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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蓄电池拆解信息表 

汽车企业名称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路 8号 

车辆类型 多用途乘用车 

车辆型号 

奔驰 EQC（N293）纯电动车 

BJ6480LABEV/ BJ6480LABEV1/ BJ6480LABEV2/ BJ6480LABEV3 

联系人 冯永可 职务 研发工程师 

联系电话 010-69117730 E-mail fengyk@bbac.com.cn 

动力蓄电池拆解信息 

信息分类 信息要求 信息说明 

动力蓄电池基本信息 

动力蓄电池包规格/型号 BT0024 

动力蓄电池制造商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高能量应用型 

电池类型 层状三元锂离子电池 

上市年份 2019 

尺寸大小 390x1560x2300 (mm) 

额定容量 222Ah 

标称电压 357V 

额定质量 634Kg 

正负极材料 NCM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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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液类型 主动冷却，水-乙二醇 

蓄电池模块的数量 6 

蓄电池单体的数量 96 

串并联方式 2 并（2 并 96 串） 

其他技术参数 额定能量(WH): 79.254 

 

 

 

 

动力蓄

电池拆

解总体

要求 

拆解条件 电池位于车辆成员仓下部，采用螺栓螺母及其他紧固件机械式固定方式。 

个人防护

用品 PPE 

个人防护用品 PPE 

测试部门需要为锂电池操作人员配备如下劳动防护用品： 

防护用品 安全规格要求 参考图片 

绝缘防护手套 符合 EN 60903或

GBT17622 标准， 0

级，R 型，验证电压

5KV，最大工作电压 

交流 1000 V/直流 

1500 V 

 

防护面屏 符合 EN166 或

GB14866 标准，具有

熔融金属和炙热固体

防护功能，与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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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97 或 GB2811 普通

工业安全帽配合使用 

丁腈橡胶化学

保护手套 

防腐蚀，耐穿透 

 

防电弧夹克 符合 EN 61482 1-2 或

DL/T320-2010， 

APTV 值≥8Cal/cm2 

 

使用人员在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时进行使用前检查。ESC对劳动防护用品每月

进行定期检查，形成记录。ESC组织对绝缘防护手套每半年应进行一次绝缘

测试，绝缘测试应由具有检测资质的单位进行。 

 

场地要求 

电池研发测试场所及设备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建筑耐火等级二级或以上； 

 测试间设置消火栓系统； 

 测试间设置排烟设施； 

 测试间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设施； 

 封闭实验设备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独立排烟设施（事故换风能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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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h，要作用区域风速不低于 0.5m/s）、采取抗爆或泄爆措施、隔热

材料采用阻燃材料； 

 

装备要求 

实验室配备如下安全装备： 

 配备电池搬运举升所需工装，与移动门式吊车或叉车配合使用用于电

池搬运，不同新能源车型的动力电池所需的工装不同，首先要区别该

电池是用在那种车型上的才选择合适的工装。根据测试需求，一般一

种动力电池应当至少配备 1 台工装。 

  

  

 移动门式吊车 1 台 用于插电混动车动力电池的搬运，和纯电动车动力

电池内模组的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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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安全运输存储箱至少 1个，用于损坏或有缺陷的电池运输和存储。 

 

 电池自动应急灭火箱 1个，用于电池发生冒烟起火等严重危险事故时的

应急处置装置，内部配有牵引绳，水喷淋系统和排风系统，自动升降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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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管理 Tools management 

电池研发测试部门需配备高压绝缘工具和专业测量仪器设备： 

工具 规格要求 参考图片 

绝缘套筒扳

手 

绝缘耐高压交流：1000V

或直流 1500V 

非绝缘部分为端头的工作

面； 

 

 

绝缘螺丝刀 绝缘耐高压交流：1000V

或直流 1500V 

工作端非绝缘长度最大长

度 18mm； 

螺丝刀刃口绝缘应与柄的

绝缘连在一起 

 

手钳、剥皮

钳、电缆剪 

绝缘耐高压交流：1000V

或直流 1500V 

绝缘手柄应有护手，以防

止手滑向端头未包覆绝缘

材料的金属部分，手钳握

手左右的护手应高出扁平

面 10mm，手钳握手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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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护手应高出扁平面

5mm 

护手内测边缘至没有绝缘

保护的金属裸露面之间最

小距离 12mm 

 

绝缘镊子 绝缘耐高压交流：1000V

或直流 1500V 

两个手柄均应有一个护

手，护手不能滑动，护手

高度和宽度最小尺寸

5mm 

手柄护手至工作端头之间

绝缘部分的长度应在

12mm-35mm 之间； 

手柄护手后段长度不应小

于 80mm； 

工作端头非绝缘部分的长

度不应超过 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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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pol 双级

