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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第 8 段 在“ST/SG/AC.10/11/Rev.7”之后，插入“和 Amend.1”。 

  第 1.1 章 

在注 1 中，在“ST/SG/AC.10/11/Rev.7”之后插入“和 Amend.1”。 

  第 1.2 章 

1.2.1  在“气瓶捆包”的定义中，将“一组气瓶”改为“由一组气瓶或气

瓶壳体组成的压力贮器”。 

  在“封闭装置”的定义下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对于压力贮器而言，封闭装置包括阀门、降压装置、压力表或液面指示器。” 

  “低温贮器”的定义修改如下： 

“封闭式低温贮器是用于装冷冻液化气体的隔热压力贮器，其水容量不大于 1 000 升；” 

  在“气瓶”的定义中，删除“可运输”。 

  在“GHS”的定义中，将“第八”改为“第九”，将“ST/SG/AC.10/30/Rev.8”

改为“ST/SG/AC.10/30/Rev.9”。 

  在“液体”的定义中，在脚注 1 中，将“ECE/TRANS/275(出售品

编号： E.18.VIII.1) ”改为“ ECE/TRANS/300( 出售品编号：

E.21.VIII.1)”。 

  在“《试验和标准手册》”的定义中，在“ST/SG/AC.10/11/Rev.6”之

后插入“和 Amend.1”。 

  在“金属氢贮存系统”的定义中，将“贮器”改为“压力贮器壳体”。 

  在“压力桶”的定义中，删除“可运输的”。 

  在“压力贮器”的定义中，在“压力贮器，”之后加入“指用于装载

加压物质的可运输贮器，包括其封闭装置和其他辅助设备，”。 

  在“回收塑料”的定义中，在注的末尾新增一句话，内容如下：“本

准则是根据用再生塑料材料制造桶和罐的经验制定的，因此可能需

要作出修改，以适合用再生塑料材料制成的其他类型的包装、中型

散货箱和大型包装。”。 

  在“罐柜”的定义中，删除“(见 6.7.2.1)”。 

  在“筒”的定义中，删除“可运输”。 

  “工作压力”的定义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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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压力， 

 (a) 对于压缩气体，系指在装满压力贮器后，在参考温度 15°C 时的稳

定压力； 

 (b) 对于编号为 UN 1001 的溶解乙炔，系指在统一参考温度为 15°C 时，

计算得出的装有规定含量溶剂和最大含量乙炔的乙炔气瓶的稳定

压力； 

 (c) 对于编号为 UN 3374 的无溶剂乙炔，系指为装有编号为 UN 1001

的溶解乙炔的等效气瓶计算的工作压力。” 

1.2.1 新增以下定义： 

“《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是指该条例以下版本中的一个版本： 

 (a) 1985 年版、1985 年版(1990 年修正)：原子能机构安全丛书第 6 号 

 (b) 1996 年版：原子能机构安全丛书 No.ST-1 

 (c) 1996 年版(修订)：原子能机构安全丛书 No.TS-R-1(ST-1，修订版) 

 (d) 1996 版(2003 年修正)、2005 年版、2009 年版：原子能机构安全标

准丛书 No.TS-R-1 

 (e) 2012 年版：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 No.SSR-6 

 (f) 2018 年版：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 No. SSR-6(Rev.1)；” 

“内容器，对于封闭式低温贮器而言指用来盛装冷冻液化气体的压力容器；” 

“压力贮器壳体指没有封闭装置或其他辅助设备、但包括任何永久附加装置(如

颈圈、脚圈等)的气瓶、筒、压力桶或救助压力贮器； 

注：也使用“气瓶壳体”、“压力桶壳体”和“筒壳”等术语。” 

“压力贮器的辅助设备指封闭装置、歧管、接管、多孔、吸收性或吸附性材料以

及任何结构装置，例如搬运装置；” 

1.2.2.1 在表格中，在“功率”条目之后，新增以下条目： 

电阻 Ω(欧姆) -- 1Ω=1 千克·米 2/秒 3/安培 2 

  第 1.4 章 

1.4.3.2.3 删除脚注 1 和 2。在“《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之后，增加

“(INFCIRC/274/Rev.1，原子能机构，维也纳(1980))”。在“《核材

料 和 核 设 施 实 物 保 护 的 核 安 保 建 议 》” 之 后 ， 增 加

“(INFCIRC/225/Rev.5，原子能机构，维也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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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 章 

1.5.1.1 将第二句改为“本规章基于原子能机构 2018 年版《放射性物质安

全运输条例》”。 

  第 2.4 章 

2.4.2.3.2.3 在最后一句中，将“4.1.4.2 打包规范 IBC520 和 4.2.5.2.6 可移动

罐柜规范 T23 所列配制品”改为“未在本条规定中列出、但在

4.1.4.2 打包规范 IBC520 和 4.2.5.2.6 可移动罐柜规范 T23 中列出

的配制品”。 

  在表格中，按适当顺序增加以下新条目： 

(7-甲氧基-5-甲基苯并噻吩-2-基)硼酸 88-100 OP7   3230 (11) 

  表格后增加新注，内容如下： 

“(11) 有规定浓度限值的技术化合物可含有最多 12%的水和最多 1%的有

机杂质。” 

  第 2.5 章 

2.5.3.2.4 在最后一句中，将“4.1.4.2 打包规范 IBC520 和 4.2.5.2.6 可移动罐柜

规范 T23 所列配制品”改为“未在本条规定中列出、但在 4.1.4.2 打

包规范 IBC520 和 4.2.5.2.6 可移动罐柜规范 T23 中列出的配制品”。 

  在表格中，按适当顺序增加以下新条目： 

过氧化乙酰丙酮 ≤ 35 ≥ 57   ≥ 8 OP8   3107 32) 

过氧异丙基碳酸叔丁酯 ≤ 62  ≥ 38   OP7   3105  

过新戊酸叔已酯 ≤ 52 在水中稳定弥散     OP8 +15 +20 3117  

  在“2.5.3.2.4 的注”下的列表中增加以下条目： 

  “32)活性氧≤4.15%” 

  第 2.6 章 

在本章标题下的注 2 中，在末尾加上“或 UN 3462”。 

  第 2.7 章 

2.7.2.3.1.4 删除原内容，新增“2.7.2.3.1.4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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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3.1.5 删除原内容，新增“2.7.2.3.1.5 删除。”。 

2.7.2.3.4 改为“低弥散放射性材料”。 

2.7.2.3.4.1(c) 在首句中，将“2.7.2.3.1.4”改为“2.7.2.3.4.3”。 

2.7.2.3.4.3 插入新的第 2.7.2.3.4.3 段，内容为： 

“2.7.2.3.4.3 代表包装件全部内装物的固态材料样品应该在环境温度的水中浸

没 7 天。试验所用水的体积应该足以保证在 7 天试验期结束时所剩未被吸收和未

起反应的水，自由体积至少为固态试验样品本身体积的 10%。所用水的初始 pH

值应为 6-8，在 20°C 时的最大电导率为 1mS/m。在试验样品被浸没 7 天后，应该

测定自由体积的水的总放射性活度。” 

  将原有第 2.7.2.3.4.3 段重新编号为 2.7.2.3.4.4 段，并将“2.7.2.3.4.1

和 2.7.2.3.4.2”改为“2.7.2.3.4.1、2.7.2.3.4.2 和 2.7.2.3.4.3”。 

  第 2.8 章 

2.8.3.2 将第二句中的“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2、3、4”改为“经合组织试验准

则第 4041、4352、4313、430 号 4”。将第三句中的“根据经合组织

试验准则 1、2、3、4 确定无腐蚀性的物质或混合物”改为“根据其中一

条准则确定无腐蚀性或根据经合组织试验准则第 439 号 5 未分类

的物质或混合物”。第四句中，删除“体外”。在末尾新增一句话，

内容是：“如果试验结果表明物质或混合物有腐蚀性，但试验方法

不允许对打包组别有区别，如果没有其他试验结果表明不同的打包

组别，则应将其划归打包组别 I。”。 

  增加脚注 5，内容为：“5 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第 439 号“体外

皮肤刺激：重组人类表皮试验方法”(2015 年)”。 

2.8.3.3(c)㈡ 将“ISO 3574 或统一编号制度(UNS) G10200 或相似类型”改为“ISO 

3574，统一编号系统(UNS) G10200”。 

  第 2.9 章 

2.9.3.4.3.4(a) 在㈠后增加一条新注，内容如下： 

“注：在这种情况下，当所试验混合物的 ECx 或 NOEC>0.1mg/l 时，在本规章下

无需按长期危害分类。” 

2.9.4(g) 在句首增加“除安装在设备(包括电路板)上的纽扣电池外，”。 

  第 3.2 章，危险货物一览表 

对于 UN 1002，在第(6)栏中增加“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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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UN 1012，在第(6)栏中增加“398”。 

删除 UN 1169 的两个条目。 

对于 UN 1197，将打包组别 II 和 III 第(2)栏改为“液体萃取调味剂或香料”。 

对于 UN 1891，将第(3)栏中的“6.1”改为“3”。在第(4)栏中增加“6.1”。将第(7a)

栏中的“100 ml”改为“1 L”。将第(7b)栏中的“E4”改为“E2”。 

对于 UN 3208，将打包组别 II 第(7b)栏中的“E0”改为“E2”。 

对于 UN 3209，将打包组别 II 第(7b)栏中的“E2”改为“E0”。 

对于 UN 3269，打包组别 II 和 III 以及 UN 3527 打包组别 II 和 III，将第(7b)栏中

的“E0”改为“见第 3.3 章中的 SP 340”。 

对于 UN 3538，在第(6)栏中增加“396”。 

增加以下新条目： 

3550 氢氧化钴粉末，含有不少于

10%的可吸入颗粒 

6.1  I  0 E5 P002 

IBC07 

 

B1, B20 

T6 TP33 

  第 3.3 章 

SP 188(f) 删除注 1，并将“注 2”重新编号为“注”。 

SP 225 在(a)后插入新注，内容如下： 

“注：即使便携式灭火器正常工作所必需的一些部件(例如软管和喷嘴)被暂时取

下，但只要加压灭火剂容器的安全不受影响，并且灭火器继续标为便携式灭火器，

本条目便适用于便携式灭火器。” 

新增特殊规定，内容如下： 

“396 尽管有 4.1.6.1.5 的规定，大型、牢靠物品仍可与阀门打开的连接气瓶一起

运输，前提是： 

(a) 气瓶内装有编号为 UN 1066 的氮气或编号为 UN 1956 的压缩气体或编号

为 UN 1002 的压缩空气； 

(b) 气瓶通过调压器和固定接管与物品连接，使物品中的气体压力(表压)不超

过 35 kPa(0.35 巴)； 

(c) 气瓶已妥善固定，使其不能相对于物品移动，并装有坚固和耐压的软管和

接管； 

(d) 保护气瓶、调压器、接管和其他部件，使其在用木箱或其他适当方式运输

的过程中免遭损坏和撞击； 

(e) 运输单据包括以下说明：“按照特殊规定 396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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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货物运输单元在以下情况下通风良好，并按照 5.5.3.6 的规定加贴标记：

盛装与阀门打开的气瓶一起运输的物品，且气瓶中装有一种有窒息风险

的气体。” 

“397 按体积计含氧量不小于 19.5 %且不大于 23.5%的氮氧混合物，如不存在

其他氧化性气体，可在本条目下运输。只要浓度在这一限度范围内，就不需要贴

5.1 项次要危害标签。” 

“398 本条目适用于丁烯混合物、1-丁烯、顺-2-丁烯和反-2-丁烯。对于异丁烯，

见 UN 1055。” 

