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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以美国站“刨丝器”（grater）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这是一款拥有切片、擦丝、磨碎多功能为一体的刨丝器

关键词收集的方式

1、调研竞品Listing的关键词

2、Amazon搜索框提示关键词

3、亚马逊前台左侧类目导航或对应类目名称中寻找关键词

4、借助关键词工具

新品上架前如何进行关键词搜集？



1.1 竞品标题分析

找到竞品的BSR榜单，找出Top前20-30名
的竞品Listing标题

并将所有的标题全部复制到一个word文档
中，合成一段文字

1、调研竞品Listing的关键词



利用词频分析工具，找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可获取到产品的核心关键词、特性关键词以及使用场景等；

如grater（刨丝器）、zester（剥皮器）、stainless（不
锈钢的）、
cheese（芝士）

词频分析工具：
https://www.jasondavies.com/wordcloud/

1、调研竞品Listing的关键词



1.2 竞品reviews分析

在竞品reviews里，我们能精准地获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消费者对该产品的准确称呼，来作为我们的
精准流量词。
比如从以下review中，我们可以获取到这种类型的刨丝器更精准的称呼为：box grater
同场景使用词：slicer

1、调研竞品Listing的关键词



亚马逊搜索提示框，是按照买家搜索习惯进行自动匹配的，并且只有有一定热度的关键词，才会出现在搜索框的
下拉栏中。

2.1 切换为对应国家的收货地址，在亚马逊搜索框输入产品核心关键词：grater

2.2 获取到相关关键词：
graters for kitchen    grater zester    graters for kitchen handheld    grater box    grater with container    
grater stainless steel    grater plate    grater shredder    graters for kitchen zester

2、Amazon搜索框提示关键词



2.3 将获取到的相关关键词重新输入到亚马逊搜索框内进行检索（这一步很重要哦~）

2.4 确认搜索结果与你的产品一样或者是相似的同类产品即可将该词纳入备用词。

2、Amazon搜索框提示关键词



在前期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些类目词汇，在新品引流中他们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多查看不同竞品的类目名
称，每一个细分类目都是不同的流量入口。

3、亚马逊前台左侧类目导航或对应类目名称中寻找关键词



以上是关键词搜集的一些传统方法，如果你觉得过程比较繁琐或者搜集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么下面给你推荐的方便又全面的关键词工具可千万不要错过哦~

4.1 卖家精灵 - 关键词反查

如果你想知道究竟是哪些关键词给竞品带来了流量，输入竞品ASIN，关键词反查功能立马就能告诉你结果！

4、借助关键词工具



卖家精灵反查出的关键词，是该ASIN的流量词，并且按带来的流量大小排序，排在越靠前的词，给该ASIN带来的曝光量
越大。

Tips：该关键词数据来源于亚马逊真实
的用户搜索行为，更能精准定位买家的
购物需求。

所以在做Listing优化时，与其纠结于竞
品的后台关键词，更应该基于竞品的流
量词，甄选出适合自己Listing的关键词
哦~

4、借助关键词工具



卖家精灵 - 关键词静态挖掘
光有核心流量词还不够？精准长尾词也不能少，关键词静态挖掘来帮你！

工作原理：

系统基于输入的关键词进行扩展，得出一些
精准和长尾关键词，所得出的关键词包含搜
索词。

结合月搜索趋势和购买率等指标来进行筛选，
看到搜索趋势稳步上升、购买率高的词就赶
紧收入囊中吧！

4、借助关键词工具



卖家精灵-关键词动态挖掘
有了核心流量词、精准长尾词，还有一个秘密武器等着你，关键词动态挖掘重磅来袭~

工作原理：

系统基于输入的关键词定位到它在亚马逊上所
指向的细分市场，然后挖掘出该市场的所有相
关核心流量词。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挖不到~

4、借助关键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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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搜集到了那么多的关键词，究竟又该选择哪些运用到你的产品Listing上去呢？
卖家精灵派出小管家-关键词清单来帮你有序整理！

筛选要点：
1、关键词特性与你的产品相匹配
举例：electric cheese grater电动刨丝器（×）   cheese grater handheld手持型奶酪刨丝器 （√）   
2、关键词数据要好看：有一定的搜索量，且整体趋势平稳或上升，购买率高的核心关键词；
或搜索量不太高，但购买率高的精准长尾词

关键词筛选-关键词清单



将选定的关键词加入关键词清单并创建标签，方便接下来的Listing编辑或一键分享给你的运营小伙伴

关键词筛选-关键词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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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题是整个Listing中搜索权重占比最高的部分，所以标题的重要性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标题公式：品牌+根词+特性+尺寸/颜色+场景

