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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物品专家组（DGP） 

第二十四次会议 

2013年10月28日至11月8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5： 在可能的范围内，解决空中航行委员会或专家组查明的非经常性的工作项目 
议程项目5.1：审查关于运输锂电池的规定 
议程项目5.2：危险品事故征候和事故数据的收集 

锂电池-第IB节的文件规定 

（由 D. Brennan 提交） 

概要 

包装说明965和包装说明968第IB节许可在空运货单或者其他替代性文件上

提供有关锂电池运输的必要信息。本工作文件建议取消这种许可，并且规定：

必须在危险品运输文件上说明这种货物。 

危险物品专家组的行动：请危险物品专家组的工作组修订本工作文件附录

中所载的包装说明965和包装说明968。如果这种修订意见被接受，则必须对

5.4.1和5.8.1部分作出相应的修订（也见本工作文件附录），以便专门提到在危

险品运输文件上加上“IB”的字样。 

 

1. 引言 

1.1  在2012年2月举行的专家组关于锂电池的工作小组全体会议上，工作组制定了旨在解决“大量”

运输锂离子电池和金属锂电池问题的新规定。后来这些规定被纳入了被称为包装说明965和包装说明

968第IB节的技术细则。 

1.2  当时的规定允许在货舱内大量存放第II节所指的锂电池，而无需向机长提供有关信息；而当时

有些人则认为，这些电池应当作为第九类危险物品完全接受监管。上述新的规定被认为是在这两者之

间作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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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作出这种平衡时，保留了有关对这种货物的非联合国统一分类包装的规定，同时也保留了关

于危险品运输文件的例外情况。新规定要求托运人提供更多的关于所运货物的必要信息，但是可以在

第5;4部分所规定的替代性文件（例如：空运货单）上提供这种信息。 

1.4  人们认为，规定在文件中提供新的信息不仅使得营运人可以进行承运检查和向机长提供有关信

息，而且还可以协助各国检查第IB节锂电池货物的托运人。 

1.5  自从有关包装说明965和包装说明968第IB节的规定在今年年初实施以来，十分明显，“替代性

文件”（特别是空运货单）的使用不仅已经不适用于必须由托运人提供的信息，而且也不符合各国有

关确认第IB节锂电池货物的托运人之目的。 

1.6  目前的问题涉及空运货单的设计和目的。空运货单是托运人和营运人运输货物的合同凭据。在

几乎所有情况下，空运货单是由转运人代表托运人填写的；在空运货单上的托运人和收货人的姓名和

地址是发货地和收货地的转运人的姓名和地址。“真实的”托运人的姓名和地址不会出现在空运货单

上。因此，发货地营运人所保留的文件对于那些要求检查托运人的国家而言是毫无价值的。 

1.7  作为一种商业运输文件，空运货单的格式设计在于获取关于海关、运费以及收货人需要支付的

费用的信息。因此，空运货单在提供包装说明965和包装说明968第IB节所需的关于危险品信息方面的

“价值”也是有限的。在涉及可能包括多重外包装的大批量货物时，尤其如此。 

1.8  因此，工作组建议修订包装说明965和包装说明968第IB节，取消关于使用替代性文件的规定，

而是要求实施第5;4部分的规定，在关于危险品运输文件的包装说明号码之后加上“IB”的字样。在修

订包装说明的同时，也必须对5.4.1和5.8.1部分作出相应的修订，以便专门提到在危险品运输文件上 加
上“IB”的字样。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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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技术细则》第 4 部分的修订提案 

第 4 部分 

包装说明 

…… 

第11章 

第9类 — 杂项危险物品 

…… 

包装说明965 

客机和货机运输UN 3480 

1. 引言 

本条目适用于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本包装说明的结构如下： 

— 1A节适用于瓦时额定值超过20 Wh的锂离子电池芯和瓦时额定值超过100 Wh的锂离子电池，这些电池芯和电池

必须划入第9类并须受本细则所有有关要求的限制； 
— 1B节适用于瓦时额定值不超过20 Wh的锂离子电池芯和瓦时额定值不超过100 Wh的锂离子电池，但其包装数量

