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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览 

亚马逊全球物流中心可以是亚马逊全球物流客户能够方便地在网上创建管理订单，确认提单，跟踪货物运输进度，

以及管理结算单和月结账单。 

注册账户 

概览 
用户可以在亚马逊全球物流中心网站创建个人资料，并上传基本资质证明。以下指南概了这些初始步骤。 

  

步骤  
1. 导航到 ship.amazon.cn 

点击下方语言设置可以切换中英文 

 

 

2. 如果用户已有亚马逊账户，他们可以选择  登录 （直接到步骤 6），否则请选择  注册账户 。 

3. 选择  创建您的 Amazon 帐户  

 

 
 
 

https://ship.amazon.cn/
https://ship.amaz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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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所需信息并选择  创建您的 Amazon 账户 。 

 

1. 用户收到来自 Amazon.com 的确认其账户已创建的电子邮件后，便可以返回 ship.amazon.cn，使用创建账

户时提供的电子邮件和密码登录。 

2. 首次登录时，系统将提示用户填写公司基本信息。 

1. 对于“公司注册地区”，请选择公司合法注册所在的国家/地区。该公司详细信息必须符合当地的
注册要求。 

2. 确保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发货人和亚马逊之间通信的主要方法。 

3. 公司名称需与在中国大陆注册的法律实体名称相同。 

4. 填写余下所需信息。 

 

 

https://ship.amaz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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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公司信息后，请点击下一步或左上角的资质证明 选项卡， 上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并输入进口/

出口经营权号码。 

4. 您可以点击 按钮，选择文件，然后单机选择打开，以上传电子文档。 

5. 输入所有必填信息后，您必须同意亚马逊物流的亚马逊国际货运服务协议，然后单击提交注册以提交注册

信息以待审查。  

 

  

 

6. 提交申请后，用户将会收到以下消息： 

 

 

 

7. 单击  确认并提交  以完成注册申请。 

8. AGL 审查结束后，用户将收到一条关于资料状态的消息。  

9. 客户注册申请可能被直接批准，或被要求提交额外信息以完成申请。   

10. 注册申请批准后，客户便可以使用其凭证登录 ship.amazon.cn 并开始创建订单。 

  

https://ship.amazon.cn/freight/download-public-doc?root=bulletin&locale=zh_CN&fileName=QW1hem9uJTIwSW50ZXJuYXRpb25hbCUyMFNoaXBwbWVudCUyMFNlcnZpY2UlMjBDb250cmFjdCUyMHdpdGglMjBDaGluYSUyMFNlbGxlcnNfMTgwMjAuLi4ucGRm
https://ship.amaz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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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信息 

概览 
用户可以浏览他们的账户资料。在这里，用户可以更新他们的账户信息，或查看账户余额和账单文档。以下指南概

括了如何访问用户资料和账户余额。 

 

步骤 
1. 导航到 ship.amazon.cn 

2. 使用您的账户的证书登录。 

3. 单击位于主页屏幕右上角的个人资料图标 

 
 

4. 选择个人资料图后，用户便可以看到账户资料等选项，或在此退出登录。 

 

https://ship.amaz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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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选择  公司概况， 用户将能够查看公司信息。 

 

a) 选择页面底部的 更改联系人 后，即可更改联系人信息或进出口经营权号码。完成后，选择  保存  以保

留或  取消  以放弃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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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请联系亚马逊国际物流客服更改地址信息。 

 
 
 
 
 
 
 
 
 
 
 
 
 
 
 
 
 
 

6. 通过选择账户余额，用户可以查看其账户和银行信息，以及可用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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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地址管理后，用户可以选择提货地、发货人、收货人、通知人或委托联系人以更新其地址簿。用户还

可以添加、编辑或删除其他地址，方法是选择新地址、编辑或删除。 

 

 

* 注意：根据国际法规的要求，提货单地址（承运人、收货人和通知方）必
须使用拉丁字符（例如英语）。每个地址字段的最大字段长度介于 20-60 个
字符之间，如果用户超出字段限制，则会显示相应提示。取件地址可以为任
意语言。 

