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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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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立项。 

本标准由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廉秀琴、张辛海、江太利、李可、李瑞林、刘冀、杨祖惠、韩景顺、裴静刚、

王雪江、张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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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运货物国内航空运输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航空集运货物运输的文件及填制要求、限制和集运货物交运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集运货物的国内航空运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041－2000  民用航空货物运输术语 

MH/T 1023－2008  航空货运单扩展页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041－2000、MH/T 1023－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集运货物  consolidated consignment  

货运代理人将多个实际托运人的多份分运单货物，以航空集运货物托运人的名义，集合在一份航空

货物主运单项下交航空承运人运输的货物。 

3.2  

托运人  shipper 

为托运货物，显示在航空货运单上的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一方。 

3.3    

集运货物托运人  consolidator  

以集运货物方式实施运输的法人。 

3.4  

 实际托运人  original shipper 

就货物的运输与委托人签订运输合同、交付货物、同意支付运费的人。 

3.5    

收货人  consignee 

显示在航空货物主运单的收货人栏目内并由承运人交付货物的一方。 

3.6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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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收货人  original consignee  

填写在航空货物分运单收货人栏目内的单位或个人。 

3.7    

货运代理人  freight forwarder/ intermediary  

以托运人的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并收取服务报酬，又可受承

运人委托承揽及收运货物的法人。 

3.8  

航空货物主运单  master air waybill 

MAWB 

用以集运货物方式运输的航空货运单。  

注：航空货物主运单与航空货运单为同一运单。仅在作为集运货物方式运输时被称为航空货物主运单。其中，航空

货运单的托运人栏目内所填写的托运人为集运货物托运人。 

3.9  

航空货物分运单  house air waybill  

HAWB 

集运货物中涵盖的每一份单独货物的运输文件。 

注：每一份航空货物分运单都是集运货物托运人与不同的实际托运人分别签署的运输合同和运输凭证。集运货物是

将所有这些不同的航空货物分运单合同，由集运货物托运人进行集合后，作为一票航空货物交承运人实施运输。

航空货物分运单由集运货物托运人发行并包含对集运货物分拨代理人的指示信息。 

3.10  

集运货物分运单安全清单  security house manifest 

集运货物托运人为集运货物的运输而编制的、包括航空货物主运单项下所有分运单明晰数据和内容

的清单，是航空货物主运单的扩展部分，并与航空货物主运单具有的相同的法律效力。 

3.11  

货物分拨代理人  break bulk agent 

受托负责接收集运货物并完成分拨工作的代理人。 

4 文件及填制要求 

4.1 航空货物分运单（以下简称分运单）托运书 

注：4.1中所列的分运单托运书的栏目为完整的托运书中有必要说明部分的内容节选，其余未列明的栏目为可按照一

般规则填写。 

4.1.1 托运人名称和地址栏目至少应包括： 

a) 公司名称； 

b) 实际托运人或联系人姓名； 

c) 确切地址。 

可补充填写： 



MH/T 1046—2012 

3 

a) 公司电话和传真； 

b) 联系人电话（含移动电话）、电子邮箱； 

c) 托运人账号。 

4.1.2 收货人名称和地址栏目至少应包括： 

a) 公司名称； 

b) 实际收货人姓名； 

c) 确切地址。 

可补充填写： 

a) 公司电话和传真； 

b) 联系人电话（含移动电话）、电子邮箱； 

c) 收货人账号。 

4.1.3 储运注意事项和其他有关事项（包括另请通知人）栏目应填写实际托运人对货物在储运过程中

的特殊要求和注意事项，特种货物还应按规定填写相关内容。应在此栏目中加注航空货物主运单（以下

简称主运单）号码。 

4.1.4 货物名称和数量（包括尺寸或体积）栏目应填写货物的确切品名（非商业品名或代码）及货物

内装数量、尺寸和体积，特种货物还应按规定填写相关内容。 

注：货物内装数量是指以集装器或托盘等为外包装但并非以集装器或托盘为计件单位且不能从外部直接确定内装数

量的货物。 

4.1.5 托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名签章栏目应由实际托运人签名、填写联系电话和有效身份证件及号码。 

