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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行李规定

一、随身携带物品

（一）旅客须知

南航将在办理乘机手续和登机前对您携带的行李进行检查。

请务必将超重、超大、超件的行李办理托运手续。南航有权根据

自己的判断，以您的安全或其他乘客的安全或舒适度为参照标准，

决定您的行李是否可随身携带或需进行托运。

为了您和其他乘客以及机组人员的安全，请将随身携带物品

存放于您座位上方的行李架或前面座椅下方，紧急出口座位附近

（包括机翼位置出口及客舱第一排座位）乘客的随身携带物品必

须存放于座位上方行李架，以确保其不会阻碍紧急情况下的疏散。

（二）随身携带物品限额

旅行前请您查阅随身携带物品额度以及可携带的物品的相

关信息。

1.每位乘客（婴儿除外）可随身携带的物品规定如下：

航班类型 客舱级别
行李数量

上限
每件重量上限 每件尺寸限制

国内航班

头等舱 2 件

5 千克
长宽高之和小于等

于 115cm（45in）

公务舱

1 件明珠经济舱

经济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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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或地区

航班

头等舱 2 件

公务舱

1 件明珠经济舱

经济舱

注：

1、超过上述重量、件数或体积限制的随身携带物品应作为托运行李运输，请提

前在值机柜台、自助行李托运设备办理。南航可能在值机、安检、登机口、客舱

进行行李检查，超出限额的部分将按适用的超额行李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2.在您的上述随身物品额度之外，您还可以免费携带以下物

品：

项目 适用旅客

一件大衣、披肩或毯子

一把雨伞或手杖

一副双筒望远镜

合理数量的在航班上阅读的读物

一个适于作通常旅行化妆而不是装运那些应另

作行李交运的手提袋、手袋或手提包

除了不占座婴儿以外的所有

旅客

航班上供喂食婴儿的食品

一个婴儿背篮和可折叠的轻便婴儿车或推车

一辆可折叠的轮椅和/或一双拐杖和/或一副背带

或旅客用的其他肢体修复用具

依靠轮椅、拐杖、背带、肢体

修复用具的残疾旅客

*导盲犬/助听犬等服务犬(经过训练协助视力受

损旅客或者听力受损旅客的特种犬)

依靠服务犬的视力受损旅客

或者听力受损旅客，提前申

请，并持有医疗部门证明

温馨提示：

（1）随身携带物品三边之和须小于（等于）115 厘米，可

大致参考标准 20 寸行李箱的尺寸，具体请以机场安全检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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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为准。

（2）机场安全检查部门可能会根据安保情况调整随身携带

物品的范围，请您予以配合。

二、托运行李

（一）托运行李限额

航班类型 航线 每件重量上限 每件尺寸限制

国内航班 50 千克/件
每件体积不超过 40*60*100

厘米

国际或地区航

班

涉及美国航线 45 千克/件
每件三边之和不超过 158 厘

米不涉及美国航

线
32 千克/件

温馨提示：

1.构成国际运输的国内航段，每件行李的最大重量不得超过国际航线规定的重

量；

2.以上行李的规格（包括体积与重量），均为航空公司所能接收的最大值，并非

免费行李额，旅客需要为超出免费行李额的部分进行付费；

3.超过上述规定的行李，将行李拆开分装，使其符合托运行李单件的限制标准后，

可按正常行李进行托运；若无法拆分，须作为相应的特殊行李或货物进行运输；

4.具体行李额以客票显示为准。

（二）免费行李额

1.国内航程

头等舱 公务舱 经济舱 婴儿

40kg 30kg 20kg 10kg

注：

1.儿童旅客等同成人免费行李额；

2.婴儿旅客允许免费携带一辆折叠式的婴儿推车；

3.构成国际运输的国内航段，每位旅客的免费行李额按适用的国际航线免费行李

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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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或地区航程

