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急救援指南

名图
纯电动汽车



目录

介绍 ····································································································1

名图纯电动汽车标识 ·············································································2

- 车辆概述······································································································2

- 识别北京现代的电动汽车················································································2

名图纯电动汽车主要系统 ·······································································6

- 主要规格 ·····································································································6

- 车辆部件位置 ·······························································································7

- 车辆部件 ·····································································································8

- 空气囊系统(SRS ：辅助保护系统) ···································································11

紧急救援程序 ······················································································13

- 初始措施：辨别、固定和断电·········································································13

- 救援操作 ····································································································21

- 车辆浸水 ····································································································23

- 车辆火灾 ····································································································24

- 高电压蓄电池损坏和电解液泄漏 ······································································25

道路救援 ·····························································································26

- 拖吊 ··········································································································26

- 跨接起动 ····································································································28



目的

该指南的目的是让客户了解紧急情况下，对北京现代名图纯电动汽车事故的应急处理流程以及如何

进行适当地拖吊或进行道路救援作业。这份指南介绍了电动汽车主要系统，为解决各种紧急情况的

问题提供一些指导。电动汽车的紧急救援步骤在某些程度上与传统汽车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

解决高压蓄电池系统相关问题所需要的信息。

车辆介绍

电动汽车由高压蓄电池和驱动电机驱动。与一般汽车使用汽油内燃机驱动不同，电动汽车使用储存

在高压蓄电池的电能作为驱动能源。因此，电动汽车是环保型汽车，它们不使用燃料也不排放废气。

当减速行驶或下坡行驶时，刹车的能量会转化为电能充入高压蓄电池。这样可以最小化地减少能量

浪费和增加续航里程。

当高压蓄电池电量不足时，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充电模式普通充电、快速充电和涓流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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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概述

名图纯电动汽车与传统的名图汽车共用底盘，因此名图纯电动汽车与传统的名图汽车在外观上看起

来很相似，但也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保险起见，救援人员应当假设所遇见的名图车型都装备有高压

电气系统，直到确定该名图不是电动汽车。运用本章节的知识，可以很容易区分这两种车型。

识别北京现代的电动汽车

在行李箱盖上粘贴有“electric”标志

根据在行李箱盖上粘贴的“electric”、“MISTRA”标志

触电危险！

当车辆发生事故时，有可能因车辆碰撞损坏，看不见任何标志。因此，必须利用其它的识别方法确

认本车辆是否为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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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室

名图纯电动汽车配备了塑料材质的舱盖罩，在其

上面粘贴有“EV（电动车)”字样标志。

电机室可以看到橙色的高压电缆。

车身底部

车身底部也可以看到橙色的高压电缆。这条电缆

从车辆中部延伸到电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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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口

充电口用于对车辆进行普通、快速和涓流充电，位于前保险杠，并配有充电口盖。

如何打开充电口

1.踩下制动踏板，啮合驻车制动器

2.关闭所有的开关，档位挂入P (驻车)档，并把

车辆置于OFF状态

3.打开充电口门。

如果充电连接器由于蓄电池电量不足而不能开锁，

打开电机室罩，轻微向上拉动应急拉线。这样可

以分离充电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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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的仪表盘

电动汽车仪表盘显示了一些电动汽车特有的标志，可以用来区分名图纯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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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规格

名图纯电动汽车主要系统 6



车辆部件位置

逆变器
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给电机供电，并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给高电压蓄电池
充电

OBC 将交流电源转换成直流电源,以充电高电压蓄电池的装置

LDC 将高电压蓄电池的电源转换为低电压(12V)后给汽车供电

电机总成 使用高电压蓄电池内储存的电能驱动汽车(功能与标准车辆的发动机类似)

减速器 以适当速度和扭矩将电机的转矩传递到车轮。

高压蓄电池
它储存和供给电动汽车操纵所必需的电量(12V蓄电池给灯光和雨刮器等汽车装
置供电)

