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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如果没有遵从以上要求包装和运输商品，可能会造成如下后果： 
亚马逊运营中心可能会拒绝收货；收货之后销毁包裹；无法继续发货到其它
亚马逊运营中心；
或者亚马逊运营中心会收取额外的费用因为您未按要求准备货件；
如因此造成货件遗失，亚马逊也不会进行任何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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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标签和未贴标签商品 

标签要求
任何运到亚马逊运营中心交单的商品都需要一个条形
码以便于工作人员记录仓储信息。如果您的商品不属
于无法贴标签的或混杂商品，运输时您可以在您的卖
家平台中按照条形码标示符的标准打印机印出一个标
签来标注您的商品。亚马逊会用这些条形码标签来处
理并跟踪您的货件在各运营中心的流动状态。请按照
如下要求来做快速并准确的商品标识。

覆盖全部的原有条形码
• 覆盖原厂家的条形码（UPC，EAN, ISBN）
• 没有其它可以扫描的条形码
• 如果没有按照要求覆盖其它原有条形码，可能会造

成扫描错误并造成商品遗失。

运给亚马逊前，要用条形码标识每件货件
• 确保标识的商品名称跟相应商品匹配。这是为了确

保商品被及时收到，入库和销售。

• 只可以用白色的标签和可除去的胶水。

注意：所有在商品上的标签必须是可拆除的。

请不要做以下事项：
• 贴掉色的标签在商品上
• 不要折标签或者把标签贴到凹凸处因为可能会造成扫描

不成功。
• 没有覆盖原有的一些其它标签除非您的商品是属于不可

贴标签的。

对打印机的要求:
• 用热敏打印机或者激光打印机
• 每个标签需要在24个月内都可以读取和扫描。

这就意味着在2年时间内标签不可以变模糊，不可以
褪色。为了保证以上要求，您最好用合适的印刷媒
介。譬如用激光纸或激光打印机和激光碳粉。

• 打印机最好分辨率在300 DPI以上
• 不要用墨盒打印机。喷墨打印出来的标签很容易变得

模糊不清以至于标签很难被读取或扫描

• 亚马逊推荐用专门用来打印标签数字的高速型号打印机

• 为了确保打印机和标签效果合规，需要检查您用来管理
商品的软件

• 亚马逊运营中心现在用的是热转印模式的热敏打印机

• 亚马逊强烈推荐定期检查一下扫描仪对条形码扫描精
度。最好用一个扫描仪检测器来测试是否能够扫描到准
确的条形码。

• 确保您的打印机设置是正确的，并验证一下是否是每次
打印出一个标签并且每个标签上只有一个二维码。

清理打印机：
• 我们建议周期性的检测，清理，以及定期更换打印机

头。这样会增长打印机的寿命也确保了可以稳定打印出
准确的条形码。

• 每次更换完打印机头之后要用一张纸测试下打印出的条
形码是不是齐整的。

• 很多的标识错误是打印机头的肮脏造成的。一小粒的灰
尘以及脏物就会严重影响条形码的扫描精度。

对于标签有误的并且拥有权不明确的货件，亚马逊有
权自行销毁或处理，或者在卖方付钱的前提下代替重
贴标签



怎样包装和发货给亚马逊2

标签的规格要求：
贴在您商品上的标签必须包含以下信息：

1. 条形码 （注意留出足够的空白区域）
2. FNSKU: 亚马逊在使用的一种标识符用于识别不同

的商品。亚马逊运营中心就是用它来识别您运给我
们的商品上的标签的。

3. 商品名称以及描述
4.商品状况（譬如：新的或旧的）：描述下商品的当

前状态
5. 商家特别添加信息。（可选择性添加）

注意：商家特别添加信息只可填文字。请不要添
加任何 条形码。您提供的任何添加信息都会影响
商品履单的准确性和商品追踪。我们需要如下信
息：（新的/旧的）

打印规格：
激光打印机设置： 卖家平台的在线库存管理工具支持
11种标签尺寸：
• 30-up labels 1”’ x 2-5/8” on US Letter
• 21-up labels 63.5 mm x 38.1 mm on A4
• 24-up labels 63.5 mm x 33.9 mm on A4
• 24-up labels 64.6 mm x 33.8 mm on A4
• 24-up labels 66.0 mm x 33.9 mm on A4
• 24-up labels 70.0 mm x 36.0 mm on A4
• 24-up labels 70.0 mm x 37.0 mm on A4
• 27-up labels 63.5 mm x 29.6 mm on A4
• 40-up labels 52.5 mm x 29.7 mm on A4
• 44-up labels 48.5 mm x 25.4 mm on A4

标签打印机设置： 宽必须在25毫米到100毫米之间，
高必须在25到100毫米之间。

附加信息：
如果您是用自己的软件来生成标签内容的，请用
UCC128 条形码编码标准。

直接在货件上打印条形码： 如果您想直接在货件上打
印条形码，请用UCC128 条形码。UCC128条形码标
准在网上是可以找到的。亚马逊使用UCC128条形码
（前面）来给条形码上的FNSKU或者运输代号信息编
码。 条形码数字代号中我们没有对首位或尾位进行特
殊定义(譬如特别数位用来做申请识别符或验证符的）
全部的规格就是以UCC128设置A为标准的。（此次设
置支持字母数字信息）如果您没有任何经验要从零开
始生成条形码，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些标准或者购买相
关软件（市面上有很多免费的或者价钱合理的二维码
应用程序）

规格 描述

标签颜色 白色

标签尺寸
使用的标签需要长度宽度尺寸为： 
1英寸 x 2英寸（2.5 厘米 x 5.0厘米）到2
英寸 x 3英寸（5.1 厘米 x 7.6厘米）之间
譬如： 您可以使用如下尺寸的标签：
1英寸 x 3英寸 （2.5 厘米 x 7.6厘米）或
者2” x 2” (5.1 cm x 5.1cm),只要所有需
要的信息都包括在了里面 

标签类型 可脱粘的

条形码规格

规格 描述

格式 128A代码

高度 > 0.25英寸 （或者条形码长
度的15%）

窄条码元 取决于打印机的分辨率 

• 300 dpi -- 13.33 mils
• 200 dpi -- 20 mils

宽窄码元比 3:1

空白区域（边） > 0.25 英寸

空白区域 
(上下）

> 0.125 英寸

注意：条形码应该只能按FNSKU的标准来扫描。任
何多余的字母都不可以嵌入到条形码中。如果您使
用“扫描&运输”，您还需要一个热敏打印机。

货件名称 标签 
Example Quiet Zone 

xxx12345
商品名称：
旧物
商家添加信息（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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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错误
如下所示的错误会减慢亚马逊的服务流程（也就是收
货并把它放到线上待售）
• 商品没有做标签 （没有贴纸标签）
• 商品贴错标签 （贴纸标签跟商品不匹配）
• 商品标签不可以扫描成功 (墨水太淡/碳粉太少，打