  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 

在索引使用说明中，在注 2 中的“tert (特)，”之后增加“前缀“cis (顺)”和“trans 

(反)”；”。 

“液体萃取香料”这一条目修改如下： 

液体萃取香料，见 3 1197 

“液体萃取调味剂”这一条目修改如下： 

液体萃取调味剂，见 3 1197 

增加以下新条目，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1-丁烯，见 2.1 1012 

顺-2-丁烯，见 2.1 1012 

反-2-丁烯，见 2.1 1012 

氢氧化钴粉末，含有不少于 10%的可吸入颗粒 6.1 3550 

液体萃取调味剂或香料 3 1197 

  第 4.1 章 

4.1.1.15 末尾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对于复合中型散货箱，使用期指的是内贮器的制造日期。” 

4.1.1.19.2 删除第二句。将第四句中的“1 000”改为“3 000”。 

4.1.3.3 新增最后一句，内容如下： 

“如打包规范或危险货物一览表提到的特殊规定允许包装无需满足 4.1.1.3 的要

求(如板条箱、托盘等)，则这些包装不受一般适用于符合第 6.1 章要求的包装的

质量或体积限制，除非相关打包规范或特殊规定中另有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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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 P003 在特殊打包规定 PP32 下，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004 在末尾(3)之后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2)和(3)中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005 标题行之后的第二行，在第二段下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006(2) 在末尾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130 在特殊打包规定 PP67 下，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137 在特殊打包规定 PP70 中，将第一句中的“按 5.2.1.7.1 中的要求”

改为“按图 5.2.3 或 5.2.4 所示”。 

4.1.4.1, P144 在特殊打包规定 PP77 下，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200(5) 在特殊打包规定“d”中，在“钢压力贮器”之后插入“或带

钢衬里的复合压力贮器”。 

  在特殊打包规定“z”的末尾增加以下内容： 

“对于氟体积浓度低于 35%的氟氮混合物，在装入压力贮器时其压力最高可达到

贮器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此时混合物中的氟分压不应超过 31 巴(绝对压力)。 

工作压力 (巴) <
31

𝑥𝑓
− 1 

其中，xf =氟的体积百分比浓度/100。 

对于氟体积浓度低于 35%的氟和惰性气体混合物，在装入压力贮器时其压力最高

可达到贮器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此时混合物中的氟分压不应超过 31 巴(绝对压

力)，另外在计算分压时还应考虑 ISO 10156：2017 规定的氮等价系数。 

工作压力(巴) <
31

𝑥𝑓
(𝑥𝑓 + 𝐾𝑘 × 𝑥𝑘) − 1 

其中 xf =氟的体积百分比浓度/100； 

 Kk =惰性气体相对于氮的等价系数(氮等价系数)； 

 xk =惰性气体的体积百分比浓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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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氟和惰性气体混合物的工作压力不应超过 200 巴。氟和惰性气体混合物压

力贮器的最低试验压力等于工作压力的 1.5 倍或 200 巴，取二者中较大数值。” 

4.1.4.1, P200 在表 2 中： 

• 对于 UN 1008，将“LC50毫升/米 3”栏中的“387”改为“864”。 

• 对于 UN 2196，将“LC50 毫升/米 3”栏中的“160”改为“218”，

在“气筒”、“压力桶”和“多元件气体容器”栏中插入“X”，

删除“特殊打包规定”栏中的“，k”。 

• 对于 UN 2198，将“LC50 毫升/米 3”栏中的“190”改为“261”，

在“气筒”、“压力桶”和“多元件气体容器”栏中插入“X”，

删除“特殊打包规定”栏中的“k”(两次)。 

 在表 3 中，对于 UN 1052，将“LC50毫升/米 3”栏中的“966”改为

“1307”。 

4.1.4.1, P205 (5)、(6)和(7) 将“ISO 16111:2008”改为“ISO 16111:2008 或 ISO 

16111:2018”。 

4.1.4.1, P205 (7) 在结尾新增一句，内容如下：“要确定在定期检查和试验时适

用的标准，见 6.2.2.4。”。 

4.1.4.1, P208 (1)(a) 将“ ISO 11513:2011 或 ISO 9809-1:2010”替换为“ ISO 

11513:2011、ISO 11513:2019、ISO 9809-1:2010 或 ISO 9809-1:2019”。 

4.1.4.1, P208 (11) 将“ISO 11513:2011 的附件 A”替换为“ISO 11513:2011 (适用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附件 A 或 11513:2019 的附件 A”。 

4.1.4.1, P408 (2) 在结尾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621 (1) 对于“桶”，将括号中内容改为“(1A1, 1A2, 1B1, 1B2, 1N1, 1N2, 

1H1, 1H2, 1D, 1G)”。对于“罐”，将括号中内容改为“(3A1, 3A2, 3B1, 

3B2, 3H1, 3H2)”。 

4.1.4.1, P801 在结尾(2)后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1)和(2)中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903 (2) 在第一句中，at the beginning, replace “cells or batteries” by 

“a cell or a battery”(与中文无关――译注)，删除结尾的“，以及这类

电池或电池组的集合”。 

4.1.4.1, P903 (4)和(5) In the penultimate sentence, transfer the phrase “when 

intentionally activ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to read: “When 

intentionally active, devices such as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tags, watches and temperature loggers, which are not capable of generating 

a dangerous evolution of heat, may be transported in strong outer 

packagings.”(与中文无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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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 P903 在结尾(5)后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2)、(4)和(5)中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905 在标题行之后的第二行第一句后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906 (2) 在子段(b)之下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 1： 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在最后一段之下、附加规定之前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 2： 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907 在结尾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909 在结尾(4)后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3)和(4)中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910 (3) 在结尾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允许使用的包装净重可超过 400 千克(见 4.1.3.3)。” 

4.1.4.1, P911 在注 a 结尾新增一个缩进段，内容如下： 

“(i) 如果是多个电池组和多个内含电池组的设备，则应考虑电池组和设备的

最大数目、电池组的最大总蓄电量以及包装件内的配置(包括部件的隔离和保护)

等附加要求。” 

4.1.4.2, IBC02 将特殊打包规定 B15 中的“带硬塑料内贮器的复合中型散货箱”

替换为“复合中型散货箱硬塑料内贮器”。 

4.1.4.2, IBC07 新增一条特殊打包规定，内容如下： 

“B20 UN3550 可以使用带防筛漏衬里的软体中型散货箱(13H3 或 13H4)运输，

以防止在运输过程中粉末外泄。” 

4.1.4.2, IBC520 在第二句(第二行)中，将“以下所列配制品”替换为“未列入

2.4.2.3.2.3 和 2.5.3.2.4 但在以下列出的配制品”。 

4.1.4.3, LP906 将第三句改为“电池组和内含电池组的设备：”。 

 将(2)第二段改为如下： 

“如提出索要，应提供验证报告。验证报告至少应列出电池组的名称、《试验和标

准手册》第 38.3.2.3 节规定的类型、电池组的最大数目、电池组的总质量、电池

组的总蓄电量、大型包装的识别信息，以及按照主管部门规定的验证方法进行试

验所得的数据。验证报告还应给出一套说明包装件使用方式的具体说明。” 



 ST/SG/AC.10/48/Add.1 

 

11/42 21-02954 

 

 新增第四个缩进段，内容如下： 

“(4) 包装制造商及随后的经销商应向发货人提供包装件的具体使用说明。说

明至少应包括包装内可能含有的电池组和设备的标识、包装件内所装电池组的最

大数目和电池组的最大总蓄电量，以及包装件内的配置，包括在性能验证试验中

使用的隔离和保护。” 

 在注 a 结尾新增一个缩进段，内容如下： 

“(i) 如果是多个电池组和多个内含电池组的设备，则应考虑电池组和设备的

最大数目、电池组的最大总蓄电量以及包装件内的配置(包括部件的隔离和保护)

等附加要求。” 

4.1.6.1.6 在第一句结尾增加“，并考虑到任何组件的最低压力等级”。 

 插入新的第二句，内容如下：“压力等级低于其他组件的辅助设备仍

应该符合 6.2.1.3.1 的规定。” 

 删除最后一句。 

4.1.6.1.8 将倒数第二段第一句中“ISO 11117:1998 或 ISO 11117:2008 + Cor 

1:2009”替换为“ISO 11117:1998、ISO 11117:2008 + Cor 1:2009 或 ISO 

11117:2019”。 

 在最后一句“ISO 16111:2008”后增加“或 ISO 16111:2018”。 

4.1.6.1.10 将第一句“低温贮气”替换为“封闭式低温贮器”，并将“P205或P206”

替换为“P205、P206 或 P208”。 

4.1.9.1.4 删除第一句中“、罐柜、中型散货箱”。 

第 4.2 章 

4.2.5.2.1 在“第 6.7 章”后增加“或第 6.9 章”。 

4.2.5.2.2 在第一句括号内“参考钢”后增加“或纤维增强塑料的最小罐壳厚度”。 

4.2.5.2.6 在导言段第二句“(毫米参考钢)”后插入“或纤维增强塑料可移动罐

柜的最小罐壳厚度”。 

4.2.5.2.6 在表 T1-T22 标题行结尾新增二句，内容如下：“有纤维增强塑料罐

壳的可移动罐柜规范适用于种类 1、种类 3、5.1 项、6.1 项、6.2 项、

种类 8 和种类 9 的物质。此外，第 6.9 章的要求也适用于有纤维增强

塑料罐壳的可移动罐柜。”。 

4.2.5.2.6, T23 将标题行之下段落最后一句中“以下所列配置品”替换为“未列

入 2.4.2.3.2.3 和 2.5.3.2.4 但在以下列出的配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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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编号为 UN 3109 的“液态 F 型有机过氧化物”，在“物质”栏下

增加“叔丁基过氧氢，在 B 型稀释剂中，b 浓度不大于 56%”。 

 在表下新增一个注“b”，内容如下：“b  B 型稀释剂为叔丁醇”，

并将现有表注“b”至“d”重新编号为“c”至“e”。 

4.2.5.3, TP32 (a) 在第一句“金属”后插入“或纤维增强塑料”。 

第 4.3章 

4.3.1.15 将缩进段(a)至(i)替换为缩进段(a)至(c)，内容如下： 

“(a) 影响集装箱完整性的结构部件或支撑部件的弯曲、裂纹或断裂，或辅助设

备或操作设备的任何损害； 

(b) 整体结构的任何变形，或起重附件或装卸设备接口部件的任何损坏，足以

妨碍装卸设备的准确对准，导致难以安放和固定于底盘或车辆上，或放入

船只的槽中；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 

(c) 门铰、门封条和硬件失灵、扭曲、损坏、丢失或不起作用。” 

第 5.1 章 

5.1.5.1.3 改为如下： 

“5.1.5.1.3 主管部门可以批准一些规定，不完全符合本规章所有适用要求的托

运货物可以根据这些规定在特殊安排下运输(见 1.5.4)。” 

第 5.2 章 

5.2.1.7.1 将第三个缩进段“低温贮器”替换为“封闭式或开放式低温贮器”。 

5.2.1.7.2 (a) 将“低温贮器”替换为“封闭式或开放式低温贮器”。 

5.2.1.9.2 删除图 5.2.5 中的双星号，并删除图下带双星号的注。 

 在结尾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 《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第二十一修订版图 5.2.5

和 5.2.1.9 所示的标记，可继续适用到 2026 年 12 月 31 日。” 

第 5.4 章 

5.4.1.4.3 在(c)后新增一个缩进段，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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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熔融物质：当按照 1.2.1 的定义属于固体的物质在熔融状态下提交运输时，