超过第II节表965-II允许的限值；和 
— 第II节适用于瓦时额定值不超过20 Wh的锂离子电池芯和瓦时额定值不超过100 Wh的锂离子电池，且其包装数量

也不超过第II节表965-II允许的限值。 

2. 禁止运输的锂电池 

以下规定适用于本包装说明内所有锂离子电池芯和电池： 

禁止运输由制造商查明为具有安全方面缺陷、或已经受损、可能会产生导致危险的热量、造成火情或短路的电池芯

和电池（例如那些出于安全原因退还给制造商的电池芯和电池）。 

除非得到始发国和运营人所属国的国家有关当局批准，禁止航空运输废弃锂电池，以及为回收或处置目的运输的锂

电池。 

IA 第IA节 

第IA节的要求适用于确定符合划入第9类的标准的瓦时额定值超过20 Wh的锂离子电池芯和瓦时额定值超过100 Wh的锂离

子电池。 

每个电池芯或电池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1) 每个电池芯或电池的所属类型证明满足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第III部分38.3小节规定的每项试验的要求； 

注1：无论电池所含的电池芯是否经受了此类试验，电池必须接受这些试验。 

注2：2014年1月1日之前制造的电池和电池芯，如果其设计类型按照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修订版

第III部分38.3小节的要求进行过试验，则可以继续予以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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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装有安全排气装置，或其设计能防止在正常运输中难免发生的条件下猛烈破裂，并装有防止外部短路的有效装置

包含并联的多个电池芯或电池芯系列的每个电池必须装有防止危险的反向电流所需的有效装置(例如二极管、保

险丝)；和 

3) 是按照2; 9.3.1e) 规定的质量管理方案制造的。 

包含并联的多个电池芯或电池芯系列的每个电池必须装有防止危险的反向电流所需的有效装置(例如二极管、保险丝

等)。 

IA.1 一般要求 

必须符合4;1的要求。 

 表965-IA  

 
联合国编号和运输专用名称 

每个包装件净数量  
 客机 货机  
 UN 3480 Lithium ion batteries 锂离子电池 5 kg 35 kg  
 

IA.2 补充要求 

— 必须保护锂离子电池芯和电池免于短路。 
— 锂离子电池芯和电池必须放入能将电池芯或电池完全封装的内包装内，然后再放入外包装。电池芯或电池的完

成包装件必须满足II级包装的性能要求。 
— 经始发国有关当局批准，质量超过12 kg且具有耐冲撞坚固外壳的锂离子电池或此类电池组件，可以放在不受本

细则第6部分要求限制的坚固外包装或保护封罩中（如完全封闭的箱子或木制板条箱）进行运输。批准文件必须

随附托运货物。 
— 2011年12月31日之后生产的电池必须在外壳上标明瓦时额定值。 

IA.3 外包装 

  箱  桶 方桶  

  铝（4B）  铝（1B2） 铝（3B2）  
  纤维板（4G）  纤维（1G） 塑料（3H2）  
  天然木（4C1，4C2）  其他金属（1N2） 钢（3A2）  
  其他金属（4N）  塑料（1H2）   
  塑料（4H1, 4H2）  胶合板（1D）   
  胶合板（4D）  钢（1A2）   
  再生木（4F）     
  钢（4A）     

IB. 第IB节 

第IB节的要求适用于电池芯瓦时额定值不超过20 Wh、电池瓦时额定值不超过100 Wh，但其包装数量超过第II节表

965-II允许限值的锂离子电池芯和锂离子电池。 

数量超过第II节表965-II允许限值的锂离子电池芯或电池必须划入第9类，并须受本细则所有有关规定的限制（包括本

包装说明第2段和本节要求在内），但以下第6部分的规定除外：。 

必须根据第IB节的规定，在5；4部分的危险物品运输文件上说明所托运的锂离子电池芯或锂离子电池。必须在5.4.1
和5.8.1a)部分所规定的包装说明号码“965”之后加上“IB”字样。5；4部分所有其他适用的规定均应适用。 

— 第6部分的规定；和 
— 5；4的危险物品运输文件要求，条件是托运人提供了描述托运货物内容的替代书面文件。如果托运人与运营人

之间已有协议，则托运人可以通过电子数据处理（EDP）或电子数据交换（EDI）方法来提供信息。下面列出了

所需信息，应按以下顺序列示： 
1) 托运人和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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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 3480； 
3) 锂离子电池 PI 965 IB； 
4) 包装件数目和每个包装件的毛重。 
 