印机头肮脏，标签模糊）
• 商品标签缺失信息(缺失条形码，FNSKU,名称，商

品状态，譬如新旧等等）
• 商品还没有在亚马逊网站上备注- 无法识别的商品

（需要在系统中做备注并列到系统清单里）
• 商品跟亚马逊的目录不匹配 （譬如不同的装订，版

本，修正）
• 商品不是此次配送/订单的一部分
• 比应该的数量运多或少了
• 运输包装箱外壳上没有移除或覆盖原有的可扫描条

形码。

货件标签：
您运给亚马逊的每个箱子或托盘都需要合理地用标
签来识别好。
下面是一些标注包装箱子的一些规范：
• 标签应该大小在63.5 x 29.6mm
• 不要把标签贴在箱子的封装缝隙上，因为很可能

开箱的时候会被切割工具剪掉。
• FBA货件标签应该贴在快递公司标签的旁边

（UPS，DHL，Fedex…)要确保快递公司不要把
亚马逊的  FBA标签给盖住。

• 标签需要既可扫描也可读取。
• 每个添加到此次运输中的每个箱子都要有配送打

印的标签

每个托盘都需要4个标签作为箱子各自标签的补充，
标签要贴在每个侧面的中心位置。



怎样包装和发货给亚马逊4

包装和准备工作的要求：
一些类别的商品需要特殊的运输准备工作以便于保护
商品使其免遭灰尘以及其它损坏。您可以参考附录
1-11以了解哪些类别的商品需要特殊保护。

准备工作表格: 可以从系统下载下来的文档提供了各类
商品的运输准备工作基本规范的概述，您可以打印出
来，当您需要做代发运输（发FBA）（做）准备工作
时用作参考。 （附录 12 ： 准备工作表格）

包装要求
注意： 适用于需要做运输前预先处理的每件商
品。例如： 液体， 在玻璃容器中的半固态商品就
符合需要做易碎处理和液体半固态商品的运输保护
处理。

按照这些基本要求在运给亚马逊运营中心时我们需要
做一些预先保护处理。有些其它货件有更特殊的要
求。亚马逊对一些不符合要求或没有做有效运前处理
的货件会拒绝收货，返还商品或在卖方承担费用的前
提下重新包装。而且卖方也或许会因此被收取不履行
合规要求的相应费用。

• 每件商品包括多卷册的图书都需要被包装在一个单
独的安全的箱子里面。

• 亚马逊不接受需要从多个包装箱子里取出多个零件
并组装的货件 （例如：独轮手推车，把手和脚包
装在了多个不同箱子里

• 没有被安全包装的商品像宽袖衣物及邮包需要被装
在袋子里，或者袋口需要捆扎起来或者袋口需要用
胶纸粘起来。

• 您用的任何一个FNSKU识别符都需要是唯一的而
且要相对应唯一的货件（商品）。譬如： 任何
一种分类，如尺寸或颜色都会有不同的FNSKU识
别符。

• 任何一件商品都必须有一个外部的易于找到的标
签，标签中必须包括一个可扫描的条形码和相对应
的可读的数字。

• 一个贴标的商品对应一个FNSKU识别符。
• 为了使无法贴标签的或者混合商品合规，需要对

应UPC, ISBN或者EAN。
• 对于装有多件不同商品的箱子，请覆盖或者除去在

箱子外面的可扫描的条形码。只有在箱子里面的单
独商品才可以拥有各自的可扫描条形码。

整套的商品销售
作为整套商品的货件（譬如：一套包含6个纳斯卡赛车的玩
具，需要按套卖），必须在包装上标注为“成套货件”。或
者加一个标签在货件上声明这些信息"成套卖（This is a 
set. Do not seperate）“或者”这是一套货件，请不要分
开“。

不允许： 成套货件 
不可以分开包装。

允许：商品被封装好 
这样就不会被轻易分开
并且清楚地标注这是成
套货件。

盒装商品
• 必须是六个面的盒子。
• 必须被完整的封装好。（用胶带，胶水，或装订机

封装好之后不易打开）
• 中等压力施加到盒子的每个面时，盒子不可以垮

塌。
• 盒子最好不要有穿孔的或开缝的面。

用塑料袋包装的商品
用来保护商品的塑料袋需要符合以下要求：

• 带有5英寸或更大开口的塑料袋需要有一个窒息警
告，既可以直接印在塑料袋上也可以附加一个标
签。例如：“警告：塑料袋也可以很危险。请放在
婴幼儿触及不到的地方避免窒息的危险”。警告标
志应该印在或放在一个明显的位置并用相对于塑料
袋尺寸足够大足够清晰的字标注。

• 塑料袋的厚度必须至少要0.09 mil.
• 塑料袋必须是透明的
• 塑料袋上必须要有一个可扫描的标签，或者在袋子

外面挂一个标签。
• 塑料袋必须要完整地封装好。
• 塑料袋或收缩包装膜最好不要凹出货件尺寸超过3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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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装商品
• 所有包装在一个箱子里的商品都有相匹配的

SKU和状态并且最初被制造商包装在了一起

• 所有的箱子里都装有等量的相同商品。

• 当收到此类货件时，运营中心会扫描盒子里的其中
一个商品然后这箱东西就会被入库。没有必要扫描
每个商品因为都是一样的。

注意：对于盒装（箱装）商品，您必须除去或覆盖盒子
（箱子）外壳上任何其它可以扫描的条形码。只有箱子
里的商品才能拥有一个可供扫描的条形码。

单独商品：每个箱子
会装有1个或多个不同
数量或不同状态的商品

箱装商品：箱子里的所有商品都有相匹配
的SKU和状态。 所有的盒子里都装有等
量的相同商品并被制造商包装在了一起。

过期日期：
• 必须将商品的有效日期用36+的字体标注在大盒子

上，里面的商品也要标注好。有效期数字丢失的话
是不够的。

• 有效日期必须用DD-MM-YYYY的形式作标注。如
果有效日期用其它的形式印在了盒子上，必须做一
个正确形式的有效日期贴纸覆盖在原有的有效日期
位置上。

• 在您把商品转换成亚马逊配送时，要确保您应经
标注了商品的”有效日期“和文本文件。

安全性 

包装商品时，必须要用刀锋被覆盖的安全刀。这是为
了避免锋锐商品，譬如刀片不小心被落在了盒子里面
有可能会使亚马逊的员工或客户受伤。

营销商品
亚马逊不接受任何营销商品 （譬如之前的价格标签，
小册子，标价签，或者其它非亚马逊的标签）

运输与路线安排
以下的要求适用于运给亚马逊运营中心的箱子无论是
通过小包配送、汽运零担 (LTL) 还是整车 (FTL) 运
输。请参考附录 13 运输要求表格

箱子内容
• 每个箱子的内容都必须包括对应一个运输识别号的

货件。您不可以混杂多个运单的货件在一个箱子
里。您可以在运输概述的网页上查找到运输识别
号。

• 确保列在卖家账户下的运单的运输清单跟服务
点接收的实体货件匹配起来。 包括以下内容：
- 卖家SKU
- FNSKU
- 商品状态
- 运输的数量
- 包装选择 （单独包装或者是盒装）