 

 

 
 

8. 亚马逊账户设置将带您前往亚马逊网页查看您的账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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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用户偏好设置允许用户选择账户的首选语言，即中文或英语。 

10. 选择  站内消息  将允许用户查看最近他们账户的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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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订单 – 空运 

概览 
用户可以创建新的空运订单。在订单中填写始发地，目的地，所运送商品的详细信息，添加相应的文档，创建运费

估算并查看提货单。不同运输类型（海运整箱，海运拼箱，空运）的创建新订单过程会有微小差别。 

 

步骤 
1. 导航到 ship.amazon.cn 

2. 登录用户账号。 

3. 从主页的菜单栏或屏幕下方的快速链接选择  创建新订单。 

 
  

订单信息 

 

1. 服务类型 – 默认选择 FBA 入仓 

2. 运输类型- 空运 

3. 发货机场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货件运出的机场  

https://ship.amaz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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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的地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目的（亚马逊）运营中心 

5. 货好日期 – 货件备好日期，即提货或自送日期。 

6. 选择此货件需要的增值服务： 

1. 始发机场增值服务 

1. 提货服务 – 如选择提货服务，请为每一宗货品单独提供提货地址。  

2. 委托亚马逊报关 – 亚马逊可提供始发机场报关服 

 

 注意：如果选择了提货服务，则须在下一页输入提货地址。 

 

2. 目的机场增值服务 

1. 委托亚马逊清关 

2. 打托 

 

 
注意：对于亚马逊 FBA 业务的空运模式来说，目的机场打托和清关为必选增
值服务。 

 

4. 当所有必填信息和所需服务都选择完成后，单击  保存并填写货物信息  继续。 

 

货物信息 

 

1. 本页信息均为商品信息。 

2. 用户需要提供引用标识（PO Number）和 FBA Shipment NO （在亚马逊 Seller Central 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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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个订单可以有多个引用标识和 FBA Shipment NO。如同一类型的货
物有不同的引用标识或 FBA Shipment NO，请分为多个货物填写，并填写准
确完整的引用标识和 FBA Shipment NO。（请不要再一个空内填写多个号
码，如“FBA1，FBA2”） 

 

3. 为运送的每件商品输入以下信息：  

1. 包裹件数和类型（纸箱、包裹等） 

2. 包裹尺寸：长，宽，高 （厘米） 

3. 总体积将由系统自动填写  

4. 配送的商品总重量 

4. 提供商品信息 （可提供多个商品信息） 

1. 可售商品数量为寄送商品总数量 

2. 中文品名（使用发货地/本地语言）为商品中文名 

3. 英文品名（使用目的地语言）为商品英文名 

4. 配送商品的总价值（以美元为单元） 

5. 唛头 – 通常为箱侧的标记或数字。 

 

 
注意： 如果选择了提货服务，您需要先添加提货地址（每个货物均需填
写）。如果需要到多个地址提货，请分多个货物填写 

 

 

 

6. 如果还有其他要添加到货件中的商品，请在屏幕底部选中标有以下文字的复选框：添加货物 

1. 用户需要提供前述步骤 2-5 中所列有关此项商品的信息 

7. 所有商品输入完毕后，单击保存并进行下一步。要保存输入的订单信息稍后再返回继续编辑，请单击保存。

您可通过主页上的管理我的预订访问这些已保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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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详细信息 

 

1. 选择 Incoterms 

2. 从您的地址簿中选择已有的联系人，作为：  

1. 发货人 – 空运提单中的发货人 

2. 收货人—空运提单中的收货人 

3. 通知人 – 空运提单中的通知人（通常为报关行） 

4. 委托联系人 – 需要收取订单更新的联系人 

 

 注意：您可以在此界面更新地址和添加新地址。 

 

3. 选好所有详细信息和联系地址后，单击 保存 以保存输入的订单信息以便稍后再返回继续编辑(您可以通过主页

上的订单管理访问已保存的“未提交订单”)， 单击保存并获取报价 则系统会计算运输成本并显示订单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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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报价”屏幕上，检查所有信息 

