi.shopee.cn/account/signin?next=%2F

Shopee APP下载：

https://shopee.cn/android-download

https://xiapi.xiapibuy.com/
https://id.xiapibuy.com/
https://th.xiapibuy.com/
https://sg.xiapibuy.com/
https://sg.xiapibuy.com/
https://my.xiapibuy.com/
https://ph.xiapibuy.com/
https://seller.xiapi.shopee.cn/account/signin?next=/
https://shopee.cn/android-download


Shopee
马来西亚站点

Shopee APP各站点页面模块



Shopee 台湾站点



Shopee 印尼站点



Shopee 泰国市场



Shopee 新加坡站点



Shopee 越南市场



Shopee 菲律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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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卖家中心介绍



Shopee后台卖家中心功能介绍

2

4

1.【Order】订单

查看已售出订单/物流/退款/退
货信息

2.【Product】商品

上传/编辑产品，以及查看违规商品

3.【Marketing Centre】营销中心

提交商品报名平台活动，设置店铺多重
活动推广

4.【Finance】财务

查看店铺收入，和添加Shopee支持的
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

5.【Data】数据

查看店铺各项表现数据以及罚分

7.【Announcements】公告栏

查看平台相关站点的公告通知

6.【Shop】商店

关于卖场装饰/物流/通知的相关设定



2

4

1. All（所有订单状态）
包含未付款订单、待发货订单、已发货订单、已完成订单、取消订单、
退货/退款订单

2. View Shipping Details（查看详情）
点击查看订单物流状态、买家收货地址、订单产品及订单金额等详细信息

3. Arrange Shipment（发货）
未发货订单，点击该按钮，操作订单发货

Shopee卖家中心功能介绍-【Order-My Orders】我的订单

附发货流程：

1.在【To Ship】待出货 订单页面中点击“Arrange 

Shipment”申请出货编号

2.点击【Print Waybill】列印出货单，下载相应的

pdf文件并按要求打印面单（10*10cm）

*注意，请在DTS内点击申请出货编号，尽快发货至物流转运
仓



2

4

【Marketing Center】行销活动

——关键字广告/促销折扣/报名活动/满减优惠券/热门精选

【Shopee Event】平台官方活动事件

1. Campaigns（主题活动）
平台会在不同时间类目开放相应主题活动

2. Shopee Shocking Sales（限时特卖）
平台不定期的官方限时秒杀活动

【Marketing Tools】行销工具
1.My Ads（关键字推广）

购买关键字服务提高产品在平台上曝光，为店铺引流

2. Discount Promotions（折扣活动）
设置的店铺促销折扣，提高店铺产品转化率

3. Vouchers（优惠券活动）
自行设置店铺折扣券，吸引买家一单多件购买

4. My Shop Shocking Sale（限时特卖）
自行设置店铺内的限时特卖活动，达到低价引流效果

5.Top picks （热门精选）
选取店内热销产品设置为商店的热门精选

6.Follow Prize（关注礼）
引导买家关注店铺，为店铺增加更多转化率

7.Shipping Fee Promotion（运费促销）
自行设置店铺产品的运费折扣，提高出单量

Shopee卖家中心功能介绍-【Marketing Center】营销中心【Marketing 
Cen



2

4

Shopee卖家中心功能介绍-【Finance-Bank Accounts】我的钱包

Shopee经第三方支付合作商Payoneer、

PingPong或LianLian Pay会将订单结算款

打款至卖家账户，Shopee每月会在月中和

月末进行两次打款。

*注意： 2020年新开店卖家将收到系统自动
发送的开通子母账号邮件，激活子母账号后
设置付款密码（钱包密码），才可在卖家中
心后台绑定第三方支付

子母账号设置说明：
https://shopee.cn/edu/article/5675

钱包密码绑定说明：
https://shopee.cn/edu/article/4561

若账户成功绑定，则在卡片上会显示Active（活
跃），未能成功绑定或者未操作绑定的账户会显示

为灰色。

https://shopee.cn/edu/article/5675
https://shopee.cn/edu/article/4561




第三模块

平台和站点介绍

(略)





第四模块

费用与产品定价





Shopee

1

费用与产品定价

佣金及交易手续费

A

运费

B

查看账单

C

产品定价

D



Shopee

PART 1

佣金及交易手续费



佣金 5%-6%

收取佣金的订单：

（1）只针对完成的订单收取交易佣金（收取佣金的基数不包含订单运费）；

（2）如果订单取消将不收交易佣金；

（3）同一卖家在平台的首站点开通后，前三个月享受免佣金（开通首站点前三个月后又开通其他站点，同样享受免佣金）。

注： Shopee平台保留最终解释权，不排除收费项目和标准的调整，当前版本费率适用至Shopee平台发布新佣金费率时。

收取5%-6%佣金，新卖家前三个月免佣金

（以创建店铺时间为准）



交易手续费 2%

Shopee平台于2019年1月1日开始对卖家收取2%的交易手续费，
该费用实际为需要支付给交易清算服务商的手续费
交易手续费的计算方式为：订单总付款（使用优惠券或Shopee币后，包含买家支付运费的金额）的2%。

1.针对已完成订单（货到付款&非货到付款订单均会被收取），
未完成订单、被取消、被退款的订单均不会收取该交易手续费；

2.针对订单金额（包括买家支付运费）收取手续费；
3.手续费收取比例为2%；
4.该手续费与平台佣金相互独立，不享有前三个月免佣期。

例如，您收到了一笔100美元的订单付款。
订单总付款：$100

交易手续费用：$100 x 2% = $2



Shop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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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费—SLS物流渠道运费计算



各站点物流时效与参考费用

台湾

新加坡

泰国

马来西亚



各站点物流时效与参考费用

菲律宾

印尼

越南

巴西



SLS物流渠道运费计算——马来西亚市场为例

概念理解

实际运费（Shopee代付）：从Shopee转运仓运送到
买家手里的费用，订单完成后平台统一与卖家结算

计算公式

实际运费（Shopee代付）=首重价格+（重量-首重）/
续重单位*每续重单位价格+超0.8KG附加费

举例

售往马来西亚 B区的商品，打包后重量1.5KG，使用SLS物
流产生的实际运费是多少？

实际运费（Shopee代付）=5.95+（1.5-0.01）
/0.01*0.15+（1.5-0.8）/0.25*2.2=34.46马币

注：最新费率以Shopee大学——卖家公告栏和平台规则为准！（网址：http://shopee.cn）



基于SLS物流的商品售价计算——马来西亚市场

概念理解

1. 实际运费（Shopee代付）：从Shopee转运仓运送到买家手里的费用，订单完成后平台统一与卖家结算

2. 卖家订单收入：含成本、利润、国内快递费等

3. 商品售价：商品打折后，售卖给消费者的价格

4. 平台规则：买家会支付部分运费，实际运费减买家支付，卖家将剩下的部分藏入商品价格，即“藏价”

注： 最新费率以Shopee大学——卖家公告栏和平台规则为准！（网址：http://shopee.cn）



举例

售往KV区的包裹，打包后重量0.5KG，卖家该藏入多少价格？

藏价=重量/0.01*0.15马币 =0.5/0.01*0.15=7.5RM

计算公式

商品售价=卖家订单收入+实际运费（Shopee代付）-买家支付运费（含附加费）

=卖家订单收入+首重价格+（重量-首重）/续重单位*每续重单位价格+超0.8KG附加费-买家支付运费（含附加费）

公式得出

商品售价=卖家订单收入+重量/0.01*0.15马币 ，重量单位KG

藏价=重量/0.01*0.15马币 ，重量单位KG

注：商品重量每10g，卖家要在商品售价中加0.15马币的运费差价；上传产品时填写包装后重量

基于SLS物流的商品售价计算——马来西亚市场

定价工具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物流藏价工具表链接及运费

市场 链接 提取码

新加坡 https://pan.baidu.com/s/1uIjBWXgXk_rR_Bcmrh54Uw r7d4

马来西亚 https://pan.baidu.com/s/1DMobfNo1QnKDUZx07dzuyg jgw4

印尼 https://pan.baidu.com/s/1mFzhN177KXeyQAcZJkl3Uw ejug

台湾 https://pan.baidu.com/s/1wUWQmZm868t-EOdnK2a9Lg 不需要

泰国 https://pan.baidu.com/s/1pqyBo2jQFOg2qx8p1xmyxA atu

菲律宾 https://pan.baidu.com/s/1vWwLTE7-W9hJ9SL1vGVJIg iutn

越南 https://pan.baidu.com/s/1qFuUuhbrKCCJpC52SS8Zww 7jjt

巴西 https://pan.baidu.com/s/1aq-OKHf3ztTNRLcRYgK0zA 6ye7

说明：最新藏价表以Shopee大学——卖家公告栏和平台规则中《政策指引》为准！

https://shopee.cn/college/11/2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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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账单