箱子重量
• 箱子最好不要超过标准重量极限15公斤，除非里面

仅有的每个商品重量超过15公斤。

• 对于重量超过15公斤的商品，重量应该清楚地写在
箱子上，并且也要清楚地在盒顶或四面标上"多人搬
移” 或者“重物”此类词语。

• 用来装珠宝或手表的盒子重量不得超过1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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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与货件准备要求

集装箱
• 不管是装POS机的箱子或者托盘大小的箱子，也被称为

“gaylords",都可以被拿来用。如果您要重新用上次配
送的箱子，要确保出去之前的运输标签否则会造成运输
公司的困惑。

手提商品
可接受的包装材料包括：
• 泡沫材料
• 空气枕
• 纸板

以下形式的包装材料是不被允许的：
• 塑料泡沫包装花生
• 可降解包装花生
• 玉米淀粉质包装花生
• 缩包
• 碎纸

运输形式
根据您所用的不同运输形式，附加的规范需要遵
守。请参考一下材料：
• 小包运输要求
• 安排少过卡车装量或者满载装量的配送到亚马逊

拒绝的配送货件
总的来说，亚马逊运营中心接收不合规的货件时会
遵循下列规则：

• 过多，损坏，和不匹配的货件毁在码头被拒收而且并
不会走返还货件的程序。被拒收的货件可能会以卖方
付款的情况下退运。

• 配送被认为是损坏的或者有瑕疵的会在码头被直接拒
收而且会产生退货运费。

• 在没有事先联系亚马逊的情况下，您最好不要拒收或
退运那些被亚马逊退运给您的货件。在没有先尝试跟
亚马逊沟通解决问题的前提下，您如果直接将亚马逊
退运的货件退运给亚马逊的话，任何额外的运输费用
将由卖方承担。

• 不要用其它商品的盒子来包装您的货件，譬如不要用
装尿布盒子的盒子来装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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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托盘运输的车辆要求 
为了更好地运输双层托盘，必须使用大载量拖车：

运输类型 不允许 允许
小包运输

（少过半个托盘排列
松散的包裹)

私家车，家庭佣车，四轮驱动商务车 至少是运货车或者类似的车辆

托盘运输 

运货车 至少再亮7.5吨以上的卡车

双层托盘

运货车和卡车 大载量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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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包配送给亚马逊
亚马逊对小包的定义为：如果放到托盘上，高度不超
过0.75米。如果您的货件超过这个标准，请遵守规章
安排零担配送LTL或整车配送TL。

以下内容是针对小包配送到亚马逊的运输公司要求和
标注要求。

货件包装的规范
不要认为所有的盒子都可以用来做小包的运输。即使
是用来做零担配送或整车配送的标准盒子和内部包装
都有可能不符合亚马逊小型包裹标准的运输流程，因
为这些包装是用来做散装托盘配送给实体零售店的。
如果货件在小包运输中有损坏的话，您可能要对损坏
货件负责任因为您没有按照标准妥善地装盒和包装
好。请参考并按照相应规范应对各类的配送，您可以
在UPS的网站上找到相应内容。

运输公司
• 只有专业运输公司才可以被允许用来运货给亚马逊

运营中心- 亚马逊不接受普通公共运输。

• 在跟亚马逊约好发货之前，运输公司必须先跟亚马
逊登记。

•重要点： 私家车是不允许送货给亚马逊运营中心
的。我们也不接受亲自到前台交货的形式。为了避
免您失望，我们强烈建议您选用一家声誉好的运输
公司来代表您送货。请仔细阅读以下细则确保您的
配送被运营中心成功接收。

• 运输公司必须按照我们的运输要求和安全条款。

http://www.ups.com/content/us/en/resources/ship/
packaging/guidelines.html

http://www.ups.com/content/us/en/resources/ship/ packaging/guideli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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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包裹运输公司
请参考以下运输公司列表，您可以用来做少于半个托盘的散配送输

Carrier Milton Keynes
LTN1

Dunfermeline 
EDI4

Gourock 
GLA1

Peterborough 
EUK5

Swansea
CWL1

Doncaster 
LBA1

Rugeley
BHX1

Hemel
Hempstead 

LTN2

Parceline/DP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DH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Business Post/
UK Mai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TN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arcelForc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edEx Yes Yes Yes Yes

UP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Link Yes

重要提示：所有的运输公司需要提供已经交货给指定亚马逊运营中心的证据。
证据可以是交货时亚马逊的时间戳和亚马逊员工的相应签字 

给箱子贴标
• 所有的小包配送都必须要有配送标签，标签上也不

能有其它不相干信息。如果您要用之前配送的箱
子，要确保出去其它的运输标签或标注。

• 配送标签必须连续的贴在同一个视线可以轻易看到
的位置上，可以在盒子顶部也可以是盒子侧面上。
贴在侧面会更好一点。

• 配送标签不可以贴在箱子的接缝处，开箱时标签很
容易被损坏，这样条形码就不可以扫描啦。

• 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不要把标签贴在离箱子自然边
缘近过3厘米的位置。用来封装箱子的胶带不可以
覆盖配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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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进口货件到亚马逊
来自全世界的货件都可以运到英国的亚马逊运营中
心。为了协助您成功地将进口货件运到位于英国的运
营中心，我们提供了以下规范要求。请注意所有发送
到我们运营中心的货件都要符合发货到亚马逊FBA的
规范要求以及欧盟及欧盟各成员国的法规。

进口清关人和委托人
亚马逊以及我们的运营中心不会对任何进口的货件
做清关的工作。 这条规则适用于任何大小，价值以
及不管任何产地的商品。

税务以及运输费用
卖方不能向亚马逊索要任何与FBA货件有关的进口税
和运输费用。所有的货件都需要符合DDP的条款。任
何运抵亚马逊运营中心的货件如果附加有税务和运输
费用的亚马逊都会毫不退让地拒收。

交付甲方
亚马逊运营中心可能会类为一些配送单据上的交付甲
方。这里有一些例子：

案例1： 
Amazon.co.uk 
Amazon Way 
Dunfermline 
KY11 8ST

最终收货人
虽然亚马逊不能作为清关时的收货方，但是我们可能
在配送单据上会被列为最终收货人。如果您将亚马逊
列为最终收货人的话，您必须 用Samuel Shapiro & 
Company, Inc.的清关服务并按照他们的规章行事。您
可以按照下面的信息联系Shapiro。我们建议您在发货
前先联系Shapiro，这样可以知道相应的费用和具体要
求。

