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3 章
适用于某些物品或物质的特殊规定

当危险货物一览表第 6 栏列出与物质或物品有关的特殊规定时，该特殊规定的意义和
要求如下文所述。
16 用以进行试验、分类、研究和发展、质量控制，或作为商业样品的新的或现有的爆炸
性物质或物品样品，可以按照主管当局的指示运输。未湿润或未减敏的爆炸品样品，
应装入主管当局规定的小包件，重量限制在 10 千克内。湿润的或减敏的爆炸品样
品，重量限制在 25 内。
23 纵然这种物质有易燃危险，但这种危险只是在密闭区内有猛烈火烧的条件下才显示出
来。
26 由于大量运输时可能引发爆炸，这种物质不允许用便携式罐体或容量超过 450 升的中
型散货集装箱运输。
28 这种物质可按 4.1 项的规定运输，条件是其包装必须保证稀释剂的百分率在运输过程
中任何时候都不低于规定的百分率(见 2.4.2.4)。
29 这种物质可不贴标签，但必须标明适当的类或项。
32 当这种物质呈任何其它形状时，不受本规章限制。
37 这种物质如有涂层，即不受本规章限制。
38 这种物质如含碳化钙不大于 0.1%，即不受本规章限制。
39 这种物质如含硅低于 30%或不低于 90%，即不受本规章限制。
43 这些物质作为农药托运时，应在有关农药条目之下并按有关农药规定运输 (见 2.6.2.3
和 2.6.2.4)。
45 锑的硫化物和氧化物，如按总重量计算的含砷量不大于 0.5%，即不受本规章限制。
47 氰铁化物和亚氰铁化物不受本规章限制。
48 这种物质如含氰氢酸大于 20%，除非经主管当局特别批准，禁止运输。
59 这种物质如含镁不大于 50%，即不受本规章限制。
60 这种物质如浓度大于 72%，除非经主管当局特别批准，禁止运输。
61 作为正式运输名称之补充的技术名称，必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所定通用名称、列于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农药按危险性的分类和分类准则》中的其他名称或有效成分物
质的名称(也见 3.1.2.8.1.1)。
62 这种物质如含氢氧化钠不大于 4%，即不受本规章限制。
63 第 2 类的项别和次要危险性由喷雾器内装物的性质决定。必须适用下列规定：
(a) 如内装物按重量包括 85%或以上的易燃物成分，且化学燃烧热在 30 千焦 /克或以
上，即适用第 2.1 项；
(b) 如内装物按重量含 1%或以下的易燃物成分，且燃烧热不到 20 千焦 /克，即适用
2.2 项。
(c) 否则产品应按《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1 节规定的试验，经过试验分
类。极为易燃和易燃性气雾剂，应列入第 2.1 项；非易燃剂列入第 2.2 项；
(d) 2.3 项的气体不得用作喷雾器的喷射剂 ；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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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喷雾器喷射出来的喷射剂以外的内装物被归类为 6.1 项 II 类或 III 类包装或第
8 类 II 类或 III 类包装，则喷雾器具有 6.1 项或第 8 类次要危险性 ；
(f) 其内装物的毒性或腐蚀性符合 I 类包装标准的喷雾器禁止运输 ；
(g) 空运可能要求次要危险性标签。
易燃成分包括《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1.1.3 小节注 1 至 3 中规定的易燃液
体、易燃固体，或易燃气体和气体混合物。这项规定不包括发火、自热或遇水反应物
质。确定化学燃烧值应选用以下方法中之一种 ASTM D 240, ISO/FDIS 13943: 1999
(E/F) 86.1 至 86.3 或 NFPA 30B。
65 过氧化氢水溶液如含过氧化氢少于 8%，即不受本规章限制。
66 一氯化汞和一硫化汞不受本规章限制。
103 禁止运输亚硝酸铵以及铵盐和无机亚硝酸盐的混合物。
105 符合 UN 2556 或 UN 2557 的说明的硝化纤维素可划归 4.1 项。
106 只在空运时才受本规章限制。
113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混合物禁止运输。
117 只在海运时才受本规章限制。
119 制冷机包括专门为在内隔间低温保存食品或其他物品设计的机器或其他器具，以及
空调装置。制冷机和制冷机部件如所包含的 2.2 项气体少于 12 千克或包含的氨溶液
(UN 2672)少于 12 升，即不受本规章限制。
122 每一现已划定的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的次要危险性、控制温度和危急温度 ( 如果有
的话)、类属条目编号载于 2.5.3.2.4 中。
127 其它惰性物质或惰性物质混合物可由主管当局斟酌使用，只要这种惰性物质有同样
的减敏性质。
131 减敏物质必须明显地比干的季戊炸药敏感度低。
132 在运输过程中，这种物质必须避免阳光直射并贮存在阴凉、通风的处所，远离一切
热源。
133 如在容器中受到过度限制，该物质可能会表现出具有爆炸性。根据包装规范 P409
批准使用的容器，是为了防止受到过度限制。当原籍国主管机关根据 4.1.3.7 批准使