怎么看订单详情（已完成的订单为准）

订单金额=即商品的总价格

运费总支付=卖家需要支付物流的费用

成交&信用卡手续费=佣金（新卖家前三个月免佣）+ 活动佣金（免运活动等）+ 交易手续费



后台费用显示

1.查看进账详情

2.运费支出

3.平台费用

（1）平台佣金 5%-6%

（2）参与免运活动等的服务费

（3）交易手续费 2%

看进账费用请以已完成订单为准！



Shopee

PART 4

产品定价



如果想要了解商品最终定价逻辑

就要搞清楚所谓SLS运费（卖家承担）的意义

SLS渠道的订单，买家每一单无论多重，买了多少件，只会给其中一部分固定的运费
（有些站点，如马来站点超出重量买家会需要额外付附加费，基本上重量不大只需要付首重
价格）

但物流商跟卖家收取是按重量实收的，两者会有差价。
如果不把运费差价藏入产品售价中去，那么这部分差价实际是由卖家支付的。

所以涉及的差价，我们需要算进价格中藏起来，以下我们公式中

把差价称作为SLS运费（卖家承担）进行计算，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藏价。



商品最终定价逻辑=

=成本+利润+国内途运费+SLS运费（卖家承担）+交易手续费+佣金

最终定价拆解

商品最终定价计算公式

商品最终定价=

【成本+利润+国内途运费+SLS运费（卖家承担）】*（100%+6%+2%）+ 买家运费*2%



最终定价拆解

举例-以马来站点为例
手机壳（售往KV区的包裹，打包后100g），成本价：3RM、利润：2RM、国内运费1RM，
需要如何定价呢？

首先，卖家需要承担运费=重量/0.01*0.15RM ，重量单位KG 
即SLS运费（卖家承担)= 0.1/0.01*0.15=1.5RM

利用商品最终定价公式=
【成本+利润+国内途运费+SLS运费（卖家承担）*（100%+6%+2%）+买家运费*2%

即最终定价=（3+2+1+1.5）*（100%+6%+2）+3.8*2% ≈ 8.2RM 

商品品最终定价计算公式

商品最终定价=

【成本+利润+国内途运费+SLS运费（卖家承担）*（100%+6%+2%）+买家运费*2%

最新费率以Shopee大学——卖家公告栏和平台规则为准！（网址：http://shopee.cn）



定价小贴士

1.  利用商品定价公式得出的价格为折后价，所以要预留一定的折扣空间

如果上图所示的手机壳需要打8折，则商品的原价为8.2/0.8=10.25RM

2.新卖家开店前三个月不收取佣金，可以适当降低产品定价获得有竞争力的价格！

3.定价之前请参考同品类的热卖品，如果发现定价高，争取寻求低成本货源、目标利润降低，获得
竞争力！

4.合理定价设置引流款及主推款，保证流量的持续输入！

5.马来站点如果您的价格具有竞争力，系统会自动打上Lowest Price Guaranteed（低价保
证），获得专属页面曝光！





第五模块

产品刊登





Shopee

1

产品刊登

单个产品刊登 批量产品刊登



Shopee

1
PART 1

单个商品刊登 步骤



STEP 1 

登陆卖家中心-点击【我的商品】

1



STEP 2 

进入【我的商品】-点击【新增商品】

缩略展示模式

平铺展示模式2

2

两种模式随卖家自行切换，自己看着舒服就好



填写【商品名称】

名称规范格式：品牌+类目词+大词+产品属性词+长尾词+修饰词

如：“Women Clothes Summer T-Shirts”

STEP 3 



选择商品归属类目：【一级类目】-【二级类目】-【三级类目】

STEP 4 



填写带*号必填框 :【商品描述】、【Brand】和【Material】等，尽量选no brand。

STEP 5 



填写【销售资料】：设置价格、数量、规格、批发

多规格单规格

STEP 6



填写【媒体管理】： 上传图片和尺码图表

商品图片的规格要求：

•   图片文件格式：JPG/JPEG/ PNG

•   照片建议尺寸: 800 x 800，每张尺寸不超过 2.0 MB

•   最多上传 9张图片

图片主图建议用最好看的！最具有场景的！最能抓眼球的！

如多场景拼图

9张图的整体图片风格统一

单个尺码图也要有！

视频也加！

STEP 7



填写【重量】、【包裹尺寸大小】和【运费】

•重量建议接近实际称重

•尺寸大小接近实际大小

•运费不要设置包邮

STEP 8



填写【其他】，点击【储存并上架】

STEP 9



Shopee

3
PART 2

批量商品刊登



登陆卖家中心-点击【我的商品】

STEP 1



进入【我的商品】-点击【新增商品】

STEP 2



点击【下载】上传范本

STEP 3



整理【上传模板】数据，先点击【Validate】再点击【Export】

STEP 4



依次编辑【商品资讯】及【商品属性】等必填信息

STEP 5



完成上述操作后，点击【全部刊登】，即完成

STEP 6





第六模块

售前





售前

店铺装修

A

物流设置

B

客服设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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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店铺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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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
头像

店铺
名称

店铺
分类

海报/

介绍

• 海报大小700*350；
• 放满5张图片，不要留

空
• 可放店铺热销产品或近

期活动、促销信息等的
图片

• 与产品或者品牌相关
• 尽量避免出现中文和奇怪的符号,

或者用自拍做头像

• 与店铺产品品类/品牌
相关

• 每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
• 符合店铺的调性

👍🏻

店铺名称公式：[促销信息]+品牌/店铺名
+主营品类1+[主营品类2]

• 店铺介绍注意分段
• 可以使用形象生动

的符号表情避免阅
读疲劳

店铺装修四要素



店铺
头像

店铺
名称

店铺
分类

卖场轮播
与介绍

• 创建活动专区和热卖类目，置于
店铺靠前位置

• 细化产品分类，用符号人为创建
二级类目

• 巧用表情符号，生动形象
• 设置完成后用app查看效果，再做

调整

有吸引力的置顶产品，提高点击率
清晰的产品分类，提高买家凑单概率
更有指导性的店铺页面，更良好的浏
览体验，提升转化率

店铺装修四要素



1. 头像与名称

• 头像要点：清晰直观，和名称或定位相关

• 店铺名称要点：通俗易记，容易联想到定位

• 国内有的品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未必也有知名度，要重新打造店铺品牌



2. 卖场轮播与卖场介绍

• 卖场轮播：尺寸无限制；建议五张轮播图放“互动活动—店铺优惠—品牌介绍—热卖产品”

• 卖场介绍：店铺介绍—店铺优惠活动—粉丝互动好礼—常见买家问题回答，每一行尽量简洁明了，加上
可爱的表情符号（可以去平台上复制粘贴）

• 充分利用此版块进行吸粉互动和优惠信息放送



如何用好自定义分类，装修店铺

A. 遵循原则

⚫ 打造属于自己的店铺风格，置顶展示

的产品风格统一，不能杂乱;

⚫ 扬长避短，低分产品不放入置顶分类，

前置优势品类;

⚫ 高效利用置顶展示的空间，不放入重

复产品。

1

2

3

B. 自定义分类的类型和应用

⚫ 善用小图标，美化分类标题

⚫ 善做标题党，给类目设置惹眼标题

⚫ 结合超低价格优势做粉丝专区，清仓专区、

限时优惠

⚫ 新品专区、掌柜推荐

⚫ 包邮专区

⚫ bundle专区，买一送一等

⚫ 主打分类：结合节日，结合品牌，结合潮流

3. 卖场分类-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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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小图标，美化分类标题

使用小图标可以给生硬的标题带来一些时尚趣味感，同时起到装修店铺的作用。具体使用方法：
⚫ 方法一：网上搜“符号”，找网址，图标市场：https://www.fuhaodq.com/emoji/

⚫ 方法二：微软输入法，点击后面的图形标识

https://www.fuhaodq.com/emoji/


14

结合超低价格优势做粉丝专区，清仓专区、限时特惠

大折扣、低价格往往是吸引顾客的第一要素。

⚫ 对于有一定基础的老店铺，不妨将近期反季清仓的产品拿出来做一个专区，打上大大的折扣，常常能起到引流涨单的效果，也能吸引
更多买家回粉。

⚫ 对于新店铺，置顶一个低价引流的粉丝专区，有助于起步阶段的涨单，并且起到快速吸粉的效果。

⚫ 对于平台给了最低价标签的产品，建立分类置顶，凸显店铺价格优势。

⚫ 平台秒杀活动流量极高，但毕竟参加的条件限制比较高，店铺可以自己做一些限时特惠的活动来吸引客户



09

bundle专区，买一送一

⚫ 做捆绑销售常常能使商品达到免运门槛，从而激发买家的购买力。

⚫ 买一送一，赠品专区抓住了买家获利的心理，这样的专区也有往往也有很高的点击率。

17



4. 卖场分类-示范

某衣服店分
类

某宠物店分
类

某居家店分
类

某3C店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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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睛的店铺导航
建议五张轮播图放
互动活动—店铺优惠—品牌介
绍—热卖产品