应加上“熔融”这一定性词作为正式运输名称的一部分，除非这已经是正式运输

名称的一部分(见 3.1.2.5)；” 

 将现有缩进段(d)重新编号为(e)。 

 在结尾新增一个缩进段，内容如下： 

“(f) 稳定的和控制温度的物质：如果使用稳定手段，应在正式运输名称中加上

“稳定的”一词，除非这已经是正式运输名称的一部分，如果稳定是通过控制温

度或通过化学稳定和控制温度相结合实现的，应在正式运输名称中加上“控制温

度的”一词(见 3.1.2.6)。” 

5.4.1.5.3 将标题下的段落改为： 

 “危险货物按照 4.1.1.18 规定装在救助包装，包括大型救助包装、将

用作救助包装的更大尺寸的包装或适当类型和性能水平的大型包装中运输，应该

注明“救助包装”。 

 危险货物按照 4.1.1.19 规定装在救助压力贮器中运输，应该注明“救

助压力贮器”。 

5.4.1.5.4 将“当“稳定的”一词”替换为“当“控制温度的”一词”，删除“如

果稳定是通过控制温度实现的，”。 

5.4.1.5.12 改为如下： 

“5.4.1.5.12 在适用特殊规定情况下的附加条目 

 依照第 3.3 章特殊规定需要附加信息的，应将这一附加信息列入危险

货物运输单证。” 

第 6.1 章 

6.1.1.2 将第二句中“承受住 6.1.1.3 和 6.1.5 所述的各种试验”替换为“顺利

满足 6.1.1.3 和 6.1.5 所述的各种要求”。 

6.1.1.4 将注中“ISO 16106:2006”替换为“ISO 16106:2020”，并删除该项标

准标题开头的“包装―”。 

第 6.2 章 

6.2.1.1.1 删除“压力贮器”后的“及其封闭装置”。将后半句中“运输”替换

为“运输及预期使用”。 

6.2.1.1.4 将“使用”替换为“焊接”。 

6.2.1.1.5 将第一句中“气瓶、筒、压力桶”替换为“压力贮器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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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一句“气瓶”后插入“壳体”。 

6.2.1.1.6 将第一句和第二句中“压力贮器”替换为“气瓶或气瓶壳体”。 

 在最后一句中，将第一处“压力贮器”替换为“气瓶壳体”，将第二处

和第三处“压力贮器”替换为“气瓶”。 

6.2.1.1.8.2 将第三句和第四句中“压力贮器”替换为“内容器”。 

 将第四句中“配件”替换为“辅助设备”。 

6.2.1.1.9 将标题中“乙炔压力贮器”替换为“乙炔气瓶”。 

 将第一句中“压力贮器”替换为“气瓶壳体”。 

 将(a)中“压力贮器”替换为“气瓶壳体”。 

 将最后一句中“与压力贮器相匹配”替换为“与气瓶上与之接触的部

件相匹配”。 

6.2.1.2.1 将“压力贮器及与危险货物直接接触的封闭装置”替换为“与危险货

物直接接触的压力贮器”。 

6.2.1.2.2 删除第一句开头“压力贮器”后的“及其封闭装置”。 

6.2.1.3.1 将“除降压装置外”替换为“除多孔、吸收性或吸附性材料、降压装

置、压力表或指示器外”，并将“阀门、管道和其他承受压力的配件”

替换为“承受压力的辅助设备”。 

6.2.1.3.2 改为如下： 

“6.2.1.3.2 辅助设备的配置或设计，应该能防止在正常装卸和运输条件下可能

导致压力贮器内装物漏出的损坏和意外开启。所有封闭装置的保护方式应与

4.1.6.1.8 中对阀门的要求相同。通到断流阀的各种管道应该足够柔软，以防断流

阀和管道被切断或释放出压力贮器的内装物。” 

6.2.1.3.3 将“应该配备滑轨、环圈、皮带等装置”替换为“应该配备滑轨、环

圈、皮带等装卸装置”。 

6.2.1.4.1 删除以“压力贮器……”开头的第二句。 

6.2.1.4.3 插入新的第 6.2.1.4.3 段，内容如下： 

“6.2.1.4.3 压力贮器壳体和封闭式低温贮器内容器应该由检查机构进行检查、

试验和批准。” 

6.2.1.4.4 插入新的第 6.2.1.4.4 段，内容如下： 

“6.2.1.4.4 对于可再充装的气瓶、压力桶和筒，壳体和封闭装置的合格评估可以

分开进行。在这些情况下，不需要对最终组件进行附加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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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气瓶捆包，气瓶壳体和阀门可以分开评估，但需要对整套组件进

行附加评估。 

 对于封闭式低温贮器，内容器和封闭装置可以分开评估，但需要对整

套组件进行附加评估。 

 对于乙炔气瓶，合格评估应包括以下内容之一： 

 (a) 一次涵盖气瓶壳体及所含多孔材料的合格评估； 

 (b) 对空的气瓶壳体进行单独的合格评估，并对含有多孔材料的气

瓶壳体进行附加合格评估。” 

6.2.1.5.1 将第一句中“封闭式低温贮器和金属氢贮存系统”替换为“封闭式低

温贮器、金属氢贮存系统和气瓶捆包”，并在“适用的设计标准”后

插入“或公认的技术规范”。 

 将(a)之前一行中“压力贮器”替换为“压力贮器壳体”。 

 删去(d)中“压力贮器的”。 

 将(e)中“颈部螺纹”替换为“用于安装封闭装置的螺纹”。 

 将(g)之前一行中“所有压力贮器”替换为“所有压力贮器壳体”。 

 将(g)中“压力贮器”替换为“压力贮器壳体”。 

 将(h)两句中“压力贮器”替换为“压力贮器壳体”。 

 将(i)中“压力贮器”替换为“压力贮器壳体”。 

 将(j)中“压力贮器”替换为“气瓶壳体”。 

 在(j)后插入新规定，内容如下： 

“对一个适当的封闭装置样品： 

(k) 检验材料； 

(l) 检验尺寸； 

(m) 检验洁净度； 

(n) 检查已完成的组件； 

(o) 检验有无标记。 

对所有封闭装置： 

(p) 测试防漏性。” 

6.2.1.5.2 改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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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5.2 封闭式低温贮器在制造期间和之后应该按照适用的设计标准或公认

的技术规范进行试验和检查，包括下列试验和检查： 

 对一个适当的内容器样品： 

 (a) 测试制造材料的机械特点； 

 (b) 检验最小壁厚； 

 (c) 检查外部和内部状况； 

 (d) 检验是否符合设计标准或规范； 

 (e) 根据适用的设计和制造标准或规范，用放射线照像、超声波或其他

适当的非破坏性试验方法对焊接处进行检查。 

 对所有内容器： 

 (f) 液压试验。内容器应该达到设计和制造的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所规

定的接受标准； 

  注： 在主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液压试验可以使用气体试验替代，

但这项操作不得带来任何危险。 

 (g) 检查和评估制造缺陷，对之加以修理或者规定该内容器不能投入

使用； 

 (h) 检查标记。 

对一个适当的封闭装置样品： 

 (i) 检验材料； 

 (j) 检验尺寸； 

 (k) 检验洁净度； 

 (l) 检查已完成的组件； 

 (m) 检验有无标记。 

对所有封闭装置： 

 (n) 测试防漏性。 

对一个适当的已完成封闭式低温贮器样品： 

 (o) 测试辅助设备运行情况是否令人满意； 

 (p) 检验是否符合设计标准或规范。 

对所有已完成的封闭式低温压力贮器： 

 (q) 测试防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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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5.3 将第一句中“贮器”替换为“压力贮器壳体”。 

6.2.1.5.4 插入一个新段，内容如下： 

“6.2.1.5.4 对气瓶捆包，气瓶壳体和封闭装置应该接受 6.2.1.5.1 规定的首次检

查和试验。应该对足够数量的框架样品进行验证负载试验，验证负载应达到气瓶

捆包最大总重量的两倍。 

此外，所有气瓶捆包歧管均需经过液压试验，所有已完成的气瓶捆包均需经过防

漏试验。 

注： 在主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液压试验可以使用气体试验替代，但这

项操作不得带来任何危险。” 

6.2.1.6.1 将(c)和(d)替换为： 

“(c) 检查螺纹是否有下述现象之一： 

 ㈠ 是否有腐蚀迹象； 

 ㈡ 封闭装置或其他辅助设备是否已摘掉； 

(d) 对压力贮器壳体进行液压试验，以及必要时通过适当的试验检验材料的

特点。” 

 将注 2 中“气瓶和圆筒”改为“气瓶壳体或筒壳体”。 

 将注 3 改为如下： 

“注 3： 6.2.1.6.1 (b)的内部状况检查和 6.2.1.6.1 (d)的液压试验可以超声波检

测替代，无缝钢气瓶壳体和无缝铝合金气瓶壳体按 ISO 18119:2018 进行。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的过渡期内，无缝铝合金气瓶可采用 ISO 10461:2005 +A1:2006

标准，无缝钢气瓶壳体可采用 ISO 6406:2005 标准，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插入新的注 4，内容如下： 

“注 4： 对气瓶捆包，上文(d)规定的液压试验应该在气瓶壳体和歧管上进行。” 

 替换当前的(e)，并新增(f)，内容如下： 

“(e) 在重新投入使用之前，应检查辅助设备。这项检查可以与压力贮器壳体的

检查分开进行； 

(f) 重新组装后对气瓶捆包进行防漏试验。” 

6.2.1.6.2 将“压力贮器”替换为“气瓶”。 

6.2.1.7.2 改为如下： 

“6.2.1.7.2 对压力贮器壳体和封闭式低温贮器内容器制造商的技术测试，在一

切情况下都应该由批准国主管部门核可的检查机构进行。如果主管部门要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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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对封闭装置制造商进行技术测试。这项测试应该在设计类型批准期间或在生产

检查和核证期间进行。” 

6.2.2 删去注 2 中“联合国核证的压力贮器”后的“和服务设备”。 

6.2.2.1.1 将第一句中“联合国气瓶”替换为“可再充装的联合国气瓶壳体”。 

 在表中“ISO 9809-1:2010”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另行

通知”替换为“到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9809-1:2010”条

目后新增一个条目，内容如下： 

ISO 9809- 

1:2019  

气瓶――可再充装的无缝钢气瓶和筒的设计、制

造和试验――第 1 部分：抗拉强度小于 1,100 兆帕

的调质钢气瓶和筒 

另外通知 

 在表中“ISO 9809-2:2010”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另行

通知”替换为“到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9809-2:2010”条

目后新增一个条目，内容如下： 

ISO 9809- 

2:2019  

气瓶――可再充装的无缝钢气瓶和筒的设计、制

造和试验――第 2 部分：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

1,100 兆帕的调质钢气瓶和筒 

另外通知 

 在表中“ISO 9809-3:2010”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另行

通知”替换为“到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9809-3:2010”条

目后新增一个条目，内容如下： 

ISO 9809- 

3:2019  

气瓶――可再充装的无缝钢气瓶和筒的设计、制

造和试验――第 3 部分：正火钢气瓶和筒 

另外通知 

 删除表中“ISO 11118:1999”和“ISO 11118:2015”两行。 

 将表后注 1 中“复合气瓶”替换为“复合气瓶壳体”。 

 将表后注 2 第一句中“复合气瓶”替换为“复合气瓶壳体”。将第二

句中“气瓶”替换为“复合气瓶壳体”。将最后一句中“气瓶”替换

为“气瓶壳体”。 

6.2.2.1.2 将第一句中“联合国(气)筒”替换为“联合国(气)筒壳体”。 

 将表中“ISO 11515:2013”一行的“另行通知”替换为“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该行之下新增一行，内容如下： 

