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功能使用指南

简介：本指南将为您介绍如何在营销中心内使用广告功能。

适用站点：所有站点

适用板块：卖家中心

更新日志:

更新内容 更新日期

发布广告功能使用指南 2020.1.14



22
2Shopee大学（前往Shopee.cn了解更多）

内容 页数

什么是我的广告

设置关键字广告

设置关联广告

设置商店广告

查看及修改广告

充值及账单

常见问题

3-7

8-21

22-32

33-45

46-60

61-66

67-70

目录



33
3Shopee大学（前往Shopee.cn了解更多）

什么是我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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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我的广告

通过“我的广告”功能，卖家可以在虾皮app和

虾皮购物网站投放广告，为您的商品及商店增加

曝光量

您可以在营销中心下找到 “我的广告”

为了保证成功进入“我的广告” ，请确保关闭您

浏览器中的广告屏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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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类型

1)    关键字广告

为关键字出价，当买家搜索相应关键字时，您的广告将会在搜索结果页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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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联广告

使用关联广告，您的广告将被投放在商品详情页中的相似商

品，猜你喜欢以及主页中的每日新发现。

A
d

A
d

广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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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店广告

为关键字出价，您的商店信息将会出现在搜索结果页的顶部，商店广告目前仅对商城

卖家以及优选卖家开放

广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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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关键字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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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关键字广告

登陆“卖家中心” 点击“我的广告”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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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关键字广告

点击“+新增关键字广告”3

这是关键字广告页面，此处将会显示所有产品促销情况

● 若需快速浏览所有已安排促销，如进行中或已
完成，请使用下拉工具进行筛选

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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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需要促销的商品，并点击“确认”4

使用搜索或筛选功能，可以轻松找到您想选择的商
品哦

小提示

设置关键字广告：选择商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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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关键字广告：设置预算

设置“预算”5

5

预算代表您愿支付的最大广告费用，一旦达到预算金额，
您的广告将停止投放。您可以选择不设置预算限制，也
可设置每日预算或或总预算。

● 如果您想让广告获得持续曝光，或是您不确定获
取一个订单所需的点击量，可选择“无限制”

● 如果您想限制广告预算，可自行设定预算

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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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关键字广告：设置时间长度

设定“时间长度”6

时间长度表示您的广告活动持续时间，一旦达到结束日
期，广告将不再投放。

● 您可以选择设置“无限时”，或设置开始/结束
日期

● 如果您想让广告持续曝光，请选择 “无限时”
● 如果您只想在特定时间内曝光，请设定 “开始/

结束日期”，例如销售期.

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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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用户须知

● 如果您不清楚如何选择关键字，请选择 “自动选

定关键字

● 虾皮将根据您产品信息相关的搜索，选定与您的

产品相关的关键字

7

小提示
虾皮自动管理关键字

*目前处于测试阶段，仅对部分卖家开放

设置关键字广告：自动选定关键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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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适用于有经验的用户
如果您希望广告出现在搜索结果顶部，您可以为您的广
告自行选择关键字和广告出价。

关键字将影响您的广告在搜索中的展示位置，请选择人
们在查找您的商品时可能用到的关键字

● 根据您推广的商品，推荐关键字将为您提供广告
出价的初步建议

小提示
点击 “+增加推荐关键字”

设置关键字广告：手动设置关键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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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点击“垃圾桶”图标，将一个关键字从出价表移除

10 点击 “新增关键字”， 即可添加更多关键字

根据您的商品，将为您展示推荐关键
字列表

小提示

设置关键字广告：手动设置关键字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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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关键字广告：手动设置关键字

11
11

在搜索栏中输入要查找的关键字并按下回
车键

12 点击“新增>”将所选关键字添加到出价列
表

12

13 点击”确认并添加关键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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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关键字时，应考虑的三个关键指标:

● 推荐出价：建议出价价格，为您的广告取得

绝佳位置

● 品质分数：您的广告与关键字搜索者的相关

程度

● 搜索量：在过去30天内一个关键字被搜索的

次数

小提示

设置关键字广告：手动设置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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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匹配类型?
匹配类型具有不同的广告投放方式.  