（1）韩国与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双向之间的品牌

运价产品的免费托运行李额

头等舱

头等舱

免费托运

行李额度

3 件，32kg(70 磅)/件，

每件三边和≤158cm

公务舱

尊享公务舱 灵活公务舱 优惠公务舱

免费托运

行李额度

2 件，32kg(70 磅)/件，

每件三边和≤158cm

2 件，32kg (70 磅)/

件，每件三边和≤

158cm

2 件，32kg(70 磅)/件，

每件三边和≤158cm

明珠经济舱

优享超级经济舱 灵活超级经济舱 优惠超级经济舱

免费托运

行李额度

2 件，32kg(70 磅)/件，

每件三边和≤158cm

2 件，32kg(70 磅)/件，

每件三边和≤158cm

1 件，32kg(70 磅)/

件，每件三边和≤

158cm

经济舱

优享经济舱 灵活经济舱 优惠经济舱

免费托运

行李额度

2 件，23kg(50 磅)/件，

每件三边和≤158cm

2 件，23kg(50 磅)/件，

每件三边和≤158cm

1件，23kg(50磅)/件，

每件三边和≤158cm

不占座婴儿的免费托运行李额是 1 件，10kg（22 磅）/件，每件三边之和不超过

115cm（45 英寸）。

（2）使用非上述行程的其他品牌运价产品或无品牌运价产

品的免费托运行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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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位等级 免费行李额度 适用的行程

头等舱

3 件，32kg(70

磅)/件，每件三

边和≤158cm

所有行程

公务舱

2 件，32kg(70

磅)/件，每件三

边和≤158cm

所有行程

明珠经济

舱

2 件，23kg(50

磅)/件，每件三

边和≤158cm

①欧洲[注 1]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日韩/东南

亚/南亚/西南太平洋/美洲/中东[注 2]/非洲双向之

间的行程；

②美洲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日韩/东南亚/南亚

/中西亚[注3]/西南太平洋/中东/非洲双向之间的行

程；

③西南太平洋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日韩/东南

亚/南亚/中西亚/中东/非洲双向之间的行程;

④中东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日韩/东南亚/南亚

/中西亚/非洲双向之间的行程；

⑤非洲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日韩/东南亚/南亚

/中西亚双向之间的行程；

⑥日本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韩国/东南亚/南亚

/中西亚双向之间的行程。

1 件，32kg(70

磅)/件，每件三

边和≤158cm

①韩国与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南亚/中西亚双向之

间的行程；

②东南亚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南亚/中西亚双

向之间的行程；

③南亚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中西亚双向之间

的行程；

④中西亚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双向之间的行程；

⑤中国内地与港澳特别行政区双向之间、中国大陆

与台湾地区双向之间的行程；

⑥港澳地区与台湾地区双向之间的行程；

⑦其他未列明的行程。

经济舱
2 件，23kg(50

磅)/件，每件三

①欧洲与日本/西南太平洋/美洲/中东/非洲双向之

间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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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和≤158cm ②美洲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日韩/东南亚/南亚

/中西亚/西南太平洋/中东/非洲双向之间的行程；

③西南太平洋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日韩/东南

亚/南亚/中西亚/中东/非洲双向之间的行程；

④中东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日韩/东南亚/南亚

/中西亚/非洲双向之间的行程；

⑤非洲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日韩/东南亚/日韩

/中西亚双向之间的行程；

⑥日本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韩国/东南亚/南亚

/中西亚双向之间的行程。

1 件，32kg(70

磅)/件，每件三

边和≤158cm

中西亚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双向之间的行程；

1 件，23kg(50

磅)/件，每件三

边和≤158cm

①欧洲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韩国/东南亚/南亚

双向之间的行程；

②韩国与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南亚/中西亚双向之

间的行程；

③东南亚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南亚/中西亚双

向之间的行程；

④南亚与中国（含港澳台地区）/中西亚双向之间

的行程；

⑤中国内地与港澳特别行政区双向之间、中国大陆

与台湾地区双向之间的行程；

⑥港澳地区与台湾地区双向之间的行程；

⑦其他未列明的行程。

不占座婴儿的免费托运行李额是 1 件，10kg（22 磅）/件，每件三边之和不超过

115cm（45 英寸）。

注 1：欧洲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和土耳其。

注 2：中东指：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以色列/约旦/巴林/黎巴嫩/伊拉

克/埃及/叙利亚/苏丹/阿曼/也门。

注 3：中西亚指：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

坦/伊朗/巴基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国家以及俄罗斯（亚洲部分）。

（3）涉及客票自愿换开按如下规定执行：

如客票全部未使用，当第一个票价计算组发生变更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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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票换开日期所适用票价对应的免费行李额标准执行；当第一个