用包装规范 P409 规定以外的其他容器时，包装应加贴“爆炸品”次要危险性标
签，除非因试验数据证明该容器中的物质不呈现爆炸性，原籍国主管机关允许对使
用的具体容器免贴这一标签(见 5.4.1.5.5.1)。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考虑 7.1.3.1 的规
定。
135 二氯异氰脲酸的二水合钠盐不受本规章限制。
138 对溴苄基氰不受本规章限制。
141 做过充分的热处理以致在运输期间不呈现任何危险性的产品，不受本规章限制。
142 用溶剂提过油的大豆粗粉，若含油不超过 1.5%，含水不超过 11%，且基本上不含
有易燃溶剂时，不受本规章限制。
144 按体积含酒精不超过 24%的水溶液，不受本规章限制。
145 在空运以外的其他情况下， III 类包装的酒精饮料如以不超过 250 升的贮器装运，不
受本规章限制。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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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152
153
162
163

168

169

172

177
178
179

181

182
183
186
188

在空运和海运以外的其他情况下， II 类包装的酒精饮料如以不超过 5 升的贮器装
运，不受本规章限制。
这种物质的分类将随粒径和容器不同而异，但界线未曾以试验方式加以确定。适当
的分类必须按 2.1.3 的要求作出。
本条目仅适用于下述物质：经过试验证明物质与水接触时既不燃烧，也不表现自发
引燃的倾向，并且所放出的气体混合物是不易燃的。
闪点低于 60.5℃的混合物必须贴有“易燃液体”次要危险标签。
在危险货物一览表中用名称具体列出的物质不得按这个条目运输。按这个条目运输
的物质可含有不超过 20%的硝化纤维素，但硝化纤维素按干重的含氮量不得超过
12.6%。
如石棉浸没或固定于天然或人造粘合剂(如水泥、塑料、沥青、树脂或矿石)中的方
式可使之在运输过程中不会有危险数量的可吸入石棉纤维逸出，即不受本规章限
制。含有石棉又未达到这一要求的制成品，如其包装做到在运输过程中不会有危险
数量的可吸入石棉纤维逸出，也不受本规章限制。
固态邻苯二甲酸酐和四氢化邻苯二甲酸酐如含马来酸酐不超过 0.05%，即不受本规
章限制。熔融邻苯二甲酸酐如温度高于其闪点且含马来酸酐不超过 0.05%，应划入
UN 3256。
具有次要危险性的放射性物质必须：
(a) 贴有与物质所显示的每一种次要危险性相对应的次要危险标签；对应的揭示牌
必须按照 5.3.1 的有关规定贴在运输装置上；
(b) 适用第 2 部分规定的对应于最突出的次要危险性的包装类别标准，酌情将其划
归 I 类、II 类或 III 类包装。
5.4.1.5.7.1 (b) 要求的说明必须包括这些次要危险性的说明（例如“次要危险性：
3、 6.1”）、对构成这一（这些）次要危险性起最大作用的成分名称、如适用时包
装类别。
硫酸钡不受本规章限制。
这一名称仅在一览表上无其它适当名称并仅在原产地国主管当局批准后方可使用。
这项规定适用于对水生环境有危险的物质和混合物，或属于海洋污染物，但不符合
任何其他类别或另一第 9 类物质的分类标准。这项规定也适用于在其他方面不受本
规章范本约束但受《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管制的废物，即
被原籍国、过境国或目的地国主管机关确定属危害环境物质的物质，但根据本规章
不符合危害环境物质或任何其他危险类别的标准。
装有这类物质的包件必须贴上“爆炸品”次要危险性标签，除非由于试验数据证明
该物质装在这种容器里不呈现爆炸性，产地国主管机关准许不贴这种标签 ( 见
5.4.1.5.5.1)。还必须考虑到 7.1.3.1 的规定。
碱金属包括锂、钠、钾、铷和铯。
碱土金属包括镁、钙、锶和钡。
在确定硝酸铵含量时，所有硝酸离子，只要混合物中存在等效分子的铵离子，都必
须算作硝酸铵。
交付运输的锂电池和电池组如满足下列要求，即不受本规章其他规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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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锂金属或锂合金电池，锂含量不超过 1 克，对于锂离子电池，锂当量含量
不超过 1.5 克；
(b) 对于锂金属或锂合金电池组，合计锂含量不超过 2 克，对于锂离子电池组，合
计的锂当量含量不超过 8 克；
(c) 每个电池或电池组都是经证明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8.3 节中
每项试验的要求的型号；
(d) 电池组相互隔开以防短路，并装放在结实的容器里，安装在装置中者除外；和
(e) 除非安装在装置中，装有超过 24 个锂电池或 12 个锂电池组的每个包件还须另
外符合下列要求：
(一 ) 每个包件必须作标记表明它装有锂电池组并说明包件受损时应遵循的特
别程序；
(二 ) 每批装运货物必须附有票据表明包件装有锂电池组并说明包件受损时应
遵循的特别程序；
(三 ) 每个包件以任何方向进行 1.2 米跌落试验时都能够不使其中所装的电池或
电池组受损，不使内装物移动以致电池组与电池组(或电池与电池)互相接
触，并且没有内装物释出；和
(四 ) 除非锂电池组与装置包装在一起，包件总重不得超过 30 千克。
