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服务常见问题解答 

 

问题：什么是三星主题商店？ 

回答：您可以使用主题商店服务自定义三星智能手机中的壁纸和图标，以及三星提供的必                                

      备基本应用程序，如电话、信息、声音和设置等。如果您希望通过主题商店销售主       

      题应用程序，您需要在三星开发者后台中注册您的主题应用程序，主题商店服务在 

      盖乐世 S6 之后发布的型号上可用，设备至少需要 720 x 1280 像素的 分辨率和    

      1.5 GB 的内存，我们计划将支持扩展到其他型号，但可能不包括某些型号。 

 

问题：如何获得三星主题的上传权限？ 

回答：为了向主题商店的用户提供高质量服务，我们向有资质的主题开发者授权上传主题 

      和壁纸的权限。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客服。 

 

问题：如何申请三星主题制作工具并分发主题内容？ 

回答：您可以使用三星主题制作工具 Samsung Mobile Theme Editor 设计和创建主题应 

      用程序。 

 

问题：什么是三星主题制作工具？ 

回答: Samsung Mobile Theme Editor 是一个创作工具，用于帮助用户创建可以个性化

三星智能手机的元素，包括主屏幕、锁定屏幕和图标等内容。通过制作工具，任何人都可

以创建主题内容来装扮个性化的三星智能手机。 

 



问题：通过三星主题制作工具，可以创作和实现哪些个性化内容？ 

回答：您可以使用三星主题制作工具创建三种类型的 Theme 应用程序。 

      Theme 应用程序的类型： 

     - 主题：支持全方位美化，包括锁屏、壁纸、图标以及常用本地应用程序基本元素 

     - 壁纸：仅支持美化主屏幕背景 (用于更改设备的背景) 

     - 图标：仅支持美化桌面图标 (用于更改设备的图标)所有类型的主题应用程序都将 

     创建为 APK 文件。 

 

问题：是否只能通过主题制作工具制作三星主题内容？ 

回答: 是的，您只能通过三星开发者后台申请使用主题制作工具制作主题内容。在您上传 

      应用程序后，三星审核团队将会核实主题内容是否由官方制作工具制作，否则上传            

      内容将被无法通过审核。 

 

问题：为什么要使用三星主题制作工具？ 

回答：通过主题制作工具，您的设计创意可以通过主屏、锁屏和图标进行完美诠释和实现。 

  不仅可以自定义智能手机的主屏和锁屏，还可以自定义动作栏区域、通知面板、声 

  音。三星还会提供本地化工具支持和答疑。若要下载或获取更多相关信息，请联客  

  服(http://help.content.samsung.com/csseller/)。 

 

问题：如何下载主题制作工具说明文档？ 

回答：您可以在三星开发者网站 (http://developer.samsung.co) 右上方的 

 “PartnerZone”找到主题制作工具说明文档。只有经过三星授权的主题开发者才能 

http://help.content.samsung.com/csseller/


  访问和下载这些内容。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客服        

  (http://help.content.samsung.com/csseller/)。 

 

问题：开发者需要获取哪些权限才可以在 Seller Site 上上传和销售主题内容？ 

回答：只有通过三星主题管理团队筛选并授权的主题开发者才能注册 Developer（开发者） 

      或 Partner（深度合作伙伴），且上传和和销售主题内容。 

 

问题：先前已上传的应用程序是否仍继续支持？ 

回答：支持。将继续向用户提供已注册的应用程序，且基于 Samsung GALAXY Apps  

      Seller Office 的条款，售价将不作任何更改。 

 

问题：如何上传主题？ 

回答：从 Seller Office 菜单中单击左上角的 [添加新应用程序] 选择 Theme for  

      GALAXY 后填写主题上传所需信息，关于上传主题的详细注意事项，请参阅   

      [Theme 应用程序注册指南] 。 

 

问题：通过三星主题制作工具生成的主题内容是否可以发布到其它渠道？ 

回答：不可以。您只能通过 GALAXY Apps Seller Office 上传并销售 Theme 应用程序。 

 

问题：三星是否为 Theme 应用程序注册提供 SDK？ 

回答：我们不单独为 Theme 应用程序提供 SDK 

 

http://help.content.samsung.com/csseller/


问题：上传主题应用程序时需要考虑什么因素？ 

回答：符号的字段为必填字段。在字段中输入信息之前，请了解以下注意事项。 

       - 文字数量不能超过规定上限。 

      - 图标图片和 apk 文件不能超过规定上限。 

      - 手动上传截屏图片时，请上传使用三星主题制作工具的【导出 APK 文件】功成 

      的 Preview.zip。 

      > 上传文件类型：zip 

      > 图片文件类型：JPG 

      > 图片分辨率 720 X 1024 

    - 您只能上传 MP3 或 OGG 文件作为试听声音。 

         - 在上传 apk 文件后才能上传屏幕截图和声音样本 

 

