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PV商品属性精准配置篇

如何获取流量

——以女装类目为例



C-Category，类目。如女装、男装C

P-Property，属性项。如颜色P

V-Value，属性项中的属性值。          
如颜色中的红色V

什么是CPV



CPV
页面展示

APP类目页
类目页ICON栏→站内
热卖风格&材质属性



CPV精准配置
重要性

1）扩大曝光量：商品上新时非必填项尽量补全，可增加

客户看到的机会；

2）精准引流：勾选的词即前台商品展示的关键词，不匹

配的展示词会影响消费者的搜索和选择，请严格根据商品

属性勾选风格、面料、材质、款型

前台展示机制
勾选的CPV属性值即为前台商品展示的关键词



CPV精准配置
重要性

特别提醒（针对老商家）
由于APP展示类目会经常变动，不是固定所选分类，故建议所有选填项都根
据产品实际情况勾选，一旦APP更换展示类目，产品都能及时获取到流量，
不勾选的一般没有流量展示的机会。建议供应商对目前有动销的商品、以及
近一个月的新品都进行所有勾选项的优化补充。



请替换文字内容
请替换文字内容，修改文字内容，

也可以直接制你的内容到此。请替

换文字内容，修改文字内容，也可

以直接复制你的内容到此。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连衣裙            

欧美常规连衣裙
三个条件同时满足：
1）没有任何暴露部位
2）不展示明显身材曲线（不紧身，
只是修身或宽松）
3）图片属于欧美模特拍摄

欧美性感连衣裙：
前提为欧美模特拍摄，以下两个条件满足其中一个即可：
1）露全肩膀、1/2露背以上、露胸露乳沟、正前位置大
面积透视、露腰露腹部、高开叉到大腿根部、等其中之一
种暴露迹象
2）衣服展示身材曲线达到紧身程度（修身不算）



请替换文字内容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连衣裙            

切头模特怎么判断是属于欧美模特还是亚洲模特？

1. 看模特发色                               
2. 看拍摄周围环                              
3. 看摆拍姿势                               
4. 看模特肤色                               
5. 看模特搭配配饰



