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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内容

美联航资料及2016年新动向

美联航散客价格政策

美联航乘机指南及航班不正常时处理

美联航团队政策及操作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UA
总部： 美国,芝加哥 ORD

航班数量：

机队：

平均每日营运5000架次航班，飞往6大洲342个机场。

723架主航线客机，以波音客机为主力机型。
510架地区航线客机。
今年，美联航计划接收包括737NG,787和777在内20架全新波
音飞机



美联航在中国

始于1986年，美联航
是第一家提供中美航
线航班的美国承运人
，

2016年是美联航服务
中国的第30年。



成都直飞旧金山

• 2014年6月11日开启的新的航空线路成都－旧金山

• 有36个商务舱座位和183个经济舱座位的波音787飞机

• 每周三班: 周一,周三,周五

• 美联航是唯一一家提供从成都直达美国航班的航空公司

• 美联航是第一家以成都为站点的美国航空公司

• 2016年5月25日-9月5日增至每周四班:周一,周三,周五,周日.

航班 始发地 目的地 航班周期 起飞 到达

UA8 成都 (CTU) 旧金山 (SFO)
周一、三、

五

10:55

a.m.
7:35 a.m.

UA9 旧金山 (SFO) 成都 (CTU)
周一、三、

六

1:30

p.m.

7:55 p.m. 
+1



美联航2016年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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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西安至旧金山航线 —— 西北首个直飞美国航线

 2016年5月10日到10月29日，每周三次航班，由世界最先进客
机之一的波音787-8梦想客机执飞。这是西安首条跨太平洋航
线，美联航也将成为首家服务西安的美国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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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 始发地 目的地 航班周期 起飞 到达

UA852 西安 (XIY) 旧金山 (SFO)
周二、四、

六
09:30 a.m. 6:35 a.m.

UA853 旧金山(SFO) 西安 (XIY)
周二、四、

七
1:25 p.m.

5:30 p.m. 
+1



 自2016年7月15日起计划将开通杭州直飞

旧金山航线，由波音787-9梦想客机执飞，

 每周三次直飞航班连接美国西海岸。

 若获政府批准，UA983次航班将于当地时间

每周一、周三、周五上午11:30从杭州萧山

国际机场起飞，并于当天当地时间上午8:25

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自杭州出发航行时间大约为11 小时5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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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将成为美联航在中国大陆的第5个直航点

回程航班UA982次将于当地时间

每周一、周三、周六下午2:15于旧金
山国际机场起飞，并于次日当地时间

下午6:10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回程旧金山出发航行时间大约

为12小时55 分钟。



美联航推出官方微信账号啦
扫一扫，各种优惠信息尽在掌握



2016年1月13日美联航全新推出中文官方网站United.com支付
宝在线支付功能.为美联航的中国客户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在
线支付服务.



美联航2016年同业优惠价

适用于成都，重庆地区代理人，旅行社，旅游局，航空公司员工及亲属。详情请
咨询028-68728699。

往返促销净价
（不含税金） 2016年3月1日-4月17日

成都-旧金山/洛杉矶/

拉斯/圣地亚哥
CNY888

成都-美国东部城市 CNY1,688 



 线路一: CTU-EWR-CTU 或 CTU-EWR//U.S.-CTU (第一个经停
点必须是EWR) 

 1)出票日期：2016年2月04日-3月31日

 2)销售地：成都/重庆

 3)出发时间：2015年2月10日-3月31日

 4) 奖励办法: 

每一张经济舱机票兑换价值人民币100元一号店www.yhd.com购
物券

每一张商务舱机票兑换价值人民币200元一号店www.yhd.com购
物券



 线路二: CTU-LAX-CTU 或 CTU-LAX//U.S.-CTU (第一个经停
点必须是LAX) 

 1）出票日期：2016年2月04日-4月30日

 2）销售地：成都/重庆

 3）出发时间：2015年2月10日-4月30日

 4）奖励办法: 