按照本规章上面及其他地方的用法，“锂含量”是指锂金属或锂合金电池阳极中
的锂质量，但如果是锂离子电池，以克为单位的“锂当量含量”是按以安培小时
为单位的额定电容量乘以 0.3 计算的。
喷雾器应有防意外排放的保护装置。仅装有无毒性成分且容量不超过 50 毫升的喷
雾器不受本规章限制。
装有气体的小型贮器可视作与喷雾器类似，但不带释放装置。仅装有无毒性成份且
容量不超过 50 毫升的贮器不受本规章限制。
本条目仅可用于氮、磷或钾类的均匀硝酸铵基化肥混合物，含有不大于 70%的硝酸
铵和总数不大于 0.4%的可燃物质/以碳计算的有机物质，或者含有不大于 45%的硝
酸铵和不限量的可燃物质。在这些组成限值内的化肥只有空运或海运时才受本规章
限制，并且如果槽式试验(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8.2 节)证明它们不会
自持分解即不受本规章限制。
每一现已划定的自反应物质的控制温度和危急温度(如果有的话)和类属条目编号载
于 2.4.2.3.2.3 中。
对于某些 B 型或 C 型有机过氧化物，须使用比包装方法 OP5 或 OP6 分别允许的
容器更小的容器(见 4.1.7 和 2.5.3.2..4)。
配制品如在实验室试验中既不在空化状态下起爆也不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不显
示效应并且不显示爆炸力，可在本条目下运输。配制品也必须是热稳定的(即 50 千
克包件的自加速分解温度等于或高于 60℃)。不符合这些标准的配制品必须根据 5.2
项的规定运输；见 2.5.3.2.4。
硝化纤维素含量不超过 20%的硝化纤维素溶液，可视情况作为涂料或印刷油墨运
输。见 UN 1210、UN 1263 和 UN 3066。
(a)

190
191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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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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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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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201

203
20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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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209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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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218

铅化合物如以 1：1000 的比例与 0.07 克分子量的氢氯酸混合并在 23℃±2℃的温度
下搅拌 1 小时，呈现的溶解率为 5% 或更低，则视作不溶解的。见 ISO 3711：
1990。
打火机和打火机加油器必须符合它们加油时所在的国家的规定。它们必须具备防意
外泄出的保护装置。气体的液化部分不得超过 15℃时贮器容量的 85%。贮器，包
括封闭装置，必须能够承受两倍于 55℃时液化石油气压力的内压。阀门装置和点火
装置必须牢固地密封好、缚好或以其它方式关紧，或其设计能防止在运输期间装置
起动或者油气泄漏。打火机装的液化石油气不得超过 10 克。打火机加油器装的液
化石油气不得超过 65 克。
这个条目不得用于编号为 UN 2315 的多氯联苯。
含有根据第 8 类的标准具有腐蚀性的生烟物质的物品，必须贴有“腐蚀性”次要危
险性标签。
本条目不得用于编号为 UN 3155 的五氯苯酚。
本条目不应包括高锰酸铵，高锰酸铵的运输应予禁止，除非得到主管当局的特别批
准。
聚合珠粒和制模化合物可以是由聚苯乙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或其它聚合物质制
成的。
商品级的硝酸钙化肥，当其成分主要是复盐(硝酸钙和硝酸铵)，且硝酸铵的含量不
超过 10%和至少有 12%的结晶水时，不受本规章限制。
气体在密封系统关闭时，其压力必须与周围的大气压力相等，绝对压力不得超过
105 千帕。
从含有感染性物质的植物、动物或细菌来源提取的毒素，或包含在感染性物质中的
毒素，必须划入 6.2 项。
本条目仅适用于自加速分解温度高于 75℃的工业纯物质或其配制品，因此，不适用
于自反应物质的配制品。(关于自反应物质，见 2.4.2.3.2.3)。含偶氮碳醯胺重量不超
过 35%，而含惰性物质至少 65%的同质混合物不受本规章的约束，除非满足其他类
和项的标准。
不受本规章限制的固体和易燃液体的混合物可在本条目下运输，而无须先适用 4.1
项的分类标准，但在装货时或在容器或运输装置关闭时必须无可见的游离液体。每
一运输装置用作散货容器时必须是不漏的。装有少于 10 毫升被固态物质吸收的 II
