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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Ship® 2021
用户指南
WorldShip 软件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使您的发运工作自动化。
您可以快速处理您所有的 UPS 货件、打印标签和发票，把每天的发
运信息用电子传输方式发送到 UPS，以及追踪您的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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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货件处理货件
处理单件货件
1...填写收件人地址。
2...选择一项.UPS®.服务。
3...选择一个包裹类型。
4...填写付款信息。
5...键入包裹的重量。
6...单击“处理货件”。
注意：所有包裹和货件处理完毕后，请完成“日终处理”。
处理带选项的货件
1...按照“处理单件货件”中的步骤.1-5.进行操作。
2...在“发运”窗口中，选择“选项”选项卡。
3...选择您要使用的选项旁的复选框，然后根据需要为选项填写其它字段。
4...单击“处理货件”。
处理多件货件 — 单一地址/收件人（美国、波多黎各和加拿大）
1...按照“处理单件货件”中的步骤.1-5.进行操作。
2...要在货件中添加一个包裹，单击“添加”并输入包裹重量。
3...要添加相同重量的多个包裹，在“包裹”中输入包裹数目。单击“添加”。
4...单击“处理货件”。

注意：如果一道处理程序无需使用任何指令，那么带状功能区就会在屏幕示例中
最小化。使用右上角的 和  可将带状功能区最大化和最小化。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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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货件处理货件（续）（续）
处理大件货件
对于从美国、波多黎各或加拿大寄送给单一收件人的大件货件，应按照以下步骤
进行操作：
 1...填写收件人地址。
 2...选择一项.UPS.服务。
 3...选择一个包裹类型。
 4...填写付款信息。
 5...选择适用于所有包裹的货件及包裹选项。
 6...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多件货件”。

 7...在“多件货件”窗口中，键入包裹总数并选择包裹重量选项。如果您选择的
是“键入货件总重”，请在此窗口中输入货件总重。如果您选择的是“在寄件窗
口输入包裹重量”，请在寄件窗口中键入单个包裹的重量。如果您选择的是.
Ground.(Freight.Pricing).货件（按商品输入详细信息），请按照步骤.8.选择商
品并输入详细信息。

 8...单击“确定”。
 9...如果某包裹选项仅适用于一个包裹，则可使用导航控件定位到包裹，然后选

择包裹选项。
10...单击“处理货件”。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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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国际货件处理国际货件
当您处理一个运往国外的包裹时，WorldShip 可以备好必要的出口文件。
处理包裹
1...填写收件人地址。
2...选择一项.UPS.服务。
3...选择一个包裹类型。
4...填写付款信息。
5...输入货物的一般描述和包裹重量。
6...选择“海关凭证”选项卡，以完成必要的出口文件。
7...单击“处理货件”。
上传海关凭证
在启用并选择.UPS.Paperless®.发票功能以后，即可上传离线时创建的海关表
格，而无须将纸质文件附于货件上。要上传表格，在“海关凭证”选项卡上勾选“上
传我的表格”复选框，然后找到所需表格，单击“处理货件”将其上传。

停用出口文件功能
如果您目前自行制作出口文件，则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停用.WorldShip.的出口文
件功能：
1...在“工具”选项卡上，选择“发件人编辑器”。
2...单击“修改”，然后选择“国际”选项卡。
3...对于您不想打印的文件，取消勾选“启用发票”和“启用 CO”复选框，或在“电子

出口信息”下选择“UPS 为我提交 EEI”以外的提交方式。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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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国际货件处理国际货件（续）（续）
处理货件时，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停止发票的产生：
1...在发运窗口中，选择“海关文件”选项卡。
2...取消勾选“创建发票”。
注意：如果在 WorldShip 中禁用了发票创建功能，对于从美国寄往加拿大以及波
多黎各的货件，您应键入海关估价，以便加快海关的清关速度。
注意：注：除了文件类包裹之外，所有国际货件都必须在首件包裹上附上一式三 
(3) 份发票和其他必要的出口文件。
如欲向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交电子版的电子出口信息 (EEI)，您必须先进行注册并
成为 AESDirect 网站的授权用户。然后请执行以下步骤：
启用 AES 发运前选项
1...在“工具”选项卡上，选择“发件人编辑器”，单击“修改”并选择“国际”选项卡。
2...在“电子出口信息”下，从“备案方式”复选框中选择“自行向 AESDirect 提交

（AES 选项 2）”，然后单击“确定”。

使用 AES 发运前选项处理国际货件
1...在“收件方”、“服务”和“选项”选项卡上填写信息。
2...在“发件方”选项卡上，键入税号.ID.并选择税号.ID.类型。
3...在“海关凭证”选项卡上，选择“EEI”选项卡。
4...如果您希望.WorldShip.在“货件参考编号”复选框中创建唯一编号，请键入货

件参考编号，或单击“生成 SRN”。
5...键入分配给货件的“内部交易编号”。此为空运货件所必需的编码。
6...完成填写其余的字段并单击“提交给 AES”。
7...WorldShip.会提供一个链接至.AESDirect.网站的链接。请确保阅读《法律免责

声明》，然后单击“将 EEI 提交至 AESWebLink”。
8...完成填写您要提交给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内容。
9...您返回至.WorldShip.之后，请单击“处理货件”。
如需更多信息，请在“支持”选项卡上选择.“WorldShip”，然后选择“UPS 
WorldShip 帮助”；键入AES。
国际发件人协议/委托书
仅适用于美国和波多黎各始发地发件人：
在某些情况下，UPS.需要国际发件人协议以便归档，或一份委托书以便附到
主包裹上。如需更多信息，请在“支持”选项卡上选择.“WorldShip”，然后选
择“UPS WorldShip 帮助”；键入国际发件人协议或委托书。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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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标注将来取件日期的货件处理标注将来取件日期的货件
利用 WorldShip 的“将来日期处理”功能，您可以处理取件日期在 183 个日历天
数之内的货件。
激活“将来日期处理”功能
如果您要处理标注将来取件日期的货件，则应按照下列步骤，激活该项功能：
1...在“工具”选项卡上，选择“系统首选项”和“发运”。
2...在“取件日期选择”下方勾选“手动选择取件日期”复选框。随即弹出一个警告 

窗口，要求您确认这个选项。
3...单击“是”，然后再单击“确定”按钮。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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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标注将来取件日期的货件处理标注将来取件日期的货件（续）（续）
选择“有效取件日期”
一旦您设定好这个系统首选项，一个“选择有效取件日期”窗口将随即弹出，要求
您选择一个取件日期。
如您想要选择今天的日期作为有效取件日，只要单击“确定”即可。如您想要选 
择一个将来的日期，则应单击向下箭头，在日历上选择取件日期，然后单击 
“确定”。您所选择的有效取件日将出现在“发运”和“货件历史信息”窗口上方的 
标题栏中。
进行处理时，这些货件会在“货件历史信息”窗口的“待取件”一栏中按照有效取件
日期的先后次序排列。有效取件日期边上会出现“A”的标记。
注意：如果您不需要处理将来取件货件的功能，不必更改任何设定。您的系统已
经设定为处理当天取件的货件。
更改“有效取件日期”
如您想在处理货件之前更改一个有效取件日期，请遵循以下步骤：
1...在“发运”窗口中的“主页”选项卡上，选择“取件信息”和“选择有效取件日期”。
2. .在“选择有效取件日期”窗口中，单击向下箭头，在日历上选择取件日期，然后单