请替换文字内容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连衣裙            

平铺连衣裙
1. 商品主图没有模特（只判断商品的第一张图，其他图不在判断范围内）
2. 平铺，挂拍，假模，都属于“无模特连衣裙”类目



请替换文字内容
亮片： 宽松：

紧身：
花朵：

非洲风： 成熟女性：

衬衫翻领： 大码：

如目前的欧美连衣裙前台类目划分了8个系列：

只需勾选符合的就
行，不用勾3个



亮片：只要带有亮片材质的，都需要勾
选：面料-亮片

案例参考 宽松：只要版型是不贴身的、宽松的，都需要勾选：款型-宽松

注意：以下案例为修身，并不是宽松，请不要勾选

紧身：非常贴身的，展示身材曲线，都需
要勾选：款型-紧身



花朵：有花卉植物或碎花，都需要勾选：图案-花朵或图案-碎花

非洲风：偏黑肤色且壮硕丰满模特拍摄的，都需要勾选：风格-非洲风

案例参考



成熟女人：适合35岁以上女性的都需要勾选风格-成熟女人

大码：由胖模特拍摄的，都需要勾选：风格-大码模特衬衫翻领：领口为衬衫翻领的，都需要
勾选：细节-翻领

案例参考



▶ 目前亚洲连衣裙根据图案和风格细分4个栏位，勾选商品对应的属性，能够在前台类目栏位精准
展示，增加商品曝光，便于消费者精确搜索定位商品

·“印花” 对应【图案】属性

·“性感”“休闲” 对应【风格】属性

案例参考



请准确勾选对应的属性，否则前台展示不精准将会直接下

架商品

注意：【风格】属性单选，即要么性感，要么休闲
          【图案】属性可多选，印花连衣裙请勾选印花属性

案例参考



CPV属性勾选指导

商品界面-编辑商品-商品属性-【风格】【图案属性完善】



CPV属性勾选指导

无模特连衣裙



CPV属性勾选指导

T恤连衣裙：T恤一般采用弹性面料（棉质、涤纶、
莫代尔居多），款式偏休闲风

棉麻连衣裙：主面料是棉麻材质，或者风格偏
文艺风和民族风的商品

优雅连衣裙：以雪纺，网纱为主材质，风格偏优雅，
柔美；或者图案以花卉为主



请替换文字内容
请替换文字内容，修改文字内容，

也可以直接制你的内容到此。请替

换文字内容，修改文字内容，也可

以直接复制的内容到此。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套装            

前台展示栏位

如何让你的商品在前台更精准的展示？

① 准确的选择类目上新

② 准确的选择CPV属性值（风格，图案，场景…)
注意：风格属性中“休闲，优雅，性感，通勤，运动”这五大属性
分别对应前台五大栏位，五者只能勾选其一，如发现多选乱选的情
况立即下架整改

③ 难以判断的类目或属性项欢迎私聊类目运营-鱼仔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套装            

职业女裙套装
亚洲模特切头       
欧美模特保持正常

职业女裤套装
亚洲模特切头       
欧美模特保持正常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套装            

休闲运动套装
偏休闲风，宽松款为主
平铺套装

女运动套装
瑜伽服，纯运动服
运动文胸+打底裤
紧身款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套装            

性感套装
①非洲模特风套装为主（注意禁售尺度：
不能露1/3以上胸部和女性三角区域）
② 性感模特图，平铺图慎放
②与情趣睡衣套装区分开

时尚套装
①主要是优雅雪纺材质套装，冬季针织套
装，套装裙，或其他不属于以上任何类目
的商品
②目前该类目下有较多类目错误的商品，
如不按时迁移将会逐步被下架

性感吊带款，
但图片不性感，
放时尚套装！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套装            

上新时严格按照三级类目上新，并勾选CPV风格属性

• 职业女裙套装 —— 对应唯一风格属性“通勤”
• 职业女裤套装 —— 对应唯一风格属性“通勤”
• 休闲运动套装 —— 宽松款，对应风格属性“休闲”或“运动”，二者选一，禁止两者都勾选
• 女运动套装——纯运动款（瑜伽服/紧身运动衣裤等），对应唯一风格属性“运动”
• 性感套装 —— 对应唯一风格属性“性感”
• 时尚套装 —— 以上类目都无法准确对应的情况下，上新到时尚套装；对应风格属性“休闲” 或 “优雅” ，

二者选一，禁止两者都勾选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T恤            

前台展示栏位

▶ 目前T恤根据风格和图案细分8个栏位，勾选商品对应的属性，能够在前台类目栏位精准展示，
增加商品曝光，便于消费者精确搜索定位商品

·“性感”“休闲”对应【风格】属性

·“字母”“明星&影视”“卡通”“人物&动物”对应【图案】属性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T恤            

请准确勾选对应的属性，否则前台展示不精准将会直接下架商品

注意：【风格】属性单选，即要么性感，要么休闲 
          【图案】属性可多选，但务必精准选择，如狮子王图案，可选择影视图案+动物



商品界面-编辑商品-商品属性-【风格】【图案】【长度类型】属性完善

CPV属性勾选指导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衬衫            

如何区分T恤和衬衫？

T 恤 衬 衫

• 穿着方式/领型
T恤一般是套头穿的，圆领居多；衬衫一般有领子/扣子
• 面料
T恤一般采用弹性面料（棉质、涤纶、莫代尔居多），衬衫主要是主要是蕾丝、雪纺、真丝等材质
• 风格
T恤偏休闲风，衬衫偏优雅、潮流时尚风，比较有设计感的款式都归属到衬衫类目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T恤            

