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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国际多学科锂电池运输协调会议的报告，本工作文件提出删除锂离子电池包装说

明 965（UN3480）和锂金属电池包装说明 968（UN 3090）第 II 节的规定。 

危险物品专家组的行动：请危险物品专家组按照本工作文件附录所示，审议删除包装

说明 965 和包装说明 968 的第 II 节。 

1. NTRODUCTION 

1.1 The Second Dangerous Goods Panel (DGP) Working Group on Lithium Batteries 
(DGP-WG/LB/2) (Montréal 7 to 11 April 2014), which continued discussions begun at the Twenty-Fourth 
Meeting of the DGP (DGP/24, Montréal, 28 October to 8 November 2013) on mitigating risks posed by 
lithium metal batteries, agreed that lithium metal batteries should be banned from passenger aircraft 
considering their unacceptable risk for air transport. 

1.2 Recent tests presented at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Lithium Battery 
Transport Coordination Meeting have shown that, despite not being as dangerous as lithium metal 
batteries, lithium ion batteries just can be carried in a safe manner in very low quantities inside a cargo 
compartment. 

1.3 Considering that Section II of Packing Instructions 965 and 968 only permits a small 
quantity of cells or batteries to be carried in the same package (except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 not 
exceeding 2.7 Wh and lithium metal batteries not exceeding 0.3 g of lithium, for which there is a weight 
limit not a limit in numbers)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this allowance exceeds the safe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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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by the tests for the number of lithium batteries in a single cargo compartment of an aircraft 
commonly used in air transport, there is no reason for maintaining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II in the 
Technical Instructions. 

1.4 In addition to that, at some DGP meetings there were comments raised that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II have become so complicated that shippers and operators cannot follow updates to 
regulations, especially for Packing Instructions 965 and 968, which have Section IB. 

2. ACTION BY THE DGP 

2.1 The DGP is invited to consider removing Section II for Packing Instruction 965 and 
Packing Instruction 968 as presented in the appendix of this working paper.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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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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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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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电池芯或电池必须满足2;9.3的所有规定。 

 IA.1 一般要求 

必须符合4;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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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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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数量超过第II节表965-II允许限值的锂离子电池芯或电池的数量必须划入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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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交运锂离子电池芯和电池，条件是每个电池芯和电池都满足2;9.3.1 a)和 e)的规定以及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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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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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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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包装件净数量  
  客机 货机  
  锂离子电池芯和电池 10 kg 1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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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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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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在危险物品运输文件上提供。 

IB.3 外包装 

   箱 桶 方桶  

   坚固的外包装  

 
II 第II节 

除1;2.3（概论——危险物品的邮寄运输）、7;4.4（运营人的责任——危险物品事故和事故征候的报告）、8;1.1
（有关旅客和机组成员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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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交运锂离子电池芯和电池，条件是每个电池芯和电池都满足2;9.3.1 a)和 e)的规定以及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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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Wh； 

2) 锂离子电池的瓦时额定值不超过100W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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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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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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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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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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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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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说明968 

≠ 仅限货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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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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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电池芯或电池必须满足2;9.3的所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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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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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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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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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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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节数量超过第II节表968-II允许限值的锂金属电池芯或电池的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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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电池芯或电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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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可以交运锂金属或锂合金电池芯和电池，条件是每个电池芯和电池都满足2;9.3.1 a)和e)的规定以及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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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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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包装件净数量  
  客机 货机  
 ≠ 锂金属电池芯和电池 禁运 2.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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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危险性标签和仅限货机标签（图5-26）以外，还必须贴有锂电池操作标签（图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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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在危险物品运输文件上提供。 

 IB.3 外包装 

  箱 桶 方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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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固的外包装  

 
II. 第II节 

≠ 除1;2.3（概论 —— 危险物品的邮寄运输）、5;1.1g)、5;1.1j)（托运人的责任 —— 一般要求）、7;2.1（运营人的责

任 —— 驾驶舱和客机的装载限制）、7;2.4.1（运营人的责任 —— 货机的装载）、7;4.4（运营人的责任 —— 关于

危险物品事故和事故征候的报告）、8;1.1（有关旅客和机组成员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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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交运锂金属或锂合金电池芯和电池，条件是每个电池芯和电池都满足2;9.3.1 a)和e)的规定以及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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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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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和仅限货机标签（图5-26）。 
+ — 如果包装件有足够的尺寸，必须将仅限货机标签靠近锂电池操作标签贴在同一面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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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货机”或“锂金属电池，

符合PI 968第II节 —— CAO”的字样。 
+ — 按照第II节之规定而准备的锂金属电池的货物不得与其他危险物品或非危险物品合并装运，也不得在交付运营

人之前就装进集装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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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说明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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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仅限货机标签（图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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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部分 

托运人的责任 

第3章 

标  签 

…… 

3.5  标签规格 

3.5.1  类别危险性标签的规格 

…… 

 

3.5.2.2  锂电池操作标签 

≠     符合包装说明965至970966，967，969和970第II节要求的锂电池包装件，必须按照有关包装说明的要求，贴上图5-32所示

的“锂电池”操作标签。标签的最小尺寸必须为宽120 mm × 高110 mm，但如果含有锂电池的包装件尺寸仅允许粘贴较小的

标签，可以在这些包装件上粘贴宽105 mm × 高74 mm的标签。如果使用尺寸较小的标签，标签各特性必须和原尺寸标签（图

5-32）所显示的特性大致成比例。标签必须酌情标明“锂金属电池”或“锂离子电池”，以及供了解额外信息的电话号码。如

果包装件含有这两种类型的电池，则标签必须标明“锂金属和锂离子电池”。符合包装说明965和968第IB节要求的锂电池包装

件，必须既贴上图5-32所示的“锂电池”操作标签，又贴上第9类危险性标签（图5-24）。 

…… 

第7部分 

运营人的责任 

…… 

第4章 

通报情况 

…… 

4.1  向机长通报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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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9  不需列在机长信息通知单内的危险物品 

联合国编号 项目 参照 

不适用 按例外数量包装的危险物品 3;5.1.1 

UN 2807 磁性物质 包装说明 953 

UN 2908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 — 空包装 1;6.1.5.1 a) 

UN 2909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 — 以天然铀、贫化铀或天然钍制造的物品 1;6.1.5.1 a) 

UN 2910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 — 数量有限的物质 1;6.1.5.1 a) 

UN 2911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 — 仪器或物品 1;6.1.5.1 a) 

UN 3090 符合包装说明968第II节要求的锂金属电池（包括锂合金电池） 包装说明968第II节 

UN 3091 符合包装说明970第II节要求的装在设备中的锂金属电池（包括锂合金

电池） 
包装说明970第II节 

UN 3091 符合包装说明969第II节要求的与设备包装在一起的锂金属电池（包括

锂合金电池） 
包装说明969第II节 

UN 3245 转基因微生物 包装说明959 

UN 3245 转基因生物 包装说明959 

UN 3373 B类生物物质 包装说明650 第 11小段 

UN 3480 符合包装说明965第II节要求的锂离子电池（包括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包装说明965第II节 

UN 3481 符合包装说明967第II节要求的装在设备中的锂离子电池（包括聚合物

锂离子电池） 
包装说明967第II节 

UN 3481 符合包装说明966第II节要求与设备包装在一起的锂离子电池（包括聚

合物锂离子电池） 
包装说明966第II节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