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马逊物流（FBA)收费
低成本，易操作
现收现付，没有最低要求，无安装费或订阅费。
将商品运到我们的运营中心，并支付订单配送费和使用空间的仓储费。
亚马逊物流（FBA）费用*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 

1.您所销售的商品类型，2您选择的销售渠道。

Valid as of 4 August 2015

1. 商品类型

非媒体
（标准尺寸）

媒体
（标准尺寸） 超大件

标准尺寸
具有以下重量和尺寸的包裹：

• 12kg或以下
• 长*宽*高在45cm*34cm*26cm以下

超过任何一项都视为超大件

非媒体
以下商品类别为媒体：
• 书籍
• 音频
• 视频游戏
• DVD,蓝光碟，家用录像机
• 软件

媒体
具有以下重量和尺寸的包裹：

• 12kg或以下
• 长*宽*高在45cm*34cm*26cm以下

超过任何一项都视为超大件

媒体
以下商品类别为媒体：
• 书籍
• 音频
• 视频游戏
• DVD,蓝光碟，家用录像机
• 软件

超大件
超过任何以下测量单位的包裹：

• 12kg
• 长*宽*高:45cm*34cm*26cm

FBA不适用于任何重量超过30kg的包
裹

媒体&非媒体 
适用于所有商品

2. 销售渠道

在
AMAZON,CO,UK 

上销售

在亚马逊的欧盟市场进行
国际市场销售 

非亚马逊渠道销售

 如果您打算只在Amazon.co.uk上销售商品，
生成的所有订单都可以由您在英国的FBA库存
完成配送。这是在亚马逊上开始销售的简单而
又方便的方式。

只需要一个卖家账户，您就可以把所有FBA库存
的商品放在整个欧洲市场销售。通过亚马逊快
捷可靠的欧洲配送网络（European Fulfilment 
Network.），整个欧洲市场的需求可以通过您
在英国的FBA库存得到满足。这使得您的业务发
展变得简单方便！当然您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多
国库存项目（Multi-Country
Inventory (MCI)）将您最畅销的商品直接送至
位于欧盟的亚马逊运营中心。更多关于使用多
国库存项目（MCI）的详情，请参见市场FBA价
目表。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库存配送由别的渠道、自建
站或者其他第三方站点的订单。这适用于国内
订单，也适用于整个欧盟的顾客。

*在亚马逊销售的费用适用于以上的FBA（除了多渠道物流）。当然其中会有一些额外的服务会收取费用。所有的费用都不包含增值税和其他所有需要卖家付的
税。

了解更多关于亚马逊物流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unified-account-and-efn.html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1408390&language=en_GB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1408390&language=en_GB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multi-channel-fulfilment.html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features-benefits.html


在英国亚马逊AMAZON.CO.UK上销售标准尺寸非媒体的商品

在英国亚马逊AMAZON.CO.UK上销售标准尺寸
非媒体商品的费用 

问：FBA政策怎么处理顾客的退换货以及库存的丢失或损坏？
答：对于您库存的保管，我们时刻保持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然而，事故偶尔
的发生是无法避免。了解更多FBA的 库存遗失和损坏报销政策
FBA费用由以下几项组成：
1. 物流费用（删除）（由商品尺寸和重量决定的固定费用）
2.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添加：每月）按比例收费）

常见问题：
问：什么是零物流费？
答：只有在Amazon.co.uk 购买价
格£300 或以上的标准尺寸商品才有
资格获得零物流费。对于此类商品
您无需支付物流费。其他费用如仓
储费、可选服务费、亚马逊销售费
仍然适用。通过多渠道配送选择订
购超大件物件不符合零物流费。

问：我还要支付亚马逊销售费？
答：亚马逊销售费只适用于
Amazon.co.uk的订单，对多渠道
物流订单不收取费用。对于目前销
售计划的数据和价格，请访问
Selling on Amazon fees。

问：通过FBA快递的商品类型有限
制吗？
答：是的，更多关于商品限制的详
细信息请咨询FBA项目政策。

问：FBA政策怎么处理顾客的退换
货以及库存的丢失或损坏？
答：对于您库存的保管，我们时刻
保持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然而，事
故偶尔的发生是无法避免。了解更
多FBA的 库存遗失和损坏报销政策

问:会收取长期仓储费吗？
答：在亚马逊运营中心储存一年或
以上的每单位物品半年度的长期仓
储费为每立方£882.50（每立方英
尺£25）。此费用是除了常规仓储
费之外另外加收的费用。如果您在
收费之前申请移除或清空在库商品
将不再收费。每个卖家可以在其库
存挑选每个ASIN(亚马逊标准标识
码)的单件商品申请免收年度长期仓
储费。

问：有哪些可选择的增值服务？

服务类型 每单位费用
搬迁 £0.60

销毁 £0.20

标签 £0.15

装袋 £0.25

泡沫包装 £0.40

编带 £0.10

不透明套袋 £0.50

1. 物流费（根据商品尺寸和重量收费）

要使用此表，只需将您商品的尺寸（以厘米为单位）及其出境配送重量*（克）与下面的表中的第一行进行比
较。如果您的商品的包装尺寸（任何一边）或改为寄件商品重量超过任何列出的最大数值，移至到下一个最大
的一级（行）再次进行比较。
*寄件商品重量（克）=商品的重量+包装重量

包装方式 
（单位：克） 尺寸（cm） 寄件商品重量* 

（克） 费用

小号信封 (20 g) ≤ 20 x 15 x 1 cm 0 - 100 g £1.07 

标准信封 (40 g) ≤ 33 x 23 x 2.5 cm 0 - 100 g £1.19 
101 - 250 g £1.31 
251 - 500 g £1.51 

大号信封 (40 g) ≤ 33 x 23 x 5 cm 0 - 1,000 g £1.70 

标准包裹(100 g) ≤ 45 x 34 x 26 cm 0 - 250 g £1.66 
251 - 500 g £1.72 
501 - 1,000 g £1.77 

1,001 - 1,500 g £2.19 
1,501 - 2,000 g £2.41 
2,001 - 3,000 g £3.30 
3,001 - 4,000 g £3.40 
4,001 - 5,000 g £3.40 
5,001 - 6,000 g £3.45 
6,001 - 7,000 g £3.45 
7,001 - 8,000 g £3.53 
8,001 - 9,000 g £3.53 
9,001 - 10,000 g £3.53 

10,001 - 11,000 g £3.53 
11,001 - 12,000 g £3.54 

备注： 关于单位重量、尺寸和其他用于计算费用的计量标准，解释权均归亚马逊所有。

+
2. 仓储费 （每立方英尺每月按比例收费）

仓储费的收取按照自然月计算，同时基于存放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每日平均体积（按立方米计）。基于FBA政策，
任一件商品的体积都按照单位尺寸做最合适的包装出货给顾客。亚马逊有权对所有的体积、重量测量标准和代表样
本做出解释，如出现任何冲突，以亚马逊的标准为准。实际仓储费按照每英尺计算，可能会出现四舍五入的差异。

一月至九月：£0.30          十月至十二月：£0.40

备注： 在亚马逊销售的费用适用于以上提到的FBA费用。不包含增值税和任何需要卖方支付的其他的税。

例如：

短袖 内存卡 (32 GB) 电子玩具（遥控直升机）
尺寸 30 x 22 x 4.5 cm 

(0.00297 立方米)  
= 0.1048 立方英尺

3.2 x 2.4 x 0.2 cm
(0.000001536 立方米) = 
0.00005 立方英尺

37 x 15.4 x 7 cm  
(0.00399 立方米)  
= 0.14085 立方英尺

寄件总重 170 g 30 g 490 g

商品尺寸等级 非媒体大号信封 1,000 g 非媒体小号信封 非媒体标准包裹 500 g

1. 单位物流费 £1.70 (1 件x £1.70) £1.07 (1 件 x £1.07) £1.72 (1 件 x £1.72)
2. 每月仓储费 （10月） £0.04 (0.1048 立方英尺 x £0.40) £0.00002 (立方英尺 x £0.40) £0.06 (0.14085 立方英尺 x £0.40)