每一张经济舱机票兑换价值人民币50元一号店www.yhd.com

购物券

每一张商务舱机票兑换价值人民币200元一号店www.yhd.com

购物券



以上奖励兑换办法
1.旅客航班起飞后，代理人登陆http://unitedhkg.com/201602/

2.填入预订信息与代理人信息，点击确认提交，表格示例如下：



 如果您拥有 Premier 1K 会员身份，则在北美区域内，以及关岛和火奴鲁鲁之
间搭乘由美联航或联航快运 (United Express®) 运营的航班完成美联航经济
舱 (United Economy) 旅行时，可以获得一份免费酒精类饮品和一份免费精
选菜单 (Choice Menu) 美食。

 请注意：除半瓶装高级红酒之外 (375 ml)，乘客可以要求任何酒精类饮品。包
括所有精选菜单上列出的美食，涵盖小吃部 (Snack Shop) 和机上吧台
(Bistro on Board) 的菜品。



 在预订之前，请确保机舱乘务人员知晓您是 Premier 1K 身份会员，并出示美
联航应用程序上的您的前程万里 (MileagePlus) 数字会员卡，或出示您的贵
宾 (Premier) 会员卡或登机牌。

 如果您拥有美联航提供的饮品券，则可在第一杯免费饮品之后使用该饮品券
购买更多饮品。

 “北美区域内的航班”是指美国所有 50 个州、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区内的所有旅行。商品供应可能有所变化。不可替换点心或食品。饮品
和美食选择可能会随时发生变更。乘客必须年满 21 周岁方可消费酒精饮品。



美联航787客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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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787-8梦想客机 –飞向未来

波音787运用了最新的流线型空气动力学设计和完善的内部空间设计，将飞行引入了
新的时代

已经有25架波音787梦想客机加入美联航机队



Boeing 787-8 Dreamliner

B787机舱座位布局图

商务头等舱 36;  经济舱 183

详细的机舱座位图可以在www.united.com上获得

http://www.united.com/


头等舱Global First

商务头等舱 BusinessFirst

舒适经济舱 Economy Plus

普通经济舱 Economy

美联航国际航班机舱配备

 成都-旧金山&北京/上海-纽瓦克& 上海-洛杉矶 舱等配置：

商务头等舱 + 舒适经济舱 + 普通经济舱

 其他中国航线舱等配置：头等舱 + 商务头等舱 + 舒适经济舱 + 普通经济舱



美联航头等舱 Global First

美联航头等舱将提供超过六英尺的个人空间、先进的娱乐
设备、39英寸液晶屏电视、苹果ipod接口，USB接口
消噪耳机。



 美联航在全部中美航线商务舱内配备180º 平
躺式座椅。

美联航商务头等舱 BusinessFirst

United BusinessFirst seat (2-cabin) United BusinessFirst seat (3-cabin)



美联航舒适经济舱

EconomyPlus®   舒适经济舱提供多达 13厘米的额外腿部伸展空间，而且，
这些座位位于经济舱靠前的位置，飞机抵达时可快速下机，尤其适合商
务旅客。



美联航行李规定



美联航托运行李标准
——中国始发的国际航班

旅行日期 第一件行李 第二件行李 托运行李标准规格

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免费 免费 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57厘米/件

重量不超过23公斤 /件

超件行李 超大行李 超重行李

长宽高之和
介于158 厘米到292厘米之间

重量介于
23 到 32 公斤之间

重量介于
32到45公斤之间

200美金/件 200美金/件 200美金/件 400美金/件

* 不接受任何超过45公斤重量的托运行李

* 若超件/超大/超重情况同时存在，按累计金额收取

如果旅客行李超出一定尺寸，重量及件数的限制，则需另行支付费用:

美联航中国始发旅客，持2014年12月18日以后购买的客票，经济舱旅客享受如下行李优
惠额度。此规定适用于乘坐美联航，联航快运航班的乘客。



美联航国际托运行李费例外情况
——中国始发的国际航班

机舱等级 免费行李额
美联航金卡/白金卡

/1K/GS
星空联盟金卡 行李尺寸

经济舱
第一件免费

第二件100美金
≤ 23公斤/件

3件
≤ 32公斤/件

2件
≤ 23公斤/件

每件行李
长宽高之
和不超过
157厘米

商务舱/商务头等舱
（包括已确认的升舱）

2件
≤ 32公斤/件

3件
≤ 32公斤/件

头等舱/环球头等舱
（包括已确认的升舱）

3件
≤ 32公斤/件

4件
≤ 32公斤/件



美联航托运行李标准
——美国与加拿大境内航线

托运行李收费

第一件行李 第二件行李

25美元 35美元

免除美国境内托运行李费规定：

一件免费：

UA银卡、星空联盟金卡乘坐美联航经济舱航班旅行。

两件免费：

普通会员、 UA银卡、星空联盟银卡会员乘坐美联航公务舱、头等舱航班旅行。

三件免费：
1) UA金卡、 白金卡会员、 1K会员、全球服务会员乘坐美联航经济舱、公务舱、

头等舱航班旅行。

2) 星空联盟金卡乘坐美联航公务舱、头等舱航班旅行。



美联航托运行李标准
——united.com查询行李费

http://www.united.com/cms/zh-CN/travel/pages/checkedbaggage.aspx



随身行李标准 - 针对所有美联航航班
美联航允许每位乘客携带一个随身行李和一件个人物
品登机。

随身行李的三边长度之和（长 + 宽 + 高）最大不能
超过 14 英寸 x 9 英寸 x 22 英寸（即 23 x 35 x 
56 厘米）或 45 英寸（即 114 厘米）。

雨伞
数量适中的读物
携带的宠物（需收费）
可折叠轮椅
符合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认证标准的儿
童安全座椅

相机
尿布包
有限数量的免税商品或在机场购买的食物
辅助器具（手杖、一副拐杖、处方药以及
任何需要给药的医疗设备、可携带的氧浓缩
器POC等）。

以下私人物品不计入您的一件行李和一件私人物品的限额之内：

宠物要求：
机舱：具体规定和申请流程请联系美联航呼叫中心（中美航线只有经

济舱允许携带。2015年7月3日起，美联航成都航班可以运输宠物出境。）
托运：具体规定和申请流程需通过当地指定货运代理



行李常见问题解答
Q：如果我的行李受损，我该怎么办？
A：所有的受损物品情况必须在离开机场前由本人亲自报告。美国、关岛、波多黎各
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境内或之间的航班抵达四小时内，所有其它国际航班抵达七天内
应发出此通知。机场内接受检查，美联航的工作人员负责对您的损坏索赔做出最终

判定。

Q：我将物品忘在飞机上或机场了。如何联系失物招领处？
A：您可以联系美联航行李问题调解服务中心报告物品丢失。
网址：http://www.united.com/web/zh-CN/content/travel/baggage/lost-
onboard2.aspx

Q:托运行李当天没有到达，怎么办?
A:托运行李当天没有到达，联系地面工作人员建立行李未到达案子，将个人信息、
行李信息录入，然后工作人员将案子复印件交回给客人；客人可以通过2种方式进行
查询相关行李信息，一种是打电话给机场行李查询室( 028-8520 5550 )
；另外还可以登录www.united.com baggage tracing查询最新信息；在行李到达成
都之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指定行李运输公司将行李运至客人；

http://www.united.com/web/zh-CN/content/travel/baggage/lost-onboard2.aspx
http://www.united.com/


美联航散客优惠价格



商务舱优惠价格
始发城市 到达城市 出发时间

往返净
价CNY

舱位
有效
期

成都

旧金山
13Feb-26Mar16 16500

P
0-6M

27Mar-30Jun16 16500 0-3M

洛杉矶 27Mar-30Jun16 16500 P 0-3M

纽约 27Mar-30Jun16 19500 P 0-3M

华盛顿 27Mar-30Jun16 20500 P 0-3M

波士顿

ALL YEAR 
ROUND(Weekday)

20880

P 5-3M

ALL YEAR 
ROUND(Weekend)

23880

芝加哥 ALL YEAR 
ROUND(Weekday)