Samuel Shapiro & Co c/o FBA  Program 600 
Chestnut St., Suite 1257 Philadelphia, PA 19106 
电话:  215-923-4870 传真: : 215-923-4873 

在发货前电邮所需文档到以下邮箱: 
fbaadvantage@shapiro.com 
shipalert@amazon.com

运送电视机到亚马逊
如果符合要求尺寸的话，运送电视机到亚马逊是允许
的。对任何货件都有一些尺寸的限制，例如长度超过
150 厘米并且尺寸超过3米的 (尺寸=周长（2b+2w)
+长度），或者重量超过30公斤。对电视机的包装和
预先处理必须严格按照如下配送规范来确保货件在转
运途中的安全性和配货中心收货的准确性。这些规范
是运输和路线要求的补充。

托盘规范
• 每层或每个托盘应只能包括一种型号或大小的电视机。

• 托盘要完全匹配电视机的尺寸不能有产品包装突出的情
况。

• 如果一个负载中需要放多层电视机，只有底层的电视机
才能放到托盘上。在层次之间不要放托盘。

• 所有电视机都要被固定在托盘上以避免运输和仓储时晃
动。

滑托板
• 亚马逊不接受放置在滑托板上的电视机货件。

不用托盘的运输规范
• 不用托盘运输电视机时必须要将电视机摆向拖车的正

面。这是为了确保装卸车可以安全地将货件地步夹住。

• 不用托盘运输的电视机配送必须按照亚马逊的装卸车规
范。

货件堆叠规范
• 堆叠电视机要按照制造商的规范要求，并且您不可以超

过层数要求。
• 堆叠电视机时要按照产品包装的方向并时刻保持竖直。

• 不要在电视机上摆放任何不同ASIN或SKU的其它货
件。堆叠的货件必须按照底层货件同样的排列方向。

固定载物 
• 用撑杆将电视机支撑好使其不能在拖车内随便晃动。
• 将电视机固定好防止运输过程中翻倒；电视机如果倾斜

超过15度可能会对其造成损害。

案例2： 
Amazon.co.uk 
Hemel Hempstead 
Hertfordshire 
HP27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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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
容器需要双层密封。

允许：不易损坏并容
器进行了双层密封容
量少过1升。

会过期的货件：被包装起来并且会过期的货件需要
额外的预先处理工作，譬如玻璃杯或瓶子，需要做
一些处理来确保亚马逊员工收货时可以很容易地读
取过期日期。

附录1： 液体商品的包装
在运输和仓储的过程中液体可能会引发损坏问题。为
了保护亚马逊员工以及其它货件和客户，安全地包装
液体商品包括粘性商品（譬如膏状或糊状物）是有必
要的。请确保严格按照对玻璃容器，多包液体商品的
包装以及容器的容量限制的相关操作规范来做相应处
理。

允许的包装材料有：
• 箱子
• 带有窒息警示标志的塑料袋
• 气泡布以及衬垫
• 可读取的条形码或商品标签

盒装商品：
瓦楞纸箱用来盛放多件捆绑在一起的商品时必须符合以
下要求：
• 盒子的认证章必须存在
• 商品要放在六个面的盒子里。
• B当对任何一个面施加中等压力时盒子不可以垮掉。

• 货件包装好后不可以留下任何从外面可以看到内部
东西的缝隙。

• 盒子内部的货件要固定好。

• 盒子要用胶带，胶水或U型钉封装好。
• 盒子要有清晰的标志来标明哪是顶面。

包装要求
只有遵守以下包装要求和规范的液体货件才会被收货：

货件性质 包装要求

容器类型 出售商品 出售商品包装 出售重量/容量限
制 封装

玻璃 单件商品 瓦楞纸箱 1升或更少 双密封螺丝帽

塑料 单件商品 无 1升或更少 双密封螺丝帽

塑料 多件捆绑商品 瓦楞纸箱 每件1升或更
少

双密封螺丝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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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液体商品的额外要求：
瓦楞纸箱用来装多件捆绑在一起的货件时必须符合以下标准：   
• 盒子的认证章必须存在。
• 商品要放在六个面的盒子里。
• 当对任何一个面施加中等压力时盒子不可以垮掉。
• 货件包装好后不可以留下任何从外面可以看到内部东西的缝隙。
• 盒子内部的货件要固定好。
• 盒子要用胶带，胶水或U型钉封装好。
• 盒子要有清晰的标志来标明哪是顶面。

商品中不可以包含有害材料。 

每件待售商品都要通过一个掉落测试，其中包括以下项目：
商品将被连续三次从125厘米的高度扔到一个坚硬表面，一次上部先触地，一次箱角先触地，另一次任何面或
底部先触地。每次落地时商品都要挺过 （三次）。如果容器没有任何漏出情况的话，就算通过测试。即使容
器有一些损坏也是可以接受的。

对液体商品的包装规范

需要做的 不可以做的

9 确保您的商品可以通过125厘米高度的跌落测试
并且没有损坏或泄漏。125厘米跌落测试 包括三次
跌落到一个坚硬表面上，商品的触地位置分别为：
-上部
-角
-侧面或底部

9 确保商品的盖拧紧，拧紧之后不能有泄漏。 

9 确保您的商品有双层密封或安全密封。 
双层密封的定义为封好的瓶盖不可以轻易打开，以
及以下的任何一个要求：
- “安全密封”也就是指位于瓶盖底下可撕掉的一
层密封，您可以在打开一瓶新番茄酱时发现它。
-  在瓶颈位置的生产密封

9 没有双密封的产品必须单独地用透明密封袋或收缩
包裹装起来（最少0.09mil） 并且清晰地标注窒息警
告

9 每件商品都要经受一分钟的剧烈摇晃测试(FMVS)
并且包装商品不可泄露。

; 运输商品是被归类为危险品或者商品闪点 低过
200华氏度 （93.4摄氏度）

;  运输的商品违反了我们帮助页面和具体政策里提
到的包装和体积限制的规定。 

; 运输的商品有泄漏情况

; 运输的商品没有用合适的准备材料来包装或者不
符合我们帮助页面和具体政策里提到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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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尖锐商品的包装
尖锐商品因为有锋锐或尖锐的边缘，如果被暴露放置
会在亚马逊工作人员或客户收货时造成安全威胁。尖
锐商品必须被严格包装好，这样收货，入库备货或运
货给客户时尖锐边缘就不会被暴露在外。

允许的包装材料：
• 箱子
• 衬垫
• 可扫描的条形码或商品标签
• 在英国被禁尖锐商品有：刀子，刀片，剃刀片，刀

具组合，雕刻刀，剑，匕首，斧子以及其它有利刃
的并可能对人造成伤害的商品。以下情况为例外：

(i) 剃刀片被永久性的安装在一个盒子或外壳里并且
只有不超过2毫米的刃暴露在外。
(ii) 多功能工具仪器中可折叠的并且不超过3英寸长
的刀刃。
(iii) 成套餐具中跟叉子勺子搭配组合的道具
(iv) 电动雕刻刀

