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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x的运输、费率和追踪应⽤程序通过在您的Shopify商店与FedEx⾃动发货来减少您的⼯作。
该应⽤程序允许您在Shopify账户结账时显示实时的FedEx运输估算，打印FedEx运输标签，并在您
的Shopify商店内启⽤货件跟踪。

FedEx和PluginHive合作，在亚太、中东、印度和⾮洲地区免费提供Shopify Ship, Rate, Track应⽤
程序。如果你注册⼀个新的FedEx账户，可以领取优惠节省⾼达83%的运输费⽤。

本指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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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问题

应⽤程序的故障排除

下载，安装并激活该应⽤程序

从您的Shopify商店的⻚⾯，进⼊应⽤程序部分，点击推荐应⽤程序>Shopify应⽤程序商店。



搜索 “运输、费率和追踪”，点击“添加应⽤”。



 ⼀旦你将该应⽤程序添加到你的商店，你将被重定向到“安装⻚⾯””



安装完成后，该⻚⾯将重新返回到 “允许付费 “⻚⾯。

说明

由于该应⽤程序对来⾃亚太、中东和⾮洲的商户是免费的，所以PluginHive不会对您使⽤该



应⽤程序收费。

您可以通过点击商店中的应⽤程序部分找到应⽤程序设置。

 点击该应⽤程序，你将被转到 “欢迎⻚⾯”，如下图所示。



视频教程-如何将FedEx与Shopify整合
通过FedEx的运输、费率和追踪功能，您可以将FedEx与Shopify整合，使订单执⾏过程完全⾃动
化。下⾯的视频展示了如何完成这⼀步骤。



在应⽤程序内添加您的FedEx企业/个⼈账户。
“运输、费率和追踪 “应⽤程序要求商家拥有⾃⼰的FedEx账户，以便完全管控其货件。使⽤⾃⼰的
账户还可以获得FedEx运输折扣

PluginHive与FedEx合作，使商户的账户注册更简单、更⽅便。你只需要输⼊FedEx账户名称、
FedEx账户号码以及与该账户相关的托运⼈地址，如下图所示。



说明

托运地址应该是您在FedEx账户中设定的详细地址。 

点击 “保存“，应⽤程序将⾃动获得显示实时运费、打印标签和为您的订单⽣成跟踪号码所需的
FedEx账户详细信息。



核实发货⼈和客户地址

为了获得最准确的运费，你需要确保发货⼈和客户的地址是正确的。

1. 核实发货⼈地址

核实 “地点 “下的 “发货地址”。如有需要，你可以修改地址。

您的Shopify商店的第⼀个地址将被标记为默认地址，并⽤于处理货物。

您可以在您的Shopify商店内添加多个地点，并将其中任何⼀个地址设置为默认地址。

2. 为客户地址设置FedEx地址验证

如果您的FedEx账户启⽤了FedEx地址验证功能，您可以确认客户输⼊的地址是否被归类为住宅地
址或商业地址。



Shopify FedEx应⽤程序允许您在您的Shopify商店中启⽤地址验证功能。

核实您的产品

不同类型的产品可以享受不同的运费。请务必检查以下产品的细节，以确保你得到最准确的费率和

所有的运输⽂件。

添加产品重量和尺⼨

添加HS编码和⽣产国

有资格获得带签名的交货确认书的产品

列⼊FedEx酒类运输的产品

列⼊FedExHazMat/危险品运输的产品

列⼊FedEx⼲货运输的产品

列⼊FedEx电池托运的产品

1. 添加产品的重量和尺⼨

FedEx要求你在产品上添加重量和尺⼨，以获得最准确的运输估计。确保你的Shopify产品配置了
重量。

如果你销售的是⼀种类型的产品，你可以跳过⼀次⼀次地添加产品的重量。在应⽤程序的产品设置

下，您可以添加产品的默认重量和尺⼨，如下所示。



该应⽤程序将使⽤重量和尺⼨来计算运费，并将其显示在Shopify的结账⻚⾯。

对于FedEx货运和FedEx当⽇城市服务，包裹尺⼨由FedEx强制要求。您可以访问包装部分并设置
默认的包装箱尺⼨，这些尺⼨适⽤于FedEx货运和FedEx同⽇达的城市。