1. 如果对于报价没有疑问，在接受危险货物相关条件及条款后可单击“提交订单” 

2. 或者，如果预估费用有误，请选择“取消”以查看文档的问题 

 
 

创建新订单 – 海运 

概览 
用户可以创建新的空运订单。在订单中填写始发地，目的地，所运送商品的详细信息，添加相应的文档，创建运费

估算并查看提货单。不同运输类型（海运整箱，海运拼箱，空运）的创建新订单过程会有微小差别。 

 

步骤 
1. 导航到 ship.amazon.cn 

2. 登录用户账号。 

3. 从主页的菜单栏或屏幕下方的快速链接选择  创建新订单。 

 

https://ship.amaz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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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信息 

 
  

1. 服务类型 – 默认为 FBA 入仓 

2. 运输类型 - 海运整箱货件/拼箱货件 

3. 装货港口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货件运出的装货港口 (POL)  

4. 目的地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目的（亚马逊）运营中心 

5. 货好日期 – 货件备好日期，即提货或自送日期。 

6. 选择此货件需要的增值服务： 

1. 起运港 

1. 做箱服务 （仅海运整箱适用） 

1. 门点装箱 – 发货人自行装箱并由亚马逊提货。 

2. 门点提散货仓库内装 – 发货人要求亚马逊将散货从发货人库房提至起运港集装箱货运

站进行装箱并作为整箱发货。 

3. 自送内装仓库 – 发货人自行将散货送至集装箱货运站进行装箱并作为整箱发货。 

4. 自提箱装箱进港 – 发货人自行装箱，并将集装箱运至承运商集装箱堆场。 

2. 起运港打托服务 – 仅在集装箱货运站装箱时可选 

3. 商品贴唛 – 仅在集装箱货运站装箱时可选 

4. 加固 – 仅在集装箱货运站装箱时可选 

5. 委托亚马逊报关 – 如果您需要亚马逊提供出口报关则请勾选此项。 

1. 清关服务可在属地，口岸，或专管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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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如果选择了提货服务，则须在下一页输入提货地址。 

 

2. 目的港 

1. 委托亚马逊报关 – 如果您需要亚马逊提供进口报关则请勾选此项。 

 

当所有必填信息和所需服务都选择完成后，单击  保存并填写货物信息 继续。 

 

货物信息 

 

1. 本页信息均为商品信息。 

2. 对于海运整箱运输，需要提供集装箱数量和类型。 

3. 用户需要提供引用标识（PO Number）和 FBA Shipment NO （在亚马逊 Seller Central 内提供）。 

 

 

注意：一个订单可以有多个引用标识和 FBA Shipment NO。如同一类型的货
物有不同的引用标识或 FBA Shipment NO，请分为多个货物填写，并填写准
确完整的引用标识和 FBA Shipment NO。（请不要再一个空内填写多个号
码，如“FBA1，FBA2”） 

 

4. 为运送的每件商品输入以下信息：  

1. 包裹件数和类型（纸箱、包裹等） 

2. 货物总体积 

3. 配送的商品总重量 

5. 提供商品信息 （可提供多个商品信息） 

1. 可售商品数量为寄送商品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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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文品名（使用发货地/本地语言）为商品中文名 

3. 英文品名（使用目的地语言）为商品英文名 

4. 配送商品的总价值（以美元为单元） 

6. 唛头 – 通常为箱侧的标记或数字。 

 

 
注意： 如果选择了提货服务，您需要先添加提货地址（每个货物均需填
写）。如果需要到多个地址提货，请分多个货物填写 

 

 

 

7. 如果还有其他要添加到货件中的商品，请在屏幕底部选中标有以下文字的复选框：添加货物 

1. 用户需要提供前述步骤 2-5 中所列有关此项商品的信息 

8. 所有商品输入完毕后，单击保存并进行下一步。要保存输入的订单信息稍后再返回继续编辑，请单击保存。

您可通过主页上的管理我的预订访问这些已保存的信息。 

 
 

