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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2020/27 

通过航空运返 2019 冠状病毒病人体遗骸 

1.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不断挑战航空业，并要求迅速制定应急响应计划。目前，尚无通过航

空运返人体遗骸，其中包括那些死因被确定为 2019 冠状病毒病遗骸的普遍而全面的国际标准。鉴于世

界卫生组织(WHO)、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及国际民用航空组

织(ICAO)收到了大量请求，因此，需要评估通过航空对人体遗骸进行运输的风险，并拟定与 2019冠状

病毒病具体相关的指导材料。 

2. 运返人体遗骸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亲属提出的要求，将人体遗骸从发生死亡的国家运往另外

一个国家进行安葬。从航空的角度出发，大多数航空公司都提供对已火化和未火化人体遗骸的运输服

务；但是，它们需要各利害攸关方合作及协调，以确保高效运输并遵守相关国际规章以及离港国家和

目的地国家的国家规定。 

3. 2020 年 3 月，世卫组织在 2019 冠状病毒病的背景下，发布了关于遗体安全管理预防和控制传

染的临时指导。其链接如下：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38/WHO-COVID-19-

lPC_DBMgmt-2020.1-eng.pdf。 

4. 国际民航组织与世卫组织及其他利害攸关方协调，制定了关于通过航空运返受 2019 冠状病毒

病感染的人体遗骸的指导材料，以支助各国并制定适用此类指令的建议。向成员国提出的建议是，实

施建议并遵守国际民航组织、世卫组织及国际航协提供的指导。 

5. 关于运返受 2019 冠状病毒病感染的人体遗骸的这项指导载于本电子公告附录，并将在预防和

管理民用航空公共卫生事件的协作安排(CAPSCA)网站(www.capsca.org)公布。附篇包含了各国对遗

体运返的要求列表。 

附： 

临时指导：通过航空运返 2019 冠状病毒病人体遗骸 

2020 年 5 月 6 日 

经秘书长授权发布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38/WHO-COVID-19-lPC_DBMgmt-2020.1-eng.pdf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38/WHO-COVID-19-lPC_DBMgmt-2020.1-eng.pdf
http://www.capsca.org/




 

 

EB 2020/27号公告的附篇 

临时指南：通过航空运返 2019 冠状病毒病人体遗骸 

(世卫组织、国际航协、美国疾控中心和国际民航组织协作拟订文件) 

引言 

人体遗骸运返是在亲属要求下，将人体遗骸从发生死亡的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进行丧葬的过程。

人体遗骸运返过程复杂，涉及不同利害攸关方在多个层面上的合作与协调，以确保其高效进行、并符

合相关的国际和国家法规。 

目前，对于通过航空运返人体遗骸的必要处理和文件尚无统一的国际标准。尽管已有20多个欧洲

国家对欧洲理事会的《斯特拉斯堡尸体转运协定》(欧洲条约汇编第80号)(https://rm.coe.int/168007617d)

表示同意，但目前仍没有单一来源文件可为各国和其他有关方面提供统一指导。 

由于世卫组织、国际航协和国际民航组织已就2019新冠病毒病（COVID-19）死者遗骸的空运收到

多项要求，因此有必要评估空运人体遗骸的风险，并针对COVID-19制定临时指导材料。 

本文件旨在为航空器运营人、殡仪师和其他有关方面，就计划航空运返COVID-19人体遗骸需要考

虑的因素提供指导。 

COVID-19 人体遗骸处理指南 

COVID-19 大流行病造成了大量死亡人数，并引发了死于该疾病的人员遗体运返问题。通常，人体

遗骸不具传染性，不会传播疾病。有些有限的例外情况，例如埃博拉病毒和其他出血热、或者在尸体

解剖时对大流行病流感患者的肺部处理不当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现行临时指南，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表明有人因接触COVID-19死者尸体

而被感染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38/WHO-COVID-19-lPC_DBMgmt-2020.1-

eng.pdf)。 

欧洲疾病控制中心(ECDC)同样表示，没有证据表明 SARS-CoV-2 会通过处理死者尸体传播。因处

理受感染的遗体而传播 COVID-19，只会通过直接接触存在病毒的体表、组织、体液或其抽吸物，或与

受污染的表面、衣服或其他个人物品直接接触而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避免感染COVID-19的最佳做法