击“确定”。
3...和平常一样处理您的货件。这些货件会出现在“货件历史信息”窗口中，位于具

有该有效取件日期的“待取件”群组下方。
如您想更改一个已经被处理过的货件的取件日期：
1...在“货件历史信息”窗口中，选择您想要更改日期的一个货件或一组“待取件”。
2...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取件日期”，然后选择“更改取件日期”。
3...在“更改取件日期”窗口中，单击向下箭头，在日历上选择取件日期，然后单击“

确定”。这个（些）货件会出现在具有该有效取件日期的“待取件”群组下方。
如需更多信息，请在“支持”选项卡上选择.“WorldShip”，然后选择“UPS 
WorldShip 帮助”；键入“将来日期处理程序”。

退货处理退货处理
UPS 提供一套完善的回邮服务，能加速您的货物回邮处理程序。将一个“货件历
史信息”中的货件重复为回邮，或是从“发运”窗口创建一个新的回邮包裹。
创建回邮
1...从“服务”选项卡中选择一项.UPS.服务。
2...选择“选项”选项卡，然后在“货件选项”下选择“回邮服务”。
3...选择您想要的回邮服务。
4...注明该包裹中的货物内容。
5...如您选择的是“电子回邮标签”，请单击“详情”，并注明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6...填写“取件点”地址。
7...选择“服务”选项卡，然后选择一个包裹类型，注明付款人信息，然后输入包裹

重量。
8...单击“处理货件”。
注意：某些地区可能仅提供部分“回邮服务”。请访问 ups.com 查看可用服务的完
整列表。
处理随附相应回邮服务的转运货件
1...输入发运信息。
2.  在“服务”选项卡中勾选“随附回邮服务”复选框。
3...单击“处理货件”。此时会打印转运货件的标签，而“发运”窗口则自动填入相应

回邮货件的地址。
4...选择“选项”选项卡。“回邮服务”的选项应该已经被勾选。选择所需的回邮服务

选项并输入商品说明。
5...单击“处理货件”。
注意：如想让“有回邮服务”的选项成为系统首选，请在“系统首选项编辑器”的“发
运”选项卡中作设定。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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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包裹和货件编辑包裹和货件
WorldShip 能够让您编辑已经被处理过、但还没有进入“日终处理”程序的包裹
和货件。
编辑包裹或货件
1...在“货件历史信息”窗口中的“UPS®取件”下方，选择一个您想编辑的包裹或 

货件。
2. .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编辑/调整”。确认您需要编辑的包裹/货件，然后作

必要的修改。
3. .单击“处理货件”。（将提示您用重新打印的标签替换先前打印的标签。）

删除多件货件中的一个包裹
1. .在“货件历史信息”窗口中的“UPS 取件”下方，选择包含有您想删除的包裹的 

货件。
2...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编辑/调整”。确认您需要编辑的包裹/货件。
3...利用“处理货件”边上的导引箭头，显示您想要删除的包裹。
4...单击“删除包裹”。确认您想要删除这个包裹。
5...单击“处理货件”。（将提示您用重新打印的标签替换先前打印的标签。）
仅美国：如有计费问题，请致电 1-800-811-1648 联系财务部门，并提供追踪编号
和取件记录编号。

运输



© 2006-2021 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保留所有权利。01/21 用户指南 8

处理货运货件处理货运货件
关于 Ground Freight 货件
Ground.Freight.作为一种一般性服务，是面向美国（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
加拿大、波多黎各、关岛、美属维京群岛和墨西哥推出的区域性、跨区域性和长
途服务，以及全面的专业解决方案组合。
关于 Air Freight 货件
Air.Freight.作为一种一般性服务，是面向全球各地推出的区域性、跨区域性的服
务以及全面的专业解决方案组合。
处理货运货件
1...选择“货运”复选框，并在“服务”选项卡上选择“Air”或“Ground.Freight”UPS..

服务。剩余字段是否需要更改视您所选择的.UPS.服务决定。
2...填写“收件方”地址。
3...填写“发件方”地址。
4...填写货件级别及选项的详细信息，如付款信息、商品信息、发运选项、货件尺

寸、货件描述、货件的参考编号和装箱单。查看“输入商品信息”。
5...如果是国际货件，要输入出口文件和货物详情。
6...决定是否要马上完成货件处理或留待以后完成。
	 ■..如果您尚未完成货件，可以保留草稿，方法是单击“保存”（位于右下角）。

该货件记录将作为“草稿”保存在“货件历史信息”中，其显示的日期为保存日
期。如果您为草稿货件创建了一份“装箱单”，该文件将不会保存。一旦您准
备就绪，想要继续处理货件，可以在“货件历史信息”窗口中选择该货件并单
击“主页”选项卡上的“编辑/调整货件”。

	 ■..如果货件已经准备完毕，单击“处理”。

注意：您可以设置发件人
设置以为每个处理单位
及散装物品打印特定数
量的标签。 
在“工具”选项卡上，选
择“发件人编辑器”，突出
显示发件人信息并单击“
修改”。选择“货运”选项
卡，输入所要打印的每
个处理单位以及每个散
装物品的标签数量。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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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货运货件处理货运货件（续）（续）
输入商品信息
1...在“服务”选项卡上“商品”一栏中输入货件的每个行项目的相关信息。“服务”选

项卡上的商品列表显示出已经加入目前货件的每一个项目。
2...单击“添加”将各项目添加到商品列表，或者在必要时单击“清除”以清除商品列

表中的项目。可以选择多少商品或将多少商品添加到货件中均无限制。在货
件处理过程中将会设置限制。

注意：除了手工将商品添加到商品列表中，还可以使用其它方法，那就是单击“商
品搜索”，然后使用“商品搜索”窗口找出以前通过“商品编辑器”输入的商品。如果
要将许多商品输入一个货件，该搜索操作非常方便。
获得货运费率
要获得当前货件的运输费率：
1...单击“获取费率”。显示“货件率”窗口。
2...查看详细的费率信息。
3...单击“确定”。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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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货运货件处理货运货件（续）（续）
安排单件 Ground Freight 货件的取件
WorldShip.允许您通过选择“历史记录”、“货运取件”和 “Ground Freight 取件要
求”，在处理货件后对.Ground.Freight.取货进行安排。
注意：如果您设置了系统首选项，您还可以在处理货件过程中安排取件请求。在“
工具”选项卡上，选择“系统首选项”和“发运”；选择“在货运处理过程中安排取件”
复选框。
1...在“发运”窗口中，填写“收件方信息”、“货件”部分和“商品”部分。
2...单击“处理”。显示“要求取件”窗口。
3...“取件地点”会显示“发件方”地址。
4...输入所有适用于您货件的其他说明。
5...输入“取件日期”、“取件就绪时间”和“取件地点关门时间”。否则，相关信息将默

