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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热搜关键词

● 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 家用智能电子产品品类表现分享



一.  活动日历

1. 近期活动安排：
正在进行：PayDay Sale发薪日促销（9.13-9.15）

即将进行：Black Friday黑色星期五(9.16-9.18)



2. 九月活动日历

2022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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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超级购物节

8 9 10 11 12 13 14

9.9狂欢节 9.9超级购物节
Payday Sale
发薪日促销

15 16 17 18 19 20 21

Payday

发薪日促销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Mid Month Campaign

月中促销

22 23 24 25 26 27 28

Mid Month Campaign

月中促销

29 30 1 2 3 4 5

Mid Month Campaign

月中促销

10.10Openin
g

10.10开放日

10.10 Super
Flash Sales

Day
10.10秒杀日

10.10 Super Flash Sales Day



二、热搜关键词分享

1. 上周热搜关键词：

Keyword Translate EN Translate CN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gafas glasses 眼镜

reloj clock 时钟

anillos Rings 戒指

bolsos handbags 手袋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gorras caps 帽子

reloj inteligente Smart watch 智能手表

brother Brother 兄弟

plush Plush 毛绒玩具

album panini Album Panini 专辑 帕尼尼

bolsos mujer Women's bags 女款包包

aretes earrings 耳环

vestidos mujer Women's dresses 女装

vestidos dresses 连衣裙

lenceria lingerie 内衣

zapatos shoes 鞋子

*排名不分先后



2.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Keyword Translate EN Translate CN

album panini Album Panini 专辑帕尼尼

brother Brother 兄弟牌子胶带

panini Panini 帕尼尼

plush Plush 毛绒玩具

bolsos mujer Women's bags 女包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disfraz custom 角色扮演套装

album album 专辑

ropa mujer woman cloth 女士衣服

vestidos mujer Women's dresses 女士连衣裙

album mundial world album 世界专辑

gorras caps 帽子

3m 3m 3米灯带

zapatos shoes 鞋子

ropa clothing 衣服

album del mundial World Cup album 世界杯专辑

*排名不分先后



三．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ELHA 数码产品

● 热销：智能耳机，智能手表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男士手表、儿童书包、内衣、棒球帽、女士手表、女士蕾丝内衣、内裤

FMCG 快消品

● 热销：专业电动修剪器理发器家用男士理发机、眼影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LED灯带、骑行眼镜、墨镜、高腰运动裤、运动水杯、时钟贴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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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智能电子产品-电脑及配件 - 高客单价的热销

*注：以上分别哥伦比亚跨境电商生活品类兴趣&爱好收集品热卖、 ；排名不分先后

* 价格范围（哥伦比亚比索（COP））

● 数据存储：外置固态硬盘；笔记本内置硬盘；电缆适配器；type-c型外
置硬盘；无线蓝牙音箱；无线路由器；闪存驱动器

● 计算机外围设备和配件:鼠标垫；电脑音箱；笔记本散热垫；无线充电
器；适配器扩展坞；笔记本电脑保护壳；网络安全摄像头；WIFI接收器
；涂鸦板数字绘图板

● 键盘和鼠标：迷你无线键盘；游戏玩家键盘和鼠标组合；可充电无线

鼠标；鼠标/键盘控制/转换器；带有7个按钮光学无线游戏鼠标；迷你
键盘；超薄蓝牙键盘鼠标；2.4G无线竖笔鼠标笔

● 台式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组件： 自动电压调节器；台式电脑显卡；

USB迷你风扇；蓝牙音频适配器；PC 风扇调节散热；视频读取器；4合
1音频视频PD转换器；视频转换器适配器；笔记本电脑散热风扇；即
插即用显示器

● 网络配置组件：迷你安卓 WiFi 加密器；热点发射器；车载 FM 发射器
；USB适配器；Wifi适配器；无线USB WiFi适配器 ；WiFi无线棒；线路
查找器工具；转换器电缆；Wifi 路由器

其他后续高潜主推：平板、平板触控笔



五.电脑及配件 -热搜词

*排名不分先后

● 热搜词：PC键盘，鼠标，无线键盘，便携式键盘



● 高客单价愿望清单(COP 20000+)：粉色电竞鼠标，酷炫键盘，玩家组合键盘，鼠标，USB无线鼠标，键
盘鼠标套装组合等

● 发光电脑散热风扇，多插口读卡器，3D虚拟眼镜VR，Wifi信号放大器等

(注：COP指哥伦比亚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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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