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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蓄电池拆卸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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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赛德斯-奔驰 EQC （N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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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蓄电池拆卸信息 

信息分类 信息要求 信息说明 

动力蓄电池信

息 

动力蓄电池包规格/型号 BT0024（公告信息） 

关键部件名词解释  

专属制造信息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位置信息 车辆乘员舱下部 

主要材料 NCM三元材料 

紧固件及连接方式 螺栓螺母机械式固定 

电池包位置示意图 

 

 

 

安全性防护措

施 

 

 

 

 

安全防护工具 

 

基本防护工具应包括但不限于： 

1. 绝缘地垫.  

2. 组装设备W001 588 00 54 00 及附

件，适配器W000 588 16 31 00. 

3. 新能源工位指示牌.  

4. 奔驰星诊断仪Xentry kit.  

5. 绝缘手套. 

6. 绝缘鞋. 

7. 绝缘手动工具. 

mailto:fengyk@bba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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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救援钩. 

9. 面罩及电工头盔. 

10.防电弧长外套. 

11. 绝缘阻值表，两针测试仪. 

12. 水基灭火器（绿色2个）. 

13. 高压电警告标识及警戒线. 

14. 举升装置. 

15. 绝缘件保护套. 

 
 

作业场所安全警示说明 

1. 经销商设置至少 1个新能源汽车专用

工位，工位的停车线刷成蓝色. 

2. 车间新能源专用工位上悬挂或张贴高

压区域提示牌. 

3. 充电设备上应张贴供应商维修服务

卡,并完整填写维修服务联系电话等

信息. 

4. 充电设备旁张贴指定的使用/操作指

南. 

5. 在满足国家及地方消防安全设备要求

的同时、新能源汽车专用工位、停车

场充电场所和电池储藏区域需分别配

备至少两个 50公斤级以上的水基灭火

器。所有灭火器应清晰摆放，公示正

确使用指南，并配备一套灭火器时的

绝缘防护设备. 

6. 经销商在新能源汽车专用工位公示涉

电作业安全操作规程以及新能源汽车

紧急处理措施，并严格执行. 

拆卸注意事项等要求 

1. 接触带高电压车载电网的车辆部件造

成的生命危险。切勿触摸损坏或故障

的高压车载电气系统的部件和明线。

禁止体内带有电子植入装置(例如心

脏起搏器)的人员对高压车载电气系

统进行任何作业. 

2. 操作带U>=30V交流电压(AC)或U>=60V

直流电压(DC)的部件和系统时的生命

危险。切勿触碰损坏的或故障的带电

部件或线路或未绝缘的电气连接和电

线. 

3. 有汽车打滑或从举升台上掉落而造成

人员死亡的风险。将汽车在车辆举升

机的支柱之间调准位置，并在汽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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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规定的车辆举升机支撑点上放置

四个支承板. 

4. 接触热态冷却液喷雾有烫伤皮肤和眼

睛的风险。吞入冷却液有中毒的风险。

不要在冷却液高于90°C时打开冷却

系统。缓慢地打开盖子，释放压力。

严禁将冷却液注入饮料瓶中。穿戴防

护手套，防护服和防护眼镜. 

动力蓄电池拆

卸 
拆卸设备使用说明 

 

 

将适配器000 588 16 31 00安装到高压蓄

电池 (A100g1) 上适配器，使其可以用车

辆举升机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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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拆卸方法注意事项 

 
1. 将装配工具 (14) 放到高压蓄电

池 (A100g1)的下方. 

2. 对正装配工具 (14) 的板 (12),

以便可以接触到螺栓 (13). 

3. 降下车辆, 直至高压蓄电池 

(A100g1)靠在装配工具 (14) 上, 

并且装配工具 (14)的脚部上的红

色标记 (15) 不再可见. 

4. 拆下高压蓄电池 (A100g1) 的螺

栓 (11). 

5. 拆下高压蓄电池 (A100g1) 的螺

栓 (13). 

6. 小心地升起车辆, 直至高压蓄电

池 (A100g1)自由地靠在装配工具 

(14) 上. 

 

电池包拆卸前序步骤要求 
1. 切断高电压车载电气系统的电压 

2. 关闭点火开关并将遥控钥匙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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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射范围以外 (至少 2 m). 

3. 目视检查高压蓄电池 (A100g1)是

否存在急性损坏. 

4. 拆下纵梁板. 

5. 将车辆固定到车辆举升机上并抬

起. 

6. 排放辅助回路的冷却液. 

7. 用合适的密封塞密封打开的连接. 

8. 拆下前部底板饰板. 

9. 打印可运输性分析单. 

10. 用诊断装置执行运输安全评估. 

11. 用诊断系统执行高压蓄电池 

(A100g1) 的检查,并打印控制单

元日志. 