类或 III 类包装易燃液体的密封小包件，如小包件内无游离液体即不受本规章限
制。
不受本规章限制的固体和毒性液体的混合物可在本条目下运输，而无须先适用 6.1
项的分类标准，但在装货时或在容器或运输装置关闭时必须无可见的游离液体。每
一运输装置用作散货容器时必须是不漏的。本条目不得用于含有 I 类包装液体的固
体。
不受本规章限制的固体和腐蚀性液体的混合物可在本条目下运输，而无须先适用第
8 类的分类标准，但在装货时或在容器或运输装置关闭时必须无可见的游离液体。
每一运输装置用作散货容器时必须是不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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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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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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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基因修改的微生物和经过基因修改的组织，根据第 2.6 章符合感染性物质的定
义并符合列入第 6.2 项之标准者，应酌情按 UN 2814、UN 2900 或 UN 3373 运
输。
只有这种溶液或混合物的易燃液体成分的技术名称必须在紧接着正式运输名称之后
的括弧内标出。
本条目下包括的物质不得是 I 类包装。
本名称所包括的物质，如其化学或物理性质在试验时不符合已确定的第(3)栏所列的
类或项或任何其它类或项的定义标准，不受本规章限制。
除非能够由试验证明物质在凝固状态下的敏感性不大于它在液体状态下的敏感性，
物质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必须保持液态。它不得在温度高于-15℃时凝固。
本条目下的灭火器可包括安装好的起动弹药筒(1.4C 或 1.4S 项的动力装置用弹药
筒)，而不改变 2.2 项的分类，条件是每个灭火器的爆燃(推进)炸药总量不超过 3.2
克。
不挥发、非易燃的减敏剂含量不低于 30%的此类物质配制品不受本规章限制。
当用水和无机惰性物质减敏时，硝酸脲的含量按重量不得超过 75%，并且混合物在
进行《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的系列 1 类型(a)试验时不会起爆。
不符合易燃气体(2.1 项)标准的混合物必须按 UN 3163 运输。
本条目适用于含有任何形式的锂的电池和电池组，包括锂聚合物和锂离子电池和电
池组。锂电池和电池组如符合下列要求可按本条目运输：
(a) 每一电池或电池组都是经证明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8.3 节每
一项试验的要求的型号；
(b) 每一电池和电池组装有安全排气装置，或其设计能防止在正常运输中难免发生
的条件下猛烈破裂；
(c) 每一电池和电池组装有防止外部短路的有效装置；
(d) 包含并联的多个电池或电池系列的每个电池组装有防止危险的反向电流所需的
有效装置(例如二极管、保险丝等)。
只有当物质不符合任何其他类别的标准时才使用这一名称。用多式联运罐体以外的
货物运输装置运输必须按照原产国主管当局规定的标准进行。
本条目适用于装有第 1 类爆炸性物质并且也可能装有其他类危险货物的物品。这些
物品用作救生用的车辆气袋充气器或气袋模件或安全带预拉装置。
聚酯树脂器材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基底材料(第 3 类，II 类包装或 III 类包装)和活化
剂(有机过氧化物)。有机过氧化物必须是 D 型、E 型或 F 型，不需要温度控制。根
据适用于基底材料的第 3 类的标准，包装类别必须是 II 类或 III 类包装。危险货物
一览表第 7 栏列出的数量限制适用于基底材料。
滤膜，包括运输时所用的分隔纸、覆盖或背衬材料等，在进行《试验和标准手册》
第一部分试验系列 1(a)所述的一个试验时必须不会容易传播爆炸。
此外，主管当局可根据适当的燃烧速率试验结果，同时考虑到《试验和标准手册》
第三部分第 33.2.1 节的标准试验，决定交运形式的硝化纤维素滤膜不须受本规章适
用于 4.1 项易燃固体的规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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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如果能够经受下述的振动试验和压差试验而没有电池液漏出，可以认为
是不漏的。
振动试验：电池牢固地夹在振动机平台上，施加振幅为 0.8 毫米(最大总偏移
1.6 毫米 )的简谐振动。频率在 10 至 55 赫兹之间按 1 赫兹 /分变化。对电池的
每一安装位置(振动方向)来回施加全部振动频率范围，所需时间是 95 ± 5 分。
对电池的三个互相垂直的位置(包括注入孔和排气孔(如有的话)在倒转位置)都
进行相等时间的试验。
压差试验：在振动试验之后，把电池在 24℃ ± 4℃下存放 6 小时，同时施加
至少 88 千帕的压差。对电池的三个互相垂直的位置(包括注入孔和排气孔(如
有的话)在倒转位置)都进行至少 6 小时的试验。
