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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售后服务报修 

1.1  故障等级与报修说明 

故障类别   告警项目  监测分类   故障隐患  报修说明  

一般故障 

电池单体一致性差告警 性能监测 续行里程降低、性能衰减 提醒服务人员检修 

SOC 跳变告警 性能监测 程序异常、性能衰减 提醒服务人员检修 

单体电池过低告警 性能、故障监测 续行里程降低、性能衰减 报告并要求服务人员检修 

电池高温告警 性能、故障监测 异常温升、性能衰减 报告并要求服务人员检修 

严重故障 

绝缘告警 故障、安全监测 安全隐患 报告并要求服务人员检修 

单体电池高压告警 故障、安全监测 安全隐患、能量失控隐患 报修并立即停止充电 

电池总压过高告警 故障、安全监测 安全隐患、能量失控隐患 报修并立即停止充电 

电池热失控告警 故障、安全监测 安全隐患、能量失控隐患 报修并提醒人员立即下车 

电池单体内短路告警 性能、安全监测 安全隐患、能量失控隐患 报修并提醒人员立即下车 

1.1.1 故障报修方式：可以按照 1.2 和 1.3中的联系方式，进行报修。 

1.1.2 报修处理时效：2H响应，4H 给出初步处理方案，48H抵达现场，72H解决问题（有备件情

况下）。 

1.1.3 备件配发时效：有库存 1-3 天，无库存 1-3天+采购、制作周期； 

1.2  服务区域划分 

序号 区域 服务范围 驻点 区域经理 联系电话 

1 东北 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 沈阳 曲太川 15140322830 

2 西南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 贵阳 黄平 13709041341 

3 西北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西安 陈建青 13782796923 

4 华东 江苏、浙江、上海、安徽 南京 李菡洁 13044878883 

5 湖北 湖北 武汉 袁帅 18986996521 

6 华北 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北京、天津 郑州 陈建青 13782796923 

7 华南 广东、海南 深圳 颜昌盛 18573727171 

8 东南 湖南、江西、福建、广西 衡阳 毛明 18575513141 

 

1.3  售后服务热线 

400 远程监控中心：400-166-5366 

 

2 产品三包质保 

2.1  保修范围 

2.1.1 以下情况，不提供保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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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属于我司生产制造的产品； 

b） 属于我司产品，但双方有过约定，不由我司提供保修服务的产品； 

c） 伪造或变造产品信息，以期获得保修服务的产品； 

d） 已超过质保期，经过评估无法予以维修的产品； 

e） 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造成完全损毁、无法修复的产品； 

2.1.2 以下情况，提供免费保修服务： 

a） 属于保修服务范围，且在产品手册规定的条件下使用中出现故障的产品； 

b） 属于保修服务范围，且在产品手册规定的条件下存储中出现故障的产品； 

2.1.3 以下情况，提供收费维修服务： 

a） 不按产品手册使用，造成产品出现故障的； 

b） 不按产品手册存储，造成产品出现故障的； 

c） 客户人为原因造成产品故障的（包括故意或意外），如私自拆开维修、事故等； 

d） 产品超过保修期，但经评估可以维修的； 

e） 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造成损坏，但经判定还存在修复可能的产品； 

f） 因主机厂拖欠货款屡次跟催无果，已发函通知暂停售后服务的； 

2.2  保修需求确认 

2.2.1 信息确认： 

售后部接到客户保修需求时，先获取产品详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车型、电芯类

型、电池序列号等；  

2.2.2 保修属性确认： 

根据获取的产品信息及保修服务范围，确定产品保修属性；当客户对保修属性存在疑虑，且

经解释无法说服者，可现场进行进一步确认，明确产品保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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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保修处理与记录： 

