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马逊物流 (FBA) 的收费标准

费用的计算方法

亚马逊物流（FBA）的销售成立时，将依据亚马逊展出商品服务，收取“销售费用”和“FBA费用”。

FBA费用为 ■仓储费仓和、 ■配送费（发货操作费与重量处理费）的合计。

商品保管期间产生的费用

发货操作费 ： 收到订单后所进行的包装和发货
　　　　　　准备时产生的费用
重量处理费 ： 将商品发送给买家时产生的费用

关于亚马逊日本开店服务的费用，详情请参照
http://services.amazon.co.jp/services/out-of-country/pricing.html

8.126日元 × {[商品尺寸（cm3
　）]/（10cm×10cm×10cm）} × [保管天数/当月的天数]

[单价] × [销售件数]

[单价] × [发货数]

发货操作费

重量处理费

配送费

仓储费

FBA
费用

亚马逊日本开店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销售费用）

A B

仓储费用 配送费

卖家发送商品至
亚马逊运营中心

亚马逊保管存储
收到的商品

买家购买商品 亚马逊对商品进行拣
货包装

亚马逊配送商品并提
供客户服务

例如）玩具　当月天数为30天，保管了30天时

*1 商品的尺寸是指，依照本服务利用规则，以原样外形尺寸包装后发送给顾客的状态。
*2 月订阅费用小数点下第一位四舍五入。费用含消费税。 仓储费用 74日元

■ 仓储费用A

根据保管于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所有商品的尺寸*1计算出体积，并每天计算运营中心存放商品实际占用的保管空间。按月度仅针对实际

占用的空间收取以下的库存保管费用。* 2

仓储费用

计算公式 ：
8.126日元×{（35.5×22.5×11.4）/（10×10×10）}

×（30[保管天数] / 30[当月天数]）＝73.993日元

月订阅费用

8.126日元／ （10cm×10cm×10cm）
10cm10cm

10cm

11.4 cm

22.5 cm35.5 cm

商品的类别

价格简析流程图
费用的详细情况，请参阅“配送费费用单价”。

① 金　额

② 种　类 

③ 尺　寸

配送费由收到订单后进行包装与捆包等发货准备时产生的“发货操作费”，以及将商品发送给买家时产生的“重量处理费”构成。配送费

根据商品的①金额、②种类、③尺寸与重量，分为“大件商品”、“高额商品”、“媒介类小件商品”、“媒体类标准件”、“非媒体类小件商品”、

“非媒体标准件”6种。

※ 商品（包含包装材料）的3边尺寸按①最长边、②次长边、③最短边的顺序排列时，3边长度都必须符合标准。例如，21×21×21 因为其③的最短边超出了标准尺寸的20cm，所以按大件商品处理。

※ 3边的合计长度超过200cm的商品，或者重量有40kg并且各边超过90cm的商品，无法利用亚马逊物流(FBA)。

※ 亚马逊有时会独自称量商品或者按照现有的商品样品来称量，买家提供的信息与测量结果不同时，适用亚马逊测量的重量。

■ 配送费B

大件类别1

大件类别2

大件类别3

特大件类别

高价商品

媒体小件

媒体标准件

非媒体小件

非媒体标准件

是大件商品吗？

高价商品

2. 媒体类

小件 标准件 大件

非媒体类

START

商品的种类是什么？ 商品的尺寸？

商品的尺寸？

商品的尺寸？

商品的金额
是45,000日元以上吗？

是

媒体类

非媒体类

小件

标准件

小件

标准件

否

否

是

书籍、音乐CD、
软件、
电视游戏机、
DVD、录像带

1. 价格高于或等于

45,000 日元的商品
（大件商品除外）

左侧以外的
所有商品

100cm以下

100cm以上~140cm以下

140cm以上~170cm以下

170cm以上~200cm以下，并且各边在90cm以下

45,000日元
25cm18cm

2cm

45cm35cm

20cm

45cm35cm

20cm

25×18×2cm以下
并且250g以下

45×35×20cm以下
并且9kg以下

45×35×20cm以上
并且9kg以上

250g以下 9kg以下 9kg以上

FBA费用细节

非

侧以
有商

非媒体类

以外的
商品



新费用体系（适用于2016年10月21日以后发货的商品）

*1

*2

*3

*4

*5

*6

*7

*8

上述金额含税。有时1件发货指示会分成多次发货。此时，针对各次发货收取发送重量手续费。

费用表中记载的重量是发货商品与包装材料的合计重量。包装材料的重量小件尺寸时规定为50g，标准尺寸时规定为150g。在小件尺寸中，如果发货重量超过250g时，则按标准件尺寸收取费用。在标准件尺寸中，超过2kg的　  