FBA总费用 £1.74 £1.07 (预估)  £1.78
寄件总重=单件商品重量+包装重量。寄件商品总重会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单位：g）。包装重量（亚马逊包装重量）为以下标准：小号信封-20g，标准信
封-40g，大号信封-40g，标准包裹-100g,同时超出标准的商品按照240g计算。
备注：所有费用不包含增值税和任何需要卖方支付的其他的税。以上所有的商品例子只是用来指导计算FBA费用，亚马逊对以上计算方法的准确性不作担保责任。

了解更多关于亚马逊物流

http://AMAZON.CO.UK/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zero-fee-fulfilment.html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zero-fee-fulfilment.html
http://AMAZON.CO.UK/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zero-fee-fulfilment.html
http://AMAZON.CO.UK/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sell-online/pricing.html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0140860&language=en_GB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0140860&language=en_GB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help_search__1-1?ie=UTF8&nodeId=200406460&qid=1307543669&sr=1-1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help_search__1-1?ie=UTF8&nodeId=200406460&qid=1307543669&sr=1-1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0687110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features-benefits.html


在亚马逊的欧盟市场销售标准非媒体商品 

1. EFN的物流费用 （由商品尺寸和重量决定的固定费用）

要使用此表，只需将您商品的尺寸（以厘米为单位）及其寄件商品配送重量*
（克）与下面的表中的第一行进行比较。如果您的商品的包装尺寸（任何一边）或
寄件商品配送重量超过任何列出的最大数值，移至到下一个最大的一级（行）再次进行比较。
*寄件商品重量（克）=商品的重量+包装重量

包装方式 
（单位：克） 尺寸 (cm)

寄件商品重量* (g) 费用

小号信封 (20 g) ≤ 20 x 15 x 1 cm 0 - 100 g €2.85

标准信封 (40 g) ≤ 33 x 23 x 2.5 cm 0 - 100 g €2.97
101 - 250 g €2.98
251 - 500 g €3.02

大号信封 (40 g) ≤ 33 x 23 x 5 cm 0 - 1,000 g €3.39

标准包裹 (100 g) ≤ 45 x 34 x 26 cm 0 - 250 g €3.57
251 - 500 g €3.66
501 - 1,000 g €4.23

1,001 - 1,500 g €4.29
1,501 - 2,000 g €4.35
2,001 - 3,000 g €5.28
3,001 - 4,000 g €5.44
4,001 - 5,000 g €5.44
5,001 - 6,000 g €5.52
6,001 - 7,000 g €5.52
7,001 - 8,000 g €5.65
8,001 - 9,000 g €5.65
9,001 - 10,000 g €5.65

10,001 - 11,000 g €5.65
11,001 - 12,000 g €5.66

备注： 关于单位重量、尺寸和其他用于计算费用的计量标准，解释权均归亚马逊所有。

+
2. 仓储费 （每立方英尺每月按比例收费）

仓储费的收取按照自然月计算，同时基于存放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每日平均体积（按立方米计）。基于FBA政策，
任一件商品的体积都按照单位尺寸做最合适的包装出货给顾客。亚马逊有权对所有的体积、重量测量标准和代表样
本做出解释，如出现任何冲突，以亚马逊的标准为准。实际仓储费按照每英尺计算，可能会出现四舍五入的差异。

一月至九月: £0.30           十月至十二月: £0.40

备注: 在亚马逊当地销售的费用取决于订单来源地，同时计算以上提到的总共的FBA费用。

例如：

尺寸

短袖 
英国的运营中心进行配送 
30 x 22 x 4.5 cm 
(0.00297 立方米) = 0.1048 立方英尺

存储卡 (32 GB)
英国的运营中心进行配送
3.2 x 2.4 x 0.2 cm 
(0.000001536 cubic metre) 
= 0.00005 立方英尺

电子玩具（遥控直升机） 
英国的运营中心进行配送
37 x 15.4 x 7 cm  
(0.00399 立方米) 
= 0.14085 立方英尺

寄件总重 170 g 30 g 490 g

商品尺寸等级 非媒体大号信封 1,000 g 非媒体小号信封 非媒体标准包裹500g

1. 单位物流费 €3.39 (1 件 x €3.39) €2.85 (1 件 x €2.85) €3.66 (1 件 x €3.66)
2. 每月仓储费 （10月） €0.06 (0.1048 立方英尺 x £0.40 = £0.04) € 0.00004 (0.00005 立方英尺x £0.40 = £0.00002) €0.08 (0.14085 立方英尺 x £0.40 = £0.056)

FBA总费用 （预估）€3.45 （预估）€ 2.85 （预估） €3.74

仓储费用由商品申请和展示的国家2015年8月3日的汇率来换算。
寄件总重=单件商品重量+包装重量。寄件商品总重会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单位：g）。包装重量（亚马逊包装重量）为以下标准：小号信封-20g，标准信
封-40g，大号信封-40g，标准包裹-100g,同时超出标准的商品按照240g计算。
备注: 所有费用不包含增值税和任何需要卖方支付的其他的税。以上所有的商品例子只是用来指导计算FBA费用，亚马逊对以上计算方法的准确性不作担保责任。

用在亚马逊的欧盟市场标准非媒体商品的国际贸易的费用

如果您的商品显示在Amazon.co.uk网站上，同时存储在英国，您可以使用亚马逊
欧盟账户在Amazon.de, Amazon.fr, Amazon.it和Amazon.es销售商品。亚马逊
可以通过欧洲配送网络（European Fulfilment Network (EFN)）确保顺利从英国
直接配送这些国际订单。

通过EFN的FBA费用由以下几项组成：
1. EFN的物流费用 （由商品尺寸和重量决定的固定费用）
2. 仓储费 （每立方英尺按比例收费）

常见问题
问：请问我可以用我的亚马逊欧洲交易
市场账户以不同的价格在不同的交易地
销售同一商品吗？
答:当然可以。

问：如果我使用EFN(欧洲配送网络）会
不会存在税务影响？
答：我们建议您就相关问题咨询当地的税
务顾问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问：我的EFN订单是否享有快速投递给顾
客的选项和亚马逊金牌服务的资格？
答：只有订单从您始发的交易点或通过我
们的MCI（多国库存项目）从您库存所在
交易点发货将会获得一天内送货的资格和
其他快速投递的选择。所有订单不论交易
点都将享有亚马逊的金牌服务。

问：什么是FBA出口至欧盟选项？什么
时候应该使用FBA出口至欧盟选项什么
时候应该选择EFN? ?
答：选择FBA出口至欧盟，您只需列出
在Amazon.co.uk销售的商品，当外国
顾客下订单时，亚马逊负责分拣，打包
和从您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本地库存向
欧盟区内投递非媒体商品和全世界范围
内投递媒体商品，目前不收取任何额外
费用。修改订单需根据30天内的通知。
选择EFN您也同样可以使用一个卖家账
户从您的库存所在地发货向其他的亚马
逊欧盟交易点销售商品。

问：什么是FBA出口至欧盟选项？什么时
候应该使用FBA出口至欧盟选项什么时候
应该选择EFN? 
答：选择FBA出口至欧盟，您只需列出在
Amazon.co.uk销售的商品，当外国顾客
下订单时，亚马逊负责分拣，打包和从您
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本地库存向欧盟区内
投递非媒体商品和全世界范围内投递媒体
商品，目前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修改订
单需根据30天内的通知。选择EFN您也同
样可以使用一个卖家账户从您的库存所在
地发货向其他的亚马逊欧盟交易点销售商
品。

问:会收取长期仓储费吗？
答：在亚马逊运营中心储存一年或以上
的每单位物件半年度的长期仓储费为每
立方 £882.50（每立方英尺£25）。此费
用是除了常规仓储费之外另外加收的费
用。如果您在收费之前申请移除或清空
在库商品将不再收费。每个卖家可以在
其库存挑选每个ASIN(亚马逊标准标识
码）的单件商品申请免收年度长期仓储
费。

有哪些可选择的增值服务？

林动绞垫 治卖低辅看
搬迁 £0.60

销毁 £0.20

标签 £0.15

装袋 £0.25

泡沫包装 £0.40

编带 £0.10

不透明套袋 £0.50

了解更多关于亚马逊物流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unified-account-and-efn.html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1408390&language=en_GB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1408390&language=en_GB
http://AMAZON.CO.UK/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0687110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features-benefits.html