2. 添加HS编码和⽣产国

如果你需要为海外客户进⾏国际运输，运输公司要求你填写其他细节，如：

HS关税编码

⽣产国

在运输标签下填写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3. 符合签收确认的产品

为了保护货件，您可以启⽤带签名的FedEx递送确认服务。

访问⾃动设置，在FedEx递送签名下选择你的⾸选，如下图所示。



如果你只需要某个特定产品的交货确认，请访问产品设置并点击你的产品，如下图所示。

选择你喜欢的特定产品的交货确认选项，如下所示。

4. 列⼊FedEx酒类运输的产品

FedEx允许你运送含有酒精的产品。你可以直接向客户或被许可⼈运送酒精产品。

访问产品设置，点击你想指定为含有酒精的产品。

在 “产品摘要 “下，访问 “补充细节“，为产品启⽤ “酒精“。你还可以选择产品是卖给消费者还是许可
证持有者，如下所示



5. 列⼊FedEx危险品/有害物品运输的产品

FedEx⽀持被认为是危险材料或危险品的产品的运输。在应⽤程序中，访问产品设置并选择你的产
品。

启⽤”危险产品“选项，指定产品为危险产品。⼀旦启⽤，你可以选择危险产品选项，在运输时将产
品标记为可进⼊或不可进⼊，并选择适⽤于该产品的危险产品条例类型。

可通过以下⽅式运输的易接近危险品：

FedEx国际优先服务

FedEx国际优先快递 



可通过以下⽅式运输的不可触及的危险品。

FedEx国际优先

FedEx国际优先快递

6. 列⼊FedEx⼲货运输的产品

FedEx允许你⽤⼲冰运送易腐物品和时间敏感的货物。访问产品设置，选择你想⽤⼲冰运送的产
品。

在补充细节下，启⽤ “是否需要⼲燥“选项。这也将允许你设置产品所需的⼲冰的重量，如下所示。

7. 列⼊FedEx电池托运的产品

出于安全考虑，FedEx将含有电池的货物单独分类。如果你要运输电池，请确保将货物申报为含有
电池。

访问产品设置，选择你想申报为电池的产品。



在 “补充细节 “选项下，启⽤ “是电池 “选项。这将允许你为你的产品设置电池材料类型、包装类型
和监管⼦类型，如下所示。

包裹包装配置

ShopifyFedEx运输、费率帮助您有效地包装您的产品。该应⽤程序让你从各种包装选项中进⾏选
择，如： 

内置包裹包装⽅式

体积重量

配置FedEx的标准箱

配置FedEx危险物品包装类型

1. 内置的包裹包装⽅式

默认情况下，应⽤程序中有三种包裹包装⽅式。

单独包装物品  
运送类似的产品，每个产品将被单独包装。

基于重量的包装（推荐） 
将所有达到⼀定重量限制的产品装在⼀个箱⼦⾥，以运送不同的产品。

箱⼦包装  
将产品装在预先配置好的箱⼦⾥，并附上各⾃的重量和尺⼨。



参考

要知道哪种包裹包装⽅法最适合你，请阅读–如何优化产品包装并节省运输成 

2. 体积/尺⼨重量

对于占⽤空间较⼤但重量相对较轻的产品，FedEx要求提供体积/尺⼨重量以及货件的实际重量。

要考虑体积重量以获得最准确的运输费率，请通过访问包装设置启⽤体积重量，如下所示。

3. FedEx的标准箱配置

FedEx允许你使⽤标准的统⼀费率运输箱，如。

FedEx10公⽄的箱⼦

FedEx25公⽄的箱⼦-FedEx信封

FedEx中号箱

FedEx⼤号箱

FedEx特⼤号箱

FedEx⼩号箱

FedEx包装

FedEx管道运输

你可以使⽤这些箱⼦中的任何⼀个来节省运输成本，并使⽤FedEx统⼀费率的优惠。

 要使⽤FedEx标准平价箱，请访问包装，并将包装⽅式设置为箱式包装。根据你的要求启⽤FedEx
标准统⼀费率箱，这些箱⼦将被⽤来计算你的货件的运费，如下图。

https://www.pluginhive.com/knowledge-base/pack-products-optimally-and-save-shipping-costs-with-shopify-fedex-app/