8名图纯电动汽车主要系统 7



车辆部件

12V 辅助蓄电池

12V辅助蓄电池位于电机室的驾驶员侧，为车辆的

所有标准电器供电，比如收音机、空调等。另外，

它也为电能控制单元供电。

高压电池组

高压电池组，由88个电池单元串联而成，容量

176Ah。高压电池组位于车身底部。

名图纯电动汽车主要系统 8

高压电缆

名图纯电动汽车的高压电缆是橙色的，高压电缆连

接着高压蓄电池组和驱动电机以及其他高压设备。

⚫ 在移走安全插头切断系统电能前，禁止切断或断开橙色高压电缆或接头。

⚫ 车辆内外会看到一些外露的电缆或导线。在切断高电压系统前，禁止触碰导线、电缆、接头或

任何电子零件，避免出现电击导致的受伤或死亡。

⚫ 不遵守这些安全提示会导致触电身亡。

触电危险!警 告



电能分配模块PDU总成(OBC + LDC + 高压接线

盒)

OBC:为高电压蓄电池充电，将外部电网中的交流电

源转换为直流电源（高压电）的系统。

LDC(转换器)：此系统将高电压蓄电池的高电压直

流电转换为低电压直流电，以供给到车辆电器部件。

高压接线盒：将高电压蓄电池的电能提供到高电压

部件(逆变器/LDC/空调压缩机/PTC等)的装置。

驱动电机+控制器+减速器

驱动电机与减速器安装在一起，用以驱动车辆。在

减速或者刹车的时候，它可以作为发电机，将车辆

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充入高压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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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器

控制器

驱动电机

高压电绝缘

不同于12V电气系统，会有车身接地搭铁，名图

纯电动汽车的高压电气系统是与车身绝缘开来的。



电源继电器总成(PRA)

电源继电器总成(PRA)安装在高电压蓄电池系统

内部,并且由正极(+)高电压控制主继电器、负极

(-)高电压控制主继电器、预充电继电器、预充

电电阻器和蓄电池电流传感器组成。电源继电

器总成根据BMS ECU的控制信号ON/OFF,以控制

高电压蓄电池组与高电压接线盒之间的高电压

的输出。

BMS ECU

控制蓄电池系统中的高电压继电器，并与车辆

中的其他部件和控制器进行通信。

单格蓄电池监测模块(CMU)

安装在各高电压蓄电池模块的侧面。测量各高

电压蓄电池模块的温度、电压、VDP,并将数据

发送至BMS E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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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囊系统((SRS : 辅助保护系统 )

空气囊

名图纯电动汽车总共配备了6个空气囊。在进行紧急情况救援步骤前，确保车辆点火开关已经关闭，

并断开12V蓄电池的负极连接，避免空气囊的意外弹出。

名图纯电动汽车主要系统 11



⚫ 禁止强行拆解任何零件。

⚫ 辅助乘员保护系统组件在切断12V蓄电池后的三分钟内仍会保持带电状态。切断电源负极电缆，

等待至少3分钟后再开始维修工作。

不遵守以上提示，可能会导致因空气囊意外弹出造成的严重伤害或死亡

安全带拉紧器

名图纯电动汽车配备了安全带预紧器。如果在碰撞事故中安全带预紧器被激发，安全带预紧器在激

发过程中会变烫，在激发后需要几分钟才能冷却下来，所以安全带预紧器被激发后的几分钟内不要

碰触该总成。

传感器和控制模块

空气囊和安全带拉紧器由安装在中央控制台前端下方的SRS控制模块(SRSCM)进行控制。

各部件安装位置如下：

名图纯电动汽车主要系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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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措施

在突发情况处理名图纯电动汽车事故时，会用到以下的操作规范。其他所有的操作应与贵单位的标

准操作流程或指导规范保持一致。电动车在事故后，车辆的高压安全系统可能会失效，存在潜在的

高压触电危险。参照安全提示并穿戴恰当的个人保护（PPE）安全装备，包括高压绝缘手套和绝缘

靴。请摘取身上所有的金属物件，包括手表和戒指。

辨别

当在名图纯电动汽车事故现场执行紧急救援处理程序时，紧急救援人员必须首先把这款车识别为电

动汽车，然后根据在本手册中说明的识别方法确认是否为其它类型车辆。通常，车辆外部标识是识

别车辆类型的首要线索，但是这些标识经常会因碰撞损坏而无法识别。此时，必须通过观察车辆的

多个特征，如电机室盖下面或者车身内部的一些线索。

紧急救援程序 13



固定

下一步是固定车辆，以避免可能导致救援人员和受害者伤害的车辆移动。名图纯电动汽车没有发动

机，由于没有发动机工作噪音，有可能出现车辆看起来是“关闭”的状况。当车辆处于Ready模式，

车辆可以在电机驱动下很安静地移动。救援人员应该从车辆侧面接近车辆，避开车辆前方或者后方，

因为这是车辆潜在的移动路线。固定车辆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用塞块固定车轮 使用驻车制动器 将换挡杆置于P档

