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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s API 的简介
Analytics API 的调用⽅法
全新的 eBay ⼤中华卖家 API

议程



卖家都想知道

为什么有些商品总是卖不掉？
我的哪些商品最多⼈看？
哪些商品卖出的机会最⼤？
怎样做才能增加销售？



为了让卖家解决这些问题，
eBay 推出了

Analytics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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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卖家
标准表现

帮助你了解买家的购买⾏为Analytics
API

能提供你需要的数据

刊登流量报告

宝贵的数据

能让你提⾼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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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流量报告
维度
日⼦
刊登

指标
CLICK_THROUGH_RATE
LISTING_IMPRESSION_SEARCH_RESULTS_PAGE
LISTING_IMPRESSION_STORE 
LISTING_IMPRESSION_TOTAL 
LISTING_VIEWS_SOURCE_DIRECT 
LISTING_VIEWS_SOURCE_OFF_EBAY 
LISTING_VIEWS_SOURCE_OTHER_EBAY 
LISTING_VIEWS_SOURCE_SEARCH_RESULTS_PAGE 
LISTING_VIEWS_SOURCE_STORE 
LISTING_VIEWS_TOTAL 
SALES_CONVERSION_RATE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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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数据有效的显示，帮助你做准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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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https://api.ebay.com/sell/analytics/v1/traffic_report?

filter=
marketplace_ids:%7BEBAY_US%7D,
date_range:%5B20170701..20170703%5D&
dimension=DAY&

metric=
LISTING_IMPRESSION_SEARCH_RESULTS_PAGE,
LISTING_VIEWS_TOTAL,
TRANSACTION&

sort=LISTING_IMPRESSION_SEARCH_RESULTS_PAGE

{
"reportType": "TRAFFIC",
"header": {

"dimensionKeys": [
{

"key": "DAY",
"localizedName": "Day",
"dataType": "DATE"

}
],
"metrics": [

{
"key": "LISTING_IMPRESSION_SEARCH_RESULTS_PAGE",
"localizedName": "Listing impressions from the search results page",
"dataType": "NUMBER"

},
{

"key": "LISTING_VIEWS_TOTAL",
"localizedName": "Total views",
"dataType": "NUMBER"

},
{

"key": "TRANSACTION",
"localizedName": "Transaction count",
"dataType": "NUMBER"

}
]

},

调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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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s": [
{

"dimensionValues": [
{

"value": "20170701",
"applicable": true

}
],
"metricValues": [

{
"value": 477,
"applicable": true

},
{

"value": 5,
"applicable": true

},
{

"value": 1,
"applicable": true

}
]

},

[More records]

"startDate": "2017-07-01T07:00:00.000Z",
"endDate": "2017-07-04T06:59:59.999Z",
"lastUpdatedDate": "2017-08-01T06:59:59.999Z"

}

GET https://api.ebay.com/sell/analytics/v1/traffic_report?

filter=
marketplace_ids:%7BEBAY_US%7D,
date_range:%5B20170701..20170703%5D&
dimension=DAY&

metric=
LISTING_IMPRESSION_SEARCH_RESULTS_PAGE,
LISTING_VIEWS_TOTAL,
TRANSACTION&

sort=LISTING_IMPRESSION_SEARCH_RESULTS_PAGE

调用⽅法



1010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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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API 的限制
• 现在只支持在

美国，英国，德国和澳⼤利亚

四个⽹站创建的刊登

• 每天能获取的⼏千条的刊登数据，

并非所有刊登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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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eBay ⼤中华卖家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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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ay⼤中华卖家专享！

• 是您⼀⼿掌握⼤中华政策状态的唯⼀渠道！

• 契合⼤中华卖家的销售习惯！

为您量身定制！



1414

• 拒绝管中窥豹，结论更准确！

• 调用限制将成为历史！

• 拿来即用，助您专注于经营分析！

充分利用eBay⼤数据资源！

Data Data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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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刚刚开始，更多数据支持持续开发中。

• 提出您的想法，我们来实现！

持续支持业务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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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在 eBay 新 API 架构基础上

• API 调用次数单独统计

• 免费

⽆障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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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定位有问题账户及政策

• 设置问题提醒

“eBay ⼤中华卖家 API” – 账户政策状态数据

应用场景：

数据类型 支持的数据 （每周更新）

政策状态接⼝ （推荐！） 政策包括：
• 非货运表现
• 货运表现
• 海外仓标准
• 等10项针对 eBay ⼤中华卖家政策和数据支持

政策状态包括：
• 限制
• 超标
• 警告
• 正常

政策详细接⼝ • 全量数据接⼝
• 单项政策详细数据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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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筛选⾼潜⼒刊登，勿错失商机

• 分析优质刊登设置

• 监控优化结果

“eBay ⼤中华卖家 API” – Item Best Match 数据

应用场景：

数据类型 支持的数据 （每日更新）

基本信息 • 刊登基本信息
• 把刊登加关注(watch)的用户数量。

曝光量相关 • 24小时内排在Best Match前3/10/20的曝光次数
• 对应BM排名的占曝光量最⾼的3个关键字，及曝光次数

浏览量/成交量相关 • 浏览量/成交量
• 来自BM的浏览量/成交量
• 来自直接点击的浏览量/成交量- 例如：Daily Deals 
• 来其他渠道的浏览量/成交量，包括搜索引擎、邮件促销、社交⽹络等
• 来自PC端的浏览量/成交量
• 来自移动端的浏览量/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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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 ⼤中华卖家 API” 开发计划，欢迎提出您的想法。

账户政策状态接⼝

Best Match数据接⼝

已上线

竞争对⼿分析接⼝

• 同类产品优质刊登相关属性

• 同分类优质卖家相关属性

热销产品接⼝

• 销量最多

• 关注最多

• 浏览最多

• 蓝海产品

热门关键字接⼝
• 热门分类及对应关键字

• 优质流量来源分析

政策 曝光 对手 新品 SEO

已上线

+
更多数据持续开发中…

参与测试 参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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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使用API怎么办？

“eBay ⼤中华卖家 API” ⼯具集成案例

欢迎您使用、集成！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