23800 P 7D-3M



经济舱优惠价格
始发城市 到达城市 出发时间

往返净价
CNY

舱位 有效期

成都

旧金山
13Feb-30Jun16

1300 G 5D-3M
30Aug-31Dec16

洛杉矶
13Feb-30Jun16

1300 G 5D-3M
30Aug-31Dec16

纽约

27Mar-30Apr16

2300 G 5D-3M01Sep-26Sep16

04Oct-31Dec16

华盛顿
13Feb-30Jun16

3600 K 5D-3M
30Aug-31Dec16

波士顿
24FEB-26APR16(Weekday)

3910

K 0-6M

24FEB-26APR16(Weekend)
4410

芝加哥
24FEB-26APR16(Weekday)

5580

L 0-6M

24FEB-26APR16(Weekend)
6080



美联航
China UA Simple Program 



China UA Simple program
 美联航近日推出了“UA Simple”（中国中小企业差旅管理计
划），旨在为中国大陆的中小企业员工提供差旅支持。通过这个
项目，在华中小企业员工将享受从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飞往北美
地区的出行折扣。

注册
 注册后，公司只需通过其指定旅行社购买机票，在票面上标

明唯一公司识别码（tour code），即可参与本计划。参加本

计划的公司员工每次乘坐美联航航班出行即可享受协议折扣
。

 本计划适用于在中国购票，并从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始发的
在华企业人员出行计划。

前期优惠
 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控制成本是重点。通过“UA Simple”
计划，您搭乘国际航班的指定票价舱位可获享折扣优惠。另外，
公司可根据第一年飞行的费用，赢取指定美联航旅客优待，具体
包括：

 美联航贵宾室 (United ClubSM) 一次性入场券
 前程万里 (MileagePlus®) 贵宾 (Premier®)会员会籍
 搭乘美联航营运航班旅行的全球升舱券

其它福利
 协议折扣及无最低旅行费用限制

 美联航全方位的跨太平洋航线网络、航空枢纽设于美国四大
城市，通往美国多达227座城市及加拿大其它城市

 行业领先的常旅客飞行计划，在全球范围内位旅客提供更多
机会赢取及兑换里程数



China UA Simple Program
折扣信息
 在指定公布销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额外3% 或5%的折扣





出发地 目的地 运价舱位 订座舱位 %折扣

香港

美国/加拿大

F,A,J,C,D,Z,P

Y,B,M,U,H,Q,V,W

F,A,J,C,D,Z,P

Y,B,M,U,H,Q,V,W

商务舱 5%

经济舱 3%

中国（除香港外）
F,A,J,C,D,Z,P

Y,B,M,E,U,H,Q,V,W

F,A,J,C,D,Z,P

Y,B,M,E,U,H,Q,V,

W

商务舱 5%

经济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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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UA Simple Program
旅客优待

Note: (A) = Additional

Type $0-20K $30K $50K $75K

MP Status 

Global Premier 

UG

2 x GPU or 

1 x Gold

3 x GPU or

1 x GPU & 1 x 

Gold (A)

3 GPU or

1 x GPU & 1 x 

Gold(A)

2 x GPU or 

1 x Gold

United Club

One-Time Pass
4 3 (A) 5 (A) 10 (A)

公司与美联航签订合同即可享受 $0‐20K项目旅
客优待

签订合同第一年当购票金额超过 $30K, $50K 及
$75K以上时可以获得额外的旅客优待



团队机票预订及出票流程



2016-2017年系列团价格

39

始发
城市

目的地
2016年4月01日-30日, 11

月1日-12月31日,2017年2月
15日-3月31日

2016年5月1日-6月30日
, 9月8日-25日, 10月2日-31日

CTU

SFO/LAS 3000 3500

LAX 2300 3200

NYC/IAD 3500 4200

SLC/SAN 3500 4200

East 

Coast 3900 4500



美联航团队订位规定
订票规则：

 10人以上（含10人）订位视为团队，必须通过美联航团队部预订团队舱位。
严禁代理人通过各种形式自行散订机位。一经发现，无论出票与否，机位将
会被美联航取消或以ADM单形式罚款，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责任由违规代
理人承担。

