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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建议书的性质、目的和意义 

 1.  本建议书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 1 根据技术发展情况，新

物质和新材料的出现，现代运输系统的要求，特别是确保人民、财产和环境安全的需要编写的。《建

议书》的对象，是各国政府和负责管理危险货物运输的国际组织。这些建议不适用于须遵守专门

的国际或国家规定的远洋或内陆散装货船或油轮的散装危险货物运输。 

 2.  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是以《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的形式，作为本文件的附件

提出的。《规章范本》的目的是提出一套基本规定，使各国和国际上对各种运输方式的管理规定能

够统一发展；然而《规章范本》也保持了足够的灵活性，能够兼容可能需要满足的任何特殊要求。

希望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在修改和制订它们负责的规章时，遵守本《规章范本》

规定的原则，从而对这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作出贡献。此外，应尽可能采用新的结构、格式

和内容，以便形成一套使用便捷的方法，便利执行机构的工作和减少行政负担。虽然只是建议，

但《规章范本》所用的措词却是强制性的(即在英文本全文中均使用“shall”而不用“should”)，

以便于将《规章范本》直接用作国家和国际运输规章的基础。 

 3.  《规章范本》的范围，应确保对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危险货物运输的人都有使用价值。

除其他方面外，《规章范本》包括了分类原则和类别的定义、主要危险货物一览表、一般包装要求、

试验程序、标记、标签或揭示牌，和运输单据等。此外，还对一些特定类别的货物规定了特殊要

求。有了这套普遍采用的分类制度、一览表、包装、标记、标签、揭示牌和单据制度，承运人、

发货人和检查机关均将从运输、装卸和检查程序的简化和费时手续的减少中受益。总而言之，他

们的工作将得到方便，危险货物国际运输的障碍将相应减少。而与此同时，随着列为“危险”货

物贸易的逐步增长，其好处也将日益明显。 

制定危险货物运输规章的原则 

 4.  管制危险货物运输，是为了尽可能防止对人或财产发生事故，防止环境、所使用的运输

工具或其他货物受到损害。同时，制定的规章应不妨碍这类货物的流动，但不包括那些过于危险

不应受理运输的货物。除了这一例外情况，制定规章的目的是消除危险或使危险减到最小，从而

使运输成为可能。因此，这既是一个安全问题，也是一个便利运输问题。 

 5.  作为本文件附件的《规章范本》，适用于所有运输方式。《规章范本》对运输的规定，有

时可能因操作原因适用其他要求。 

                                                      
1 委员会在 2001年经过重组，更名为“危险货物运输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标签制度问题专家

委员会”(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9年 10月 26日第 1999/65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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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的分类和各类危险货物的定义 

 6.  根据涉及的危险类型对货物进行分类，既要符合技术条件，又要尽可能不与现行的规章

发生抵触。应当注意，分类号码的次序并不表示危险程度的次序。 

 7.  建议的定义，目的是为了标明哪些货物是危险的，按其特性应归入哪一类。制定这些定

义，是为了提供一个各种国家和国际规章有可能遵循的共同样板。这些定义与危险货物一览表一

并使用，可作为必须使用本规章人员的指南。这些定义有相当程度的标准化，同时保有一定的灵

活性，使人们能够考虑各种不同的情况。《规章范本》中的物质分类，是根据各国政府、政府间组

织和其他国际组织按图 1 中的表格向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作出的。然而委员会并没有正式认可所提

出的实际数据。 

 8.  《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试验和标准手册》(ST/SG/AC.10/11/Rev.5、Amend.1 和