紧急救援程序 14



断电

最后一步要在确保完成前两步的情况下进行，就是关闭车辆电气系统，包括辅助乘员保护系统和高

压电气系统。为避免电流流经系统，使用如下办法之一来关闭车辆电气系统。

Ⅰ.关闭车辆系统– 智能钥匙和一键启停按钮

1.检查仪表盘上READY灯的状态，如果READY灯是亮

的，那么车辆处于通电状态。

a)如果READY灯是灭的，车辆处于断电状态，请不要

按下一键启停按钮，因为这样可能会启动车辆。

b)关闭系统，将换挡杆至于P档并按下一键启停按钮。

不踩动制动踏板

一键启停按钮

按一键启停按钮 按钮位置 车辆状态

OFF 关闭

1 次 ACC 附属电气装置进入工作状态

2 次 ON 进行启动前的故障灯自检

3 次 OFF 关闭

换挡杆在P档,踩下制动踏板

按一键启停按钮 按钮位置 车辆状态

OFF 关闭

1 次 - 准备就绪，可以驾驶

紧急救援程序 15



2.在断开12V蓄电池前，请把智能钥匙远离车辆2米以

上，避免车辆意外启动。

3.断开电机室12V蓄电池的负接线柱 (A)，可以更有效

地避免车辆意外启动。

4.按照如下步骤切断高电压蓄电池

智能钥匙

如果有需要，请在切断12V蓄电池前降低车窗、打

开车门和后备箱，一旦切断12V蓄电池，这些部件

的电动功能会失效。

紧急救援程序 16

a)分离维修互锁连接器

参 考



按照下列程序拆卸维修插头：

紧急救援程序 17

b)拆卸维修插头（A）

c)拆卸维修插头后,一定要等待5分钟以上,以便逆变器内的电容器完全放电。

e)测量逆变器端子之间的电压,确定逆变器电容器是否完全放电。

（1）拆卸电能部件盖

（2）分离高压导线（A）

（3）测量高电压端子之间的电压，确定逆变器电容器完全放电

注：30V或以下：高电压电路正常切断 30V以上：高电压电路故障

按照下列程序断开高压导线：



Ⅱ. 关闭车辆系统–拔下IG继电器(备用方案)

1.打开电机室盖。

2.打开电机室保险盒盖。

3.在有些事故中，车辆的一键启停按

钮会不能使用，从电机室保险盒拔下

IG1, IG2保险丝或继电器。如果不确

定哪个是IG保险丝，就把保险盒的所

有保险丝和继电器都拔下。

4.断开电机室12V蓄电池的负接线柱

(A)，可以更有效地避免车辆意外启动。

如果有需要，请在切断12V蓄电池前降低车窗、打

开车门和后备箱，一旦切断12V蓄电池，这些部件

的电动功能会失效。

紧急救援程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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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如下步骤切断高电压蓄电池

紧急救援程序 19

a) 分离维修互锁连接器

按照下列程序拆卸维修插头：
b) 拆卸维修插头（A）

c) 拆卸维修插头后,一定要等待5分钟以上,以便逆变器内的电容器完全放电。

e)测量逆变器端子之间的电压,确定逆变器电容器是否完全放电。

（1）拆卸电能部件盖。

（2）分离高压导线（A） 按照下列程序断开高压导线：



⚫ 在进行紧急救援前，确保车辆是完全断电状态，并等待至少5分钟来让高压电气系统的电容放电

以避免触电。

⚫ 车辆内外会看到一些外露的电缆或导线。在切断系统电能前，禁止触碰导线、电缆、接头或任何

电子零件，避免出现电击导致的受伤或死亡。

不遵守这些安全提示会导致触电身亡。

触电危险!

⚫ 禁止强行拆解任何零件。

⚫ 辅助乘员保护系统组件在切断12V蓄电池后的三分钟内仍会保持带电状态。切断电源负极电缆，

等待至少3分钟后再开始维修工作。

不遵守以上提示，可能会导致因空气囊意外弹出造成的严重伤害或死

爆炸危险!