票价计算组未发生变更时，按照原始出票日期所适用票价对应的

免费行李额标准执行。

如客票已部分使用，按照原始出票日期所适用票价对应的免

费行李额标准执行。

3.特殊优惠政策

留学生旅客、劳务旅客等额外免费行李额需在出票时与南航

直属售票处或南航授权代理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文件后，由南

航直属售票处和南航授权代理给予行李确认。

（1）留学生旅客

购买明珠经济舱和经济舱的留学生旅客，满足以下条件，可

在上述成人标准的件数额外增加 1 件，具体以系统显示为准。

留学生指赴国籍所在地以外国家/地区正规学校就读的30 周

岁（不含）以下的学生。购票时需提供护照、签证和留学证明（学

生证、入学通知或访问交流邀请函等）的复印件。

留学生行李优惠仅适用于留学所在国/地区与其国籍所在国/

地区之间行程的运价。

已享受南航明珠铂金卡、金卡、银卡会员额外免费托运行李

规定的旅客，不再享受留学生旅客的额外免费托运行李。

购买的经济舱需满足以下具体行程或运价：

①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与澳新、北美、欧洲、中西

亚、印度、新加坡双向之间的行程；

②欧洲与澳新双向之间的行程；

③中国内地与港澳特别行政区双向之间、中国大陆与台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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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双向之间的行程；

④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与韩国双向之间优惠经济舱

品牌运价。

购买的明珠经济舱需满足以下具体行程或运价：

①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与澳新、北美、中西亚、印

度、新加坡双向之间的行程；

②欧洲与澳新双向之间的行程；

③中国内地与港澳特别行政区双向之间、中国大陆与台湾地

区双向之间的行程；

④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与韩国双向之间优惠超级经

济舱品牌运价。

（2）劳务旅客

购买明珠经济舱和经济舱的劳务旅客满足以下条件，可在上

述成人标准的件数额外增加 1 件，具体以系统显示为准。

劳务旅客指赴国籍所在地以外国家进行务工的旅客。购票时

需提供护照、劳务签证（不含工作签证）的复印件。

劳务行李优惠仅适用于劳务所在国与其国籍所在国之间的

行程运价。

已享受南航明珠铂金卡、金卡、银卡会员额外免费托运行李

规定的旅客，不再享受劳务旅客的额外免费托运行李。

具体行程或运价如下：

①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中西亚（除

塔吉克斯坦）双向之间的行程；

②韩国与南亚、中西亚双向之间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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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与韩国双向之间优惠超级经

济舱和优惠经济舱品牌运价。

4.国际航协（IATA）区域分区范围

一区：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所有大陆部分及其相邻的岛屿：

格陵兰岛、百慕大群岛、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群岛、夏威夷群

岛（包括中途岛和巴尔米拉岛）。

二区：包括欧洲全部（包括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及其近邻岛

屿，冰岛、亚苏尔群岛，非洲全部及其近邻岛屿，亚松森群岛，

包括伊朗在内及其以西的亚洲部分。

三区：包括整个亚洲及未包括在二区范围内的相邻岛屿，整

个东印度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不包括在一区内的太平洋岛

屿。

注：构成联运的国际运输的南航航段，每位旅客的免费行李

额参考 国际航协 302 决议（ IATA Resolution 302 Baggage

Provisions Selection Criteria）规定，按适用的国际航线免费行

李额计算。

请提前在值机柜台、自助行李托运设备办理托运手续，南航

可能在值机、安检、登机口、客舱进行行李检查，超出免费行李

额的部分将按超额行李收费标准收取费用。通过官网提前购买

“额外行李额”可享受优惠。

三、超额行李

（一）超额托运行李

1.国内航程

不论旅客所付票价的类别和实际所乘坐座位的是何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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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航的航班上承运超过免费行李额的行李，均按以下逾重行李