对于可提供保修服务（免费维修或收费维修）的，根据《售后维修管理规定》、《售后服务管

理规定》、《NTF 管理规定》的相关条款，对产品进行维修、检测，并重新交付客户使用并保存维

修记录； 

2.3  保修服务方式 

2.3.1 在线处理： 

属于客户使用或操作不当，造成产品无法正常工作，可通过电话、网络等在线指导； 

2.3.2 现场处理： 

无法在线处理或在线指导无效时，需安排售后人员前往现场处理；  

2.3.3 服务站处理： 

售后人员现场确认，需要服务站大型工具支持的，将产品运送至服务站处理； 

2.3.4 返厂维修： 

当现场或服务站不具备处理能力时，需安排产品返厂维修； 

2.3.5 关联文件： 

具体分析处理过程、维修细节等，参照《售后维修管理规定》； 

2.4  保修效果确认 

2.4.1 保修结果确认： 

保修完成后，售后人员需对产品进行仔细检测，确保原有故障已消除，且无新增故障时，方

可重新交付于客户； 

2.4.2 保修效果回访： 

售后部负责对客户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确认产品保修效果及客户对售后服务人员的评价； 

2.4.3 保修结果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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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部负责跟踪保修完成后的产品运行情况，确认保修服务效果并对售后服务人员技术能力

进行评价；  

2.5  保修处理流程图 

 

3 三包费用结算 

3.1 售后索赔对账 

3.1.1 客户索赔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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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售后部索赔处理专员，对客户发来的索赔函中相关索赔费用清单，根据我司售后记录，7

个工作日内完成逐条核对、确认，并邮件正式回复确认结果； 

b） 核对内容包括故障时间、故障地点、车架号、车牌号、电池序列号、故障现象、故障原因、

索赔金额（包括细分类别）； 

c） 确认发现的异常项，做好标识并准备好相关资料，在该项后方添加备注详细说明，经由售

后部经理审批后，发回给客户再次核对； 

d） 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双方确认无误后，打印签字并交由售后部经理及上级主管领导审批后，

扫描发回给客户，共同签字后存档； 

3.1.2 我司索赔函 

a） 售后部索赔处理专员，根据和客户约定的对账周期，整理出周期内因客户原因、供应商原

因导致的售后费用清单； 

b） 费用清单包含以下内容：故障时间、故障地点、处理人员、车架号、车牌号、电池序列号、

车辆里程、故障现象、故障原因、处理措施、索赔金额（细分为：工时费、差旅费、物料

费）； 

c） 客户原因的索赔清单，直接发送给客户指定的处理人员，抄送售后部经理、上级主管领导、

客户主管领导，同时要求客户在 7 个工作日内确认回复； 

d） 供应商原因的索赔清单，直接发送给 SQE，抄送售后部经理、上级主管领导、SQE 上级主

管领导，由 SQE主导后续索赔工作，售后部提供 SQE与供应商复核所需的相关佐证； 

e） 客户或供应商核对的异常项，售后部索赔专员负责进行再次核对，并重复上述步骤，直至

双方确认无误后，分别由售后部、SQE 进行打印、签字，提交各自部门经理及上级领导签

署后，发给供应商回签后存档。 

3.2 索赔费用处理 

3.2.1 客户索赔 

a） 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索赔金额，互相进行抵扣； 

b） 若客户索赔金额大于我司索赔金额，则抵扣后剩余部分，由客户在货款或质保金中进行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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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并向我司提供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发票； 

c） 若客户索赔金额小于我司索赔金额，则抵扣后剩余部分，纳入下一期对账中，继续予以抵

扣，直至抵扣完毕； 

3.2.2 供应商索赔 

a） 根据 SQE与供应商最终确定的索赔金额，由 SQE根据供应商管理相关规定，提交扣款通知

给采购部； 

b） 采购部根据 SQE提供的扣款通知，在供应商货款中进行扣除，并提供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

发票； 

3.3 售后索赔分析 

a） 售后部存档的客户索赔清单，需根据客户不同、项目不同、故障类别（设计、来料、工艺、

制程等）不同，进行分类整理； 

b） 每一个客户制作单独台帐，便于根据项目不同、故障类别不同，进行针对性筛选分析； 

c） 对于同客户、同项目、同类别的故障，均需进行纵向分析，逐月制作线状图，总结该项目

各类别故障的发生趋势，判断产品、部件的工作稳定性； 

d） 同时，需与其他客户、其他项目的故障类别数据，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便于掌握不同项目