12. 将后翼子板内衬的螺母从高压蓄

电池 (A100g1)上拆下. 

13. 将螺母 (1) 从后部高压线路的

支架 (2) 上拆下. 

14. 拆下高压连接器 (3), 然后连同

后部高压线路的支架 (2)一起从

高压蓄电池 (A100g1) 上拆下. 

15. 用保护盖密封高压连接器 (3) 

以及高压蓄电池(A100g1) 上的连

接. 

16. 拆下前部高压线路的支架 (6) 

的螺栓 (5). 

17. 拆下螺母 (4). 

18. 拆下高压连接器 (8),连同前部

高压线路的支架 (6)一起从高压

蓄电池 (A100g1) 上拆下. 

19. 用保护盖密封高压连接器 (8) 

以及高压蓄电池 保护盖套件

(A100g1)上的连接. 

20. 断开电气连接器 (7). 

21. 拆下通风管 (9). 

22. 拆下密封塞 (10). 

拆卸时间记录 2.5小时 

其他 

1. 用诊断系统执行高压蓄电池 

(A100g1) 的检查,并打印控制单

元日志. 

2. 检查高压蓄电池 (A100g1)的外壳

的之前不可见的区域,并将其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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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蓄电池的可运输性分析单中. 

3. 更换高压蓄电池 (A100g1) 时.只

有已确定并记录可运输性,并将用

过的高压蓄电池 (A100g1) 包好

后,才可将高压蓄电池 (A100g1) 

交付运输. 

4. 包好高压蓄电池 (A100g1), 以进

行返厂时，需要包括以下填写的文

件: 

      高压蓄电池可运输性分析表 

      车辆诊断系统中的高压蓄电池控     

制单元日志. 

      蓄电池组电池的自动放电的测量

日志. 
 

动力蓄电池贮

存 

电池包存储场地要求 

在配备喷淋保护设施的储物区存放  

 

1. 与其他存放的物品保持 2.50m的距

离存放；也可以安装由非可燃材料

制成的隔板。隔板的安装高度必须

高于临近物品至少 1 m. 

2. 存储面积最大 150m2. 

3. 存放高度最高 1.60m. 

 

在未配备喷淋保护设施的储物区存放  

 

如果未提供喷淋保护设施，则消防要求要

求高压蓄电池存放在类别 F90的带耐火室

的特别隔离区中。或者个别高压蓄电池可

以存放在类别 F90的危险材料专用耐火柜

中，前提条件是柜中未存放其他易燃材

料。  

如果存放地点不能提供相应的容积，则应

存放在户外距离其他建筑物或易燃材料

至少 5m处。将蓄电池存放在建筑物之外

时。还必须遵照以下几点： 

1. 存在防风雨装置（遮蔽物），以保

护其免受雨淋或阳光直射. 

2. 防液体底层或收集盘. 

3. 现场或所有权保护. 

存储环境要求 
1. 高压蓄电池一定要安装到车辆中

特定于型号的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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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外，一定要使用合适的盖，盖住

所有电气连接器. 

3. 高压蓄电池不得受到机械压力。否

则有短路，泄漏，过热或自燃风险.  

4. 高压蓄电池必须干燥且密封地存

放在原包装中或为此提供的专用

容器中. 

5. 必须遵守国家特定的法律和指导

方针. 

6. 存放温度不得低于-20°C或高于

+40°. 

7. 存放位置不得直接暴露于太阳辐

射. 

存储时间要求 

退役动力蓄电池存放于二级回收服务网

点不得超过一周，应尽快按照包装运输要

求移交至一级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

企业。  

 

存储场地警示要求 

存放区域应标有警告标志，警示标识示例： 

1. 必须穿防护鞋. 

2. 必须带防护手套. 

3. 禁止烟火. 

4. 禁止放置易燃物. 

5. 禁止踩踏. 

6. 当心爆炸. 

7. 当心触电. 

8. 注意安全. 

需特殊包装存储的电池包装

要求 

不可安全运输电池贮存方式 

 

拆卸高压蓄电池前，车辆必须由具备资质

的员工停到户外（如果可能）。一定要确

保将车辆停放在液体不能渗透的地面或

底层上或是收集盘上方，从而避免可能漏

出的电解液渗入地面. 

不能运输的高压蓄电池必须存放在装有

一半蛭石（不易燃，能够吸收流出的电解

液）的密闭金属容器内. 

与所有类型的高压蓄电池兼容的各种容

器可从全球物流中心（GLC）订购。拆卸

后，高压蓄电池必须用专用容器存放在建

筑以外的存放区域中。为此，必须确保以

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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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在防风雨设施（顶盖），以免被

淋湿或受到阳光直射. 

2. 防液体底层或收集盘. 

3. 建筑物或财产保护措施. 

4. 存放时，与建筑物或易燃材料之间

保持 5m以上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