订单详细信息 

 

1. 选择提单类型 （电放提单或正本提单） 

2. 选择 Incoterms 

3. 从您的地址簿中选择已有的联系人，作为：  

1. 发货人 – 海运提单中的发货人 

2. 收货人—海运提单中的收货人 

3. 通知人 – 海运提单中的通知人（通常为报关行） 

4. 委托联系人 – 需要收取订单更新的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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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您可以在此界面更新地址和添加新地址。 

 

4. 选好所有详细信息和联系地址后，单击 保存 以保存输入的订单信息以便稍后再返回继续编辑(您可以通过主页

上的订单管理访问已保存的“未提交订单”)， 单击保存并获取报价 则系统会计算运输成本并显示订单报价。  

 

 

 

5. 在“报价”屏幕上，检查所有信息 

1. 如果对于报价没有疑问，在接受危险货物相关条件及条款后可单击“提交订单” 

2. 或者，如果预估费用有误，请选择“取消”以查看文档的问题 

 

订单管理 

概览 
在订单管理页面，用户可以浏览已提交订单和未提交订单。对于已提交订单，用户可浏览提单状态，货物追踪，或

复制订单并创建新订单。对于未提交订单，用户可以编辑，提交，或删除。海运和空运的唯一区别在于空运提单在

管理提单页面不可见。 
 

步骤 
1. 要查看预订的状态，请从主页的菜单栏或屏幕下方的快速链接单击  订单管理。。 

2. 从屏幕左侧的“已提交订单”中选择您的运输方式。 

3. 您可以点击过滤器以使用订单号，订单状态，或订单提交日期来过滤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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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列表中找到从您已创建的货件并单击眼睛图标以查看货件。 

  

1. 在货件从集运商处运出并装载到飞机（或货轮）的过程中，“货物追踪”下将显示相应的详细信息。 

2. 货物追踪状态被分为不同类别展示，点击加号展开详细状态更新。 

 

 

 

5. 要将相似或重复的货件详细复制到新的预订，请选择复制预订。此操作将创建一个镜像预订，系统会提示您输

入所有发生更改的信息（例如，订货单编号、亚马逊物流编号、件数和重量等）。 

6. 对于海运订单，您可以在此页面下查看和管理提单。 

 
 

账单信息 

概览 
用户可以在这一页面浏览结算单和月结账单的详细信息。 
 

步骤 
1. 要查看  账户余额、借记明细  和  每月的  账单明细，请选择在屏幕上方的 账单信息  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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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看  账户余额  将显示托运人的账户概览（包括信用账户和现金账户）。 

 

 

 
注意：您也可以通过点击右上角的用户资料图标并选择账户余额浏览此页
面。 

 

2. 通过选择  结算单，用户可以查看配送活动与产生的成本及其当前状态。 

1. 待确认 – 结算单已经产生但未经发货人确认。 

2. 已确认 – 结算单已经被发货人确认。 

3. 有争议 – 发货人认为此结算费用与实际有出入并且亚马逊仍未做出回应。 

4. 已扣款 – 结算单金额已经从发货人账户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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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界面最右侧有一个“操作”列，供用户确认和查看借记单以及就其提出争议。 

 

1. 单击感叹号 (!) 以确认结算单或就其提出争议。此时将出现一个窗口，供您以 PDF 格式

下载借记单、进行确认或提出争议。 

 

2. 如果您要就结算单提出争议，则需输入备注说明原因。 



 
用户手册: 

亚马逊全球物流中心 
ship.amazon.cn 

 

  Amazon | Page 21 of 21 

  

 

3. 如果您正在确认结算单，系统会提示您在提交给客服之前再次确认结算单。 

 

2. 点击眼睛图标即可查看 PDF 格式的借记单。 

4. 用户可以通过选择月结账单查看每个日历月产生的账单明细。通过单击某项明细，用户可以查看在该

月创建的结算单，还可以在该页面对明细提出争议。 

 

 

 
 
 
 

 恭喜您已经阅读至亚马逊全球物流中心用户手册的最后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