非亚马逊渠道销售标准尺寸的非媒体商品 

A-订单从英国至英国 B-订单从英国至欧盟其他国家

I. 取件和包装费用 （每单位固定费用） I. 取件和包装费用（每单位固定费用）

£1.80 £1.35

+ +
2. 包裹称重费
（会根据重量和尺寸浮动）

2. 包裹转运费 （会根据重量和尺寸浮动）

要使用此表，只需将您的商品（以厘米为单位）及其寄件商品配送重量*（克）与
下表中的第一行进行比较。如果您的商品包装尺寸（任一边）或寄件商品配送重
量超过任何列出的最大数值，移至下一个最大的一级（行）再次进行比较。

*寄件商品重量（克）=商品的重量+包装重量

如果订单是从英国配送至欧盟其他国家，订单处理费
（一单）会包含在包裹运转费（称重费）（一件*）
中。费用会根据去到西欧1或者中欧2存在差异。

包装方式  
（单位：克）  尺寸 (cm)

寄件商品重量 
（克）

标准寄件 加急寄件 西欧1 中欧2 

订单处理费 

（每一单固定费用） £5.50 £6.50

包裹转运费 
（每一件） 
每 100 g

<=2.2kg £0.30 £0.75

>2.2kg £0.10 £0.10

小号信封 
(20 g) ≤ 23 x 15 x 0.5 cm 0 - 100 g £0.40 £2.40

标准信封  

(40 g)

≤ 33 x 23 x 2.5 cm 0 - 100 g £0.85 £2.85

101 - 250 g £1.05 £3.05

251 - 500 g £1.20 £3.20

501 - 750 g £1.25 £3.25

标准包裹  

(120 g)

≤ 45 x 34 x 26 cm 0 - 1,000 g £2.10 £4.60

1001 - 1250 g £2.90 £5.40

1251 - 1500 g £3.00 £5.50

* 总计费重量（寄件商品重量）=包装重量+每件商品
的重量，寄件商品总重会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
（单位：g）。包装重量（亚马逊包装重量）为以下
标准：小号信封-20g，标准信封-40g，大号信
封-40g，标准包裹-100g,同时超出标准的商品按照
240g计算。上表中包含了各个装用类型的尺寸。其
出货资格人员将收取每票出货的全部费用(一批货件
将被授权所属分段的全部费用)。 

1西欧：奥地利，比利时，德国，丹麦，
芬兰，法国，希腊，卢森堡，意大利，爱尔兰，
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
2中欧：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共和国，
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塞浦路斯，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
马耳他，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

1501 - 1750 g £3.10 £5.60

1751 - 2000 g £3.20 £5.70

2 - 5 kg £3.70 £6.20

5 - 10 kg £4.30 £6.80

10 - 12 kg £5.80 £8.30

12 + kg £5.80 + 
£0.31 

per kg

£8.30 +
£0.60 

per kg
*总计费重量（寄件商品重量）=包装重量+每件商品的重量，寄件商品总重会四舍
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单位：g）。包装重量（亚马逊包装重量）为以下标准：小
号信封-20g，标准信封-40g，大号信封-40g，标准包裹-100g,同时超出标准的商
品按照240g计算。上表中包含了各个装用类型的尺寸。其出货资格人员将收取每
票出货的全部费用。备注：单位重量，尺寸以及其他计算费用的测量标准，解释权
都归亚马逊所有。

+ +
3.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每月按比例收费）

仓储费的收取按照自然月计算，同时基于存放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每日平均体积（按立方米计）。基于FBA政策，任一件商品的体积都按照单
位尺寸做最合适的包装出货给顾客。亚马逊有权对所有的体积、重量测量标准和代表样本做出解释，如出现任何冲突，以亚马逊的标准为准。
实际仓储费按照每英尺计算，可能会出现四舍五入的差异。

一月至九月: £0.30           十月至十二月: £0.40

例如： （订单从英国至欧盟其他国家）

尺寸
£60 数码相机
20 x 16 x 18 cm 
(0.00576 立方米) = 0.2034 立方英尺

寄件总重 880 g

商品尺寸等级 非媒体标准包裹(0-1000g) 

目的地为西欧国家 目的地为中欧国家
I. 取件和包装费用 1件 x £1.35 = £1.35 1件 x £1.35 = £1.35

2. 每件包裹转运费 880 g x £0.30 每 100 g = £2.64 880 g x £0.75 每 100 g = £6.60

3. 每月仓储费（10月） 0.2034 立方英尺 x £0.40 = £0.08 0.2034 立方英尺 x £0.40 = £0.08

4. 订单处理费 £5.50 £6.50

FBA总费用 £9.57* £14.53*
* 任何额外的销售渠道费用请咨询您具体的销售渠道方。

例如：（订单从英国至英国）

尺寸
£60数码相机 
20 x 16 x 18 cm  
(0.00576 立方米) = 0.2034 立方英尺

寄件总重 880 g

商品尺寸等级 非媒体标准包裹(0-1000g) 

I. 取件和包装费用 1 件£1.80 = £1.80

2. 每件包裹转运费 1件货 x £2.10 = £2.10

3. 每月仓储费（10月） 0.2034 立方英尺 x £0.40 = £0.08

FBA总费用 £3.98*
* 任何额外的销售渠道费用请咨询您具体的销售渠道方。

非亚马逊渠道销售使用亚马逊物流的标准尺寸非媒体商品的FBA费用由以下三项组成

1. 取件和包装费用（每单位固定费用）
2. 包裹称重费（会根据重量和尺寸浮动）
3.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按比例收费）

根据不同的配送渠道，FBA费用会因为以下两种情况而不同：  
A-订单从英国至英国
B-订单从英国至欧洲其他国家

备注: 所有费用不包含增值税和任何需要卖方支付的其他的税。以上所有的商品例子只是用来指导计算FBA费用，亚马逊对以上计算方法的准确性不作担保责任。

常见问题
问：我可以在欧盟区的销售价格
上添加全部或部分的多渠道配送
出口费吗？
答:可以，您甚至可以自己添加
相应的西欧和中欧关税。

问：通过FBA配送的商品类型有
限制吗?
答：是的，更多关于商品限制的
详细信息请咨询FBA项目政策。

问：我的多渠道出口订单是否
享有快速投递给顾客的选项和
亚马逊金牌服务的资格？
答：只有订单从您始发的交易
点或通过我们的MCI（多国库
存）从您库存所在交易点发货
将会获得一天内送货的资格和
其他快速投递的选项。所有订
单不论交易点都将享有亚马逊
的金牌服务。

问：如果我使用多渠道出配送出
口会不会存在税务影响？
答：我们建议您就相关问题咨询
当地的税务顾问并采取相应的措
施。

问：当我使用多渠道配送出口是
否会收取额外费用或亚马逊销售
费？答：是的。仓储费和选项费
仍然生效。但是，亚马逊销售费
只对Amazon.co.uk的订单生
效，而多渠道配送订单不收取销
售费。对于目前的销售数据和价
格，请访问Selling on Amazon 
fees. 