认为当前的时间和日期。
6...输入装卸单元数量。
7...单击“确定”。
安排多件 Ground Freight 货件的取件
对于单次取件请求，您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选择多件.Ground.Freight.货件：
1...单击“货件历史信息“窗口中与.Ground.Freight.图标 .关联的货件。
2...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货运取件”，然后选择“货运取件列表”。“货运取件列

表”窗口将出现。
3...单击“添加”以将.Ground.Freight.项目输入列表。为使该过程生效，Ground.
Freight.项目必须注有.PRO.编号。

4...如欲输入更多项目，请重复步骤.1.和步骤.3，直到您将选中项目列入“货运取件
列表”中为止。

5...单击“安排取件”。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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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货运货件处理货运货件（续）（续）
安排 Air Freight 货件的取件或投递事宜
要在货件处理过程中为“公司帐户.Air.Freight”的发件人自动安排投递时间：
1...在“服务”选项卡上选择“投递”复选框。
2...照常处理货件。单击“处理”后，会出现“投递请求”窗口。
3...在“投递请求”窗口中：
	 ■..在“包裹运输时作为”下方，说明装卸单元。
	 ■..在“投递”下方，选择投递日期和投递时间。
	 ■..单击“确定”。
为“偶尔.Air.Freight”发件人自动安排在货件处理过程中的取件或投递：
1...照常输入货件信息。单击“处理”后，会出现“取件/投递请求”窗口。
2...在“取件/投递请求”窗口中：
	 ■..在“包裹运输时作为”下方，说明装卸单元。
	 ■..在“取件/投递”下方，在“取件”或“投递”中选择任意一项。

�注意：您所做的选择将决定该窗口中哪些字段将保持可用或不可用。
	 ■..在“投递”下方，选择投递日期和投递时间。
	 ■..在“请求者”下方，提供相关信息或使用所提供的“发件方”信息。
	 ■..提供取件日期、取件就绪时间和取件地点关门时间。
	 ■..在“取件地点”下方，提供任何其它说明。

注意：所有其它字段均显示“发件方”地址，不可更新。
	 ■..单击“确定”。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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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货运货件处理货运货件（续）（续）
查看“货件历史信息”中的货运货件信息
要查看货运货件信息，请选择“货件历史信息”窗口。 

图标表示特定发件人的货运货件。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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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表编辑器简要表编辑器
使用简要表编辑器添加、删除或修改简要表。一个简要表是一组保存在系统中
的首选设定值，其中包括各种服务选项、包裹选项、货件选项和参考编号。您可
以使用“简要表编辑器”添加、删除或修改一个简要表，然后将简要表分派给一
个或多个发件人。

增添简要表增添简要表
1...在“工具”选项卡上，选择“创建/编辑简要表”。
2...在“简要表编辑器”的欢迎窗口中，单击“确定”。
3...为显示的全部选项卡中的字段输入或选择您喜好的内容。您所作的选择将成

为“发运”窗口中对应字段的默认值。
4...在带状功能区中，单击“保存”。
5...在“简要表另存为”窗口中，键入一个最多.35.个字符的唯一名称，然后单击 
“确定”。

注意：如果您想在现有简要表的基础上创建新的简要表，请选择现有简要表名
称，修改各字段，然后在带状功能区中单击“另存为”。在“简要表另存为”窗口中，
键入一个最多 35 个字符的唯一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将简要表分派给发件人将简要表分派给发件人
1...在“工具”选项卡上，选择“创建/编辑简要表”。
2...在“简要表编辑器”带状功能区中，单击“将简要表分派给发件人”。
3...在“发件人简要表”窗口中：
	 ■..要将一个简要表分派给特定发件人，请从发件人编号旁“简要表”中选择您

要分派给该发件人的简要表。
	 ■..要将特定简要表分派给所有发件人，请在“将简要表分派给所有发件人”中选

择您想要的简要表，然后单击“分派”。
4...单击“确定”，然后单击“关闭简要表编辑器”。

简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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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简要表分派给通讯录中的客户将简要表分派给通讯录中的客户
1...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地址”，然后选择“通讯录”。随即弹出“通讯录编辑器”

窗口。
2...键入新客户的信息，或者单击“搜索”图标	 （“公司或姓名”框旁），以便在通

讯录中搜索客户。在通讯录“搜索”窗口中，找到并选择现有的客户，然后单击“
选择”。

3...在“简要表”中选择一个简要表名称。
4...如果是新客户，单击“添加新的地址”；如果是现有的客户，单击“修改地址”。
5...完成之后，单击“关闭”。
注意：您也可以使用“发件人编辑器”分派一个简要表，或从“发运”窗口选择简 
要表。

简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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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报告打印报告
每当您完成“日终处理”之后，系统可以自动打印以下报告：
每日货件详情报告
总结从上一次“日终处理”之后所有经过处理的包裹，并且列出每个包裹的收件人
和发运信息以及金额摘要。使用“系统首选项编辑器”和“货件详情报告设置”选
项卡，您可以选择是否在执行“日终处理”时自动打印这份报告。
高价值货物报告
仅当您处理了一个申报价值高于某个限额的包裹时，在日终处理过程中会自动打
印该报告。在处理回邮。时也会自动打印此报告。此外，该报告会显示各高价值
包裹的追踪编码、包裹.ID、参考编号和申报价值。
重要信息：重要事项：当 UPS 速递员前来收取高价值包裹时，务必将该报告交给
他或她。UPS 速递员将在报告的最后一行签字，并记录高价值包裹的取件时间以
及包裹总数。由于这些取件详情均在速递员与包裹一并取走的报告上，因此，如
果您需要取件确认留作记录，请复印一份载有取件详情的递送员报告。该报告无
法重新打印，因为取件详情中包含了速递员的签名和手写的信息。
UPS 速递员传输控制（适用于美国/波多黎各/加拿大以外的发件地）
只有货运目的地在美国或波多黎各以外时，在日终处理过程中和完成.Trade.
Direct.货件集体清关时会自动打印该报告。该报告能够确认货运处理完成时货
运数据被成功传输到.UPS。
重要信息：重要事项：当 UPS 速递员前来收取包裹时，务必将该报告交给他 
或她。