包 括 适 当 使 用 个 人 防 护 设 备 (PPE) 以 及 彻 底 清 洁 与 遗 骸 接 触 的 表 面 和 材 料

(https://www.ecdc.europa.eu/en/publications-data/considerations-related-safe-handling-bodies-deceased-

persons-suspected-or)。 

处理COVID-19人体遗骸时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包括： 

• 为殡仪师、宗教领袖或其他可能直接接触COVID-19人体遗骸的人员提供具体指导，尤其

是在处理COVID-19人体遗骸时，手部卫生和使用个人防护设备(PPE)的重要性； 

• 根据文化和宗教传统，尊重死者及其家人的尊严；和 

https://rm.coe.int/168007617d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38/WHO-COVID-19-lPC_DBMgmt-2020.1-eng.pdf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38/WHO-COVID-19-lPC_DBMgmt-2020.1-eng.pdf
https://www.ecdc.europa.eu/en/publications-data/considerations-related-safe-handling-bodies-deceased-persons-suspected-or
https://www.ecdc.europa.eu/en/publications-data/considerations-related-safe-handling-bodies-deceased-persons-suspecte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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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根据个案在家庭权利、有必要调查死因和接触感染风险之间取得平衡的做法。 

世卫组织已提供了以非航空方式将人体遗骸转运到尸体解剖单位、停尸间、火葬场或下葬地点的

准备包装一般指导原则，其中包括尸体解剖、葬礼准备和当地埋葬等程序，载于“在COVID-19的背景

下 为 预 防 和 控 制 感 染 而 安 全 处 理 尸 体 ” 文 件 中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38/WHO-COVID-19-lPC_DBMgmt-2020.1-eng.pdf)。 

航空运输的选项 

当某人死于COVID-19时，可考虑的最后处置可能包括就地火化、在死亡地点土葬、或将遗体运回

亲属要求的国家。 

许多航空器运营人提供已火化和非火化人体遗骸的运输服务。这些服务根据每个航空器运营人的

政策而有所不同。通常，空运人体遗骸的可能选项有三种： 

1. 装在骨灰瓮中的骨灰或火化遗骸。对于航空运输，这个选项通常是最简单的。但是，这

取决于死者的个人、文化和宗教信仰以及死亡地点国家的国家立法。 

2. 封装于密封棺材、经防腐处理的人体遗骸。该选项可能会带来挑战，因为各国可能在尸

体防腐处理的法律方面相异。例如，出发国的立法可能不允许尸体防腐处理，而目的地

国可能要求接收的遗体须经防腐处理。此外，一些航空器运营人只接受经防腐处理的人

体遗骸。应指出的是，在发布本指南文件时，世卫组织为避免过度操纵处理人体，因此

不建议对COVID-19遗骸进行防腐处理。 

3.   尚未封装于密封棺材、未经防腐处理的人体遗骸。此类运输的具体要求可能因国家而异，

而且目的地国或准入国可能根据适用条件不允许未经防腐遗骸的运出或运入。 

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在决定合适的航空运输程序之前，必须考虑多项因素。这

些因素包括了解出发国和目的地国的适用法规和/或规则，包括必备的相关文件以及航空器运营人的要

求等。 

出发、过境和抵达国的要求 

包括航空器运营人在内的所有各方均须遵守出发国，过境国和抵达国有关运输人体遗骸的国家法

律。这些国家立法如果有的话，将最终确定与处理、处置、运返和接纳人体遗骸有关的限制。该信息

可以在政府或使馆网站上找到，也可与其直接联系。附录1提供了一些使馆网站示例，并附有关于处理

和运返人体遗骸的国家要求说明等参考文献。 

死者遗骸的正式鉴定乃为强制规定。确认死者身份的要求则视所涉国家或管辖区而异。 

此外，为确认出发国有关人体遗骸转运的现行法规中所有医疗、卫生、行政和法律要求均得到遵

守，填妥必要文件是强制义务。这可能包括死亡证明、尸体防腐证明、火化证明或国家立法要求的任

何其他证明。文件若不是英文、或不是以目的地国的语文出具，则可能需要翻译和认证。 

签署了斯特拉斯堡公约的欧洲国家(https://rm.coe.int/168007617d)要求提供特定文件，即通行证，

以确保遗骸的准备、法律和运输条件均得到满足。这让签字国之间的遗骸转运得以精简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38/WHO-COVID-19-lPC_DBMgmt-2020.1-eng.pdf
https://rm.coe.int/16800761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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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108/signatures)。 

一些目的地国有独特的要求，例如美国。当运返死于应检疫隔离的传染病(如COVID-19)的人体遗

骸时，美国要求出具疾控中心全球移民与检疫处颁发的通行证。关于美国运入人体遗骸的要求示例，

请参阅附录2。 

如果出发国和目的地国的要求之间存在差异，例如未经防腐处理的人体遗骸将运送到要求防腐的

国家时，则需进一步双边讨论。可通过与要求人体遗骸防腐处理的目的地国地方当局联系，逐案确认

接受。 

航空运输要求 

目前就仅以货机运送人体遗骸尚无普遍同意的国际法规。 

航空器运营人通常允许将人体遗骸作为航空器上的货物，可用货机、也可用客机的货舱运送。火

化遗骸可以作为货物运输，也可由旅客随身携带。作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成员的航空器运营人，