问： 我可以通过亚马逊商城网
络服务（MWS)和平面文件提
交多渠道出口订单吗？
A：是的，可以。

问:会收取长期仓储费吗？
答：在亚马逊运营中心储存一年
或以上的每单位物品半年度的长
期仓储费为每立方 £882.50（每
立方英尺£25）。此费用是除了
常规仓储费之外另外加收的费
用。如果您在收费之前申请移除
或清空在库商品将不再收费。每
个卖家可以在其库存挑选每个
ASIN(亚马逊标准标识码）的单
件商品申请免收年度长期仓储
费。

有哪些可选择的增值服务？

服务 收费/每件
搬迁 £0.60

清理 £0.20

标签服务 £0.15

塑料袋 £0.25

气泡膜 £0.40

贴胶布 £0.10

不透明塑料袋  £0.50

了解更多关于亚马逊物流

http://Amazon.co.uk/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sell-online/pricing.html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0687110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features-benefits.html


在英国亚马逊AMAZON.CO.UK销售标准尺寸媒体商品

在英国亚马逊AMAZON.CO.UK销售标准尺寸媒体商品的费用 

以下物流费适用于所有卖价低于300英镑的标准尺寸书籍、音频、视频游
戏、DVD以及软件（300英镑以上的商品可以免收物流费）

FBA费用由以下几项组成：
1. 物流费（由商品尺寸和重量决定的固定费用）
2.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按比例收费）

1. 物流费（根据商品尺寸和重量收费）

要使用此表，只需将您商品的尺寸（以厘米为单位）及其出仓配送重量*（克）与下面的表中的第一行进行比
较。如果您的商品的包装尺寸（任何一边）或出站配送重量超过任何列出的最大数值，移至到下一个最大的一
级（行）再次进行比较。
*寄件商品重量（克）=商品的重量+包装重量

包装方式
（单位：克） 尺寸 (cm)

寄件商品重量
（克） 费用

小号信封 (20 g) ≤ 20 x 15 x 1 cm 0 - 100 g £0.66

标准信封 (40 g) ≤ 33 x 23 x 2.5 cm 0 - 100 g £0.71
101 - 250 g £0.75
251 - 500 g £0.97

大号信封 (40 g) ≤ 33 x 23 x 5 cm 0 - 1,000 g £1.41

标准包裹 (100 g) ≤ 45 x 34 x 26 cm 0 - 250 g £1.36
251 - 500 g £1.39
501 - 1,000 g £1.43

1,001 - 1,500 g £1.71
1,501 - 2,000 g £1.88
2,001 - 3,000 g £2.94
3,001 - 4,000 g £2.99
4,001 - 5,000 g £2.99
5,001 - 6,000 g £3.33
6,001 - 7,000 g £3.33
7,001 - 8,000 g £3.33
8,001 - 9,000 g £3.33
9,001 - 10,000 g £3.33

10,001 - 11,000 g £3.33
11,001 - 12,000 g £3.33

备注: 关于单位重量、尺寸和其他用于计算费用的计量标准，解释权均归亚马逊所有。

+
2.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每月按比例收费）

仓储费的收取按照自然月计算，同时基于存放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每日平均体积（按立方米计）。基于FBA政策，
任一件商品的体积都按照单位尺寸做最合适的包装出货给顾客。亚马逊有权对所有的体积、重量测量标准和代表样
本做出解释，如出现任何冲突，以亚马逊的标准为准。实际仓储费按照每英尺计算，可能会出现四舍五入的差异。

一月至九月 £0.30           十月至十二月£0.40

备注：在亚马逊销售的费用适用于以上提到的FBA费用。不包含增值税和任何需要卖方支付的其他的税。

例如：

DVD 书籍
尺寸 18 x 13.6 x 1.4 cm  

(0.000343 立方米)  
= 0.0121 立方英尺

24 x 16.2 x 3.5 cm  
(0.00136 立方米)  
= 0.0480 立方英尺

寄件总重 30 g 150 g

商品尺寸等级 媒体标准信封100g 媒体大号信封1000g

1. 单位物流费 £0.71 (1 件 x £0.71) 1. £1.41 (1 件 x £1.41)
2. 每月仓储费（10月） £0.005 (0.0121 立方英尺 x £0.40) 2. £0.02 (0.0480 立方英尺 x £0.40)

FBA总费用 £0.715 FBA总费用 £1.43

寄件总重=单件商品重量+包装重量。寄件商品总重会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单位：g）。包装重量（亚马逊包装重量）为以下标准：小号信封-20g，标准信
封-40g，大号信封-40g，标准包裹-100g,同时超出标准的商品按照240g计算。

常见问题
问：什么是零物流费？
答：只有在Amazon.co.uk 购买价
格£300 或以上的标准尺寸商品才有
资格获得零物流费。对于此类商品
您无需支付物流费。其他费用如仓
储费、可选服务费、亚马逊销售费
仍然适用。通过多渠道配送选项订
购超大件物品不符合零物流费。

问：我还要支付亚马逊销售费？
答：亚马逊销售费只适用于
Amazon.co.uk的订单，对多渠道
配送订单不收取费用。对于目前销
售计划的数据和价格，请访问
Selling on Amazon fees。

问：通过FBA快递的商品类型有限
制吗？
答：是的，更多关于商品限制的详
细信息请咨询FBA项目政策。

问：FBA政策怎么处理顾客的退换
货以及库存的丢失或损坏？
答：当涉及到您的库存的保管，我
们时刻高标准要求。然而，事故偶
尔的发生无法避免。了解更多FBA
的 库存遗失和损坏报销政策

问:会收取长期仓储费吗？
答：在亚马逊运营中心储存一年或
以上的每单位物品半年度的长期仓
储费为每立方 £882.50（每立方英
尺£25）。此费用是除了常规仓储
费之外另外加收的费用。如果您在
收费之前申请移除或清空在库商品
将不再收费。每个卖家可以在其库
存挑选每个ASIN(亚马逊标准标识
码的单件商品申请免收年度长期仓
储费。

有哪些可选择的增值服务？

£0.60

£0.20

£0.15

£0.25

£0.40

£0.10

£0.50

了解更多关于亚马逊物流

例如：

尺寸

寄件总重
商品尺寸等级

 单位物流费
 每月仓储费（10月）

服务 收费/每件
搬迁
清理
标签服务

塑料袋

气泡膜

贴胶布 

不透明塑料袋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zero-fee-fulfilment.html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zero-fee-fulfilment.html
http://AMAZON.CO.UK/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zero-fee-fulfilment.html
http://AMAZON.CO.UK/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sell-online/pricing.html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0140860&language=en_GB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0140860&language=en_GB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help_search__1-1?ie=UTF8&nodeId=200406460&qid=1307543669&sr=1-1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help_search__1-1?ie=UTF8&nodeId=200406460&qid=1307543669&sr=1-1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0687110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features-benefits.html


在亚马逊的欧盟市场销售标准媒体商品 

1. 欧洲配送网络的物流费用（由商品尺寸和重量决定的固定费用）

要使用此表，只需将您商品的尺寸（以厘米为单位）及其寄件商品配送重量*（克）与下面的表中的第一行进行
比较。如果您的商品的包装尺寸（任何一边）或寄件商品配送重量超过任何列出的最大数值，移至到下一个最
大的一级（行）再次进行比较。
*寄件商品重量（克）=商品的重量+包装重量

包装方式
（单位：克） 尺寸 (cm)

寄件商品重量
（克） 费用

小号信封 (20 g) ≤ 20 x 15 x 1 cm 0 - 100 g €2.49

标准信封 (40 g) ≤ 33 x 23 x 2.5 cm 0 - 100 g €2.64
101 - 250 g €2.64
251 - 500 g €2.66

大号信封 (40 g) ≤ 33 x 23 x 5 cm 0 - 1,000 g €3.10

标准包裹 (100 g) ≤ 45 x 34 x 26 cm 0 - 250 g €3.28
251 - 500 g €3.34
501 - 1,000 g €3.64

1,001 - 1,500 g €3.70
1,501 - 2,000 g €3.70
2,001 - 3,000 g €5.27
3,001 - 4,000 g €5.27
4,001 - 5,000 g €5.27
5,001 - 6,000 g €5.32
6,001 - 7,000 g €5.32
7,001 - 8,000 g €5.32
8,001 - 9,000 g €5.32
9,001 - 10,000 g €5.32

10,001 - 11,000 g €5.32
11,001 - 12,000 g €5.32

备注：关于单位重量、尺寸和其他用于计算费用的计量标准，解释权均归亚马逊所有。

+
2.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每月按比例收费）

仓储费的收取按照自然月计算，同时基于存放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每日平均体积（按立方米计）。基于亚马逊物流
政策，任一件商品的体积都按照单位尺寸做最合适的包装出货给顾客。亚马逊有权对所有的体积、重量测量标准和
代表样本做出解释，如出现任何冲突，以亚马逊的标准为准。实际仓储费按照每英尺计算，可能会出现四舍五入的
差异。

