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内优惠设置步骤

1.来到你的账号后台，点击“广告--优惠券”

2.然后在右上角点击“create a new coupon”，如果是第一次创建优惠券的学员，可以点击

“Create your first coupon”按钮，创建第一个优惠券。



3.然后输入产品的 ASIN或 SKU在搜索框，按照系统的提示，一个 Coupons 一次最多可以添加 50 个 ASIN。

为了提供更好的买家体验，请在相同的子分类、价格级别或商品类别中选择商品。把计划设置 Coupons

的产品搜索出来后，点击产品右侧尾部的“Add to coupon”即可把将其添加到右侧待设置区域了。当然，

对于待设置区域的产品，也可以进行“Remove”（移除）操作。设置完成，点击“Continue to next

step”按钮，进行下一步。

4.产品选定后，开始进入设置设置优惠类型、优惠幅度、优惠券使用方法（备注：coupons 设置，85 折，

是 off15%，跟我们中国的是相反的哈）



5. 设置优惠券的预算金额，以美金为计算单位。

如何设置有效预算

有效预算包括您的优惠券在设定的期限内生成的买家需求成本。例如，如果某种商品在没有优惠券的情况

下每天平均售出 20 件，而您想要为该商品设置 5 美元折扣的优惠券，为期 10 天，则您应设置的最低

预算为：（天数 x 日均商品销量）x（折扣金额 + 兑换费）。在本示例中为 (10 x 20) x (5.60)。您的最

低预算应为 1,120 美元。避免为折扣 80% 或 35 美元等高折扣优惠券创建低预算（低于 500 美元）。

为高折扣创建低预算将会造成您的预算在几小时内迅速到期，从而导致只有少数买家能够看到并领取您的

优惠券。

6.设置优惠券的名称和选择消费人群。



7.设置优惠券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可以设置的最长时间范围为 90天。检查无误后，点击右手边“Continue

to next step”按钮，进行下一步。

注意：对于创建日期和开始日期为同一天的优惠券，创建时间与开始时间至少需要间隔 6 小时，以便亚

马逊的系统对你的优惠券运行多项验证规则，确保其为买家提供合理的价值。亚马逊目前不允许提前 1 个

月以上创建优惠券（优惠券的开始日期自创建之日起不得超过 1 个月）。

在开始时间前 6 小时左右，你的优惠券将被锁定。在此期间，亚马逊的系统会对你的优惠券运行验证规

则，确保其为买家提供合理的价值。优惠券被锁定后，你就无法在其生效前对其进行任何更改。优惠券生

效后，你可以增加预算或延长优惠持续时间（最长 90 天）。

8. 预览后，，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点击”submit coupon”,提交你得优惠券，等待 Coupons 生效。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想要修改其中的内容，可以通过点击上方的 1234 步。回到相应的步骤界面，进行修

改都是可以的。

注意：设置后，不能立刻生效，最快可以再创建后的 6 个小时生效，慢的话，可以需要等 2 天审批。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p/help/G202189370?language=zh_CN&ref=ag_G202189370_cont_202189350


常见问题解答：

1. 问：怎么取消优惠券呢？

答：可以点击控制面板上的【停用】按钮，随时取消任何优惠券。

注意：取消操作可能不会立即生效，因为在取消前已领取优惠券的买家可以在约 30 分钟内使用这些优惠

券结账。

2.问：优惠券预算如何运作？

答：你为优惠券设置的预算将分摊到以下费用中：

1.你提供给买家的折扣的同等金额（单位：美元）

2.亚马逊收取的兑换费（每次兑换收取 0.60 美元）

通过一个示例来看看预算的运作方式：假设你为价值 25.00 美元的商品提供 4.00 美元的优惠券。推出优

惠券的第一天，有 50 名买家兑换了优惠券（在领取优优惠券后购买了符合条件的商品）。你在这些交易

中的成本计算如下：

（你提供的折扣的同等金额 [单位：美元] * 兑换次数）+（兑换费 * 兑换次数）

（4.00 美元 * 50）+（0.60 美元 * 50）= 200 美元 + 30 美元 = 230 美元

根据买家对你的优惠券的兑换情况，你的预算在第二天将会减少 230 美元。当预算使用率达到 80% 时，

亚马逊会将你的优惠券下线。



3.问：为什么我的支出高于预算？

答：当预算使用率达到 80% 时，亚马逊会将你的优惠券下线，然后分配剩余的 20% 应对已经领取优惠

券的买家的兑换。为使买家获得最佳的优惠券体验，呀迈锡尼允许他们在禁用优惠券发现功能后约 30 分

钟内兑换优惠券。如果你预算的 20% 低于买家在这 30 分钟内的兑换金额，你可能会看到支出超过预算。

如果预算金额较高，支出超过预算的风险会降低。对于 $10,000 以下的预算，支出超过预算的金额可能

高达预算的 15%（或更多）。

4. 问：做了站外推广的折扣码，又做了 coupon，这个会不会叠加使用的呢？

答：“折扣”和“满减”优惠券会与同时进行的其他促销提供的折扣叠加，包括秒杀、促销、优惠价格，企业

商品价格和赠品。例如，某件价格为 $100 的 ASIN 通过秒杀提供 20% 的折扣，同时又提供折扣为 5%
的优惠券，那么优惠券的折扣 (5%) 会与秒杀的折扣 (20%) 叠加。叠加后的总折扣为 $25。