4.1.6 集运货物托运人（以下简称集运人）在接收货物时，应按承运人的航空运输货物总条件执行。 

4.2 分运单 

注：4.2中所列的分运单的栏目为完整的分运单中有必要说明部分的内容节选，其余未列明的栏目为可按照一般规则

填写。 

4.2.1 托运人名称和地址栏目至少应包括： 

a) 公司名称； 

b) 实际托运人或联系人姓名； 

c) 公司确切地址。 

可补充填写： 

a) 公司电话和传真； 

b) 联系人电话（含移动电话）、电子邮箱； 

c) 托运人账号。 

4.2.2 收货人名称和地址栏目至少应包括： 

a) 公司名称； 

b) 实际收货人或联系人姓名； 

c) 公司确切地址。 

可补充填写： 

a) 公司电话和传真； 

b) 联系人电话（含移动电话）、电子邮箱； 

c) 实际收货人账号。 

4.2.3 制单代理人名称和所在城市名称栏目应填写集运人名称或代码以及所在城市名称。 

4.2.4 储运注意事项和其他有关事项（包括另请通知人）栏目应填写主运单号码和实际托运人对货物

在储运过程中的特殊要求与注意事项，特种货物还应按规定填写相关内容。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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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货物名称和数量（包括尺寸或体积）栏目应填写货物的确切品名（非商业品名或代码）及货物

内装数量、尺寸和体积，特种货物应按规定填写相关内容。 

注：货物内装数量是指以集装器或托盘等为外包装的，不能从外部直接确定内装数量的货物。 

4.2.6 托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名签章栏目应由集运人或实际托运人签字并填写电话号码和有效身份证件

号码。 

4.2.7 制单日期、制单地点和发行运单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栏目应填写制单日期、城市或机场、集运人

公司名称和制单人姓名。 

4.2.8 分运单格式见附录 A。 

4.3 主运单托运书 

注：4.3中所列的主运单托运书的栏目为完整的托运书中有必要说明部分的内容节选，其余未列明的栏目为可按照一

般规则填写。 

4.3.1 托运人名称和地址栏目至少应包括： 

a) 集运人公司名称； 

b) 联系人姓名； 

c) 确切地址。 

可补充填写： 

a) 公司电话和传真； 

b) 联系人电话（含移动电话）、电子邮箱； 

c) 集运人账号。 

4.3.2 收货人名称和地址栏目至少应包括： 

a) 分拨代理人公司名称； 

b) 联系人姓名； 

c) 公司确切地址。 

可补充填写： 

a) 公司电话和传真； 

b) 联系人电话（含移动电话）、电子邮箱； 

c) 分拨代理人账号。 

4.3.3 储运注意事项和其他有关事项（包括另请通知人）栏目应填写货物在储运过程中的特殊要求和

注意事项，特种货物还应按规定填写相关内容。 

4.3.4 货物名称和数量（包括尺寸或体积）栏目的货物名称应填写“集运货物，随附安全清单”，还

应填写货物尺寸和体积。特种货物还应按规定填写相关内容。 

4.3.5 托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名签章栏目应由集运人签章并填写联系电话。 

4.4 主运单 

注：4.4中所列的主运单的栏目为完整的主运单中有必要说明部分的内容节选，其余未列明的栏目为可按照一般规则

填写。 

4.4.1 托运人名称和地址栏目至少应包括： 

a) 集运人公司名称； 

b) 联系人姓名； 

c) 公司确切地址。 

可补充填写： 

a) 公司电话和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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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联系人电话（含移动电话）、电子邮箱； 