尾数自动加1（例如：发货中所包含的商品重量与包装材料重量（150g）的合计为2.1kg时，则按3kg计算）。包装材料的重量是根据发送符合小件、标准件尺寸的商品时所采用的多种包装材料，并且考虑了使用频率等因素后规　  

定的。

高价商品：价格等于或高于45,000日元的小件商品或准件。

“媒体类标准件”与“非媒体类标准件”其包含包装材料的重量超过2kg时，将按每1kg追加收取发送手续费。另外，超过2kg的尾数自动加1。

一次发送中，混在多种商品类别（媒体类、非媒体类、大件商品）时，适用最高的发送手续费。

有时1件发货指示会分成多次发货。此时，针对各次发货收取发送重量处理费。

使用FBA多渠道配送订单服务时，包装材料的重量采用发货商品总重量的10%。在小件尺寸中，如果发货重量超过250g时，则按标准件尺寸收取费用。

FBA多渠道配送订单服务的配送费，依据商品尺寸进行计算。

■ FBA多渠道配送订单服务费用表　*1 *7 （适用于 Amazon.co.jp 以外的网路购物订单发送的商品）

■ FBA标准服务费用表　*1 *2 （发送在Amazon.co.jp上收到订单的商品）

新费用体系（适用于2016年10月21日以后发货的商品）

发货操作费
（按件数）

配送费

媒体类 非媒体类 大件商品

高价商品

小件商品 标准件 小件商品 标准件

83日元

217日元

351日元

83日元

320日元

412日元

135日元

289日元

392日元

135日元

397日元

438日元

100cm以下 140cm以上-
170cm以下

100cm以上-
140cm以下

类别1 类别3类别2

258日元

434日元

464日元

258日元

457日元

487日元

258日元

505日元

535日元

特大件类别

258日元

1,157日元

1,257日元

根据左侧的

价格
标准件配送*5*7*8

配送手续费
（按件数） 加急配送

时间指定

发货操作费
（按件数）

重量处理费 *4 *6

配送费 高价商品
小件商品 标准件 小件商品 标准件

88日元

58日元

88日元

0~2kg: 86日元

 +1kg: 6日元

78日元

167日元

100日元

0~2kg: 229日元

 +1kg: 6日元

0日元

100cm以下 100cm以上-
140cm以下

140cm以上-
170cm以下

170cm以上-200cm以下，
并且各边90cm以下

170cm以上-200cm以下，
并且各边90cm以下

类别1

530日元

0日元

572日元

0日元

609日元

0日元

1,258日元

0日元

FBA配送费

使用以下的服务， 另收取费用。关于各服务的详情与 用，请参考亚马逊卖家后台的帮助页面。以下费用与手续费全部含税。

*9  对于服装、时尚小物件、鞋子、包包、珠宝、钟表类别的商品，以及需要特别应对的商品（可燃烧性危险品等），由应对的运营中心的规定，即使利用收货方指定服务也不得变更收货运营中心。

注意：购买服装和配饰品类（服装、时尚饰品、鞋靴和箱包类别）商品的买家使用“30天退货免运费”服务时，卖家所负担的「买家退货操作手续费」和「买家退货配送手续费」也和 FBA 配送费相同适用于新订制的费用。有关「买家

退货操作手续费」请依照发货操作费的新费用，「买家退货配送手续费」请依照重量处理费的新费用。

FBA其他费用

收货方指定是指，在向亚马逊运营中心寄送商品时，卖家可以指定自己所希望的运营中心的可选服务。利用此项服务时将收取以下的

费用。

■ 收货方指定费　*9

按件数

收货方指定费

媒体类 非媒体类   大件商品

小型商品 标准件 小型商品 标准件

5日元 8日元 5日元 8日元

100cm以下 100cm以上-
140cm以下

140cm以上-
170cm以下

类别1 类别3类别2

9日元 9日元 9日元 9日元

170cm以上-200cm以下，
并且各边90cm以下

特大类别

媒介类 非媒介类  大件商品

类别3类别2 特大件类别

FAQ - 常见问题解答

签订亚马逊物流合同时不产生费用。卖家的商品交付到亚马逊

运营中心时起，产生仓储费用。另外，从买家处收到订单后，发送

商品时将产生配送费。

■如有其它不明之处，请参照“常见问题解答” （http://services.amazon.co.jp/support/faq.html）。

本册中记载的内容为2016年10月21日以后适用的新费用计划。服务内容以及网站上的标示等有可能变更，敬请谅解。

© Copyright 2016 Amazon.com, Inc.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Amazon、亚马逊、Amazon.co.jp、Amazon Services Japan、Merchants@amazon.co.jp、亚马逊物流、Amazon Marketplace、亚马逊卖家后台、Amazon Prime、Amazon标识、