问题：上传 apk 文件时，将自动从 Theme 应用程序文件中提取什么信息？ 

 

回答：设备推荐信息 

       - Package Name, API Level, Telephony(Call/SMS), NFC, Touchscreen,     

       Faketouch, Theme Framework Version, Theme Editor Version 

       Theme 属性 

       - Cover, Font, Sound, AOD 

       Festival 属性 (Festival Theme) 

       - Event Theme, Locker App, AOD 

       Wallpaper 属性 (主题类型为壁纸) 



       - Preview 

       附件信息 

       - VoIP, Google Mobile Service 

      分辨率 

 

问题：可以在哪些国家/地区，销售 Theme 应用程序？ 

回答：现在，您可以在包括 Korea、U.S.A. 和 China 在内的 20 个国家/地区销售免费 

      和付费的 Theme 应用程序。在其他国家/地区，您可以作为全球免费服务销售免的  

      产品。 

      可以销售付费产品的国家/地区如下： 

      - Korea / U.S,A/ China / Japan / Australia / Canada / United Kingdom /   

      France / Germany / Italy / Spain / Hong Kong/ Thailand / Turkey / India  

      / Brazil / Iran / Poland / Mexico / Indonesia 

 

问题：注册新的 Theme 应用程序时可以选择哪些类别？ 

回答：在您注册 Theme 应用程序时，您可以在每个主题和颜色类别中选择 1 个项目。

请 

       选择最适合您的应用程序的项目。各个类别提供的项目如下： 

       颜色调色板 

     - 粉色, 红色, 橙色, 棕色, 黄色, 绿色, 蓝色, 紫色, 黑色, 灰色, 白色, 金色 

 

      主题 

      - 可爱, 简单, 彩色, 淡浅色, 现代, 情感, 插图, 图案, 自然, 旅行, 科技 ,  



      娱乐, 季节, 体育, 艺术, 其他 

 

问题：有没有简便的方法检查 Theme 应用程序的属性？ 

回答：如果您将 apk 文件上传至上传后台，自动提取的信息中将显示主题 apk 文件中包括 

      的属性值。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应用程序注册指南。 

 

问题：为什么会在更新现有 Theme 应用程序时，收到错误提示“二进制文件无效”？ 

回答：引起此错误的原因是，更新后应用程序中的 attribute 值与已注册的二进制文件  

      (如：Font、Sound 等等) 不同。请删除 apk 二进制注册屏幕中的所有已注册 APK   

      文件，然后再注册更新后的 APK 文件。 

 

问题：是否必须为包含声音属性的 Theme 应用程序上传试听声音？ 

回答：对于包含声音属性的 Theme 应用程序，您需要为包括在 Theme 内的每种类型声

音 

      文件上传试听声音。试听声音文件类型为 MP3 和 OGG。 

 

问题：如果我修订了包含不同声音属性的 Theme 应用程序，在修订前上传的试听声音文 

      件会发生什么变化？ 

回答：修订后，Seller Office 将分析上传的二进制属性并禁用不包括在 Theme 应用程 

      序内声音类型的试听声音。以前上传的试听声音将被自动删除。 

 

问题：除了使用 Samsung Mobile Theme Editor 提取的屏幕截图文件之外，我是否可以 

      上传使用其他图片工具创建的文件？ 



回答：可以。但是，请确保每个截图文件均满足 Seller Office 规定的要求：命名约定、 

      分辨率 (720X1280)、文件格式和文件类型 (zip)。 

 

         

问题：除了使用 Samsung Mobile Theme Editor 提取的屏幕截图文件之外，我是否可以 

      上传使用其他图片工具创建的文件？ 

回答：可以。但是，请确保每个截图文件均满足 Seller Office 规定的要求：命名约定、 

      分辨率 (720X1280)、文件格式和文件类型 (zip)。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程序注册指南。 

 

问题：为什么在注册 Theme 应用程序时，收到错误提示“登录密钥错误”？ 

回答：请确保使用您在第一次注册 Theme 应用程序时输入的登录密钥 (密钥库)。如果您 

      忘记了登录密钥，您需要删除现有 Theme 应用程序并重新注册一个。 

 

问题：我需要更新 Theme 应用程序，应该怎样做？ 

回答：请通过 Samsung Mobile Theme Editor 上传 Theme 应用程序的版本并提前 

APK  

      文件，在上传后台中重新注册提取的 APK 文件，然后进入检验流程。必须更改 APK  

      文件的版本值，才会将它们视为更新。如需了解有关如何在上传后台注册您的主题 

      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应用程序注册指南。 

 

问题：是否所有主题应用程序都需要审核？ 

回答：为了向用户提供安全稳定的服务，所有 Theme 应用程序都需要通过审核流程，可 



      以通过上传后台查看审核状态和结果，如果您希望修改审核结果，您需要修改相关 

内容并重新注册。 

 