费率收费：每公斤按逾重行李票填开当日所适用的成人经济舱单

程最高直达运价的 1.5%计算；如无公布直达票价，则采用分段

相加的方法计算。

2.国际或地区航程

（1）旅客的托运行李如果在数量、尺寸、重量其中任一方

面超出免费行李额规则的部分，均按以下标准进行收费，适用于

所有舱位的旅客。数量、尺寸、重量任何两个或以上维度同时超

出时，采取叠加原则进行计费。

（2）超额行李的收费标准的货币选择原则如下：

①中国境内始发行程按人民币收费标准；

②欧洲区域始发行程按欧元收费标准；

③其他地区始发行程选择美元收费标准。

（3）超额行李收费标准

航程组一：①中国（含港澳台地区）与美洲/非洲双向之间

的行程；②美洲与日韩/东南亚/南亚/中西亚/西南太平洋/欧洲/中

东/非洲双向之间的行程；③非洲与日韩/东南亚/南亚/中西亚/西

南太平洋/欧洲/中东双向之间的行程。

类型

行李规格 收费标准

重量
尺寸

（三边之和）

人民币

（元）
欧元 美元

超件 第一件 ≤23kg ≤158cm 1380/件 200/件 225/件

超件 第二件

及更多
≤23kg ≤158cm 2000/件 290/件 330/件

超尺寸 -
159cm-203cm

（含）
1000 14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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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

23-28kg（含） - 500 75 85

28-32kg（含） - 1010 145 170

32-45kg(含）

（注 1）
- 3000 435 495

航程组二：①中国（含港澳台地区）与欧洲/中东/西南太平

洋/日本双向之间的行程；②欧洲与日韩/东南亚/南亚/中西亚/西

南太平洋双向之间的行程；③中东与日韩/东南亚/南亚/中西亚/

西南太平洋双向之间的行程；④西南太平洋与日韩/东南亚/南亚/

中西亚双向之间的行程；⑤日本与韩国/东南亚/南亚/中西亚双向

之间的行程。

类型

行李规格 收费标准

重量
尺寸

（三边之和）

人民币

（元）
欧元 美元

超件 第一

件
≤23kg ≤158cm 1100/件 160/件 185/件

超件 第二

件及更多
≤23kg ≤158cm 2000/件 290/件 330/件

超尺寸 -
159cm-203cm

（含）
1000 145 170

超重
23-28kg

（含）
- 500 75 85

超重
28-32kg

（含）
- 1010 145 170

航程组三：①中国（含港澳台地区）与韩国/东南亚/南亚/中

西亚双向之间的行程；②上述未列明的行程。

类型

行李规格 收费标准

重量
尺寸

（三边之和）
人民币（元） 美元

超件 第一

件
≤23kg ≤158cm 880/件 145/件

超件 第二

件及更多
≤23kg ≤158cm 1430/件 24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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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尺寸 -
159cm-203cm

（含）
1000 170

超重
23-28kg

（含）
- 390 65

超重
28-32kg

（含）
- 910 155

（二）登机口行李

1.超过随身携带物品限额的非托运行李将按适用的超额行

李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2.涉及韩国始发与中国间的航程，登机口行李收费标准如下：

舱位 类型

实际规格 收费标准

重量
尺寸（三边之

和）

（人民币或等

值当地货币）

头等舱

超件 第一件 ≤32kg ≤158cm 1000/件

超件 第二件

及更多
≤32kg ≤158cm 1300/件

超尺寸 - 159cm-300cm 1000

超重
32-45kg

（含）
- 3000

公务舱、明珠

经济舱、经济

舱

超件 第一件 ≤23kg ≤158cm 1000/件

超件 第二件

及更多
≤23kg ≤158cm 1300/件

超尺寸 - 159cm-300cm 1000

超重
23-32kg

（含）
- 1000

超重 32-45kg -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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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3.登机口收费不含免费行李额（FBA）及预付费行李，免费

行李额及预付费行李仅限于在值机柜台托运使用。

四、特殊行李

承运易损的、有限制运输要求的行李要采用特殊的规则，须

符合包装、数量、运输条件、收费规则等限制条件方可收运。

（一）运输标准

1.运动器械

（1）高尔夫用具

旅客托运的高尔夫装备要有外包装，且能承受一定的压力；

对于无妥善包装的高尔夫装备，将栓挂免除责任行李条。托运高

尔夫球具按适用的普通行李规定承担相应的运输责任。一套高尔

夫球具最多包括一个高尔夫球袋（含 12 个高尔夫球、14 支球杆）

和一双高尔夫球鞋。

（2）滑雪用具

旅客托运的滑雪用具必须要有外包装，且能承受一定的压力；

对于无妥善包装的滑雪用具，将栓挂免除责任行李条。托运的滑

雪用具按适用的普通行李规定承担相应的运输责任。一套滑雪用

具最多包括一对滑雪板、两根滑雪杖和一双滑雪靴。

（3）钓鱼用具

旅客托运的钓鱼用具要有外包装，且能承受一定的压力；对

于无妥善包装的钓鱼装备，将栓挂免除责任行李条。托运的钓鱼

用具按适用的普通行李规定承担相应的运输责任。一套钓鱼用具

最多包含一个滑车箱、一个粗纱架（经轴架）、一双钓鱼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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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钓鱼杆、一副抄网。