店铺基础优化

有logo的头像
清新直观

产品相关的店铺名
通俗易记，容易联系到定位

优惠券/折扣码
低档/中档/高档优惠券

店铺分类优化
按类目整理
加上折扣活动

适时节的banner

活动信息/热销产品

实用性的店铺介绍
店铺介绍/店铺优惠活动/

粉丝互动好礼/常见买家问题等
每一行尽量简洁明了

店铺装修 店铺运营

自定义分类导购

店铺页面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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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深度优化
产品优化 营销活动

图片优化：
• 亚洲模特图+多属

性组合图尤佳，非
白底图

标题优化：
• 店名+ 产品品牌+修

饰词+商品名
• 适当的产品细节描

述，除了材质颜色
尺寸以外可加入更
多让客户感同身受
的体验性描述

平台活动：
• 双11等大促活动
• FSS, CCB等项目

店铺活动：
• 关注有礼
• 首单优惠
• Bundle deal

• Buy 1 get 1

• Free gift

低价引流
打造爆款

选品优化：
• 垂直化选品，不要

上
多个不相关的类目

• 上新周边热销品

产品页面整体效果



活动运营——店铺运营、凑单包邮、关联销售

商店热门精选 Top Picks from Shop

马来站满40RM 包邮

印尼站满Rp90000 包邮

……

套装优惠 Bundle Deal

凑单包邮
一单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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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设置



语言更换与选择

卖家中心

3

1由Seller Center进入设置，进入【Basic Settings】商店设定，在【Language】 选择语言



物流设置（非台湾站点）

1. 从Seller Center中【物流】进入【物流设置】，开启Standard Delivery(SLS) ，

2. 点击【 Edit 】设置出货天数，默认为3个工作日(现货模式）或者设置出货天数5-10个工作日（预售模式）

重点注意：物流设置中该物流渠道打开不代表商品的物流渠道打开，您还需要在所有的商品详情页面打开该物流渠道，不然买家下单时还是无法选择

该物流渠道。



物流设置（台湾站点）

1. 从Seller Center中【商店设定】进入【物流中心】

2. 平台默认开启虾皮宅配、虾皮店配-711、虾皮店配-全家、虾皮店配-莱尔富

3. 点击【 Edit 】设置出货天数，默认为3个工作日(现货模式）或者设置出货天数5-10个工作日（预售模式）

重点注意：物流设置中该物流渠道打开不代表商品的物流渠道打开，您还需要在所有的商品详情页面打开该物流渠道，不然买家下单时还是无法选择

该物流渠道。



DTS设置

⮚ DTS：备货时间/出货天数（只计算工作日），指的是从买家付款后的第二天起（后台生成了“待发货”状态的订单），到货

物到仓被扫描（货态变为“运送中”）的这段时间。

⮚ 现货模式：DTS默认是3个工作日

⮚ 预售模式：DTS可以设置为5-10个工作日，每个站点对店铺预售商品的数量有限制，尽量不选择预售模式

DTS设置 站点
迟发货计算逻辑

(首公里/到仓扫描)

自动取消订单计算

逻辑

（点击发货）

自动取消订单计算

逻辑

(到仓扫描)

3/5-10

非巴西站点 DTS （工作日） DTS (工作日)

DTS (工作日) 

+3(自然日)
巴西站点

DTS（工作日）+1

个自然日

DTS（工作日）+1

个自然日

新未完成订单率和迟发货率政策（2021年1月18日生效）



退货地址设定

卖家中心

3

1

2

1、填写入口：“设置”--“我的地址”--“修改/新增地址”---设置为卖家退货地址

2、请填写姓名/公司名称、Country/Region、电话号码、收件地址（省、市、区、邮政编码）（均为必填项！），避免因缺少退货

地址无法正常退件，而被仓库销毁。



Shopee

PART 3

客服设置



客服自动回复

1. 点击进入【商店设定】 2. 修改聊聊自动回复



1.   聊聊功能：吸粉、转化

2.   聊聊回复时间：聊聊回复率初始57%，需要保持在80%以上

3.   聊聊使用技巧与规范：

设置自动回复的欢迎语，内容包含关注有礼和热卖品下单有礼，赠送聊聊窗口特有优惠券或福利

可在主图或详情页上写“联系客服有惊喜”

聊聊中不能出现不文明用语和其他虾皮外的交易方式信息

聊聊回复





第七模块

售中





售中

订单状态

A

议价处理

B

客服常见问题解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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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订单状态



订单状态

1

2



订单状态

3

4



订单状态

5

6



针对未付款订单，

我们可以借助聊聊这个聊天工具联系买家，
进行催付。
尽量使用目的国的语言进行催付。



Shopee

PART 2

议价处理



一、议价操作

买家议价申请方法

1、如果卖家【商店设定】开启【接受出价】，则买家即可以通过聊聊对

商品 价格进行商议。如果卖家同意降低商品的价格，买家可以通过聊聊

提出议价申请（make an offer)。

2.、当买家提出议价申请，卖家可以在聊聊窗口看到买家的申请，点击

【Click  to view】 即可看到买家提出的最新价格，卖家家可以选择

【Decline】（不接受）或者【Accept】（接受）接受买家提出的新价格。

*注：在交易成交之前，买家和卖家可以进行多次议价。

卖家设置接受议价



二、指导买家议价操作

1

2

3



Shopee

PART 3

客服常见问题解答



Shopee

东南亚国家的消费者们很喜欢下单购买之前通过聊聊进行咨询，
因此我们需要提前做好FAQ——常见问题解答。

当客户咨询时，我们可以针对客户问题选择不同答案去解答。

注意：针对目的国客户使用的语言不同，我们要针对同一问题做
出不同语言版本的回答。





第八模块

售后





售后

发货操作

A

打包教程

B

退货退款

C

评价管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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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发货操作



一、卖家自选转运仓和寄送方式功能



提醒设置默认仓/寄送方式界面



提醒设置默认仓/寄送方式界面



提醒设置默认仓/寄送方式界面



设置转运仓和寄送方式



二、申请出货编号——单一订单发货打单具体操作（SLS物流）

1、在【待出货】 页面【处理中】订单中点击“产生寄件编号”

2 、点击【列印出货单】，下载相应的pdf文件并按要求打印面单（使用10*10热敏纸进行打印）

并将面单贴在对应的包裹上

2

*注意，非巴西站点请在DTS时效内点击申请出货编码，巴西站点需要在DTS（工作日）+1个自然日点击申请出货编码；

1

2



3、卖家将货物按打包要求进行打包，将货物寄往相应的仓库，仓库收到货物后扫描面单，货物状态会由【待出

货】变为【 已出货】，即可完成发货

二、申请出货编号——单一订单发货打单具体操作（SLS物流）



成功出货。5

1 在【待出货】 页面右上角选择“出货”。

4

下载寄件单页面，勾选订单，下载寄件单。3

2 待出货页面，勾选订单，批量产生寄件编号。

批量订单的发货

1

2

3

4

如有需要可以同时下载捡货单，装箱单。

二、申请出货编号——批量订单发货具体操作（SLS物流）



2

三、常见物流发货问题

1、一个订单不同商品对应的发货天数也不同，按照哪个算发货时间？

此类订单的发货时间会按照产品备货时间最长的天数来计算，包含预售和非预售商品

2、同一个买家的不同订单可以合并为一个包裹一起发货吗？

不可以，一个订单号对应一个物流单号，如果两个订单合并为一个包裹进行发货，会导致其中一单缺失

物流信息，会被系统视为未发货。

3、为什么无法申请出货单号？

①没有设置物流方式

②订单当中的产品为禁售类目

③单个订单不得超过相应的金额，例如台湾站点店配包裹总价值不得超过20000NTD

④如果均不属于以上原因造成的，则可能是由于系统原因造成，请联系经理协助处理



2

三、常见物流发货问题

3、准备发货，买家说要修改联系人/地址/物流方式/金额，怎么办？

不可以，目前出单后，没有办法修改订单的任何信息，如需更改，请联系买家取消订单重新下单。

•特殊情况：台湾站点包裹在物流途中，【门市关转】，需买家联系台湾站点客服解决。

4、订单为什么运输途中被取消？

①商品超材 ②超时未被仓库扫描到 ③运输违禁品或者空包 ④卖家取消订单

6、为什么暂无可用的寄送方式？

①关闭了物流方式 ②商品上架时规格填写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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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教程