● 广泛匹配：当买家搜索包含此关键字，
或相关内容，您投放的广告就有机会
出现。例如，您出价“衣服”并使用
广泛匹配，您的广告则可能出现在衣
服，衬衫衣服的搜索结果中

● 精准匹配：当买家搜索您的精确关键
字时，您的广告将会显示。例如，如
果您出价衣服并使用精准匹配，那广
告只会出现在衣服的搜索结果中

小提示14

14

设置“匹配类型”

设置关键字广告：设置匹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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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价表示您愿意为每次广告点击所支

付的最高金额。出价将用于计算您的

广告排名（或是搜索排名），出价越

高，广告排名越高

● 每次点击的成本0.04新币起，并根据

需求增加。实际点击成本可能低于您

的出价，这取决于竞价中其他广告的

出价。

小提示15

15

设置并查看您的“出价”

设置关键字广告：点击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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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

您想更改多个关键字的设置，请选中这些关键字，并在红框处选择操作

17

17 点击 “确认发布”按钮

设置关键字广告：批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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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关联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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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卖家中心”1 点击 “我的广告”

Username

Password

2

1

2

设置关联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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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关联广告

点击“ +新增关联广告”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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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关联广告：选择商品

4

4

点击 “确认”按钮5

5

● 在现有商店列表中，您可以一次选择多达10
件商品

● 使用搜索或筛选功能，可以轻松查找所需商
品

小提示

选择您希望推广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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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关联广告：设置出价

6
出价表示您愿意为每次广告点击所支付的最高金额，
已预先填入建议出价，您可以查看并调整金额

每次广告点击成本0.02新币起，并根据需求增加

● 若要批量编辑出价，请选择相关商品，然后
单击“批量编辑出价”.

小提示

6 设置 “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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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关联广告：设置预算

7

7

预算表示您愿意支付的最大广告金额。一旦达到预
算金额，您的广告将停止投放。您可以选择不设置
预算限制，也可以选择设置每日预算或总预算

● 如果你想让广告持续曝光，或是您无法确

认获取订单所需的点击量，请设置 “无限

制”

● 如果您想限制广告费用，请设定预算

● 如要批量编辑预算，请选择相关商品，然

后点击 “批量编辑预算”

小提示
设置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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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时间长度表示您的广告活动持续时间，一旦达到
结束日期，广告将不再投放

● 您可以选择设置“无限时”，或设置开始/
结束日期

● 如果您想让广告持续曝光，请选择 “无限
时”

● 如果您只想在特定时间内曝光，请设定

“开始/结束日期”，例如销售期.

● 如要批量编辑时间长度，请选择相关商品，

然后点击”批量编辑时间长度”

小提示

9

点击“确认”9

设置“时间长度”

设置关联广告：设置时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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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定“状态”11

12

11
10

设置关联广告：设置广告展示位置

设定“溢价率”

点击“确认发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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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价率允许您为每个广告展示位置增加出价。为
获得优质广告位，您的出价可随溢价率变动而提
高。最终出价也是每次点击成本的最大金额。

● 例如，如果你的出价是0.10美元，而你对
类似产品的溢价率是50%，那么你对类似
产品的最终出价是0.15美元=0.10美元
（100%+50%）

状态：可设置您的关联广告展示状态

小提示

设置关联广告：设置广告展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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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鼠标悬停在最终出价范围，可查看个别
商品在溢价率调整后的最终出价

● 这将是为您商品设定的最终出价

小提示

设置关联广告：设置广告展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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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入广告主页时，在增加流量关联广告弹窗中点击

“打开两个位置”，以增加关联广告流量

1

● 选择“打开两个位置”，将您目前的关联广
告流量最大化.

