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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纳入2015年—2016年版 

核查特殊规定 A4 和 A5 所施加的数量限制 

（由 D. Brennan 提交） 

摘要 

本工作文件提议在特殊规定 A4 和 A5 中添加文本，要求托运人在适用特殊规定 A4 和 A5

中所规定的限制时，在危险物品运输文件上清楚地注明。 

由危险品专家组采取的行动：请危险品专家组按本工作文件附录中所述，对特殊规定 A4

和 A5 的措辞进行修订。如果对特殊规定 A4 和 A5 进行修订的提案得到大家同意，将相应地

提议按本工作文件附录中所述，对第 5 部分中的 4.1.5.8.1 a）进行修订。 

1. INTRODUCTION 

1.1 Toxic substances having an inhalation toxicity of Packing Group I are forbidden for 

transport on a passenger aircraft, but may be carried on a cargo aircraft, liquids with a mist inhalation 

only, not vapour inhalation toxicity, but as set out in Special Provision A4 for liquids and A5 for solids 

and restricted to a maximum net quantity per package of 5 L and 15 kg respectively.  

1.2 While Special Provisions A4 and A5 limit the shipper to the specified net quantity per 

package,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for the shipper to have to identify that the substances meet the condi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special provisions and therefore no way for the operator to verify that the net 

quantity per package is within these more restrictive net quantity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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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t is proposed therefore to add text into each of the special provisions to require that the 

shipper must indicate the special provision number on the dangerous goods transport document to clearly 

identify to the operator at acceptance so that the declared net quantity can be validated against the limit 

specified in the special provision. 

1.4 It is also proposed to amend Part 5;4.1.5.8.1 a) to identify that reference to A4 or A5 must 

be included on the dangerous goods transport document.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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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技术细则》第 3 部分的修订提案 

…… 

第 3 部分 

危险物品表，特殊规定和限制数量与例外数量 

…… 

第 3 章 

特殊规定 

…… 

表 3-2  特殊规定 

 本细则 UN  
    

 …… 

 

  

    

    

 A4  具有蒸气吸入毒性 I 级包装的液体禁止在客机及货机上运输。 

具有气雾吸入毒性包装等级为 I 级的液体禁止在客机上运输，可以在货机上运输，但必须按照 I 级包

装物质包装说明的要求进行包装，且每个包装件所含的最大净量不得超过 5 L。根据本特殊规定进行

运输时，必须在危险物品运输文件上注明。 

 A5  具有吸入毒性 I 级包装的固体，禁止在客机上运输，可以用货机运输，但必须按照 I 级包装物质包装

说明的要求进行包装，且每个包装件的最大净量不得超过 15 kg。根据本特殊规定进行运输时，必须

在危险物品运输文件上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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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托运人的责任 

…… 

第 4 章 

文件 

…… 

4.1  危险物品运输信息 

…… 

4.1.5  除危险物品说明之外所要求的其他资料 

…… 

4.1.5.8  附加要求 

4.1.5.8.1  危险物品运输文件还必须包括： 

a) 使用的包装说明，以及（适用时）提及特殊规定 A1 或 A2、A4 或 A5，但放射性物质除外；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