ISO 11515:2013 

+ Amd 1:2018  

气瓶――水容量在 450 升至 3,000 升之间可再充

装的复合强化筒――设计、制造和试验 

另外通知 

 在表结尾新增条目，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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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809-1:2019  气瓶――可再充装的无缝钢气瓶和筒的设计、制

造和试验――第 1 部分：抗拉强度小于 1,100 兆

帕的调质钢气瓶和筒 

另外通知 

ISO 9809-2:2019 气瓶――可再充装的无缝钢气瓶和筒的设计、制

造和试验――第 2 部分：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

1,100 兆帕的调质钢气瓶和筒 

另行通知 

ISO 9809-3:2019 气瓶――可再充装的无缝钢气瓶和筒的设计、制

造和试验――第 3 部分：正火钢气瓶和筒 

另行通知 

 将表后注 1 中“复合气筒”替换为“复合气筒壳体”。 

 将表后注 2 第一句中“复合气筒”替换为“复合气筒壳体”。将第

二句中“气筒”替换为“复合气筒壳体”。将最后一句中“气筒”

替换为“气筒壳体”。 

6.2.2.1.3 在第一个表中“ISO 9809-1:2010”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

“另行通知”改为“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9809-1:2010”

条目之后，增加以下新条目： 

ISO 9809- 

1:2019 

气瓶――可再充装的无缝钢气瓶和筒的设计、

制造和试验――第 1 部分：抗拉强度小于 1 100

兆帕的调质钢气瓶和筒 

另行通知 

 在第一个表中“ISO 9809-3:2010”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

“另行通知”改为“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9809-3:2010”

条目之后，增加以下新条目： 

ISO 9809- 

3:2019 

气瓶――可再充装的无缝钢气瓶和筒的设计、

制造和试验――第 3 部分：正火钢气瓶和筒 

另行通知 

6.2.2.1.4 将“联合国低温贮器”改为“联合国封闭式低温贮器”。 

 在表中“ISO 21029-1:2004”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另

行通知”改为“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21029-1:2004”条

目之后，增加以下新条目： 

ISO 21029- 

1:2018+ 

Amd.1:2019 

低温容器――体积不大于 1 000 升的可运输真

空绝缘容器――第 1 部分：设计、制造、检查

和试验 

另行通知 

6.2.2.1.5 在表中“ISO 16111:2008”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另行

通知”改为“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16111:2008”条目之

后，增加以下新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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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6111:2018 可运输的气体贮存装置――可逆性金属氢化物

吸收的氢 

另行通知 

6.2.2.1.6 In the first sentence, replace “The standard shown below” with “The 

following standard”(与中文无关――译注)。 

 在第二句中，将第二处“联合国核证的气瓶”改为“联合国核证的气

瓶或联合国核证的气瓶壳体”。 

 在表中“ISO 10961:2010”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另行

通知”改为“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10961:2010”条目之

后，增加以下新条目： 

ISO 10961:2019 气瓶――气瓶捆包――设计、制造、试验和检

查 

另行通知 

 将表下方原注改为： 

“注： 在已有的联合国气瓶捆包中更换同一设计类型(包括相同试验压力)

的一个或多个气瓶或气瓶壳体，无须对原捆包进行新的合格评估。如气瓶捆包的

辅助设备符合批准的设计类型，也可更换该辅助设备而无须进行新的合格评估。” 

6.2.2.1.7 在表中“ISO 11513:2011”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另行

通知”改为“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11513:2011”条目之

后，增加以下新条目： 

ISO 11513:2019 气瓶――可再充装焊接钢气瓶，含有用于次大

气压气体包装的材料(不包括乙炔) ――设

计、制造、试验、使用和定期检查 

另行通知 

 在表中“ISO 9809-1:2010”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另行

通知”改为“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9809-1:2010”条目

之后，增加以下新条目： 

ISO 9809-1:2019 气瓶――可再充装的无缝钢气瓶和筒的设

计、制造和试验――第 1 部分：抗拉强度小

于 1 100 兆帕的调质钢气瓶和筒 

另行通知 

6.2.2.1.8 在表中“ISO 21172-1:2015”一行，将“另行通知”改为“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表中“ISO 21172-1:2015”条目之后，新增一行，内容

如下： 

ISO 21172- 

1:2015+  

Amd 1:2018 

气瓶――用于运输气体的焊接钢压力桶，容

量不超过 3 000 升――设计和制――第 1 部

分：容量不超过 1 000 升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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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9 插入一个新的段落和表格，内容为： 

“6.2.2.1.9 下列标准适用于不可再充装的联合国气瓶的设计、制造及首次检查

和试验，但有关合格评估制度的检查要求和批准，应该按 6.2.2.5 进行。 

参考标准 名称 制造适用时间 

ISO 11118:1999 气瓶――不可再充装的金属气瓶――规格

和试验方法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ISO 13340:2001 可运输的气瓶――不可再充装的气瓶使

用的气瓶阀门――规格和样品试验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ISO 11118:2015 气瓶――不可再充装的金属气瓶――规格

和试验方法 

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ISO 11118:2015 

+Amd.1:2019 

气瓶――不可再充装的金属气瓶――规格

和试验方法 

另行通知 

” 

6.2.2.2 删除第一句中的“压力贮器”。 

6.2.2.3 将标题“辅助设备”改为“封闭装置及其保护设备” 

 将第一句改为“下列标准适用于封闭装置及其保护设备的设计、制造

及首次检查和试验：” 

 在第一个表中“ISO 11117:2008 + Cor.1:2009”一行，将“制造适用时

间”一栏的“另行通知”改为“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11117:2008 + Cor.1:2009”条目之后，增加以下新条目： 

ISO 11117:2019 气瓶――阀门保护帽和保护装置――设计、制

造和试验 

另行通知 

 在第一个表中，删除“ISO 13340:2001”一行。 

 在第一个表中“ISO 17871:2015”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

“另行通知”改为“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名称”一栏中，

在名称下新增一条注，内容如下： 

“注：本标准不适用于易燃气体”。 

 在第一个表中 “17871:2015”条目之后，增加以下新条目： 

ISO 17871:2020 气瓶――速释气瓶阀门――规格和类型试验 另行通知 

 在第二个表中“ISO 16111:2008”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

“另行通知”改为“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16111:2008”

条目之后，增加以下新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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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6111:2018 可运输的气体贮存装置――可逆性金属氢化

物吸收的氢 

另行通知 

6.2.2.4 将第一句改为“下列标准适用于联合国压力贮器的定期检查和试验：”。 

 在第一个表中“ISO 6406:2005”一行，将“另行通知”改为“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表中“ISO 6406:2005”条目之后，新增一行，内

容如下： 

ISO 18119:2018 气瓶――无缝钢及无缝铝合金气瓶和筒――定

期检查和试验 

另行通知 

 在第一个表中“ISO 10460:2005”一行，将“另行通知”改为“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表中“ISO 10460:2005”条目之后，新增一行，内

容如下： 

ISO 10460:2018 气瓶――焊接铝合金、碳和不锈钢气瓶――定

期检查和试验 

另行通知 

 在第一个表中“ISO 10461:2005/A1:2006”一行，将“另行通知”改

为“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在第一个表中“ISO 10462:2013”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

“另行通知”改为“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10462:2013”

条目之后，增加以下新条目： 

ISO 10462:2013  

+ Amd1:2019 

气瓶――乙炔气瓶――定期检查和保养 另行通知 

 在第一个表中“ISO 11513:2011”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

“另行通知”改为“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11513:2011”

条目之后，增加以下新条目： 

ISO 11513:2019 气瓶――可再充装焊接钢气瓶，含有用于次

大气压气体包装的材料(不包括乙炔) ――设

计、制造、试验、使用和定期检查 

另行通知 

 删除“ISO 11623:2002”一行。 

 在第一个表的末尾，增加以下新条目： 

ISO 23088:2020 气瓶――焊接钢压力桶的定期检查和试

验――容量不超过 1 000 升 

另行通知 

 在第二个表中“ISO 16111:2008”一行，将“制造适用时间”一栏的

“另行通知”改为“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ISO 16111:2008”

条目之后，增加以下新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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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6111:2018 可运输的气体贮存装置――可逆性金属氢化

物吸收的氢 

另行通知 

6.2.2.5 在 6.2.2.5 开头，将 6.2.2.5.1 重新编号为 6.2.2.5.0，并在结尾处(“验

证”的定义之后)插入一条新注，内容如下： 

“注： 在本分节中，当使用单独评估时，压力贮器一词应酌情指压力贮器、

压力贮器壳体、封闭式低温贮器的内容器或封闭装置”。 

6.2.2.5.1 插入新的第 6.2.2.5.1 段，内容为： 

“6.2.2.5.1 压力贮器的合格评估应采用 6.2.2.5 的要求。第 6.2.1.4.3 段详细说

明了压力贮器的哪些部分可以单独进行合格评估。不过，在下列情况下，可用主

管部门规定的要求取代 6.2.2.5 的要求： 

(a) 封闭装置的合格评估； 

(b) 气瓶捆包整套组件的合格评估，前提是气瓶壳体已按照 6.2.2.5

的要求进行合格评估； 

(c) 封闭式低温贮器整套组件的合格评估，前提是内容器已按照

6.2.2.5 的要求进行合格评估”。 

6.2.2.5.4.9 将(c)项原有案文改为：“根据压力贮器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要求，按

照批准的设计类型，开展或监督压力贮器的试验；”。 

  倒数第二段结尾新增一句，内容为：“如果在颁发证书时无法详尽

评价制造材料与压力贮器内装物的相容性，则应在设计类型批准证

书中注明未完成兼容性评估”。 

6.2.2.7 Amend the Note by replacing“6.2.2.9 and marking”with“6.2.2.9, 

marking”(与中文无关――译注)。在注的末尾插入“，封闭装置的标

记要求，见 6.2.2.11”。 

6.2.2.7.1 将第一句中“压力贮器”改为“压力贮器壳体和封闭式低温贮器”。 

  将第二句改为“这些标记应该永久固定下来(如打印、雕刻、蚀刻)。 

  将第三句中“压力贮器的肩部、顶端或颈部”改为“压力贮器壳体

的肩部、顶端或颈部”。 

6.2.2.7.2(b) 结尾增加一条新注，内容如下： 

“注： 对于乙炔气瓶，还应标记 ISO 3807 标准”。 

6.2.2.7.2，(e)项之后 插入一条新注，内容如下： 

“注： 如果按照 6.2.1.4.3 (b)对乙炔气瓶进行合格评估，而气瓶壳体和乙炔气瓶

的检查机构不同，则需要各机构分别作出标记(d)。仅需要成品乙炔气瓶的首次

检查日期(e)。如果负责首次检查和试验的检查机构的批准国不同，则应再作一

个标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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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7.3(g) 将第二句中“阀门、阀门保护帽”改为“封闭装置、阀门保护帽”。 