一、面单打印

*注意跟踪号+条码（不能折叠，不能太小，要清晰可扫描）、站点代码、渠道代码、普货/特货标识/特货标识

微信扫一扫条

形码，显示条

形码界面即为

可扫描订单

台湾站点面单示
例

提示：

建议用热敏纸机打印快递面单；

打印设置中勾选“适应边框”；

面单大小（最小）：10cm*10cm;



二、打包规范

SLS面单与快递面
单贴同层包裹上

透明包装
不同SLS包
裹缠绕一起



三、打包规范-带磁类产品

带磁类产品包装请卖家参照以下步骤，请勿直接用塑料膜及快递袋包装；如果没有妥善包装即发运到 Shopee 转运仓，

因磁力较强会对航空飞行或其他货物造成影响，则会被判定为违禁品B类无法发往目的地。

SLS面单



四、打包规范

1、第二层打包：只有一个站点的包裹，就装进一个运输袋（邮包袋/编织袋/纸箱等），在袋口系标识卡（下页如何制作），仓库拆开外面一层袋子，

里面是同一个站点的包裹

2、第三层打包：多个站点包裹一起寄（如马来，新加坡，印尼，泰国的一起寄），需注意：先将同一个站点的包裹装进一个运输袋里，标注对应的

站点代码（如图中） SG(新加坡)/MY(马来)/ID(印尼)/PH(菲律宾)/TH(泰国)/TW(台湾站点)/VN（越南），再将不同站点的运输袋装进一个大运输袋里

3、最外层运输袋上贴上寄往国内中转仓的物流快递单，写好寄件地址寄往Shopee转运仓

SLS面单

第一层包装 第二层包装（单个站点） 第三层包装（多个站点）

标识卡

标识卡

标识卡

SLS面单

磁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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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打包规范-标识卡制作

标识卡

⮚ 袋口标识卡规格：10*10CM

⮚ 内容：卖家公司名、发货站点英文缩写、包裹内件数、万色后台注册账号（华东仓）、商品重量（华东仓）

⮚ 各站点英文缩写：SG(新加坡)/MY(马来)/ID(印尼)/PH(菲律宾)/TH(泰国)/TW(台湾站点) )/VN（越南）

*禁止使用废弃或正常 SLS 面单当标签使用，易导致整包当一票发出。

华东仓（上海/泉州/义乌）标识卡

商户ID 万色后台注册账号

公司全名

发货站点
英文缩写

包裹内件数

商品重量

深圳仓标识卡

公司全名

发货站点
英文缩写

包裹内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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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货退款



一、如何处理退货退款请求

1、买家点击“确认收货”前可以在Shopee平台就以下情况提出退款退货请求：

a.买家没有收到货物

b.买家收到错误的产品（错误的尺码、颜色、品类）

c.买家收到损坏或有瑕疵的产品

2、买家发起申请后，该订单会进入【Return/Refund】，同时商家也会收到邮件

提醒，卖家可点击申请退货退款订单的的【Respond】按钮，进入订单详情界面

查看申请理由；

3、卖家可以点击【Refund】给买家退款，也可以选择【Submit Dispute to

Shopee】向Shopee提出争议，有Shopee介入处理。

*注意：卖家需要在指定时间完成【Respond】回应操作，否则系统会自动同意申

请退款给买家。



二、退货退款常见流程



三、退货退款常见问题

1、买家申请部分退款应该怎么处理？

除泰国站点外，其他所有站点的可在买家申请退款后拒绝退款，由当地客服介入操作部分退款流程如下，泰国暂时不提供部分退款服务

①买家发起退货退款，并在备注中写明需要退款的金额

②卖家点击争议，备注写明需要退款的金额，同时附上与买家的聊聊沟通记录（内容需要包括退款的商品+件数+金额），请卖家将内容

发给买家确认，得到答复后，截图上传作为证据。

③平台客服将介入操作。

2、怎么退回各站点的退货包裹?

具体政策请扫描二维码或点击链接查看Shopee平台跨境物流指导手册： https://shopee.cn/edu/article/4465
①打开网址点开附件

②查看目录中关于退回章节说明

Shopee平台跨境物流指引手册



Shopee

PART 4

评价管理



评价管理

1、查看订单评价以及回复买家评价

点击【商店设定】-【商店评价】即可查看所有买家已评价订单的评分，卖家点击【回复】买家的评价

2、评价时间

买家需在15天内进行订单评价，建议卖家在订单完成后及时鼓励买家给予好评;

3、买家修改评价

若有买家给予了差评，建议卖家及时与买家协商修改评价，评价后30天内有1次修改评价的机会'

买家修改评价步骤步骤：【Me】> 【My Purchase】>找到对应订单【Shop Rating】>【Change Rating】>修改评价之后点击确定修改即可



Rating management

1. View order reviews and respond to buyer rating.

Click the [Shop Settings] - [Shop Rating] to view the scores of orders rated by all buyers. The seller clicks the [Reply] to view the buyer

rating.

2. Rating time

The buyer shall rate the order within 15 days, and the seller is recommended to encourage the buyer to give a positive comment after the 

order is completed;

3. Rating modified by buyer

If a buyer gives a negative commen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seller negotiate with the buyer to modify the rating in time.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to modify the rating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rating.

The steps of rating modified by buyer are as follows: [Me] > [My Purchase] > find the corresponding order [Shop Rating] > [Change Rating] 

> modify the rating and click “OK” to modify it.







第九模块

平台政策



Shopee

惩罚积分系统
禁售品及物流渠

道限制

平台政策

店铺评分及基础

平台规则
优选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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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评分及基础平台规则



店铺评分
店铺表现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订单未完成率
(NFR）

在过去7天总订单数量中订单取消+退货退款的百分比。只有卖家取消的订单会
被计入在订单未完成率。订单未完成率也是您的订单取消率和退货/退款率的总
和

订单取消率 在过去7天总订单数量中订单取消的百分比。只有未完成订单中的取消订单会
被计入订单取消率，退货退款订单不会被计入订单取消率

退货/退款率 在过去7天内总订单数量中买家要求退货/退款的订单百分比

迟发货率 在过去7天内总订单数量中逾期出货的订单数量（出货天数DTS+1个自然日），

聊聊回复率 卖家收到新聊天讯息或出价后在12小时内回应（对总数量）的百分比。自动回
应将不被包括在聊天回应率的计算中（过去30天内）

店铺评分 买家对卖家店铺的总体评分，卖家可登陆卖家中心，在[商店设定—商店评价]

中查看该分值，该分值趋近于买家提交所有订单的评价总平均值

商品评分 买家对所购买产品的评分，卖家可在[商店设定—商店评价]中查看买家对相应
产品的评分。



基础平台规则——商品数量限制规则

1.店铺类型导致的商品数量限制

店铺类型

成长店铺

有潜力店铺

有经验店铺

优选店铺

商城店铺

Shopee平台每周二评定店铺类型，当周卖家将按照对应店铺类型的上架商品数量限制展示商品。
若卖家上架商品数量超过限制，卖家将无法上架新的商品并且超出限制的商品将会被隐藏
注：
1.计算卖家店铺过去30天完成不同买家订单数时，会将一店通（SIP店铺）的订单计入台湾店铺
2.若卖家过去30天完成不同买家订单数达到下一个等级，将会升级店铺类型可以上架更多的商品；若卖家过去30天完成不同买家订单数未达标，将会降级店铺类
型上架商品数量限制会下降



商品数量限制规则

注：
1.因店铺预售商品过多店铺商品数量限制每次持续一周，若第二周周一重新计算出的卖家预售商品个导致的数或占比下降至标准以下，
则从当周周二开始，店铺商品数量限制取消，被隐藏的商品请卖家自行操作恢复上架
2.普通卖家指的是既非商城卖家也非优选卖家的卖家

