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zada 跨境物流
官方揽收服务-实操手册



揽收操作详细说明

q Milkrun免费揽收覆盖范围&申请条件

q 付费揽收覆盖范围

q 官方揽收服务订购及配置

q 商家组包

q 发货规范

q 大包交接规范

q 上网信息回传



Milk Run免费揽收覆盖范围（中国大陆）

省份 城市 上门揽收城区 揽收服务时间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盐田区、龙华区、坪山区、光明新区

周一至周日，
08:00-19:00

东莞市
企石镇、横沥镇、东坑镇、寮步镇、清溪镇、塘厦镇、凤岗镇、虎门镇、沙田镇、

东城区、茶山镇、桥头镇、常平镇，长安镇、厚街镇
大岭山镇、大朗镇、黄江镇，樟木头镇

广州市 白云区、花都区、天河区、越秀区、荔湾区、番禺区、海珠区、黄埔区、增城区

佛山市 南海区、三水区

浙江省

杭州市 滨江区、萧山区、拱墅区、江干区、上城区、下城区

金华市 义乌市、东阳市、浦江县、兰溪市

注：香港地区Milk Run揽收范围、揽收时间、预约要求和方式均保持不变



平台Milk Run上门揽收 – 申请方式

1. 取件地址在揽收范围内

2. 大陆商家最近30天日均单量

≥50单，香港商家最近30天日

均单量≥30单
(排除Lazada大促、海外仓、二次销售产生

的订单)

申请条件 轻松三步，享受免费上门取件

1. 提交申请渠道：

工作时间：卖家中心 > Crossborder

Helpcenter > CONTACT US

非工作时间：卖家中心 > Online Form > 

Milkrun官方揽收

请附上：

• 商家ID、商家主/子店铺及仓库联系方

式

• 对于联合申请，只需要1名商家代表其

他商家提出申请，并注明1名商家代表

以便联系

• 最近30天日均单量

• 上门取件地址

• 是否Lazmall商家

2.  平台在1个工作日内审核

单量、取消率表现以及地址

是否符合申请。

分拣中心收到平台审核通过

的Milkrun申请，在3个工作

日内提供审核结果，商家将

会接到通知。

3. 如审核通过，仓库会在

审核通过后的2个工作日内

开始揽收。

香港客户在仓库审核通过之

后，每次揽收需提前电话预

约，仓库接单后才可进行揽

收.