Amend.2)，介绍了联合国关于某些类型危险货物的分类方案，说明了据认为最为有效的试验方法

和程序，帮助主管部门对需要运输的物质和物品作出正确分类掌握所需的资料。应当指出，《手册》

并非肯定能够地对产品作出正确分类的试验程序的简要记述，因此，《手册》假定进行试验的部门

具有权能，而将分类的责任留给了它们。主管部门可酌情决定省略某些试验、改变试验细节，或

要求另外增加试验项目，如果它认为必须这样做才能对一种产品的危险性作出可靠和符合实际的

评估。 

 9.  废物的运输，应根据其危险性和《规章范本》中的标准，按适当类别的要求进行。不受

《规章范本》约束但属于《巴塞尔公约》2 范围内的废物，可按第 9类的要求运输。 

 10.  列入第 1类至第 9类的许多物质被认为对环境有害，除在海运的情况下，不一定都具体

规定另加标签。对水生环境有害的物质和混合物，有关标准见《规章范本》第 2.9章。 

 11.  很多托运货物经过熏蒸剂的处理，这些熏蒸剂在运输过程中构成一定的危险，特别是工

人在打开货物运输装置时可能会在无意中与之接触。《规章范本》将经过熏蒸消毒的货物运输装置

作为须遵守第 5部分托运程序中要求特别票据和警告标志的托运货物处理。 

托运程序 

 12.  危险货物提交运输时，应采取一定措施，保证将所托运危险货物的潜在危险性，充分地

传达给运输过程中可能与该货物接触的所有人员。通常的做法是：使用特别的包件标记和标签表

明货物的危险性；把有关的资料写在运输票据上；及在货物运输装置上挂揭示牌。本文件所附的

《规章范本》，规定了这方面的要求。 

 

 

                                                      
2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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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规章范本》5.2.2.2段中建议的标签，应贴在货物或包件上。标签办法是根据危险货物

的分类，为达到如下目的而制订的： 

(a) 可在一定距离内从危险货物所贴标签的一般外观(符号、颜色和形状)上，容易地加以辨

认； 

(b) 利用标签上的颜色，作为如何装卸、堆放和隔离的初步指示。 

 14.  在某些情况下，如认为一件危险货物的危险性较小，或者货物是按有限数量包装时，可

不贴标签。在这种情况下，包件可能需要标明所属的类或项，以及包装类别号码。 

 15.  危险货物运输票据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传达与提交运输货物的危险性有关的基本资料。

为此，必须在托运危险货物的运输票据中列入一些基本资料，除非《规章范本》另有豁免。当然，

一些国家的主管部门或国际组织还可能认为有必要要求提供其他资料。但是，《规章范本》中列出

了提交任何一种运输方式运输的每一危险物质、材料或物品必须提供的基本资料。 

应急反应 

 16.  有关的国家机构和/或国际组织，应制定在运输危险货物期间发生事故或意外时须采取的应急
规定，以保护人员、财产和环境。对于放射性物质，有关规定的相应准则，见原子能机构安全系列丛

书 No. TS-G-1.2 (ST-3)：《放射性材料运输事故应急反应的计划和准备》，维也纳(2002年)。 

遵章保证 

 17.  主管部门应确保本规章得到遵守。履行这项职责的措施，包括制定并执行一套方案，监

督容器的设计、制造、试验、检查和保养，危险货物的分类，以及发货人和承运人对包件的制备、

运输单据、装卸和堆放等，证明《规章范本》的各项规定确实得到遵守。 

放射性物质的运输 

 18.  主管部门应确保放射性物质的托运、认可运输和运输，均符合《规章范本》中规定的辐

射防护方案。主管部门应安排定期检查从事放射性物质运输人员所受辐射的剂量，保证防护与安

全系统符合“国际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的基本安全标准”(安全丛书 No.115, 原子能机构，
维也纳(1996年))。 

意外和事故的报告 

 19.  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对涉及危险货物运输的意外和事故通报作出规定。《规章范本》

的 7.1.9节对这方面的基本规定提出了一些建议。各国或国际组织认为与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小组委

员会的工作有关的报告或报告摘要(如涉及容器和罐体损坏、重大泄漏等方面的报告)，应提交小组

委员会审议并酌情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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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的或修改的物质分类须向联合国提交的数据单 

提出国(机构)………………………………………………..   日期 ……………………......…………... 