2.预售商品占比过高导致商品数量限制

预售商品：是出货天数DTS（卖家自行设置的备货天数）> 3的商品
预售商品占比=预售商品/店铺内所有商品（不包括被删除、被下架的商品）



商品数量限制规则

3.扣分导致商品数量限制

注：上架商品数量限制每次持续28天，若在28天内累计的惩罚计分增加并且进入下一范围，则惩罚
会相应升级



订单取消规则

1.买家付款后需取消订单：（COD视为付款）

站点 付款时间 订单状态 政策

TW

付款完成24小时之内
已发货

按退货退款流程处理
需卖家在规定时间内同意/拒绝

未发货 系统及时取消订单

付款完成超过24小时 已发货
按退货退款流程处理
需卖家在规定时间内同意/拒绝

未发货 需卖家在规定时间内同意/拒绝

其他站点

付款完成1小时之内
已发货

按退货退款流程处理
需卖家在规定时间内同意/拒绝

未发货 系统及时取消订单

付款完成超过1小时
已发货

按退货退款流程处理
需卖家在规定时间内同意/拒绝

未发货 需卖家在规定时间内同意/拒绝



订单取消规则

2.迟发货情况下的取消订单：

注：DTS为卖家后台设置的出货天数



订单取消率

毕业条件之一 —— 订单取消率=取消的订单数/总订单数

1.纳入订单取消的类型：

系统取消的订单 卖家取消的订单 退货/退款的订单

1. 卖家未出货导致的
系统取消订单

1.卖家操作取消的订单 1.卖家同意的退货/退
款的订单

2.订单争议后判定卖家
同意退货/退款的订单

注：DTS为卖家后台设置的出货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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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卖家



优选卖家的优势

1. 身份象征：店铺头像及店铺所有商品均有"虾皮优选"标识，该标识显示于商品或店家的左上角

2. 流量倾斜：买家对"虾皮优选"店铺更信赖与认可，利于提高店铺转化率

3. 资源加持：获得首页秒杀资源位

4. 支付支持：在"虾皮优选"店铺中买家可以使用购买积累Shopee Coin，简称虾币。



如何成为优选卖家

Shopee各站点优选卖家评选标准如下：

各站点评选优选卖家时，除了满足表格当中相应评分项目的标准之外，还需满足以下附加条件（印尼站点无附加满足条件）：

台湾市场 菲律宾市场

1.店铺开通信用卡付款; 

2.月度销售总额高于 30,000 新台币;

3.店铺无任何侵权违规商品(如大牌卡通侵权); 

4.店铺提供 7 天鉴赏期

1.店铺无假冒伪劣商品; 

2.店铺无欺诈行为

新加坡市场 其他市场

1.店铺无假冒伪劣商品; 

2.店铺内所有商品均为正品
1.店铺无假冒伪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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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驻商家为什么要重视平台规则？

影响 No.3

影响 No.1

影响 No.2

违反规则会被扣分

卖家若在运营过程中违反了Shopee平

台规则，会被计以相应的惩罚计分，并

且基于不同程度的惩罚计分分数，卖家

的运营活动会受到相应的限制。

不同的扣分值将对应影响店

铺流量、参与活动资格、页

面展现权限等方面

一旦被扣分，即失去获得

【优选商家】资格

将会影响孵化期卖家毕业成绩



惩罚计分系统和惩罚措施

卖家在一个季度内所获得的积分达到3/6/9/12/15分之后，将会获得下表所示相应积分对应的惩罚。优选卖

家在惩罚积分达到3分之后，会被取消优选卖家标识。

注意：毕业的条件是计算在孵化期中的所有扣分总和，不会清零

注意：

28天惩罚期满之后会自动解除，但是
若该计分季度周期未结束，则已累计
计分不会改变

惩罚累计计分只会在每个季度第一个
周的周一清零

累计惩罚分数 3 6 9 12 15

惩罚级别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禁止参加Shopee主题活动(28天） * * * * *

无法享有Shopee运费或者活动补助
（28天）

* * * *

商品将不会出现在浏览页面中 （28天） * * * *

商品将不会出现在搜索结果中（28天） * * *

不允许创建/修改商品（更改库存除外）
（28天）

* *

冻结账户（28天） *



惩罚积分系统计算逻辑

• 每周一 会根据上周违规情况计入新的惩罚分数，并与该季度已有惩罚分数进行累计；

• 每个季度（1/4/7/10月）的第一个周周一，会清零上一季度的惩罚分数。

举例说明：



纳入惩罚积分的项目

1. 迟发货率及订单未完成率

2. 违反上架规则

3. 客户服务 ---- 店铺聊聊中言语不当及冒犯

4. 运输欺诈 /滥用

5. 滥用平台资源行为

禁止刊登

劣质刊登

侵权假冒

Shopee卖家惩罚系统，是Shopee用于衡量卖家是否遵守Shopee平台各项规则的计分系统。卖家若在运营过程中违反了Shopee

平台规则，会被计以相应的惩罚计分，并且基于不同程度的惩罚计分分数，卖家的运营活动会受到相应的限制。

Shopee旨在通过卖家惩罚积分系统，提醒卖家遵守平台规则以及规范运营，同时也为买家提供更加健康的消费体验。

卖家惩罚计分系统计分项



卖家发货规则 Seller Fulfillment

DTS（卖家备货时长）
DTS 天数卖家可以设置为 3或 5-10 天 ,DTS 天数设置为 5-10 天的商品为预售商品

迟发货率=

过去7天迟发货的订单量

过去7天发货的总订单量

迟发货订单计算：DTS (工作日)未到仓扫描的
订单会被记为迟发货订单,巴西站点为DTS+1个
自然日记为迟发货订单

订单未完成率=

过去7天未完成订单

过去7天（未完成订单+净订单）

净订单指订单完成的那些，未发起退货退款的订单



店铺选品

迟发货率 Late Shipping Rate (LSR) 

站点 DTS 设置
迟发货计算逻辑

(首公里/未到仓扫描)

自动取消订单逻辑

(未点击发货)

自动取消订单计算逻辑

(点击发货但未到仓扫描)

非巴西站点

3/5-10

DTS (工作日) DTS (工作日)

DTS (工作日) +3(自然日)
巴西站点

DTS (工作日) +1 (自然

日)
DTS (工作日) +1 (自然日)

从2021年1月25日期（查看过去7天订单，即1月18日起变更），迟发货订单和自动取消订单计算逻辑将随之更新。



案例一：订单于9月18日星期三产生，怎么样算迟发货？
出货天数（DTS为3）

9月18日
星期三

DTS的第一天

9月19日
星期四

订单产生 DTS的第二天

9月20日
星期五

休息日

9月21日
星期六

9月22日
星期日

工作日

订单在9月23日23:59:59前未被仓库扫描，算迟发货。

迟发货率 Late Shipping Rate (LSR) 

DTS设置
迟发货计算逻辑
(未到仓扫描）

3/5-10 DTS（工作日）

休息日 DTS的第三天



店铺选品

案例二：订单于9月19日星期四产生，怎么样算迟发货？
出货天数（DTS为3）

9月19日
星期四

DTS的第一天

9月20日
星期五

订单产生 DTS的第二天

9月21日
星期六

9月22日
星期日

9月23日
星期一

订单在9月24日23:59:59前未被仓库扫描，算迟发货。

非工作日

9月24日
星期二

9月25日
星期三

迟发货率 Late Shipping Rate (LSR) 

DTS设置
迟发货计算逻辑
(未到仓扫描）

3/5-10 DTS（工作日）

DTS的第三天



店铺选品

未完成订单率 NFR

未完成订单=①卖家主动取消的订单+

②买家成功发起的退货退款订单

③因卖家责任造成的自动取消订单

未完成订单计算公式

订单未完成率 Non-Fulfillment Rate  (NFR)