问题：我能否将属于不同主题类型的多个 APK 文件作为一个产品销售？ 

回答：您可以使用 Samsung Mobile Theme Editor 作为一个产品开发 3 种不同类型的

主 

      题 APK 文件。但如果 theme 类型不同，它们将被视为不同产品，因此应单独注  

      册和销售。 

 

问题：您可以使用 Samsung Mobile Theme Editor 作为一个产品开发 3 种不同类型的

主 

       题 APK 文件，但如果 theme 类型不同它们将被视为不同产品，因此应单独注册 

       和销售。 

回答：GALAXY Apps Seller Office 的政策同样适用于 Theme Store 促销活动。有关促 

      销活动的详细信息，请点击下方的链接。 

      请注意，已与三星签订特定合同的合作伙伴可以与三星的主题服务团队一起开展额 

      外的促销活动。 

      >>进入 GALAXY Apps 常见问题的促销活动章节 

(http://help.content.samsung.com/csseller/faq/searchFaq.do?serviceCd=apps&_c

ommon_country=CN&_common_lang=zh_cn&tragetUrl=/faq/searchFaq.do&cate

gory1_id=mas-01-008) 

 

问题：如何更改已上线的主题内容描述？ 

回答：如果您更改了当前在售产品的描述，则需要重新检验产品。 

http://help.content.samsung.com/csseller/faq/searchFaq.do?serviceCd=apps&_common_country=CN&_common_lang=zh_cn&tragetUrl=/faq/searchFaq.do&category1_id=mas-01-008
http://help.content.samsung.com/csseller/faq/searchFaq.do?serviceCd=apps&_common_country=CN&_common_lang=zh_cn&tragetUrl=/faq/searchFaq.do&category1_id=mas-01-008
http://help.content.samsung.com/csseller/faq/searchFaq.do?serviceCd=apps&_common_country=CN&_common_lang=zh_cn&tragetUrl=/faq/searchFaq.do&category1_id=mas-01-008


      如果您希望更改在注册产品时填写的信息 (如，价格、描述、标签和预览图片)， 

      将仅要求您重新通过检验流程 (而不是设备验证流程)。但是，如果您添加了新型 

      号或国家/地区，则将要求您同时通过检验流程和设备验证流程。 

 

问题：如何将主题内容转移至新帐户？ 

回答：您无法将已使用现有帐户注册的产品自动传输至新帐户。您需要先注册一个新帐户， 

      再重新注册现有的所有产品，然后通过验证流程。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客户 

      支持 (http://help.content.samsung.com/csseller/)。 

 

问题：1.壁纸---------壁纸包中的壁纸尺寸 2560*2560 ，可以放入小尺寸的壁纸图么？ 

      例如：1920*1920 

回答：不行。请按照要求提供大小的图片。 

 

问题：.动态锁屏的具体用法; 其中下雨、飘雪、飘枫叶以及飘花瓣的效果可以变换么？ 

       例如：下雨的雨滴是否可以变大，下雨的速度是否可以减慢等等 

回答：工具所提供的自带动画选项，皆无法调整尺寸、速度、元素。 

 

问题：Android 显示不出来？ 

回答：这不是工具内可以修改的选项，可能是工具 Bug, 通常重发布一次就可以。 

 

问题：用新工具制作拨号盘分割线预览和手机实际应用后也有不同用 A5100 测试的有 

      灰色分割线而且改不掉？ 

http://help.content.samsung.com/csseller/


回答：回复做法:分割线的做法是， 做一个白色.透明度很低(5%以下）的颜色 

      几乎看不到。 

 

问题：主题包大小有无限制？ 

回答：暂无大小限制 

 

问题：资源文件命名应注意什么？ 

回答：不含有其他厂商的敏感词汇，不能包含除_外的其他符号 

 

问题：打包格式是什么？ 

回答：ZIP 格式的压缩包，其中包含 FHD、HD、M、WQHD、M2 后缀的 apk 文件，以

及 theme_preview 压缩包 

 

问题：主题包预览图构成？ 

回答： theme_preview 压缩包内含有六张预览图，分别为 contact、dialer、homescreen、

lockscreen、message、notification。预览图内容可为中文或英文格式，应与实际应用效

果一致。 

 

问题：主题图标设计注意事项？ 

回答：系统原装软件图标要替换设计，图标与名字相符，三方套用图标（包括主题商店、S

助手）与设计图标风格一致。一套主题里图标不能重复，图标右上角的数字提示显示清楚，

图标上不能出现别的厂商的 logo，文件夹内图标不能超出文件夹边框 

 

问题：时间组件和壁纸设计注意事项？ 



回答：在多种语言环境下，时间天气插件显示都完整且清楚，壁纸清晰无色阶，不干扰图

标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