（4）自行车

南航仅承运非电动自行车，自行车托运前轮胎必须放气。折

叠式自行车应折叠并绑牢；非折叠式自行车应旋转自行车车把

90 度并固定，去掉脚踏板，将车轮卸下，牢固绑在车身上。

（5）潜水用具

潜水用具包括面镜、呼吸管、潜靴、湿衣、指北针、气囊充

气管、脚蹼等与潜水相关的配件。如果旅客携带潜水用气罐，罐

中气体限定为二氧化碳或其他无次要危险性的非易燃无毒气体，

每件潜水设备装配不超过2个小型气罐，且不超过2个备用气罐。

不得包含禁止运输的危险品，例如产生热量的潜水灯。涉及氧气

设备或其他危险品的运输需要符合南航的相关规定。潜水用具的

外包装应能承受一定的压力；对于无妥善包装的潜水用具，将栓

挂免除责任行李条。

（6）冲浪板

冲浪板指用于冲浪运动的运动器材。翅片应被移除，如无法

移除，应用聚苯乙烯泡沫牢固地包装。头部和尾部都应该有气泡

膜包装，或使用氯丁橡胶泡加以保护。扶手（冲浪板的两侧）应

附有卡纸板以吸收冲击。冲浪板还应使用合适的填充式冲浪袋包

装。在有外包装的同时，且能承受一定的压力；对于无妥善包装

的冲浪板，将栓挂免除责任行李条。

（7）风帆冲浪用具

风帆冲浪用具指带有可移动桅杆的改良冲浪板。风帆可拆卸

和折叠。包装恰当，放置在硬壳箱内。若非如此，需提供免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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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要有外包装的同时，且能承受一定的压力；对于无妥善包装

的风帆冲浪用具，将栓挂免除责任行李条。

（8）射箭装备

弓和箭必须被放置在特别为运输设计的坚固且硬壳容器内

加以妥善保管；对于无妥善包装的射箭装备，将栓挂免除责任行

李条。

（9）保龄球装备

旅客托运的保龄球要有外包装，且能承受一定的压力；对于

无妥善包装的保龄球装备将栓挂免除责任行李条。一套保龄器材

最多包括 3 个保龄球、一个保龄球包、一双保龄球鞋。含有大量

容量超过70%以上的丙酮或酒精的保龄器具清洁剂被视为危险品，

不能作为行李运输。

（10）曲棍球用具

曲棍球球棒或长曲棍球棒必须被放置在特别为运输设计的

坚固且硬壳容器内。如未以此类容器包装，将拴挂免除责任行李

条。

（11）冰球用具

冰球用具必须被放置在特别为运输设计的坚固且硬壳容器

内。如未以此类容器包装，将拴挂免除责任行李条。

（12）充气球

水球、篮球、排球、橄榄球、足球等在航空运输时注意球内

充的空气内压不能超过额定压力，必要时需将球内充的空气放掉。

（13）射击用具

射击用具是指体育运动用品的枪，而不是公安机关押解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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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时使用的枪械。必须退出全部弹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需将枪支拆卸，并包装在行李箱或标准枪箱中。弹药必须安全地

存放在一个坚固的密封箱中，然后放入行李箱，并且密封箱四周

必须使用其他填充物塞实。

2.外交信袋

外交信袋应当由外交信使随身携带，自行照管。根据外交信

使的要求，南航也可按照托运行李办理，但南航只承担一般托运

行李的责任。机要交通人员携带的机要文件，按此规定办理。

3.轻泡行李

轻泡行李应放置在货舱内运输。根据航班其它货物行李货舱

容积装载情况，南航有权拒绝接受托运或以免除责任行李条款安

排其它航班承运。

（二）收费标准

1.运动器械

（1）国内航线收费

如果持有的上述运输标准中列明的运动器械包装后尺寸在

普通行李 40*60*100 厘米限制范围内，可计入免费行李额；超出

免费行李额部分按普通超额行李费计收。如果包装后的尺寸大于

40*60*100 厘米，则按照以下价格标计收：
类型 适用始发场站 价格

高尔夫用

具

广州、北京大兴、上海虹桥、

上海浦东、乌鲁木齐、深圳、

武汉、长春、沈阳、哈尔滨、

重庆、郑州、珠海、三亚、

长沙、海口、大连、南宁、

贵阳、汕头、南阳。

价格标准①

上述场站之外的国内场站 收费等于 6 公斤相应的逾重行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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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高尔夫球具未包括在已付票