 团队订位申请至出票全过程需通过相同机票代理商操作完成，即不允许A代
理订位 B代理出票。只接受距离出发日期180天内的报价及机位申请（会展
团除外)。

定金金额：

 经济舱： CNY1000/人 (全年，特别旺季和峰季除外)

 经济舱： CNY2000/人（特别旺季和峰季) 

 公务舱/头等舱： CNY10000/人，需根据总部规定单团单议



美联航团队订位新规定

定金，票款及出票时限：特别旺季和峰季
2016年9月22日-9月30日, 2017年1月19日-1月27日

定金时限 定金二次确认时限 全款时限 出票时限

预订后需一周内交付
定金,定金CNY2000/位

距离出发日期60天
前可在交付定金的
基础上有10%的取消
率，定金无损失

需提前40天交付票价
全款（不含税金）

可在定金二次确认的
基础上有10% 取消率，
定金无损失。

需提前7天出票

可在交付全款的基础上
有10%取消率，票款无

损失。



美联航团队订位规定

定金，票款及出票时限：旺季和峰季
2016年旺季：2月4日-2月9日,6月24日-8月21日，9月28日-10月2日

2016年峰季：7月8日-8月23日

定金时限 定金二次确认时限 全款时限 出票时限

预订后需7天内交付定
金

距离出发日期60天
前可在交付定金的
基础上有10%的取
消率，定金无损失

需提前30天交付票价
全款（不含税金）
可在定金二次确认的
基础上有10% 取消率，
定金无损失。

需提前7天出票
可在交付全款的基础上
有10%取消率，票款无
损失。

注：
 成团率计算方法:小数点后需全部进位。例:23人*80%=18.4 即需按19人计算成团
率

 团队票一经出票，不允许更改，签转及退票

 定金确认单：



美联航系列团订位规定

定金时限 定金二次确
认时限

全款时限 出票时限

预订后需7天内
交付定金

无 需提前14天交
付票价全款
（不含税金）
可在定金二次
确认的基础上
有10% 取消率，
定金无损失。

需提前7天出票
可在交付全款
的基础上有10%
取消率，票款
无损失。

定金，票款及出票时限：淡季和平季（系列
团K舱团队）



美联航团队订位规定
定金，票款及出票时限：淡季和平季（系列团K舱团
队除外）

定金时限 定金二次确认时限 全款时限 出票时限

距离出发日期61-
180天的预订确认后
14天内交付定金

距离出发日期31-60
天的预订确认后7天
内交付定金

距离出发日期15-29
天的预订确认后24
小时内交付定金

距离出发日期30天
可在交付定金的基
础上有20%的取消率，
定金无损失

出发前14天支付票价
全款（不包括税金）

可在定金二次确认的
基础上有10%的取消
率，定金无损失

出发前7天出
票

可在交付全
款的基础上
有10%的取消
率，票款无
损失

距离出发日期14天以内的预订确认后24小时内支付票价全款



团队机票预订流程
 单团：

 系列团：

Email 发送方式

TO:黄婉婷 wanting.huang@united.com,郑洋 yang.zheng@united.com 

CC:黄燕 yan.huang@united.com,王娜 na.wang@united.com

系列团计划表：

Email询价 预订

提交系列团
计划

座位分配

定金确认

定金确认

Rf no. 出发日期 行程 团队人数
可接受价格范围

（CNY)
行程总天数

1 1-Sep

1.UA008 01SEP CTUSFO 0950  0850

2.UA342 01SEP SFOLAX 1230  1357

3.UA236 06SEP LASIAD 0600  1332

4.UA397 12SEP EWRSFO 0800  1121

5.UA009 13SEP SFOCTU 1335  1850+

20 6000 14

2 3-Sep

1.UA008 01SEP CTUSFO 0950  0850

2.UA342 01SEP SFOLAX 1230  1357

3.UA236 06SEP LASIAD 0600  1332

4.UA397 12SEP EWRSFO 0800  1121

5.UA009 13SEP SFOCTU 1335  1850+

20 6000 14

Total 40

mailto:wanting.huang@united.com
mailto:yan.huang@united.com
mailto:na.wang@united.com