6.2.2.7.3(i) 结尾增加一条新注，内容如下： 

“注：当气瓶壳体拟用作乙炔气瓶(包括多孔材料)时，在乙炔气瓶完工前不需要

工作压力标记”。 

6.2.2.7.3(j) 将第一句中“液化气体或冷冻液化气体”改为“液化气体、冷冻液

化气体和溶解气体”。 

6.2.2.7.3(k)和(l) 将(k)和(l)段改为： 

“(k) 对于装运编号为 UN 1001 的溶解乙炔的气瓶： 

㈠ 以千克为单位的皮重包括空瓶壳体、充装过程中未去除的辅助设备

(包括多孔材料)、任何涂层、溶剂和饱和气体的质量总和，用四舍

五入至最后一位数的三位有效数字表示，后加字母“KG”。小数点

后应该至少有一位数字。少于 1 千克的压力贮器，质量应该用四舍

五入至最后一位数的两位有效数字表示； 

㈡ 多孔材料的识别标记(例如：名称或商标)； 

㈢ 已充装的乙炔气瓶总质量(以千克为单位)，后加字母“KG”； 

(l) 对于装运编号为 UN 3374 的无溶剂乙炔的气瓶： 

㈠ 以千克为单位的皮重包括空瓶壳体、充装过程中未去除的辅助设备

(包括多孔材料)和任何涂层的质量总和，用四舍五入至最后一位数

的三位有效数字表示，后加字母“KG”。小数点后应该至少有一位

数字。少于 1 千克的压力贮器，质量应该用四舍五入至最后一位数

的两位有效数字表示； 

㈡ 多孔材料的识别标记； 

㈢ 已充装的乙炔气瓶总质量(以千克为单位)，后加字母“KG”；” 

6.2.2.7.4(n) 在原有案文之后插入一条新注，内容如下： 

“注：对于乙炔气瓶，如果乙炔气瓶的制造商和气瓶壳体的制造商不同，只需要

成品乙炔气瓶制造商的标记”。 

6.2.2.7.8 修改如下： 

“6.2.2.7.8 可将符合 6.2.2.7.7 的标记刻在安装阀门时固定在气瓶或压力桶

上的金属环上，该金属环只能通过断开阀门与气瓶或压力桶的连接来拆除”。 

6.2.2.8 将标题中“压力贮器”改为“气瓶”。 

6.2.2.8.1 将第一句中两处“压力贮器”改为“气瓶”。 

  将第二句中“压力贮器”改为“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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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第三句中第一处“压力贮器”改为“气瓶壳体”、第二处“压力贮

器”改为“气瓶”。 

  将第四句中两处“压力贮器”改为“气瓶”。 

  将第五句中两处“压力贮器”改为“气瓶”。 

6.2.2.8.3 将注中“压力贮器”改为“气瓶”。 

6.2.2.10.1 将“单个气瓶”改为“单个气瓶壳体”。 

  插入新的第二句，内容为：“气瓶捆包中的单个封闭装置，应按

6.2.2.11 标记。”。 

6.2.2.10.3(b) 在第一句中，将括号内的短语改为“气瓶壳体和辅助设备”。 

  In the second sentence after“tare”delete“mass”(与中文无关――译注)。 

6.2.2.11 插入新的第 6.2.2.11 段，内容如下： 

“6.2.2.11 可再充装的联合国压力贮器封闭装置的标记 

  对于封闭装置，应该清楚、易辨读地作出以下永久标记(如打印、雕

刻或蚀刻)： 

(a) 制造商的识别标记； 

(b) 设计标准或设计标准名称； 

(c) 制造日期(年月或年和星期)； 

(d) 负责首次检查和试验的检查机构的识别标记(如适用)。 

  当阀门的试验压力小于阀门充装接头额定值所示试验压力时，应予

以标记”。 

6.2.4 在标题下方新增一段，内容如下： 

“6.2.4.1 50℃时喷雾器的内部压力在使用易燃液化气体时，不得超过 1.2 兆帕

(12 巴)，使用非易燃液化气体时不得超过 1.32 兆帕(13.2 巴)，使用非易燃压缩或

溶解气体时不得超过 1.5 兆帕(15 巴)。如果是几种气体的混合物，则适用较为严

格的限制”。 

 标题下方原有段落成为第 6.2.4.2 段。 

 将下列分段重新编号：6.2.4.1 改为 6.2.4.2.1、6.2.4.1.1 改为 6.2.4.2.1.1、

6.2.4.1.2 改为 6.2.4.2.1.2、6.2.4.2 改为 6.2.4.2.2、6.2.4.2.1 改为

6.2.4.2.2.1、6.2.4.2.2 改为 6.2.4.2.2.2、6.2.4.2.2.1 改为 6.2.4.2.2.2.1、

6.2.4.2.2.2 改为 6.2.4.2.2.2.2、6.2.4.2.3 改为 6.2.4.2.2.3、6.2.4.2.3.1 改

为 6.2.4.2.2.3.1、6.2.4.2.3.2 改为 6.2.4.2.2.3.2、6.2.4.3 改为 6.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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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重新编号为 6.2.4.2 段落案文中的“6.2.4.1”改为“6.2.4.2.1”、“6.2.4.2”

改为“6.2.4.2.2”。 

 将重新编号为 6.2.4.2.2 段落案文中的“6.2.4.2.1”改为“6.2.4.2.2.1”、

“6.2.4.2.2”改为“6.2.4.2.2.2”。 

 将重新编号为 6.2.4.2.3 段落案文中的“6.2.4.1”改为“6.2.4.2.1”、

“6.2.4.2”改为“6.2.4.2.2”。 

第 6.3 章 

6.3.2.1 将第二句中“承受 6.3.5 中所述的试验”改为“顺利满足 6.3.5 所述

的要求”。 

6.3.2.2 将注中“ISO 16106:2006”改为“ISO 16106:2020”，并删除该项标准

标题开头的“包装――”。 

第 6.4 章 

6.4.12.1 在第一句中，删除“2.7.2.3.1.3、2.7.2.3.1.4、”，并在“2.7.2.3.4.2”之

后插入“、2.7.2.3.4.3”。 

6.4.12.2 删除“2.7.2.3.1.3、2.7.2.3.1.4、”，并在“2.7.2.3.4.2”之后插入“、

2.7.2.3.4.3”。 

6.4.24.1 将 6.4.24.1 上方标题改为：“根据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

条例》1985 年版、1985 年版(1990 年修正)、1996 年版、1996 年版

(修订)、1996 年版(2003 年修正)、2005 年版、2009 年版和 2012 年版

无需得到主管部门批准的包装件设计”。 

6.4.24.1(a) 改为：“符合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1985 年版或

1985 年版(1990 年修正)要求的包装件：”。 

6.4.24.1(b) 改为：“符合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1996 年版、1996

年版(修订)、1996 年版(2003 年修正)、2005 年版、2009 年版或 2012

年版要求的包装件：”。 

6.4.24.2 将 6.4.24.2 上方标题改为：“根据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

条例》1985 年版、1985 年版(1990 年修正)、1996 年版、1996 年版

(修订)、1996 年版(2003 年修正)、2005 年版、2009 年版和 2012 年版

批准的包装件设计”。 

6.4.24.2(a) 改为：“如果包装是按照主管部门批准的包装件设计制造，而且是

根据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1985 年版或 1985 年

版(1990 年修正)的规定批准，则可以继续使用，但须满足以下所有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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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4.2(b) 改为：“如果包装是按照主管部门批准的包装件设计制造，而且是根

据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1996 年版、1996 年版(修

订)、1996 年版(2003 年修正)、2005 年版、2009 年版或 2012 年版的

规定批准，则可以继续使用，但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6.4.24.3 将“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 No.6”改为“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

质安全运输条例》”。 

6.4.24.4 改为：“2028 年 12 月 31 日之后，不允许按照符合原子能机构《放射

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1996 年版、1996 年版(修订)、1996 年版(2003

年修正)、2005 年版、2009 年版或 2012 年版规定的包装件设计开始

制造新的包装。”。 

6.4.24.5 将 6.4.24.5 上方标题中“(2009 年版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 No.TS-

R-1)”改为“(2009 年版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 

 In the paragraph, replace “ or (iii) of the 2009 Edition of IAEA 

Regulations” by“or (iii) of the 2009 edition of the IAEA Regulations”

(与中文无关――译注)。 

6.4.24.6 将 6.4.24.6 上方标题改为：“根据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

条例》1985 年版、1985 年版(1990 年修正)、1996 年版、1996 年版

(修订)、1996 年版(2003 年修正)、2005 年版、2009 年版和 2012 年版

批准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 

 将该段内容改为： 

“如果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是按照主管部门单方批准的设计制造，而且是根据原

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1985 年版、1985 年版(1990 年修正)、1996

年版、1996 年版(修订)、1996 年版(2003 年修正)、2005 年版、2009 年版和 2012

年版的规定批准，则可以继续使用，但应根据 1.5.3.1 的适用要求遵守强制性管理

制度。对于主管部门根据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1985 年版或

1985 年版(1990 年修正)单方批准的设计，不应按照此种设计制造新的特殊形式放

射性物质。对于主管部门根据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1996 年版、

1996 年版(修订)、1996 年版(2003 年修正)、2005 年版、2009 年版和 2012 年版规

定单方批准的设计，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后，不允许按照此种设计开始制造新的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 

  第 6.5 章 

6.5.1.1.2 修订如下： 

“6.5.1.1.2 6.5.3 中对中型散货箱的要求是以目前使用的中型散货箱为依据的。

考虑到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反对使用规格与 6.5.3 和 6.5.5 的规定不同的中型散货

箱，只要是同样有效，能为主管部门接受，并能顺利满足 6.5.4 和 6.5.6 所述的各

项要求。不同于本规章所述的其他检查和试验方法，只要是等效的，也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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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1.2 新增 6.5.2.1.2 如下： 

“6.5.2.1.2 使用 1.2.1 界定的回收塑料制成的中型散货箱，应作“REC”标记。

硬质中型散货箱的这一标记应置于 6.5.2.1.1 规定的标记附近。复合中型散货箱内

贮器的这一标记应置于 6.5.2.2.4 规定的标记附近。” 

 将当前的 6.5.2.1.2 和 6.5.2.1.3 分别重新编号为 6.5.2.1.3 和 6.5.2.1.4。 

6.5.4.1 将注中的“ISO 16106:2006”替换为“ISO 16106:2020”，并删除该项

标准标题开头的“包装――”。 

6.5.5.3.2 在第一句后新增一句如下：“除了 1.2.1 界定的回收塑料外，不得使

用同一制造工序生产残余物料或回收物料以外的任何旧材料。” 

6.5.5.3.5 删除。 

6.5.5.4.6 在第一句后新增一句如下：“除了 1.2.1 界定的回收塑料外，不得使

用同一制造工序生产残余物料或回收物料以外的任何旧材料。” 

6.5.5.4.9 删除。 

 将当前的 6.5.5.4.10 至 6.5.5.4.26 重新编号为 6.5.5.4.9 至 6.5.5.4.25。 

 在重新编号的 6.5.5.4.19 中，将“6.5.5.4.9”替换为“6.5.5.4.8”。 

  第 6.6 章 

6.6.1.2 将注中的“ISO 16106:2006”替换为“ISO 16106:2020”，并删除该项

标准标题开头的“包装――”。 

6.6.1.3 在第二句中，将“顺利通过 6.6.5 所述的试验”替换为“顺利满足 6.6.5

所述的要求”。 

  第 6.7 章 

6.7 在第 6.7 章开头新增注如下： 

“注： 本章的要求也适用于第 6.9 章所述的有纤维增强塑料罐壳的可移动

罐柜”。 

6.7.3.8.1.1 删除脚注 5，并相应重新调整 6.7 中的脚注编号。在 6.7.3.8.1.1 末尾，

新增注如下，案文同原脚注 5： 

“注：此公式仅适用于临界温度远高于累积状态温度的非冷冻液化气体。临界温

度接近或低于累积状态温度的气体，降压装置排放能力的计算还应该考虑气体的

热力学特性(例如见 CGA S-1.2-2003“降压装置标准――第 2 部分――装压缩气体的

货运和便携式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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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9 章 