锂离子电池芯和电池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则可以交运： 

1) 锂离子电池芯的瓦时额定值（见附录2的术语汇编）不超过20 Wh； 

2) 锂离子电池的瓦时额定值不超过100 Wh； 
— 必须在电池盒外壳上标明瓦时额定值，但在2009年1月1日之前制造的电池除外。 

3) 每个电池芯或电池的所属类型证明满足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第III部分38.3小节规定的每项试验的要求。 

注1：无论电池所含的电池芯是否经受了此类试验，电池必须接受这些试验。 

注2：2014年1月1日之前制造的电池和电池芯，如果其设计类型按照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修订版第

III部分38.3小节的要求进行过试验，则可以继续予以运输。 

4) 电池芯和电池必须是按照2; 9.3.1 e)规定的质量管理方案予以制造的。 

包装说明965 

IB.1 一般要求 

电池芯和电池必须装在符合4;1.1.1, 1.1.3.1和1.1.10（但1.1.10.1除外）规定的坚固外包装当中。 

 表965-IB  

 
内装物 

包装件数量  
 客机 货机  
 锂离子电池芯和电池 10 kg G 10 kg G  

IB.2 补充要求 

— 电池芯和电池必须装在能够将电池芯或电池完全封装的内包装内，然后再放入坚固的外包装当中。 
— 必须保护电池芯和电池防止发生短路。这包括防止在同一包装内与导电材料接触，导致发生短路。  
— 每个包装件都必须能够承受从任何方向进行的1.2米跌落试验，而不会发生下列情况： 

— 使其中所装的电池芯或电池受损； 
— 使内装物移动，以致电池与电池（或电池芯与电池芯）互相接触； 
— 内装物释出。 

— 每个包装件除了贴有第9类危险性标签以外，还必须贴有锂电池操作标签（图5-31）。 
— 每批托运货物必须附带一份包括以下内容的文件： 

— 标明包装件内装有锂离子电池芯或电池； 
— 标明包装件必须小心轻放，如果包装件损坏，有着火的危险； 
— 标明如包装件受到损坏，必须遵守的特别程序，包括检查和必要时重新包装；和 
— 了解其他情况的电话号码。 

IB.3 外包装 
  箱 桶 方桶  

  坚固的外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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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II节 

除1;2.3（危险物品的邮寄运输）、7;4.4（危险物品事故和事故征候的报告）、8;1.1（旅客或机组成员携带的危险物

品）以及本包装说明第2段之外，交运的锂离子电池芯和电池如果满足本节的要求，则不受本细则其他补充要求的限

制。 

锂离子电池芯和电池如果符合下列所有条件，则可交运： 

1) 锂离子电池芯的瓦时额定值（见附录2的术语汇编）不超过20 Wh； 

2) 锂离子电池的瓦时额定值不超过100 Wh； 
— 必须在电池盒外壳上标明瓦时额定值，但在2009年1月1日之前制造的电池除外。 

3) 每个电池芯或电池的所属类型证明满足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第III部分38.3小节规定的每项试验的要求。 

注1：无论电池所含的电池芯是否经受了此类试验，电池必须接受这些试验。 

注2：2014年1月1日之前制造的电池和电池芯，如果其设计类型按照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修订版第III
部分38.3小节的要求进行过试验，则可以继续予以运输。 

4) 电池芯和电池必须是按照2; 9.3.1 e)规定的质量管理方案予以制造的。 

包装说明965 
II.1 一般要求 

电池芯和电池必须装在符合4;1.1.1, 1.1.3.1和1.1.10（但1.1.10.1除外）规定的坚固外包装当中。 

表965-II 

 
内装物 

瓦时额定值不超过2.7 Wh
的锂离子电池芯和/或电池 

瓦时额定值超过2.7 Wh但不

超过20 Wh的锂离子电池芯 
瓦时额定值超过2.7 Wh但不

超过100 Wh的锂离子电池 
 

 1 2 3 4  
 每个包装件电池芯/电池的最大数量 无限制 8个电池芯 2个电池  
 每个包装件的最大净量（重量） 2.5 kg 不适用 不适用  

同一包装件内不得合并使用表965-II第2、3和4栏内规定的限值。 

II.2 补充要求 

— 电池芯和电池必须装在能够将电池芯或电池完全封装的内包装内，然后再放入坚固的外包装当中。 
— 必须保护电池芯和电池防止发生短路。这包括防止在同一包装内与导电材料接触，导致发生短路。  
— 每个包装件都必须能够承受从任何方向进行的1.2米跌落试验，而不会发生下列情况：  

