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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传 APP 流程 

1. 登录开发者平台 

（建议使用火狐浏览器进行操作，以确保系统平稳）  

三星开发者平台：http://seller.samsungapps.com 

 

2. 应用上传入口 

 

                             图 1.1  

http://seller.samsungapps.com/


3. 应用上传平台和选择默认语言 

 

                            图 1.2 

***如果在多个国家发布，请使用英语（English）为默认语言；如只选择在中国大陆

地区发布，使用简体中文（Simplified Chinese）。否则不会通过审核。 

4. 应用程序填写主页面 

   ***进入每一步时一定要点击右上角的”切换到高级模式”按钮，以防信息遗漏，耽误审

核进度。 

 

                                   图 1.3 



5. 填写应用程序信息 

1) 应用程序标题、一句话简介与应用程序介绍 

 

 

                                    图 1.4 



 

                                     图 1.5 

***”一句话简介”只有在语言为”简体中文(默认)”时才会有，若是”英语”便不会出现！ 

***如果在多个国家发布，请使用英语（English）为默认语言；如只选择在中国大陆地区

发布，可以用简体中文（Simplified Chinese）。 

***若在多个国家发布，并且中国也包括在内，则通过点击+添加语言，将中文信息页添加

上 

2) 填写关键词 

 

                                      图 1.6 

***请务必填写与该应用相关的关键词，否则不能通过审核！ 



3) 上传应用图像 

 

                                   图 1.7 

***注意格式大小 

4) 上传应用截图 

 

                                    图 1.8 

***注意截图中不要有明显的手机样式，避免出现非三星品牌手机样式，并且尽量不要带

有通知栏，否则可能不通过审核！ 



5) 选择类别 

  

                                   图 1.9 

***通常情况只在“一般这“一栏,按需要进行选择即可。其余两个“For Galaxy“不要选，保

持默认值，否则无法提交。 

***有支持 For Galaxy特别功能的，开发者可以进行后续选择，普通 partner 不需要选择

两个“For Galaxy“。如果没有“一般“这一栏，证明还不是 Partner。 

6) 选择年龄限制 

 

                                 图 1.10 

***如何判定如何定年龄，请参阅帮助->“年龄分级指南”。一般没有特别明确的要求 



7) 上传证书 

 

                                  图 1.11 

8) 支持语言 

 

 

 

 

 

                                   图 1.12 

***只发布到中国的应用，一般只选择”简体中文”。若发布到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属

于发布全球的应用，则支持的语言应必须至少包括英语，也可添加 Simplified Chinese 语言 



9) URL 相关 

 

                                  图 1.13  

***这三项均可不填 

10) 版权所有者 

 

                                  图 1.14 

***涉及版权问题时，请一定要说明版权所有者，否则会被拒。并在”审核”栏中上传确认

使用版本说明。 



11) 支持电子邮件 

 

                                  图 1.15 

***此邮件涉及后续问题追溯，所以请务必填写有效电子邮件。也可优选使用默认资料信

息。 

12) 其他 

 

                                 图 1.16 

***这两项均可不填。 

***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 

 



6. 上传应用程序包 

1) 添加应用程序包 

 

                                  图 1.17 

***必须先将模式切换到高级模式，否则可能会有选项显示不全，导致无法正确上传! 

2) 选择分辨率及上传程序包 

点击添加应用程序包按钮后，弹出勾选分辨率的对话框： 



 

                                     图 1.18 

***若应用适配全部分辨率，建议机型全部勾选，否则会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下载量 

   若不能适配全部机型组，建议勾选标红框的主流机型组，覆盖了几乎全部中高端机型 

***Google Mobile Service 建议选择”否”，否则会自动去除中国地区！” 

3) 选择具体机型 

 



                                     图 1.19 

 

                                 图 1.20 

***可点击已选择的设备，选择具体适配哪些设备。一定要保证适配，否则可能会被拒。 

4) 更新应用程序包 

 