注：不漏型电池如果是机械或电子设备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开动设备所必需
的，必须牢固地固定在设备的电池座上并且加以保护以防损坏和短路。
(b) 不漏的电池如果在温度 55℃时电解液不会从裂开或有裂缝的外壳流出并且没有
游离液体可流出，而且在包装供运输时对电极作了防短路的保护，即不受本规
章限制。
电池组或电池不得含有钠、硫和/或多硫化合物以外的危险货物。电池组或电池不得
在电池组或电池中有任何液态钠元素存在的温度下交付运输，除非得到主管当局批
准并且按主管当局确定的运输条件运输。
电池必须包括把危险货物完全封在里面的密闭金属外壳，其构造和封闭方式能防止
危险货物在正常运输条件下释出。
电池组必须包括紧固在一个其建造和封闭方式能防止危险货物在正常运输条件下释
出的金属外壳内的多个电池，这些电池完全被金属外壳封在里面。
除空运外，安装在车辆上的电池组(UN 3171)不受本规章限制。
本条目只适用于用湿电池、钠电池或锂电池供电的、并且运输时这些电池安装在里
面的车辆和设备。这种车辆和设备的例子是电动汽车、剪草机、轮椅和其他移动辅
助设备。由内燃机和湿电池、钠电池或锂电池推动的混合动力车辆，在装有电池
(组 )运输时，应酌情按 UN 3166 易燃气体推动车辆或 UN 3166 易燃液体推动车辆条
目的规定交运。
配制品的配制方式必须使它在运输过程中保持均匀不分离。硝化纤维素含量低的配
制品如分别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试验系列 1(a)、2(b)和 2(c)试验其在
规定的封闭条件下加热时起爆、爆燃或爆炸的可能性时不显示危险性质，而且根据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2.1.4 节中的试验 N.1 进行试验时证明不是易燃
固体(片屑在必要时压碎并筛滤至粒径小于 1.25 毫米)，即不受本规章限制。
硫磺如做成某种形状(如小球、颗粒、丸状、锭状或薄片)，即不受本规章限制。
火花点火式发动机(如汽车发动机、固定发动机和其他发动机)使用的各种汽油和燃
油，不论挥发性如何，均划入本条目。
本条目包括例如铝浮渣、铝撇渣、用过的阴极、用过的电解槽衬料和铝盐渣。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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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物质必须按照包装方法 OP6 包装(见适用的包装规范)。在运输过程中，必须防
阳光直晒，并且存放(或保存)在阴凉通风处，远离一切热源。
按体积含酒精 24% - 70%的酒精饮料如作为制造工序的一部分运输，可装在不超过
500 升的木桶中运输，但须符合下列条件：
(a) 木桶在盛装之前必须检查并弄紧；
(b) 必须留有足够的空隙(不少于 3%)让液体能够膨胀；
(c) 木桶运输时桶口必须朝上；
(d) 木桶必须放在符合经修订的《国际安全集装箱公约》要求的集装箱中运输。每
个木桶必须固定在专用的托架上并用适当方法楔住以防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移
运；
(e) 装在船上运输时，集装箱必须放在敞开的舱位。
铁含量至少 10%、进行过防腐蚀稳定处理的铈铁合金不受本规章约束。
本条目只能用于为进行与《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
武器的公约》的执行情况有关的分析所提取的化学品样品。按本条目运输物质必须
依据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规定的保管链和安全程序。
化学品样品只有经主管当局或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事先批准并且该样品符合以
下要求才可以运输：
(a) 按照《国际民航组织危险货物空中安全运输技术指示》的包装指示 623 包装；
和
(b) 在运输过程中，随带一份运输批准书复印件，表明数量限制和包装要求。
“化学品箱或急救箱”条目拟适用于装少量的医疗、分析或试验用的各种危险货物
的箱子或盒子等。这种箱子不得装有第 3.2 章危险货物一览表第 7 栏中列出“无”
一字的危险货物。
各组成部分不得危险地起反应(见 4.1.1.6)。任何一个箱子中的危险货物的总数量不
得超过 1 升或 1 千克。为整个箱子划定的包装类别，必须是为箱子中任何一种物质
划定的最严格的包装类别。
为急救或手术目的而放在车辆上运输的箱子不受本规章限制。
化学品箱和急救箱中放在内容器中的危险货物，如果不超过危险货物一览表第 7 栏
所列的适用于具体物质的数量限制，可按照第 3.4 章运输。
假如硝酸铵在一切运输条件下都在溶液中，含可燃物质不超过 0.2%、浓度不超过
80%的硝酸铵水溶液不受本规章限制。
当这种物质所含的酒精、水或减敏剂比规定的少时，除非得到主管当局特别批准，
不得运输。
含有氯酸盐的任何 C 型爆破炸药必须与含有硝酸铵或其他铵盐的爆炸品隔开。
5.1 项无机固态硝酸盐物质的水溶液，如溶液中物质浓度在运输过程中碰到的最低
温度下不大于饱和限度的 80%，即被认为不符合 5.1 项的标准。
乳糖或葡萄糖或类似材料可以用作减敏剂，只要该物质按重量含有不少于 90%的减