— 使其中所装的电池芯或电池受损； 
— 使内装物移动，以致电池与电池(或电池芯与电池芯)互相接触； 
— 内装物释出。 

— 每个包装件必须贴有锂电池操作标签（图5-31）。 
— 每批托运货物必须附带一份包括以下内容的文件： 

— 标明包装件内装有锂离子电池芯或电池； 
— 标明包装件必须小心轻放，如果包装件损坏，有着火的危险； 
— 标明如包装件受到损坏，必须遵守的特别程序，包括检查和必要时重新包装；和 
— 了解其他情况的电话号码。 

— 如果使用航空货运单，货运单上必须写明“锂离子电池”、“符合PI 965第II节”的字样。 
— 为电池芯或电池进行运输准备或将其交付运输的人员，必须接受与其责任相符的关于这些要求的适当指示。 

 



 A-5 DGP/24-WP/55 
附录 

II.3 外包装 

 箱 桶 方桶   

 坚固的外包装   

II.4 合成包装件 

当包装件放在合成包装件内时，本包装说明所要求的锂电池操作标签必须清楚可见，或将标签贴在合成包装件外

面，而且合成包装件必须标有“合成包装件”字样。 

 
                                                                               

≠ 
包装说明968 

 客机和货机运输UN 3090 

 1. 引言 

本条目适用于锂金属或锂合金电池。本包装说明的结构如下： 

— IA节适用于锂金属含量超过1克的锂金属电池芯和锂金属含量超过2克的锂金属电池，这些电池芯和电池必须划入

第9类并须受本细则所有有关要求的限制； 
— IB节适用于锂金属含量不超过1克的锂金属电池芯和锂金属含量不超过2克的锂金属电池，但其包装数量超过第II

节表968-II允许的限值；和 
— 第II节适用于锂金属含量不超过1克的锂金属电池芯和锂金属含量不超过2克的锂金属电池，且其包装数量也不超

过第II节表968-II允许的限值。 

 2. 禁止运输的锂电池 

以下规定适用于本包装说明内所有锂金属电池芯和电池： 

禁止运输由制造商查明为具有安全方面缺陷、或已经受损、可能会产生导致危险的热量、造成火情或短路的电池芯和

电池（例如那些出于安全原因退还给制造商的电池芯和电池）。 

除非得到始发国和运营人所属国的国家有关当局批准，禁止航空运输废弃锂电池，以及为回收或处置目的运输的锂电

池。 

 IA. 第IA节 

第IA节的要求适用于确定符合划入第9类的标准的锂金属含量超过1克的锂金属电池芯和锂金属含量超过2克的锂金属

电池。 
 每个电池芯或电池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1) 每个电池芯或电池的所属类型证明满足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第III部分38.3小节规定的每项试验的要求； 

注1：无论电池所含的电池芯是否经受了此类试验，电池必须接受这些试验。 

注2：2014年1月1日之前制造的电池和电池芯，如果其设计类型按照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修订版

第III部分38.3小节的要求进行过试验，则可以继续予以运输。 

2) 装有安全排气装置，或其设计能防止在正常运输中难免发生的条件下猛烈破裂，并装有防止外部短路的有效装

置；和 

3) 是按照2; 9.3.1 e) 规定的质量管理方案制造的。 

包含并联的多个电池芯或电池芯系列的每个电池必须装有防止危险的反向电流所需的有效装置（例如二极管、保险丝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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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1 一般要求 