之间开发设计、物料、工艺、制程方面的差异，分析产品成熟度、稳定度，推动产品改善； 

4 服务标准和规范 

4.1  终端压差排查标准 

4.1.1 三元软包 

三元软包产品终端压差排查标准 

SOC 状态 放电动态压差 处置方案 

20%-100% SOC 

＜80mv 不作处理 

80-120mv 均衡 

≥120mv 检查高压连接螺丝或更换模组 

5%-20% SOC 

＜100mv 不作处理 

100-150mv 均衡 

≥150mv 检查高压连接螺丝或更换模组 

＜5% SOC 

＜300mv 不作处理 

300-400mv 均衡 

≥400mv 检查高压连接螺丝或更换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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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三元圆柱（18650） 

18650 产品终端压差排查标准-26V/22P 电芯 

状态 静态压差 处置方案 

放电动态压差 

处置方案 
无断崖 

断崖 

最低点为模

组连接点 

最低点为中

间串 

半电 

50-70% SOC 

＜10mv 不做处理 ＜200mv ＜50mv ＜10mv 不作处理 

10-20mv 均衡 200-250mv 50-60mv 10-20mv 均衡 

≥20mv 更换模组 ≥250mv ≥60mv ≥20mv 排查螺丝、更换模组 

空电 

＜30% SOC 

＜50mv 不作处理 ＜200mv ＜50mv ＜10mv 不作处理 

50-100mv 均衡 200-250mv 50-60mv 10-20mv 均衡 

≥100mv 更换模组 ≥250mv ≥60mv ≥20mv 排查螺丝、更换模组 

 

4.1.3 磷酸铁锂 

磷酸铁锂电芯终端压差排查标准 

状态 静态压差 处置方案 放电动态压差 处置方案 

半电 

（50-70% SOC） 

＜30mv 不作处理 ＜40mv 不作处理 

30-50mv 均衡 40-60mv 均衡 

≥50mv 更换模组 ≥60mv 更换模组 

30% SOC 

＜40mv 不作处理 ＜70mv 不作处理 

40-60mv 均衡 70-120mv 均衡 

≥60mv 更换模组 ≥120mv 更换模模组 

 

4.2  绝缘耐压测试标准 

4.2.1 耐压测试标准 

耐压测试标准 

产品类别 测试电压 测试时间 漏电流 

系统 DC 2000V 3S ＜1mA 

 

4.2.2  绝缘测试标准 

绝缘测试标准 

产品类别 测试电压 测试时间 绝缘阻值 

系统（不含 BMS） DC 500V 3S ≥20MΩ 

 

4.3  气密性测试标准 

气密性测试标准 

充气气压 充气时间 稳压时间 稳压气压达到 测试时间 泄露值 

6.5±0.5Kpa 100S 30S 3.5±0.5Kpa 300S ≤0.2Kpa 

 

4.4  螺丝作业及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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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螺丝力矩标准 

常规螺栓力矩标准 

螺栓类别 力矩标准 对应电批档位 

M3 6±2 kgf.cm 3 

M4 20±3 kgf.cm 8 

M5 30±5 kgf.cm 14 

M6 65±5 kgf.cm 需使用扭力扳手 

M6 螺杆 100±10 kgf.cm 需使用扭力扳手 

M8 100±10 kgf.cm 需使用扭力扳手 

M10 150±10 kgf.cm 需使用扭力扳手 

 

4.4.2 螺丝作业标准 

a） 所有螺丝作业必须使用电批或数显扭力扳手等可监控力矩的工具作业，且螺丝紧固时需垂

直打入，禁止使用高转速档位（如 BOSCH电批的 2挡档位）。 

b） 当紧固标准力矩要求超出电批可用力矩范围时，先使用电批用最大力矩档位预固定后，再

使用数显扭力扳手加固至要求的力矩。 

c） 作业过程中禁止一次性拿取 2 个及以上螺丝作业，以避免多余螺丝掉入箱体内造成品质和

安全风险。 

d） 紧固金属材质与金属材质的螺丝前（过电部位除外），需在螺牙上涂抹少量螺丝紧固胶，

以提高螺丝紧固力。 

e） 螺丝紧固作业之后，需 100%自检是否已经紧固到位。维修完成之后，清点螺丝数量，不得

出现少螺丝或多余螺丝的情况。 

4.5  产品保养周期 

长期库存车辆 
正常运行车辆 

40%-70% SOC 状态放置 

维护保养方法 维护保养周期 维护保养方法 维护保养周期 

1、调整 SOC 到 20%-30%之间，通过

压差确认是否需要进行人工均衡处

理； 

2、若车辆需要继续存放不使用，需

要调整 SOC 到 40%-70%； 

3、每 3 个月对车辆上电，并通过后

台数据确认电池状态。 

1、每放置 3 个月； 

2、车辆长期放置，

开始投入运营前； 

1、电池系统装车后，进行维护保养； 

2、调整 SOC到 20%-30%之间，通过压

差确认是否需要进行人工均衡处理； 

3、每 3 个月对车辆进行上电并通过后

台数据确认电池状态； 

3 个月 

 