敏剂。主管当局可根据对至少三个准备好供运输的包件进行《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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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第 16 节试验系列 6(c)的结果允许将这些混合物划入 4.1 项。按重量含减敏剂
至少 98%的混合物不受本规章限制。装有按重量含减敏剂不少于 90%的混合物的包
件不需要贴“毒性”次要危险性标签。
这种物质除非得到主管当局特别批准，不得按 4.1 项的规定运输(见 UN 0143)。
加防自热稳定剂的代森锰和代森锰制剂，如能通过试验证明体积 1 立方米的物质不
自行引燃，并且当样品保持在温度不低于 75℃ ± 2℃为时 24 小时后，样品中心的
温度不超过 200℃，就不需要划入 4.2 项。
在票据或包件标记上，正式运输名称必须有技术名称作补充(见 3.1.2.8)。
其中包括不在任一其他类别之内但具有麻醉性、毒害性或其他特性、如在飞机上发
生溢出或外漏时可能造成机组人员烦躁或不适以致不能正确执行任务的任何物质。
对于装有毒性物质的喷雾器或贮器，有限数量数值是 120 毫升。对于所有其他喷雾
器或贮器，有限数量数值是 1000 毫升。
这些物质的分类和运输，须由主管当局根据对准备好供运输的包件进行《试验和标
准手册》第一部分的系列 2 各项试验和系列 6(c)一项试验的结果给予批准 (见第
2.1.3.1)。主管当局必须根据第 2.3 章的标准及系列 6(c)试验所用的包件类型划定包
装类别。
物质划入这个类别或包装类别所依据的是人类经验而不是本规章所定分类标准的严
格应用。
本条目适用于用作救生用的车辆气袋充气器或气袋模件或安全带预拉装置并且装有
第 1 类爆炸性物质或其他类危险货物的物品，并且在作为部件运输时和在这些物品
提交运输时已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试验系列 6(c)进行过试验，结果是
装置没有爆炸、装置外壳或压力容器没有碎裂，也没有可能明显妨碍在紧邻处救火
或其他应急行动的抛射危险或热效应。
用油浸湿、弄潮或沾染的干草、禾杆或碎稻草和稻壳禁止海运。其他方式的运输也
必须禁止，除非主管当局特别批准。
未用油浸湿、弄潮或沾染的干草、禾杆或碎稻草和稻壳，只有海运时才受本规章约
束。
闪点不高于 60.5℃的悬浮液必须贴易燃液体次要危险性标签。
装有气体、拟用作减震器的物品，包括撞击缓冲器，或空气弹簧，不受本规章约
束，但每一物品须符合下列条件：
(a) 气隙容积不大于 1.6 升，充气压力不超过 280 巴，气隙容积 ( 升 ) 和充气压力
(巴 )的乘积不大于 80(即 0.5 升气隙和 160 巴充气压力， 1 升气隙和 80 巴充气
压力，1.6 升气隙和 50 巴充气压力，0.28 升气隙和 280 巴充气压力)；
(b) 20℃时的最小爆烈压力：气隙容积不大于 0.5 升的产品为充气压力的 4 倍，气
隙容积大于 0.5 升的产品为充气压力的 5 倍；
(c) 所用制造材料破裂时不会变成碎片；
(d) 按照主管当局可接受的质量保证标准制造；和
(e) 设计型号已经过火烧试验证明物品通过火灼分解型密封装置或其他降压装置降
低压力，因此物品不会破裂，并且物品不会飞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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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氧化性物质的化学氧气发生器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a) 含有爆炸式启动装置的发生器只有在根据本规章 2.2.1.1.1(b)段被排除于第 1 类
之外时才可按本条目运输；
(b) 发生器在无容器的情况下必须能耐受从 1.8 米处以最易受损部位跌落在坚硬、
无弹性、平坦的水平表面上的试验，既不漏失内装物，也不造成启动；和
(c) 有启动装置的发生器必须至少有两种能防意外启动的有效装置。
本条目包括的硝化纤维素滤膜，如每片滤膜的重量不超过 0.5 克而且分别装在一个
物品或一个密封小包件中，即不受本规章约束。
这些物质不得进行分类和运输，除非主管当局根据对准备好供运输的包件进行《试
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的系列 2 各项试验和系列 6(c)一项试验得出的结果予以批
准(见 2.1.3.1)。
装于车辆中或装于转向杆、车门镶板、车座等成品车辆部件内的气袋或安全带不受
本规章约束。
当这种物质符合第 2 部分规定的其他类别或项别的定义和标准时，必须按照最主要
的次要危险性分类。这种物质必须按适合该主要类或项物质的正式运输名称和联合
国编号、加上按照危险货物一览表第(2)栏适用于这种物质的名称申报，并按照适用
于该联合国编号的规定运输。此外，必须适用 2.7.9.1 规定的所有其他要求，
5.2.1.5.2 除外。
易燃液化气体必须封装在制冷机部件内。这些部件的设计和试验必须达到制冷机工
作压强的至少三倍。制冷机的设计和制造必须能够盛装液化气体并使保压部件在正
常运输条件下不会有爆开或破裂的危险。制冷机和制冷机部件所装的液化气体如少
于 12 千克即被认为不受本规章约束。
只有氧含量不大于 23.5%的混合物可在本条目下运输。浓度在这一限度内即不需要
贴 5.1 项次要危险标签。
适用于各种火柴的定义如下：
(a) 耐风火柴是火柴头用摩擦敏感的点火剂和燃烧火焰很小或无火焰但温度很高的