必须符合4;1的要求。 

  表968-IA  

  
联合国编号和运输专用名称 

每个包装件净数量  
  客机 货机  
  UN 3090 Lithium metal batteries 锂金属电池 2.5 kg 35 kg  
 

IA.2 补充要求 

— 必须保护锂金属电池芯和电池以防短路。 
— 锂金属电池芯和电池必须放入能将电池芯或电池完全封装的内包装内，然后再放入外包装。电池芯或电池的完成

包装件必须符合II级包装的性能要求。 
— 经始发国有关当局批准，质量超过12 kg且具有耐冲撞坚固外壳的锂金属电池或此类电池组件，可以放在不受本

细则第6部分要求限制的坚固外包装或保护封罩中（如完全封闭的箱子或木制板条箱）进行运输。批准文件必须

随附托运货物。 
— 准备作为第9类用客机运输的锂金属电池芯和电池： 

— 交付客机运输的电池芯和电池必须装入中层包装或硬金属外包装；和 
— 必须用不燃烧、不导电的衬垫材料将电池和电池芯裹好，然后将其放入一个外包装内。 

 IA.3 外包装 

   箱  桶  方桶  

   铝（4B）  铝（1B2）  铝（3B2）  
   纤维板（4G）  纤维（1G）  塑料（3H2）  
   天然木（4C1，4C2）  其他金属（1N2）  钢（3A2）  
   其他金属（4N）  塑料（1H2）    
   塑料（4H1，4H2）  胶合板（1D）    
   胶合板（4D）  钢（1A2）    
   再生木（4F）      
   钢（4A）      

 IB. 第IB节 

第IB节的要求适用于包装数量超过第II节表968-II允许限值的锂金属含量不超过1克的锂金属电池芯和锂金属含量不超过2克
的锂金属电池。 

数量超过第II节表968-II允许限值的锂金属电池芯或电池必须划入第9类，并须受本细则所有有关规定的限制（包括本包装说

明第2段和本节要求在内），但以下第6部分的规定除外：。 

必须根据第IB节的规定，在5；4部分的危险物品运输文件上说明所托运的锂离子电池芯或锂离子电池。必须在5.4.1和
5.8.1a)部分所规定的包装说明号码“968”之后加上“IB”字样。5；4部分所有其他适用的规定均应适用。 

— 第6部分的规定；和 
— 5；4的危险物品运输文件要求，条件是托运人提供了描述托运货物内容的替代书面文件。如果托运人与运营人之间已有

协议，则托运人可以通过电子数据处理（EDP）或电子数据交换（EDI）方法来提供信息。下面列出了所需信息，应按

以下顺序列示： 
1) 托运人和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 
2) UN 3090； 
3) 锂金属电池 PI 968 IB； 
4) 包装件数目和每个包装件的毛重。 

锂金属或锂合金电池芯和电池如果符合下列全部条件，则可交运： 

1) 对于锂金属电池芯，锂含量不超过1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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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锂金属或锂合金电池，合计锂含量不超过2克； 
3) 每一电池芯或电池所属类型证明满足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第III部分38.3小节规定的每项试验的要求。 

注1：无论电池所含的电池芯是否经受了此类试验，电池必须接受这些试验。 

注2：2014年1月1日之前制造的电池和电池芯，如果其设计类型按照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修

订版第III部分38.3小节的要求进行过试验，则可以继续予以运输。 

4) 电池芯和电池必须是按照2; 9.3.1 e)规定的质量管理方案予以制造的。 

包装说明968 
IB.1 一般要求 

电池芯和电池必须装在符合4;1.1.1, 1.1.3.1和1.1.10（但1.1.10.1除外）规定的坚固外包装当中。 

  表968-IB  

  
内装物 

包装件数量  
  客机 货机  
  锂金属电池芯和电池 2.5 kg G 2.5 kg G  
 

IB.2 补充要求 

— 电池芯和电池必须装在能够将电池芯或电池完全封装的内包装内，然后再放入坚固的外包装当中。 
— 必须保护电池芯和电池防止发生短路。这包括防止在同一包装内与导电材料接触，导致发生短路。  
— 每个包装件都必须能够承受从任何方向进行的1.2米跌落试验，而不会发生下列情况： 

— 使其中所装的电池芯或电池受损； 
— 使内装物移动，以致电池与电池(或电池芯与电池芯)互相接触； 
— 内装物释出。 

— 每个包装件除了贴有第9类危险性标签以外，还必须贴有锂电池操作标签（图5-31）。 
— 每批托运货物必须附带一份包括以下内容的文件： 

— 标明包装件内装有锂金属电池芯或电池； 
— 标明包装件必须小心轻放，如果包装件损坏，有着火的危险； 
— 标明如包装件受到损坏，必须遵守的特别程序，包括检查和必要时重新包装； 
— 了解其他情况的电话号码。 

