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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鋰電池法規

適用於鋰電池空運的國際法規已經變更。新法規的規範將於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強

制生效。

所有寄件人必須瞭解並遵守適用法規。本指南提供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 所頒佈

之法規中有關寄件的一般性資訊，僅作為說明用途。請參考 IATA 法規，法規內容可以

透過以下網址線上查詢：http://www.iata.org/lithiumbatteries。

註：如需有關在美國境內運送鋰電池的資訊，請參考美國運輸部的管線與危險物質安
全管理局 (Pipeline and Hazardous Materials Safety Administration, PHMSA) 所頒佈的
法規，內容可透過以下網址查詢： http://phmsa.dot.gov/hazmat。

關於鋰電池
 由於鋰電池在設計上可提供高電量，因此這些電池具有很高的電能，這也意味此類電

池一旦發生短路時，有時候會產生大量的熱能。此外，這些電池的化學成分也可能會

因為電池損壞或是設計或裝配不當而著火。基於這些原因，因此有安全法規來管制這

些電池類型的運送。寄件人必須遵守 IATA 和/或 PHMSA 所頒佈的適用法規。

以空運服務運送鋰電池
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在客機上禁止運送無設備的鋰離子和鋰金屬電池。這些貨件

僅限於 UPS 第 II 部分鋰離子或鋰金屬電池核准國家清單中所列的國家，如下文中的 

UPS 核准國家清單所示，也可以到 www.ups.com 搜尋「危險貨物服務區域」。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只有經過預先核准的客戶，能夠透過 UPS® 空運服務，運送

無設備的鋰金屬電池。進一步了解預先核准：

http://www.ups.com/content/us/en/resources/ship/hazardous/responsible/lithium-
battery-preapproval.html。

鋰電池類型
鋰電池主要包括兩大類，兩者都包含
非常高的電量：

鋰離子 (Li-ion) 電池為充電式電池。

•  有時被稱為「二次鋰電池」

•  包括鋰聚合物 (Li-Po) 電池

•  在常見的電器設備上經常可以看
見這些電池，例如行動電話和筆
記型電腦

鋰金屬電池一般來說不能充電。

•  有時被稱為「一次鋰電池」

http://www.iata.org/lithiumbatteries
http://hazmat.dot.gov
http://www.ups.com/content/us/en/resources/ship/idg/information/acl.html
http://www.ups.com/content/us/en/resources/ship/hazardous/responsible/lithium-battery-preapproval.html
http://www.ups.com/content/us/en/resources/ship/hazardous/responsible/lithium-battery-preapprov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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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運服務運送鋰電池 (續)

雖然所有鋰電池都被歸屬為危險物質 (也稱為危險貨物)，但是常見的小尺寸鋰電池屬

於例外情況，因此運送這些物品的規定有所簡化。本文件將說明運送這些小型鋰電池

的規定。未完全規定為危險貨物的貨件，只要滿足上述限制，就不需要 UPS 危險貨物

合約。

根據您所運送的電池類型 (鋰離子或鋰金屬) 的不同，以及在運送電池時是否無設備、

與設備包在一起或是電池裝在設備裡面，法規的規定各有不同。請參閱圖 3 (第 5 頁) 

和圖 4 (第 6頁) 以瞭解其他資訊。

註：在最近幾年，偶爾會發生收回有瑕疵鋰電池的情況。切勿空運寄送回收的鋰電池；
如此將會非常危險，並且可能導致您 (寄件人) 遭到罰款或處罰。此外，UPS不會以空運
運送回收再利用的電池。可能透過空運提供的 UPS ® 服務包括： UPS Next Day Air ®、 
UPS 2nd Day Air ®、UPS 3 Day Select ®、UPS Express Critical ®、UPS Worldwide Express 
Plus ®、UPS Worldwide Express ®、UPS Worldwide Express Freight ®、UPS Worldwide 
Saver ®、UPS Worldwide Expedited ®、UPS Express® Freight、UPS Air Freight Direct®、 
UPS Air Freight Consolidated ®、UPS Next Day Air ® 貨運和 UPS 2nd Day Air ® 貨運。

一般規定與常見問答

「IATA」和「PHMSA」兩個縮寫詞分別代表什麼意思？

IATA 是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縮寫。該協會是一個制定商業標準並頒發危險貨物法規
的國際貿易組織，其中包括危險貨物國際空運標準。IATA 的危險貨物法規是根據國際

