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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马逊的成功不仅仅只是一天销售量的多少——还包括建

立品牌忠诚度并使购物者重复购买产品。在亚马逊上投放搜

索广告可以帮助您向购物者推介品牌产品并建立认知和忠诚

度。



通过广告推广产品提高产品意识、展示并形成品牌形象
、培养具有忠诚度的顾客，从而建立品牌。

结合头条搜索广告、亚马逊品牌旗舰店、亚马逊商品推
广，提高产品可识别度和单个产品的销售量，同时促进
品牌整体增长。

本指南将向您介绍每种广告产品及其如何帮助您实现业
务目标，指导您使用每种广告产品，并提供可帮助您充
分利用广告的战略性建议。

你会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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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搜索广告是针对性展示您的品牌和产品组合的付费点击广告。它们具有您的品牌标识，自定

义标题以及最多三种产品。

当顾客搜索相关关键字时，头条搜索广告会显示在亚马逊搜索结果页面上。当客户点击广告时，

转向一个指定的产品详情页面，产品集合页面或亚马逊品牌旗舰店。

您可以创建和管理所有头条搜

索广告，例如标题，活动持续

时间、预算和方式对关键字进

行搜索。

什么是头条搜索广告？

头条搜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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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搜索广告展示您的品牌和产品组合，以帮助您的品牌在亚马逊上脱颖而出。它们出现在非

常醒目的展示位置，有助于提升购物者对您的品牌的认知度。您控制的自定义消息可帮助客户

以您希望的方式查看您的品牌。通过定位相关关键字，头条搜索广告可以在顾客购买时推送给

购物者，以便他们在查找要购买的商品时看到您的商品。

您可以衡量展示次数，即广告向购物者展示的次数，因为即使购物者没有点击广告，了解您的

展示频率也很有帮助。

通过详细报告，您可以跟踪广告结果，从而优化广告活动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广告预算的效果。

为什么要使用
头条搜索广告？

头条搜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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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建头条
搜索广告？

头条搜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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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必须拥有一个有效的专业卖家账户，能够送货到美

国所有地址，并拥有亚马逊品牌备案。

2 登录卖家中心，从“广告”菜单中选择“广告活动管

理”。 然后点击“创建广告活动”，然后选择头条

搜索广告。使用头条搜索广告前，您必须拥有一个正

在运行的亚马逊商品推广（详见14页）。

3 为广告活动命名。标明属性和特性，以帮助您组织多

个活动。

4 设置广告活动时长。我们建议您立即启动广告活动，

并选择无结束日期，以便始终开启广告活动，以确保

您的广告始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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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设置每日预算。这是您每天在此广告活动中宣传产品花费的最高金额。建议将每日预算设置

为10美元或更高。

6 选择要用于广告的商品。如果您有实时的亚马逊商店，则可以选择它。否则，您可以创建一

个包含自定义产品列表的登录页面。您必须添加至少3个产品，最多可列出100个。

7 如有必要，请修改您的品牌名称（例如删除“LLC”或“Co.”）。

8 制作广告标题。标题应该引人注目，并告诉购物者点击广告后在详情页上可以看到的重点信息

。使用号召性的语言，例如“发现”和“保存”，或描述突出品牌或产品功能的语言。请注意

，当头条搜索广告在移动设备上显示时，它们将仅包含主图像和标题，因此请确保标题可以独

立显示。

9 修改广告素材。您可以自定义主要图像并选择广告中描述的产品。您将能够预览在桌面系统和

移动端不同的广告配置。

如何创建头条搜索广告？（续）

头条搜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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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设置出价。这是您愿意为点击广告支付的费用。默认情况下，您的出价将应用于搜索展示位置