价等级的免费行李额之内时，才能按

此标准收费；

如果高尔夫球用具未包括在普通的

免费行李额内，而重量超过了 15 公

斤，超出的重量应按普通逾重行李收

费，即第一个 15 公斤按 6 公斤逾重

行李费的特别标准收费，超过 15 公

斤的每一公斤都按普通逾重行李费

率收费。

滑雪用具

广州、北京大兴、上海虹桥、

上海浦东、乌鲁木齐、深圳、

武汉、长春、沈阳、哈尔滨、

重庆、郑州、珠海、三亚、

长沙、海口、大连、南宁、

贵阳、汕头、南阳。

价格标准①

上述场站之外的国内场站

每一套滑雪用具的特别收费等于 3 公

斤相应的逾重行李费；如果滑雪用具

未包括在免费行李额以内，则只按上

述标准收费。

每一成人旅客只能带一套按此收费

的滑雪用具，超过此数目的滑雪用具

每一公斤都按普通逾重行李的费率

收取逾重行李费。

钓鱼用具

广州、北京大兴、上海虹桥、

上海浦东、乌鲁木齐、深圳、

武汉、长春、沈阳、哈尔滨、

重庆、郑州、珠海、三亚、

长沙、海口、大连、南宁、

贵阳、汕头、南阳。

价格标准①

上述场站之外的国内场站

收费等于 4 公斤相应的逾重行李费；

只有当上述物品未包括在已付票价

等级的免费行李额之内时，才能按此

标准收费；

超过 15 公斤的钓鱼用具应按普通逾

重行李费率收费。

其他运动

器械

广州、北京大兴、上海虹桥、

上海浦东、乌鲁木齐、深圳、

武汉、长春、沈阳、哈尔滨、

价格标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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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郑州、珠海、三亚、

长沙、海口、大连、南宁、

贵阳、汕头、南阳。

上述场站之外的国内场站 按普通逾重行李费率收费。

价格标准①

类别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三档 第四档 第五档 第六档

每件价格 68 元 168 元 298 元 498 元 698 元 998 元

每件重量

范围

3kg（含）

以内

3kg-8kg

（含）

8kg-15kg

（含）

15kg-23k

g（含）

23kg-32k

g（含）

32kg-50k

g（含）

（2）国际/地区航线收费
类型 价格

高尔夫球具 每位成人旅客可免费托运一套高尔夫球用具；用具总重量

不得超过 23 公斤，三边之和不得超过 158 厘米（62 英

寸）；超出免费行李额部分按普通超额行李费计收。

滑雪用具 每位成人旅客可免费托运一套滑雪用具；用具总重量不得

超过 23 公斤，三边之和不得超过 203 厘米（80 英寸）；

超出免费行李额部分按普通超额行李费计收。

钓鱼用具 每件上述物品的钓鱼用具可按一件 158 厘米（62 英寸）的

行李计入免费行李额内；

超出部分按普通超额行李费收费。

其他运动器械 总重量不得超过 23 公斤，且三边之和不超过 158 厘米

（62 英寸）时，可计入免费行李额；超出免费行李额部分

按普通超额行李费计收。

2.外交信袋

外交信使携带的外交信袋和行李，可以合并计重或计件，超

过免费行李额部分，按照逾重行李的规定办理。外交信袋需占用

座位时，旅客必须在定座时提出，经南航同意后，方可予以运输。

3.轻泡行李

旅客托运行李每公斤体积超过 6000 立方厘米按轻泡行李接

受。轻泡行李体积以每 6000 立方厘米折合为 1 公斤。体积折合

重量超过免费行李额，应支付相应的逾重行李费。轻泡行李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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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按大件行李接受办理。

五、生效时间

本版规定自 2022 年 5 月 24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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