c) 集运人账号。 

4.4.2 收货人名称和地址栏目至少应包括： 

a) 分拨代理人公司名称； 

b) 联系人姓名； 

c) 公司确切地址。 

可补充填写： 

a) 公司电话和传真； 

b) 联系人电话（含移动电话）、电子邮箱； 

c) 分拨代理人账号。 

4.4.3 制单代理人名称和所在城市名称栏目应填写集运人名称或代码以及所在城市名称。 

4.4.4 储运注意事项和其他有关事项（包括另请通知人）栏目应填写货物在储运过程中的特殊要求和

注意事项，特种货物还应按规定填写相关内容。 

4.4.5 货物名称和数量（包括尺寸或体积）栏目的货物名称应填写“集运货物，随附安全清单”，还

应填写货物尺寸和体积。特种货物还应按规定填写相关内容。 

4.4.6 托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名签章栏目应由集运人签章并填写联系电话。 

4.4.7 制单日期、制单地点和发行运单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栏目应填写制单日期、城市或机场、集运人

公司名称和制单人姓名。 

4.5 分运单安全清单（以下称为安全清单） 

4.5.1 安全清单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集运人公司名称(forwarder’s name)； 

——公司详细地址(forwarder’s address)； 

——主运单号码(master air waybill number)； 

——承运人名称(carrier’s name)； 

——航班号(flight number)； 

——装货港(airport of loading)； 

——卸货港(airport of unloading)； 

——分运单货物始发地(house air waybill origin)； 

——分运单货物目的地(house air waybill destination)；  

——分运单号码(house air waybill number)； 

——分运单货物件数(number of pieces)；  

——分运单货物毛重(gross weight – followed by an indication of kilograms)；  

——托运人装载和计数[以集装器等为外包装时](shipper’s load and count – slac)； 

——精确的货物品名[属性](precise nature of goods)；  

——托运人全称及详细地址(shipper’s full address)；  

——收货人全称及详细地址(consignee’s full address)；  

——集中托运货物合计(consolidation totals – for number of pieces, gross weight and 

slac)。  

4.5.2 安全清单至少应一式五份，用途如下： 

a) 一份由集运人留存； 

b) 一份交始发站承运人或其地面代理人留存； 

c) 一份随附主运单；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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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两份置入文件袋内交目的站分拨代理人。 