烟火材料配制的火柴；
(b) 安全火柴是与盒、册或卡结合或附在其上，只有在特别处理的表面上摩擦才能
点燃的火柴；
(c) 可随处划燃火柴是在硬表面上摩擦可以点燃的火柴；
(d) “维斯塔”蜡火柴是在特别处理的表面上或在硬表面上摩擦都可点燃的火柴。
安全火柴和“维斯塔”蜡火柴如按照包装规范 P 407 包装，装在外容器中而且净重
不超过 25 千克，即不受本规章任何其他要求(标记除外)约束。
电池组不需要个别地作标记和贴标签，如果货盘贴有适当的标记和标签。
这些条目适用于救生器材，如救生艇、单人漂浮装置和自动膨胀式滑板等。
UN2990 适用于自动膨胀式器材，而 UN 3072 适用于非自动膨胀式的救生器材。救
生器材可包括：
(a) 信号装置 (第 1 类 )，可包括发烟和照明信号装置；装在可防止被意外触发的容
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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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 UN 2990 而言，第 1.4 项的弹药筒、动力装置，配装组 S, 可为自动膨胀装
置的目的包装运输，条件是每件器材的爆炸物质量不得超过 3.2 克；
(c) 2.2 项压缩气体；
(d) 蓄电池(第 8 类)和锂电池 (第 9 类)；
(e) 急救箱或包括少量危险货物在内的维修箱(如第 3 类第 4.1 项、第 5.2 项，第 8
或 9 类物质)；或
(f) “可随处划燃”的火柴，装在可防止不慎点燃的容器中。
对于空运，托运人和(各)运输人之间必须为每批托运货物作出安排，以确保排气安
全程序得到遵守。
装有固态二氧化碳的运输装置如由海船运载，必须在两侧醒目地标明“当心固态二
氧化碳(干冰)”。装有固态二氧化碳的其他容器如由海船运载必须标明“固态二氧
化碳—不要堆置在甲板下”。
固态二氧化碳可免受运输票据要求的约束，如果包件上标有“固态二氧化碳”或
“干冰”并且标明冷藏的物质是供诊断或治疗用(例如，冷冻的医疗样品)。
闪点等于或小于 60.5℃的溶液必须贴有易燃液体标签。
根据 ISO 8115:1986 具有不低于 360 千克/米 密度的干棉花托运货物装在封闭的运
输装置运输时不受本规章限制。
鱼粉或鱼屑如在装载时温度超过 35℃或者比周围温度高出 5℃(以较高者为准)，不
得运输。
本条目只适用于装有危险物质残余物的机器或仪器，或机器或仪器的组成部分。本
条目不得用于在危险货物一览表中已有正式运输名称的机器或仪器。在本条目下运
输的机器和仪器只能装有允许根据第 3.4 章(有限数量)的规定运输的危险货物。机
器或仪器中的危险货物数量不得超过危险货物一览表第 7 栏中对所装的每一项危险
货物规定的数量。如果机器或仪器装有不止一项危险货物，那么这些物质之间不得
能够相互危险地起反应(见 4.1.1.6)。当需要确保液体危险货物保持在指定方向时，
符合 ISO 780：1997 规格的包件方向标签必须至少贴在两个相对的垂直侧面上，箭
头指向正确方向。
主管当局可以对在本条目下运输的其它机器或仪器免除规章要求。装在机器或仪器
中的危险货物数量超过危险货物一览表第 7 栏规定的数量时，如得到主管当局批
准，可以运输。
在正式运输名称中，“装置”一词是指：
公路运货车；
铁路货车；
货物集装箱；
公路油罐车；
铁路油罐车；或
便携式罐体。
但熏蒸过的装置海运时仅受 5.5.2 的规定限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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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必须根据贮器所装的气体并按照第 2.2 章的规定进行。
干电池组如所装的腐蚀性电解液在电池组外壳有裂缝时不会流出电池组即不受本规
章限制，但电池组必须牢固地包装并加以保护以防短路。这类电池组的例子有 ：碱
－锰、锌－碳、镍－金属氢化物和镍－镉电池组。
这些物质如浓度不大于 50 毫克/千克即不受本规章限制。
本条目只能用于根据第 1 类的试验系列 1 和 2(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进
行试验时不显示第 1 类爆炸性质的物质。
本条目只能用于硝酸铵是主要成份并在以下组成限值内的均匀混合物：
(a) 不小于 90%的硝酸铵、总数不大于 0.2%的可燃物质 /以碳计算的有机物质以及
任何不与硝酸铵起作用的无机添加物质；或
(b) 小于 90%但大于 70%的硝酸铵与其他无机物质混合或者大于 80%但小于 90%
的硝酸铵与碳酸钙和/或白云石混合以及总数不大于 0.4%的可燃物质/以碳计算
的有机物质；或
(c) 含有硝酸铵和硫酸铵混合物的氮类硝酸铵基化肥，含有大于 45% 但小于 70%
的硝酸铵和总数不大于 0.4%的可燃物质/以碳计算的有机物质，但所含硝酸铵
和硫酸铵的百分率之和大于 70%。
鱼屑或鱼粉在托运时必须至少含有百万分之一百的抗氧化剂(乙氧基醌)。
本条目适用于主要由硝酸铵混合物和可燃组分组成的未敏化乳胶、悬浮体和凝胶，
拟用于在使用之前进一步加工之后制成 E 型爆破炸药。混合物一般含有下列成份：
60-85% 硝酸铵； 5-30% 水； 2-8% 燃料； 0.5-4% 乳化剂或稠化剂； 0-10% 可溶防燃剂
和微量添加剂。其他无机硝酸盐可取代部分硝酸铵。物质须顺利通过《试验和标准