测压仪 

交流电压范围： 1000 Ｖ 

直流电压范围： 1000 Ｖ 

符合 IEC61243-3 标准 

CATIII 1000V 

CATIV 600V 

 

数字万用表 交流电压范围： 1000 Ｖ 

直流电压范围： 1000 Ｖ 

符合 IEC61010 标准 

CATIII 1000V 

CATVII 600V 

 

绝缘电阻测

量表 

测试电压范围：50V、

100V、250V、500V、

1000V 

符合 IEC61010 标准 

CATIII 1000V 

CATV 600V 

 

红外测温仪 温度范围：-32～500℃ 

准确度：≤±2℃ 

 

数字钳形万

用表 

交流电流范围： 1000 A 

直流电流范围： 1000 A 
 



 9 / 20 

 

符合 IEC61010 标准 

CATIII 1000V 

CATVII 600V 

数字万用表-

毫欧表 

品牌：Gossen Metrawatt 

型号：METRAHIT 27 

用于绝缘和微电阻测量 

 

直流电源 可提供电压范围：0-20V 

可提供电流范围：0-20A 

 

USB总线接口

卡 

型号：VN1630A 

支持总线 CAN, CAN FD, 

LIN 

PC接口：USB2.0 

收发器：CANpiggy, 

LINpiggy 

通道数量：2 

 

USB总线接口

卡 

型号：VN1640A 

支持总线 CAN, CAN FD, 

LIN 

PC接口：USB2.0 

收发器：CANpi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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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piggy 

通道数量：4 

Monaco 诊断

工具 

型号：DTS maonaco 

是一款用于车辆控制器的

诊断和控制器功能的通用

工程测试终端，覆盖了所

有工程、测试和生产测试

准备领域的所有任务，可

对全车 ECU进行快速测

试，测试的同时可以选择

编辑更多的功能。 

 

高压绝缘垫 耐压>1kV 

 

绝缘救生钩 耐压>1kV 

用于施救触电人员 

材质：环氧树脂 
 

绝缘工具使用前由使用人员进行安全检查，ESC 每月进行定期安全检查。 

高压测量/测试设备需要定期送有资质第三方去校准，并给予校准报告，贴

校准有效期标签，绝大部分测量设备校准周期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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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作

业程序

与说明 

预处理 

外部附属

件拆除 
 

对电池包外部冷却液管路等装置进行拆除，并进行分类储存

以及回收处理。 

绝缘操作 

使用合格的在有效期内的绝缘工具和绝缘手套，对高压大电

池的裸露的线束和高压接口进行绝缘处理。 

放电操作 / 

清洁操作 用许可的清洁剂对电池包进行清洁处理 

信息记录

说明 

连接相关设备如 CANoe，采集电池相关信息如电池电压、温

度、电池能量百分比等信息 

其他 无 

电池包拆

解 

电池包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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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 

拆解步骤 将电池包装上电池小车，拆除电池包上盖 

拆解对应方法 

 

1. 用吊装设备将高压电池放到电池拆卸小车

上准备拆卸。 

2. 使用测量工具比如万用表，进行电池绝缘

测量，确保人员操作安全。 

3. 松开电池上盖四周的紧固件。 

4. 拆卸高压端口和低压端口的上盖，拆除前

部模组的凸起外壳上盖，拆除剩余平坦部分

上盖 

拆解装置 吊装设备  

拆解工具 紧固件拆卸工具，万用表 

注意事项等 

做好绝缘防护，穿好绝缘工作服，绝缘工

鞋，佩戴绝缘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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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端接

触器 

拆解步骤 

 

1. 在拆卸掉电池上盖后 

2. 松开输出端接触器两端的紧固件 

3. 拆卸输出端接触器 

拆解对应方法 松开输出端接触器紧固件 

拆解装置 无特殊拆解装置 

拆解工具 通用拆卸工具 

注意事项等 

做好绝缘防护，穿好绝缘工作服，绝缘工

鞋，佩戴绝缘手套。 

托架 

拆解步骤 移除电池内部模组 

拆解对应方法 

 

1. 使用通用拆卸工具松开模组紧固件 

2. 使用真空模组举升器将模组取出 

拆解装置 真空模组举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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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工具 通用拆卸工具 