4.5.3 安全清单格式见附录 B。 

4.6 随附文件 

4.6.1 分运单与安全清单应一并置于文件袋内，作为随附文件钉附在主运单的背面，随同货物一并交

运。 

4.6.2 随附主运单的文件袋表面应注明主运单号码、始发站、目的站和分拨代理人联系电话。 

4.7 集运货物标签 

4.7.1 集运货物集合标签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航空公司名称； 

b) 主运单号码； 

c) 目的地； 

d) 总件数； 

e) 中转地； 

f) 本件货物为总件数中的第几件； 

g) 本件重量； 

h) 总重量； 

i) 操作信息； 

j) 分运单号码； 

k) 本件为分运单总件数中的第几件； 

l) 始发地； 

m) 分运单总件数； 

n) 分运单合计重量； 

o) 货物品名； 

p) 其他信息。 

4.7.2 主运单标签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航空公司名称和(或)徽标； 

b) 主运单号码； 

c) 始发地； 

d) 目的地； 

e) 件数；  

f) 重量。 

4.7.3 分运单标签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分运单号码； 

b) 始发地； 

c) 目的地； 

d) 中转地； 

e) 件数； 

f) 重量。 

4.7.4 集运货物标签格式见附录 C。 

4.7.5 集运货物标签应按下列原则设置： 

a) 集运货物标签应贴附在每件货物外包装的侧面； 



MH/T 1046—2012 

7 

b) 主运单标签与分运单标签应贴附在每件货物外包装的同侧，且不应相互遮挡； 

c) 使用集运货物集合标签的，应至少在每件货物的外包装上贴附一枚集运货物集合标签； 

d) 使用主运单标签与分运单标签的，应至少在每件货物的外包装上分别贴附主运单标签和分运单

标签各一枚。  

5 限制 

集运货物中不应包含下列物品，除非该票集运货物全部是下列物品中的某一种类： 

a) 《危险品规则》（DGR）中有限制要求的危险品； 

b) 活体动物； 

c) 灵柩、骨灰； 

d) 贵重物品、艺术收藏品、古玩； 

e) 鲜活易腐物品；  

f) 外交信袋（邮袋）； 

g) 无人押运行李； 

h) 机动车辆。 

6 交运 

6.1 运输文件提交 

6.1.1 运输文件提交时应至少包括下列文件： 

a) 主运单托运书； 

b) 主运单； 

c) 主运单副本； 

d) 安全清单副本。 

6.1.2 对于特种货物的集运货物，除应提交上述运输文件外，还应提交相应特种货物的运输文件。 

6.2 集运货物的审核 

6.2.1 当承运人怀疑所收集运货物有可能危及航空安全时，应要求集运人提供更详细的运输文件，必

要时可开箱检查。开箱检查时，应会同集运人或实际托运人一起开箱。 

6.2.2 主运单审核项目、内容和目的见附录 D。 

6.2.3 安全清单审核项目、内容和目的见附录 E。 

6.2.4 集运货物审核项目、内容和目的见附录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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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分运单 

表A.1给出了分运单的格式和填写内容。 

表A.1 分运单 

分运单号码 HAWB No.                                                分运单号码 HAWB No. 

托运人名称和地址 托运人账号 不得转让 

航空货运单分运单 (HOUSE AIR WAYBILL) 

发行人： 

 

地址： 

 

实际托运人或公司名称、地址、邮编、电话、传真、联系

人、移动电话、邮箱 

本份航空货运单第 1、2、3 联为正本，具有同等效力 

收货人名称和地址 收货人账号 

 

实际收货人或公司名称、地址、邮编、电话、传真、联系

人、移动电话、邮箱 

双方同意本单所列货物承运人收运时状况良好（除了在本单内
上另有备注的外）。本单货物的运输受本单正本背面合同条件
的约束。本单的全部货物可以使用包括陆运在内的任何运输方
式或者任何其他承运人，并且可以经由承运人认为合适的任何
运输路线和中转地点，除了托运人在本单上有特别不同的指示
外。请托运人注意本运单正本背面有关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的
合同条款，托运人可以通过办理声明价值和支付承运人规定的
声明价值费来提高承运人的赔偿限额。 

制单代理人名称和所在城市名称 

填写集运人公司全称或代码及所在城市名称 

行业协会代码 账号 

始发地机场名称（第一承运人地址）和托运人要求的运输路

线 

费用支付方式 

重量/声明价值

费 

其他费用 至 

 

第一承运人 至 承运人 至 承运人 货 币

单位

预付 

 

到付 预

付

 

到付 

 

对承运人声明价值 

目的地机场名称 

 

要求航班/日期 

 

要求航班/日期 保险金额 保险：如果承运人提供代理保险，并且托
运人要求保险，在‘保险金额’栏内填入
数额。保险按照保险公司的规则办理。 

储运注意事项和其他有关事项（包括另通知人） 

填写主运单号码和其他必要的储运注意事项；特种货物还应按规定填写相关内容 

 

件数及
运价相
加点 

毛重（kg） 运 价

类 别

代码 

指定商品

项目号码 

计费重量 运价或运费 运费合计 货物名称和数量（包括尺寸或体

积） 

 
 
 
 
 

 

 

    

 

 

 

预付 到付 

 重量运费  

 声明价值附加

费 

 

其他费用种类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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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代理人其
他费用合计 

 

 应付承运人其
他费用合计 

 

   

 总计  

供目的地使用 目的应收的
上述到付费
用总计 

 

托运人声明：本单所列各项目真实无误，所托运的货物名称和数量与包

装内所装入的一致，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运输规定和航空运输安全要

求。如果货物中任何物品属于危险物品的，该物品按照适用的航空运输

危险品规则正确申报货物名称和数量，危险品的名称和数量与包装内所

装入的一致，包装符合适用的航空运输危险品规则的规定，符合航空运

输安全要求。 

 