 提供一切有关的资料，包括基本分类数据的来源。数据应当是产品在准备运输形式下的相关

数据。说明试验方法。所有问题都必须回答，必要时可申明“不知道”或“不适用”，如不掌握

所要求形式的数据，则提供掌握的详细资料。删去不相关词句。 

第 1节  物质识别资料 

 1.1 化学名称 

 1.2 化学分子式 

 1.3 其它名称/同义词 

 1.4.1 联合国编号…………………... 1.4.2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码 .............................................  

 1.5 建议在本建议书中的分类 

1.5.1 正式运输名称(3.1.2 1 ) 

1.5.2 类/项………………次要危险性............................................................................  

包装类别 ..............................................................................................................  

1.5.3 建议的特殊规定(如有的话) .................................................................................  

1.5.4 建议的包装规范 ...................................................................................................  

第 2节  物理性质 

 2.1 熔点或熔点幅度.......…………℃ 

 2.2 沸点或沸点幅度.......…………℃ 

 2.3 在下列温度时的相对密度： 

2.3.1 15℃…………..…….. 

2.3.2 20℃………..……….. 

2.3.3 50℃………….….….. 

 2.4 在下列温度时的蒸气压力： 

2.4.1 50℃…………….…千帕 

2.4.2 65℃……………….千帕 

 2.5 在 20℃时的粘度 2 ………………...米 2/秒 
                                                      

1 此处和类似的参考符号是指《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中的章次和段次。 
2 见《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1.2.1段对“液体”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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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在 20℃水中的溶解度………………克/100 毫升 

 2.7 在 20℃时的物理状态(2.2.1.1 1 )………..固体/液体/气体 2  

 2.8 在正常运输温度下的外观，包括颜色和气味 .................................................................. . 

 ..........................................................................................................................…................. 

 2.9 其他相关物理性质................................................................................................................ 

 ............................................................................................................................................... 
 .............................................................................................................................................. 

第 3节  易燃性 

 3.1 易燃蒸气 

3.1.1 闪点(2.3.3 1 ) ………℃ 开杯/闭杯 

3.1.2 燃烧持续吗？(2.3.1.3 1 )  是/否 

 3.2 自燃温度...………….℃ 

 3.3 易燃性幅度(爆炸上限和下限).....…….…….% 

 3.4 物质是易燃固体吗？(2.4.2 1 )   是/否 

3.4.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  

 ………………………………………………………………………………………...  

第 4节  化学性质 

 4.1 物质是否需要抑制/稳定或其它处理，例如充以氮层以防发生危险反应？ 

是/否 

如果是，请说明 

4.1.1 使用的抑制剂/稳定剂 ..........................................................................................  

4.1.2 其它替代方法……………………………………………………………………… ..  

4.1.3 在 55℃时的有效时间…………………………………………………………….....  

4.1.4 使之失效的条件…………………………………………………………………… ..  

 4.2 根据 2.1.1.1段物质是爆炸品吗？(2.1 1 )   是/否 
4.2.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  

 ..............................................................................................................................  

 
                                                      

1  这个和类似的参考符号是指《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中的章次和段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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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物质是退敏爆炸品吗？(2.4.2.4 1 )     是/否 

4.3.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  
 

 4.4 物质是自反应物质吗？(2.4.1 1 )      是/否 

如果是，请说明 

4.4.1 流程图出口框 .......................................................................................................  

50 千克包件的自加速分解温度........…....…………………………………..…..℃ 

是否需要温度控制？(2.4.2.3.4 1 ) 是/否 

4.4.2 建议用于 50 千克包件的控制温度........……………………………………..…..℃ 

4.4.3 建议用于 50 千克包件的危急温度........……………………………………..…..℃ 

 4.5 物质发火吗？(2.4.3 1 ) 是/否 

4.5.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  

 ..............................................................................................................................  