标准商品价格：$100

秒杀折扣： 20%

优惠券折扣： 5%

总折扣： (100 * 0.2) + (100 * 0.05) = $25

5. 问：优惠结束时间买家页面有显示吗？

答：没有的。

6. 问：有个优惠活动价格设低了，刚已经把优惠码的 ASIN改了，这样已经下单未付款的还可以使用这

个优惠券吗？

答:1.指你在订单页面还是黄色的未付款（而不是绿色的付款已经完成 是不是） 2.如果是这种状态其实

已经是买家付款了，只是亚马逊还没有配送 3.如果折扣实在太低亏钱，可以开 case拦截这个订单，能

拦截一部分是一部分了。

7. 问：开了优惠卷之后亚马逊佣金是按我的销售价格，还是优惠卷优惠之后的算佣金？

答：亚马逊的佣金是按实际成交的价格收取的，也就是按照优惠之后的算佣金 。



8. 问：这个站内折扣设置，我昨天设置，没有成功，就取消了。这个设置亚马逊平台也收费用吗，英国

站的。

答:是说 coupon么，coupon 优惠券是要客户领取成功，并且下单之后，才收取费用的.

9. 问：创建优惠券的时候，为什么会提示“错价”呢，我应该怎么办呢？

答：为什么会提示“错价”呢：优惠券要求您的折扣价格至少比过去 30 天内的最低商品价格低 5%。由

于未满足此规则，该 ASIN 暂时不可添加到您的优惠券。请降低您的商品价格，或创建一个更高折扣的新

优惠券。此错误意味着您在过去 30 天的某个时间点出售此 ASIN 的价格低于当前的价格。亚马逊系统

会检查您在当前价格上提供的优惠券折扣是否高于过去 30 天内最低价格的 5%。如果未通过此次检查，

亚马逊会禁用该 ASIN 上的优惠券，你会看到错价。

例如：如果你在 20 天前以 30 美元出售某个 ASIN，而现在相同 ASIN 的价格为 60 美元，亚马逊则

会要求你将折扣定为在 30 美元的基础上优惠 5%。这意味着使用优惠券后，你的最高净折后价格为

28.50 美元（30 美元 * × 0.95）。你今天创建的优惠券必须提供折扣金额，以便买家在使用优惠券后支

付的价格不超过 28.50 美元。

应该怎么解决“错价”问题呢：降低商品价格。如果你近期的价格上涨有误，且通常以 $30 的价格出售该

ASIN，那么你可以将商品的价格降回到 $30。如果优惠券提供的折扣等于或高于 $30 的 5%，亚马逊将自

动重新激活针对该 ASIN 的优惠券。

为该 ASIN 创建一个新优惠券。优惠券生效后，你将无法更改提供的折扣。如果你想将商品价格保持在当前

水平，但在此价格上提供优惠券，请为该 ASIN 创建一个提供合适折扣的新优惠券。在本示例中，你可以提

供的最低优惠券折扣是 $31.50 ($60 - $28.50)。

10.问：受限商品是不是创建不了优惠券呢？

答：受限商品： 优惠券不适用于炸药、武器和相关商品。例如，枪械配件被认定为可能令人不快或令人反

感的商品，因此不能为其提供优惠券。

10. 问：创建优惠券的时候对商品有什么要求呢？

答：优惠券对商品有以下要求：如果商品有 1-4 条评论，其星级评定不低于 2.5；如果有 5 条以上评论，

其星级评定不低于 3.0。

11. 问：我们的星级评定低于 3.0，怎么才可以创建优惠券呢？

答：在 ASIN 符合此资格规则后的大约 24 小时后，系统会自动重新激活此 ASIN 的优惠券。



12. 问：在创建优惠券的时候，提示库存错误怎么办呢？

答：此错误意味着你没有足够的库存来满足优惠券可能带来的客户需求。出现此情况时，亚马逊会禁用该

ASIN 的优惠券。

怎么做：发送更多库存。库存充足时，亚马逊将自动重新激活该 ASIN 上的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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