危险品: □是 / □不是 

违禁品: □是 / □不是 

集运人代表或托运人签字并注明电话号码和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托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名签章 

供目的地使用 目的地产生
的费用合计 

 

供目的地使用 目的地应收费用

总计 
 

制单日期 

 

制单的日期 

制单地点 

制单城市或

机场 

发行运单承运人或其代理人 

 

集运人公司名称和制单人姓名； 

                                     分运单号码 HAWB No.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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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安全清单 

表B.1给出了安全清单的格式和内容。 

表B.1 安全清单 

目的站收货代理                                                                始发站城市   日期 

名称、地址、联络方式                                                          分运单货物安全清单 

                                                                              主运单号码  

集运人：                                                                      承运人       

名称、地址、联络方式                                                          航班号码        

装货港.         

卸货港         

----------------------------------------------------------------------------------------------------- 

行号                        始发站到达站             件数            毛重           内装数量 

分运单号码 

货物名称及数量 

----------------------------------------------------------------------------------------------------- 

行号             始发站           到达站   （三字代码） 

 

分运单号码            件数          毛重           千克或英磅        托运人装载和计数 

【托运人装载和计数，以集装器作为货物的外包装交货时，应提供内装数量】 

 

 

货物的精确品名 

 

 

托运人                                         收货人 

名称、地址、邮编、城市                         名称、地址、邮编、城市 

亦可注明联络方式                               亦可注明联络方式 

 

 

 

 

 

 

 

----------------------------------------------------------------------------------------------------- 

合计：件数  /  毛重  /  托运人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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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集运货物标签 

表C.1 给出了无条形码国内航空集运货物集合标签的格式和内容。 

表C.1 无条形码国内航空集运货物集合标签（空白）                  

航空公司名称和徽标 

 

航空货运单号码 

 

目的站 

 

总件数 

 

中转站 

 

本件为主运单中第几件 

 

本件重量 

 

总重量 

 

操作信息 

 

 

 

分运单号码 

 

 

本件为分运单中第几件 

始发站 

 

 

分运单总件数 

分运单总重量 

 

 

产品名称 

其他信息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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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给出了主运单标签的格式和内容。 

表C.2 主运单标签 

承运人名称/徽标 

运单号码 

AWB No. 

目的站 

DESTINATION 

件数 

PCS 

毛重（KGS） 

GROSS WEIGHT 

始发站 

ORIGIN 

 

 

表C.3 给出了分运单标签的格式和内容。 

表C.3 分运单标签 

代理企业名称/徽标 
分运单号码 

HAWB No. 

 

第             件 

 

共               件 

 

本件毛重（KGS） 

 

合计毛重（KGS） 

 

始发站 

 

中转站 

 

目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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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主运单审核项目表 