包装规范：

可以 不可以

9 确保包装能完整地覆盖住尖锐商品

9 可以的话用泡罩包装。泡罩包装不需把锋锐边缘
盖住并跟商品包紧这样商品就不能轻易地在包装中
滑动啦。

9 用塑料卡钉或类似紧固工具将锋利商品包装起来
并且可能的话用塑料纸将它卷起来。

9 确保商品不能割透包装。

; 将锋利商品装进不安全的模具包装中并用塑料
纸覆盖 

; 只是单独地将锋利商品装进纸板箱或塑料护套
除非护套是耐用坚固塑料材料做的并且可以固定
住商品。

不允许： 锋锐边缘暴
露在外

允许：锋锐边缘被覆盖
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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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易碎商品的包装
易碎商品需要合适的包装以防在仓储，运输前准备
工作或运给客户的过程中发生破损或造成安全威
胁。易碎物品必须被包装在六个实面的箱子里并且
用气泡垫包裹起来，这样就不会暴露在外面。

允许的包装材料：
• 箱子
• 衬垫
• 可扫描的条形码或商品标签

会过期的货件：会过期的并被包装的货件需要额
外的准备工作，譬如玻璃罐或玻璃瓶必须要要做
一些准备工作以确保过期日期可以在收货时被亚
马逊工作人员读取。

包装规范：

可以 不可以

9 单独地将货件用箱子装起来或包裹起来。 
例如：在四个就被的成套商品中，每个单独的酒
杯必须要被包裹起来。

9 将易碎商品用六个实面的箱子装起来，这样商
品就不会暴露在外。 

9 将多件商品中每个单独商品包裹起来防止在包
装中互相间的损坏。 

9 确保您的包装货件能够通过跌落实面测试并且
物破损。跌落测试包括5次跌落，分别为： 
- 箱子底部着地
- 箱子顶部着地
- 箱子最长边着地
- 箱子最长边着地
- 箱子最长边着地

9 确保您的包装货件能通过一分钟的摇晃测试 
（FMVS） 

; 在包装中留有空间，这样通过125厘米跌落测试
和摇晃测试FMVS的概率就会降低。 

不允许：易碎物体被
暴露

允许：易碎商品没暴露
在外并且被气泡垫包裹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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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长毛绒商品的包装 
长毛绒商品（譬如毛绒玩具，毛绒填充动物以及玩
偶）需要合适的包装以防止在收货，入库，运输前准
工作以及发货给客户时造成损坏。商品必须被封装在
塑料袋或用收缩膜包装。

允许的包装材料：
• 带有窒息警告或窒息警示标签的塑料袋
• 可扫描的条形码或商品标签

所有厚度不超过0.038毫米，开口超过5英寸用来装玩
具的塑料袋（玩具的定义：为了低于14岁的儿童娱乐
而设计的产品或材料）必须要打有6毫米的孔而且需要
一个知识警示标签，所有尺寸比婴儿头部大的塑料袋
必须要有印在上面的警示标志。
警示标志的示例：“塑料袋也会很危险。为了避免窒
息的危险，请把他放在婴幼儿接触不到的地方。”

包装规范：

可以 不可以

9 将长毛绒货件装在封装好的透明塑料袋或收缩包
裹中， （最少0.09 mil）并且清楚地做好窒息警示
标签。

9 确保整件长毛绒商品都被封装好以防损坏。（没
有表面暴露）

; 塑料袋或收缩包裹的尺寸超过货件3英寸。 

; 将长毛绒货件暴露在外的包装货件运出。

不允许：商品被暴露
在灰尘，脏污和损坏
风险中

允许：商品被装在塑料
袋中。请参考塑料袋包
装要求。



怎样包装和发货给亚马逊16

附录5： 婴幼儿货件的包装
任何给3岁或以下年龄的儿童使用并且暴露面积大于
2.5x2.5厘米的产品都需要合适的包装以防止在收
货，入库，运输前准工作以及发货给客户时造成损
坏。商品必须被封装在塑料袋或收缩包裹中。

允许的包装材料：
• 带有窒息警告或窒息警示标签的塑料袋
• 可扫描的条形码或商品标签
• 任何开盖的的箱子都需要把暴露面盖住。

任何不规则形状的商品都要用袋子包装起来。

包装规范：

可以 不可以

9 将暴露的婴幼儿商品装在封装好的透明塑料袋或收
缩包裹中，（最少0.09 mil）并且清楚地做好 窒息警
示标签。

9 确保整件商品都被封装好以防损坏。（没有表面暴
露）

; 塑料袋或收缩包裹的尺寸超过货件2.5英寸。 

; 将超过2.5厘米x2.5厘米的面积暴露在外的包装
货件运出。 

不允许：商品暴露在灰
尘，脏乱的环境中，以
及出现损坏。

合格商品：商品包装完
好，内置窒息警告标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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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纺织物的包装
纺织物或任何由布料或织物做成的产品会被灰尘或湿
气损坏。这类商品应该被包装好以防止在收货，入
库，运输前准工作以及发货给客户时造成损坏。商品
必须被封装在塑料袋或收缩包裹中。

允许的包装材料：
• 带有窒息警告或窒息警示标签的塑料袋
• 可扫描的条形码或商品标签
• 纸板箱
• 盒子

包装规范：

可以 不可以

9 将纺织物以及纸板衬垫装在封装好的透明塑料袋或
收缩包裹中，（最少0.09 mil）并且清楚地做好窒息
警示标签。

9 用箱子来装某些纺织物，譬如皮革类，如果用塑料
袋或收缩包裹的话可能会造成损坏。 

9 要确保商品装袋后要有一个可扫描的标签。 

; 塑料袋或收缩包裹的尺寸超过货件7.5英寸。 

; 包装带有衣架。

不允许：纺织物暴露在
灰尘，脏污和损坏的风
险中

允许：纺织物装载被封
装好的塑料袋中并带有
窒息警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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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珠宝首饰商品的包装
珠宝首饰商品必须按照以下的规范做包装以避免在运
营过程中由于撕扯，脏污，灰尘或液体而造成损坏。 
珠宝首饰必须用尺寸合适的盒子包装，而且要有UPC
或FNSKU，商品描述标签也要有。这样商品在运输过
程的暴露中就不至于损坏或形成不安全的状态。

允许的包装材料：
• 盒子
• 带有窒息警告或窒息警示标签的塑料袋
• 可扫描的条形码或商品标签

小袋
• 小袋要单独地被包装在塑料袋里并且条形码要放在

小袋外面以防止被灰尘损坏。在外面放一个货件描
述标签，标签面积要尽可能的大。

• 塑料袋要匹配小袋的尺寸。不要把小袋硬塞到太小
的塑料袋中，也不要用太大的塑料袋以至于小袋在
里面可以晃动。大塑料袋的边缘很可能会被抓破或
撕裂以至于商品会暴露在灰尘和赃物中。