订单未完成率=

过去7天未完成订单

过去7天总订单（未完成订单+净订单）

自动取消订单计算
DTS 未点击发货的订单会被记为自动
取消订单 （非巴西站点）
巴西站点为DTS+1个自然日未点击发货自动取消
订单

DTS (工作日)+3个自然日未到仓扫描的订单会被记
为自动取消订单

注：物流时效豁免只针对 DTS 设置的工作日，
(自然日)没有物流时效豁免。



迟发货率及订单未完成率扣分逻辑

平台每周会计算前7天的迟发货率及订单未完成率，若未完成订单率或者迟发货率其中任一项未达标，计1分；若均未达标，计2

分。若未完成订单率或者迟发货率其中任一项严重未达标，计2分；若均严重未达标，计4分。

台湾市场

越南市场

菲律宾市场

新加坡市场

马来西亚市场

印尼、泰国市场



迟发货率及订单未完成率高的解决方法

• 增加单量——店铺打折、优惠券、捆绑销售、关键词广告、参加活动

• 避免出现新的NFR/LSR情况——确保订单不要再出现迟发货和被取消的情况

短期方法

长期方法

• 备货——货源稳定且能够及时供货/活动前提前备货

• 打包——监控打包质量，减少错发、漏发、超材、破损件

• 物流——每天追踪仓库扫描情况/选择优质国内段物流商

• 产品——定期考核供应商货品退货退款率，优胜劣汰/定期更新商品库存



违反上架规则

禁止刊登 劣质刊登 侵权假冒

• 上架禁止销售商品 （包括跨境

卖家禁运品类商、违法以及当地

国政府售召回的等）

• 刊登广告或销售无实物商品

• 同一商品 ID下更换不同商品

• 夸大不实折扣

• 商品描述图片带有导向外部平台

内容的水印

• 商品图片或描述中带有色情内容

-成人用品类请仔细阅读专门的

上架规范及处理办法

• 商品类目设置错误

• 商品重复刊登 （包括同一卖家

不店铺重复刊登商品以及不同

店铺刊登同一商品）

• 误导性定价

• 不相关关键字（如使用的产品

标题，标签或者相关产品描述

与商本身不符）

• 图片质量不佳，商品占图面积

<70%

• 非台湾站点：违反侵犯知识产权或者假冒产品，

计1分；严重违反，计2分

• 台湾站点：违反侵犯知识产权或者假冒产品，

计2分；严重违反，计3分

• 被证实售卖假冒产品或剽窃产品图文，计15分

若卖家违反了上架规则，计1分；严重违反，计2分
若卖家违反上述上架规则，在商品被删除后再次上架相似违规商品，将额外计1分惩罚计分。



1.上架禁止销售商品-SLS 

违反上架规则-禁止刊登

寄运A类禁运商品，每笔订单将计3分；寄运B类禁运商品，每5笔订单将计1分；

若卖家想要确认商品是否可以邮寄，可以咨询仓库客服
联系方式见Shopee物流指引手册

注：
详见物流指引手册

所有查获的违禁品不限制
于表格内物品名称，最终
以物品实物是否附带有国
家民航总局明令禁止运输
的危险品功能以及威胁航
空器安全飞行的因素和国
家检验检疫局及海关限制
出口物品，为最终类别判
决。



2.夸大不实的折扣=提高原价 再打折促销
夸大不实的折扣的定义

夸大不实折扣指的是，卖家在进行折扣活动前，先将价格提高，来夸大折扣。

若商家有夸大不实的折扣行为，虾皮将会在两天内删除该商品，并根据卖家

计分系统的标准给予计分。

如何判定夸大不实的折扣？

只要商品有折扣标记（不管是由虾皮平台或者卖家自行设定），并且有浮报

状态就会被删除和计分。

如何避免扣分？

• 上架前就把商品的各项成本，以及折扣空间算到价格里面,预留打折空间；

• 针对没有销售基础的商品，可以用删掉商品，重新上传的方法来改价格；

• 对于已有销售的爆款，如果因为涨价原因，要提高原价。在商品被系统查

处后，商家可以向运营经理提供相应涨价的证明进行申诉。

违反上架规则-禁止刊登



违反上架规则

禁止刊登 劣质刊登 侵权假冒及其他

• 上架禁止销售商品 （包括跨境

卖家禁运品类商、违法以及当地

国政府售召回的等）

• 刊登广告或销售无实物商品

• 同一商品 ID下更换不同商品

• 夸大不实折扣

• 商品描述图片带有导向外部平台

内容的水印

• 商品图片或描述中带有色情内容

-成人用品类请仔细阅读专门的

上架规范及处理办法

• 商品类目设置错误

• 商品重复刊登 （包括同一卖家

不店铺重复刊登商品以及不同

店铺刊登同一商品）

• 误导性定价

• 不相关关键字（如使用的产品

标题，标签或者相关产品描述

与商本身不符）

• 图片质量不佳，商品占图面积

<70%

• 非台湾站点：违反侵犯知识产权或者假冒产品，

计1分；严重违反，计2分

• 台湾站点：违反侵犯知识产权或者假冒产品，

计2分；严重违反，计3分

• 被证实售卖假冒产品或剽窃产品图文，计15分

若上一个月卖家违反了上架规则，计1分；严重违反，计2分
若卖家违反上述上架规则，在商品被删除后再次上架相似违规商品，将额外计1分惩罚计分。



1.重复刊登

上架的商品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同商品重复刊登是被严格禁止的，并且会被删除。

这么做是为了确保每个买家都能有最佳的浏览体验，避免卖家不当的主导在虾皮上搜寻的结果。

常见的几种类型（同站点）：
1.在不同的商品类别中刊登重复的商品
2.重复上架只有规格不同的相同商品
3.相同的商品以不同的售价刊登

为了给Shopee平台买家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Shopee平台所有站点均已开始监控平台中不同卖家的店铺之间重

复刊登商品(duplicate listing)的行为。重复刊登商品行为指卖家将同一商品内容在不同店铺多次重复刊登的行为。

重复刊登的商品将被平台删除，卖家惩罚积分系统会对卖家进行惩罚积分。

重复刊登商品的定义为：

违反上架规则-劣质刊登

处理方式：商品将被直接删除并扣分



违反上架规则-劣质刊登

2.误导性定价

卖家设置过高或者过低的价格以赢取更多的曝光量，但并不会真正卖出陈列商品的行为。商品附件不应该被单独列

出，而是应当和商品一起作为同款商品不同属性的商品。

处理方式：商品将被直接删除并扣分



违反上架规则-劣质刊登

3.关键词/品牌、属性滥用

商品中包含的信息与所销售的商品不对应或不相关，则会被视为垃圾刊登商品。

处理方式：第一次被通知商品将被下架；若再次上传仍然不合格，将删除并扣分。
重复的违规行为可能会导致卖家的帐户被冻结。

类型 举例 正确方式

关键词/品牌滥用

• 商品标题中包含多个或不相关的品牌名/关键字：
例如“女士 裤子 裙子 衬衫” “兰芝 迪奥 SK-II 保
湿霜”

• 商品标题中出现无关关键字：例如“戴尔显示器|
不是华硕 三星 LG 电视”

• 按照 shopee 推荐的产品标题格式：品牌
+产品名称+型号。例如 Innisfree Green 

Tea Serum（悦诗风吟绿茶乳液）。
• 确保标题和描述中的所有关键字都准确并

与所销售的商品相关。不要在产品标题中
包含不准确/不相关的关键字。

• 输入准确的商品分类属性，商品分类属性
包括品牌名称、型号和保修期等。

• 如果商品没有品牌，请选择“No brand”
属性滥用

• 品牌名重复出现或者出现多个品牌，例如“耐克
耐克 耐克”，“耐克 彪马 阿迪达斯”

• 其他属性信息不准确，例如属性中写“热销”

• 品牌属性不准确，例如“中国品牌”



违反上架规则

禁止刊登 劣质刊登 侵权假冒及其他

• 上架禁止销售商品 （包括跨境

卖家禁运品类商、违法以及当地

国政府售召回的等）

• 刊登广告或销售无实物商品

• 同一商品 ID下更换不同商品

• 夸大不实折扣

• 商品描述图片带有导向外部平台

内容的水印

• 商品图片或描述中带有色情内容

-成人用品类请仔细阅读专门的

上架规范及处理办法

• 商品类目设置错误

• 商品重复刊登 （包括同一卖家

不店铺重复刊登商品以及不同

店铺刊登同一商品）

• 误导性定价

• 不相关关键字（如使用的产品

标题，标签或者相关产品描述

与商本身不符）

• 图片质量不佳，商品占图面积

<70%

• 非台湾站点：违反侵犯知识产权或者假冒产品，

计1分；严重违反，计2分

• 台湾站点：违反侵犯知识产权或者假冒产品，

计2分；严重违反，计3分

• 被证实售卖假冒产品或剽窃产品图文，计15分

若上一个月卖家违反了上架规则，计1分；严重违反，计2分
若卖家违反上述上架规则，在商品被删除后再次上架相似违规商品，将额外计1分惩罚计分。



违反上架规则-侵权假冒

若卖家首次被投诉侵权，Shopee 平台会将相应侵权商品下架。若卖家再次被投诉侵权，Shopee 平
台会将被投诉的卖家账号暂时冻结 7 天；账号解冻后若再次被投诉侵权，则继续冻结 7 天；依 此类
推（侵权次数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开始累计）。