在运送人体遗骸时通常遵循国际航协的要求和建议(《航空货物运价与规则》TACT 2.3.3和《机场处理

手册》AHM 333)。附录3提供了不同国家对人体遗骸运入实施限制的摘要，这些出版物可从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在线购买(TACT www.iata.org/tact和AHM www.iata.org/ahm)。 

对于考虑空运COVID-19人体遗骸的所有利害攸关方，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关于火化遗骸的要求 

• 火化的人体遗骸(火化遗骸)通常可在任何航空器上未经事先安排即予以接受，但有些国

家要求在旅行前申报火化遗骸。 

• 骨灰应放在聚氨酯袋中，然后封装于骨灰瓮中。 

• 骨灰瓮： 

o 可用手提行李或托运行李运输。政策可能会有所不同，建议与有关国家和航空器运营

人确认； 

o 必须用减震垫料有效防止破损；和 

o 必须作为常规安保程序的一部分，接受X射线检查。必须在旅行之前核查始发国和可

能的衔接航班所在国适用于粉末物质的安保措施。 

关于尸体防腐处理的要求 

• 世卫组织目前不建议在死因为 COVID-19 时进行尸体防腐处理。 

• 然而目的地国和运输人体遗骸的航空器运营人可能有这项要求。 

准备空运未经防腐处理人体遗骸 

• 准备尸体的人员应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并使用标准的预防措施准备尸体。 

• 使用以下方法，确保尸体孔口泄漏的体液装盛和/或不再具有传染性： 

o 在尸体上撒上特殊的吸收剂(例如 Ardol)以粘合和消毒尸体泄漏的体液； 

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108/signatures)。
http://www.iata.org/tact
http://www.iata.org/a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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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用浸有福尔马林(10％溶液）或任何其他合适消毒剂的两块布包裹尸体； 

o 将尸体密封在防漏装尸袋或类似的紧实密封内容器中。内容器的外部需要消毒；和 

o 然后将经密封和消毒的容器放入第二个紧实密封内容器中，该内容器的外部也需要消

毒，之后密封在棺材中。 

 密封后，棺材的外部需要消毒。 

 为使其内容性质不显而易见，可以用篷布覆盖棺材，或将其放在另一个容器装置中，但须

遵守出发国和接收国的法律要求。 

 承办丧葬者或殡仪师必须出具详细说明消毒日期、时间和方式的证明，并提交给货运代理

人/航空器运营人。 

 航空器运营人是否接受棺材取决于航空器类型、入境和通关放行要求以及始发国、过境国

和目的地国的事先批准。 

文件要求 

 不同国家的文件要求可能有所不同。建议在与航空器运营人安排运输之前，先向出发国和

目的地国两者确认这些要求，然后将其提交给货运代理人/航空器运营人以安排运输。这可

能包括说明死亡原因的死亡证明、防腐证明、火化证明、运入许可证或国家法规要求的任

何其他证明。 

 可能要求在尸体经过防腐处理时，尸体防腐证明(或通行证)必须与尸体一起密封在棺材中。 

 要求转运遗骸的人，应从殡仪馆或停尸间获得有关已经遵循的程序证明，并将这些证明提

交货运代理人/航空器运营人，再由其提交给目的地国的公共卫生办公室。这可以是尸体防

腐证明，也可以是尸体已封装于双重装尸袋的证明。 

 此外，停尸间必须出具确认棺材已消毒的证明，并提交给货运代理人/航空器运营人。 

 欧洲理事会根据《斯特拉斯堡尸体转运协定》开发了通行证模板 https://archive.fo/aUAt5；

这可以用于简化手续目的。附录 4 提供了通行证模板。  

— — — — — — — — 

https://secure-web.cisco.com/1tHWs4n3EmUzIKHA9capkukFzOlIjy83E3ysvEcvOglhIs2MU_n3rHCl7qcdRKMugZSWz3XogaxBLs_7uwn3KeoaOCS3utQMdrmUtFfCBz1-vgR-v19DlN-tBFZJRqK_8MRHMMrxKnL_fDC_Tx-phPL8Fe5q-0ecwaPQZRg7fHA0qCFDnCftQKSDpUo256bGuSR6bpJMfirbWvbss8lOtOIYc2HrmB3fG9a7JQTv9g0ktQVV9HH7AGory85qQeqXRzOYHOYOogTEnTeFhJxNOGAjzdW6hNOkrV1uQOkLySnq5nM2_C5wDYDqknNe6hrocvv7wGRBRKetGdRcB54v7fA/https%3A%2F%2Farchive.fo%2FaUA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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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国家对人体遗骸运返的要求 