• 塑料袋必须要有窒息警示。警示标志的示例：“塑
料袋也会很危险。为了避免窒息的危险，请把他放
在婴幼儿接触不到的地方。”

• 塑料袋必须要透明。

盒装珠宝首饰商品
• 如果盒子是用容易清洗的材料做的那就可以不用塑

料袋来包装。袖套就足够来抵御灰尘。
• 如果盒子是用织物类的材料做的，那就会很容易被

灰尘或刮蹭影响到，必须要用塑料袋或合资来单独
包装而且条形码要放在显著的位置上。

• 保护性的袖套或包装袋应该只比商品稍微大一点。

• 盒子的袖套应该足够安全并且要固定住商品使它不
能在里面滑动。条形码也要需要放在显而易见的地
方。

• 如果可以的话条形码应该附着在盒子上；如果可以
固定住的话条形码也可以附着在袖套上。在外面放
一个货件描述标签，标签面积要尽可能的大。

•为了更好地协助运营中心在处理您的珠宝货件中以
最快的时间入库，请尽量将配送包装盒中的商品用
单独的SKU包装好。您可以将ＳＫＵ用透明塑料袋
包装。请不要附着任何条形码或标签在盒子外面。

较闲㐎㐉碍板使匈诱普涂
由于贵重首饰不会很快就卖出去，所以我们建议您在
把您的商品放在运营中心之前，把您商品包装在保护
性非常好的袋子里。如果您将您的商品给FBA, 而这
个FBA的置换价值超过20万英镑,请注意的是FBA损坏
丢失赔偿在网上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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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８：小件商品的包装　
任何商品最长的一边少于54毫米（一张信用卡的宽度） 需要包装在聚乙烯袋子里，袋子外面贴有条形码，这样
能防止商品放错地方或者丢失， 同时还能保护商品在运送的过程中不会被撕毁，灰尘及液体的损坏。

允许的包装材料：
• 带有窒息警告或窒息警示标签的塑料袋
• 可扫描的条形码或商品标签

包装规范：

可以 不可以

9 将小件商品装在封装好的透明塑料袋或收缩包裹
中，（最少0.09 mil）并且清楚地做好窒息警示标
签。示例：“塑料袋也会很危险。为了避免窒息的危
险，请把他放在婴幼儿接触不到的地方。”

9 放一个带有可扫描条形码的商品描述标签在旁边
并且条形码要占尽可能大的面积。 

; 将商品硬塞进一个太小的袋子里。

; 将小件商品放进一个比它显著大很多的袋子里。 

; 将小件商品放在一个黑色或不透光的包装里。

; 包装袋的尺寸比货件尺寸大７.５厘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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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9：颗粒商品，粉末商品的包装 

FMVS测试
所有含有球状，粉末状及颗粒状物质的商品必须能够
承受满一分钟的强力摇晃测试（FMVS测试），并且
不能有任何成分漏出或者溢出容器。

没有通过FMVS测试的商品必须要包装在有窒息警告提
示的塑料袋中。

附录10：有机玻璃，塑胶的商品的包装

凡是由树脂玻璃制成或者包装并配的商品，送到亚马
逊运营中心时需附上一个规格至少为2*3厘米的标签，
陈述该商品为树脂玻璃。这些标签用以区分树脂玻璃
商品和普通玻璃商品，因为玻璃商品需要特别包装盒
处理。

附录11： 成人用品的包装 

成人用品一定要装在黑色或者不透明袋子里。袋子外
包装必须要具有一个可供扫描的条形码或者商品标
签，和一个窒息警告。这包含但不限制那些符合以下
任何一点的商品：
• 含有裸体模特照片的商品
• 具有猥琐、淫秽信息的包装
• 照片中不是模特的裸体，而是模特的生活写真

可以接受的成人用品包装
• 平常的，不拟人化商品
• 没有模特照片，普通包装的商品
• 照片中模特没有暗示性或者不雅观的姿势，普通包装的商品

• 没有淫秽文字的包装
• 有暗示性，但不猥亵的文字
• 包装上有模特摆着暗示性的姿势，但没有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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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2：包装准备工作的工具和注意事项

包装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
分类 该商品是否 样例 推荐材料 包装指导

易碎商品
玻璃商品

玻璃或者其它
易碎商品？

玻璃、瓷器、相框、钟表、镜子

• 气泡膜外包装材料

• 盒子

• 可供扫描的商品标签

将商品放置或者包在气
泡膜或者有保护性的盒
子里面。商品必须要经
受得住坠落测试，包装
好的商品于80厘米高的
地方摔落到坚硬的表
面，商品的边和角不会
损坏。在没有拆封包装
前，确保该商品的条形
码可以扫描。

黑胶唱片 黑胶唱片?

黑胶唱片

• 盒子

• 可供扫描的商品标签

- 用一个大的硬纸板信封
把商品包裹起来
- 贴上ASIN码（如果该条
形码无法扫描）

钢盒子包装的DVD 钢盒子包装的DVD? • 盒子

• 可供扫描的商品标签

- 用一个大的有保护性的
箱子将商品装起来
- 贴上ASIN码（如果该条
形码无法扫描）

液体（针对玻璃瓶装
的液体，看起来易碎）

没有双重密封的液体？

香波、喷瓶、乳液

• 袋子（针对没有双重
密封的液体商品）

• 胶带

• 可供扫描的商品标签

拧紧瓶盖，然后将商品装
在一个贴有窒息警告透明
的袋子里，密封袋子，防
止渗漏（或者使用另一个
适合的第二层密封包
装）。在商品拆封前，请
确保条形码可以扫描。重
点：容器容量不能大于
1000毫升。

服装、纺织品、长毛
绒商品

由可能会被污垢、尘
埃或者液体损坏的布
料制成

毛巾、衣物、长绒玩具

• 袋子

• 可供扫描的商品标签

将商品放置在标有窒息
警告的透明袋子里，密
封好。防止污损。在商
品拆封前，请确保条形
码可以扫描。

婴幼儿商品
倾向于三岁或者三岁
以下的婴幼儿使用？
商品的包装是否有开
孔？

磨牙圈、婴儿围嘴、接触类玩具

• 袋子

• 可供扫描的商品标签

将商品放置在标有窒息
警告的透明袋子里，密
封好。防止污损。在商
品拆封前，请确保条形
码可以扫描。

注意：文件中所包含的信息只是一个概括，并不包括特殊商品类型的所有提前准备要求。了解更多提前准备工作和信息，请
浏览包装和准备工作页面，FBA帮助手册板块。

重点：不遵守FBA商品准备要求、安全条款和商品限制，亚马逊运营中心可能会根据收据，立即拒收商品库存。根据收据清理库
存，阻止以后的配送进入运营中心，或者就运营中心的准备工作和没有遵守条款的行为进行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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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
分类 该商品是否 样例 推荐包装材料 包装指导