手册》第一部分第 18 节的试验系列 8。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8.3 章的试验要求不适用于不超过 100 个锂电池和电池组的
生产批次，也不适用于为进行试验而运输的生产前锂电池和电池组原型，条件是：
(a) 电池和电池组运输时所用的外容器是符合 I 类包装容器标准的金属、塑料或胶
合板桶或金属、塑料或木制箱；和
(b) 每个电池和电池组都个别地包装在外容器内的一个内容器并用不燃烧、不导电
的衬垫材料围着。
本条目下的物质非经有关当局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相关试验的结果予
以批准，不得运输。容器须确保稀释液的百分比在运输过程中的任何一刻不得低于
主管当局批准时规定的水平。
装有内燃机的车辆，应根据情况按 UN 3166 易燃气体动力车辆或 UN 3166 易燃液
体动力车辆条目的规定交运。这些条目包括由内燃机和湿电池、钠电池或锂电池为
动力的混合电动汽车，运输时带有电池(组)。
满足第 8 类标准的物质和混合物，应加“腐蚀性”次要危险性标签。
(a) 这些物质有可能在较高的温度下发热分解。产生分解的原因可能是热或有杂质
(如金属粉末 (铁、锰、钴、镁 )和它们的化合物 )；
(b) 在运输过程中，这些物质应避免直接日照和一切热源，并应置于充分通风的地
点。
本条目不应用于满足 2.6.2.2.4.3 中规定的 I 类包装吸入毒性标准的 6.1 项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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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目只适用于干的或水合的次氯酸钙，在以非易碎片剂的形式运输时。
“例外的可裂变”只对符合 6.4.11.2 的包件适用。
在本文件中，正式运输名称应附带技术名称(见 3.1.2.8)。技术名称无须在包件上写
明。如对运输的感染性物质尚不了解，但怀疑可能符合列入 A 类的标准，划为
UN2814 或 UN2900,应在运输单据上正式运输名称之后在括号内注明“怀疑为 A 类
感染性物质”，但无须在外包装上注明。
本条目适用于运输人或动物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排泄物、分泌物、血和血液成分、
组织和组织液，以及躯体的部分，用于研究、诊断、调查活动、治疗或预防疾病等
目的。根据包装规范 P650 包装和标记的物质，不受本规章中任何其他要求的约
束。”
准备从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将本条目从规章范本中删除。在此期间，仍可使用本条
目或相关的类属条目，而不必考虑 2.0.2.2。
应始终认为这些储存系统载有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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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章
有限数量包装的危险货物

本章载列了适用于运输有限数量包装的某些类别危险货物的规定。第 3.2 章危险货物一
览表第 7 栏为每种物质规定了适用于内容器或物品的数量限制。此外，不允许按照本章运输的条目
在第 3.2 章危险货物一览表第 7 栏中用“无”一词表示。本规章的所有规定和要求适用于有限数量
的运输，但本章具体规定者除外。
3.4.2 危险货物只能装在有合适外容器的内容器中。不过，运输喷雾器或“装气体的小型贮
器”等物品时，使用内容器是不需要的。容器必须符合 4.1.1.1、4.1.1.2 和 4.1.1.4 至 4.1.1.8 的规定
并且其设计必须符合 6.1.4 的结构要求。包件的总毛重不得超过 30 千克。
3.4.3 符合 4.1.1.1、 4.1.1.2 和 4.1.1.4 至 4.1.1.8 规定的条件的收缩包装或拉伸包装托盘，可接
受作为装有按照本章运输的危险货物的物品或内容器的外容器，但用玻璃、瓷器、粗陶瓷或某些塑
料等材料制造的易碎或易破内容器不得使用这种容器运输。包件的总毛重不得超过 20 千克。
3.4.4 装有第 8 类、 II 类包装液态货物的玻璃、瓷器或粗陶瓷内容器必须放在相容的坚硬中间
容器内。
3.4.5 有限数量包装的不同危险货物可以放在同一外容器中，条件是在发生渗漏时它们不会
危险地起反应。
3.4.6 按照本章运输的危险货物包件无须贴标签。在一个车辆或一个货物集装箱中，无须适
用危险货物的任何隔离要求。
3.4.7 除了 5.4.1 中所规定的票据要求之外，在货物说明中必须写入“有限数量”或“ LTD
QTY”一词 (见 5.4.1.5.2)。
3.4.8 内装有限数量危险货物的包件不需要标出内装物的正式运输名称，但必须在一个菱形
框内标明内装物的联合国编号(前加字母“UN”)。菱形边线的宽度至少 2 毫米；数字至少 6 毫米
高。如果包件内有不同联合国编号的一种以上物质，菱形框必须够大以便容纳每个有关联合国编
号。
3.4.9 以准备或适合通过零售商销售的形式包装和分销的供个人或家庭使用的有限数量危险
货物，可进一步免除在容器上标明正式运输名称和联合国编号，并可免除危险货物运输票据要求。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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