表D.1给出了主运单审核项目表的格式和内容。 

表D.1 主运单审核项目表  

序号 栏目 审核内容 审核目的 

1 
托运人名称 

和地址 

（1） 检查是否按要求填写 

（2） 与制单代理人名称、托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名签

章、发行运单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栏目内容一致 

（1）  是否按托运输书内容填写 

（2）  确认准确无误 

2 
收货人名称 

和地址 

（1）   检查是否按要求填写 （1）  是否按托运输书内容填写 

（2）  确认准确无误 

3 

储运注意事项

和其他有关事

项 

运输环节的注意事项 

判断是否含有特种货物、危险货物或其他限制性

货物 

审核货物运输操作事项 

识别货物运输条件 

4 
货物名称 

和数量 

（1） 检查是否按要求填写 

（2） 与安全清单所列货物品名进行核对，确认是否允

许集运 

（3） 检查是否注明随附分运单安全清单 

（1）  是否按托运输书内容填写 

（2）  确认准确无误 

5 
托运人或其代

理人签名签章 

（1） 检查有无危险品或违禁品申报 

（2） 与托运人名称和地址、制单代理人名称、发行运

单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栏目内容一致 

（1）  是否按托运输书内容填写 

（2）  确认准确无误 

6 
发行运单承运

人或其代理人 

（1） 检查是否按要求填写 

（2） 与托运人名称和地址、制单代理人名称、托运人

或其代理人签名签章栏目内容一致 

（1）  是否按托运输书内容填写 

（2）  确认准确无误 

7 随附文件 

（1） 主运单正面应随附一份安全清单 

（2） 随附文件应包括主运单项下的所有分运单、安全

清单和其他必要文件 

（3） 所有随附文件宜装入坚固的文件袋内并订附在

主运单背后 

（4） 文件袋表面应注明主运单号码、航班号、始发站、

目的站和分拨代理人联系电话 

（1）  便于审核、确认货物明晰 

（2）  分运单品名和安全清单内容

被视为主运单的扩展页 

（3）  文件袋表面标识以防止脱

落、丢失 

8 保密原则 

承运人及其地面代理人收运货物人员有义务不以任

何形式对外泄露主运单、分运单和安全清单的内容

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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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安全清单审核项目表 

表E.1给出了安全清单审核项目表的格式和内容。 

表E.1 安全清单审核项目表 

序号 栏目 审核内容 审核目的 

表头内容 

1 目的站货物分拨代理人 应与主运单收货人一致 清单与主运单内容相符 

2 始发站货物集运人 应与主运单集运人一致 清单与主运单内容相符 

3 主运单号码 应与主运单号码一致 清单与主运单内容相符 

4 承运人 应与主运单承运人一致 清单与主运单内容相符 

5 航班号码 
（1） 检查是否已定妥航班 

（2） 应与主运单标注一致 
清单与主运单内容相符 

6 装货港 应与主运单始发站一致 清单与主运单内容相符 

7 卸货港 应与主运单目的站一致 清单与主运单内容相符 

表体内容 

8 始发站、到达站 应与分运单标注一致 清单与分运单内容相符 

9 件数 

（1） 审核清单中所有分运单件数并累计 

（2） 累计结果与主运单标注一致 

（3） 累计结果与承运人过重单据一致 

（1） 清单与主运单内容相符 

（2） 清单内容与货物相符 

10 重量 

（1） 审核清单中所有分运单重量并累计 

（2） 累计结果与主运单标注一致 

（3） 累计结果与承运人过重单据一致 

（1） 清单与主运单内容相符 

（2） 清单内容与货物相符 

11 内装数量 
审核集装设备或托盘等做外包装的内装货物数

量，必要时可开箱检验 

（1） 清单与主运单内容相符 

（2） 清单内容与货物相符 

12 分运单号码 （1） 按规定核对货物的分运单标签 分运单号码与货物标签相符 

13 分运单品名 
（1）   对危险品或违禁物品进行辨识 

（2）   对禁止集运的物品进行辨识 

根据品名，判断货物的物理属性，

防止违规物品夹带或混入 

14 实际托运人名址 按规定要求填制单据 便于事后追踪 

15 实际收货人名址 按规定要求填制单据 便于事后追踪 

16 合计件数、重量 应与主运单标注一致 
清单与主运单内容相符 

清单内容与货物相符 

17 留存 
分运单安全清单是航空主运单的一部分，承运

人在对其正确性确认后予以留存 
利于事后安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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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集运货物审核项目表 

表F.1给出了集运货物审核项目表的格式和内容。 

表F.1 集运货物审核项目表 

序号 审核内容 审核目的 

1 货物标签分别黏贴于货物外包装相对应的两个侧面 操作中便于识别 

2 审核标签内容应与主运单和安全清单一致 单与单、单与货相符 

3 审核货物外包装和其他标签，确认无禁止、限制类货物混入 保证飞行安全 

4 以集装器为外包装的货物，要求托运人自行加封 防止丢失、分清责任 

5 必要时，开箱检查货物情况 防止危险品混入，保证飞行安全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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