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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 

在前言部分，第(iii)页，第1段最后一行，将地址改写为www.icao.int/store 。 

在第1部分第2章，第1-2-1页，第2.2.1 d)段第1句话，将参考段落改写为 “8;1.1.2 s)”。 

在第2部分第4章，第2-4-3页，第4.2.3.1.2 c)段，改写为“重氮盐(—CN2
+Z–)”。 

在第2部分第4章，第2-4-5页，表2-6，“Diethylenegycol bis (allyl carbonate) + Di-isopropyl-peroxydicarbonate二甘醇双(碳酸烯

丙酯)+过二碳酸二异丙酯”，第3栏改写为 “–10”。 

在第2部分第9章 第2-9-1页，第9.2.1 a)段，在“联合国规章范本”后面加入“第十五修订版”。 

在第3部分第1章，第3-1-2页，第1.3段注的最后一行，用 “（见第2部分引言章第3.2和3.5段）”代替“（见2;3.2和2;3.5)”。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19页, Ammonium nitrate fertilizers 硝酸铵肥料，UN 2071，在第8栏加入“III”。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32页, Aviation regulated liquid, n.o.s. * 空运受管制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UN 3334，在第

8栏加入“III”。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32页, Aviation regulated solid, n.o.s.* 空运受管制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UN 3335，在第8

栏加入“III”。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85页, Cyclohexyl mercaptan 环己硫醇, UN 3054，在第12栏用“366”代替“365”。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103页, Dinitrobenzenes, liquid 液态二硝基苯类，UN 1597，III级包装项下，在第13栏，用

“220 L”代替“200 L”。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110页, Dye, liquid, toxic, n.o.s.* 液态染料, 毒性, 未另作规定的*, UN 1602，II级包装项下，

在第10栏加入“Y641”，在第11栏，加入“1 L”。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110页, Dye, liquid, toxic, n.o.s.* 液态染料, 毒性, 未另作规定的*, UN 1602, III级包装项下，

在第10栏加入“Y642” ，在第11栏，加入“2 L”。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136页, Genetically modified micro-organisms 转基因微生物, UN 3245，在第5栏用“无”

代替“杂项危险物品”。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136页,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转基因生物, UN 3245，在第5栏用“无”代替“杂

项危险物品”。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169页, “Malonic ethyl ester nitrile, see Ethyl cyanoacetate 丙乙酯腈, 见乙基氰基乙酸盐”，

删除该条目。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171页, Medicine, solid, toxic, n.o.s. 固态药品, 毒性, 未另作规定的, UN 3249，在Y645，III

级包装项下，在第11栏用“10 kg”代替“5 kg”。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176页, Metallic substance, water-reactive, n.o.s.* 金属物质, 遇水反应, 未另作规定的*, 

UN 3208，在第10栏，III级包装项下用“Y477”代替“Y476”。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182页, “Methylene-di-(phenylene diisocyanate), see Diphenylmethane-4,4'-diisocyanate 二

-(亚苯基二异氰酸)甲烷, 见二苯甲烷-4, 4’-二异氰酸酯”，删除该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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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182页, “Methylene-di-(4-phenyl isocyanate), see Diphenylmethane-4,4'-diisocyanate 二-(4-苯

基异氰酸)甲烷, 见二苯甲烷-4, 4’-二异氰酸”，删除该条目。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221页, Phenyl chloroformate 氯甲酸苯酯, UN 2746，在第13栏用“30 L”代替“60 L”。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280页, Toxic solid, corrosive, inorganic, n.o.s.* 无机毒性固体, 腐蚀性, 未另作规定的*, 

UN 3290，I级包装项下，在第13栏，用“15 kg”代替“25 kg”。 

在第3部分第2章，表3-1，第3-2-280页, Toxic solid, corrosive, organic, n.o.s.* 有机毒性固体, 腐蚀性, 未另作规定的*, 

UN 2928，I级包装项下，在第13栏，用“15 kg”代替“25 kg”。  

在第3部分第4章，第3-4-1页，第4.1.2段，用“仅限UN 1941, UN 1990, UN 2071, UN 3077, UN 3082, UN 3316, UN 3334和UN 