4. 配置FedEx危险物品包装类型

要⽤FedEx运送危险品，请访问⾃动设置，并在特殊服务下指定包装类型和包装材料，如下所示。

FedEx运输服务配置
在费率标签下，你可以看到该应⽤程序所⽀持的不同服务。您可以根据您的要求 “启⽤ “这些服
务，这些服务将反映在Shopify的结账中。

默认情况下，该应⽤程序⽀持FedEx的运输服务，包括，

FedEx国际服务

FedEx运费服务

FedEx周六送货上⻔服务

1. FedEx国际服务

该应⽤程序⽀持FedEx的国际运输服务，如，



FedEx国际经济 ○R周六送货上⻔

FedEx国际优先○R周六送货

FedEx国际经济○R

FedEx国际第⼀○R

FedEx国际连接○R

FedEx国际优先○R快递

FedEx国际优先○R

要使⽤这些服务中的任何⼀项，请访问费率设置，并在承运⼈服务部分启⽤运输服务，如下所示。

此外，如果需要，你可以为运输服务添加⼀个调整值或调整（%）。这需要您在运费之外再增加⼀
笔费⽤。请访问了解FedEx在您的Shopify商店的运费，以获取更多信息。

2. FedEx货运服务

该应⽤程序⽀持FedEx的货运服务，如：

FedEx国际优先○R运费

FedEx国际经济○R运费

要使⽤这些服务中的任何⼀项，请访问费率设置，并在承运⼈服务部分启⽤运输服务。



3. FedEx周六送货上⻔

 要启⽤FedEx周六送货上⻔选项，请前往应⽤程序设置->账户->启⽤FedEx周六送货上⻔，如下图
所示。

现在，你需要选择所需的FedEx周六送货上⻔服务。进⼊应⽤程序设置->费率。在这个部分，你将
能够看到应⽤程序⽀持的所有FedEx周六送货上⻔服务。默认情况下，所有服务都将被启⽤。你可
以关闭不需要的服务。

在Shopify结账⻚⾯显示实时运费

说明

为了在结账时显示运费，你必须在你的Shopify商店启⽤承运⼈计算运费。  

阅读更多 – 如何启⽤Shopity承运⼈计算费率

访问 “商店 “⻚⾯，将产品添加到购物⻋并进⾏结账。在输⼊送货地址后，该应⽤程序将在Shopify
结账⻚⾯显示FedEx的运费，如下图所示。

https://help.shopify.com/en/manual/shipping/setting-up-and-managing-your-shipping/enabling-shipping-carriers


要了解更多关于在批量打印FedEx运输标签之前应采取的措施，请遵循使⽤ShopifyFedEx应⽤程序
打印实时FedEx运输标签的最佳做法。

打印FedEx运输标签
在打印 “⽂档 “下的运输标签之前，先配置标签设置。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打印标签尺⼨，如下图所示。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图像类型。 
PNG 
PDF 
DPL 
ZPLII 
EPL2

https://www.pluginhive.com/knowledge-base/best-practice-printing-live-fedex-shipping-labels-using-shopify-fedex-app/
https://www.pluginhive.com/knowledge-base/best-practice-printing-live-fedex-shipping-labels-using-shopify-fedex-app/