● 仅当您有任何生效或已安排的关联广告，在
相似商品或每日新发现中展示时，此弹窗才
会出现

小提示

1

现在您可以在猜你喜欢以及每日新发现中展示所有进行中或已安排的关联广告

设置关联广告：流量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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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商店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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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商店广告

登录“卖家中心”1 点击 “我的广告”

Username

Password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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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商店广告

点击左侧“商店广告”3

4

点击“新增商店广告”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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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商店广告：设置预算

设置“预算”5

5

预算表示您愿意支付的最大广告金额。一旦达到预
算金额，您的广告将停止投放。您可以选择不设置
预算限制，也可以选择设置每日预算或总预算

● 如果你想让广告持续曝光，或是您无法确认

获取订单所需的点击量，请设置 “无限制”

● 如果您想限制广告费用，请设定预算

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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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长度表示您的广告活动持续时间，一旦达到结
束日期，广告将不再投放

● 您可以选择设置“无限时”，或设置开始/
结束日期

● 如果您想让广告持续曝光，请选择 “无限
时”

● 如果您只想在特定时间内曝光，请设定

“开始/结束日期”，例如销售期.

设置“时间长度”6

6

小提示

设置商店广告：设置时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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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将影响您的广告在搜索中的展示位置，请选
择买家在查找商品时可能用到的关键字

● 根据您推广的商品，推荐关键字将为您提供
广告出价的初步建议

7

7

小提示

设置商店广告：设置时间长度

点击 “+增加推荐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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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垃圾桶”图标，即可删除
关键字

9
8

点击 “+新增关键字”，即可添加
更多关键字

10

根据您商店内的商品，将生成
展示推荐关键字列表

8

9

10

设置商店广告：新增推荐关键字



4040
40Shopee大学（前往Shopee.cn了解更多）

12

13

11

您可以通过质量分数，搜索量，和建议出价来衡

量关键字的表现

小提示

设置商店广告：新增其他关键字

11 在搜索栏中输入要查找的关键字

12 点击“新增>”将所选关键字添加到
出价列表

13 点击“确认并添加关键字”

微软雅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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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专用关键字?
● 专用关键字是不能用于创建商店

广告的关键字。这些关键字用于
表明特定店铺的高用户偏好. 

● 例如，当用户搜索“Laneige”
时，他们很可能希望找到
Laneige官方商店。因此，为了
保持良好的购物者体验，搜索关
键字“Laneige”的结果将只显
示Laneige官方商店简介，而不
是广告商店简介。

小提示

设置商店广告：新增其他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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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商店广告：关键字设定 – 匹配类型

什么是匹配类型?
匹配类型具有不同的广告投放方式.  

● 广泛匹配是默认设置
● 广泛匹配：当买家搜索包含此关键字，

或相关内容，您投放的广告就有机会
出现。例如，您出价“衣服”并使用
广泛匹配，您的广告则可能出现在衣
服，衬衫衣服的搜索结果中

● 精准匹配：当买家搜索您的精确关键
字时，您的广告将会显示。例如，如
果您出价衣服并使用精准匹配，那广
告只会出现在衣服的搜索结果中

小提示14

14

设置匹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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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价表示您愿意为每次广告点击所

支付的最高金额。

● 在计算广告排名（或搜索结果的排

名）时，出价会被纳入考虑。你的

出价越高，广告排名就越高。对于

商店广告，仅当广告排名为1时，

您的广告才会出现在搜索结果中。

● 每次广告点击成本0.02新币起，并

根据需求增加，实际点击成本可能

低于你的出价，这取决于竞价中其

他广告的出价

Seller Tips!

