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云天生物技术/Beyotime Biotechnology 
订货热线：400-168-3301或800-8283301 

订货e-mail：order@beyo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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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天产品各主要城市运费及到货时间表 
 

运费： 

通常试剂、试剂盒的运费为 20 元，如一次性订购试剂、试剂盒满 300 元可以免收运费。仪器

耗材的运费如实收取。如需干冰运输，干冰费用如实收取。  

对于室温存放产品，除江浙沪皖外，如客户希望节省运费，我们可以采用空运以外的其它运

输方式，但到货时间会有所延迟。具体情况请通过碧云天销售热线(400-1683301 或  800-8283301)
或订货电子邮件(order@beyotime.com)咨询。 

请注意：每位客户每日免运费上限为两单，请尽量合并订购。 
 

到货时间： 

各地区的详细到货时间请参考下表。对于下表没有列出的情况，或有其他疑问，请通过碧云天

销售热线(400-1683301 或 800-8283301)或订货电子邮件(order@beyotime.com)咨询。下表所列的到货

时间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会实现，但不排除有一定几率出现快递送货延误的情况，敬请谅解。请客户尽

量利用碧云天提供的快递单号，追踪订购产品的快递情况。一旦出现延误，请尽快和快递公司联系，如

有必要也可以联系碧云天销售部(400-1683301 或 800-8283301)。 

 
 

省份 城市 订货时间 发货时间 到货时间 快递情况 

江苏省 

南京、无锡、

苏州、南通、

扬州、徐州、

常州、镇江、

连 云 港 、 泰

州、淮安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三 次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四 次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五 次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日 周一 次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二 次日达 

浙江省 

杭州、宁波、

温州、丽水、

台州、嘉兴、

湖州、衢州、

绍兴、舟山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三 次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四 次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五 次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日 周一 次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二 次日达 

上海市 上海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三 次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四 次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五 次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日 周一 次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二 次日达 

 

 

 



安徽省 

合肥、蚌埠、

芜 湖 、 马 鞍

山、安庆、淮

南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三 次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四 次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五 次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日 周一 次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二 次日达 

北京市 北京市 

周五下午三点后至周一下午三点前 周一 周二 

次日达(海淀区上

午11点前的订单

当日达) 

周一下午三点后至周二下午三点前 周二 周三 

次日达(海淀区上

午11点前的订单

当日达) 

周二下午三点后至周三下午三点前 周三 周四 

次日达(海淀区上

午11点前的订单

当日达) 

周三下午三点后至周四下午三点前 周四 周五 

次日达(海淀区上

午11点前的订单

当日达) 

周四下午三点后至周五下午三点前 周日 周一 

次日达(海淀区上

午11点前的订单

当日达) 

天津市 天津市 

周五下午三点后至周一下午三点前 周一 周二 次日达 

周一下午三点后至周二下午三点前 周二 周三 次日达 

周二下午三点后至周三下午三点前 周三 周四 次日达 

周三下午三点后至周四下午三点前 周四 周五 次日达 

周四下午三点后至周五下午三点前 周日 周一 次日达 

河北省 

石 家 庄 、 邯

郸、保定、唐

山、秦皇岛、

廊坊 

周五下午三点后至周一下午三点前 周一 周二 次日达 

周一下午三点后至周二下午三点前 周二 周三 次日达 

周二下午三点后至周三下午三点前 周三 周四 次日达 

周三下午三点后至周四下午三点前 周四 周五 次日达 

周四下午三点后至周五下午三点前 周日 周一 次日达 

重庆市 重庆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三 次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四 次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五 次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五 周六 次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二 次日达 

山西省 

太原、晋中、

大同、吕梁、

临汾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六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内蒙古 
呼和浩特、包

头、通辽 

周五下午三点后至周一下午三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包头青山

区，东河区，稀

土区次日达) 

周一下午三点后至周二下午三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包头青山

区，东河区，稀

土区次日达) 

周二下午三点后至周三下午三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包头青山

区，东河区，稀

土区次日达) 

周三下午三点后至周四下午三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包头青山

区，东河区，稀

土区次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五、周日 周日、周二 

隔日达(包头青山

区，东河区，稀

土区次日达) 

辽宁省 

沈阳、大连、

抚顺、本溪、

丹东、锦州 

周五下午三点后至周一下午三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沈阳次

日达） 

周一下午三点后至周二下午三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沈阳次

日达） 

周二下午三点后至周三下午三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沈阳次

日达） 

周三下午三点后至周四下午三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沈阳次

日达） 

周四下午三点后至周五下午三点前 周五、周日 周日、周二 
隔日达（沈阳次

日达） 

吉林省 

长春、吉林、

延吉、四平、

公主岭 

周五下午三点后至周一下午三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周一下午三点后至周二下午三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三点后至周三下午三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三点后至周四下午三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三点后至周五下午三点前 周五、周日 周日、周二 隔日达 

黑龙江省 

哈尔滨、佳木

斯、大庆、齐

齐哈尔 

周五下午三点后至周一下午三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周一下午三点后至周二下午三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三点后至周三下午三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三点后至周四下午三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三点后至周五下午三点前 周五、周日 周日、周二 隔日达 

福建省 

福州、厦门、

宁德、泉州、

龙岩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六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江西省 

南昌、九江、

上饶、赣州、

吉安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五 周日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山东省 

济南，青岛、

淄博、烟台、

安庆、潍坊、

泰安、济宁、

临沂、滨州、

德州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六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河南省 

郑州、新乡、

南阳、开封、

洛阳、周口、

安阳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六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湖北省 

武汉、襄樊、

孝感、宜昌、

十堰、咸宁、

荆州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六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湖南省 

长沙、岳阳、

株洲、衡阳、

常德、吉首、

怀化、湘潭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六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广东省 

广州、汕头、

深圳、珠海、

佛山、中山、

顺德、东莞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六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广西省 
南宁、柳州、

桂林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五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海南省 海口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五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四川省 
成都、雅安、

南充、泸州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三 次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四 次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五 次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五 周六 次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二 次日达 

 



贵州省 贵阳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六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云南省 昆明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六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陕西省 
西安、咸阳、

延安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六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甘肃省 兰州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四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五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六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六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三 隔日达 

青海 西宁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五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六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日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五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四 隔日达 

宁夏 银川 

周一下午四点后至周二下午四点前 周二 周五 隔日达 

周二下午四点后至周三下午四点前 周三 周六 隔日达 

周三下午四点后至周四下午四点前 周四 周日 隔日达 

周四下午四点后至周五下午四点前 周五 周一 隔日达 

周五下午四点后至周一下午四点前 周一 周四 隔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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