对于严重违规或累计侵权次数过多的卖家，Shopee 平台可能直接关闭被投诉卖家的账户

跨境卖家与当地卖家重复刊登商品行为

卖家未经允许，将其他卖家的商品图片用作自己的商品图片，或者将其他卖家 的商品
信息用作自己的商品信息，则会被判定为盗图或盗商品信息。

站点 惩罚

台湾站点 • 计 15 分惩罚计分

泰国站点

• 重复刊登的商品将会被删除，并计 1 分惩罚计分，
• 严重重复刊登将计 2 分惩罚计分。
• 若卖家重复刊登的商品数量占卖家总商品数量达到一

定标准，将计 15 分惩罚计分，冻结账号 28 天。

马来西亚站点
• 重复刊登的商品将会被删除，并计 1 分惩罚计分，
• 严重重复刊登将计 2 分惩罚计分。同时经人工检查若

有严重违规行为将会被冻结店铺。



违反上架规则-其他规范

商品标题不能带有 shopee 活动相关关键词

印尼市场禁止卖家快速上传

需要卖家将 ERP 的上传速度调成一分钟 5 个 SKU 之内即可避免，
大于这个上传速度就会被冻结店铺



店铺聊中言语不当及冒犯行为



店铺聊中言语不当及冒犯行为

卖家引导买家至其他平台行为

Shopee 平台严禁卖家通过聊聊引导买家离开 Shopee 平台完成交易。一经发现有此类行为卖
家 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行为 1：

卖家在聊聊中将同一消息重复发给多个买家 消息内容包含
但不限于：
• 宣传该卖家其他平台上的商品或服务
• 将买家引导至其他网站
• 发送与 Shopee 无关的信息

• 传播卖家个人联系方式且没有明确在 Shopee 平台销售意
图

一经发现存在该行为的卖家店铺将会被关店

行为 2：

• 卖家在聊聊中多次提及并意图将买家引导
至其他平台

若卖家第一次被发现存在该类行为将会被警
告；若卖家第二次被发现存在该类行为将会
被关店



运输欺诈 /滥用

卖家运输空包裹或与订单不符的商品

Shopee 物流将每天检查卖家运输商品的情况。若发现卖家运输空包裹或运输与订单不符的商品

单次达到一定数量，将对卖家进行如下处理：



滥用平台资源行为

若卖家被发现有以下滥用平台资源行为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注：若过去 7 天内>=3 单且>=50%的订单被系统侦测到卖家未填订单号点击
发货或伪造/错误的 物流单号，将计 3 分惩罚计分。



Shopee

PART 4

禁售品及物流渠道限制



Shopee

什么是禁止销售商品？

禁止销售商品是指当地法律法规或Shopee商品规范不允许销售
的商品。包括:

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允许在网上销售的产品；

各个国家和地区仅允许持有当地营业执照卖家销售的产品；

各个国家和地区海关原因禁止销售的产品。



Shopee

Shopee 上的一些禁止类别包括服务、非法药物、处方药或药房药物、带有虚假/欺骗性声明的药物或补充
剂、武器、香烟和野生动物产品。

此外，有些产品需要特别批准或许可。您需要先上传相关证明文件，然后才能在 Shopee 上销售。



1. 根据台湾地区相关法律条规，以下产品目禁止运输：

A. 所有生鲜类和未经加工的食品、肉类及肉制品食品、花生、莲子、银杏（白果）、香菇、有药用价值或治疗功能的食品；

B. 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除虫用品、防蚊手环；

C. 香烟、电子烟及电子烟配件、货币、票据、股票等贵重有价证券；

D.易燃易爆物品（如指甲油等含酒精类的产品、精油、压缩气体）、发胶、香水等纯液体产品（液体产品每单不得超过 100ML）；

E. 与武器有关的物品（如瞄准具、模型枪械、玩具枪、弹药类等）及有攻击性的物品（如铁手撑、警棍、刀斧、匕首、弹弓、剑等物

品）；

F. 手机、平板及笔记本电脑、电动平衡车等电池不可拆卸的产品、充电宝、移动电源（能够给其他设备充电的产品）等纯电类产品；

G. 蓝牙产品（如无线鼠标、蓝牙耳机、蓝牙音箱）、智能穿戴设备、无线通信产品（如收音机、遥控器、路由器、电视机顶盒）；

H. 儿童座椅、汽车安全座椅、手推车、强磁产品（如喇叭、麦克风）；

I. 受华盛顿公约所限制或需要动植物检疫证明的动植物产品；

J. 在运输途中意外开启并导致发光、发热以及发出声响的带电产品；

K. 侵权及无品牌授权的产品。

2. 同时店配包裹总价值不得超过 20000 NTD，若超过将不予配送。

台湾

SLS时效及禁运品



菲律宾

SLS时效及禁运品

以下产品目前尚不可以通过 SLS Standard Express 渠道运输：

a. 生鲜食品、药品

b. 纯电池、充电宝（能够给其他设备充电的所有产品）、电动平衡车

c. 含液体（不含酒精和喷雾）超过 200ml 的包裹

d. 电子烟及电子烟配件、香烟、证件、骨灰盒、无人机

e. 货币、假币、具有货币价值的纪念币和硬币、邮票、彩票、信用卡、 借记卡

f. 与枪械有关的物品（如瞄准具、模型枪械、弹药类等）及有攻击性的物品（如

铁手撑、警棍、电击器、刀斧、匕首、弹弓、剑等物品） g. 受华盛顿公约限制的

动植物产品、需进行动植物检疫的种子和植物提取物等

h. 易燃易爆物品（如指甲油等含酒精的液体、香水、牙粉、打火机等）、带磁性

的产品（如磁铁等）、带气体的产品（如皮球、足球、喷雾等）

i. 假冒和涉及侵权的产品，否则会被没收并对卖家进行罚款

j. 毒品、放射性物品、感染性物品、化学物品（如硫酸、乙醇等）

**菲律宾可发手机、平板电脑，每个包裹不超过2台



马来西亚

SLS时效及禁运品

1. 以下产品目前尚不可以通过 SLS Standard Express 渠道运输：

A. 药品、生鲜食品、假币和邮票、信用卡和借记卡、彩票、证件、性用品、电子烟及电子烟配件、香烟、骨灰盒、带气体的商品（如救

生衣、 皮球、足球、喷雾）、医疗用品和医疗辅助工具

B. 对讲机、打印机、投影仪、纯电池类货物、充电宝（能够给其他设备 充电的所有产品）、电动平衡车、易发光商品、易发声商品

C. 受华盛顿公约限制的动植物产品、需进行动植物检疫的种子和植物提 取物等

D. 与枪械有关的物品（如瞄准具、模型枪械、弹药类等）及有攻击性的 物品（如铁手撑、警棍、电击器、刀斧、匕首、弹弓、剑等物品）

E. 易燃易爆物品（如指甲油等含酒精的易燃液体、牙粉、打火机及压缩 气体）和强磁性的产品（如磁铁等）

F. 假冒无品牌授权的商品，否则会被海关扣货，由此产生的罚款和费用将由卖家承担

G. 毒品、放射性物品、感染性物品、化学物品（如硫酸、乙醇等）

H. 同赌有关的产品（如扑克牌、骰子等）

I. 含液体（不含酒精和喷雾）超过 200ml 的包裹

2. 马来西亚可发手机、平板电脑，每个包裹不超过 2 台。



新加坡

SLS时效及禁运品

1. 以下产品目前尚不可以通过 SLS Standard Express 渠道运输：

a. 生鲜食品、药品、医疗用品、电子烟及电子烟配件、香烟、骨灰盒、带气
体的产品(如皮球、篮球等)
b. 货币、假币、邮票、信用卡和借记卡、彩票、证件、成人用品
c. 受华盛顿公约限制的动植物产品、需进行动植物检疫的种子和植物提取物
等
d. 与枪械有关的物品(如瞄准具、模型枪械、弹药类等)及有攻击性的物品(如
铁手撑、警棍、电击器、刀斧、匕首、弹弓、剑等物品)
e. 易燃易爆物品(如指甲油等含酒精的易燃液体、牙粉、打火机及压缩气体)
和强磁性的产品(如磁铁等)

f. 假冒无品牌授权的商品,否则会被海关扣货,由此产生的罚款和费用将由卖
家承担
g. 毒品、放射性物品、感染性物品、化学物品(如硫酸、乙醇等)
h. 电动平衡车、纯电池、充电宝(能够给其他设备充电的所有产品)
i.同赌有关的产品(如麻将、扑克牌、骰子等)
j. 含液体(不含酒精和喷雾)超过 200ml 的包裹