      
 IB.3 外包装 

  箱 桶 方桶  

  坚固的外包装  

 
II. 第II节 

除1;2.3（危险物品的邮寄运输）、7;4.4（危险物品事故和事故征候的报告）、8;1.1（旅客或机组成员携带的危险物

品）以及本包装说明第2段之外，交运的锂金属或锂合金电池芯和电池如果满足本节的要求，则不受本细则其他补充

要求的限制。 

锂金属或锂合金电池芯和电池如果符合下列所有条件，则可交运： 

1) 对于锂金属电池芯，锂含量不超过1克； 
2) 对于锂金属或锂合金电池，合计锂含量不超过2克； 
3) 每一电池芯或电池所属类型证明满足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第III部分38.3小节规定的每项试验的要求。 

注1：无论电池所含的电池芯是否经受了此类试验，电池必须接受这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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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2014年1月1日之前制造的电池和电池芯，如果其设计类型按照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修订版

第III部分38.3小节的要求进行过试验，则可以继续予以运输。 

4) 电池芯和电池必须是按照2; 9.3.1 e)规定的质量管理方案予以制造的。 

 II.1 一般要求 

电池芯和电池必须装在符合4;1.1.1, 1.1.3.1和1.1.10（但1.1.10.1除外）规定的坚固外包装当中。 

 

包装说明968 
 

 表968-II 

  
内装物 

锂含量不超过0.3克的锂

金属电池芯和/或电池 
锂含量超过0.3克但不超过1

克的锂金属电池芯 
锂含量超过0.3克但不超过2

克的锂金属电池 
 

  1 2 3 4  
  每个包装件电池芯/电池的最大数量 无限制 8个电池芯 2个电池  
  每个包装件的最大净量（重量） 2.5  kg 不适用 不适用  
 

同一包装件内不得合并使用表968-II第2、3和4栏内规定的限值。 

II.2 补充要求 

— 电池芯和电池必须装在能够将电池芯或电池完全封装的内包装内，然后再放入坚固的外包装当中。 
— 必须保护电池芯和电池防止发生短路。这包括防止在同一包装内与导电材料接触，导致发生短路。  
— 每个包装件都必须能够承受从任何方向进行的1.2米跌落试验，而不会发生下列情况： 

— 使其中所装的电池芯或电池受损； 
— 使内装物移动，以致电池与电池（或电池芯与电池芯）互相接触； 
— 内装物释出。 

— 每个包装件必须贴有锂电池操作标签（图5-31）。 
— 每批托运货物必须附带一份包括以下内容的文件： 

— 标明包装件内装有锂金属电池芯或电池； 
— 标明包装件必须小心轻放，如果包装件损坏，有着火的危险； 
— 标明如包装件受到损坏，必须遵守的特别程序，包括检查和必要时重新包装；和 
— 了解其他情况的电话号码。 

— 如果使用航空货运单，货运单上必须写明“锂金属电池”、“符合PI 968第II节”的字样。 
— 为电池芯或电池进行运输准备或将其交付运输的人员，必须接受与其责任相符的关于这些要求的适当指示。 

  
 II.3 外包装 

  箱 桶 方桶  

  坚固的外包装  

 II.4 合成包装件 

当包装件放在合成包装件内时，本包装说明所要求的锂电池操作标签必须清楚可见，或将标签贴在合成包装件外面，

而且合成包装件必须标有“合成包装件”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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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托运人的责任 

4.1.5.8  附加要求 

4.1.5.8.1  危险物品运输文件还必须包括： 

a) 使用的包装说明，但放射性物质除外；在根据包装说明965或者包装说明968第IB节的规定准备锂电池的托

运事宜时，必须在包装说明号码之后加上“IB”的字样； 

b)     以及（适用时）酌情提及特殊规定A1或A2，但放射性物质除外； 

bc) 关于货物属于客、货机均可运输或属仅限货机运输的适当说明； 

注：为使其适合可用客机运输，必须使用客机包装说明编号，且包装件不得粘贴“仅限货机”标签。为了

限制其只能用货机运输，必须使用货机包装说明编号，且包装件必须粘贴“仅限货机”标签。换言之，不用

“仅限货机”标签时，必须显示客机包装说明编号。然而，当包装说明编号和每个包装件的允许数量对于客机

和货机相同时，不应使用“仅限货机”标签。 

cd) 适用时特殊的操作说明； 

de) 当适用时，使用合成包装件的说明； 

ef) 如果物质依据3; 4.3.3或4; 1.1.9 e）进行包装，“Q”值保留到小数点后1位。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