你也可以选择在FedEx标签上显示备⽤托运⼈地址。对于住宅地址，你也可以选择在运输标签
上显示你的公司名称，如上图所示。

在⽂件标签上显示信息（适⽤于⽂件标签股票类型）。如果你想在⽂档标签上显示信息，请勾

选该选项。

在标签上显示备⽤地址。如果你想在标签上显示不同的地址，请勾选该选项。

在标签上显示⾃定义部⻔编号。如果您想在标签上显示⾃定义的部⻔编号，请勾选该选项。

在住宅地址的标签上显示公司名称。如果你想在标签上显示住宅送货地址的公司名称，请勾选

此选项。

在标签上显示客户参考资料。如果您想在标签上显示客户参考信息（发票号码、订单号码），

请勾选该选项。

⽣成形式发票。如果您想和其他⽂件⼀起⽣成客户形式发票，请勾选该选项。

⽣成原产地证明。如果你想与其他⽂件⼀起⽣成原产地证书，请勾选该选项。

包括单个⽂件的运输标签。如果你想将标签和航空账单作为单⼀⽂件下载，请勾选该选项。

您还可以控制每⼀种标签类型要打印的份数。⽬前，该应⽤程序⽀持每个标签最多5份，如下所
示。



要打印标签，请访问 “订单 “部分，选择您要打印FedEx运输标签的订单。

在 “⽅案和FedEx运输标签 “下选择 “⾃动⽣成标签“，如下图所示。

这将使你转到应⽤程序下的发货标签。

点击下载标签选项，下载或打印FedEx运输标签。

您可以点击取消标签，使货件失效并取消托运标签

FedEx托运标签和商业发票样本。





如果你在⽣成运输标签时⾯临任何困难或错误，你可以联系我们获得帮助。

1. 只需单击，就可以为多个Shopify订单打印FedEx运输标签

为了打印⼀个以上的订单的FedEx运输标签，请访问订单部分并选择所有的订单。 

在”更多⽅案“下，点击”⾃动⽣成标签“，为所有选定的订单⽣成FedEx运输标签，如下所示。

https://www.pluginhive.com/support/


这将使你重新定位到应⽤程序中的运输部分。点击下载⽂件选项，下载所有订单的FedEx运输标
签。

2. 打印带有⾃定义选项的FedEx运货标签

如果你销售多种产品并使⽤⼀种以上的付款⽅式，你可能想在打印运输标签之前设置多个选项。

FedEx

进⼊Shopify订单详情⻚⾯



选择您要⽣成FedEx运输标签的订单。

在”更多操作“选项下，点击 “⽣成标签”，为所选订单⼿动⽣成FedEx运输标签。

 选择正确的FedEx账户（如配置了多个账户）和相应的货件起始地址，如下图所示。

你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添加、编辑、调整、分开、删除或重新⽣成包装。

添加或删除包装：当你点击⼀个订单的 “⽣成标签 “时，该订单的包装会⾃动⽣成。现在，如果你
想改变⾃动⽣成的包装并创建⼀个新的包装，你可以删除现有的包装并重新添加。



编辑包装：该选项可⽤于编辑⾃动⽣成的包装。与”添加”包装选项类似，你将可以选择包装的类型
和要添加到包装中的产品数量。

调整包装：使⽤这个选项，你可以调整现有的包装属性，如包装的重量、⻓度、宽度和⾼度。



分开包装：使⽤分开包装选项，你可以将⼀个包裹分成所需数量的包装盒。你还可以选择产品被分

开的盒⼦类型。要使⽤这个选项，你需要确保⼀个盒⼦⾥只装⼀个产品。

保险（如适⽤）要为您的包裹添加保险，请启⽤ “为包裹添加保险”。

退货标签：要打印退货标签，请启⽤ “与转运标签⼀起⽣成退货标签”。

签名：要在交货时添加签名，请从签名选项下拉菜单中选择 “需要签名”。

关税纳税⼈和销售条款：对于国际货运，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关税⽀付类型。



点击“刷新”以获得基于起始地址和包裹的新费率。选择FedEx服务 

最后，单击 “⽣成标签 “以启动标签⽣成。

引导您转⾄所选订单的订单摘要⻚⾯，在那⾥您可以下载/打印FedEx标签。

参考

要了解更多关于⼿动⽣成FedEx运输标签的过程，请查看使⽤ Shopify FedEx应⽤程序⽣成
运输标签。

3. 取消FedEx运货标签

https://www.pluginhive.com/knowledge-base/shipping-label-generation-using-shopify-fedex-app/


说明

超过24⼩时⽣成的货运标签不能在应⽤程序中取消 

FedEx零担货运标签（货运经济和货运优先）不能在应⽤程序中取消。 

请联系FedEx客户代表了解更多细节

若要取消您所创建的FedEx运输标签，请遵循以下步骤。

进⼊FedEx费率、标签和跟踪应⽤程序下的运输标签。在这⾥，您将看到已⽣成标签的订单列
表

点击订单的取消标签符号，如下图所示

申请FedEx取件并处理FedEx的追踪事宜
为了为您的订单申请FedEx取件，请访问应⽤程序设置下的运输标签，并选择您要申请FedEx取件
的订单。

 点击 “请求取件 “来启动FedEx取件的请求。



取件⻚⾯显示当前取件状态以及取件地点、⽇期和时间，如下图所示。

⼀旦FedEx代理⼈取⾛了包裹，你就可以开始追踪你的订单。

要知道追踪的细节，请点击追踪符号，如下图所示。

参考

要了解FedEx取件和跟踪的完整过程，请访问ShopifyFedEx货件跟踪和安排取件时间 

https://www.pluginhive.com/knowledge-base/shopify-fedex-shipment-tracking-and-scheduling-pickups/