4.6  产品均衡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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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均衡工具清单 

设备类型 设备厂家 规格型号 

万用表 福禄克 15B 

绝缘表 福禄克 1508 

电批 东成 DCJZ10-10B 

套筒 华丰巨箭 53 件套 

均衡仪 福光电子 LIFG-2455CT 

气密性检测仪 伟和奥特 WH-T01/WH-T03 

 

4.6.2 均衡维护步骤 

a） 连接上位机，检查电池包各串模组电压信息； 

b） 确认需要均衡的电池模组所在箱号、位置号，开箱使用万用表实测，并和周边模组对

比，确认采压数据是否属实； 

c） 判定电压数据属实，连接均衡仪对目标模组进行均衡； 

d） 均衡完毕，使用万用表进行电压实测，确认均衡结果；同时，使用绝缘表测试绝缘阻

值是否符合标准； 

e） 均衡结果和绝缘阻值判定 OK后，封箱并使用气密性测试仪，检测箱体气密性效果； 

f） 若气密性不达标，确认漏气地点并针对性进行整改（如更换密封圈、故障点点胶等），

并重新测试直至 OK； 

g） 将电池包装回，连接好线束，再次通过上位机检查确认，无误后完成均衡操作； 

4.7  电池系统存储规范 

a） 根据电池特性，锂离子电池组在存储运输过程应满足其存储的环境条件（见下表），以最大

限度保护电池。 

电芯类型 
存储温度（℃） 

存储湿度（%RH） 
≤1 个月 ≤3个月 ≤1年 

三元软包 -20~+45 N/A 0~35 ＜70 

b） 锂离子电池存储及运输过程中，应有适当的保护，保持 30%左右的 SOC 水平，确保不会短

路和液体不会进入箱体使得电池组浸泡在液体中（如水、油等）。  

c） 如果暂不使用，电池应带电 50%左右的 SOC 水平，贮存在 5℃～40℃干燥、清洁及通风良好

的仓库内，并 3个月内要进行循环充放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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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每月 1 次检查电池总压，单串电压，单串与总压的定量关系，压差水平。发现问题即时维