非洲地区办事处： 

喀麦隆： 

https://www.cameroonembassyusa.org/Images/documents_folder/RequirementsRepatriationofHumanRemains.

pdf 

埃塞俄比亚：http://ethiopianconsla.org/EthConsulaLa/consular-services/shipping-human-remains/ 

https://ethiopianembassy.be/transporting-human-remains/ 

肯尼亚：https://kenyaembassydc.org/transdeceased/ 

利比里亚：https://liberiaconsulate-ny.com/consulate-sercives/death-certificate/ 

尼日利亚：http://www.nigeriaembassyusa.org/index.php?page=consular-services-2 

塞拉利昂：https://embassyofsierraleone.net/visa-and-consular-services/requirements-repatriation-human-

remains-nationals-republic-sierra-leone 

南非：https://www.southafrica-usa.net/consulate/importing%20mortal%20remains.html 

坦桑尼亚：https://tanzaniaembassy-us.org/?page_id=2321 

乌干达：https://washington.mofa.go.ug/data-smenu-58-Transportation-of-remains-of-Deceased-Persons.html 

赞比亚：http://www.zambiaembassy.org/page/procedures-for-authority-to-transport-human-remains-to-

zambia 

 

美洲地区办事处: 

阿根廷：https://cchic.cancilleria.gob.ar/en/content/transport-human-remains 

玻利维亚：http://boliviala.org/repatriation-human-remains 

巴西：http://atlanta.itamaraty.gov.br/en-

us/death_registration_and_transfer_of_human_remains_or_ashes_to_brazil.xml 

加拿大：https://www.cbsa-asfc.gc.ca/publications/dm-md/d19/d19-9-3-eng.pdf 

哥斯达黎加：http://www.costarica-embassy.org/index.php?q=node/83 

厄瓜多尔：http://www.ecuador.org/nuevosite/serviciosconsulares_misc_e.php 

多米尼加共和国： http://dominicanrepublic-consulategeneral-chicago.com/en/transporte-de-restos-humanos/ 

https://www.cameroonembassyusa.org/Images/documents_folder/RequirementsRepatriationofHumanRemains.pdf
https://www.cameroonembassyusa.org/Images/documents_folder/RequirementsRepatriationofHumanRemains.pdf
http://ethiopianconsla.org/EthConsulaLa/consular-services/shipping-human-remains/
https://ethiopianembassy.be/transporting-human-remains/
https://kenyaembassydc.org/transdeceased/
https://liberiaconsulate-ny.com/consulate-sercives/death-certificate/
http://www.nigeriaembassyusa.org/index.php?page=consular-services-2
https://embassyofsierraleone.net/visa-and-consular-services/requirements-repatriation-human-remains-nationals-republic-sierra-leone
https://embassyofsierraleone.net/visa-and-consular-services/requirements-repatriation-human-remains-nationals-republic-sierra-leone
https://www.southafrica-usa.net/consulate/importing%20mortal%20remains.html
https://tanzaniaembassy-us.org/?page_id=2321
https://washington.mofa.go.ug/data-smenu-58-Transportation-of-remains-of-Deceased-Persons.html
http://www.zambiaembassy.org/page/procedures-for-authority-to-transport-human-remains-to-zambia
http://www.zambiaembassy.org/page/procedures-for-authority-to-transport-human-remains-to-zambia
https://cchic.cancilleria.gob.ar/en/content/transport-human-remains
http://boliviala.org/repatriation-human-remains
http://atlanta.itamaraty.gov.br/en-us/death_registration_and_transfer_of_human_remains_or_ashes_to_brazil.xml
http://atlanta.itamaraty.gov.br/en-us/death_registration_and_transfer_of_human_remains_or_ashes_to_brazil.xml
https://www.cbsa-asfc.gc.ca/publications/dm-md/d19/d19-9-3-eng.pdf
http://www.costarica-embassy.org/index.php?q=node/83
http://www.ecuador.org/nuevosite/serviciosconsulares_misc_e.php
http://dominicanrepublic-consulategeneral-chicago.com/en/transporte-de-restos-huma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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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https://www.consuladoguatemalanuevayork.org/legalizations-english.html 

海地：http://www.haiti.org/transporting-human-remains-from-the-united-states-to-haiti/ 