1、标题-Title   标题是将用户和产品页面联系起来的关键点

基本规定：

     长度在60 个字符以内。（包括空格）

     不得包含促销用语，如 ［ free shipping ］ 、 ［ 100% quality guaranteed ］ 

     不得包含用于装饰的字符，如 ~ ! * $ ? _ ~ { } # < > | * ; ^ ¬ ¦

     除连接词外，每个单词首字母需大写，如有数字，需用阿拉伯数字

     必须包含识别商品的信息，如 ［ hiking boots ］ 或 ［ umbrella ］ 

     不遵守这些要求可能会导致商品被禁止在亚马逊搜索结果中显示



一个好的标题需要做到：

      在阐述好这是什么产品的前提下尽量精简产品标题，不要堆砌关键词（在移动设备上用户最多只能看到60个字符

（包括空格），所以请在开头输入最重要的信息。）

      包含主关键词和核心卖点，最优质的词放最前面

      标题要符合产品本身，不要为了提高曝光量放与产品不相关的词。否则会让亚马逊对产品有错误的定位，给的流量

会有偏差，降低Listing的转化率

      任何时候都不要自创关键词！！！不要写与购买决策无关或买家读不懂的关键词

刨丝器Top卖家标题

①Spring Chef Box Grater, 4-Sided Stainless Steel Large 10-inch Grater for Parmesan Cheese, Ginger, 
Vegetables
②Professional Box Grater, Stainless Steel with 4 Sides, Best for Parmesan Cheese, Vegetables, Ginger, XL Size
③Utopia Kitchen Cheese Grater for Kitchen Stainless Steel 6-Sides - Easy to Use and Non-Slip Base

1、标题-Title  标题是将用户和产品页面联系起来的关键点



 

刨丝器Top卖家五点描述：
• Ultra Sharp Stainless Steel Blades with a Non-Slip base to keep grater securely in place
• 4 Graters in 1: 1) Coarse Shred 2) Medium Shred 3) Fine Shred / Zester 4) Slicer
• Comfortable, wide handle is easy-to-grip to let you grate quickly without tiring
• Best to Grate, Slice, and Zest: vegetables, soft and hard cheeses, fruits, chocolate, nuts and more
• LIFETIME Warranty -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Amazing Customer Service. Dishwasher Safe

Bullet Point 1：数字化具体表达核心卖点
Bullet Point 2：特性与功能
Bullet Point 3：使用操作事项
Bullet Point 4：适用场合、场景；适用人群
Bullet Point 5：营销噱头、服务宗旨

小tips：手机端只自动显示三行BP，所以应该将最佳卖点放在前三行。

2、五点描述-Bullet Point  买家在阅读完标题后，首先看的就是BP，优质的BP利于搜索结果的转化

首字母大写

数字使用阿拉伯数字

语言简洁易懂，忌长篇大论

句子过长时采用总分结构



字符数限制：印度站限定为200字符数，剩下其它站点均为250字符

卖家记得做好这些功课：
     保持在长度限制内。
     包含同义词。
     包含拼写变体，但无需包含拼写错误。
     包含缩写和别名。
     可以全部使用小写形式。
     无需使用标点符号，如“;”、“:”、“-”。
     用空格分隔各个词语。
     请勿在“搜索词”字段中重复词语。
     请勿在搜索词中包含您的品牌或其他品牌名称。
     请勿在搜索词中包含 ASIN。
     无需各种连接词，如“一件”、“一个”、“和”、“由”、“为”、“的”、“该”、“带有”等等。
     使用单数或复数；无需同时使用单复数。
     请勿使用临时性陈述，如“新品”或“促销”。
     请勿使用主观性表达，如“最佳”、“最低价”、“不可思议”等。
     请勿添加侮辱性或攻击性的词语。

3、后台关键词-Search Term   买家虽然看不到后台关键词，但会被亚马逊算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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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精灵关键词收录功能：

输入ASIN和关键词就能立马获取这个ASIN下该关键词在亚马逊搜索结果
页的排名（包含广告位）

也就是当买家搜索关键词“box grater”时，产品B011B8M2GO会出现
在搜索结果页的第1页第3位

关键词效果评估-关键词收录



除了监控某ASIN下关键词的当前排名
外，关键词排名趋势更能帮助你了解该
关键词的波动变化。

比如当买家通过搜索该关键词购买了你
的产品，关键词排名提升，使用关键词
监控功能，不用自己每日记录就能清楚
了解关键词的排名变化。

关键词效果评估-关键词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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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