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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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r Campaign>>Fashion+Lifestyle

常规活动>>主推时尚+家居日用品(10.11-10.23)

● 即将进行： Halloween Sale

万圣节销售(10.24-10.31)



2. 十月活动日历

2022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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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 9.27 9.28 9.29 9.30 10.1 10.2

Cyber Monday

网络星期一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Cyber Monday
Spike

网络星期一大促

Cyber Monday

网络星期一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0.16

Mini Spike10.10
10.10促销

Regular Campaign>>Fashion + Lifestyle
常规活动>>主推时尚和家居日用品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Regular Campaign>>Fashion + Lifestyle
常规活动>>主推时尚和家居日用品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Halloween Sale
万圣节销售

10.31

Halloween
Sale

万圣节销售



二、 平台热搜关键词

1. 上周热搜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zapatillas sneakers 运动鞋

nike Nike 耐克

disfraz custom 服装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运动鞋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的秘密

jordan Jordan 乔丹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album qatar 2022 Album Qatar 2022 专辑卡塔尔2022

halloween Halloween 万圣节

carcasa iphone 11 iPhone 11 housing iphone 11 外壳

zapatillas mujer women shoes 女性运动鞋

*排名不分先后



2. 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zapatillas sneakers 运动鞋

disfraz custom 服装

nike Nike 耐克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jordan Jordan 乔丹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运动鞋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的秘密

disfraz halloween Halloween costume 万圣节服装

halloween Halloween 万圣节

disfraz mujer Woman costume 女性服装

zapatillas mujer women shoes 女性运动鞋

vestidos mujer Women's dresses 女装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vestidos de fiesta mujer Women's party dresses 女士派对礼服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vestidos dresses 连衣裙

carcasa iphone 11 iPhone 11 housing iphone 11 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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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摔蓝牙耳机座、智能防水手表

2.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925银手链、男女偏光太阳镜、925银项链、U领T恤、LED电子手
表、蕾丝内衣套装、石英手表

3. FMCG 快消品
● 热销： 去粉刺工具、Paw Patrol毛绒玩具

4.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手腕自粘弹力绷带、复仇者联盟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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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960


四、家居日用品热销品分享

1. 7美元以上
● 居家生活热销品：运动水杯、户外摇椅、户外遮阳棚、电钻、移动收纳 架

● 兴趣&收藏热销品：游戏收藏卡、动漫玩偶
● 户外运动热销品：守门员手套、骑行头盔、骑行太阳镜

● 文具热销品：多功能收纳笔袋、彩色便利贴、双头彩色笔

● 汽车配件热销品：汽车座椅套、车载音响

2. 7美元以下
● 居家生活热销品：卡通气球、气球胶带

● 兴趣&收藏热销品：卡通钥匙扣、动漫摆件
● 户外运动热销品：足球袜、运动绷带

● 文具热销品：挂绳卡套、便签条、彩色水性笔、贴纸胶带

● 汽车配件热销品：后视镜防雾片、装饰贴纸

*注：Home & Living指居家生活，Hobbies & Collections兴趣&收藏，Sports & Outdoors指运动&

户外，Stationery指文具，Automobiles指汽车



五、家居日用品心愿单分享

1. 7美元以上
● 居家生活热销品：厨房、浴室收纳架、印花椅套、气球充气机

● 兴趣&收藏热销品：针织套装、透明卡片钥匙扣
● 户外运动热销品：户外电筒、运动杠铃

● 文具热销品：彩笔套装、手账本、相片手机册

● 汽车配件热销品：汽车座椅套、汽车硅胶地垫、汽车防晒罩、车载热风机

2. 7美元以下
● 居家生活热销品：鞋盒收纳、牙膏牙刷架、五金工具套装、调料盒

● 兴趣&收藏热销品：儿童棋盘游戏、塑料泥黏土
● 户外运动热销品：跳绳、弹力带、运动绷带、腹部锻炼轮

● 文具热销品：笔记本、相纸、荧光笔、绘图板

● 汽车配件热销品：后视镜防雾片、磁铁支架、座椅收纳袋

*注：Home & Living指居家生活，Hobbies & Collections兴趣&收藏，Sports & Outdoors指运动&

户外，Stationery指文具，Automobiles指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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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