15

15

设置商店广告：关键字设定 – 匹配类型

查看你的“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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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更改多个关键字的设置，请选中这些关键字，并点击“批量编辑”16

16

设置商店广告：关键字设定 – 匹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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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发布”17

17

设置商店广告：关键字设定 – 匹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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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及修改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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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ing Ads

了解如何查看和修改不同的广告类型设置

关联广告 商店广告关键字广告

查看及修改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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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关键字广告的表现

您可以设定时间段，以查看一段时间的数据表现1

1
● 广告的投放时间至少持续两周，以确

保拥有足够数据进行分析.
● 广告的数据表现仅在过去90天内有效，

如需要90天以上的数据，请定期导出
数据

小提示

2

点击 “汇出数据”，即可下载您的报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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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商品统计，以了解更多广告的表现
情况（向右拖动滑块，以查看更多标准）

3

● 您可以通过升序或降序排列您的广告。例如，
要查看最高浏览数，请点击浏览数旁排序按钮

● 当下载每个商品的关键字表现数据时，如果您
的关键字设置为了广泛匹配，则可在搜索查询
级别中查看数据

小提示

如要查看商品的关键字表现，请点击该
商品

4

查看关键字广告的表现

4

3



5050
50Shopee大学（前往Shopee.cn了解更多）

如要修改预算或广告持续时间，请点击
“铅笔”图标

5

如要暂停或停止广告，请点击相应的操
作按钮

6

如要修改商品关键字广告，请前往关键字广
告主页，并点击商品统计中的商品图标

查看关键字广告的表现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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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按钮，以关闭/打开自动选定的*关
键字

7

添加关键字，请点击”+新增关键字”8

*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仅对部分卖家开放

查看关键字广告的表现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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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关键字广告的表现

如要批量编辑现有关键字，请在关键字旁复选框勾选，
然后进行操作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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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ing Ads

了解如何查看及更改不同类型的广告设置

关联广告 商店广告关键字广告

查看及修改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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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关联广告的表现

点击 “汇出数据”，下载您的报告2

● 广告的投放时间至少持续两周，以确保拥
有足够数据进行分析.

● 广告的数据表现仅在过去90天内有效，如
需要90天以上的数据，请定期导出数据

小提示

您可以设定时间段，以查看一段时间的数据表现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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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查看商品的关键字表现，请点击
该商品

4

您可以通过升序或降序排列您的广告。例如，
如要查看最高浏览数，请点击浏览数旁的排序
按钮。

小提示

您可以设定时间段，以查看一段时间
的表现

3

查看关联广告的表现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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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暂停或停止广告，请点击相应的
操作按钮

6

如要修改预算或广告持续时间，请点
击铅笔图标

5

如要修改商品关联字广告，请前往关联广告
主页，并点击商品统计中的商品图标

如要更改每个广告展示的出价价格，
请点击出价价格

7

如要打开/关闭广告展示，请使用切换
按钮

8

查看关联广告的表现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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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ing Ads

了解如何查看及更改不同类型的广告设置

关联广告 商店广告关键字广告

查看及修改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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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汇出数据”，下载您的报告2

1

● 与关键字及关联广告不同，商店广告不含
商品统计功能，因为此类型广告是为商店
做推广，而不是为特定商品

● 广告的投放时间至少持续两周，以确保拥
有足够数据进行分析.

● 广告的数据表现仅在过去90天内有效，
如需要90天以上的数据，请定期导出数
据

小提示您可以设定时间段，以查看一段时间的数据表现1

2

查看商店广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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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升序或降序排列您的广告。例如，
如要查看最高浏览数，请点击浏览数旁的排序
按钮。

小提示

3

3

查看商店广告的表现

在广告统计部分下方，查看有关关键字表现
的更多详细信息（向右拖动滑块可获取更多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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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修改预算或广告持续时间，请点
击铅笔图标

6

4 5

7

如要暂停或停止广告，请点击相应的
操作按钮

5

如要添加关键字，请点击“+新增关
键字”

6

如要编辑现有关键字，请勾选关键字
旁复选框，并进行操作

7

查看商店广告的表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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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值及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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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账户充值

点击“充值”，您将可以购买广告点数，以运行
您的广告

小提示

此处显示您的账户余额1

点击“充值” ，即可对账户进行充
值

2
1

2



6363
63Shopee大学（前往Shopee.cn了解更多）

充值完成后，恕不退款
此充值点数无截止日期

小提示

3

完成付款流程后，即充值成功

广告账户充值

3

点击所需的充值金额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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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广告点数不足时，自动充值功能
将直接通过卖家钱包进行充值。避
免让您的广告再次失效