取件摘要条形码报告（适用于以美国/波多黎各/加拿大为发件地）/UPS® 
卸货单摘要（适用于美国/波多黎各/加拿大以外的发件地）
取件摘要条形码报告将会在日终处理过程中自动进行打印，UPS.卸货单摘要则
会在日终处理过程中和完成集体清关过程中自动进行打印。两份报告概括了您的.
UPS.速递员将要收取的包裹的相关信息。这份报告包括：
■..您的帐户信息。
■..一个包含您的帐户号码、唯一的发运记录识别号码和收取包裹总数的条码。
■..让.UPS.速递员能够核对取件内容的摘要信息。
■..一个记录.UPS.取件速递员姓名、取件时间和速递员取件包裹总数的区块。
重要信息：重要事项：当 UPS 速递员前来收取包裹时，务必将取件摘要条形码
报告交给他或她。UPS 速递员会扫描报告上的条码。然后 UPS 速递员会在报告
上签名，并在报告下方注明取件时间和收取的包裹总数。由于 UPS 速递员只是
扫描此报告而不会将其带走，因此您可以保留报告以作为您的记录。
UPS 货单明细（适用于美国/波多黎各/加拿大以外的发件地）
您的货件数据如未能成功传输至.UPS，将在进行日终处理过程中自动进行打印。
这份报告包含了您的.UPS.速递员将要收取的包裹的详细信息。
重要信息：当 UPS 速递员前来收取您的包裹时，务必将该报告交给他或她。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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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发运发运””窗口中取消货件窗口中取消货件
WorldShip.能让您作废已经被处理过、但还没有进入“日终处理”程序的货件 
（参见下方）。您也可以取消已经做过“日终处理”程序的包裹或货件。
1.  在“主页”选项卡的“发运”窗口，选择“取消”来取消或删除一个包裹或货件。
2...阅读如何取消一个货件的说明，然后单击“确定”。“货件历史信息”窗口随即弹

出，您最后处理的货件会被突出显示。
3...确认突出显示的货件是否正确。有需要的话，选择另一个货件。
4...如果货件图标显示向上箭头， 、 、 ，您需要使用网站上的“无效的货件

页面”来取消货件。在“主页”选项卡，单击“取消”。
a...WorldShip.将提示您使用网站上的“取消货件页面”。

注意：带有向上箭头的图标表示某些包裹详细信息已发送至 UPS。
5...如果货件图标未显示向上箭头：
a...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取消”。显示确认消息。
b...单击“是”。该货件或包裹边上将出现一个打叉标记。

注意：如果您尝试取消的包裹已经完成了“日终处理”程序而且用来进行取消操
作的门户支持您所在国家/地区的取消功能，则会打开 ups.com 上美国的“Void a 
Shipment（无效的货件）”应用程序（仅限英文）。在日终处理后，从“货件历史信
息”窗口取消包裹或货件，具体见下。

取消包裹或货件

http://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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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日终处理日终处理””后从后从““货件历史信息货件历史信息””窗口取消包裹或货件窗口取消包裹或货件
1...在“货件历史信息”窗口中，突出显示您想要取消的包裹的追踪编码。
2...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取消”。
3...单击“确定”。随即出现“UPS 无效的货件页”，让您能完成取消操作。
4...完成取消货件之后，您将返回.WorldShip。

取消包裹或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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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货件历史信息货件历史信息””窗口中将一个包裹或货件标记为已取消窗口中将一个包裹或货件标记为已取消
当您从“UPS 无效的货件页”取消一个包裹或货件时，WorldShip.将不会自动更
新“货件历史信息”窗口以显示您已经完成了取消过程，但您可将该包裹或货件标
记为已取消。由于包裹或货件的真实状态并不会因此改变，您在进行这项程序
之前，应该先在“UPS 无效的货件页”完成取消该货件或包裹的步骤。
1...在“货件历史信息”窗口中，突出显示您已在“UPS 无效的货件页”中取消的包裹

或货件。
2...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标记货件”。该货件或包裹边上将出现一个打勾 

标记。
3...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标记的操作”，然后选择“取消已标记的货件”。该货

件或包裹边上将出现一个打叉标记。

取消包裹或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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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处理完成处理
WorldShip 以电子传输方式将您的货件详情发送至 UPS。在同一个取件日 
当中，您可以完成多次“日终处理”程序。
您为一个“待取件”群组完成包裹处理之后，就可以完成“日终处理”程序。这些步
骤应该要在取件以前完成
完成“日终处理”程序
1...在“货件历史信息”窗口中，选择该“待取件”群组。
2...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日终处理”。
3...确认您想继续进行。WorldShip.将打印“日终处理”报告。如需更多信息，请参

见“打印报告”。
4...如果“将来日期处理”功能已经被激活，则“选择有效取件日”窗口随即弹出。 

单击向下箭头，从日历中选择有效取件日（至多离现在.183.天）。单击“确定”。
5...向您的.UPS.速递员提供相关报告。如需更多信息，请参见“打印报告”。

工作日结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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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您的地址数据进行验证对您的地址数据进行验证
地址验证将帮助您确定美国.50.个州地址是否有效。
WorldShip.中存在.3.种类型的地址验证：
■..单一地址、城市、州和邮政编码™验证是一种在发运包裹时自动进行的验证。

如果地址有误，WorldShip.会建议进行替换。
■..单一街道级地址验证的验证内容不仅限于城市、州和邮政编码，还能对街道

地址进行验。如欲选择此地址验证选项，请在“发运”窗口中按下.F8，或在“主
页”选项卡上选择“地址”和“验证收件人地址”。WorldShip.将会快速核对地址，
并且在地址被系统认定为有问题的情况下将会返回替换建议，或是向您说明
地址有效。此过程包括将添加号码后的邮政编码.(ZIP+4).分配到您的地址 
数据。

■..通讯录验证的验证内容包括.WorldShip.通讯录中所有地址的街道、城市、州和
邮政编码。如欲选择此地址验证选项，请按下.Shift.和.F9，或在“主页”选项卡上
选择“地址”和“通讯录”。在“通讯录编辑器”中，单击“发送地址以进行验证”。 
WorldShip.能收集所有的通讯录条目并对其进行验证，随后还可将其下载到
您的计算机上进行调整。此过程还包括将添加号码后的邮政编码.(ZIP+4).分配
到您的地址数据。

注意：如欲验证“通讯录编辑器”中的单一地址，请输入或选择地址信息并单击 
“验证地址”。
如需详细步骤说明，请在“支持”选项卡上选择.WorldShip，然后选择“UPS 
WorldShip 帮助”；键入“验证地址”。

对地址进行验证、分类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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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您的地址数据进行分类对您的地址数据进行分类
地址分类将帮助您确定美国.50.州或加拿大的地址属于住宅型地址还是商业型
地址。
WorldShip.中存在.2.种类型的地址分类：
■..单级地址分类能对当前地址进行分类。如欲选择此地址分类选项，请在 
“发运”窗口中按下.F7，或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地址”和“分类收件人地址”。 
WorldShip.能对“收件人”选项卡上的显示的地址进行分类。

■..“通讯录分类”能对.WorldShip.通讯录中的所有地址进行分类。如欲选择此地
址分类选项，请按下.Shift.和.F9，或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地址”和“通讯录”。
在“通讯录编辑器”中，单击“发送地址以进行验证”。WorldShip.能收集所有的
通讯录条目并对其进行分类，随后还可将其下载到您的计算机。