牙买加：https://www.jamaicacgmiami.org/page/shipping-human-remains/ 

墨西哥：https://www.consulmexny.org/eng/legal_aid_transport_human_remains.htm 

巴拿马：https://www.embassyofpanama.org/transportation-of-human-remains-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https://foreign.gov.tt/services/death-overseas/ 

 

东地中海地区办事处: 

阿富汗：https://www.afghanembassy.us/transferring-deceased-to-afghanistan/ 

伊朗：http://www.daftar.org/forms/vitalrecords/death/900.pdf 

黎巴嫩：https://nylebcons.org/consulate/html/modules.php?name=Content&pa=showpage&pid=23 

巴基斯坦：https://pakconsulatela.org/shipment-of-dead-bodies/ 

 

欧洲地区办事处: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http://www.bhembassy.org/Consular%20services/Uputstva/Shipment%20of%20human%20remains.pdf 

保加利亚：https://www.bulgaria-embassy.org/en/useful-information-for-funeral-agencies/ 

法国：https://losangeles.consulfrance.org/spip.php?article2939 

德国：https://southafrica.diplo.de/sa-en/sa-consular/sa-urne/2222158 

https://canada.diplo.de/ca-en/consular-services/familymatters/death/1101248 

希腊：https://www.mfa.gr/usa/en/services/services-for-greeks/transport-of-human-remains.html 

匈牙利：https://losangeles.mfa.gov.hu/eng/page/shipment-of-human-remains-to-hungary 

意大利：https://conslosangeles.esteri.it/consolato_losangeles/en/i_servizi/per-i-cittadini/assistenza/rimpatri 

爱尔兰：

https://www.citizensinformation.ie/en/death/after_a_death/bringing_a_body_to_ireland_for_burial_or_cremati

on.html 

拉脱维亚：https://www.latvia-newyork.org/consular-information?rq=remains 

https://www.mfa.gov.lv/en/usa/consular-information/requirements-for-transporting-human-remains-to-latvia 

https://www.consuladoguatemalanuevayork.org/legalizations-english.html
http://www.haiti.org/transporting-human-remains-from-the-united-states-to-haiti/
https://www.jamaicacgmiami.org/page/shipping-human-remains/
https://www.consulmexny.org/eng/legal_aid_transport_human_remains.htm
https://www.embassyofpanama.org/transportation-of-human-remains-1
https://foreign.gov.tt/services/death-overseas/
https://www.afghanembassy.us/transferring-deceased-to-afghanistan/
http://www.daftar.org/forms/vitalrecords/death/900.pdf
https://nylebcons.org/consulate/html/modules.php?name=Content&pa=showpage&pid=23
https://pakconsulatela.org/shipment-of-dead-bodies/
http://www.bhembassy.org/Consular%20services/Uputstva/Shipment%20of%20human%20remains.pdf
https://www.bulgaria-embassy.org/en/useful-information-for-funeral-agencies/
https://losangeles.consulfrance.org/spip.php?article2939
https://southafrica.diplo.de/sa-en/sa-consular/sa-urne/2222158
https://canada.diplo.de/ca-en/consular-services/familymatters/death/1101248
https://www.mfa.gr/usa/en/services/services-for-greeks/transport-of-human-remains.html
https://losangeles.mfa.gov.hu/eng/page/shipment-of-human-remains-to-hungary
https://conslosangeles.esteri.it/consolato_losangeles/en/i_servizi/per-i-cittadini/assistenza/rimpatri
https://www.citizensinformation.ie/en/death/after_a_death/bringing_a_body_to_ireland_for_burial_or_cremation.html
https://www.citizensinformation.ie/en/death/after_a_death/bringing_a_body_to_ireland_for_burial_or_cremation.html
https://www.latvia-newyork.org/consular-information?rq=remains
https://www.mfa.gov.lv/en/usa/consular-information/requirements-for-transporting-human-remains-to-lat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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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https://consulate-almaty.mfa.lt/almata/en/travel-and-residence/general-information/transportation-of-

remains-to-lithuania 

葡萄牙：http://www.consulateportugalnewbedford.org/us/serv_cons-us/obito-us.php 

罗马尼亚：https://losangeles.mae.ro/en/node/474 

俄罗斯：https://sanfrancisco.mid.ru/en_US/trans-ash-and-remains 

https://washington.mid.ru/en/consular-services/citizens-usa/transportation_of_ashes/ 

塞尔维亚：

http://www.chicago.mfa.gov.rs/consularservicestext.php?subaction=showfull&id=1348564423&ucat=17&tem

plate=MeniENG& 

斯洛伐克：https://www.mzv.sk/web/washington-en/consular_and_visa_information/transport-of-corpses 

