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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热搜关键词

● 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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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动日历

1. 近期活动安排：
正在进行：月中促销(10.17-10.23）

即将进行：网络日(10.24-10.30)



2.十月活动日历

2022年10月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 2 3 4 5 6 7

10.10超级

购物节预热
10.10超级购物节

8 9 10 11 12 13 14

10.10狂欢节
Payday Sale
发薪日促销

15 16 17 18 19 20 21

Mid Month Campaign

月中促销

22 23 24 25 26 27 28

Mid Month Campaign

月中促销
Cyber days
网络日

29 30 31 1 2 3 4

11.11Openin
g

11.11开放日
11.11 Prehype双十一预热



二、热搜关键词分享

1. 上周热搜关键词：

Keyword Translate EN Translate CN

gafas glasses 眼镜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reloj clock 时钟

disfraz custom 角色扮演服装

bolsos handbags 手提包

anillos rings 戒指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reloj inteligente Smart watch 智能手表

vestidos mujer women dresses 女装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gorras caps 帽子

vestidos dresses 连衣裙

zapatos shoes 鞋

disfraz mujer costume woman 女士万圣节角色扮演套装

zapatos hombre man shoes 男士鞋子

bolsos mujer women handbags 女士手提袋

*排名不分先后



2.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Keyword Translate EN Translate CN

disfraz custom 角色扮演服装

bolsos handbags 手提包

disfraz mujer Woman costume 女装

vestidos mujer Women's dresses 女士连衣裙

zapatos hombre Man shoes 男士鞋子

mascaras halloween Halloween masks 万圣节面具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vestidos dresses 连衣裙

gafas glasses 眼镜

arbol de navidad Christmas tree 圣诞树

luces de navidad Christmas lights 圣诞灯饰

botas mujer dr martens Dr Martens Women's
Boots

Dr Martens 女靴

disfraces para mujer costumes for women 女装

caja misteriosa Mysterious box 盲盒

zapatos shoes 鞋

zapatos mujer women shoes 女鞋

disfraces Costumes 服装

arbol de navidad de 2 metros 2 meter Christmas tree 2米圣诞树

*排名不分先后



三．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ELHA 数码产品

● 热销：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耳机壳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瑜伽裤、内衣、水晶项链时尚套装、男士手表、耳环

FMCG 快消品

● 热销：专业电动修剪器理发器家用男士理发机、训练腰带、化妆刷、
儿童液晶写字板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热销：灯带、时钟贴纸、冰袖、瑜伽裤

*注： 以上分别为：电子产品类热销品、时尚品类热销品、快速消费品品类热销品、生活类品类畅销品，排名不分先后

* 价格（哥伦比亚比索（COP））

https://shopee.com.co/collections/1151405


四．哥伦比亚本地高客单价产品

*注：以上分别哥伦比亚本地电商高潜力产品；排名不分先后

* 价格范围（哥伦比亚比索（COP））

● 音响设备: 蓝牙音箱 +遥控器；双塔可充电蓝牙音箱；JBL可携带音箱；

Echo Dot 3 智能扬声器；音乐播放器带天线；车载收音机；便携式蓝牙音

箱；家庭影院蓝牙音箱

● 手机及配件: 平板电脑；蜂窝平板电脑；DT4智能手表；智能手表

● 电脑及配件:电脑桌面蓝牙扬声器；机箱柜；桌面音箱组合；台式折叠支架；

游戏玩家组合键盘；自动电压调节器；散热器

● 家用电器: 迷你华夫饼机；迷你手提缝纫机；智能可爱暖手器；迷你便携式

LED 投影仪；便携式折叠超声波清洗机；咖啡机；空气油炸锅；扫地机器人

● 游戏设备: 迷你复古游戏机；复古游戏迷你控制台；街机潘多拉魔盒；MP5

游戏模拟器；PS4游戏控制台；游戏装备5件套；控制游戏机PC PS3；无线

控制操作杆

● 摄影设备: 环形灯带专业三脚架；带USB数据线防盗背包；运动防水摄像



头；安全摄像头；折叠无人机；蓝牙控制相机三脚架 ；运动相机；6管照明摄

影灯

● 其他后续高潜主推：电脑，音箱，空气炸锅，暖手宝



五．哥伦比亚跨境高客单价产品

*注：以上分别哥伦比亚本地电商高潜力产品；排名不分先后

* 价格范围（哥伦比亚比索（COP））

● 音响设备: 无线麦克风；Hi-Fi无线耳机；F9-5 无线耳机；X15无线耳机；舞

台耳机； M18蓝牙耳机；F9-5C蓝牙耳机；挂脖式耳机；Y550蓝牙耳机；猫

耳朵耳机

● 手机及配件: T500智能手表；T900 Pro手表；IWO7蓝牙手表；DZ09智能手

表；i7 pro max手表；X6智能手表；X8 Pro Max手表；蓝牙自拍棒；ipad保护

壳；便携式充电宝

● 电脑及配件: 光学游戏鼠标；外置硬盘；独立显卡；电视无线适配器 ；无线

鼠标套装；USB适配器；迷你固态磁盘；垂直无线鼠标；手机鼠标键盘转换

器；

● 家用电器: 智能扫地机器人；触摸壁灯开关；电视盒；wifi 智能插头插座；红

外遥控器；不锈钢搅拌器；轻型加湿器；TV盒子

● 游戏设备: 游戏机；无线控制台；复古游戏机；伸缩控制器；无线操纵杆；

PSP控制台；嵌入式游戏遥控器；PS4操纵杆；Poly 100游戏操纵杆；TPU

游戏控制台



● 摄影设备: 可折叠无人机；360°旋转家庭WIFI监控；运动迷你高清相机；

USB高清耳镜；便携式LED灯；相机包；迷你户外相机；1080p WiFi监控；专

业无人机；迷你无线隐藏摄像机

● 其他后续高潜主推：相机，摄像支架

更多选品干货：

1子类目选品攻略（不定时更新）
2其他所有选品内容
3选品指南分享平台

https://shopee.cn/edu/article/14487
https://shopee.cn/edu/tag/162?tab=all&page=1
https://solutions.shopee.cn/sellers/category-sharing-portal/#/market?m=mar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