一月至九月: £0.30           十月至十二月: £0.40

备注：在亚马逊当地销售的费用取决于订单来源地，同时计算以上提到的总共的亚马逊物流费用。

例如： 例如：

尺寸

DVD 
在亚马逊网站下单同时由英国
的运营中心发货
18 x 13.6 x 1.4 cm  
(0.000343 立方米) = 0.0121 立方英尺

书籍
在亚马逊网站下单同时由英国
的运营中心发货
24 x 16.2 x 3.5 cm  
(0.00136 立方米) = 0.0480 立方英尺

寄件总重 30 g 150 g

商品尺寸等级 媒体标准信封100g 媒体大号信封1000g

1. 单位物流费 €2.64 (1 件 x €2.64) 1. €3.10 (1 件 x €3.10)
2. 每月仓储费1（10月） €0.01 (0.0121 立方英尺 x £0.40 = £0.005) 2. €0.03 (0.0480 立方英尺 x £0.40 = £0.02)

FBA总费用 (预估)€2.65 FBA总费用 (预估)€3.13
1仓储费用由商品申请和展示的国家2015年8月3日的汇率来换算。
寄件总重=单件商品重量+包装重量。寄件商品总重会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单位：g）。包装重量（亚马逊包装重量）为以下标准：小号信封-20g，标准信
封-40g，大号信封-40g，标准包裹-100g,同时超出标准的商品按照240g计算。
备注：所有费用不包含增值税和任何需要卖方支付的其他的税。以上所有的商品例子只是用来指导计算FBA费用，亚马逊对以上计算方法的准确性不作担保责任。

在亚马逊的欧盟市场销售标准媒体商品的费用

如果您的商品显示在Amazon.co.uk网站且商品库存存储在英国，您可以使用亚马
逊欧盟账户在Amazon.de, Amazon.fr, Amazon.it and Amazon.es销售商品。亚
马逊可以通过欧洲配送网络（European Fulfilment Network (EFN)）确保商品顺
利从英国直接配送这些国际订单。

关于欧洲配送网络的亚马逊物流总费用由以下几项组成：
1. 欧洲配送网络的物流费用（由商品尺寸和重量决定的固定费用）
2.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每月按比例收费）

常见问题
请问我可以用我的亚马逊欧洲交易市场
账户以不同的价格在不同的交易地销售
同一商品吗？
答:当然可以。

问：如果我使用EFN(欧洲配送网络）会
不会存在税务影响？答：我们建议您就相
关问题咨询当地的税务顾问并采取相应的
措施。

问：我的EFN订单是否享有快速投递给顾
客的选项和亚马逊金牌服务的资格？
答：只有订单从您始发的交易点或通过我
们的MCI（多国库存）从您库存所在交易
点发货将会获得一天内送货的资格和其他
快速投递的选择。所有订单不论交易点都
将享有亚马逊的金牌服务。

问：什么是FBA出口至欧洲选项？ 什么
时候应该使用FBA出口至欧盟选项，什
么时候应该选择EFN?
答： 选择FBA出口至欧盟，您只需列出
在Amazon.co.uk销售的商品，当外国
顾客下订单时，亚马逊负责拣货，打包
和从您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本地库存向
欧盟区内投递非媒体商品和全世界范围
内投递媒体商品，目前不收取任何额外
费用。修改订单需根据30天内的通知。
选择EFN您也同样可以使用一个卖家账
户从您的库存所在地发货向其他的亚马
逊欧盟交易点销售商品。 

问:会收取长期仓储费吗？
答：在亚马逊运营中心储存一年或以上
的每单位物品半年度的长期仓储费为每
立方 £882.50（每立方英尺£25）。此费
用是除了常规仓储费之外另外加收的费
用。如果您在收费之前申请移除或清空
在库商品将不再收费。每个卖家可以在
其库存挑选每个ASIN(亚马逊标准标识
码）的单件商品申请免收年度长期仓储
费。

有哪些可选择的增值服务？

£0.60

£0.20

£0.15

£0.25

£0.40

£0.10

£0.50

了解更多关于亚马逊物流

尺寸

寄件总重
商品尺寸等级

 单位物流费
 每月仓储费1（10月）

服务 收费/每件
搬迁
清理
标签服务
塑料袋
气泡膜
贴胶布 
不透明塑料袋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unified-account-and-efn.html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1408390&language=en_GB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1408390&language=en_GB
http://AMAZON.CO.UK/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0687110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features-benefits.html


非亚马逊渠道销售标准尺寸的非媒体商品 

A-订单从英国至英国 B-订单从英国至欧洲其他国家

I. 取件和包装费用（每单位固定费用） I. 取件和包装费用（每单位固定费用）

£1.20 £0.85

+ +
2. 包裹转运费
(会根据重量和尺寸浮动)

2. 包裹称重费
（会根据重量和尺寸浮动)

要使用此表，只需将您的商品（以厘米为单位）及其寄件商品配送重量*（克）与
下表中的第一行进行比较。如果您的商品包装尺寸（任一边）或寄件商品配送重
量超过任何列出的最大数值，移至下一个最大的一级（行）再次进行比较。

*寄件商品重量（克）=商品的重量+包装重量

如果订单是从英国去到欧洲其他国家，订单处理费
（一单）会包含在包裹运转费（一件*）中。费用会根
据去到西欧1或者中欧2存在差异。

包装方式
（单位：克）  尺寸 (cm)

寄件商品重量
（克） 

标准寄件 加急寄件 
西欧1 中欧2

订单处理费
（每一单固定费用） £5.50 £6.50

包裹转运费
（每一件）

<=2.2kg £0.30 £0.75

>2.2kg £0.10 £0.10

小号信封 
(20 g) ≤ 23 x 15 x 0.5 cm 0 - 100 g £0.40 £2.40

标准信封 
(40 g)

≤ 33 x 23 x 2.5 cm 0 - 100 g £0.50 £2.50

101 - 250 g £0.60 £2.60

251 - 500 g £0.90 £2.90

501 - 750 g £1.20 £3.20

标准包裹 
(120 g)

≤ 45 x 34 x 26 cm 0 - 1,000 g £1.60 £4.10

1001 - 1250 g £1.80 £4.30

1251 - 1500 g £1.90 £4.40

*总计费重量（寄件商品重量）=包装重量+每件商
品的重量，寄件商品总重会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
数（单位：g）。包装重量（亚马逊包装重量）为
以下标准：小号信封-20g，标准信封-40g，大号
信封-40g，标准包裹-100g,同时超出标准的商品
按照240g计算。上表中包含了各个装用类型的尺
寸。其出货资格人员将收取每票出货的全部费用 

1西欧：奥地利，比利时，德国，丹麦，
芬兰，法国，希腊，卢森堡，意大利，爱尔兰，
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
2中欧：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共和国，
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塞浦路斯，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马耳他，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

1501 - 1750 g £2.10 £4.60

1751 - 2000 g £2.40 £4.90

2 - 5 kg £3.45 £5.95

5 - 10 kg £3.80 £6.30

10 - 12 kg £5.40 £7.90

12 + kg £5.40 +
£0.31

per kg

£7.90 +
£0.60 

per kg
*总计费重量（寄件商品重量）=包装重量+每件商品的重量，寄件商品总重会四舍
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单位：g）。包装重量（亚马逊包装重量）为以下标准：小
号信封-20g，标准信封-40g，大号信封-40g，标准包裹-100g,同时超出标准的商
品按照240g计算。上表中包含了各个装用类型的尺寸。其出货资格人员将收取每
票出货的全部费用.备注：单位重量，尺寸以及其他计算费用的测量标准，解释权
都归亚马逊所有。

+ +
3.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按比例收费）

仓储费的收取按照自然月计算，同时基于存放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每日平均体积（按立方米计）。基于FBA政策，任一件商品的体积都按照单
位尺寸做最合适的包装出货给顾客。亚马逊有权对所有的体积、重量测量标准和代表样本做出解释，如出现任何冲突，以亚马逊的标准为准。
实际仓储费按照每英尺计算，可能会出现四舍五入的差异。

一月至九月: £0.30           十月至十二月: £0.40

例如：（订单从英国至欧盟其他国家）

尺寸
£10 Book 
22 x 14 x 2 cm (0.000616 立方米)  = 
0.0218 立方英尺

寄件总重 352 g

商品尺寸等级 媒体标准包裹(251-500g)

