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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商运费



 

附加收费及费⽤ 收费说明 (2021.1.4 起⽣效)

包裹最⻓边⻓度⼤于 48 英⼨（121.9厘⽶） 小于 108 英

⼨（274.3厘⽶）

包裹第⼆⻓的边⼤于 30 英⼨（76.2厘⽶）

包裹的“最⻓边+腰围【(宽+⾼)*2】”⼤于 105 英⼨

（266.7厘⽶）

包裹实际重量超过 50 磅（22.7千克） (国内包裹)

包裹实际重量超过 70 磅（31.75千克）(国际包裹)

包裹是开放式的状态，没有完全密封好

包装不是纸箱(cardboard)，包含并不限于:⾦属，木头，

帆布，⽪，塑料，泡沫塑料等

包裹外⾯缠了防爆膜

软包装最⻓边超过 18 英⼨（45.7厘⽶）或第⼆⻓边超过

13 英⼨（33厘⽶） 或⾼度超过 5 英⼨（12.7厘⽶）

圆柱形的包裹

包裹形状不规则，例如包裹上有突出的把⼿、轮⼦等

可能对其他包裹或器械造成伤害

以上的收费都是针对每个东西来计算的，例如，把两个拉

杆箱绑在⼀起，会计算两次 additional handling fee

FedEx Ground/Home 特殊处理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Additional Handling

$16 /包裹 (尺⼨)

$25.5 /包裹(重量)

$14 /包裹 (包装)

常⻅附加收费说明

Address Correction

$18

改地址费:这个改地址费⽤会在地址信息填错了或者漏填的时

候产⽣。不管是 FedEx ⾃⾏帮你更改，或者你电话联系

FedEx 更改都会收取改地址费

Oversize Charge

- FedEx Ground 

$105/包裹

- Home Delivery 

$130/包裹

最⻓边超过 96 英⼨（243.8厘⽶）

包裹的“最⻓边+腰围【(宽+⾼)*2】”⼤于 130 英⼨

（330.2厘⽶）

运费将会基于实际包裹的重量或者billable weight，最低

90 磅（40.8千克） 起计算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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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收费及费⽤ 收费说明 (2021.1.4 起⽣效)

Ground Unauthorized

Package Charge
 

$920

常⻅附加收费说明

Pick up fee

(需⾃⾏注册账号预约)

Residential Surcharge

$4.8

最⻓边超过 108 英⼨（274.3 厘⽶）

包裹的“最⻓边+腰围【(宽+⾼)*2】”⼤于 165 英⼨

（419.1厘⽶）

包裹实际重量超过 150 磅（68千克）

1.

2.

3.

上⻔提货费(单次): ⼀般是$2-$4 ⼀个包裹,周六 pickup额

外收费$20

上⻔提货费(每周):$16.5 每周(个⼈账单⾦额超过$75 每

周)

上⻔提货费(每周):$33 每周(个⼈账单⾦额低于$75 每周)

1.

2.

3.

*如果您将包裹交给送货司机则也可能被收取上⻔取件服务费

住宅地址配送费: FedEx 提供将货件递送⾄住宅地址和商务

办公地址的服务。住宅地址包括私⼈住所及⾮公共办公场所

(如果您的收件地址已勾选 residential，ShipSaving 平台

会⾃动加⼊这个费⽤)

Delivery Area

Surcharge

⼀些特殊地区/偏远地区，⼀般是$4-$10。所谓偏于地区，

不单单是指阿拉斯加，夏威夷，和波多黎各这些地⽅，即便

是纽约州和加州这些州，其中也包含边远地区

⽤⼾须知 | UPDATED ����.��

Smartpost Delivery

Surcharge

$2.35 美国本⼟

$2.95 超偏远地区和外岛

根据邮编产⽣的特殊地区/偏远地区附加费⽤



 

附加收费及费⽤ 收费说明 (2021.1.4 起⽣效)

常⻅附加收费说明

Smartpost Non-

Machinable Surcharge

$3.40/包裹

包裹任意⼀边超过27英⼨（68.6厘⽶）

包裹其他两边超过17英⼨（43.2厘⽶）

包裹重量超过35磅（15.9千克）

圆柱形的包裹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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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最新FedEx����费⽤，最新FedEx Smartpost����费⽤

Peak Surcharge

-Additional Handling

-Oversize

-Ground Unauthorized

Package

旺季附加费:这是在旺季期间，FedEx 应⽤的⼀项或多项旺

季附加费将适⽤于特定 的邮寄包裹

详细信息可⾄ fedex.com/peak-surcharge

https://www.ups.com/assets/resources/media/en_US/package-accessorial-pricing-preview.pdf
https://www.fedex.com/content/dam/fedex/us-united-%20states/services/FXE_FXG_Surcharges_and_Fees_2021.pdf
https://www.fedex.com/content/dam/fedex/us-united-states/services/FXSP_FeesOtherShipInfo_2021.pdf


 

附加收费及费⽤ 收费说明 (2020.12.27 起⽣效)

任何包裹实际重量超过 50 磅（22.7千克） (国内包裹)