如审核未能通过，中国

大陆的商家仍可选用我

们的官方揽收商上门揽

收服务。详情请见链接

允许多个商家联合申请同一个提货地址

请注意：如需修改上门揽收时间，也需重新提交申请



付费揽收覆盖范围

省份 城市 揽收时间

安徽省 安庆、蚌埠、亳州、池州、滁州、阜阳、合肥、淮北、淮南、黄山、
马鞍山、铜陵、芜湖、宿州、宣城、六安

周一至周日，
10:00-
20:00

北京市 北京

福建省 福安、福州、晋江、龙海、龙岩、南平、宁德、莆田、泉州、三明、
厦门、漳州

甘肃省 兰州、天水

广东省
潮州、深圳、佛山、广州、河源、惠州、江门、揭阳、茂名、梅州、
清远、汕头、汕尾、东莞、阳江、湛江、肇庆、中山、珠海

广西省 柳州、南宁

贵州省 贵阳

河北省 白沟、沧州、承德、邯郸、衡水、廊坊、秦皇岛、石家庄、唐山、邢
台、张家口

河南省 安阳、鹤壁、济源、焦作、开封、洛阳、漯河、南阳、平顶山、濮阳、
三门峡、商丘、新乡、信阳、许昌、郑州、周口、驻马店

黑龙江省 大庆、哈尔滨、鸡西、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绥化

湖北省 恩施、黄冈、黄石、荆门、荆州、潜江、十堰、随州、天门、武汉、
仙桃、咸宁、襄阳、孝感、宜昌

湖南省 郴州、邵阳、湘潭、岳阳、长沙

吉林省 吉林、松原、延吉、长春

江苏省 常熟、淮安、江阴、昆山、连云港、南京、太仓、泰州、吴江、宿迁、
徐州、盐城、扬州、宜兴、张家港、镇江

省份 城市 揽收时间

江西省 景德镇、南昌、上饶、鹰潭

周一至周日，
10:00-20:00

辽宁省
鞍山、本溪、朝阳、大连、丹东、抚顺、阜新、葫芦岛、锦
州、辽阳、盘锦、沈阳、铁岭、营口

内蒙古 包头、呼和浩特、满洲里

宁夏省 银川

山东省 滨州、德州、东营、菏泽、济南、济宁、莱芜、聊城、临沂、
青岛、日照、泰安、威海、潍坊、烟台、枣庄、淄博

山西省 大同、晋城、晋中、临汾、吕梁、朔州、太原、忻州、阳泉、
运城、长治

陕西省 宝鸡、西安、咸阳

上海市 上海

四川省 成都、德阳、乐山、绵阳、自贡

天津市 天津

云南省 昆明、丽江、曲靖、玉溪

湖南省 郴州、邵阳、湘潭、岳阳、长沙

浙江省 杭州、湖州、嘉兴、金华、丽水、绍兴、温州、义乌、舟山

重庆市 重庆

Ø 付费揽收商上门揽收时效：
o 商家在当日16:00前完成组包并成功提交组包交接单到系统，揽收商将在当日20:00前上门揽收；如提交时间晚于16:00，则揽收商最迟将

在次日20:00前完成上门揽收。
o 揽收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10:00-20:00。揽收成功后的大包，根据揽收地的不同，将在24至72小时内送达分拨中心。