在第 6.8 章之后新增第 6.9 章如下： 

“ 第 6.9 章 

有纤维增强塑料罐壳的可移动罐柜的设计、制造、检查和试验要求 

6.9.1 适用和一般要求 

6.9.1.1 第 6.9.2 节的要求适用于拟装运由任何运输方式运输的种类 1、种类

3、5.1 项、6.1 项、6.2 项、种类 8 和种类 9 危险货物的有纤维增强塑料罐壳的可

移动罐柜。除本章的要求之外，除非另有规定，凡满足 1972 年《国际集装箱安全

公约》修订版“集装箱”一词定义的多式联运的有纤维增强塑料罐壳的可移动罐

柜，应该符合该公约的相关要求。 

6.9.1.2 本章的要求不适用于近海用可移动罐柜。 

6.9.1.3 第 4.2 章和第 6.7.2 节的要求适用于纤维增强塑料可移动罐柜罐壳，

但有关使用金属材料制造可移动罐柜罐壳的要求和本章规定的附加要求除外。 

6.9.1.4 考虑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在变通安排下改变本章的技术要求。变通

安排在与所运货物的性质相容方面，以及在纤维增强塑料可移动罐柜对撞击、载荷

和火灾的承受能力方面提供的安全性，不得低于本章要求所体现的安全性。对于国

际运输而言，变通安排之下的纤维增强塑料可移动罐柜应该经相应主管部门核准。 

6.9.2  纤维增强塑料可移动罐柜的设计、制造、检查和试验要求 

6.9.2.1 定义 

  6.7.2.1 的定义适用本节，但与用于制造可移动罐柜罐壳的金属材料

(“细粒钢”、“低碳钢”和“参考钢”)有关的定义除外。 

此外，以下定义适用于有纤维增强塑料罐壳的可移动罐柜： 

外层，是指罐壳直接暴露在大气中的部分； 

纤维增强塑料，是指包覆在热固性或热塑性聚合物(基体)内的纤维状和/或微粒状

增强材料； 

缠绕成型，是一种纤维增强塑料结构制造工艺，即将预浸基体材料或在缠绕过程

中浸渍基体材料的连续增强材料(长丝、带或其他材料)铺设在旋转的芯模上。成

型后通常为旋转曲面，可能包含罐盖。 

纤维增强塑料罐壳，是指拥有用于储存和运输化学物质的内容积的圆筒形封闭部件。 

纤维增强塑料罐柜，是指用纤维增强塑料罐壳制造罐柜及罐盖，带有辅助设备、

安全降压装置和其他安装设备； 

玻璃化转变温度，是指发生玻璃化转变的温度范围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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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糊成型，是指在模具上铺设增强材料和树脂的增强塑料成型工艺； 

衬里，是指纤维增强塑料罐壳内表面上防止与所运危险货物接触的一层； 

毡片，是指由随机取向、短切或加捻的纤维粘合成的不同长度和厚度的片状纤维

增强材料； 

平行罐壳样品，是指必须能够代表罐壳的纤维增强塑料试样。若不能使用切自罐

壳本身的部分作为试样，则应在制造罐壳结构时同时制造平行样品。平行罐壳样

品可以是平的，也可以是弯曲的； 

代表性样品，是指切自罐壳的样品； 

树脂灌注成型，是一种纤维增强塑料制造工艺，即将干性增强材料放入对模、带

真空袋的单面模具或其他模具，并通过在入口处施加外部压力和/或在排气口施加

全部或部分真空压力，将液态树脂注入部件； 

结构层，是指罐壳中须承受设计载荷的纤维增强塑料层； 

薄毡，是一种具有高吸收性的薄的毡片，用在纤维增强塑料产品铺层中，该铺层

中须有聚合物基体剩余部分含量(表面均匀性、耐化学性、防渗漏性等)。 

6.9.2.2 设计和制造的一般要求 

6.9.2.2.1 6.7.1 和 6.7.2.2 的要求适用于纤维增强塑料可移动罐柜。对于罐壳中

以纤维增强塑料为材质的部分，可免除第 6.7章的以下要求：6.7.2.2.1、6.7.2.2.9.1、

6.7.2.2.13 和 6.7.2.2.14。罐壳的设计和制造应该符合主管部门认可的适用于纤维

增强塑料的压力容器规则的要求。 

 此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6.9.2.2.2 制造商的质量制度 

6.9.2.2.2.1 质量制度应该包括制造商采用的一切要素、要求和规定。质量制度应

该以书面政策、程序和规范的形式，有系统、有次序地记录下来。 

6.9.2.2.2.2 内容应特别包括以下方面的充分描述： 

(a) 在设计和产品质量方面的组织结构和人员职责； 

(b) 设计可移动罐柜时使用的设计控制和设计检验技术、方法和程序； 

(c) 将采用的制造、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工序操作规范； 

(d) 质量记录，例如检查报告、试验数据和校准数据； 

(e) 在按 6.9.2.2.2.4 进行审计后，由管理部门进行审查，以推动质量制度

的有效运作； 

(f) 有关如何满足顾客要求的程序说明； 

(g) 文件控制及修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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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控制不合格可移动罐柜、购买的部件、加工物料和最后材料的手段； 

(i)  对相关人员的培训计划和资格程序。 

6.9.2.2.2.3 在质量制度下，制造的每个纤维增强塑料可移动罐柜均应符合下列

最低要求： 

(a) 使用检查和试验计划； 

(b) 进行目视检查； 

(c) 通过有记录的控制流程检验纤维的取向和质量分数； 

(d) 通过证书或其他单证检验纤维和树脂的质量和特性； 

(e) 通过证书或其他单证检验衬里的质量和特性； 

(f) 检验成型的热塑性树脂的特性或热固性树脂的固化度(以适用者为

准)，具体做法是采用按 6.9.2.7.1.2(h)确定的直接或间接方法(如巴柯

尔硬度试验方法或差示扫描量热法)，或按 6.9.2.7.1.2(e)对代表性样

品或平行罐壳试样进行为期 100 小时的蠕变试验； 

(g) 记录热塑性树脂成型工艺或热固性树脂固化和后固化工艺(以适用

者为准)； 

(h) 保留和归档罐壳样品(如切自人孔的样品)，供日后检查和罐壳检验之

用，期限为 5 年。 

6.9.2.2.2.4 质量制度的审计 

 质量制度应接受初次评估，确定其是否符合 6.9.2.2.2.1 至 6.9.2.2.2.3

的要求，为主管部门所认可。 

 审计结果应通知制造商。通知应包含审计结论和任何必要的纠正

行动。 

 应进行为主管部门所认可的定期审计，确保制造商保持并实行质量制

度。定期审计报告应提供给制造商。 

6.9.2.2.2.5 质量制度的保持 

 制造商应该保持经批准的质量制度，使其保持充分、有效。 

 制造商应该将任何预期的变化通知批准质量制度的主管部门。拟议

的变化应该进行评估，以便确定经修改的质量制度是否仍然满足 6.9.2.2.2.1 至

6.9.2.2.2.3 中的要求。 

6.9.2.2.3 纤维增强塑料罐壳 

6.9.2.2.3.1 纤维增强塑料罐壳应与可移动罐柜的结构件紧固连接。根据本章对

各项操作和试验条件的规定，纤维增强塑料罐壳支承和罐壳框架的附件均不应造

成超过罐壳结构设计许用值的局部应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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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2.3.2 罐壳应用适宜材料制成，能够在-40°С至+50°С的最低设计温度

范围内作业，除非运输作业所在国主管部门就特定的更严酷的气候或作业条件

(如加热元件)规定了温度范围。 

6.9.2.2.3.3 如果安装了加热系统，则该系统应符合 6.7.2.5.12 至 6.7.2.5.15 的要

求，同时符合下列要求： 

(a) 与罐壳一体或相连的加热元件的最高工作温度不得超过罐柜的最

高设计温度； 

(b) 加热元件的设计、控制和使用应确保所载物质的温度不能超过罐柜

的最高设计温度或使内部压力超过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值； 

(c) 罐柜及其加热元件的结构应便利检查罐壳是否存在可能的过热

效应。 

6.9.2.2.3.4 罐壳应由下列功能部分组成： 

– 衬里； 

– 结构层； 

– 外层。 

注：在满足所有适用的功能标准的情况下，上述各层可并为一层。 

6.9.2.2.3.5 内衬是罐壳的内部元件，旨在起主要屏障作用，提供对所载物质的

长期化学耐受性，防止与内装物发生任何危险反应或形成危险化合物，并防止因

产品经内衬扩散而造成结构层强度显著变弱的情况。应按照 6.9.2.7.1.3 检验化学

相容性。 

   内衬可以是纤维增强塑料衬里或热塑性衬里。 

6.9.2.2.3.6 纤维增强塑料衬里应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a) 表面层(“胶衣层”)：适当的富树脂表面层，以薄毡作为增强体，

与树脂和内装物相容。该层的最大纤维质量含量应为 30%，最小厚

度应为 0.25 毫米，最大厚度应为 0.60 毫米； 

(b) 加强层：一层或多层，最小厚度为 2 毫米，每平方米含有至少 900

克玻璃毡或短切纤维，且玻璃的质量含量不低于 30%，除非能证明

较低玻璃含量具有同等安全性。 

6.9.2.2.3.7 如果衬里由热塑性片材构成，则应使用合格的焊接程序和人员将片

材焊接成所需形状。此外，焊接而成的衬里应在焊缝的非液体接触面上铺设一层

导电介质，以方便进行火花试验。应采用适当方法，实现衬里与结构层之间的耐

久粘接。 

6.9.2.2.3.8 结构层的设计应能承受 6.7.2.2.12、6.9.2.2.3.1、6.9.2.3.2、6.9.2.3.4

和 6.9.2.3.6 所列的设计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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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2.3.9 树脂或涂料外层应能为罐柜结构层提供充分保护，防止暴露在环境

和作业中，包括暴露在紫外线辐射和盐雾中，并在偶尔遭货物飞溅的情况下提供

保护。 

6.9.2.2.3.10 树脂 

   树脂混合物的处理应按照供应商的建议进行。这些树脂包括： 

– 不饱和聚酯树脂； 

– 乙烯基酯树脂； 

– 环氧树脂； 

– 酚醛树脂； 

– 热塑性树脂。 

   根据 6.9.2.7.1.1 确定的树脂热变形温度应比 6.9.2.2.3.2 规定的罐壳

最高设计温度至少高 20°C，但任何情况下不得低于 70°C。 

6.9.2.2.3.11 增强材料 

   结构层增强材料的选择应符合结构层的要求。 

   内表面衬里应使用至少符合 ISO 2078:1993 + Amd 1:2015 的 C 型或

ECR 型玻璃纤维。热塑性薄毡只有在证明与预期内装物相容的情况下，才可用作

内衬。 

6.9.2.2.3.12 添加剂 

   树脂处理所需的添加剂(如催化剂、促进剂、固化剂和触变性物质)

以及用于改进罐柜的材料(如填料、色料、颜料等)不应造成材料强度变弱，同时

应考虑设计的预期寿命和预期温度。 

6.9.2.2.3.13 纤维增强塑料罐壳及其附件、辅助设备和结构装置的设计，应能在

设计寿命内承受 6.7.2.2.12、6.9.2.2.3、6.9.2.3.2、6.9.2.3.4 和 6.9.2.3.6 提及的载荷，

而不会使内装物漏损(通过任何脱气孔逸出的气体量除外)。 

6.9.2.2.3.14 对闪点不超过 60°C 的物质的特殊运载要求 

6.9.2.2.3.14.1 在制造用于运载闪点不超过 60°C 的种类 3 易燃液体的纤维增强

塑料罐柜时，应确保消除各部件的静电，避免危险电荷积累。 

6.9.2.2.3.14.2 测定的罐壳内外表面电阻不得高于 10⁹ 欧。这可以通过在树脂中使

用添加剂或使用金属网或碳网等层间导电片来实现。 

6.9.2.2.3.14.3 测定的对地放电电阻不得高于 10⁷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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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2.3.14.4 罐壳所有部件之间必须实现电气连接，与罐柜辅助设备和结构装置