任何包裹实际重量超过 70 磅（31.75千克） (国际包裹)

任何未完全包裹在⽡楞纸板集装箱内的物品，包括轮胎。

任何附有⾮⽡楞硬纸板制成的装运外容器的包装，包括但

不限于帆布、⽪⾰、⾦属、木材、硬塑料、软塑料(如塑

料袋)或膨胀聚苯⼄烯泡沫塑料(如聚苯⼄烯泡沫塑料)。

软⾯包装(例如聚袋及⽓泡邮件)内的任何物品，其最⻓边

超过 18 英⼨，第⼆最⻓边超过 14 英⼨（35.6厘⽶），或

⾼度超过 6 英⼨（15.2厘⽶）

任何外箱覆盖有收缩包装或拉伸包装的包装。

任何⽤⾦属、塑料或布条捆扎的包裹，或有轮⼦、脚轮、

把⼿或带⼦的包裹(包括外表⾯松散包裹的包裹，或内容

物凸出容器表⾯的包裹)。

任何圆柱状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桶，罐，邮寄管等。

任何不规则包装的包裹。

任何需要特殊处理的包裹，由 UPS 决定。

适⽤于国内和国际服务。

对于符合上述多个标准的包裹，只会收取⼀笔额外的⼿续

费，按以下顺序:重量、⻓度加周⻓、⻓度、宽度、包装。

当使⽤⼤包裹附加费时，AHS ⽤将不被计算在内。

特殊处理费⽤:特殊处理费将针对部分情况下的包裹进⾏加

收，该费⽤的收取取决于您包裹在 UPS 处理中⼼过机检测时

的数据决定。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四类主要情况:

      

       

重量:

周⻓:包裹的⻓+2(⾼+宽)超过 105 英⼨（226.7厘⽶）

⻓度: 包裹的最⻓边超过 48 英⼨（121.9厘⽶）

宽度: 包裹的最⻓边超过 30 英⼨（76.2厘⽶）

包装情况:

      

       

Additional Handling

国内包裹

‒ 重量 $25.50

‒ 周⻓ $16.00

‒ ⻓度 $16.00

‒ 宽度 $16.00

‒ 包装 $15.25

国际包裹

$16.00

常⻅附加收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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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收费及费⽤ 收费说明 (2020.12.27 起⽣效)

Large Package
Surcharge

 
$105 (Commercial)

$130 (Residenctial)

常⻅附加收费说明

Over Maximum Limits 

$920

Residential Surcharge

$4.45

最⻓边超过 96 英⼨（243.8厘⽶）

包裹的“最⻓边+腰围【(宽+⾼)*2】”⼤于 130 英⼨

（330.2厘⽶）

运费将会基于实际包裹的重量或者billable weight，最低

�� lbs（��.�千克） 起计算

1.

2.

3.

住宅地址递送附加费 UPS 提供将货件递送⾄住宅地址和商

务办公地址的服务。住宅地址包括私⼈住所及⾮公共办公场

所，向此类地址递送货件加收。该信息以 UPS 系统及美国

邮政系统校验收取。

Delivery Area /Remote

Area Surcharge

⼀些特殊地区/偏远地区，⼀般是$4-$30。所谓偏于地区，

不单单是指阿拉斯加，夏威夷，和波多黎各这些地⽅，即便

是纽约州和加州这些州，其中也包含边远地区

最⻓边超过 108英⼨（274.3厘⽶）

包裹的“最⻓边+腰围【(宽+⾼)*2】”⼤于 165 英⼨

（419.1厘⽶）

包裹实际重量超过 150 磅（68千克）

1.

2.

3.

⽤⼾须知 | UPDATED ����.��

Delivery Intercept

$17.6

包裹召回费⽤:通过⽹站申请包裹召回收取的附加费⽤，不包

含包裹退回产⽣的运费。

Address Correction

$18

改地址费:这个改地址包括你填错了或者漏填了地址信息

UPS ⾃⾏帮你更改，或者你电话联系 UPS 更改,均会被 UPS

视作地址更正申请，并收取该费⽤



 

附加收费及费⽤ 收费说明 (2020.12.27 起⽣效)

Shipping Charge
Correction Audit Fee

 
$1.05 /包裹

常⻅附加收费说明

当包裹尺⼨或者重量的纠正费⽤⼤于$2.00 的时候，那个包

裹将会被额外收取$1.05 的费⽤

旺季附加费:这是在旺季期间，UPS 应⽤的⼀项或多项旺季

附加费将适⽤于特定的邮寄包裹。

详细信息可⾄ ups.com/peaksurcharges

Missing PLD Fee
 

$2 /包裹

包裹级别明细缺失附加费:PLD 包括但不仅限于收件⼈的全

名、完整的递送地址，以及货件的尺⼨和重量

Peak Surcharge

-Additional Handling

-Large Package

-Over Maximum Limit

⽤⼾须知 | UPDATED ����.��

SurePost Discount

Disqualified

(可能导致$30 以上

的附加费⽤)