3335”代替“第9类”旁边的联合国编号清单。 

在第3部分第4章，第3-4-2页，第4.2.4段，删除注。 

在第4部分第4章，第4-4-12页，包装说明202, “对开放式低温容器的要求”内，在第9段下加入下面的注： 

注：对于2012年1月1日以后制造的开放式低温容器，开放式低温容器的标记要求自2012年1月1日起将成为强制性

规定。标记尺寸必须符合6;5.2.7.1的气瓶要求。2012年1月1日之前制造的开放式低温容器不须作出此种标记。 

在第4部分第4章，第4-4-13页，包装说明203，在“所有气溶胶喷雾器”项下，用以下内容代替b)小段：“b)  容器必须包装

严密，以免在II级包装的木箱（4C1，4C2）、胶合板箱（4D）、再生木箱（4F）、纤维板箱（4G）或塑料箱（4H1，4H2）内

发生移动。” 

在第4部分第6章，第4-6-9页，包装说明454，在“组合包装的补充包装要求”项下加入以下内容： 

— 每卷胶片必须装入一个密封的金属罐，或坚固的硬纸板或纤维板制成的内包装，并用胶带或胶纸粘牢封盖。 

在第4部分第6章，第4-6-31页，包装说明492，“组合包装”表格，UN 3292 Cells, containing sodium 含钠电池芯条目内： 

“每个包装件总量 — 客机”一栏内，将数值改写为“25 kg G”。 

“每个包装件总量 — 货机”一栏内，将数值改写为“无限制”。 

  在第4部分第7章，第4-7-4页，包装说明553 – 554，将标题改写为 “包装说明553 – 555”。 

  在第4部分第11章，第4-11-10页，包装说明Y956, “组合包装”表格第1栏内，加入“UN 3335 Aviation regulated solid, n.o.s.* 

空运受管制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在第4部分第11章，第4-11-22页，包装说明Y964, “组合包装”表格第1栏内，加入“UN 3334 Aviation regulated liquid, n.o.s.* 

空运受管制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在第8部分第1章，第8-1-1页，第1.1.2 c)段，用“1.1.2 c), j)和m)”代替“1.1.2 c), h和k)”。 

  在第8部分第1章，第8-1-2页，第1.1.2 j)段，用“1.1.2 c), j)和m)”代替“1.1.2 c), h)和k)”。 

  在第8部分第1章，第8-1-3页，第1.1.2 m)段，用“1.1.2 c), j)和m)”代替“1.1.2 c), h)和k)”。 

  在附录3第1章，表A-1 — 国家差异条款内，作出以下修改： 

第A3-1-3页， “AU — 澳大利亚”，删除AU 3旁边的“”符号。 

第A3-1-23页，用以下内容代替SA 3： 



         Doc 9284-AN/905 
         2009 — 2010年版 

                           - 3 -                             第1号更正 
 

 

 SA 3 凡是运往沙特阿拉伯境内任何目的地的危险物品，都必须在其航空货运单上

以全称写明收货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第A3-1-23页，在SA — 沙特阿拉伯项下，加入以下新的差异条款： 

 SA 5 放射性物质的最终目的地必须仅限于吉达、利雅得或达曼，但拟用于医疗用途的

放射性物质除外，只要在托运人申报单上注明这一医用意图，则可运至沙特阿拉

伯的任何地方。 

 

 SA 6 凡是运往沙特阿拉伯境内任何目的地的危险物品，都必须在其每个包装件上

以全称写明收货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在附录3第2章，表A-2 — 运营人差异条款项下，应作出以下修改： 

第A3-2-27页，IT-04，改写为“未使用。” 

第A3-2-32页，删除KE-01旁边的“”符号。 

第A3-2-40页，在LX-02和LX-04旁边加入“”页边符号。 

第A3-2-50页，OU-04，在第1句话结尾加入“，但ID 8000 — 日用消费品”除外。 

第A3-2-50页，用以下内容代替OU-16： 

OU-16 只从经批准的克罗地亚航空公司客户收运 B 类生物物质（人或动物）UN 3373。

详情请洽克罗地亚航空公司货运销售部。 

 

第A3-2-58页，SV-02，改写为“未使用。” 

第A3-2-58页，用以下内容代替SV-09： 

SV-09 不收运第 7 类易裂变放射性物质（见《国际航协危险物品条例》10.5）。  

第A3-2-65页，UX-03，第1行，用“拼箱”代替“集运包装件”。 

第A3-2-67页，将“C8 —卢森堡意大利合营航空货运公司”及其差异条款移至“CZ —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后面。 

在附录4，第A4-14页，图一览表内，加入“图3-2. 例外数量标记”和“图6-1. 穿孔试验所用的圆柱形钢棒”。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