护处理。  

e） 每月 1 次开仓检查电池组，查看是否有线束、螺丝等异常，如果有线束松动烧坏、螺丝松

动现象，及时处理故障。  

f） 电池在装卸过程中，应轻搬轻放，摆放整齐，严防翻滚、重压。库存电池不得倒置存放，

并避免机械冲击或重压，严禁将电池暴晒和淋雨。 

4.8  开箱维护检查流程 

按照《售后维修管理规定》完成维修后的产品，所有标准应符合出厂检测标准，同时根据

《售后维护维修检查清单》相关要求，对产品进行以下检查、确认： 

a） 确认模组、保险、继电器等无漏装，且极性正确、安装到位、连接可靠、接线无误； 

b） 确认模组采压、采温线束，BMS 连接线束，继电器等控制线束连接顺序正确，无漏接、无

松动、无挤压、捆扎整齐，且与高压部件（如铜排）等无直接接触，避免磨损、短路； 

c） 确认产品各串模组电压正常、绝缘正常、继电器吸合正常、温感阻值或温度数据正常； 

d） 确认箱体连接器（总正/总负端子、通讯端子、加热端子等）安装方向正确、无干涉； 

e） 确认箱体密封胶条无破损、折叠、错位后，进行封箱操作。封箱过程先对四个边角的螺丝

预紧，然后按顺序依次拧入螺丝，最后再逐一进行紧固后，划线； 

f） 上述所有操作过程中，均需保证电批或扭力扳手力矩正确，螺丝无滑牙、无松动、无遗漏； 

g） 封箱完毕，需对箱体进行气密性测试，测试异常时需要整改，直至箱体满足 IP67要求； 

h） 气密性测试合格后，并跟进箱体装车并再次检测电池各项数据，无异常方可结束维修工作； 

i） 无论是否有开箱（例如仅更新程序），均需对电池进行基本信息检测、通讯线束、动力线

束、泄压阀等检测，确保电池无故障、线束连接正常、泄压阀牢固可靠； 

4.9  定期检查预防措施 

为保障产品及车辆的正常运行，需认真做好例行检查维护工作，同时对主机厂、主机厂合

作服务站、终端客户等进行安全使用规范的宣贯，做到事故提前预防： 

a） 售后服务中心通过远程监控系统，24小时监控车辆状况，发现异常即刻通知现场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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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b） 售后现场服务人员、主机厂合作服务站，需定期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检查项目包括：电

池组一致性、电池组绝缘性，高低压各单元连接线束、热管理系统功能状况、电池管理系

统工作状况，发现异常及时排除，避免存在安全隐患；  

c） 针对电池组受潮或渗水情况，应及时将电池组拆解，并放置于通风处晾干再修复，防止应

渗水或受潮导致的电池组短路；  

d） 售后服务各服务网点、应急服务车及主机厂合作服务站等，需做好应急物资的配备。应急

物资包括：灭火器、消防沙、灭火毯（棉被）、水桶、电缆剪； 

e） 区域服务人员需定期走访各终端客户，查看车辆停放地雨天是否存在积水隐患，对于停放

地点存在隐患的，及时告知客户采取防范措施。再与客户进行电池组使用注意事项的沟通

培训；  

f） 售后服务部各区域网点人员在暴雨季节时刻查看、查询当地天气状况，随时做好与客户、

主机厂外服沟通，确保暴雨来临前对在线运营车辆干涉停运和停放地点的转移； 

g） 时刻保持与主机厂、终端客户，特别公交运营单位、大型租赁运营公司的联谊关系，在梅

雨季节及时通知做好防范工作；  

5 应急处理、升级流程 

5.1  质量事件升级 

序

号 
严重等级 事件描述 上报等级 

1 ★ 报故障（可恢复） 服务部 
品质

中心 
研究院       

2 ★★ 抛锚/故障不可恢复 服务部 
品质

中心 
研究院 

营销

中心 
    

3 ★★★ 影响运营/停运 服务部 
品质

中心 
研究院 

营销

中心 
副总裁 总裁 

4 ★★★★ 
批量质量隐患 

（某一条件下会发生故障） 
服务部 

品质

中心 
研究院 

营销

中心 
副总裁 总裁 

5 ★★★★★ 
批量质量事故 

（一定会发生故障） 
服务部 

品质

中心 
研究院 

营销

中心 
副总裁 总裁 

 

5.2  质量事故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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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严重等级 事故描述 上报等级 

1 ★ 漏液 服务部 
品质

中心 
研究院       

2 ★★ 冒烟 服务部 
品质

中心 
研究院 

营销

中心 
    

3 ★★★ 起火，未出动消防 服务部 
品质

中心 
研究院 

营销

中心 
副总裁 总裁 

4 ★★★★ 起火，消防出动，无伤亡 服务部 
品质

中心 
研究院 

营销

中心 
副总裁 总裁 

5 ★★★★★ 起火，出现伤亡 服务部 
品质

中心 
研究院 

营销

中心 
副总裁 总裁 

 

5.3  应急处理方法 

安全是第一要位，且需要各环节的配合来确保。动力电池售后人员，需要定期对主机厂、终端

客户进行相关安全培训，尤其是严重故障应急处理方法： 

5.3.1 电池轻微冒烟  

 电池组在出现冒烟前，均会有前兆，如连续出现故障代码温度过高、电压过高、电压过低等， 

而不会突然出现冒烟。行驶过程中发现有刺鼻异味，可将车停靠路边，下车进行检查。确认属实

为电池包内发出的异味。此时，应立即转乘!  