购买 SurePost 的时候，请⼀定要确认输⼊准确的包裹尺⼨和

重量。⼀旦包裹超过 9 磅（4.08千克）的体积重，SurePost

对应的折扣就会取消。使⽤者将付邮寄费的全价。

*点击查看最新UPS����费⽤

http://ups.com/peaksurcharges
https://www.ups.com/assets/resources/media/en_US/package-accessorial-pricing-preview.pdf


 

附加收费及费⽤ 收费说明 (2021.1.1 起⽣效)

Address Correction
 

$18

常⻅附加收费说明

Remote Area

$42

Fuel Surcharge

(% of transportation 

and additional 

charges)

地址更正费:任何由于地址信息错误而导致该包裹⽆法成功寄

达⽬的地产⽣的附加费

燃油附加费:此项浮动附加费按每件运件重量征收，根据市场

公开的燃油价格指数计算，有关资料载于 DHL Express ⽹

站 dhl.com.hk/tc/express

从美国出发⾄国际地区:包裹单边⻓度超过 48 英⼨

（121.9厘⽶）将收取超⼤包裹附加费

从国际地区出发⾄美国:包裹单边⻓度超过 120 厘⽶将收

取超⼤包裹附加费

超⼤物件费:

此定额附加费适⽤于每件单件，适⽤于国际速递服务

偏远地区派送费:任何寄⾃或运往难以到达或路途遥远地区的

包裹，均须征收此附加费

Data Entry

$6.50

资料输⼊费:每件以⾮电⼦⽅式提交的提单和报关单需要额外

的收费。如果是以电⼦⽂件的货物则不需要此⽀付费⽤。

Oversize Piece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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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eight Piece

$94

从美国出发⾄国际地区:包裹重量或体积重超过 150磅

（68千克）将收取超⼤包裹附加费

从国际地区出发⾄美国:包裹重量或体积重超过 70千克

将收取超⼤包裹附加费

超重物件费:

此定额附加费适⽤于每件单件，适⽤于国际速递服务

http://dhl.com.hk/tc/express


 

附加收费及费⽤ 收费说明 (2021.1.1 起⽣效)

Exporter Validation
 

$30

常⻅附加收费说明

进出口管控地区服务费:DHL 会托运到受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

控制办公室(OFAC)施加贸易限制的⽬的地国家之运件征收附

加费。⽬的地国家包裹阿富汗，⽩俄罗斯，黎巴嫩，缅甸和津

巴布⻙。此附加费⽤也可同时和受限制地区服务费⼀同收取。

Elevated Risk

$20

⾼⻛险地区服务费:DHL 会就托运到持续战争、内乱或遭恐怖

主义威胁的⾼⻛险⽬的地国家之运件征收附加费。⾼⻛险⽬的

地国家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利⽐亚、⻢⾥、尼⽇尔、苏丹,

叙利亚和也⻔。

⽤⼾须知 | UPDATED ����.��

Restricted Destination

$30

受限制地区服务:DHL 会就托运到受联合国安理会施加贸易限

制的⽬的地国家之运件征收附加费。⽬的地国家包括中⾮共

和国、刚果⺠主共和国、厄利垂亚、伊朗、伊拉克、北韩、

利⽐亚、索⻢⾥、叙利亚和也⻔。

特别处理物件费:因托运⼈要求或货板上单⼀运件的形状、内

容或包装而⽆法叠放，每件包裹均须征收定额附加费

Non-Stackable Pallet

$245

*点击查看最新DHL����费⽤

https://mydhl.express.dhl/us/en/surcharges.html


 

如何计算体积重？

⾼

宽⻓

将⻓度乘以宽度再乘以⾼度，单位为英⼨。将每个测量值四舍五⼊到最接近

的整数英⼨。由此得出的总和就是您的包裹体积重。

对于美国、波多黎各和国际运输，除以常数：139。

⻓ * 宽* ⾼   /  139 = 包裹体积重

⽤⼾须知 | UPDATED ����.��

https://mcusercontent.com/9e5fe529f5273afcc22db8319/files/9dfa2f2e-1e8e-42af-8b2e-5bdf19eb0b03/ShipSaving_Claim_Form_.pdf
https://mcusercontent.com/9e5fe529f5273afcc22db8319/files/9dfa2f2e-1e8e-42af-8b2e-5bdf19eb0b03/ShipSaving_Claim_Form_.pdf
https://mcusercontent.com/9e5fe529f5273afcc22db8319/files/9dfa2f2e-1e8e-42af-8b2e-5bdf19eb0b03/ShipSaving_Claim_Form_.pdf
https://mcusercontent.com/9e5fe529f5273afcc22db8319/files/9dfa2f2e-1e8e-42af-8b2e-5bdf19eb0b03/ShipSaving_Claim_Form_.pdf


S h i p p i n g  &  M o n e y  S a v i n g  E x p e r t

感谢使⽤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您的客服群或销售经理

17800 Castleton St #338,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1-833-387-7396   /   support@shipsaving.com

WWW . S H I P S A V I N G . C O M

扫码关注ShipSaving公众号
获得更多电商物流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