常⻅问题

问题：我是否能够打印国际运输所需的所有海关⽂件？

是的，该应⽤程序将让打印所有交互式货物的海关⽂件。

这些⽂件包括： 

FedEx运输标签

商业发票

税务发票

包装单据 

如果您正在寻找任何其他⽂件，或在打印上述⽂件时遇到任何问题，请随时 联系我们的团队。

参考

更多信息-查看商业发票设置。 

问题：我销售的产品都很昂贵。我能否确保货物不会丢失、损坏、延误或误送？

是的，您可以在应⽤程序中使⽤FedEx的申报价值。

该应⽤程序可以为您的产品设置申报价值。默认情况下，该应⽤程序将产品的申报价值设置为零售

价格。⽽且，你可以在产品部分编辑，并设置⼀个⾃定义的申报价值，如下所示。

申报价值代表了FedEx在货件发⽣任何损失、损坏、延误或错误交付时的最⼤责任。

https://www.pluginhive.com/support/
https://www.pluginhive.com/set-up-shopify-fedex-rates-labels-tracking-app/#fedexshopify:~:text=10.-,Commercial%20Invoice,-This%20tab%20contains


参考

更多信息-为您的货件向FedEx发送申报价值的信息 

问题：我是否能够使⽤该应⽤程序来打印退货运费标签和转运标签？

是的，该应⽤程序可以让你同时打印转运和退货的运输标签。

你可以在打印转运运输标签的同时，打印退货运输标签。或者，你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打印退货运

输标签。

请确保在应⽤程序⾃动设置下设置退货运输设置，如下图所示。

参考

更多信息-如何打印FedEx退货标签 

问题：是否有办法⽤应⽤程序直接通知客户货物的状态？

是的，你可以在应⽤程序中使⽤FedEx的货件通知功能。

使⽤FedEx通知，⼀旦FedEx更新货件状态，客户就会⾃动通过电⼦邮件得到通知。截⾄⽬前，电
⼦邮件通知⽀持英语和法语语⾔。

https://www.pluginhive.com/set-up-shopify-fedex-rates-labels-tracking-app/#fedexshopify:~:text=in%20Shopify.-,Insurance%20Settings,-Insurance%20amount%20to
https://www.pluginhive.com/set-up-shopify-fedex-rates-labels-tracking-app/#fedexshopify:~:text=preferred%20services.-,Return%20Labels,-Is%20Insurance%20required


您可以访问应⽤程序⾃动设置，设置FedEx事件通知，以⾃动向客户发送电⼦邮件通知，如下图所
示。

参考

更多信息-如何设置FedEx事件通知 

问题：我是否可以通过我的企业邮箱向客户发送货件追踪更新？

是的，该应⽤程序让你直接从你⾃⼰的企业电⼦邮件ID向你的客户发送电⼦邮件。

你需要在应⽤程序的常规设置中设置SMTP细节，如下图所示：

https://www.pluginhive.com/set-up-shopify-fedex-rates-labels-tracking-app/#fedexshopify:~:text=FedEx%20Event%20Notifications


参考

更多信息-配置发送⽹格简单邮件传输协议凭证并从您的电⼦邮件ID发送电⼦邮件 

应⽤程序的故障排除

如果你⾯临任何问题或对应⽤程序的设置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的专家团队。

参考

更多信息-Shopify Ship的完整故障排除指南FedEx的费率和追踪 

我们希望这个指南能帮助你设置Shopify FedEx费率、标签和追踪。基于您的运输要求的应⽤程
序。您现在将能够在结账时显示FedEx的费率，打印FedEx的运输标签，并使FedEx的跟踪过程⾃
动化。

https://www.pluginhive.com/sendgrid-smtp-credentials-for-shopify-apps/#configure-smtp-shopify-fedex-app
https://www.pluginhive.com/support/
https://www.pluginhive.com/support/
https://www.pluginhive.com/knowledge-base/troubleshooting-shopify-fedex-shipping-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