美联航团队订位规定

代理 收件人 抄送

华商 郑洋 yang.zheng@united.com  

宝中 黄燕 yan.huang@united.com

海外 王娜 na.wang@united.com

美亚 黄婉婷  wanting.huang@united.com

雅客行 黄燕 yan.huang@united.com

上航假期 王娜 na.wang@united.com

黄婉婷      wanting.huang@united.com 

郑洋          yang.zheng@united.com  

部分代理询价邮件发送方式：

请大家在发送邮件时，都确认所有联系
人的信息都在邮件内。回复邮件时，一
定要选择回复全部。以确保我们能及时
处理你的需求。



成都地区指定团队出票BSP代理

四川省华商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86132797 程媛

成都市美亚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65015980 张漫

成都铁航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898989892/18980088299 刘超世

四川中川国际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85480612 曾幸婕

 成都西南民航巨龙实业有限公司

86725408 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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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流程及退票规定
 BSP代理发送Email给成都销售人员,告知出票人数，Office号，

TO:黄婉婷 wanting.huang@united.com,郑洋 yang.zheng@united.com 

CC:黄燕 yan.huang@united.com,王娜 na.wang@united.com

 成都销售推送PNR,回复邮件告知小编号及出票细节

 注意：务必确定准确出票人数，一旦推送PNR,没办法再增加人数

 退票：如果团队人数只有10人，不接受个别退票；如果旅客有重大疾
病，可以提供病情证明等相关资料申请退票或者延期使用；退票只能
退5项税金：CN XY XA YC AY

 CN   AIRPORT FEE   中国机场税

 XY   IMMIGRATION USER FEE GUAM   美国移民通道使用费

 XA   APHIS PASSENGER FEE PASSENGERS  PUERTO RICO  美国动植
物健康检查服务费

 YC   CUSTOMS USER FEE PUERTO RICO    美国海关通道使用费

 AY   PASSENGER CIVIL AVIATION SECURITY FEE AMERICAN SAMOA 
美国民航乘客安全费

mailto:wanting.huang@united.com
mailto:yan.huang@united.com
mailto:na.wang@united.com


团队常见问题



团队常见问题
团队无儿童价格，没有免票

美国境内段机票与国际段机票在一张票上，全程
享受国际段行李标准

旅客要求更改回程日期：必须在出票前提出

团队中少于10%的旅客可以更改回程日期，必须与原
舱位相同，如果是联程航段必须一起更改，每人
CNY800,如果没有相同舱位则不能更改

旅客要求机票中段不使用：电子客票必须按顺序
使用，如果前段不用，所有后段自动作废

团队改名字：仅限于1,2个字母拼写错误，每个
CNY300。



团队常见问题
团队旅客被拒签：仅在淡季和平季提供拒签减免（以团队出发
日期为准）

1月14日-5月31日及10月2日-12月31日之间 接受拒签减免，
拒签旅客每位罚金CNY1000。

6月1日-6月30日及9月1日-30日 单团单议，由美联航决定

7月1日-8月31日 不接受拒签减免

旅行社必须在旅客收到领馆拒签

信3日内邮件通知美联航成都销售

部，并提供以下资料申请。

1.护照扫描件

2.旅客申请签证的Confirmation.