目的地为西欧国家 目的地为中欧国家
I. 取件和包装费用 1 件 x £0.85 = £0.85 1 件 x £0.85 = £0.85

2. 每件包裹转运费 352 g x £0.30 每 100 g = £1.06 352 g x £0.75 每 100 g = £2.64

3. 每月仓储费（10月） 0.0218 立方英尺x £0.40 = £0.01 0.0218 立方英尺x £0.40 = £0.01

4. 订单处理费 £5.50 £6.50

FBA总费用 £7.42* £10.00*
* 任何额外的销售渠道费用请咨询您具体的销售渠道方

例如：（订单从英国至英国）

尺寸
£10 书籍 
22 x 14 x 2 cm (0.000616 立方米)  = 
0.0218 立方英尺

寄件总重 352 g

商品尺寸等级 媒体标准包裹 (251 - 500 g)

I. 取件和包装费用 1 件 x £1.20 = £1.20

2. 每件包裹转运费 1件货 x £0.90 = £0.90

3. 每月仓储费（10月） 0.0218 立方英尺 x £0.40 = £0.01  (预估)

FBA总费用 €2.11
* 任何额外的销售渠道费用请咨询您具体的销售渠道方。

非亚马逊渠道销售使用亚马逊物流的标准尺寸非媒体商品的FBA费用由以下三项组成

1. 取件和包装费用（每单位固定费用）
2. 包裹称重费（会根据重量和尺寸浮动）
3.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每月按比例收费）

根据不同的配送渠道，FBA费用会因为以下两种情况而不同：
A-订单从英国至英国
B-订单从英国至欧洲其他国家

备注：所有费用不包含增值税和任何需要卖方支付的其他的税。以上所有的商品例子只是用来指导计算FBA费用，亚马逊对以上计算方法的准确性不作担保责任。

常见问题
问：我可以在欧盟区的销售价格
上添加全部或部分的多渠道配送
出口费吗？
答:可以，您甚至可以自己添加
相应的西欧和中欧关税。

问：通过FBA和多渠道物流发货
的商品类型有限制吗？
答：是的，更多关于商品限制的
详细信息请咨询FBA项目政策。
任一单件通过多渠道出口的商品
重量最大不能超过30公斤。

问：如果我使用多渠道出口物
流会不会存在税务影响？
答：我们建议您就相关问题咨
询当地的税务顾问并采取相应
的措施。

问：当我使用多渠道配送出口是
否会收取额外费用或亚马逊销售
费？
答：是的。仓储费和选项费仍然
生效。但是，亚马逊销售费只对
Amazon.co.uk的订单生效，而
多渠道物流订单不收取销售费。
对于目前的销售数据和价格，请
访问Selling on Amazon fees. 

问： 我可以通过亚马逊商城网络
服务（MWS)和平面文件提交多
渠道出口订单吗？
 答：是的，可以。

问:会收取长期仓储费吗？
答：在亚马逊运营中心储存一年
或以上的每单位物品半年度的长
期仓储费为每立方 £882.50（每
立方英尺£25）。此费用是除了
常规仓储费之外另外加收的费
用。如果您在收费之前申请移除
或清空在库商品将不再收费。每
个卖家可以在其库存挑选每个
ASIN(亚马逊标准标识码的单件
商品申请免收年度长期仓储费。

有哪些可选择的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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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关于亚马逊物流

服务 收费/每件
搬迁
清理
标签服务
塑料袋
气泡膜
贴胶布 
不透明塑料袋  

http://Amazon.co.uk/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sell-online/pricing.html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0687110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features-benefits.html


在英国亚马逊AMAZON.CO.UK销售超大尺寸商品

在英国亚马逊AMAZON.CO.UK销售超大尺寸商品的费用 

以下物流费适用于所有卖价低于300英镑的超过标准包装尺寸的商品（300英镑
以上的商品可以免收物流费）

FBA费用由以下几项组成：
1. 物流费（由商品尺寸和重量决定的固定费用）
2.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每月按比例收费）

1. 物流费（根据商品尺寸和重量收费）

要使用此表，只需将您商品的尺寸（以厘米为单位）及其出仓配送重量*
（克）与下面的表中的第一行进行比较。如果您的商品的包装尺寸（任何一边）或
出站配送重量超过任何列出的最大数值，移至到下一个最大的一级（行）再次进行比较。
*寄件商品重量（克）=商品的重量+包装重量

包装方式（单位：克） 尺寸 (cm)
寄件商品重量 (g) 费用

小号超大件 (240 g) ≤ 61 x 46 x 46 cm 0 - 1,000 g £2.97
1001 - 1,250 g £3.32
1,251 - 1,500 g £3.58
1,501 - 1,750 g £3.65
1,751 - 2,000 g £3.70

标准超大件 (240 g) ≤ 120 x 60 x 60 cm 1 kg £3.79
2 kg £4.05
3 kg £4.14
4 kg £4.17
5 kg £4.20
6 kg £4.96
7 kg £5.01
8 kg £5.04
9 kg £5.04
10 kg £5.06
15 kg £5.39
20 kg £5.66
25 kg £6.27
30 kg £6.27

大号超大件 (240 g) > 120 x 60 x 60 cm 5 kg £4.69
10 kg £5.66
15 kg £5.98
20 kg £6.27
25 kg £6.84
30 kg £6.85

备注：关于单位重量、尺寸和其他用于计算费用的计量标准，解释权均归亚马逊所有

+
2.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每月按比例收费）

仓储费的收取按照自然月计算，同时基于存放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每日平均体积（按立方米计）。基于FBA政策，
任一件商品的体积都按照单位尺寸做最合适的包装出货给顾客。亚马逊有权对所有的体积、重量测量标准和代表样
本做出解释，如出现任何冲突，以亚马逊的标准为准。实际仓储费按照每英尺计算，可能会出现四舍五入的差异。

一月至九月: £0.30           十月至十二月: £0.40

备注：在亚马逊销售的费用适用于以上提到的FBA费用。不包含增值税和任何需要卖方支付的其他的税。

例如：

高尔夫套装 键盘 木柜
尺寸 121.9 x 27.9 x 22.9 cm  

(0.077883129 立方米)  = 
2.75 立方英尺

150 x 10 x 10 cm 
(0.015 立方米)  
= 0.5297 立方英尺

74 x 56 x 32 cm 
(0.1326 立方米) 
= 4.683 立方英尺

寄件总重 10.2 kg 5.4 kg 6.2 kg

商品尺寸等级 大号超大件 15 kg 大号超大件 10 kg 标准超大件 7 kg

1. 单位物流费 £5.98 (1 件 x £5.98) £5.66 (1 件 x £5.66) £5.01 (1 件 x £5.01)
2. 每月仓储费（10月） £1.10 (2.75 立方英尺 x £0.40) £0.21 (0.5297 立方英尺 x £0.40) £1.87 (4.683 立方英尺 x £0.40)

Total FBA Fee £7.08 £5.87 £6.88

寄件总重=单件商品重量+包装重量。寄件商品总重会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单位：g）。包装重量（亚马逊包装重量）为以下标准：小号信封-20g，标准信
封-40g，大号信封-40g，标准包裹-100g,同时超出标准的商品按照240g计算。
备注：所有费用不包含增值税和任何需要卖方支付的其他的税。以上所有的商品例子只是用来指导计算FBA费用，亚马逊对以上计算方法的准确性不作担保责任。

常见问题
问：什么是零物流费？
答：只有在Amazon.co.uk 购买价
格£300 或以上的标准尺寸商品才有
资格获得零物流费。对于此类商品
您无需支付物流费。其他费用如仓
储费、可选服务费、亚马逊销售费
仍然适用。通过多渠道配送选项订
购超大件物品不符合零物流费。

问：我还要支付亚马逊销售费吗
答：亚马逊销售费只适用于
Amazon.co.uk的订单，对多渠道
配送订单不收取费用。对于目前销
售计划的数据和价格，请访问
Selling on Amazon fees。