如需详细步骤说明，请在“支持”选项卡上选择.WorldShip，然后选择“UPS 
WorldShip 帮助”；键入“分类地址”。

对您的地址数据进行调整对您的地址数据进行调整
使用调整功能可以从合理候选人列表中选择最佳地址。
如需详细步骤说明，请在“支持”选项卡上选择.“WorldShip”，然后选择 
“UPS WorldShip 帮助”；键入“调整地址”。

对地址进行验证、分类和调整



© 2006-2021 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保留所有权利。01/21 用户指南 22

查找货件查找货件
1...如欲查找您过去处理过的货件，请选择“主页”选项卡上的“搜索历史”，或单击“

货件历史信息”窗口中的“查找”。

历史信息和追踪

2...输入查找您要找的货件所需的适当信息，然后单击“查找”。
如需更多查找货件的信息，请在“支持”选项卡上选择.WorldShip，然后选择 
“UPS WorldShip 帮助”；键入“查找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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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包裹或货件追踪包裹或货件
从“货件历史信息”窗口追踪
1...如要从“货件历史信息”窗口追踪一个包裹，请突出显示您想追踪的包裹编码。

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追踪”和“追踪此包裹”。
2...从“货件历史信息”窗口追踪多个包裹：
	 ■..突出显示一个日期，以追踪该特定日期发运的所有包裹，或突出显示一个货

件，以追踪该货件内的所有包裹。
	 ■..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追踪”和“多重追踪”。在“追踪编号管理器”窗口

的“1Z”选项卡上单击“添加”，然后单击“追踪列表”。
�注意：您可以追踪多个日期和货件的包裹，方法是突出显示特定日期或 
货件，然后继续单击“添加”。

3...WorldShip.能直接将您连接到.ups.com.的“追踪页”，并显示包裹信息。
4...按需打印出追踪信息。
5...关闭“追踪页”窗口，以回到.WorldShip。

从 UPS® 网站进行追踪
1...在.UPS.com.选项卡上，选择“UPS 追踪”。WorldShip.能直接将您连接到.UPS.

网站的“追踪页”。
2...在“追踪包裹和货物”选项卡上键入您的.UPS.追踪编号，然后单击“追踪”。
3...按照指示进行。
4...关闭“追踪页”窗口，以回到.WorldShip。

历史信息和追踪

http://ups.com
http://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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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附加费燃料附加费
UPS.燃料附加费会自动包含在每个货件所显示的费率当中。每个月的附加费用可
能会有不同。我们会为您自动提供软件更新。
如欲了解“UPS.燃料附加费”的更多详情，请访问.ups.com.或在“支持”选项卡上选
择.“WorldShip”.和“UPS WorldShip 帮助”；键入“燃料附加费”。

选择付款信息选择付款信息
使用付款字段表明谁应支付发运一个包裹、货件或货运的发运费用、关税和税
款。这些字段出现在多个窗口中，包括“发运”窗口中的“服务”选项卡。付款字段 
包括：
“运输费用付款人”包含的选项有“发件人”、“收件人”、“第三方”或“收件人付款”，表
示由谁支付发运包裹、货件或其它货物的费用。
“关税和税款付款人”包含的选项有“发件人”、“收件人”或“第三方”，表示由谁支付发
运包裹、货件或其它货物的关税和税款。
“分摊关税和税款”复选框指出您是否想让运输费用付款人而不是税款付款人来
支付发运包裹、货件或其它货物的关税。如果您勾选这个复选框，则“运输费用
付款人”标题将变成“发运费用和关税付款人”，而“关税和税款付款人”标题将变成“
税款付款人”。如要转换这个设定，则取消勾选“分摊关税和税款”复选框。每次勾
选或取消这个复选框的时候，画面上会弹出一个确认讯息。

指定付款人和更改费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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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付款第三方付款
1..按照本指南第.1.页的程序处理货件。以下是处理步骤：
	 ■..填写收件人地址。
	 ■..选择一项.UPS.服务。
	 ■..选择一个包裹类型。
	 ■..在“发运费用付款人”中选择“第三方”，即显示“第三方地址”窗口。

指定付款人和更改费率功能

2...在“第三方地址”窗口中，输入将支付所有目前由发件人负担的运输费用的个
人/公司的地址和帐户号码，然后单击“确定”。然后单击“确定”。

3...在“发运”窗口中输入包裹重量，并单击“处理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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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命令快速命令
“快速命令编辑器”允许您在一个预定义的命令列表中进行选择，并配置这些命
令以便用于“导入/导出”选项卡。参见“创建快速命令列表”。

创建快速命令列表创建快速命令列表
1...在“导入/导出”选项卡上，选择“新建”。
2...在“快速命令编辑器”窗口中，为“快速命令列表”创建一个命令列表：
	 ■..要添加一个命令，请在“可用的命令”框中选中该命令，然后单击“添加”。该命

令将添加到“选定的命令”框中。
	 ■		.要去除一个命令，请在“选定的命令”框中选中该命令，然后单击“去除”。
	 ■		要去除所有命令，单击“全部去除”。

3...按照以下方法编辑所选命令：
	 ■		如果您添加了一个可以多次添加的命令，就会出现“快速命令编辑器”窗口，

以便您配置所选命令。请参见“修改快速命令”。
	 ■		如果您添加的命令只能添加一次，请继续执行步骤.4。
� �提示：如果您想更改所选命令的默认设置，请单击“编辑”。 

请参见“修改快速命令”。
4...在“快速命令”列表上按所需顺序放置命令：
	 ■		要将命令上移，选中该命令并单击“上移”。
	 ■		要将命令下移，选中该命令并单击“下移”。
5...要查看和使用快速命令列表，在“导入/导出”选项卡上选择快速命令列表中 

的一个命令。

更改快速命令更改快速命令
1...在“导入/导出”选项卡上，选择“新建”。
2...在“快速命令编辑器”窗口中添加一个新命令：
	 ■		在“可用的命令”框中选中该命令。
	 ■		单击“添加”。
如果您添加了一个可以多次添加的命令，就会出现“快速命令编辑器”窗口，其中
显示出所选命令的信息。命令名称出现在标题栏中。请转至步骤.4。
如果您添加的命令只能添加一次，命令名称会出现在“选定的命令”框中。如果您
要编辑该命令，继续执行步骤.3；否则请转至步骤.7。
3...要编辑快速命令列表上现有的命令：
	 ■		在“选定的命令”框中选中该命令。
	 ■		单击“编辑”。
出现“快速命令编辑器”窗口，其中显示所选命令的信息。命令名称出现在标题 
栏中。
要编辑一个可以多次添加的命令，继续执行步骤.4；否则请转至步骤.5。

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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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自定义工具栏上的按钮修改自定义工具栏上的按钮（续）（续）
4...完成必要的操作：
	 ■		若需发件人编号，单击“选择发件人编号”框中的向下箭头，选择一个发件人