包装指导
可以拆分单卖？

百科全书、多带包装的食物

• “成套销售”或者

• “随时发货”标签

往密封好的套装（收缩
膜、收缩袋或者盒子）
贴上“成套销售”或
者“随时发货”的标
签。这样可以防止成套
商品被拆分。在商品拆
封前，请确保条形码可
以扫描。

锋利的商品
当暴露在外时，商品有
锋利的边角，存在安全
隐患？

剪刀、工具、金属材料

• 气泡膜外包装材料
和箱子（以防气泡
膜不够牢固）

• 可供扫描的商品标签

将商品放置在具有保护
性的气泡膜和箱子里，
让包装材料全面覆盖所
有暴露出来的商品边
缘。在商品拆封前，请
确保条形码可以扫描。
注意：商品应通过摇晃
测试，以防商品锋利的
边缘和角穿透包装伤到
工作人员。

小件商品
很小，最长的边少
于54毫米（相当于
一张信用卡的宽度）

珠宝首饰、钥匙扣、闪存卡

• 袋子

• 可供扫描的商品标签

将商品放置在标有窒息警
告的透明袋子里，密封
好。在商品拆封前，请确
保条形码可以扫描。

成人用品
具有潜在工具性或
者含有淫秽的材
料？

• 含有写真，裸体模特的
商品

• 具有淫秽，猥亵信息的
包装请参阅 成人商品包
装

• 黑色或者不透明的
收缩膜

• 可供扫描的商
品标签

将商品放置在标有窒息警
告的透明袋子里，密封
好。在商品拆封前，请确
保条形码可以扫描。

包装袋和窒息警告
样例 要求 包装指南

• 窒息警告

• 可供扫描的商品标签

如果要将商品装在塑料袋中，请使用表面印
有窒息警告的袋子。在商品拆封前，请确保
商品条形码可以扫描。

注意：文件中所包含的信息只是一个概括，并不包括特殊商品类型的所有提前准备要求。了解更多提前准备工作和信息，请
浏览包装和准备工作页面，FBA帮助手册板块。

重点：不遵守FBA商品准备要求、安全条款和商品限制，亚马逊运营中心可能会根据收据，立即拒收商品库存。重点：不遵守FBA
商品准备要求、安全条款和商品限制，亚马逊运营中心可能会根据收据，立即拒收商品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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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货车容量和满货车容量的货件运输
容器 � 常规瓦楞纸箱

� B楞
� ECT-32
� 200磅/平方英尺（爆破强度）

箱子规格 � 用于包装多种标准尺寸商品的箱子每边禁止超过63.5厘米
箱子包含 � 一个配送ID 

� 检查是否符合：
– 卖家SKU
– FNSKU
– 商品条件
– 商品质量
– 包装选项（独立包装或箱装）

箱子重量 � 小于或等于15公斤，包含一件商品在内大于15公斤的除外
� 单件商品的箱子大于尺寸的，需要在箱子顶部和四周贴上“团队搬
运”的标签。 

货垫 � 泡沫
� 空气枕
� 整张纸

配送标签 � 除箱子的标签（每个箱子一个标签）外，每个货盘需要四个标签。 
� 将标签贴在各边中心处
� 标签上必须包含：

– 配送ID
– 可供扫描的条形码
– 寄出地址
– 送达地址

货盘要求 � 木制，1200毫米×1000毫米，4向开
� 货盘必须耐热且通过IPSM-15标准
� 每个货盘有一个配送ID
� 高于1.5米的商品必须水平放置在货盘上，均匀地悬挂在货盘的每个边 

� 用透明的伸拉包装
� 所有货盘的四个面都贴上配送标签
用黑色或者不透明包装包装货盘可能会遭到拒绝

货盘重量 � 小于或等于一个货盘的总重量，不超过1000公斤
双层货盘不超过2000公斤 

货盘高度 � 单层货盘低于或等于1.7米，双层货盘低于或等于1.5米（包括货盘高度） 

注意：文件中所包含的信息只是一个概括，并不包括特殊商品类型的所有提前准备要求。了解更多提前准备工作和信息，请浏览包装
和准备工作页面，FBA帮助手册板块。

重点：不遵守FBA商品准备要求、安全条款和商品限制，亚马逊运营中心可能会根据收据，立即拒收商品库存。根据收据清理库
存，阻止以后的配送进入运营中心，或者就运营中心的准备工作，没有遵守条款的行为，和其它行为进行收费。

附录13：货件运输的注意事项Prep Matrix
Category Is the Product... Examples Suggested Materials Prep Guidance

Sold as Set … a set that will be sold
as a single sellable Unit?

Encyclopaedia set, multi-packs of food

•	 “Sold as Set” or “Ready 
to Ship” sticker

•	 Scannable product label

Affix a “Sold as Set” or
“Ready to Ship” label to the
sealed set (shrink-wrapped,
bagged or boxed) to keep
it from being separated.
Make sure the barcode is
scannable without opening or
unwrapping the Unit.

Sharp … a product with a sharp
or pointed edge that, when
exposed, presents a safety
hazard?

Scissors, tools, metal raw materials

•	 Bubble wrap and over 
box (if bubble wrap not 
sufficient)

•	 Scannable product label

Place or wrap the Unit in
protective bubble wrap or a
protective over box, so that
the packaging completely
covers any exposed edges.
Make sure the barcode is
scannable without opening
or unwrapping the Unit.
Note that the items should
pass a shake test to prevent
pointed edges or corners
from piercing the packaging
and possibly causing injury
to staff.

Small … small, where the
longest side is less than
54 mm (the width of a
credit card)?

Jewelry, key rings, flash drives

•	 Bag

•	 Scannable product label

Place the Unit in a transparent
bag with a suffocation
warning and seal the bag.
Make sure the barcode is
scannable without opening or
unwrapping the Unit.

Adult … potentially offensive or
does it contain material
such as profanity or
nudity?

•	 Products that contain pictures 
of live, nude models. 

•	 Packaging that includes
obscene/profane messaging.

See Packaging Adult
Products.

•	 Black or opaque bag or 
shrink-wrap

•	 Scannable Product 
Label

Place the Unit in a black or
opaque bag with a suffocation
warning and seal the bag.
Make sure the barcode is
scannable without opening or
unwrapping the Unit.