前台展示栏位

▶ 目前衬衫根据材质和风格细分4个栏位，勾选商品对应的属性，能够在前台类目栏位精准展示，
增加商品曝光，便于消费者精确搜索定位商品

·“棉麻”“雪纺”对应【材质】属性
·“优雅”“ins风” 对应【风格】属性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T恤            

请准确勾选对应的属性，否则前台展示不精准将会直接下架商品

注意：【材质】属性单选，可勾选“棉”“麻”“真丝”    
          【风格】属性单选，可勾选“OL风”“性感”“优雅”“ins风”等 



CPV属性勾选指导

商品界面-编辑商品-商品属性-【材质】【风格】属性完善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裤子           

类目上新规则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裤子           

长裤--休闲裤：包括休闲运动裤，哈伦裤，工装裤，嘻哈滑板裤，铅笔裤

长裤--打底裤：包括紧身运动裤，紧身小黑裤，紧身打底棉袜裤

长裤--阔腿裤：包括非常宽松肥大的灯笼裤、不包腿的直筒裤、喇叭裤 打底裤前台关联4个系
列，记得在图案、面
料、长度内勾选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裤子           

连体裤前台关联：宽松
和紧身，记得在“款型”
内勾选

牛仔长裤前台关联：牛仔短
裤和长裤，记得在长度内勾
选

牛仔长裤：只要是牛仔面料的长裤统一放牛仔长裤类目，只看面料

连体长裤：连体的且下身为膝盖以下的长裤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家居服            

前台展示栏位

大码家居服

家居服套装 睡裙 睡袍

情趣睡衣

大码家居服：
▶ 目前大码家居服需勾选商品对应的属性，如下

家居服套装，睡裙，睡袍，情趣睡衣，只要上对类
目的商品，都会在这个栏位里显示。

案例参考：
商品主图由胖模特展示的商品，其他非胖模特展示商品，一律不
要勾选这个属性，即便商品码数是XXL，也不要勾选这个属性，
一旦发现，即刻下架。



CPV属性勾选指导

棉 真丝 卡通

▶ 目前家居服套装细分4个栏位，勾选商品对应的属性如下

棉：

卡通：

真丝：

性感
性感：圈定的是情趣睡衣类目



案例参考

卡通：卡通动物，或者动画片影视剧卡通人物，或者漫画图案

注意：以下案例并不属于卡通，请不要勾选，难以判断的类目或属性项欢迎私聊类目运营-橙汁！
花卉： 水果： 动物： 表情：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内衣           

前台展示栏位

如何让你的商品在前台更精准的展示？

① 准确的选择类目上新
② 准确的选择CPV属性值（面料、风格……)
注意：面料中的“棉质、冰丝、蕾丝”分别对应不同的细分栏位，
只能勾选一项
③ 难以判断的类目或属性项欢迎私聊类目运营-橙汁！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内衣           

文胸/文胸套装

平铺图&人模图保持正常
人模不露三角区

大码内衣
文胸/文胸套装类商品
平铺图&人模图保持正常
人模不露三角区

大码内衣请勾选”大码“风格属性一项！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内衣           

抹胸
一片式、背心、外穿款
均属于抹胸

女士内裤
包括三角裤、四角裤、丁字裤、
V字裤、性感情趣风内裤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阿拉伯女装           

前台展示栏位

如何让你的商品在前台更精准的展示？？

① 准确的选择类目上新（以前上错类目的商品需按下
方提示迁移）
② 准确的选择CPV属性值（风格，图案，场景…)
注意：阿拉伯女装务必选择风格属性下的“阿拉伯
风”！
③ 难以判断的类目或属性项欢迎私聊类目运营-止止！



商品类目选择与CPV配置示例
                                                 ——阿拉伯女装           

阿拉伯女裙

宽松、裙款模特展示

阿拉伯女士开衫 阿拉伯黑袍

长袍、黑袍



更多运营知识、选品推荐、平台热点，请关注
Fordeal官方公众号！每周五定期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