的顶部。您可以选择让亚马逊自动优化其他展示位置的出价，以改善转化效果。默认情况下会

启用此功能，但您可以将其关闭以设置自定义出价调整，增加或降低不同展示位置的出价，或

将出价应用于所有展示位置。

11选择要投放的关键字。广告活动管理后台会提供一些建议的关键字。我们同时建议您使用自动

投放的亚马逊商品推广来查找效果良好的广告活动。您可以调整各个关键字的出价。

12提交您的广告以进行审核，我们会对您的广告进行审核，以确保其符合亚马逊广告指南。在72

小时内，您将在审核完成后收到电子邮件。可能导致拒绝的常见问题包括拼写或语法错误，不

准确或不相关的标题，以及诸如“＃1”或“畅销书”之类的不能被证明的声明。

13广告活动投放后，您可以转到广告活动管理器查看广告活动指标并跟踪效果。您会找到一些指

标，例如展示次数（广告的展示次数），广告点击次数，品牌销售额，广告展示位置的关键字

效果以及广告支出。使用此信息更新和优化您的广告。

如何创建头条搜索广告？（续）

头条搜索广告

总体主题 插入文件名称 8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是某一品牌的自定义多页面购物目的地。

您的商店可以提供身临其境的品牌体验，通过文字、图片和视频向客户介绍您的品牌故事和整

个产品目录。自定义小部件让您展示新产品、畅销产品、甚至是对于访问您的商店的购物者专

门的建议。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使用和管理完全免费。易于使用

商店构建器允许您创建自己的自己的商店，无需任

何网站经验。

什么是亚马逊
品牌旗舰店？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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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品牌旗舰店有助于推动品牌互动并提升客户忠诚度。它们提供了一个自定义目标，您可

以在其中控制品牌和产品的展示方式，并且可以使用唯一的URL将它们整合到现有的营销活动

中。

它们易于构建，不需要您学习网站编码或设计。您的商店将自动针对桌面设备、移动设备和平

板电脑进行优化。

通过详细报告，您可以查看和分析商店访问，流量来源和销售数据，以便优化页面。

为什么要使用亚马逊
品牌旗舰店？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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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品牌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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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必须拥有一个有效的专业卖家账户，并记录亚马逊品

牌备案。

2 登录卖家中心，从“店铺”菜单中选择“管理店铺”。

3 使用3个预建模板来设置页面。每个模板由包含不同类

型内容的图块组成，包括图像、文本和视频。

了解模板：

• 产品网格：此模板提供了一种显示产品选择的简

单方法。

• 重点陈列：包括精选产品展示，其中包含用于选

择图像和副本的附加空间，例如产品说明、目标

客户和价格。

如何创建亚马逊
品牌旗舰店？



• 亮点展示：这个模板非常适合希望灵活地创建更丰富内容的品牌，这使得品牌能够

提供广泛的产品选择，并为产品信息和视觉内容提供充足的空间。

4 浏览亚马逊品牌旗舰店构建器：

• 页面管理器用于从您的亚马逊品牌旗舰店创建、选择、移动和删除页面。

• “预览窗口”提供当前页面的实时视图。它还可用于在“平铺窗口管理器”中选择

要编辑的平铺程序。

• “平铺窗口管理器”用于从您的亚马逊品牌旗舰店创建、选择、移动和删除页面。

• 状态栏提供亚马逊品牌旗舰店的当前审核状态并显示任何错误消息。

5 要将页面添加到商店，请转到页面管理器并选择“添加页面”。输入页面名称和描述，然

后选择要用于页面的模板。

6 在“预览窗口”中预览所选页面。查看它在桌面和移动设备中的显示方式。单击页面中的单

个平铺窗口以在“平铺窗口管理器”中对其进行编辑。

7 平铺窗口管理器包含当前页面上所有内容平铺窗口的列表。您可以选择要编辑的现有平铺窗

口，添加窗口的新部分以及修改或删除部分。结合产品图片、文字和视频来创建吸引购买者

的页面。您可以添加动态窗口小部件，这些窗口小部件将自动填充不同的产品显示，例如基

于访问者行为的畅销产品或推荐。

8 根据需要为产品类别和畅销展示的不同功能创建其他页面。每个页面都可以导航到您商店的

不同页面，最多可达3个级别。

如何创建亚马逊品牌旗舰店？（续）

亚马逊品牌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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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商品推广广告是用于宣传单个商品信息的定向投放点击付费广告。