如果上述关闭车辆系统的办法都不成功，车辆就存在空气囊意外弹出以及高压触电的危险。

紧急救援程序 20

（3）测量高电压端子之间的电压，确定逆变器电容器完全放电

注：30V或以下：高电压电路正常切断 30V以上：高电压电路故障

警 告

警 告



救援操作

名图纯电动汽车的营救操作与传统车辆类似。但是，现场救援人员在对车内人员进行营救时，一定

要高度谨慎。在采取对车内人员的营救措施之前，首先要完成“在第13~20页中说明的初始措施：

车辆辨别、固定和断电”程序。

支撑点

如图所示，利用标准支撑点(支撑支架)稳固

支撑车辆。一定要支撑在车辆结构梁上，严

禁在高电压线束、电路和其它通常不能正常

受力的部位下方安装支撑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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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工具和步骤

进行领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事故救援时，我们建议救援者遵守贵单位关于现场评估和紧急救援的

标准操作规范，当救援者进行车辆拆解工作时，应尤其注意空气囊系统、橙色高压电缆和其他高压

零部件，避免拆解可能引起爆炸风险的部件。

紧急救援程序 22

+
−

气囊

安全带预张紧机构

气囊控制单元

PDU
（包含高压盒、ICCU）

充电口

压缩机

蓄电池

动力电池

结构加强筋

气囊

PDU
（包含高压盒、ICCU）

电机

注：气囊配置

车型 标配气囊

GL 主驾气囊+副驾气囊+前排侧气囊

GLS 主驾气囊+副驾气囊+前排侧气囊+侧气帘

DLX 主驾气囊+副驾气囊+前排侧气囊+侧气帘

蓄电池

+
−

高电压部件安全带预张紧机构

气囊 气囊控制单元 结构加强筋

高压线束

充电口



⚫ 如果因车辆严重损坏在车辆室内或外部看见暴露在外的高电压线束或导线，现场救援人员应采取

适当预防措施，并穿戴绝缘个人防护用具。

⚫ 车辆浸水时，不要试图拆卸安全插头。

如果不遵守这些警告事项，会发生触电事故，导致严重伤害甚至身亡。

车辆浸水

在车辆侵水的紧急救援情况中，因名图纯电动汽车在车身或车架上没有高电压部件，如果车辆没有

严重损坏，无论车辆在水中还是在干的地面上，都可以安全碰触车身或车架。

如果车辆浸没水中或部分浸水，首先在执行车辆系统的关闭程序之前，把车辆从水中移出，并排出

车辆内的水。一旦车辆从水中移出，必须按照在第15~20页中所描述的2种方法之一，切断高电压系

统电流和关闭车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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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火灾

在采取初期紧急措施程序之后，可以开始消防灭火程序。北京现代推荐现场救援人员按照自己公司

规定的标准操作程序，并结合在本手册中说明的名图纯电动汽车相关具体细节进行灭火。

灭火操作

如果名图纯电动汽车高电压蓄电池组已经被火灾吞没，或者存在被火灾吞没的危险，基于下列原因，

执行灭火操作时必须谨慎：

⚫ 在锂离子聚合物蓄电池内配备有在150℃(300℉)高温下喷溅、燃烧和产生火花的凝胶电解液。

⚫ 由于爆燃效应，可能会燃烧很快。

⚫ 即使高压电池的火被扑灭，再次燃烧以及延迟燃烧的情况也会出现。

- 在离开现场前，使用热成像仪确认高压电池已经完全冷却。

- 必须告知下一批现场救援人员高电压蓄电池具有重燃的危险性。

- 在火灾、浸水或碰撞等事故后拆卸下来的高电压蓄电池，必须存放在通风良好和在周15m(50ft)

范围内没有强烈光线的阴凉干燥和广阔的地方。

⚫ 正在燃烧或过热的蓄电池会释放出有毒气体。这些有毒气体包括氟化氢、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因此，必须穿戴通过全面罩自给式呼吸器和全套防护用具。

即使火灾没有直接涉及到高压蓄电池组，也要小心靠近车辆。

灭火器

⚫ 不涉及高压蓄电池的小火：使用电气火灾专用的ABC、BC灭火器灭火。

⚫ 涉及到高压蓄电池以及蓄电池被加热的火灾：使用大量持续的水来冷却高压蓄电池。不要使用

少量水灭火。消防员要毫不犹豫地朝着火车辆大量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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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电压蓄电池总成密封在牢固固定在车辆结构部件上的刚性金属壳内。此结构有助于在严重碰撞事