民航組織 (ICAO) 的危險貨品安全航空運輸技術細則所制訂。ICAO 屬於聯合國機構，

擁有國際航空問題的管轄權。

PHMSA 是美國運輸部管線與危險物質安全管理局的縮寫，負責制定美國境內所有危

險貨物運輸模式的法規。

我可以採取哪些措施，防止我的寄件在運輸途中出現鋰電池短路或活化現象？

運送鋰電池的主要危險之一是運輸途中發生鋰電池短路或意外活化。所有電池的包裝

應該能夠消除短路或活化的可能性 (請參考圖 1 的例子)。確保運輸途中電池之間不

會相互接觸，並且不會接觸導電表面或金屬物體。IATA 法規規定將電池單元與電池放

入完全密封的絕緣包裝材料（例如塑膠袋）內，並確保用絕緣帽、膠帶或其他類似方式

保護好暴露在外的接線端或接頭。同時還建議使用襯墊和包裝固定住電池，防止運輸

途中電池移動或出現接線端帽鬆脫。切勿使用信封或其他軟質包裝材料。其他提示與

指導內容請參見 IATA 網站：http://www.iata.org/lithiumbatteries。

圖 1 
包裝範例 
鋰電池

 泡罩包裝
 襯墊
 分隔層

Blister Pack

Cushioning

Divider

http://www.iata.org/lithiumbat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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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規定與常見問答 (續)

外包裝是否有電池單元和電池數量限制？根據相關法規規定，

什麼是「包裹」？

外包裝可以用來將數個包裝妥當以供寄件的包裹統合起來，但

是請務必了解，不是所有的鋰電池貨件都可以統合到外包裝之

中。在 2016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的新法規中，現禁止在一個外

包裝中，放入超過一個依照 IATA 包裝指示第 II 部分 965 或 

968 進行準備，含有鋰離子或鋰金屬電池單元或電池的包裹。

如果鋰離子或鋰金屬電池和設備一起包裝，或裝在設備裡面，

並依照 IATA 包裝指示第 II 部分 966、967、969 或 970 進行準

備，符合法規的個別包裹可以統合到一個外包裝之中。但是，

每一個包裹都必須符合必要的要求 (例如電池淨重限制或能

否承受 1.2 公尺摔落測試，如果適用的話)。外包裝必須標示有

「overpack」(外包裝) 字樣，並且貼有正確的鋰電池處理標籤。

請參見下圖 2。

縮寫「Wh」代表什麼？

「Wh」代表「watt-hour」（瓦特時）。它是一個度量單位，用於表

示鋰離子電池單元或電池的能量。

「state of charge」(充電狀態) 或 SOC 是什麼意思？

這個詞彙指的是可充電電池單元或電池 (例如鋰離子單元或電

池) 的電力容量中，儲存的可使用電量百分比。如果鋰離子電池

充滿電力，其充電狀態 (SOC) 為 100%。研究證實鋰離子電池

如果減少 SOC，可以在運送過程中提供更高的安全等級，並降低

發生熱崩潰事件的可能性。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所有空運

運送的無設備鋰離子電池，SOC 都不得超過 30%。

「鈕扣電池」是什麼？

鈕扣電池是厚度小於直徑的圓形小電池1，通常也稱之為「硬幣

電池」。這類電池經常用於手錶、計算機、電子時鐘、玩具和其

他設備上。

根據此法規，「電池單元」和「電池」有何區別？

•  電池是兩個或更多的電池單元以電子方式永久連接在一起，包

括外殼、終端和標誌。

註：在本法規中，「電池包」、「電池件」或「蓄電池」均被視為
電池。

•  電池單元是單一封閉的電子化學裝置。其中包含一個正極和一

個負極電極，並在兩極之間形成電壓差。1

註：在日常對話中，我們可能會將電池單元稱作「電池」或 
「單芯電池」，但是在此法規中，單個電池單元必須使用與 
「電池單元」相關的規定。相機和手電筒中用到的電池即是 
CR123 一次鋰電池單元。

1 資料來源：「IATA 鋰電池指導性文件：運送鋰金屬和鋰離子電池。」 IATA. 2016。網址：http://www.iata.org/lithiumbatteries 

圖 2

鋰電池標籤和外包裝聲明

外包裝內的單獨包裹

外包裝

（貼有標籤）

http://www.iata.org/lithiumbat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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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標籤和標誌
本頁描述的標籤與標誌使用規定會根據

運送的電池類型 (鋰離子或鋰金屬) 的不

同以及電池的包裝方式 (無設備、與設備

包在一起或是裝在設備裡面) 而異。

請參閱第 5 頁和第 6 頁以瞭解根據國際

法規，這些標籤和標誌必須用於空運的方

式與時機。

需要的文件

許多寄件必須隨附註明下列事項的文件  

(可以附加在 UPS® 包裹的文件袋中)：

•  包裹必須小心處理，因為如果損壞， 

會存在有起火的危險

•  如果包裹受損，必須遵照特殊程序， 

如果需要，還包括檢查與重新包裝

•  可用於獲取其他資訊的電話號碼

特殊處理標籤 (鋰離子電池)