注：共覆盖27个省，203个城市，预计很快将开放新增30+城市。



官方揽收服务订购

需订购商家：
ü 需要使用ASC后台组大包功能的Milkrun商家

ü 需要订购付费揽收服务的商家

登录卖家中心 订单和评论-打包工作台 官方揽收服务-点击“确认”按钮操作步骤：

选择订购店铺需注意：
ü 请选择一个常用店铺账号（并记录好账号）作为官方揽收服务订购店铺，其他店铺通过店铺关联即可实现跨店铺组包

ü 每个店铺账号首次登录官方揽收服务页面任一新菜单时都会弹框下侧图3的“确认”界面，若已有店铺点击过“确认”，支持该

店铺下六国站点登录和使用。

注：Bagging页面将在99大促前下架，建议Bagging用户尽快切换使用“官方揽收服务”。



组包前务必完成的操作一：店铺关联

ü 请将您名下所有需要一起跨店铺组包的店铺名称（seller name）和卖家ID（seller id）一 一录入，和该账号完成店铺关联；

ü 请确保录入的seller name和seller id的对应关系和正确性，若录入错误将会导致组包失败；

ü 请确认您输入的邮箱和“我的账户”-“用户管理”-“子账号管理”对应的主账号邮箱一致，若不一致将无法添加。

官方揽收服务 店铺管理 添加店铺操作步骤：

注：若邮件不是该店铺注册时的邮箱，将无法添加成功



ü 揽收地址：

① Milkrun免费揽收：请按照申请Milkrun时审批通过的地址添加，揽收司机将按照之前审核通过的地址上门揽收

② 付费揽收：可添加多个仓库的揽收地址，并用仓库名称进行区分，后续在创建大包时选择正确的仓库地址即可，

揽件员将按照揽收地址上门揽收

ü 退件地址：若包裹到达仓库后出现无法入库的情况，我们将按此退件地址退回您的仓库，目前同一商家仓库仅支

持退回一个退件地址。

组包前必须完成的操作二：添加揽收or退件地址

官方揽收服务 地址管理 添加地址操作步骤：

注：若您有多个仓库，可分别录入



商家组包-创建大包

扫描小包 选择揽收和退件地址 完成实物打包操作步骤： 创建大包

可选择之前配置的揽收地址和退件地址，请确保所选地
址为实际交货地址，地址选错将导致揽收延误

� �

进入大包创建页面

注：单个大包最多装300个小包，不能超过50KG，单边长度
小于120CM，三边总长不超过180CM

付费揽收提示

Milkrun揽收提示

�



商家组包规范

Ø 组包需要完成的基本动作：

1. 逐件扫描每个小包上的首公里面单，并将扫描后的小包装入大包中；

2. 将所有需要装在同一个大包内的小包裹都扫描完成后，选择揽收及退件地址；

3. 创建大包号，生成大包面单；

4. 大包统一用扎带封口，并将大包面单贴在扎带吊牌上。

Ø 组包中常见异常提示：

异常提示 异常说明 后续操作

该小包未RTS或存在数据异常，无法组包 商家还未未点击RTS，系统无法正常接单

1. 商家需将问题小包从大
包中移出，

2. 清除提示后继续后续操
作，

3. 该小包不记录在小包列
表中

目前尚不支持大件海运货物揽收业务，请通
过其它方式发货

发往海运仓(FM-49)的包裹不能与非FM-49的
包裹一起组包

该小包已被取消，请检查订单状态 已取消的小包不允许组包

本大包中已经关联了该小包 商家可能因连续扫描导致出现小包重复数据

该小包已成功签收，无须重复发货 小包已经成功在分拨中心签收



进入大包管
理页面 打印大包面单 贴大包面单操作步骤： 实物装袋 等待司机上

门揽收

Milkrun揽收面单 付费揽收面单

商家组包-打印面单

Milkrun大包面单样例

尺寸 10cm x 10cm

注意：对于自己绘制面单
的ERP商家，需要将揽收
扫描的大包号放在足够显
眼的位置，并请在条码上
方添加“揽收扫描条码”
字样，以便于司机扫描

申通大包面单样例
尺寸 10cm x 15cm



商家组包-查看大包状态

付费揽收：可查看
大包到仓物流详情

大包状态 状态解释

已提交 大小包关系已提交给菜鸟

待分配大
包单号

菜鸟为大包进行路由，分配运单号，绘
制面单等操作。已提交和待揽收的中间
状态

待司机揽
收

商家提交的大包已经处理完毕，并且任
务发送给揽收CP，等待揽收CP上门揽
收

已揽收 揽收CP已经成功揽收大包

揽收失败 揽收CP揽收大包失败
已到达 大包已经被揽收CP派送至首公里分拨仓

签收正常 分拨仓已经成功签收了大包

签收异常 分拨仓在签收大包中发生异常

签收失败 分拨仓大包签收失败
取消中 商家已发起取消请求
已取消 取消成功
取消失败 取消失败
关闭中 系统因为长时间未揽收，发起关单

已关闭 关单成功
关闭失败 关单失败

进入大包管
理页面

可查看大包状
态及物流详情操作步骤：



商家打包规范

需重点关注包装范例

较重或尺寸较大产品，不要用单薄包
装，需用质量较好的纸箱包装

尖锐物品建议使用塑料泡沫包裹或较硬纸
箱包装

圆柱形状物品和其他不规则物品，须使用
合适的纸箱进行包裹，并采用气泡袋、气
泡柱等进行填充加固， 以免挤压变形；

务必打印lazada发货面单黏贴于包裹
外包装，否则仓库将作为无主件处理

外包装需要黏贴标准发货标签或云打印面
单,尺寸不要超过10cm X 15cm

Milkrun大包请使用左侧图中扎带封口大
包，并将大包面单贴在扎带吊牌上。

正确操作：
1）用扎带封口大包
2）大包面单贴在扎
带吊牌上



大包交接规范

Milkrun大包交接注意事项：

1. 商家需要确认货物备好之后，再到线上创建大包，Milk 
Run司机会按照申请时约定的时间及地址上门揽收。

2. 请在约定的上门揽收时间前准备好所有组包完成的大包，大
包的揽收节点将以司机扫描该大包面单的时间为准，系统组
包完成但包裹在揽收司机上门后仍未揽收扫描将影响您的履
约表现。

3. 大包交接时，需要商家将小包放在同一个大包袋子，用卡扣
封袋，并打印大包面单，贴在大包封口处的卡扣吊牌上。

4. 司机扫描大包揽收完成后，将会签发一个一式三份的交接单，
交接单内容包含：揽收日期，揽收商家，揽收大包数，司机
签名。商家和揽收司机各自务必自留一份，以便后续稽核使
用。

申通大包交接注意事项：

1. 商家线上完成组包，系统会调配揽收人员按照商家选择
的揽收地址上门揽收，16:00前完成组包的包裹会在当天
20:00前调配揽收人员完成揽收，请保持手机畅通。

2. 揽收人员上门揽收时发现大包异常将无法成功揽收，如
“揽收无货“，”包装不符”“大包超重超长“等，请
按组包要求，准备好大包等待揽收，以免影响您的履约
表现。