Bags and Suffocation Warnings
Examples Requirements Prep Guidance

•	 Suffocation warning

•	 Scannable product label

If products are placed in plastic bags, use bags that
have a suffocation warning printed on them. Make
sure the barcode is scannable without opening or
unwrapping th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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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件运输的注意事项
小件包裹的配送要求

容器 � 常规瓦楞纸箱 
� B楞
� ECT-32
� 200磅/平方英尺（爆破强度）

箱子规格 � 用于包装多种标准尺寸商品的箱子每边禁止超过63.5厘米 

箱子包含 � 一个配送ID 
� 检查是否符合

– 卖家SKU
– FNSKU
– 商品条件
– 商品质量
– 包装选项（独立包装或箱装）

箱子重量 � 小于或等于15公斤，包含一件商品在内大于15公斤的除外

货垫 � 泡沫
� 空气枕
� 整张纸

配送标签 � 每个箱子一个标签 
� 标签贴于：

– 距离边缘3.5厘米处
– 箱子的侧边
– 箱子的平面表层（不要贴在缝隙，边缘或者角落处）

� 标签需包含：
– 配送ID
– 可供扫描的条形码
– 寄出地址
– 送达地址

注意：文件中所包含的信息只是一个概括，并不包括特殊商品类型的所有提前准备要求。更多额外要求和信息，请浏览配送和工艺要
求页面的FBA帮助手册板块

重点：不遵守FBA商品准备要求、安全条款和商品限制，亚马逊运营中心可能会根据收据，立即拒收商品库存。亚马逊运营中心将
销毁或退回库存，阻止以后的配送进入运营中心，或者就运营中心的准备工作，顾客没有遵守条款的行为，和顾客的其它行为进行
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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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ping Matrix
Small Parcel Shipment Requirements

Containers � Regular slotted carton (RSC)
� B flute
� ECT-32
� 200 lb./sq. inch (burst strength)

Box dimensions � Boxes containing multiple Standard-Size units must not exceed  63,5 cm on any
side

Box contents � One shipment ID
� Check for matching:

– Merchant SKU
– FNSKU
– Condition
– Quantity
– Packing option (individual or case)

Box weight � Less than or equal to  15kg., unless containing a single unit that exceeds 15 kg.

Dunnage � Foam
� Air pillows
� Full sheets of paper

Shipment labels � One label per box
� Place labels:

– 3,5 cm from the edge
– On the side of the box
– On a flat surface of the box (not over a seam, edge, or corner)

� Labels must contain:
– Shipment ID
– Scannable barcode
– Ship-from address
– Ship-to address

附录14：商品标签
任何运到亚马逊运营中心的货件都需要一个条形码以便于工作人员更新
仓储信息。如果您的货件不属于无法贴标签的或混杂货件，运输时您可
以在您的卖家账户下按照条形码标示符的标准打印机印出一个标签来标
注您的货件。亚马逊会用这些条形码标签来处理并跟踪您的货件在各运
营中心的流动状态。如果您不想自己做标注，您可以注册FBA Label 
Service.

关于货件标注的主要信息 
在线货件管理工具支持１１种标签尺寸（请参考右边的“标签尺
寸”）我们推荐可除去的粘性标签，这样客户就可以轻易地从商品上
除去。标注时请记住以下信息：
• 用FBA的货件标签覆盖原有的的条形码
• 每件商品需要自己的货件标签。
• 货件标签要跟相应商品匹配起来。
• 货件标签需要可读取和可扫描。

标注玩商品之后，根据在线FBA指南的要求将它们用必要数量的盒子包
装好。

打印的建议
• 用热敏打印机或者激光打印机。不要用墨盒打印机，因为这类打印

机很可能造成模糊不清从而造成标签很难读取或扫描。
• 亚马逊强烈推荐定期检查一下扫描仪对条形码扫描精度。
• 我们建议周期性的检测，清理，以及定期更换打印机头。

打印标签
在您的卖家账户中，您可以从运输工作流程(Shipping workflow)中中
打印出您的货件标签。如果您已经建立并保存了一个运单，当您建立
了一个运单之后您可以从运单列表Shipping Queue进入或返回
workflow中。
进入那些您要发货的商品选项中并单击”打印商品标签“。运单工作流
程（Shipping workflow）会创建一个ＰＤＦ格式的文件您可以用
Adobe Reader打开用来打印或存起来以后用。

常见的错误
如下所示的错误会减慢亚马逊的服务流程（也就是收货并把它放到线上
待售）
• 商品没有做标签 （没有贴纸标签）
• 商品贴错标签 （贴纸标签跟商品不匹配）
• 商品标签不可以扫描成功 (墨水太淡/碳粉太少，打印机头肮脏，标签模糊）
• 商品标签缺失信息(缺失条形码，FNSKU,名称，商品状态，譬如新旧等等）
• 商品跟亚马逊的目录不匹配
• 运输的数量跟Shipping Queue里面注册的数量不匹配。
• 比应该的数量运多或少了
• 出现了原有的条形码。

想要获取更多的商品标签，请前往您的卖家平台帮助那里，搜索关
键词“库存标签”

标签尺寸

当打印标签时，您可以选择从以下标签末班
中选择。却表打印标签时不要改变缩放比
例。

治鹿21弥棒线
• 63.5mm×38.1mm在4A

治鹿24弥棒线
• 63.5mm×33.9mm在4A
• 63.5mm×38.1mm在4A
• 64.6mm×33.8mm在4A
• 66.0mm×33.9mm在4A
• 70.0mm×36.0mm在4A
• 70.0mm×37.0mm在4A

治鹿27弥棒线
• 63.5mm×29.6mm在4A

治鹿30弥棒线
• 1”×25\8”在美国纸张上

治鹿40弥棒线
• 52.5mm×29.7mm在4A

治鹿44弥棒线
• 48.5mm×25.4mm在4A

标签要素

FNSKU:亚马逊运营中心特有的标识，用来
识别时个人的标识还是ASIN

后篡: 商品的标题或者名称

手冷: 对商品的情况进行描述

标签的位置

覆盖所有原始标签，粘贴
一张标签的时候，用您的
标签盖住原来生产厂家的
整张标签，没有完全盖住
厂家整张标签的会引起错
误

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as_fba_label_pdf&nodeId=200685690
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as_fba_label_pdf&nodeId=200685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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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标注服务
货件标签必须要粘贴到每件您不是用来做免标注或混杂货件的商品
上。对于具有资格的货件，亚马逊的运营可以代表您标注货件。如果
选择这个选项，您需要允许亚马逊根据亚马逊欧洲商务服务解决方案
协议来标注您的商品，价钱以及以下条款。

最低要求
情况：
任何（新的，二手的，收藏的，翻新的） 

商品类型：  
任何（媒介以及非媒介）1.0 FBA Product Restrictions and Packaging Requirements 

ASIN: 
每件商品都要有一个可供扫描的条形码（ISBN,UPC,或者JAN）。
该商品条形码一定不能被冲压，做记号，覆盖或者其它方式的遮盖。
如果没有可供扫描的条形码，您需要自行提供商品标签。

如果您要注册标签服务
• 您可以选择退出每单配送基础信息,自己给商品贴标签。
• 您的合格商品可能会溢出到多样的附加配送。
• 我们将全权决定您的哪些商品适合标签服务。对于处于资格下限的

商品，我们保留取消该商品标签的权利。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help/200140860/ref=ag_200140860_cont_20048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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