此標籤大小至少必須要有 110 mm × 

120 mm，並且貼在含有鋰離子電池的包

裹外部。如果是只能張貼較小標籤的小

型包裹，標籤尺寸可為 105 mm (寬) × 

74 mm (高)。

特殊處理標籤 (鋰金屬電池)

此標籤大小至少必須要有 110 mm × 

120 mm，並且貼在含有鋰金屬電池的包

裹外部。如果是只能張貼較小標籤的小

型包裹，標籤尺寸可為 105 mm (寬) × 

74 mm (高)。

限乘貨機標籤

如果您計畫以空運運送無設備的鋰離子

或鋰金屬電池，其包裝上必須顯示下方

的「限乘貨機」標籤。請參閱第 1 頁，透

過核准國家清單，或在 ups.com® 上搜尋

「危險貨物服務區域」，進一步了解服務

限制。

註：如果客戶想要使用 UPS 空運服務，
運送無設備的鋰金屬電池 (UN3090)，必
須獲得 UPS 航空公司的預先核准。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s://www.ups.com/
content/us/en/resources/ship/hazardous/
responsible/lithium-battery-preapproval.
html。

鋰離子電池
如有受損，請勿裝

載或運送包裹

如需更多資訊，請致電 .........................

如有受損

提高警覺！

鋰金屬電池
如有受損，請勿裝

載或運送包裹

如需更多資訊，請致電 .........................

如有受損

提高警覺！

限乘貨機

禁止進入客機

http://ups.com
https://www.ups.com/content/us/en/resources/ship/hazardous/responsible/lithium-battery-preapproval.html
https://www.ups.com/content/us/en/resources/ship/hazardous/responsible/lithium-battery-preapproval.html
https://www.ups.com/content/us/en/resources/ship/hazardous/responsible/lithium-battery-preapproval.html
https://www.ups.com/content/us/en/resources/ship/hazardous/responsible/lithium-battery-preapprov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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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鋰離子電池空運寄件

我的鋰離子電池空運寄件*被完全列管，所以它是否需要 UPS® 危險品服務？

(如需有關所需文件以及下面附註標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 頁)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在您的寄件中是否有任何鋰離子電池電量大
於 100 Wh，或鋰離子電池單元大於 20 Wh？

需要簽訂 UPS 危險貨品合
約。**需要 UN 規格包裝、
第 9 類標籤、危險品運輸文
件以及包裝標誌。更多詳情
請參閱 IATA 法規：

http://www.iata.org/鋰電池 您的包裹中所有鋰電池的
總凈重是否大於 5 kg？

您的鋰電池是裝在設備裡面或與
設備包在一起進行運送嗎？

電池電量是否大於2.7 Wh？

您包裹的鋰電池是否包含 8 個以上的
電池單元或 2 個以上的電池？

您的包裹中是否包含大於 
2.5 kg 的電池？

需要簽訂 UPS 危險品合約。** 
UN3481 第 I 部分運送要求明
細請參閱 IATA 法規：

http://www.iata.org 
/lithiumbatteries 

需要簽訂 UPS 危險品合約。** 請參
閱 IATA 要求的 UN3480 第 1B 部分 
(電池重量小於或等於 10 kg) 或是第 
1A 部分 (電池重量大於 10 kg)：

http://www.iata.org/lithiumbatteries

您的包裹無需作為 UPS 危險貨品進行運送。要求：鋰電池處理
標籤、限乘貨機標籤和鋰電池安全文件。但是，每次委託只能運
送一件包裹。請參閱第 1 頁，透過核准國家清單，或在 ups.com 
上搜尋「危險貨物服務區域」，進一步了解服務限制。†

需要簽訂 UPS 危險
貨品合約。** 請參閱 
IATA 要求的 UN3480 
第 1B 部分 (電池重量
小於或等於 10 kg) 或 
第 1A 部分 (電池重量
大於 10 kg)：

http://www.iata.org 
/lithiumbatteries 

您的包裹無需作為 UPS 
危險貨品進行運送。要
求：鋰電池處理標籤、限
乘貨機標籤和鋰電池安全
文件。但是，每次委託只
能運送一件包裹。請參閱
第 1 頁，透過核准國家清
單，或在 ups.com® 上搜
尋「危險貨物服務區域」，
進一步了解服務限制。†

您的包裹無需作為 UPS 危險貨品
進行運送。請參閱 IATA 法規瞭解 
UN3481 第 II 部分要求：

http://www.iata.org/lithiumbatteries

要求：
以下包裹需提供鋰電池處理標籤和鋰
電池安全文件：(a) 所有與設備一起包
裝的鋰電池包裹，以及 (b) 裝有大於 
4 個電池單元或大於 2 個電池的任
何設備包裹。然而，裝有鈕扣電池的
設備，例如安裝鈕扣電池單元的電路
板，則不需要處理標籤或安全文件。