                                图 1.21 

***当有版本更新时不用每次都添加新的应用程序包，点击编辑按钮即可在旧版本基础上

进行版本更新 



7. 国家/地区和价格 

   ***首先，一定要切换到高级模式，一定要将默认的全部国家取消，重新选择需要发布

的国家 

   ***其次，若选择多个国家，请一定添加英文 

   ***最后，若只发布到中国的，勾选 China，请勿勾选其他国家 

1) 发布国家选择说明 

 ***如果只选的中国(不选香港和台湾)发布，  如果应用没有敏感政治内容的话，1天左

右可上线， 之后三星还会进行技术测试， 有问题的机型组会单独下线， 并发送 Bug 

Report， 修复后可重新上传，审核过程中线上的版本也不会下线。 

***如果除了中国区发布，还有其他国家， 审核日期是 2天左右， 期间就会进行技术测

试， 如果有的机型测试有问题， 整个应用都会被拒绝发布，并发送 Bug Report，修复

后再重新上传。 

 

                                  图 1.22 



 

                                   图 1.23 

2) 销售起止日期 

 

                                    图 1.24 

***建议不进行任何改变。直接点击保存即可 

***游戏类应用，若有全平台统一首发日期，请一定要进行勾选，否则就会自动上线。 



8. 提交 

 

                                图 1.25 

***以上三步填写完后， 一定要点击提交，才能进入审核流程中！ 

9. In App Purchase 

 

***如果您的应用中集成了三星自有的应用内收费SDK， 需要填写该项，否则跳过就可以。 

***相关信息可在：指南->In App Purchase 指南 中查看。 

10. 审核 

***该页面可以添加备注信息，应用需要登录时，请把测试账号和密码写在“请给审核小组

留言“栏里。 

***提交对审核有帮助的相关参考资料如版权证明、上传开发者自身的测试结果、参考视

频等 



 

                               图 1.26 

 

                               图 1.27 

 



二、 应用各阶段对应状态 

1. 注册提交应用阶段 

 

 

                                 图 2.1 

***注册新应用程序，但未提交成功！注意，当发现应用处于注册状态时，请务必确认点

击提交按钮，应用才能正常进入审核流程！ 

 

       

图 2.2 

***显示 【上传完成，等待验证】 时，表示应用提交成功，进入系统审核状态！ 

2. 审核上线应用阶段 

 

 

图 2.3 

***显示 【等待进行包检测】 时，表示应用正在审核。（此时可点击取消按钮，重新上传） 

***显示 Ready for change 时，表示审核很快结束！ 

 

 

图 2.4 

***显示 【上架】 时，表示应用已经正常上线，此时可进行更新或者暂停操作对已经上

线的应用进行修改！ 



***显示 【未通过测试结果汇总】 时，表示应用没有通过审核，点击红字旁边的【查看

原因】按钮即可查看失败原因（详细信息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附加文件中，请务必点击，

才能看到失败原因）。重新注册应用程序，需要点击弹出对话框左下角”重新注册该应用”，

重新上传应用！ 

 

***状态栏中第一行 【上架】 表示之前版本目前在商店还是销售状态。第二行表示更新

过程，若更新通过，则状态栏则会恢复成一行 

 

图 2.5 

***应用处于【暂停】状态，可恢复上架。 

                                 

三、 应用更新 

登录后，在主页中选择”应用程序”->“我的应用程序” 

 

图 3.1 

找到要更新的应用，并点击”更新”按钮 

 

图 3.2 

在每一项更新完后选择”保存” 

 

图 3.3 



这时应用的状态是”Updating”，说明是还在更新中，没更新完毕，不会进入审核 

 

图 3.4 

全部更新完后，点击”提交”，会进入审核状态 

 

图 3.5 

提交成功后，更新的应用状态变成”上传完成，等待验证”, 等待审核，系统会自动进入审

核状态，等待审核结果（上线/没通过）就可以。

 

图 3.6 

四、 应用暂停或下架 

登录后，在主页中选择”应用程序”->“我的应用程序” 

 

图 4.1 

找到要下架的在线应用，并点击”暂停”按钮， 应用程序将会被下架，不继续在线销售。

已经为下架状态，进行删除操作会永久删除该应用。

  

图 4.2 

如果要删除更新中的应用程序，找到该应用，并点击” 更新中 “后的”删除”按钮，该更新



内容将会被永久删除。 

图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