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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活动安排及活动日历

1. 近期活动安排

● 正在进行：Get ready for National Holidays 国庆节预热 （

8.22-8.28）

● 即将进行：9.9 Super Shopping Day 9.9 超级购物日【大促】（

8.29-9.11）



2. 八月活动日历

2022年8月活动日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01 02 03 04 05 06 07

8.8 Children’s Day Campaign
8.8 儿童节活动

08 09 10 11 12 13 14

8.8

Children’s

Day

8.8 儿童节

8.8

Children’s

Day

Campaign

8.8 儿童节活

动

Regular Campaign - AI Clusters

常规活动 - 全品类

15 16 17 18 19 20 21

Regular Campaign - AI Clusters 常规活动 - 全品类

22 23 24 25 26 27 28

Get ready for National Holidays

国庆节预热

29 30 31

9.9 Super Shopping Day

9.9 超级购物日



二、 平台热搜关键词

1. 上周热搜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nike Nike 耐克

zapatillas sneakers 运动鞋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秘密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凯蒂猫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colo colo Colo Colo 科罗拉多

jordan Jordan 乔丹

brother Brother 兄弟

zapato futbol Soccer shoe 足球鞋

anillos Rings 戒指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reloj clock 钟

aros hoops 篮球

carcasa iphone 11 iPhone 11 housing iPhone11手机壳

mochila backpack 背包

*排名不分先后



2. 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marsella Marseilles 球队名称:马赛

jordan Jordan 乔丹

nike Nike 耐克

olympique de marsella Olympique de Marseille 球队名称:马赛奥林匹克

anillo ring 戒指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的秘密

mochila backpack 背包

alexis sanchez Alexis Sanchez 球星:阿莱克西斯 桑切斯

colo colo Colo Colo 科罗拉多

marsella camiseta Marseille T -shirt 马赛T恤

fajas belts 腰带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vestidos de fiesta
mujer Women's party dresses 女士派对裙子

lightstick Lightstick 荧光棒

*排名不分先后



三、 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1. ELHA 数码产品
● 热销：无线蓝牙耳机、游戏手柄、6D电镀手机壳、彩色电话线

2.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卡通人物袜子、多色一次性发带、U型假鼻环、女士银手链、

耳环套装、尼龙绳发圈、蕾丝内衣

3. FMCG 快消品
● 热销： 24件装美甲贴、便携式指甲烘干机、去耳垢工具

4.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卡通钥匙扣挂绳、卡通吊坠带挂绳、动物水果叉、格鲁特摆

件、动漫贴纸、卡通巴斯光年钥匙扣

*注：CLP指智利比索，Price指价格，EL Top SKU指电子品类热销，Fashion Top SKU指时尚品类热销，

FMCG Top SKU指快消品类热销，Lifestyle Top SKU指生活品类热销。以上各热销品排名不分先后。

https://shopee.cl/collections/1211683


四、时尚品类分享

女士服装的热销分享

1. 热销品

● 热销：以素色紧身短袖，吊带，以及宽松舒适的长袖T恤为主，热点IP款长短

袖T恤也成为主流

2. 裙装

● 热销：以网纱裙，吊带裙为主，款式偏向修身、追求气质感的连衣裙。

3. 裤子&紧身裤

● 热销：以薄款紧身裤为主，具有瑜伽短裤、高腰、修身的风格特点，宽松、工

装式休闲裤也受到青睐

4. 内裤&内衣
● 热销：款式偏向蕾丝，颜色主要为黑、红、白、豹纹。

5. 短袜&长袜
● 热销：以中长筒、过膝袜以及加绒丝袜为主，可爱卡通系列短袜也为主流

*注：CLP指智利比索，Item Price指价格，Tops指热销，Price range指价格区段，Dresses指裙装，Pants &

Leggings指裤子&紧身裤，Lingenie & Underwear指内裤&内衣，Socks & Stockings指短袜&长袜。以上各

热销品排名不分先后。



女装的心愿单分享

1. 内衣裤及袜子：以薄款低腰，冰丝睡衣为主流，袜子偏向薄款可爱卡

通系列，多件装更符合满足MBS的趋势
2. 上衣：款式偏向v领、针织衫，短款背心、T恤以及薄款打底长袖、衬

衫

3. 裤子：以运动休闲套装为主，紧身牛仔裤、运动风短裤以及瑜伽健身

紧身长裤也是主流

4. 裙装：日常裙装以修身吊带裙、短裙、半身裙为主，主要偏纯色系，礼

服裙装以白色纱裙、长裙为主

*注：CLP指智利比索，Item Price指价格，Tops指热销，Price range指价格区段，Dresses指裙装，Pants &

Leggings指裤子&紧身裤，Lingenie & Underwear指内裤&内衣，Socks & Stockings指短袜&长袜。以上各

热销品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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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