 * 所有鋰電池寄件的包裝必須能夠承受 1.2 公尺落下測試，同時必須包裝所有電池，防止出現短路或活化的可能性。切勿使用信封或任何其他軟質包裝材
料。詳情請參閱第 2-3 頁。某些鋰離子電池的貨件可能適用服務限制。請造訪 ups.com® 了解更多資訊

 ** UPS® 小包裹和 UPS Air Cargo® 服務需要簽訂合約，但是 UPS® 空運危險物品寄件則不需要；詳情請聯絡您的客戶代表。

 *** 在運送無設備的單獨鋰離子電池時，充電狀態不得超過 30% 的限制。

 † 使用 UPS 小包裹服務時，每次委託一件包裹指的是寄件者每天不能寄出超過一件包裹給任何一名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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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鋰金屬電池空運寄件

我的鋰金屬電池空運寄件*被完全列管，所以它是否需要 UPS® 危險貨品服務？

(如需有關所需文件以及下面附註標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 頁)

註：透過 UPS 空運服務，運送無設備的鋰金屬電池時，需要預先核准。請造訪 ups.com® 了解額外的資訊。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您的寄件中是否有任何鋰金屬電池重量大於 
2 g 或鋰金屬電池單元重量大於 1 g？

需要簽訂 UPS 危險貨品合
約。**需要 UN 規格包裝、第 
9 類標籤、危險品運輸文件
以及包裝標誌。更多詳情請
參閱 IATA 法規：

http://www.iata.org 
/lithiumbatteries 

您的包裹中鋰電池的
凈重是否大於 5 kg？

您的鋰電池是裝在設備裡面或與
設備包在一起進行運送嗎？

是否有任何電池重量大於 0.3 g？

您包裹的鋰電池是否包含 8 個以上
的電池單元或 2 個以上的電池？

您的包裹中是否包含大於 
2.5 kg 的電池？

需要簽訂 UPS 危險貨品合
約。**請參閱 IATA 法規瞭解 
UN3091  第 I 部分運送要求
的詳情：

http://www.iata.org 
/lithiumbatteries 

您的包裹無需作為 UPS 危險貨品進行運
送。 請參閱 IATA 法規瞭解 UN3091 第 II 
部分要求：

http://www.iata.org/lithiumbatteries

以下包裹需提供鋰電池處理標籤和鋰電池
安全文件：

(a)  所有與設備一起包裝的鋰電池包裹

(b)  裝有大於 4 個電池單元或大於 2 個電
池的任何設備包裹。

(裝有鈕扣電池的設備，例如安裝鈕扣電
池單元的電路板，則不需要處理標籤或安
全文件。)

需要簽訂 UPS 危險
貨品合約。**請參閱 
IATA 要求的 UN3090 
第 1B 部分 (電池重
量小於或等於 2.5 kg) 
或 第 1A 部分 (電池
重量大於 2.5 kg)：

http://www.iata.org 
/lithiumbatteries 

需要簽訂 UPS 危險貨品合約。** 請參閱 
IATA 要求的 UN3090 第 1B 部分 (電池重
量小於或等於 2.5 kg) 或第 1A 部分 (電池
重量大於 2.5 kg)：

http://www.iata.org/lithiumbatteries

您的包裹無需作為 UPS 危險貨品進行運送。需要鋰電池處理標籤、鋰電池安
全文件以及限乘貨機標籤/標誌。但是，每次委託只能運送一件包裹。請參閱
第 1 頁，透過核准國家清單，或在 ups.com 上搜尋「危險貨物服務區域」，
進一步了解服務限制。†

您的包裹無需作為 UPS 危險
貨品進行運送。需要鋰電池處
理標籤、鋰電池安全文件以及
限乘貨機標籤/標誌。但是，
每次委託只能運送一件包裹。
請參閱第 1 頁，透過核准國
家清單，或在 ups.com® 上搜
尋「危險貨物服務區域」，進
一步了解服務限制。†

 * 所有鋰電池寄件的包裝必須能夠承受 1.2 公尺落下測試，同時必須包裝所有電池，防止出現短路或活化的可能性。切勿使用信封或任何其他軟質包裝材
料。詳情請參閱第 2-3 頁。可能適用於預先核准要求。請造訪 ups.com 開始預先核准程序。

** UPS® 小包裹和 UPS Air Cargo® 服務需要簽訂合約，但是 UPS® 空運危險物品寄件則不需要；詳情請聯絡您的客戶代表。

 † 使用 UPS 小包裹服務時，每次委託一件包裹指的是寄件者每天不能寄出超過一件包裹給任何一名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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