2.新加坡可发手机、平板电脑，每个包裹不超过 2 台。



1. 以下产品目前尚不可以通过 SLS Standard Express 渠道运输：

A. 电动平衡车、纯电池、充电宝(能够给其他设备充电的所有产品)

B. 电子烟及电子烟配件、香烟、电子货币、电子书、信用卡和借记卡、 彩票、证件、骨灰盒、性用品、生鲜食品、药品、医疗用品和医

疗辅 助工具(如助听器)以及受航空管制的各类危险物品

C. 受华盛顿公约限制的动植物产品、需进行动植物检疫的种子和植物提取物等

D. 与枪械有关的物品（如瞄准具、模型枪械、弹药类等）及有攻击性的 物品（如铁手撑、警棍、电击器、刀斧、匕首、弹弓、剑等物品）

E. 易燃易爆物品（如指甲油等含酒精的易燃液体、牙粉、打火机及压缩 气体）和强磁性的产品（如磁铁等、带气体的产品(如皮 球等)

F. 假冒无品牌授权的商品，否则会被海关扣货，由此产生的罚款和费用将由卖家承担

G. 毒品、放射性物品、感染性物品、化学物品（如硫酸、乙醇等）

H. 同赌有关的产品（如扑克牌、骰子等）

I. 含液体（不含酒精和喷雾）超过 200ml 的包裹

2. 印度尼西亚可发电脑、平板、手机、无人机、对讲机等通讯器材，每个订单不超过 2 台。

印尼

SLS时效及禁运品



电商相关设施和政策泰国

SLS时效及禁运品

以下产品目前尚不可以通过 SLS Standard Express 渠道运输：

A. 易燃易爆物品（如指甲油、香水、牙粉、打火机及压缩气体）、强磁性产品（如磁铁等）、带气体的产品（如足球等）

B. 手机、平板电脑、台式电脑、无人机、对讲机及其他通讯器材

C. 电子烟及电子烟配件、香烟、骨灰盒、电视机、电子称、电动平衡车、磁性橡皮泥（Magnetic Putty）、纯电池产品

D. 食品、所有药物、保健品、医疗器械（如温度计/血压计、使用激光/针进行美容的产品、背背佳等）

E. 受华盛顿公约限制的动植物产品、需进行动植物检疫的种子和植物提取物等

F. 和性有关的产品，含色情、猥亵语言的出版物、录像、DVD、软件， 也包括含按摩(Massage)敏感词的产品

G. 毒品、放射性物品、感染性物品、化学物品（如硫酸、乙醇等）

H. 同赌有关系的产品，如骰子、扑克牌，但不包括棋类

I. 假冒和涉嫌侵权的产品、品牌产品以及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版权的产品（如带有未经授权卡通图案的玩具），

除非能提供授权文件，否则会被没收并对卖家进行罚款

J. 与枪械有关的物品及有攻击性的物品

K. 含液体（不含酒精和喷雾）超过 200ml 的包裹

L. 货币、钞票、证件



越南

SLS时效及禁运品

以下产品目前尚不可以通过 SLS Standard Express 渠道运输：

a. 食品、药品、保健品、毒品、放射性物品、感染性物品、化学物品(如硫
酸、乙醇等)
b. 易燃易爆物品(如香水等含酒精类的液体、牙粉、打火机等)
c. 生物、受华盛顿公约限制的动植物产品、需进行动植物检疫的种子和植物
提取物等
d. 液体(不含酒精和喷雾)超过 200ml 的包裹
e. 带气体或气压的产品(如皮球、压缩气体喷雾等)、电子烟及电子烟配件、
烟草、磁性橡皮泥(Magnetic Putty)
f. 货币、外币、邮票、信用卡、借记卡、彩票、证件、骨灰盒、地图、所有
的图书及出版物、政府或警察相关物品(如徽章,徽章或制服)
g. 贵重金属、宝石、品牌手表、情趣用品
h. 手机、平板电脑、电动平衡车
i. 与枪械有关的物品(如瞄准具、模型枪械、武器弹药类等)及有攻击性的
物品(如铁手撑、警棍、电击器、刀斧、匕首、弹弓、剑等物品)
j. 假冒或无品牌授权的商品,违反此条款会被海关没收货物并处以罚款



第十模块

促销



Shopee

1

促销

站内免费流量 站内付费流量



Shopee

PART 1

站内免费流量



站内流量构成

站内免费
流量

店铺维度

平台渠道

搜索优化 商品标题、关键词、标签

产品类目

产品价格

店铺粉丝

店铺装修

平台打标

营销活动

品类属性：精准搜索+高度匹配人群

商品规划、价格规划、包邮

吸粉技巧、聊聊、优惠券

装修方案、热门精选（Top Picks）

日常活动：主题活动、各市场秒杀

平台大促：9.9/ 10.10/ 11.11/ 12.12

最低价（Lowest Price Guaranteed）



Shopee流量发展维度

店铺运营 活动运营

粉丝运营搜索上新



关于上新，你上对时间了吗

注：图中时间均为当地时间

通过大数据分析上新商品得出

• 合适的上新时间帮助产品最快获得好的流量曝光

• 把握印尼、泰国、越南站点上新后黄金24 小时流量扶持期

• 上新后第一周为产品引流的关键



印尼站点上新时间



印尼站点上新时间推荐表

Ps:印尼站点上新请用英文上新，注意一次不要大批量上架，会被冻结商店



泰国和越南站点上新时间



泰国上新时间推荐表

Ps :泰国上架使用英文上架，平台会翻译标题为当地语言



越南站点上新时间推荐表

Ps :越南上架使用英文上架，平台会翻译标题为当地语言，否则视为违反上架规则！



平台流量——活动

• 报名渠道：各站点后台的【我的行销活动】-【我的主题活动】会定期推出活动报名通知，积极报名参与

• 报名技巧：仔细阅读活动的选品要求和价格要求，精准选品增加被选上的几率尽量；

选取店内受欢迎的产品参加活动，尽量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拉动流量 ;

积极报名活动争取曝光机会



平台功能-店铺促销设置

我的折扣活动——商品的打折

我的折扣券——店铺券/商品券的建立

关注礼——粉丝关注券建立

运费折扣——运费优惠券设置（免运/运费减免）

套装优惠——捆绑销售/多件多折

加购优惠——买家加购可得专属加购价格



平台功能-店铺促销设置

平台功能—粉丝活动



平台流量——粉丝

站内引流：

• 买家互动圈粉：

重视每一次聊天机会，即使当下不购买也请买家follow店铺

• 粉丝优惠：

卖家可鼓励买家为其产品点赞或者follow店铺，并在下次购买时给予折

扣或礼品作为奖励

• 设置关注礼

买家第一次关注卖家店铺可收到相应的优惠券奖励

• 积极发布feed帖子

积极发布店铺热销品/新品动态，可以是潮流/搞笑分享，吸引买家关注，

同时通过优惠券促进成交转化；

站外引流：

通过Facebook等外部网站引流到店铺

主动吸粉，与粉丝互动，店铺有上新时粉丝会被推送新品消息

积极吸粉提升商品曝光



Shopee

PART 2

站内付费流量



广告带来的效果：

√促成购买

√吸引访客进店

√涨粉

√使用广告提升自然出单

√帮助产品测图、测款

√为全店流量、销量带来持续性增长

4

什么是
关键字广告

关键字广告是Shopee平台推出的一

项，能够提高卖家商品在手机APP及

平台网页版的曝光率，当买家搜寻相

应关键字时，购买了该关键字广告卖

家的商品将会优先出现在搜寻结果当

中，帮助卖家接触到更多的买家，并

带来流量和订单量增长的付费广告服

务。

1.当用户搜索到您
所设定的关键词时

2.您的广告商品会优
先显示在产品列表内，
首先受到瞩目



营销中心—Shopee广告—创建新广告



创建搜索广告



创建关联广告



关键词广告关键指标

ROI
投资回报率（Return On Investment）。ROI的
结果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即投入产出比。

ROI= 销售收入 / 广告成本

高CTR，因为商品/主图/价格等有吸引力 高CR，因为价格/评价/描述有吸引力/商品尺码齐全

高ROI,花费少销量高

CPC
CPC(Cost Per Click)：每点击成本。
以每点击一次计费。

总花费=CPC*点击数（click）

低CPC位置靠前，词竞争力小

https://www.baidu.com/s?wd=%E6%8A%95%E8%B5%84%E5%9B%9E%E6%8A%A5%E7%8E%87&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关键字广告的规则介
绍-产品排名规则

当有其他卖家也购买关键字时，多个广告将会和您的商品出现在相同的结果页面。

您的广告排名会受到以下两个因素影响：

1、关键字质量评分；

2、设定的单次点击价格



关键字广告的规则介绍-
关键字质量评分



运营技巧总概

高流量 高转化 高销量

持续上新

搜索

置顶推广

关注粉丝

付费：关键词广告

店铺装修

商品详情

店铺活动

后台活动报名

聊聊回复



用户行为：

用户（顾客） 浏览 点击

转化成交

流量引入 刺激点击

促进转化

售后



来自电商的灵魂拷问

你知道自己主要在卖什么吗？

你的店铺有低价引流款吗，有高频复购款？

你的产品和其他同类店铺相比怎么样？

你的产品有人喜欢吗，你想买自己的商品吗？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