编号。
	 ■		若需简要表，单击“选择简要表”框中的向下箭头，选择一个简要表。
	 ■		若要开始键盘导入，在“开始键盘导入”框中选择一个映射表名称。
	 ■		若要批量导入，在“开始批量导入”框中选择一个映射表名称。
	 ■		若要批量导出，在“开始批量导出”框中选择一个映射表名称。
5...要为命令添加工具提示，在“工具提示文本”框中键入提示内容，最多为.80.个

字符，也可以使用预定义的工具提示。
6...单击“确定”。
7.  按需重复这些步骤，或单击“确定”。

批处理期间打印的错误标签批处理期间打印的错误标签
默认情况下，WorldShip.现在可以为批处理期间每个发运验证失败的包裹打印错
误标签。标签可通过更正包裹处理所需的信息标识错误，并充当一个占位符来保
持包裹标签的正确顺序。“批处理期间打印错误标签”选项位于“系统首选项编辑
器”窗口中“打印设置”选项卡的“首选标签打印”下。

自定义标签自定义标签
“自定义标签编辑器”可用来创建、保存、编辑和删除自定义标签的多个模板。自定
义标签中可以包含图像、促销信息、文字、货运字段等，或这些内容的任意组合。
要规定使用哪一个自定义标签模板，可在使用一个简要表时指定要打印的标
签，或者在自定义工具栏上添加一个按钮。

选择标签打印纸选择标签打印纸
确认标签打印机中已经装入正确的标签打印纸。所需的标签打印纸取决于所使
用的自定义标签模板的类型，如下所示：
■..“货运标签标题”模板可用来在以下尺寸的标签打印纸上自定义顶部的两英寸

加长区域：热敏.4.x.8.或.4.x.8¼，激光.8½.x.11（每页.1.个标签），激光.8½.x.11
（每页.2.个标签）以及激光.A4.210.x.297。

■..“Doc.标签”模板可用来在以下尺寸的标签打印纸上自定义底部的两英寸区域：
热敏.4.x.8.或.4.x.8¼（打孔）。

■..“收件人标签”模板可用来在以下尺寸的标签打印纸上自定义收件人标签的任何
部分（这是一个附带标签，不可用来替代货运标签）：4.x.8.或.4.x.6。

创建或编辑自定义标签模板创建或编辑自定义标签模板
1...在“工具”选项卡上，选择“创建/编辑自定义标签”。出现“自定义标签编辑器 
”窗口。

2...如果您要编辑现有的模板：
	 ■..在“现有模板”下方，选择您要编辑的模板。
	 ■..单击“编辑”。出现“编辑模板”窗口。

.注意：您不能编辑或删除 UPS 样本模板。您可以复制和编辑 UPS 样本模
板。参见步骤 3。

	 ■..请转至步骤.6。
3...如果您要根据一个现有模板（如.UPS.模板样本）另外创建一个模板：
	 ■..在“现有模板”下面，选择您要当作新模板依据的模板。
	 ■..单击“复制”。出现“复制模板”窗口。
	 ■..在“输入新模板名称”框中输入一个模板名称，最多为.50.个字符，然后单击“

确定”。出现“编辑模板”窗口。
	 ■..请转至步骤.6。

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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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标签打印纸选择标签打印纸（续）（续）
4...如果您要删除现有的模板：
	 ■..在“现有模板”下方，选择您要删除的模板。
	 ■..单击“删除”。出现一条讯息，让您确认删除操作。
	 ■..单击“是”。出现“自定义标签编辑器”窗口。
	 ■..请转至步骤.11。
5...如果您要创建新模板：
	 ■..在“新模板”下面，单击“模板类型”框中的向下箭头，选择一种标签类型。
	 ■..在“模板名称”框中，为新模板键入一个名称，最多为.50.个字符。
	 ■..单击“创建”。出现“编辑模板”窗口。
6...使用以下“添加”选项之一将各元素添加到底板上：
. .注意：单击字段的列标签就可以将 WorldShip 字段按字母顺序排序。
	 ■..添加一个字段－单击“WorldShip 字段”框中的向下箭头，选择一个字段类

别。使用字段类别下的字段列表，选择一个字段，然后将其拖放到底板上的
适当位置以放置该字段。

	 ■..添加自定义文本－在“自定义文本”框中键入文本，最多为.45.个字符，单击“
添加文本”，然后单击底板上的适当位置以放置这些文字。

	 ■..添加一个不带文本的字段－勾选“只添加数据字段”复选框。
	 ■..添加测试数据－勾选“显示测试数据”复选框，将测试数据预先填入字段。
	 ■..在底板上添加图像－在图像库中选择一幅图像，将其拖放到底板上的适当

位置以放置该图像。
	 ■..将图像添加到图像库－单击“添加库图像”。在“添加图像”窗口中，提供图像的

路径，或者单击“浏览”，找到图像并将其选定。然后单击“确定”。图像便保存
在图像库中。

	 ■..添加一条水平线－单击“模板”下面的“添加线条”，单击并按下鼠标左键以表
明底板上线条的起点，将线条拖至其终点，然后放开鼠标左键。

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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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标签打印纸选择标签打印纸（续）（续）
 7...按需更改放在底板上的字段和文本的属性：
	 ■..选择底板上的项目。
	 ■..在“字段属性”下，更改字体和对齐方式，将文字改为粗体，或制订条形码。
	 ■..在.WorldShip.字段列表下面，更改字段长度。
	 ■..单击“修改”。
 8...按照以下步骤去除底板上的字段：
	 ■..要去除一个字段，在底板上选择该字段，然后单击“去除”。出现一条讯息，

让您确认删除操作。单击“是”以后，该字段便从底板上去除。
	 ■..要去除所有字段，单击“全部去除”。出现一条讯息，让您确认删除操作。单

击“是”以后，所有字段均从底板上去除。
 9...要测试自定义标签，单击“打印测试标签”。标签便会由在系统首选项中选定

的当前标签打印机打印出来。
10...要将自定义的标签模板指定给一个简要表，在“关联简要表”下面勾选相应的

简要表复选框。被保存的自定义标签模板即会应用于使用所选简要表处理
的全部货件。
注意：您也可以单击“简要表编辑器”窗口中的“选择自定义标签”，将一个自定
义标签指定给一个简要表。

11..单击“确定”。

自定义标签的打印设置自定义标签的打印设置
1...在“工具”选项卡上，选择“系统首选项编辑器”，然后选择“打印设置”选项卡。
2...在“打印机”框格中突出显示所需打印机，然后单击“打印机设置”。
3...在“标签打印机设置”窗口，确认已经选定了正确的标签样式。根据要使用的标

签类型更新“标签打印纸尺寸”和“扩充区域用法”框。
4...单击“应用”。
5...在“打印设置”选项卡上，酌情勾选适当的复选框，以表明打印的是一个.Doc.标

签，还是一个收件人标签。
6...单击“更新”和“确定”。

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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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帮助取得帮助
您有几种选择可取得帮助：
1.  软件内部：
WorldShip 帮助
	 ■..要查找特定的信息，请在“支持”选项卡上选择.WorldShip.和“UPS WorldShip 