西班牙：

http://www.exteriores.gob.es/Consulados/NUEVAYORK/en/ServiciosConsulares/Pages/CSNewyork/Transpor

t-of-Mortal-Remains-to-Spain.aspx 

土耳其：https://www.turkishcargo.com.tr/en/products-and-services/special-cargo/funeral 

 

东南亚地区办事处 

印度：https://www.mea.gov.in/transfer-of-mortal-remains.htm 

https://www.indianembassyusa.gov.in/extra?id=19 

印度尼西亚：http://consular.indonesia-ottawa.org/foreign-citizens/procedures-regulations/transporting-the-

remains-ashes/ 

斯里兰卡：http://www.torontoslcg.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7&Itemid=149 

泰国：

http://www.customs.go.th/cont_strc_simple.php?ini_content=individual_F01_160426_05&ini_menu=menu_in

dividual_submenu_02&lang=en&left_menu=menu_individual_submenu_02_160421_05 

 

西太平洋地区办事处 

澳大利亚：

https://www1.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E29F8E3133FB783CCA2581A7007FF5E6/$

File/Human-Remains-Fact-Sheet-Aug2018.pdf 

柬埔寨：https://www.embassyofcambodiadc.org/servicesfees.html 

斐济：https://www.fijiembassydc.com/remains.htm 

https://consulate-almaty.mfa.lt/almata/en/travel-and-residence/general-information/transportation-of-remains-to-lithuania
https://consulate-almaty.mfa.lt/almata/en/travel-and-residence/general-information/transportation-of-remains-to-lithuania
http://www.consulateportugalnewbedford.org/us/serv_cons-us/obito-us.php
https://losangeles.mae.ro/en/node/474
https://sanfrancisco.mid.ru/en_US/trans-ash-and-remains
https://washington.mid.ru/en/consular-services/citizens-usa/transportation_of_ashes/
http://www.chicago.mfa.gov.rs/consularservicestext.php?subaction=showfull&id=1348564423&ucat=17&template=MeniENG&
http://www.chicago.mfa.gov.rs/consularservicestext.php?subaction=showfull&id=1348564423&ucat=17&template=MeniENG&
https://www.mzv.sk/web/washington-en/consular_and_visa_information/transport-of-corpses
http://www.exteriores.gob.es/Consulados/NUEVAYORK/en/ServiciosConsulares/Pages/CSNewyork/Transport-of-Mortal-Remains-to-Spain.aspx
http://www.exteriores.gob.es/Consulados/NUEVAYORK/en/ServiciosConsulares/Pages/CSNewyork/Transport-of-Mortal-Remains-to-Spain.aspx
https://www.turkishcargo.com.tr/en/products-and-services/special-cargo/funeral
https://www.mea.gov.in/transfer-of-mortal-remains.htm
https://www.indianembassyusa.gov.in/extra?id=19
http://consular.indonesia-ottawa.org/foreign-citizens/procedures-regulations/transporting-the-remains-ashes/
http://consular.indonesia-ottawa.org/foreign-citizens/procedures-regulations/transporting-the-remains-ashes/
http://www.torontoslcg.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7&Itemid=149
http://www.customs.go.th/cont_strc_simple.php?ini_content=individual_F01_160426_05&ini_menu=menu_individual_submenu_02&lang=en&left_menu=menu_individual_submenu_02_160421_05
http://www.customs.go.th/cont_strc_simple.php?ini_content=individual_F01_160426_05&ini_menu=menu_individual_submenu_02&lang=en&left_menu=menu_individual_submenu_02_160421_05
https://www1.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E29F8E3133FB783CCA2581A7007FF5E6/$File/Human-Remains-Fact-Sheet-Aug2018.pdf
https://www1.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E29F8E3133FB783CCA2581A7007FF5E6/$File/Human-Remains-Fact-Sheet-Aug2018.pdf
https://www.embassyofcambodiadc.org/servicesfees.html
https://www.fijiembassydc.com/remai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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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http://www.customs.gov.my/en/cp/Pages/cp_hcum.aspx 

新西兰：https://www.safetravel.govt.nz/death  

菲律宾：https://londonpe.dfa.gov.ph/consular-matters/shipping-human-remains 

越南：http://vietnamembassy-usa.org/consular/permit-transport-remains-and-dead-bodies-vietnam 

— — — — — — — — 

http://www.customs.gov.my/en/cp/Pages/cp_hcum.aspx
https://www.safetravel.govt.nz/death
https://londonpe.dfa.gov.ph/consular-matters/shipping-human-remains
http://vietnamembassy-usa.org/consular/permit-transport-remains-and-dead-bodies-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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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对通过美国口岸、计划土葬或随后火葬的人体遗骸的运入要求 