 4.6 物质易于自热吗？(2.4.3 1 ) 是/否 

4.6.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  

 ..............................................................................................................................  

 4.7 物质是有机过氧化物吗？(2.5.1 1 ) 是/否 

如果是，请说明 

4.7.1 流程图出口框 .......................................................................................................  

50 千克包件的自加速分解温度..........…………………………………..……….℃ 

是否需要温度控制？(2.5.3.4.1 1 ) 是/否 

4.7.2 建议用于 50 千克包件的控制温度……………………………………….….......℃ 

4.7.3 建议用于 50 千克包件的危急温度…………………………………………........℃ 

 

 4.8 物质是否遇水放出易燃气体？(2.4.4 1 ) 是/否 

4.8.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  
 ..............................................................................................................................  

                                                      
1  这个和类似的参考符号是指《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中的章次和段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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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物质是否有氧化性(2.5.1 1 ) 是/否 

4.9.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  
 ..............................................................................................................................  

 4.10 对下列物质的腐蚀性(2.8 1 )： 

4.10.1 低碳钢   在…………℃时每年………….毫米 

4.10.2 铝    在…………℃时每年………….毫米 

4.10.3 其它容器材料(具体说明) 

     在………….℃时每年…………毫米 

     在………….℃时每年…………毫米 

 4.11 其它有关化学性质 .............................................................................................................  
  ............................................................................................................................................  
  ............................................................................................................................................  

第 5节  对生物的有害影响 

5.1 半致死剂量，口服(2.6.2.1.1 1 ).…………毫克/千克     动物种类 .................................  

5.2 半致死剂量，皮肤(2.6.2.1.2 1 )....……….毫克/千克     动物种类.................................  

5.3 半致死浓度，吸入(2.6.2.1.3 1 ).…………毫克/升       接触时间.........................小时 

或.....………….毫升/立方米    动物种类 ................................  

5.4 在 20℃时饱和蒸气浓度(2.6.2.2.4.3 1 )..............……………............................毫升/立方米 

5.5 皮肤接触(2.8 1 )结果    接触时间……………………………….…小时/分钟 

动物种类 ..................................................................  

5.6 其他数据 ............................................................................................................................  
............................................................................................................................................  
............................................................................................................................................  

5.7 人类经验 ............................................................................................................................  
............................................................................................................................................  
............................................................................................................................................  

第 6节  补充资料 

6.1 建议的应急措施 

6.1.1 着火(包括合适的和不合适的灭火剂) ..................................................................  

 ..............................................................................................................................  

6.1.2 溅溢 ......................................................................................................................  

 

                                                      
1  这个和类似的参考符号是指《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中的章次和段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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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是否建议用以下装置运输物质： 

6.2.1 散货集装箱(6.8 1 )？       是/否 

6.2.2 中型散货集装箱(6.5 1 )？      是/否 

6.2.3 便携式罐体(6.7 1 )？       是/否 

如果是，请在第 7、第 8和/或第 9节中详细说明。 

第 7节  散货集装箱(只在 6.2.1中回答“是”时才需填写) 

7.1 建议的型号.........................................................................................................................  

第 8节  中型散货集装箱(中型散货箱)(只在 6.2.2中回答“是”时才需填写) 

8.1 建议的型号.........................................................................................................................  

第 9节  多式联运罐体运输(只在 6.2.3中回答“是”时才需填写) 

9.1 对所建议的罐体的描述(包括已知的国际海事组织罐体型号) ..........................................  
............................................................................................................................................  

9.2 最低试验压力 .....................................................................................................................  

9.3 最小罐壳厚度 .....................................................................................................................  

9.4 如有底开装置，说明它的详情 ..........................................................................................  

9.5 降压装置 ............................................................................................................................  

9.6 装载度 ................................................................................................................................  

9.7 不适宜的建造材料 .............................................................................................................  

 

 
 
 
 
 
 
 
 
 
 
 
 
     
 1 这个和类似的参考符号是指《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中的章次和段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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