3. 所有揽收大包必须妥善张贴大包面单于大包上，如果大
包麻袋不平整，粘贴面单不牢固，应该用专门的吊牌粘
贴面单，防止运输过程中面单脱落。

4. 揽收的大包物流快递信息20:00后上网，商家可以通过快
递网站查询，如果异常可以咨询客服。



上网信息回传

创建订单、RTS 打包
小包组成大包

交接给揽收司机
（付费揽收交给揽件员）

小包入库

揽收信息上网

• 上网信息前置条件：商家需将小包组成大包，司机（揽件员）揽收时扫描大包面单

• 上网时间：即司机（揽件员）扫描大包的时间会作为揽收时间，也就是小包上网时间

• 上网信息生成：在小包成功在分拨中心签收，根据小包关联的大包揽收时间，前置该小包揽收时间【上网时间】

Milkrun案例说明：

大包于8月8日11:00司机揽收成功，于8月9日08:00小包在分拨中
心入库成功，在8月9日08:00，系统生成小包揽收成功状态，时间
为8月8日11:00。

付费揽收案例说明：

大包于8月8日11:00揽件员揽收成功，于8月10日08:00小包
在分拨中心入库成功，在8月10日08:00，系统生成小包揽收
成功状态，时间为8月8日11:00。

温馨提醒：若小包入库时，系统无法关联到大包揽收的时间（该小包没有组包数据），则上网时间仍为小包实际入库成功时间，无
法按照司机实际上门揽收时间展示。



常见问题FAQ – 1/2
1. 创建物流订单后，是否必须组包？
答：为保障您的小包订单上网时间前置，您需组包后才交接。

2. 一个大包最多能装多少个小包？
答：300个。上线初期为确保平稳运行，一个大包里最多能装300个小包，我们后续会计划将此上限放开，届时会另行通知。

3. 一个大包最重最大可以是多少？
答：为顾虑我们物流人员的操作安全，我们建议您组好的大包最多不要超过50kg, 单边长度小于120cm，三边之和总长不超过180cm。如果您组的大
包超过了规格限制，则可能导致揽收员揽收失败，影响您的履约表现。

4. 大包的物流轨迹可以在哪里查看？
答：商家可在菜鸟全球物流跟踪系统（https://global.cainiao.com）中，使用大包号进行查询轨迹。

5. 揽件人员已经揽收大包，为什么买家看到我的小包还没有显示揽收成功？
答：小包将在入库成功后，再根据大包的揽收时间，前置小包的揽收时间。

6. 如果忘记将小包组包，实操时能否将该小包放入揽收的大包中？
答：可以，但该小包实际上网时间为入库时间，而非揽收时间。

7. 为什么我不在免费Milk Run揽收范围，但依旧无法使用官方揽收商的上门揽收服务？
答：目前此服务可覆盖全国大部分区域，但各省市内较为偏远的地区依旧会有无法覆盖的情况，因此，您可继续按照现有自送或自寄方式的进行发货。

8. 我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取消预约揽收的交接单？
答：包裹在揽收人员还未回传已揽收信息前，可以通过交接单管理页面取消交接单，揽收服务商已经揽收完成并回传了揽收信息的包裹，将无法取消并
被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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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的包裹揽收后一直没有妥投到分拨仓怎么办？

答：您可先查看包裹对应的预计运输时效，若已经超过预计时效且物流长时间无更新，您可以通过在线咨询服务渠道查询包裹的实际状态。若客服确

认您的包裹已经丢失，您可以发起投诉工单，提供与客服的沟通截图及其他投诉举证中要求的材料，向平台发起投诉与索赔。

10. 所有线上物流渠道都可以组包交接吗？
答：现阶段平台只开放给中国大陆商家发货至深圳分拨中心和义乌分拨中心的渠道。发货至中国大陆海运仓、香港分拨中心、韩国分拨中心的暂时无

法使用组包交接。

11. 我是使用自研ERP系统发货的商家，我可以马上使用新版的官方揽收服务吗？

答：使用自研ERP系统的商家需要分批次进行ERP系统对接，我们会有小二专门联系您，请您先参阅前序提供的API接口文档做好准备。

12. 我是使用第三方ISV系统（如店小秘、芒果店长等）发货的商家，我可以马上使用新版的官方揽收服务吗？

答：第三方ISV已于8月中下旬开始陆续开放，请您留意各ISV上发布的公告。

13. 我是使用ASC后台页面发货的商家，我可以马上使用新版的官方揽收服务吗？
答：新版”官方揽收服务”菜单已于9月1日在ASC后台页面正式上线。

14. 付费揽收商上门揽收服务的地区开放节奏是怎样的？

答：平台计划在9月7日开放广东省19城市，于9月下旬开放浙江、福建、江苏、上海4省市，于10月中旬开放剩余22省市。为保障您的服务体验，我

们建议您根据您所在的省市开放计划来订购我们的揽收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