计划进入美国进行土葬或火葬的人体遗骸必须伴有注明死因的死亡证明书。如果死亡证明书使用

英语以外的其他语文，则应当附英文翻译件。如果无法及时为返回的遗骸提供死亡证明书，美国大使

馆或领事馆应当提供领事丧葬证明书，说明死者是否死于应进行检疫隔离的传染病。 

如果死因是应进行检疫隔离的传染病，则遗骸必须符合 42 CFR Part 71.55 规定的运入标准，并且只

有符合以下条件才可以通关、放行和批准进入美国：  

 遗骸已经火化；或 

 遗骸经过适当防腐处理，并置于密封棺材中；或 

 遗骸伴有疾控中心主任签发的许可证。在运送过程中，疾控中心许可证(如有)必须始终与

人体遗骸随行。 

o 可以致电疾控中心应急行动中心：770-488-7100，通过疾控中心全球移民和检疫处得到

已知死于或疑似死于应进行检疫隔离传染病的人体遗骸运入许可证。如已得到疾控中心

允许运入人体遗骸的许可证，疾控中心可能会在上述运入条件之外附加额外条件。 

如死因不是应进行检疫隔离的传染病，则可以根据以下条件，对遗骸予以通关、放行和批准进入

美国： 

 遗骸符合 42 CFR Part 71.55 所载的运入标准(即：遗骸已经火化或经过适当防腐处理并置于

密封棺材内，或附有疾控中心主任签发的许可证)；或 

 遗骸在防漏容器中装运。 

根据 42 CFR§71.32 (b)，如果疾控中心有理由认为相关人体遗骸已受到或可能受到传染病的传染或

污染，并且认为必须采取额外措施以防止将传染病引入、传输或扩散到美国，则疾控中心还可以要求

采取额外措施，包括扣留、消毒、除虫、熏蒸或其他相关措施。  

— — — — — — — — 

https://secure-web.cisco.com/1dLQAqqz9Ir-8ohQKGYlPvnuyJvat2g6nDKbE-cwlyQrJld9YErpos1YRSW3q3r5P9B4z_KYuXW3lHMkSsz_MaoPelFZUv43LZLndODaOTEP7acJK1sBHSEW4umCsHGJjL6Sv73RKxmOe3iSLr6WEHqfftvtL7hmJiQyBMIBS1BznwGXJyq-wjW0kFxREshbNLF6HLdw_KgCpjSWDXj4EecYay7P36oDSYafTNXDsRc2o4pbkmVJWW5R4ZdwITgc7zz6Ddf0lE-wqhBDj4ur-7e5_cmvIS3gXcEbpV81j1hNLTKTC3Lm9kPTs65xNBI6yMQChHcB0Z2o2GsLNXn3MVA/https%3A%2F%2Fwww.cdc.gov%2Fquarantine%2FSpecificLawsRegulations.html%23federal-regulations
https://secure-web.cisco.com/1dLQAqqz9Ir-8ohQKGYlPvnuyJvat2g6nDKbE-cwlyQrJld9YErpos1YRSW3q3r5P9B4z_KYuXW3lHMkSsz_MaoPelFZUv43LZLndODaOTEP7acJK1sBHSEW4umCsHGJjL6Sv73RKxmOe3iSLr6WEHqfftvtL7hmJiQyBMIBS1BznwGXJyq-wjW0kFxREshbNLF6HLdw_KgCpjSWDXj4EecYay7P36oDSYafTNXDsRc2o4pbkmVJWW5R4ZdwITgc7zz6Ddf0lE-wqhBDj4ur-7e5_cmvIS3gXcEbpV81j1hNLTKTC3Lm9kPTs65xNBI6yMQChHcB0Z2o2GsLNXn3MVA/https%3A%2F%2Fwww.cdc.gov%2Fquarantine%2FSpecificLawsRegulations.html%23federal-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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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国际航协关于运入人体遗骸的国家限制 