当顾客搜索相关关键字时，亚马逊商品推广广告会显示在亚马逊搜索结果页面上。当顾客点击

亚马逊商品推广广告时，跳转到广告产品的详细信息页面。

您可以创建和管理亚马逊商品推广产品的所有方面，例如广告活动

持续时间、预算和关键字出价。

什么是亚马逊
商品推广？

亚马逊商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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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商品推广有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销售额。它们出现在高曝光度的展示位置，有助于

让您的产品在亚马逊上成为客户的首选。通过定位相关关键字，亚马逊商品推广广告可以在顾

客购买时推送给购物者，以便他们在查找要购买的商品时看到您的商品。

您可以在几分钟内制作广告，并使用自动定位功能让亚马逊将您的广告与相关的客户搜索字词

进行匹配。

通过详细报告，您可以跟踪广告结果，从而优化广告活动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广告预算的效果。

为什么要使用亚
马逊商品推广？

亚马逊商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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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商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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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必须拥有一个有效的专业卖家账户，能够送货

到美国所有地址，并能够将投放广告的产品添加

到购物车。

2 登录卖家中心，从“广告”菜单中选择“广告活

动管理”。 然后点击“创建广告活动”，然后选

择亚马逊商品推广广告。

3 为广告活动命名。使其符合产品的属性和特性，

以帮助您组织多个活动。

4 设置广告活动时长。我们建议您立即启动广告活

动并选择无结束日期，以便始终开启广告活动，

以确保您的广告始终有效。

如何创建亚马逊
商品推广广告？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hz/cm/?ref=sspa_us_s_acq_cm_su_txt_bb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hz/cm/?ref=sspa_us_s_acq_cm_su_txt_bb


5 设置每日预算。这是您每天在此广告活动中宣传产品花费的最高金额。建议将每日预算设

置为10美元或更高。

6 选择您的投放类型。我们建议从自动投放开始，这样亚马逊就可以将广告与相关关键字进行

匹配。通过手动投放，您可以选择自己的关键字，我们建议您在了解哪些关键字带来点击次

数和销售额后，创建包含手动投放的广告活动。

7 创建广告组并选择您要宣传的ASIN。请考虑在广告组中将类似产品分组在一起。您可以在广

告系列中拥有多个广告组。

8 最后，设置出价。这是您愿意为点击广告支付的费用。对于自动投放广告活动，此出价将适

用于广告组中的每个产品。如果您需要指导，亚马逊会根据与您的广告类似的广告的最新数

据提供建议的出价。

9 你可以选择添加否定关键字。添加否定关键字会阻止您的广告出现在客户的关键字搜索中。

这可以帮助提高广告的关联性。例如，如果您卖的是耳罩式耳机，您可以补充一下“耳塞”

和“入耳式”作为否定关键字

从而阻止您的广告出现在客户

搜索结果中。

如何创建亚马逊商品推广广告？
（续）

亚马逊商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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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启动广告活动。您的广告可以立即投放，但可能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开始展示。请注意，只

有当您宣传的ASIN添加到购物车时，您的广告才会展示。

11广告活动投放后，您可以转到广告活动管理器查看广告活动指标并跟踪效果。您会找到一些

指标，例如展示次数（广告的展示次数），广告点击次数，销售额，以及广告支出。使用此

信息更新和优化您的广告。

如何创建亚马逊商品推广广告？
（续）

亚马逊商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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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hz/cm/?ref=sspa_us_s_acq_cm_su_txt_bb


下载“卖方大学”的《广告最佳实践》电子书

想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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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learn/courses?ref=sspa_us_s_acq_cm_su_txt_bb&moduleId=543&modLanguage=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