故中防止高电压蓄电池总成损坏。在本手册中提供了现场救援人员如何降低高电压蓄电池总成的损

坏程度和凝胶电解液泄漏的相关信息，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

⚫ 停止车辆周围所有的吸烟、点火和燃烧行为。

⚫ 电解液是一种皮肤刺激物。

⚫ 不要碰触或踏入泄漏的电解液中。

⚫ 如果电解液发生泄漏，请穿戴适当的不能溶解的PPE防护装备，使用油、沙或者干的织物清理泄

漏的电解液，并确保该区域通风良好。

⚫ 电解液会刺激眼睛-如果电解液进入到眼睛内，必须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清洗眼睛15分钟以上，并

立即就医。

⚫ 电解液会刺激皮肤-如果电解液接触皮肤，必须立即用清水和肥皂清洗干净。

⚫ 当电解液或其烟气遇到水时，发生氧化反应产生氧化物蒸汽，会飘在空气中，此蒸汽会刺激皮

肤和眼睛。如果皮肤和眼睛接触此蒸汽，必须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清洗，并应立即就医。

⚫ 如果吸入电解液烟气，会导致呼吸困难和急性中毒。如果吸入了电解液烟气，必须立即呼吸新

鲜空气并用水清洗口腔，然后立即就医。

高压电池损坏和电解液泄漏

⚫ 高压蓄电池内部的液体是刺激性液体和敏化剂。

⚫ 为避免接触这些刺激性液体和敏化剂，请穿戴自主式呼吸装备和其它专用于此类事故的保护装备

(PPE) 。

未按照规定穿戴自主式呼吸装备和 PPE 会导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刺激物伤害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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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在前轮着地的状态向后拖车，否则会损坏

车辆。

⚫ 禁止使用吊链式设备来拖吊车辆，使用车轮升

降机或平板车进行拖吊。

需要紧急拖吊时，我们建议您将此项工作交由北京

现代授权经销商或商业拖吊卡车服务公司来进行。

一定要使用正确的举升和拖吊程序，以免损坏车辆。

推荐您使用移动台车或平板车进行拖吊。

可在后轮着地(没有移动台车)和前轮离地的状态下拖

动车辆。如果某个承载车轮或悬架部件损坏,或者在

不能抬起前轮的情况下拖动车辆，必须在前轮下使

用移动台车。在车辆由商用拖车拖动,而非使用车轮

移动台架时,应将车辆前端升高,而非后端。

拖吊

道路救援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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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紧急情况中没有适用的拖吊装置可以暂时将钢索或链子固定到车辆前部(或后部)的紧急拖吊

挂钩上来进行拖车。使用钢索或链子拖车时保持高度警惕,驾驶人员需在被拖车辆驾驶座上操纵方

向盘和制动器。这种拖车方式只能在硬面公路上进行,要求距离短、速度低，且车轮、车桥、传动

系、方向盘和制动器都必须处于良好状态。

紧急拖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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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把跨接线连接在任意移动的部件上或在其附近。

⚫ 禁止把跨接线连接在正确蓄电池端子或正确搭铁点之外的部件上。

⚫ 连接跨接线时，禁止伏在蓄电池上面。

跨接起动

1. 将车辆置于跨接线可到达的足够近的位置，但不允

许车辆接触。

2. 即时车辆处于停止状态，始终要避开电机室内的冷

却风扇或任何移动部件。

3. 关闭所有电器装置。将车辆挂入P档并啮合驻车制动

器。两车辆都停止。

4. 首先，将第一个跨接线的一端连接到亏电车辆蓄电

池的正极端子或跨接端子的红色正极端子上。

5. 此跨接线的另一端连接到辅助车辆蓄电池的正极端

子或跨接端子的红色正极端子上。

6. 将第二个跨接线的一端连接到辅助车辆蓄电池的负

极端子或底盘搭铁的黑色负极端子上。

7. 此跨接线的另一端连接到亏电车辆底盘的黑色负极

端子上。

8. 起动辅助车辆，并使电机以大约2000RPM的速度运转

几分钟, 然后起动亏电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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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连接相反的顺序正确分离跨接线。

1. 将亏电车辆底盘搭铁线的黑色负极端子上分离跨接线的一端。

2. 从辅助车辆蓄电池的负极端子或底盘搭铁的黑色负极端子上分离此跨接线的另一端。

3. 从辅助车辆蓄电池的正极端子或跨接线端子的红色正极端子上分离另一个跨接线的一端。

4. 从亏电车辆蓄电池的正极端子或跨接端子的红色正极端子上分离此跨接线的另一端

注 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