的金属部件以及与车辆也必须实现电气连接。相互接触的部件和设备之间的电阻

不得超过 10 欧。 

6.9.2.2.3.14.5 应按照主管部门认可的程序，对制造的每个罐柜或罐壳试样进行

表面电阻和放电电阻的初次测定。在罐壳受损、需要修理的情况下，应重新测

定电阻。 

6.9.2.2.3.15 罐柜的设计应能承受 6.9.2.7.1.5 中的试验要求所规定的被火焰完全

吞没 30 分钟的影响，而不发生严重渗漏。经主管部门同意，可免除试验，这种情

况下，可通过对类似罐柜设计进行试验来提供充分证据。 

6.9.2.2.3.16 纤维增强塑料罐壳的制造工序 

6.9.2.2.3.16.1 纤维增强塑料罐壳的制造应采用缠绕成型、手糊成型、树脂灌注成

型或其他适当的复合材料生产工艺。 

6.9.2.2.3.16.2 纤维增强材料的重量应符合程序规格所规定的重量，公差为+10%

和-0%。应使用 6.9.2.2.3.11 和程序规格规定的一种或多种纤维类型来增强罐壳。 

6.9.2.2.3.16.3 树脂体系应为 6.9.2.2.3.10 规定的树脂体系中的一种。不得使用会

干扰树脂天然色的填料、颜料或染料添加剂，程序规格允许的除外。 

6.9.2.3 设计标准 

6.9.2.3.1 纤维增强塑料罐壳在设计上应该能够采用数学方法或通过实验方

法进行应力分析，使用电阻应变仪或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方法。 

6.9.2.3.2 纤维增强塑料罐壳在设计和制造上应能承受试验压力。危险货物一

览表第 10 栏列出并在 4.2.5 中说明的适用可移动罐柜规范，或危险货物一览表第

11 栏列出并在 4.2.5.3 中说明的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对某些物质作出了具体规

定。纤维增强塑料罐壳的最小壁厚应不小于 6.9.2.4 规定的壁厚。 

6.9.2.3.3 在规定的试验压力下，以毫米/毫米计量的罐壳最大拉伸相对变形

率不应导致微裂纹的形成，因此不应大于在 6.9.2.7.1.2(c)规定的拉伸试验中测得

的首个被测伸长点的树脂断裂或损坏。 

6.9.2.3.4 对于内部试验压力、6.7.2.2.10 规定的外部设计压力、6.7.2.2.12 规

定的静载荷以及由具有设计规定的最大密度和最大装载度的内装物引起的重力

静载荷，复合材料铺层的纵向、周向和任何其他面内方向的失效判据不得超过下

列数值： 

𝐹𝐶 ≤
1

𝐾
  

式中： 

𝐾 = 𝐾0 × 𝐾1 × 𝐾2 × 𝐾3 × 𝐾4 × 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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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最小值应为 4。 

 K0 为强度系数。在一般设计中，K0值应等于或大于 1.5。K0值应乘以

2，除非罐壳有完整金属骨架(包括纵、横结构部件)提供损坏防护； 

 K2 是与蠕变和老化引起的材料属性退化有关的系数。它应由以下公式

确定： 

𝐾1 =
1

𝛼𝛽
 

  式中，“α”为蠕变系数，“β”为老化系数，分别根据 6.9.2.7.1.2(e)

和(f)确定。计算时，系数α和系数β应介于 0 和 1 之间。 

  另外，在进行 6.9.2.3.4 所述的数值验证时，可采用 K2=2 的保守值

(此种情况下仍有必要进行试验，确定α和β)； 

 K2 是与树脂工作温度和热属性有关的系数，通过下式确定(最小值为1)：

K2=1.25-0.0125(HDT-70)，其中HDT 为树脂热变形温度，单位为°C；  

 K3 是与材料疲劳有关的系数；应使用 K3=1.75 这一数值，除非与主管

部门另有约定。对于 6.7.2.2.12 所述的动态设计，应使用 K3=1.1 这

一数值； 

 K4 是与树脂固化有关的系数，其数值如下： 

 1.0 以下情况使用：按照已获批且有记录的工艺进行固化，并且

6.9.2.2.2 所述的质量制度包括按照 6.9.2.7.1.2(一)的规定采用

直接测量方法(如按 ISO 11357-2:2016 确定的差示扫描量热法

(DSC)对每个纤维增强塑料可移动罐柜进行固化度检验； 

 1.1 以下情况使用：根据已获批且有记录的工艺进行热塑性树脂成

型或热固性树脂固化，并且 6.9.2.2.2 所述的质量制度包括按照

6.9.2.7.1.2(h)的规定，对每个纤维增强塑料可移动罐柜采用间

接测量方法检验成型的热塑性树脂的特性或热固性树脂的固

化度(以适用者为准)，例如按 ASTM D2583:2013-03 或 EN 

59:2016 进行巴柯尔硬度试验，按 ISО 75-1:2013 测量 HDT，

按 ISO 11359-1:2014 进行热机械分析(TMA)，或按 ISO 6721-

11:2019 进行动态热机械分析(DMA)； 

 1.5 其他情况下使用。 

 K5 是与 4.2.5.2.6 中的可移动罐柜规范有关的系数： 

 1.0 用于 T1 至 T19； 

 1.33  用于 T20； 

 1.67  用于 T21 至 T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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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采用数值分析和合适的复合材料失效判据进行设计验证，验证罐

壳层数少于许用值。合适的复合材料失效判据包括但不限于蔡-吴失效判据、蔡-

希尔失效判据、哈辛失效判据、山田-孙失效判据、应变不变量失效理论、最大应

变失效判据或最大应力失效判据。其他强度关系判据须经与主管部门达成一致方

可使用。该项设计验证工作的方法和结果须提交主管部门。 

  应通过实验得出所选失效判据所需的参数，同时结合安全系数 K、

按6.9.2.7.1.2(c)测得的强度值和6.9.2.3.5规定的最大伸长应变判据，确定许用值。

应根据 6.9.2.3.7 确定的许用值和按 6.9.2.7.1.2(g)测得的强度值对接头进行分析。

应根据 6.9.2.3.6 考虑屈曲。应根据 6.9.2.3.8 考虑开口和金属配件的设计。 

6.9.2.3.5 在 6.7.2.2.12 和 6.9.2.3.4 定义的任何应力下，在任何方向上产生的

伸长率不得超过下表所列数值或 ISO 527-2:2012 确定的树脂断裂伸长率的十分之

一，以两者中的较小者为准。 

  下表列出了已知极限的例子。 

树脂类型 最大拉伸应变(%) 

不饱和聚酯或酚醛  0.2 

乙烯基酯 0.25 

环养 0.3 

热塑性 见 6.9.2.3.3 

6.9.2.3.6 对于外部设计压力，用于罐壳线性屈曲分析的最小安全系数应符合

适用压力容器规则的规定，但不应小于 3。 

6.9.2.3.7 接头中使用的粘合胶层和(或)覆盖层压板，包括端部接头、设备与

罐壳的连接、调压板接头和罐壳隔板，应能够承受 6.7.2.2.12、6.9.2.2.3.1、6.9.2.3.2、

6.9.2.3.4和6.9.2.3.6的载荷。为避免覆盖层压应力集中，采用的锥度不应陡于1:6。

覆盖层压板与同其相粘结的罐体构件之间的剪切强度不应小于： 

𝜏 = γ
𝑄

𝑙
≤

𝜏𝑅

𝐾
 

式中： 

 𝜏𝑅 是 ISO 14130:1997 和 Cor 1:2003 规定的层间剪切强度； 

 Q 是单位宽度互连件的载荷； 

 K 是按 6.9.2.3.4 确定的安全系数； 

 l 是覆盖层压板的长度； 

 γ 是将失效起始位置的平均接头应力与最大接头应力关联起来的缺口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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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针对接头采用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计算方法。 

6.9.2.3.8 根据 6.7.2 的设计要求，允许在纤维增强塑料罐壳中采用金属凸缘

及其封闭设备。纤维增强塑料罐壳上的开口应加以增强，以提供至少与罐壳本身

相同的安全系数，承受 6.7.2.2.12、6.9.2.3.2、6.9.2.3.4 和 6.9.2.3.6 规定的静应力

和动应力。应尽量减少开口数量。椭圆形开口的轴比不应大于 2。 

  如果金属凸缘或构件是采用粘结方式接入纤维增强塑料罐壳之中，

则金属和纤维增强塑料之间的接头适用 6.9.2.3.7 所述的定性方法。如果金属凸缘

或构件是以其他方式固定，如螺纹紧固件连接，则应适用相关压力容器标准的适

当规定。 

6.9.2.3.9 罐壳强度验算应采用有限元法，对罐壳层合板、纤维增强塑料罐壳

内的接头、纤维增强塑料罐壳与集装箱框架之间的接头以及开口进行模拟。对奇

异性的处理应根据适用的压力容器规则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 

6.9.2.4 罐壳的最小壁厚 

6.9.2.4.1 纤维增强塑料罐壳的最小厚度应通过对罐壳强度进行验算予以确

认，同时考虑到 6.9.2.3.4 中规定的强度要求。 

6.9.2.4.2 纤维增强塑料罐壳结构层的最小厚度应按照 6.9.2.3.4 确定，但是，

在任何情况下，结构层的最小厚度都应至少为 3 毫米。 

6.9.2.5 有纤维增强塑料罐壳的可移动罐柜的设备部件 

  可移动罐柜的辅助设备、底开装置、降压装置、计量装置、支架、

框架、起重附件和栓系附件应符合 6.7.2.5 至 6.7.2.17 的要求。如需在纤维增强塑

料罐壳中加入其他金属部件，则应适用 6.9.2.3.8 的规定。 

6.9.2.6 设计批准 

6.9.2.6.1 纤维增强塑料可移动罐柜的设计批准应按照 6.7.2.18 的要求进行。

下列补充要求适用于纤维增强塑料可移动罐柜。 

6.9.2.6.2 为获得设计批准而提交的原型试验报告还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按照 6.9.2.7.1 的要求对制造纤维增强塑料罐壳所用材料进行试验

的结果； 

(b) 按照 6.9.2.7.1.4 的要求进行的落球试验结果。 

(c) 按照 6.9.2.7.1.5 的规定进行的耐火试验结果。 

6.9.2.6.3 应制定并在操作手册中纳入使用寿命检查方案，通过定期检查监

测罐柜状况。检查方案应重点关注按 6.9.2.3.4 进行的设计分析所确定的关键应

力位置。检查方法应考虑到关键应力位置的潜在损坏模式(如抗拉应力或层间应

力)。检查应结合目测和非破坏性试验(如声发射、超声波评估、热成像)。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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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元件，使用寿命检查方案应允许对罐壳或其代表性位置进行检查，以将过