帮助”。在“索引”选项卡中，输入工作项目名称、术语或概念，然后按.Enter.
键。

	 ■..要查找关于.WorldShip.的一般信息，请在“支持”选项卡上选择.WorldShip.
和“UPS WorldShip 帮助”；然后选择“内容”选项卡，并挑选—个主题。

	 ■..要在一个特定的窗口中查找帮助，则应单击右上角的问号“?”（如果有 
的话），出现一个字段后单击“帮助”按钮（如果有的话），或是按下.Shift..
键并单击.F1。

	 ■..WorldShip.的《用户指南》和《安装指南》用.*.pdf.格式的文件提供，供用
户阅读和打印。请确保您安装了免费的.Adobe®.Reader®.软件，该软件可从.
adobe.com.下载。按照以下步骤取得这些指南：

. . 1...在“支持”选项卡上选择.“WorldShip”.和“UPS WorldShip 用户指南”。

. . 2...在“WorldShip.用户指南”页上单击所需指南的下载链接。

. . 3..根据需要查看并打印文档。
2.  登录网站：
请访问.worldship.ups.com.以查找其他的支持文档。

3.  拨打电话（仅限美国境内）：
如您有关于 WorldShip 的技术问题，但无法在本指南或“WorldShip 帮助”中找
到解答，请拨打 1-888-553-1118。
确定您在拨打电话时准备好以下信息：
	 ■..您的.UPS.帐号和.WorldShip.软件版本（可以在.WorldShip.屏幕右下角 

找到）。
	 ■..您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名称和版本，以及打印机类型。

如欲获取一般信息，请拨打.1-800-PICK-UPS®.(1-800-742-5877)。如欲获取国际
寄件信息，请拨打.1-800-782-7892。

邮政编码是其所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UPS.字样、UPS.品牌标记、棕色、ups.com、WorldShip、Quantum.View.Notify..
和.1-800-PICK-UPS.是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服务标识或商标。
Adobe.Reader.是.Adobe.Systems.Incorporated.的注册商标。版权所有。

资源

http://adobe.com
http://worldship.ups.com
http://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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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电话号码技术支持电话号码
如您有关于.WorldShip.的问题，但无法在本指南或“WorldShip.帮助”中找到解答，请拨打以下电话：

阿尔巴尼亚 .............................................................................................................+355682048904
阿尔及利亚 ..........................................................................................................+49 69 66404364
阿富汗 .................................................................................+93-79-3204045 / 9647814318252
阿根廷 .......................................................................................................................... 0 800 122 028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800-4774 (Toll Free)
阿曼.............................................................................................................................+49 69 66404364
阿塞拜疆 ......................................................+10 99 412 493 39 91 / +994-12-490 6989，

+994-12-493 3991
埃及 ............................................................................................................................+49 69 66404364
埃塞俄比亚 ..........................................................................................................+49 69 66404364
爱尔兰 ....................................................................................................................+353 (0) 15245447
爱沙尼亚 ....................................................................................................................... 372 666 47 00
安哥拉 ......................................................................................................................+49 69 66404364
奥地利 ............................................................................................................+43 (0) 1 50 15 96 002
澳大利亚 .........................................................................................................................1800 148 934
巴哈马群岛 ............................................................................................................ 1-888-960-2683
巴基斯坦 ................................................................................................................+49 69 66404364
巴拉圭 ......................................................................................................................009800 521 0051
巴林  ...........................................................................................................................+49 69 66404364
巴拿马 ......................................................................................................................... 00800 052 1414
巴西 ......................................................................................0800 8923328 或 55 11 569 46606
白俄罗斯 ................................................................................................................. 375-17-227-2233
百慕大群岛 ............................................................................................................ 1-888-960-2678
保加利亚 ...........................................................................................................................0700 1 8877
保加利亚  ..........................................................................................................................0700 1 8877
北爱尔兰 .......................................................................................................... +44 (0) 2079490192
比利时 ...................................................................................................................+32 (0) 22 56 66 19
玻利维亚 ...........................................................................................................................800 100 807
波多黎各 ......................................................................... 1-888-UPS-TECH (1-888-877-8324)
波兰 ......................................................................................................................... +48 (0) 222030321
波斯尼亚 ............................................................................................................................033 788 160
布隆迪 ......................................................................................................................+49 69 66404364
丹麦 ........................................................................................................................ +45 (0) 35 25 65 04
德国 ................................................................................................................. +49 (0) 69 66 30 80 37
多米尼加共和国 ................................................................................................1-888-760-0095
俄罗斯 ...........................................................................................................................7 49 5961 2211
厄瓜多尔 ........................................................................................................................ 1800 000 119
法国 ..........................................................................................................................+33 (0) 157324060
菲律宾 ................................................................................1800 1855 0023 或 1800 765 2927
芬兰.................................................................................................................... +358 (0) 923 11 34 07
刚果民主共和国 ..............................................................................................+49 69 66404364
哥伦比亚 ................................................................................................................... 01800 752 2293

哥斯达黎加 ................................................................................................................0800 052 1591
哈萨克斯坦 ..........................................................................................................+49 69 66404364
韩国 ............................................................................................................................ 00798 8521 3669
荷兰 ......................................................................................................................+31 (0) 20 50 40 602
洪都拉斯 .................................................................................................................................800-0123
吉布提 ......................................................................................................................+49 69 66404364
吉尔吉斯斯坦 ........................................................ +996 312 699 988 / +996-312-979713
加拿大 ............................................................................... 1-888-UPS-TECH (1-888-877-8324)
加纳 ............................................................................................................................+49 69 66404364
捷克共和国 ........................................................................................................... +42 0239016468
津巴布韦 ................................................................................................................+49 69 66404364
喀麦隆 ......................................................................................................................+49 69 66404364 
卡塔尔 ......................................................................................................................+49 69 66404364
开曼群岛 ..................................................................................................................1-888-960-2686
科索沃 ....................................................................................................................... +381 38 24 22 22
科威特 ......................................................................................................................+49 69 66404364
肯尼亚.......................................................................................................................+49 69 66404364
拉脱维亚 ...................................................................................................................................7805643
黎巴嫩 ......................................................................................................................+49 69 66404364
立陶宛 ...........................................................................................................................370-37-350505
卢森堡 ...............................................................................................................FR 00 33 8050 10365
卢旺达 ......................................................................................................................+49 69 66404364
罗马尼亚 .................................................................................................................... 40 21 233 88 77
马拉维 ......................................................................................................................+49 69 66404364
马来西亚 ........................................................................................................................ 1800 80 4709
马里................................................................................................................................+223 2029 91 52
毛里求斯 ................................................................................................................+49 69 66404364
毛里塔尼亚 ............................................................................................................ +222 4529 28 89
美国 ....................................................................................................................................888-553-1118
美国 维尔京群岛之外的所有国家/地区 .........................................1888 877 8324
孟加拉国  ...............................................................................................................+49 69 66404364
秘鲁 .......................................................................................................................................0800 009 19 
摩尔多瓦................................................................................................................... +373-22-403901
摩洛哥 ......................................................................................................................+49 69 66404364 
摩纳哥 ....................................................................................................................+33 (0) 157324060
莫桑比克 ................................................................................................................+49 69 66404364
墨西哥 .......................................................................................................................01 800 714 65 35
南非 ............................................................................................................................+49 69 66404364
尼加拉瓜 ................................................................................................................ 001800 226 0452
尼日利亚 .................................................................................................................+49 69 66404364
挪威 ......................................................................................................................... +47 (0) 22 5777 34
葡萄牙 ................................................................................................................+351 (0) 21 9407061