小提示

1

1

广告账户自动充值

点击切换按钮，以设置自动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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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交易详情”，以查看
你的充值记录

1

查看账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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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设定交易时间2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交易类型3

点击“汇出数据”，下载您的充
值报告

4

查看账单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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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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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账户充值

6.我可以购买广告点数赠与他人吗？
很遗憾，广告点数无法赠与，您可以选择在平台内挑选其他
礼物。

7.我的广告点数会过期吗
广告点数没有使用期限。

1.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我的最新余额？
您可在30分钟内看到最新的余额，若未能正常显示，
请 发送邮件至@shopee.sg 

2.如何查看自己的余额? 
您可以通过卖家中心> 营销中心> 我的广告，查看自
己的余额

3.什么类型的信用卡可以使用? 
目前仅接受本地银行发行的信用卡

4.可以退款吗? 
广告点数充值后，恕不退款. 

5.这是可以用于虾皮购物的电子钱包吗？
不是，这些点数仅供虾皮平台广告出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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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广告及关联广告

1.为什么使用关联广告?
通过关联广告，商品将显示在更多位置，如主页中的每日发
现，相似商品，猜你喜欢，进一步提高商品曝光率。

2.为什么我的广告流量很小l?
为了具有更好的广告排名及流量，请确保您的出价是具有竞
争力的，例如：尝试使用建议出价。

关联广告将出现在更多位置，所以您可以得到更高的广告流
量，敬请期待。

3.如何检查我的广告是否正常展示给买家?
您可以通过搜索相应关键字，以手动检查您的关键字广告。

4.相似商品及猜你喜欢中的关联广告有何不同？
相似商品中的关联广告将展示相似的商品，而猜你喜欢中的
关联广在商品主页展示相关的商品告。

5.我的预算有限，广告功能适合我吗?
我的广告适合不同的广告预算，关键词广告从每次点击0.04美元
起，而目标广告从每次点击0.02美元起。

6.如果我的广告收到同一用户的多次点击会怎么样?
为了保护卖家，购物者系统会自动检测无效点击。这样的点击不

会收费。

7.如何计算每次点击的成本? 
您的出价价格是您愿意支付每次点击的最大金额。虾皮广告竞价

系统将计算您的广告位置所需的最低金额。通常来说，成本低于

您的出价。

8.我可以为多少关键字出价?

每条关键字广告最多出价200个关键字。

9.什么是自动选择关键字?

使用自动选择的关键字，虾皮将管理您的关键字出价和优化。我

们将通过买家常用关键字自动匹配您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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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广告

1.为什么要使用商店广告?
商店广告可以让你把你的品牌放在聚光灯下。当买家搜索
与你的商店相关的关键字时，他们会在顶部看到你的商店
简介。商店和关键字之间的这种关联将使买家在搜索产品
时更容易记住您的商店。

2.我已在使用关键字广告，还要用商店广告吗?
您的关键字广告和商店广告可以在同一关键字查询中同时
显示。我们建议使用两种广告类型，如果你想最大限度地
为您的商店和商品增加曝光度。

3.如何检查我的广告是否正常展示给买家?
你可以通过搜索关键字手动检查你的商店广告。如果商店
广告正在显示，你会在搜索结果的顶部看到它。当买家在
搜索结果中看到你的店铺广告时，它将在表现报告中被视
为一个浏览数。

4.商店广告是否会提供给非商城和非优选卖家?
目前，商店广告仅对商城及优选卖家开放。未来我们将向
更多卖家开放，敬请期待！

5.如果我的广告收到来自同一用户的多次点击会怎么样?
为了保护卖家，购物者系统会自动检测无效点击。这样的
点击不会收费。

6.商店广告是如何收费的? 
商店广告是按点击成本收费的，这意味着您仅当买家点击

你的商店广告时支付。收费金额取决于你的出价和买家用

来查找你的商店广告的关键字。

7.我可以为多少关键字出价?

每条商店广告最多出价200个关键字。



Thank You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