问：通过FBA快递的商品类型有限
制吗？
答：是的，更多关于商品限制的详
细信息请咨询FBA项目政策。

问：FBA政策怎么处理顾客的退换
货以及库存的丢失或损坏？
答：当涉及到您的库存的保管，我
们时刻以高标准要求。然而，事故
偶尔的发生无法避免。了解更多关
于FBA的 库存遗失和损坏报销政策

问:会收取长期仓储费吗？
答：在亚马逊运营中心储存一年或
以上的每单位物品半年度的长期仓
储费为每立方 £882.50（每立方英
尺£25）。此费用是除了常规仓储
费之外另外加收的费用。如果您在
收费之前申请移除或清空在库商品
将不再收费。每个卖家可以在其库
存挑选每个ASIN(亚马逊标准标识
码的）单件商品申请免收年度长期
仓储费。

有哪些可选择的增值服务？

£1.00

£0.50

£0.15

£0.50

£0.80

£0.20

£1.00

了解更多关于亚马逊物流

服务 收费/每件
搬迁

清理

标签服务

塑料袋
气泡膜

贴胶布 

不透明塑料袋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zero-fee-fulfilment.html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zero-fee-fulfilment.html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zero-fee-fulfilment.html
http://AMAZON.CO.UK/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zero-fee-fulfilment.html
http://AMAZON.CO.UK/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sell-online/pricing.html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0140860&language=en_GB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0140860&language=en_GB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help_search__1-1?ie=UTF8&nodeId=200406460&qid=1307543669&sr=1-1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help_search__1-1?ie=UTF8&nodeId=200406460&qid=1307543669&sr=1-1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0687110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features-benefits.html


在亚马逊的欧盟市场销售超大尺寸商品 

例如：

尺寸

高尔夫套装 
在亚马逊网站下单同时由英
国的运营中心发货 
121.9 x 27.9 x 22.9 cm  
(0.077883129 立方米) = 2.75 立方英尺

键盘
在亚马逊网站下单同时由英
国的运营中心发货 
150 x 10 x 10 cm 
(0.015 立方米) = 0.5297 立方英尺

木柜
在亚马逊网站下单同时由英
国的运营中心发货 
74 x 56 x 32 cm 
(0.1326 立方米) = 4.683 立方英尺

寄件总重 10.2 kg 5.4 kg 6.2 kg

商品尺寸等级 大号超大件 15 kg 大号超大件 10 kg 标准超大件 7 kg

1. 单位物流费 €9.57 (1 件 x €9.57) €9.05 (1 件 x €9.05) €8.02 (1 件 x €9.05)
2. 每月仓储费1 (10月) €1.55 (2.75 立方英尺 x £0.40 = £1.10) €0.30 (0.5297 立方英尺 x £0.40 = £0.21) €2.63 (4.683 立方英尺 x £0.40= £1.87)

FBA总费用 (预估)€11.12 (预估) €9.35 (预估)€10.65
1仓储费用由商品申请和展示的国家2015年8月3日的汇率来换算。

寄件总重=单件商品重量+包装重量。寄件商品总重会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单位：g）。包装重量（亚马逊包装重量）为以下标准：小号信封-20g，标准信
封-40g，大号信封-40g，标准包裹-100g,同时超出标准的商品按照240g计算。

在亚马逊的欧盟市场销售超大尺寸商品的费用internationally 

如果您的商品显示在Amazon.co.uk网站同时存储在英国，您可以使用亚马逊欧盟
账户在Amazon.de, Amazon.fr, Amazon.it and Amazon.es销售商品。亚马逊可
以通过欧洲配送网络（European Fulfilment Network (EFN)）确保顺利从英国直
接完成这些国际订单

通过EFN的FBA费用由以下几项组成：
1. EFN的物流费用（由商品尺寸和重量决定的固定费用）
2.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每月按比例收费）

1. EFN的物流费用（由商品尺寸和重量决定的固定费用）

要使用此表，只需将您商品的尺寸（以厘米为单位）及其寄件商品运输重量*（克）与下面的表中的第一行进行
比较。如果您的商品的包装尺寸（任何一边）或
寄件商品运输重量超过任何列出的最大数值，移至到下一个最大的一级（行）再次进行比较。
*寄件商品重量（克）=商品的重量+包装重量

包装方式
（单位：克） 尺寸 (cm)

寄件商品重量（克） 费用

小号超大件 (240 g) ≤ 61 x 46 x 46 cm 0 - 1,000 g €6.72
1001 - 1,250 g €6.89
1,251 - 1,500 g €6.92
1,501 - 1,750 g €6.92
1,751 - 2,000 g €6.94

标准超大件 (240 g) ≤ 120 x 60 x 60 cm 1 kg €6.77
2 kg €6.94
3 kg €7.45
4 kg €7.45
5 kg €7.50
6 kg €7.93
7 kg €8.02
8 kg €8.06
9 kg €8.06
10 kg €8.09
15 kg €8.63
20 kg €9.06
25 kg €10.03
30 kg €10.03

大号超大件 (240 g) > 120 x 60 x 60 cm 5 kg €7.50
10 kg €9.05
15 kg €9.57
20 kg €10.03
25 kg €10.94
30 kg €10.96

备注：关于单位重量、尺寸和其他用于计算费用的计量标准，解释权均归亚马逊所有。

+
2.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每月按比例收费）

仓储费的收取按照自然月计算，同时基于存放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每日平均体积（按立方米计）。基于FBA政策，
任一件商品的体积都按照单位尺寸做最合适的包装出货给顾客。亚马逊有权对所有的体积、重量测量标准和代表样
本做出解释，如出现任何冲突，以亚马逊的标准为准。实际仓储费按照每英尺计算，可能会出现四舍五入的差异。

一月至九月 £0.30           十月至十二月 £0.40

备注：在亚马逊当地销售的费用取决于订单来源地，同时计算以上提到的总共的FBA费用。

常见问题
问：请问我可以用我的亚马逊欧洲交易
市场账户以不同的价格在不同的交易地
销售同一商品吗？ 
答:当然可以。

问：如果我使用EFN欧洲配送网络会不会
存在税务影响？
答：我们建议您就相关问题咨询当地的税
务顾问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问：我的EFN订单是否享有快速投递给顾
客的选项和亚马逊金牌服务的资格？
答：只有订单从您始发的交易点或通过我
们的MCI（多国库存项目）从您库存所在
交易点发货将会获得一天内送货的资格和
其他快速投递的选择。所有订单不论交易
点都将享有亚马逊的金牌服务。

问：什么是FBA出口至欧盟选项？ 什么
时候应该使用FBA出口至欧盟选项什么
时候应该选择EFN? 
答： 选择FBA出口至欧盟，您只需列出
在Amazon.co.uk销售的商品，当外国
顾客下订单时，亚马逊负责拣货，打包
和从您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本地库存向
欧盟区内投递非媒体商品和全世界范围
内投递媒体商品，目前不收取任何额外
费用。修改订单需根据30天内的通知。
选择EFN您也同样可以使用一个卖家账
户从您的库存所在地发货向其他的亚马
逊欧盟交易点销售商品。 

问:会收取长期仓储费吗？
答：在亚马逊运营中心储存一年或以上的
每单位物品半年度的长期仓储费为每立方 
£882.50（每立方英尺£25）。此费用是
除了常规仓储费之外另外加收的费用。如
果您在收费之前申请移除或清空在库商品
将不再收费。每个卖家可以在其库存挑选
每个ASIN(亚马逊标准标识码）的单件商
品申请免收年度长期仓储费。

有哪些可选择的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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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关于亚马逊物流

服务 收费/每件
搬迁
清理
标签服务
塑料袋
气泡膜
贴胶布 
不透明塑料袋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unified-account-and-efn.html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1408390&language=en_GB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seller/registration/participationAgreement.html/?itemID=201408390&language=en_GB
http://AMAZON.CO.UK/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0687110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features-benefits.html


非亚马逊渠道销售超大尺寸的商品 

A-订单从英国至英国 B-订单从英国至欧盟其他国家

I. 取件和包装费用（每单位固定费用） I. 取件和包装费用（每单位固定费用）
£4.50 £4.05

+ +
2. 包裹称重费（会根据重量和尺寸浮动） 2. 包裹转运费（会根据重量和尺寸浮动）

要使用此表，只需将您的商品（以厘米为单位）及其寄件商品配送重量*（克）与
下表中的第一行进行比较。如果您的商品包装尺寸（任一边）或寄件商品配送重
量超过任何列出的最大数值，移至下一个最大的一级（行）再次进行比较。