日本 ...................................................................................................................................00531 85 0020
瑞典 ..................................................................................................................... +46 (0) 85 79 29 041
瑞士 ......................................................................................................................... +41 (0) 442115700
萨尔瓦多 ..................................................................................................................................800 6191
塞尔维亚 ................................................................................................................+381 11 2286 422
塞内加尔 ...................................................................................................................221 33 8646042
塞浦路斯 ..............................................................................................................................77 77 7200
沙特阿拉伯 ..........................................................................................................+49 69 66404364
斯里兰卡 ................................................................................................................+49 69 66404364
斯洛伐克 ......................................................................................................................  +421 2 16 877
斯洛文尼亚 .................................................................................................................  38642811224
苏格兰 ...............................................................................................................  +44 (0) 2079490192
台湾 ..................................................................................................................................00801 855 662
泰国 ...........................................................................................................................001 800 852 3658
坦桑尼亚 ................................................................................................................+49 69 66404364
突尼斯 ......................................................................................................................+49 69 66404364
土耳其 ................................................................................................................. 0090-212-413 2222
威尔士 ................................................................................................................ +44 (0) 2079490192
危地马拉 ......................................................................................................................1800 835 0384
委内瑞拉 ..................................................................................................................... 0800 100 5772
乌拉圭 ....................................................................................................................... 000 405 296 651
乌兹别克斯坦................................................................................................. +998 (71) 1203838
西班牙 ....................................................................................................................+34 (0) 917459877
希腊 ...................................................................................................................................210-99 84 334
象牙海岸 ................................................................................................................+49 69 66404364
新加坡 ...............................................................................................................................800 852 3362
新西兰 .............................................................................................................................. 0800 443 785
匈牙利  ..................................................................................................................... +36 (0) 17774820
亚美尼亚 ................................................................................................................. 10 3741 27 30 90
以色列............................................................................................................. 00-972-(0) 35-770112
意大利 ........................................................................................................................ +39 0248270032
印度 ............................................... 91-22-2827-6111 / 00 0800 852 1113（免费电话）
印度尼西亚 ......................................................................................................... 001 803 852 3670
英国 ...................................................................................................................... +44 (0) 2079490192
约旦.............................................................................................................................+49 69 66404364
赞比亚 ......................................................................................................................+49 69 66404364
直布罗陀 ....................................................................................................................+350 200 42332
智利 .......................................................................................................................................800 835 682
中国大陆 .........................................................................................................................400 013 3023
中国香港 ............................................................................................................................... 8206 2133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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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危险货物关于危险货物
危险货物属于合同服务。升级完成后，在“工具”选项卡上选择“系统首选项”和“
危险货物”。您应该配置“化学品记录”数据源的默认设置和危险货物单据的打印
方式。WorldShip 将从已有的外部数据源或 WorldShip 数据源中导入化学品 
记录。

编辑危险品化学记录编辑危险品化学记录
“危险货物化学品记录编辑器”允许发件人查看、删除或修改现有的危险品记录，
并将其保存在“个人化学品表格”中。
编辑危险品 (DG) 记录：
1...要输入一个新的化学品记录，在“发运”窗口中“选项”选项卡的“DG 参考”框中

选择“新记录”（只有当您将.WorldShip.选为数据源时才会出现“新记录”选项）。
2...接着出现“危险货物化学品记录编辑器”窗口。 
“规则集”处于选中状态并被禁用。“数量”、“度量单位”和“包装类型”等信息为
必填信息，而“运输模式”信息将取自“规则集”。

3...单击“保存”按钮时，如果信息不完全，WorldShip.会对您发出提示，并通知您
该化学品记录将被保存到化学品表中。

4...单击“删除”按钮时，WorldShip.将提示您确认要将当前记录从化学表中删除。
5...单击“清除”按钮时，如果化学记录已被修改，您将收到一条警告信息。还将提

示您清除或保留编辑器的内容。

危险货物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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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危险货物化学品记录查看危险货物化学品记录
您可以查看“个人化学品表格”或“UPS 化学表”中的化学记录，方法是在“发运”窗
口中选择“我的服务”选项卡上的“化学品记录查看器”，或者单击“危险货物化学
品记录编辑器”中的“查看化学品记录”按钮。
查看“个人化学品表格”中的记录：
1...在“危险货物化学品记录查看器”窗口中，“化学品表格”被默认设为“个人”，而“

规则集”框的默认值是“全部”。“搜索结果”显示出“个人化学品表格”目前包含的
所有规则集的所有记录。您可以输入特定的搜索标准以筛选搜索结果。

2...选择一项记录，在“记录详情”部分查看该记录的字段和值。
3...要删除所选记录，单击“删除”，然后确认该删除操作。
查看 UPS 化学表中的记录：
1...在“危险货物化学品记录查看器”窗口中，选择}“化学品表格”下面的“UPS”。 
“规则集”将默认显示表中的第一个规则集。搜索标准包括“规则集”、“识别号
码”和“正式货运名称”。“搜索结果”窗口显示出符合同一规则集的所有记录， 
而该规则集由“规则集”框中的设定值所确定。

2...“记录详情”显示出目前所选记录的值或内容。您不可以删除所选记录。
3...您可以将.UPS.的化学品数据添加到“个人化学品表格”，供处理危险品货件时 

使用。

危险货物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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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危险货物货件处理危险货物货件
1...填写“收件方”地址。
2.  填写“发件方”地址。
3...填写货件级别及选项的详细信息，如UPS服务和付款信息、商品信息、发运 

选项、货件尺寸、货件描述、货件的参考编号和装箱单。
4...在“选项”选项卡上，选择“危险品”。
5...单击“当前规则集”框中的向下箭头，选择适当的规则集。
6...单击“危险品参考编号 1”框中的向下箭头，选择一个危险品参考编号，或单击“

详情”以查找危险品参考编号。
7...如果您的货件中还有其它危险品，请重复步骤.5.和.6。否则请单击“处理 

货件”。
如欲将危险货物货件作为货运货件的一部分进行处理：
1...按照以上步骤.1.和.2.进行操作。
2...在“服务”选项卡上，选择“货运”复选框，并选择“Ground.Freight.UPS.服务”， 

提供商品信息，勾选.HM/DG.复选框。
3...在“选项”选项卡上，“HAZMAT/危险货物”复选框已经被选中。通过提供“紧急

联系人姓名”和“紧急电话”以继续。
4...单击“处理货件”。

危险货物货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