热影响考虑在内。 

6.9.2.6.4 应对代表性原型罐柜进行如下规定试验。为此，必要时可用其他项

目代替辅助设备。 

6.9.2.6.4.1 应检查原型是否符合设计类型规格。检查应包括内部检查、外部检

查和主要尺寸测量。 

6.9.2.6.4.2 按照 6.9.2.3.4 对原型进行设计验证，在经设计验证确定为高应变的

所有位置配备应变计，然后对原型施加下列载荷，并对应变进行记录： 

(a) 充水至最大装载度。测量结果应用于按照 6.9.2.3.4 校核设计计算； 

(b) 充水至最大装载度，并在装有柜底角件的所有三个方向施加静载荷，

而不在罐壳外部施加额外质量。为了与按照 6.9.2.3.4 进行的设计计

算比较，应参照 6.7.2.2.12 要求的加速度值对记录的应变进行外推并

测量； 

(c) 充水并施加规定的试验压力。在此载荷之下，罐壳应无可见损坏

或渗漏。 

  在上述任何一种载荷条件下，与所测得的应变水平相对应的应力不

应超过 6.9.2.3.4 中计算的最小安全系数。 

6.9.2.7 适用于纤维增强塑料可移动罐柜的附加规定 

6.9.2.7.1 材料试验 

6.9.2.7.1.1 树脂 

  树脂的抗拉伸长率应按照 ISО 527-2:2012 确定。树脂的热变形温度

(HDT)应按照 ISO 75-1:2013 确定。 

6.9.2.7.1.2 罐壳样品 

  在试验之前，应去除样品上的所有涂层。如果无法获得罐壳样品，

则可使用平行罐壳样品。试验应包括： 

(a) 罐壳中心壁和两端的层压板厚度； 

(b) 符合 ISO 1172:1996 或 ISO 14127:2008 的复合增强材料的质量含量

和组成，以及增强层的取向和排列； 

(c) 符合 ISO 527-4:1997 或 ISO 527-5:2009 的罐壳周向和纵向抗拉强

度、断裂伸长率和弹性模量。对于纤维增强塑料罐壳区域，应按照

ISO 527-4:1997 或 ISO 527-5:2009 对代表性层压板进行试验，以便

评估安全系数(K)的适宜性。每项抗拉强度测量至少应使用 6 个试

样，抗拉强度应取平均值减去 2 个标准差之后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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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弯曲挠度和强度应按照 ISO 14125:1998+Amd 1:2011 的三点或四点

弯曲试验确定，使用的样品最小宽度应为 50 毫米，支撑距离应至

少为壁厚的 20 倍。应至少使用 5 个试样。 

(e) 关于徐变系数 α，应对至少 2 个(d)段所述结构的试样进行试验，在

6.9.2.2.4 规定的最高设计温度之下，经过 1 000 小时的三点或四点

弯曲徐变，取试验平均值确定。应对每个试样进行下列试验： 

㈠ 将试样放入弯曲装置，保持空载，置于设为最高设计温度的烘

箱中，使其适应不少于 60 分钟； 

㈡ 按照 ISO 14125:1998+Amd 1:2011，以相当于(d)段确定的强度

除以 4 的弯曲应力对试样进行弯曲加载。在最高设计温度下不

间断地保持机械载荷不少于 1 000 小时； 

㈢ 在施加(e)㈡段所述全部载荷 6 分钟后测量初始挠度。试样应

在试验台中保持加载状态； 

㈣ 在施加(e)㈡段所述全部载荷 1 000 小时后测量最终挠度；并 

㈤ 用(e)㈢段所得初始挠度除以(e)㈣段所得最终挠度，从而计算

徐变系数 α。 

(f) 关于老化系数 β，应对至少两个(d)段所述结构的试样进行试验，在

6.9.2.2.4 规定的最高设计温度下，将试样浸入水中，承受 1 000 小

时的静态三点或四点弯曲载荷，取试验平均值确定。应对每个试样

进行下列试验： 

㈠ 在试验或调试之前，试样应在温度设为 80℃的烘箱中干燥 24

小时； 

㈡ 应按照 ISO 14125:1998+Amd 1:2011 的规定，以相当于(d)段确

定的强度除以 4 的弯曲应力水平，在环境温度下对试样进行三

点或四点弯曲加载。在施加全部载荷 6 分钟后测量初始挠度。

将试样从试验台中取出； 

㈢ 在最高设计温度下将空载试样浸入水中，不间断地进行水中调

试 1 000 小时。调试时间结束之后，取出试样，在环境温度下

保持潮湿，并在 3 天内完成(f)㈣； 

㈣ 对试样进行第二轮静态加载，方式与(f)㈡段相同。在施加全部

载荷 6 分钟后测量最终挠度。将试样从试验台中取出；并 

㈤ 用(f)㈡段所得初始挠度除以(f)㈣段所得最终挠度，从而计算老

化系数 β。 

(g) 接头的层间剪切强度应按照 ISO 14130:1997 的规定，通过对代表

性样品进行试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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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视适用情况对层压板的热塑性树脂成型特性或热固性树脂固化及

后固化过程的效率进行测定，测定方法为下列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 

㈠ 直接测定已成型热塑性树脂特性或热固性树脂的固化程度：按

照 ISO 11357-2:2016，使用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确定玻璃化

转变温度(Tg)或熔化温度(Tm)；或 

㈡ 间接测定已成型热塑性树脂或热固性树脂的固化程度： 

– 按照 ISO 75-1:2013 测定 HDT； 

– 按照 ISO 11359-1:2014，使用热机械分析(TMA)测定 Tg 或

Tm； 

– 按照 ISO 6721-11:2019，进行动态热机械分析(DMA)； 

– 按照 ASTM D2583:2013-03 或 EN 59:2016，进行巴柯尔硬

度试验。 

6.9.2.7.1.3 辅助设备的内衬和化学接触面与所装载物质的化学相容性应通过

下列方法之一进行证明。证明过程应考虑到罐壳及其设备的材料与所装载物质的

相容性的所有方面，包括罐壳的化学变质、内装物临界反应的引发以及两者之间

的危险反应。 

(a) 为了确定罐壳是否存在任何变质，应按照 EN 977:1997，在 50℃或

某一物质批准交运的最高温度下，对取自罐壳的代表性样品(包括

任何焊接内衬)进行 1 000 小时的化学相容性试验。与原始样品相

比，根据 EN 978:1997 进行的弯曲试验所测定的强度和弹性模量损

失不应超过 25%。不得出现裂纹、气泡、剥蚀效应、壳层与内衬分离

以及粗糙现象； 

(b) 经过认证且有记录的关于特定温度、时间和其他相关使用条件下相

关内装物质与同其相接触的罐壳材料相容性的正面经验数据； 

(c) 主管部门认可的相关文献、标准或其他来源公布的技术数据； 

(d) 与主管部门达成一致后，可采用其他化学相容性验证方法。 

6.9.2.7.1.4 按照 EN 976-1:1997 进行落球试验 

  应按照 EN 976-1:1997 第 6.6 号对原型进行落球试验。罐柜内外不

得有可见损坏。 

6.9.2.7.1.5 耐火试验 

6.9.2.7.1.5.1 将辅助设备和结构设备已安装到位的代表性原型罐柜充水至最大

容量的 80%，完全置于露天加热油池火或任何其他可引起相同效果的火源中 30

分钟。火源应相当于火焰温度为 800℃、发射系数为 0.9、对罐柜的传热系数为

10W/(m²K)、表面吸收系数为 0.8 的理论火源。应按照 ISO 21843:2018 将最低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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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通量校定为 75 kW/m²。油池尺寸应每边至少超出罐柜尺寸 50 厘米，燃料面与

罐柜之间的距离应在 50 厘米至 80 厘米之间。液面以下的罐柜部分(包括开口和

封闭装备)除少量液滴外应保持防漏。 

6.9.2.8 检查和试验 

6.9.2.8.1 纤维增强塑料可移动罐柜的检查和试验应按照 6.7.2.19 的规定进行。

此外，焊接热塑性内衬应在按照 6.7.2.19.4 规定的定期检查进行压力试验之后，

按适当标准进行火花试验。 

6.9.2.8.2 此外，应按照 6.9.2.6.3 规定的使用寿命检查方案和任何相关检查方

法进行首次检查和定期检查。 

6.9.2.8.3 首次检查和试验应验证罐柜的制造是否符合 6.9.2.2.2 的质量制度

要求。 

6.9.2.8.4 此外，在检查罐壳时，由加热元件加热的区域位置应予以标明或标

记，且在设计图纸上显示，或用适当技术(如红外线)使之可见。罐壳的检查应考

虑到过热、腐蚀、侵蚀、超压和机械超载的影响。 

6.9.2.9 样品的保留 

  制造的每一个罐柜的罐壳样品(如切自人孔的样品)，应自首次检查

和试验之日起保存 5 年，以备将来检查和罐壳验证，直到顺利完成规定的 5 年定

期检查为止。 

6.9.2.10 标记 

6.9.2.10.1 6.7.2.20.1 的要求适用于有纤维增强塑料罐壳的可移动罐柜，但

6.7.2.20.1(f)㈡段的要求除外。 

6.9.2.10.2 6.7.2.20.1(f)㈠段要求的资料应为“罐壳结构材料：纤维增强塑料”、

增强纤维(如“增强材料：E-玻璃”)和树脂(如“树脂：乙烯基酯”)。 

6.9.2.10.3 6.7.2.20.2 的规定适用于有纤维增强塑料罐壳的可移动罐柜。” 

第 7.1 章 

7.1.1.6 Replace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by “The interior and the exterior”. 

((与中文无关――译注))。在当前段落之后增加下列新案文： 

  “应对货物运输单元进行检查，确保其在结构上可用，其中没有与

货物不相容的可能残留物，内部箱底、箱壁和箱顶(如适用)没有可能影响内部货

物的凸出或损坏，货物集装箱按要求没有影响集装箱防风雨完整性的损坏。 

  结构上可用是指货物运输单元的结构部件没有严重缺陷。多式联运

货物运输单元的结构部件包括：顶部和底部侧梁、顶部和底部端梁、角支柱、角

配件，以及货运集装箱的门栏、门头板和地板横向构件。严重缺陷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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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影响运输单元完整性的结构部件或支撑部件的弯曲、裂纹或断

裂，或辅助设备或操作设备所受的任何损坏； 

(b) 整体结构的任何变形，或起重附件或装卸设备接口部件的任

何损坏，足以妨碍装卸设备的准确对准，导致难以安放和固定

于底盘、车辆或铁路货车之上，或难以放入船舱；以及在适用

情况下； 

(c) 门铰、门封条和硬件失灵、扭曲、损坏、丢失或不起作用。 

注： 关于可移动罐柜和多元件气体容器的装载，见第 4.2 章。关于散装

货箱的装载，见第 4.3 章。” 

7.1.3.3.1 删除 7.1.3.3.1，并对 7.1.3.3.2 相应进行重新编号。 

7.1.5.3.2(a) 将“‘稳定的’一词”改为“‘控制温度的’一词”。 

7.1.5.3.2(b) 删除脚注 1。 

  原子能机构条例与规章范本对照表 

在“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对照表”这一标题中，将两处

“段次编号”均改为“段次、表格和图表”，并将“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

运输条例》(2018 年版――SSR-6 (Rev.1))”改为“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

输条例》2018 年版”。在第一张表格上方添加标题：“段次对照”。在第一张表格

的表头行，将“SSR-6”改为“原子能机构”，将“UN”改为“规章范本”。将第

二和第三张表格的共同标题改为“表格对照”，并置于第二张表格之上，在第三张

表格之上添加标题“图表对照”。在第二张表格的表头行，将“SSR-6 表”改为“原

子能机构”，将“联合国规章范本”改为“规章范本”。在第三张表格的表头行，

将“SSR-6 图”改为“原子能机构”，将“联合国规章范本”改为“规章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