*寄件商品重量（克）=商品的重量+包装重量

如果订单是从英国配送到欧盟其他国家，订单处理费
（一单）会包含在包裹运转费（一件*）中。费用会根
据去到西欧1或者中欧2存在差异。

包装方式
（单位：克）  尺寸(cm)

寄件商品重量 
(g)

标准寄件 加急寄件 
西欧1 中欧2

订单处理费
（每一单固定费用） £5.50 £6.50

包裹转运费
（每一件） 

<=2.2kg £0.30 £0.75

>2.2kg £0.10 £0.10

**总计费重量（寄件商品重量）=包装重量+每件
商品的重量，寄件商品总重会四舍五入到最接近
的整数（单位：g）。包装重量（亚马逊包装重
量）为以下标准：小号信封-20g，标准信
封-40g，大号信封-40g，标准包裹-100g,同时超
出标准的商品按照240g计算。上表中包含了各个
装用类型的尺寸。其出货资格人员将收取每票出
货的全部费用。 

1西欧：奥地利，比利时，德国，丹麦，
芬兰，法国，希腊，卢森堡，意大利，爱尔兰,荷
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

2中欧：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共和国，
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塞浦路斯，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马耳他，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

小号超大件 
(240 g)

≤ 61 x 46 x 46 cm 0 - 1,000 g £1.40 £4.40

1001 - 1250 g £2.00 £5.00

1251 - 1500 g £2.30 £5.30

1501 - 1750 g £3.00 £6.00

1751 - 2000 g £3.35 £6.35

标准超大件 
(240 g)

最长边
<=150cm&以上
的最长边+周长
<=300cmL

0 - 5 kg £4.00 £7.00

5 - 10 kg £6.10 £9.10

10 - 15 kg £9.40 £12.40

15 - 20 kg £12.10 £15.10

20 - 25 kg £13.00 £16.00

25 - 30 kg £15.40 £18.40

30 + kg
£15.40 +

每增加1kg*
增加£0.31

£18.40 +
每增加1kg*
增加£0.31

大号超大件 
(240 g)

最长边>150cm或
者以上的最长边
+周>300cm 0 - 30 + kg 标准差大件费用 

+ 
£3.00

*多渠道物流中，2.2kg以上的标准寄件以及1.5kg以上的加急寄件，收取的费用会
四舍五入到最近的整数值

包裹运转决定了运送的方式。对于混合类型的订单，选择最合适的方式。总计费重
量（寄件商品重量）=包装重量+每件商品的重量，寄件商品总重会四舍五入到最接
近的整数（单位：g）。包装重量（亚马逊包装重量）为以下标准：小号信
封-20g，标准信封-40g，大号信封-40g，标准包裹-100g,同时超出标准的商品按照
240g计算。上表中包含了各个装用类型的尺寸。一批货件将被收取所属分段的全部
费用。多渠道物流配送的包裹转运费适用于整个出货。

备注：单位重量，尺寸以及其他计算费用的测量标准，解释权都归亚马逊所有。

+ +
3.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按比例收费）

仓储费的收取按照自然月计算，同时基于您的库存存放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每日平均体积（按立方米计）计算。基于FBA政策，任一件商品的
体积都按照单位尺寸做最合适的包装出货给顾客。亚马逊有权对所有的体积、重量测量标准和代表样本做出解释，如出现任何冲突，以亚马逊
的标准为准。实际仓储费按照每英尺计算，可能会出现四舍五入的差异。

一月至九月: £0.30           十月至十二月: £0.40

例如：（订单从英国至欧盟其他国家）

£180 高尔夫套装
尺寸        100 x 30 x 30 cm (0.09 立方米) = 3.1779 立方英尺 

寄件总重 14.3 kg（商品+包装总重）
商品尺寸等级 标准超大件 (10 - 15 kg) 

目的地为西欧国家 目的地为中欧国家
I. 取件和包装费用 1 件x £4.05 = £4.05 1 件x £4.05 = £4.05

2. 每件包裹转运费
14.3 kg x（ 2.2kg以下每增加
100g增加£0.30+ 2.2kg以上每
增加100g增加£0.10= £18.70

14.3 kg x（ 2.2kg以下每增加
100g增加£0.75+ 2.2kg以上每增
加100g增加£0.10= £18.70

3. 每月仓储费（10月） 3.1779 立方英尺 x £0.40 = £1.27 3.1779 立方英尺 x £0.40 = £1.27

4. 订单处理费 £5.50 £6.50

FBA总费用 £29.52* £40.42*
* 任何额外的销售渠道费用请咨询您具体的销售渠道方。

例如：（订单从英国至英国）

尺寸
£180 高尔夫套装
100 x 30 x 30 cm  
(0.09 立方米) = 3.1779 立方英尺

寄件总重 14.3 kg （商品+包装总重）
商品尺寸等级 标准超大件 (10 - 15 kg) 

I. 取件和包装费用 1 件 x £4.50 = £4.50

2. 每件包裹转运费 1 件货 x £9.40 = £9.40

3. 每月仓储费（10月） 3.1779 立方英尺 x £0.40 = £1.27

FBA总费用 €15.17
* 任何额外的销售渠道费用请咨询您具体的销售渠道方。
备注：所有费用不包含增值税和任何需要卖方支付的其他的税。以上所有
的商品例子只是用来指导计算FBA费用，亚马逊对以上计算方法的准确性不
作担保责任。

非亚马逊渠道销售使用亚马逊运营的超大尺寸商品的FBA费用由以下三项组成

1. 取件和包装费用（每单位固定费用）
2. 包裹称重费（会根据重量和尺寸浮动）
3. 仓储费（每立方英尺每月按比例收费）

根据不同的物流渠道，FBA费用会因为以下两种情况而不同: 
A-订单从英国至英国
B-订单从英国至欧盟其他国家

常见问题
问：我可以在欧盟区的销售价格
上添加全部或部分的多渠道配送
出口费吗？
答:可以，您甚至可以自己添加
相应的西欧和中欧关税。

问：通过FBA和多渠道配送发货
的商品类型有限制吗？
答：是的，更多关于商品限制的
详细信息请咨询FBA项目政策。
任一单件通过多渠道出口的商品
重量最大不能超过30公斤。

问：我的多渠道出口订单是否
享有快速投递给顾客的服务和
亚马逊金牌服务的资格？
答：只有在亚马逊的销售才会
获得一天内送货的资格和其他
快速投递的服务。只有亚马逊
的订单才能享有亚马逊金牌服
务的资格。

问：如果我使用多渠道出口物流
会不会存在税务影响？
答：我们建议您就相关问题咨询
当地的税务顾问并采取相应的措
施。

问：当我使用多渠道配送出口是
否会收取额外费用或亚马逊销售
费？
答：是的。仓储费和选项费仍然
生效。但是，亚马逊销售费只对
Amazon.co.uk的订单生效，而
多渠道物流订单不收取销售费。
对于目前的销售数据和价格，请
访问Selling on Amazon fees. 

问： 我可以通过亚马逊商城网
络服务（MWS)和平面文件提
交多渠道出口订单吗？
答：是的，可以。

问:会收取长期仓储费吗？
答：在亚马逊运营中心储存一年
或以上的每单位物件半年度的长
期仓储费为每立方 £882.50（每
立方英尺£25）。此费用是除了
常规仓储费之外另外加收的费
用。如果您在收费之前申请移除
或清空在库商品将不再收费。每
个卖家可以在其库存挑选每个
ASIN(亚马逊标准标识码）的单
件商品申请免收年度长期仓储
费。

有哪些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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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关于亚马逊物流

服务 收费/每件
搬迁
清理
标签服务
塑料袋
气泡膜
贴胶布 
不透明塑料袋  

http://Amazon.co.uk/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sell-online/pricing.html
http://www.amazon.co.uk/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0687110
http://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fulfilment-by-amazon/features-benefit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