下表*列出了对人体遗骸(HUM)，特别是对有待防腐处理或死因是传染病的人体遗骸具备运入限

制的所有国家。 

对于死因是 2019冠状病毒病的人体遗骸的运入，建议与航空运营人和当地主管当局(如：公共卫生

当局)确认具体要求。 

国家 说明 

阿尔及利亚 证明疾病性质的证明书 

安提瓜和巴布达 要求防腐处理 

卫生当局出具证明书，证明死亡并非由传染病引起 

澳大利亚 要求防腐处理, 特殊情况例外 

不丹 要求防腐处理 

博茨瓦纳 要求防腐处理 

哥伦比亚 要求防腐处理 

库克群岛 要求防腐处理 

哥斯达黎加 要求防腐处理 

厄立特里亚 要求防腐处理 

斯威士兰 医生出具死因报告，以确定是否具有传染性 

斐济群岛 要求防腐处理 

法国 当死因是卫生局法令所列传染病时适用特殊要求 

加蓬 要求防腐处理 

证明书，证明死亡并非由传染病引起 

德国 如果死因是传染病，遗骸必须用防腐亚麻布包裹 

格林纳达 要求防腐处理 

危地马拉 要求防腐处理 

香港(中国特别行政区) 要求防腐处理 

印度 要求防腐处理 

印度尼西亚 医生证明书，以证实死亡并非由传染病引起 

爱尔兰 要求防腐处理 

牙买加 要求防腐处理 

日本 如果死亡由传染性、感染性或可传染性疾病引起，此类人体遗骸不得运入，

除非已进行火化。 

马拉维 要求防腐处理 

马来西亚 要求防腐处理 

马耳他 始发地卫生当局出具证明书，证明可以运输遗骸，不会对公共卫生构成风险

和危险 

墨西哥 对未做防腐处理的人体遗骸的特殊要求。 



A-11 

 

国家 说明 

蒙特塞拉特岛 要求防腐处理 

始发地卫生当局出具证明书，证明死亡并非由传染病引起 

缅甸 要求防腐处理 

新喀里多尼亚 要求防腐处理 

提供无传染风险的证明书 

新西兰 对未做防腐处理的人体遗骸的特殊要求 

医生出具证明，标明死者体内及其死亡地点没有传染病 

尼日利亚 要求防腐处理 

巴基斯坦 如果死亡由传染病引起，则禁止入境。 

秘鲁 要求防腐处理 

菲律宾 如果死亡由传染病引起，则只有在遗骸火化后，或者进行适当防腐处理并装

入密封棺材后方准进入 

葡萄牙 如果死因是传染病，遗骸必须采用裹尸布包裹并使用防腐物质浸泡 

波多黎各 要求防腐处理 

如果死因是传染病，则禁止人体遗骸运入。 

萨尔瓦多 要求防腐处理 

出具证明书，标明死因且死亡地点没有流行病或传染病 

萨摩亚 要求防腐处理 

对未做防腐处理的人体遗骸的特殊要求 

塞舌尔 要求防腐处理 

新加坡 要求出具防腐证明书 

斯里兰卡 要求防腐处理 

圣卢西亚 要求防腐处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要求防腐处理 

塔吉克斯坦 如果死因是传染病，则禁止入境。 

汤加 对未做防腐处理的人体遗骸的特殊要求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要求防腐处理 

土耳其 要求防腐处理 

乌干达 要求防腐处理 

委内瑞拉 要求防腐处理 

赞比亚 要求防腐处理 

津巴布韦 要求出具传染病证明书 

  

*重要提示：信息由国际航协提供，经《航空货物运价和规则》出版物(“TACT”)公布。限制措施可

能随时更改。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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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人体遗骸通行证 

经认证的国际证件 — 人体遗骸的运返 

死者详细资料 

姓： ………………………………………………….. 

名： …………………………………………………. 

地址： ………………………………………………. 

国家： ……………………………………………….. 国籍：……………………………………….………. 

出生日期：………………………………………….. 死亡日期：…………………………………….…….. 

死亡地点： …………………………………………. 死因  (如有)：………………………………………. 

托运人： …………………………………………….. 

电话： ……………………………………………….. 电子邮箱：…………………………………………. 

收件人： …………………………………………….. 

电话： ……………………………………………… 电子邮箱：…..………………………………………. 

航班详细资料 

始发机场： …………………………………………. 离港时间：………………………………………….. 

目的地机场： ………………………………………. 到港时间：………………………………………….. 

公司： ………………………………………………. 电话：……………………………………………….. 

公司联系人： ……………………………………….. 电子邮箱：……………………………………….… 

航班号： ………………………………………...….. 日期：…………………………………………….…. 

航空运单号： ………………………………………. 随行人员：…………………………………………. 

证件详细资料 

死亡证书： …………………………………………. 防腐证书 (如适用)：……………………….……… 

免检证书： …………………………………………………………………………………………………… 

殡仪师声明： …………………………………………………………………………………………… 

出境声明： …………………………………………………………………………………………………… 

运输许可证： ………………………………………………………………………………………………… 

其他： ………………………………………………………………………………………………………… 

颁发地点 ……………………………………………… 时间 ……………………………………………….. 

主管当局签字 ……………………………………… 主管当局官方印章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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