3.签证申请状态证明

4.拒签信扫描件



团队旅客升舒适经济舱
 1.Email发送团队PNR及需升舱乘客姓名给成都销售人员，得到分离出
的代号

 2.A.联系400-883-4288用信用卡付款

B.进入UNITED.COM,输入PNR及姓氏，可以进入座位选择页面



团队旅客升商务舱
1:团队出票前：代理须提前通知美
联航成都销售部，单独购买商务舱
机票，并取消团队座位，商务舱机
票计算入团队成团率中。

2.团队出票后：

旅客另行购买商务舱机票，通知美
联航成都销售部取消团队机位及申
请团队票退票。



团队旅行



旅行前准备
 如果需要预先安排座位，可于航班起飞前24小时发送邮件至成都机场服务
人员jean.peng@united.com 或者发送传真至机场办公室 8520-8055。

 所有的旅客必须填写下面的标签（地址是美国的地址），旅行社可以按以
下模板提前打印出来给客人填写

 注意：旅客必须携带证件亲临柜台

 航班提前3小时开始Check in,团队旅客请提前2小时到达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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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航网站及移动应用程序



申请航班提醒
 united.com 
建议旅行社去united.com上申请航班提醒服务，以便及时了解航班变动信息。

5



旅途中的移动应用程序

美联航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推出了免费的移动应用程序。

 该应用程序适用于 iPhone， iPad 及 Android 手机，可通过App 
Store 和Android Market下载。



旅途中的移动应用程序

主要应用功能：

航班预订
值机和移动登机牌
航班状态查询
检查升舱状态，查看机舱设施、登
机口……
航班状态通知
选择座位（包括舒适经济舱）
常飞旅客帐户访问
机场地图
查看航班路线实时地图和天气状况



美联航乘机指南



安全飞行须知
美国交通运输安全属规定：

 请在预订客票时以SSR DOCS 格式输入安全飞行乘客信息。内
容包括：乘客姓名，出生日期，性别。

 所有持中国护照的乘客在机场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除相关证
件资料外，还需提供访美期间的住址。请在订票时提醒乘客在
办理登机手续时提前准备好其在美停留时的住址。

 想了解更多关于安全飞行计划的内容，请访问
www.tsa.gov/secureflight。想了解关于美联航收集安全飞行
信息的政策，请访问www.unitedmc.com

• 携带液体规定请访问：http://www.tsa.gov/traveler-information/3-1-1-
liquids-rule (旅客随身携带行李需分装进不超过100毫升的容器，并且装进
1个可封口的透明塑料袋子。）

http://www.tsa.gov/secureflight
http://www.unitedmc.com/
http://www.tsa.gov/traveler-information/3-1-1-liquids-rule
http://www.tsa.gov/index.shtm


登机有效证件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要求持中国护照的入境旅客，其护
照有效期至少超过其离境美国之日起6个月以上。

 某些国际旅客可能有资格在不需要签证的情况下入境美国，
前提是他们符合通过签证豁免计划入境的要求。

 经美国转机前往加拿大的旅客，除加拿大签证外，还需持
有效美国转机签证。

 所有计划前往美国的非美国公民应访问travel.state.gov
了解其它信息。



美联航成都双流机场信息

美联航值机柜台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42-49号柜台（国际出
发大厅5号门进入候机楼，柜台正对6号门）

办票时间
请于航班起飞前3小时到达值机柜台办理，航班截至
办票时间为起飞前1小时。柜台起止时间为07:55-
09:55；

地面交通
可乘坐机场1、2、3、4线到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1号
航站楼;

成都机场联系方式 机场客服电话：028 8520 5555 



美国入关转机须知
美国是第一站入关的国家，即在到达美国的第一个城
市(包括转机城市)办理入关手续。

对于美联航转机旅客，行李可以挂到目的地。但是托
运行李需要在转机站点的行李转盘取出，经海关检查
后重新交运（无需至值机柜台，直接交给转机通道的
行李回收处）。随后经转机通道至下一登机口。



美国入关转机须知
 第一步：提取行李

 第二步：前往转机行李回收处，放回行李。（无需办理托运手续）

 第三步：前往转机航班登机口



美国出关须知
 美国不设离境关卡，离境回国的客人只需在美国离境站办理
出关手续。

 回程托运行李无需在美国转机站点取出，可直接到中国国内
首站机场领取。



美国出关须知
 第一步：自助打印登机牌和行李条

 第二步：托运行李

 第三步：通过安检，前往登机口登机



旧金山国际机场简介
旧金山机场名称：SAN FRANCISCO INTL AIRPORT 

旧金山机场位置：位与旧金山市区东南方大约8英里（约13公里）

旧金山机场有3 个国内航站楼和1 个国际航站楼 ，美联航国际航班一
般起降于航站楼I （I字母代指International，国际航站楼），国内
航班起降集中于3号航站楼。 (具体请参照订票系统）