注意事项等 

做好绝缘防护，穿好绝缘工作服，绝缘工

鞋，佩戴绝缘手套。 

隔板 

拆解步骤 无电池模组隔板 

拆解对应方法  

拆解装置  

拆解工具  

注意事项等  

保险丝 

拆解步骤 

1. 在拆卸掉电池上盖后 

2. 松开保险丝两端的紧固件 

3. 拆卸保险丝 

拆解对应方法 松开保险丝紧固件 

拆解装置 无特殊拆解装置 

拆解工具 通用拆卸工具 

注意事项等 

做好绝缘防护，穿好绝缘工作服，绝缘工

鞋，佩戴绝缘手套。 

冷却液管

路 

拆解步骤  

1. 在拆卸掉电池上盖之前 

2. 松开冷却液管路的紧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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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拆卸冷却液管路 

拆解对应方法 松开保险丝紧固件 

拆解装置 无特殊拆解装置 

拆解工具 通用拆卸工具 

注意事项等 

做好绝缘防护，穿好绝缘工作服，绝缘工

鞋，佩戴绝缘手套。 

线束 

拆解步骤 

1. 在拆卸掉电池上盖后 

2. 拆除模组的高低压线束 

拆解对应方法 

穿戴好高压绝缘手套将模组的高低压线束进

行拆除 

拆解装置 无特殊拆解装置 

拆解工具 通用拆卸工具 

注意事项等 

做好绝缘防护，穿好绝缘工作服，绝缘工

鞋，佩戴绝缘手套。 

线路板 

拆解步骤 
 

1. 在拆卸掉电池上盖后 

2. 拆除电池内的线路板 

拆解对应方法 

穿戴好高压绝缘手套将模组的高低压线束进

行拆除 



 16 / 20 

 

拆解装置 无特殊拆解装置 

拆解工具 通用拆卸工具 

注意事项等 

做好绝缘防护，穿好绝缘工作服，绝缘工

鞋，佩戴绝缘手套。 

电池管理

系统 

拆解步骤  

1. 在拆卸掉电池上盖之后 

2. 松开电池管理系统的紧固件 

3. 拆卸电池管理系统 

拆解对应方法 松开电池管理系统紧固件 

拆解装置 无特殊拆解装置 

拆解工具 通用拆卸工具 

注意事项等 

做好绝缘防护，穿好绝缘工作服，绝缘工

鞋，佩戴绝缘手套。 

高压安全

盒 

拆解步骤 

 

1. 在拆卸掉电池上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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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松开高压安全盒的紧固件 

3. 拆卸电池高压安全盒 

拆解对应方法 松开电池高压安全盒的紧固件 

拆解装置 无特殊拆解装置 

拆解工具 通用拆卸工具 

注意事项等 

做好绝缘防护，穿好绝缘工作服，绝缘工

鞋，佩戴绝缘手套。 

其他固定

件 

拆解步骤 无 

拆解对应方法 无 

拆解装置 无 

拆解工具 无 

注意事项等 无 

电池模块

拆解 

蓄电池模

块的结构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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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 

拆解步骤 

 

1. 使用真空模组举升器将模组放置模组工作

台 

2. 拧松掉模组四周的紧固件 

3. 使用手砂轮机切除壳体上盖的连接 

4. 移除壳体上盖 

对应方法 拆掉壳体上盖 

装置 真空模组举升器，手砂轮机 

工具 通用拆卸工具 

注意事项等 

做好绝缘防护，穿好绝缘工作服，绝缘工

鞋，佩戴绝缘手套。 

线束 

拆解步骤 

1. 使用绝缘工具拆除掉模组低压线束 

2. 拆除掉模组的传感器 

3. 移除线束和传感器 

对应方法 使用绝缘工具拆除 

装置 无特殊装置 

工具 绝缘工具比如绝缘钳子 

注意事项等 

做好绝缘防护，穿好绝缘工作服，绝缘工

鞋，佩戴绝缘手套。 



 19 / 20 

 

线路板 

拆解步骤 模组内无线路板 

对应方法 无 

装置 无 

工具 无 

注意事项等 无 

连接片 

拆解步骤 

 

1.移除模组的外壳上盖 

2. 使用绝缘工具除掉电芯上部的连接胶 

3. 使用手砂轮机切除电芯与电芯之间的连接 

4. 小心取出电芯 

对应方法 拆掉壳体上盖 

装置 真空模组举升器，手砂轮机 

工具 通用拆卸工具 

注意事项等 

做好绝缘防护，穿好绝缘工作服，绝缘工

鞋，佩戴绝缘手套。 

其他固定

件 

拆解步骤 无 

对应方法 无 

装置 无 

工具 无 

注意事项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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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单体 

取出操作 

 

1. 打开壳体上盖后 

2.清除上盖和单体之间的连接胶 

3. 移除单体上部的极板 

4. 清除单体之间的连接胶 

5.取出单体 

所需工具 通用拆卸工具，绝缘定制工具，手持式砂轮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