Amazon.com与Amazon.co.jp标识是Amazon.com, Inc.或者其它相关公司的商标。禁止随意转载与复制。

签订亚马逊物流合同时需要缴纳费用吗？ 仓储费与配送费何时支付？

将商品交付到亚马逊运营中心时的发送费用，应由发送方（卖家）

承担。

签订了在Amazon.co.jp上开店合约的同时，按在开店用的帐户

中所设定的支付周期进行结算。亚马逊物流的仓储费用从亚马逊

运营中心收到商品时起产生，按保管天数进行计算。仓储费用以月

为单位支付。仓储费用在每月7日到15日之间，计算上月份的仓储

费用，并在下次结算时支付。配送费按收到订单后每次发送商品收

取，并按所设定的周期，与其它手续费一起进行结算。详情请咨询

客户经理或者技术支持中心。

交付商品时的发送费用呢？

商品标签粘贴服务是指，由亚马逊代替卖家粘贴商品标签的可选

服务。利用此项服务时将收取以下的手续费。

■ FBA商品标签粘贴服务手续费

小件商品、标准件

大件商品

每件商品的费用

19日元

43日元

FBA多渠道配送服务的订单被指定并委托为现款交货时，所需要

缴纳的手续费。

■ FBA多渠道配送服务现款交货的手续费

每个订单的费用

324日元多渠道配送服务
现款交货的手续费

寄回商品与放弃所有权时，将收取以下的费用。

■ 退货与放弃所有权的费用

退货

放弃所有权

小件商品与标准件（每件）

51日元

10日元

大件商品（每件）

103日元

21日元

关于在亚马逊运营中心保管365天以上的库存品，按每10cm×

10cm×10cm收取174.857日元的长期仓储费用，每半年计算一

次，并收取半年的费用。

■ 长期仓储费

库存清查日期

8月15日、2月15日 174.857日元长期仓储费

长期仓储费
（10cm×10cm×10cm）库存对象

在运营中心保管

365天以上的库存品

购买时尚类别商品（服装、时尚小物件、鞋子、包包类）的买家，利用“30日内退货免运费”服务退货时，所需要缴纳的手续费。

买家退货手续费 *10*11

*10 费用表中记载的重量是发货商品与包装材料的合计重量。包装材料的重量

若是小件尺寸时规定为50g，标准尺寸时规定为150g。在小件尺寸中，如

果发货重量超过250g时，则按标准件尺寸收取费用。在标准件尺寸中，超

过2kg的尾数自动加1（例如 ：发货中所包含的商品重量与包装材料重量

（150g）的合计为2.1kg时，则按23kg计算）。包装材料的重量是根据发送

符合小件、标准件尺寸的商品时所采用的多种包装材料，并且考虑了使用

频率等因素后规定的。

*11  标准件商品包含包装材料的重量超过2kg时，每1kg追加发送手续费。另

外，超过2kg的尾数自动加1。

如果您发往亚马逊的货件中包含不符合库存要求的商品，我们将根据计划外的准务计划对这些商品进行评估，按件收取费用。

对于计划外的准备服务，亚马逊物流将按件报告和收取计划外的准备服务费用。您可以在标准化货件创建流程中的“一览”选项卡和入

库问题报告中查看已收取计划外的准备服务费用的商品清单。

计划外的标签和塑封

小件商品

标准件

大件商品

买家退货操作手续费（每件）

78日元

100日元

530日元 1,258日元 （因尺寸而异）

买家退货配送手续费（每件）

167日元

229日元 （6日元/+每1kg）

0日元

新的费用体系（适用于2016年10月21日以后发货的商品）

初次发生：对于左述的每种问题类型，若在初次向亚马逊运营中心运输商品

时发生问题，我们将按照“初次发生”栏中列出的费率针对每件问题商品向您

收取费用。

后续发生：如果同一种商品在“初次发生”运输之后的运输中存在相同的问题，

我们将按照“后续发生”栏中列出的费率针对每件问题商品向您收取费用。

*12 

*13 

问题类型

贴标缺陷和错误*

需要塑料袋包装

需要气泡膜包装

需要封装

计划外的准备服务

为商品贴标

使用塑料袋包装商品

使用气泡膜包装商品

使用胶带封装商品

初次发生*12

30

55

75

65

后续发生*13

60

110

150

130

*包括隐藏额外的条形码和 ASIN 应用缺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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