旧金山机场标准转机时间：

 国内转国内 – 50分钟

 国内转国际 – 1小时

 国际转国内 - 1小时45分钟

 国际转国际 - 1小时45分钟

以上时间仅供参考，请根据具体情况及系统提供衔接航班做适当调整
。



旧金山国际机场航站楼分布
图



旧金山国际机场国际航班到达



http://www.flysfo.cn/flight-info

旧金山国际机场更多转机信息
（中文页面）

http://www.flysfo.cn/flight-info


航班不正常处理



请在

请在取消航班后立
即输入waiver code 
再封口



以下链接可找到相关信息：



1）航班延误 UA 会自动对有后续航班的旅
客进行保护。

2）已经申请航班提醒的旅客可以收到航班
的最新情况

3）旅客如对后段保护的航班不满意，散客
请联系 400-883-4288变更航班。



4）旅客对搭乘美联航航班有任何疑问或建议
，请登录 united.com —联系我们-联系客户
服务，填写对旅程的问题反馈。

5)如有需要，旅客可以向机场人员要求提供
航班延误证明。

6)出发后，在美国境内发生航班延误与取消
，如旅客已经在机场，请直接与机场客服人
员联系。如时间允许（起飞前24小时以外，
请考虑时差），可与原出票方联系协助改票
。



团队旅客如需变更后续保护航班可以直接联系美联航
成都销售部。需提出书面申请，并提出希望的后续保
护航班方案。在机位许可的情况下，美联航销售部会
根据旅行社提出的方案作出后段航班保护。

如果团队旅客对航班不正常时的处理有疑问，请旅行
社统一搜集所有旅客意见后于united.com —联系我们
-联系客户服务，填写对旅程的问题反馈。

航班不正常情况下，建议旅行社领队多与机场客服人
员沟通，了解后续航班保护情况。特别是旅客已经在
境外的情况下，多与当地客服人员沟通将更有利于信
息的及时、准确传达。



 客户服务：

 https://www.united.com/web/zh-

CN/content/Contact/customer/default.aspx

https://www.united.com/web/zh-CN/content/Contact/customer/default.aspx


联系我们



 24小时全球预订电话：

1-800-UNITED-1 

(1-800-864-8331)

 有关星盟升舱申请，环球程
等星盟产品的预订及服务请
联系Alliance Desk 24小时

服务热线电话

001-877-726-7282 （美国）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网站
www.united.com

 www.cn.unitd.com

 星空联盟网站
www.staralliance.com

成都

销售部
电话：028-6872 8699，传真：028-6872 8666

中国

预订部

全国：400-883-4288

周一至周五： 8:00-19:00

周六： 8:00-

18:00

周日:                   9:00-13:00

工作时间外请拨打美
国限时中文热线: 

001-800-551-3062

8:00-21:00（中部时间）每
周7天

成都机
场行李
查询

电话：028-8520 5550 

里程部
全国：400-883-

4288

周一至周五： 9:00-18:00

周六： 9:00-13:00

周日： 休息

联系我们

http://www.united.com/
http://www.staralliance.com/


Thank you!



Q & A

本PPT中所有内容可能发生变化，美联航不

另行通知，以美联航网站及呼叫中心查询
为准。

http://images.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dailyblogtips.com/wp-content/uploads/questionsandanswers.jpg&imgrefurl=http://www.dailyblogtips.com/&usg=__b0ujdKNGv0kw9qshsdUdNtIE9YE=&h=249&w=250&sz=17&hl=zh-CN&start=101&itbs=1&tbnid=BZyAJfx429KjEM:&tbnh=111&tbnw=111&prev=/images?q=Q&A&start=100&hl=zh-CN&newwindow=1&safe=strict&sa=N&ndsp=20&tbs=isch: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