 当发生如上或其他异常情况时，如果发现动力电池受到影响有异常现象（冒烟），此时我们应

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e） 司机先因立刻关闭车上的高压开关和 12V/24V电源。  

f） 司机和乘务员共同疏散乘客，并告知别慌张，我们的电池是不会爆炸对人没有生命威胁。  

g） 同时立刻通知电池售后服务人员要求迅速赶往现场。  

h） 冷静观察情况，若电池包仅有轻微冒烟或异味，可以断开该箱电池动力箱即可。若电池包

冒烟严重或有火苗冒出，用二氧化碳灭火器（不能用泡沫灭火器）喷射火源或电池包。  

i） 在电池售后人员到达之前司机和其他业余人员请不要打开电池包盖，动电池动力线等危险

动作。  

j） 在售后人员到达现场后，必须先穿戴上劳保用品，再把故障电池的动力线和固定螺丝拆掉

（使用的工具必须做绝缘处理），迅速把整箱电池抬到密封箱内或者故障电池包移离汽车

10 米以上，注意把电池抬下车之后切记不能把电池包盖打开，以防空气进入引燃高温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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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电池温度冷却后方可打开箱盖。  

k） 把整箱电池装入密封铁箱内迅速运走，搬运和存放时应注意电池组正负极勿与导体同时接

触，以免短路，应用绝缘隔板隔开。  

l） 检查车上其他电池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m） 把电池仓内灭火器粉末等杂物清理干净。  

n） 检查车上动力线、通讯线等线速是否被损坏，如有损坏必须把线束更换。  

o） 确保线束完好后把备用电池换上。  

p） 检查电池连接线束连接到位，打开高压和 12V/24V开关，售后人员跟车运行。  

 5.3.2 电池失效  

    当车辆电池遭遇外力严重撞击或火烧等恶劣情况是电池发生起火现象的处理方法如下： 

a） 当司机发现电池发生起火时，请立即关断高压开关和 12V/24V电源（火情严重时直接逃离

车辆），迅速组织乘客离开车辆，并让大家远离车辆不要围观。  

b） 疏散乘客后司机第一时间拨打电池售后人员的电话。如果是整车起火同时请拨打消防中心

电话前来救火。  

c） 若只是电池起火车身没有影响的情况下，可以用灭火器或消防沙直接把火扑灭。  

d） 若车辆整车起火情节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无法通过灭火器和消防沙直接灭火的，可以直接

用高压水枪冲击，人员应与车辆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车辆油箱爆炸（混合动力）。  

e） 在售后人员到达现场后，必须先穿戴上劳保用品，再把故障电池的动力线和固定螺丝拆掉

（使用的工具必须做绝缘处理），迅速把整箱电池抬到密封箱内或者故障电池包移离汽车

10 米以上，注意把电池抬下车之后切记不能把电池包盖打开，以防空气进入引燃高温物质，

等电池温度冷却后方可打开箱盖。 

f） 把整箱电池装入密封铁箱内迅速运走，搬运和存放时应注意电池组正负极勿与导体同时接

触，以免短路，应用绝缘隔板隔开。  

5.3.3  大自然灾害  

a） 确保电池仓已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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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如无法避免积水路段需减速行驶，积水超过 25cm 避免强行通过，否

则将有可能导致停车、电池漏电、电池损坏等。  

c） 车辆已严重进水时，及时松散乘客，断开所有 12V/24V开关及高压开关，立即拨打售后服

务人员电话，通知前往现场处理。  

d） 在售后人员到达现场后，必须先穿戴上劳保用品，断开每箱电池的动力线，通过绝缘表检

查电池是否漏电等情况。  

5.3.4 交通事故  

a） 立即关闭应急高压开关及 12V/24V电源。  

b） 依实际情况，引导、疏散乘客转乘。  

c） 立即拨打售后服务人员电话，通知前往现场处理。  

d） 在售后人员到达现场后，必须先穿戴上劳保用品，断开每箱电池的动力线，通过绝缘表检

查电池是否漏电等情况。  

5.3.5 注意事项  

a） 电池如冒烟、起火时大家不用慌张，电池本身不会发生强烈爆炸现象。  

b） 接触电池时请带上绝缘手套。  

c） 电池在没有完全被毁灭的情况下严禁用水灭火，应急使用灭火器和消防沙。  

d） 电池如有冒烟等现象不能打开箱盖，应保证电池包密闭性。  

e） 发现电池有任何异常，请第一时间和售后人员联系。 

5.4  应急处理小组 

   组长：营销中心总经理 

   副组长：服务部经理 

   组员：各区域经理、站点主管 

5.5  应急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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