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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纯电动汽车维护的作业安全和技术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在用纯电动汽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624 汽车维修术语 

GB/T 18344 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 

GB/T 18384.3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 3 部分：人员触电防护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5624、GB/T 1959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常规维护  routine maintenance 

为维持纯电动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相同系统（部件）的完好技术状况或工作能力而进行的作业。 

4 作业安全  

4.1 维护作业场地应干燥，并设置警示隔离区和警示牌。 

4.2 维护作业区域应配备符合标准要求的应急设备，包括消防剪、消防沙、消防铲、灭火器、防毒面

罩、绝缘棒等。 

4.3 进行高压系统维护作业的人员应经专业培训合格并持证上岗，且作业期间应由不少于 2 名专业人

员协同操作。 

4.4 进行高压系统维护作业的人员应穿戴安全防护装备，使用具有绝缘防护的作业工具，禁止佩戴金

属饰品进行作业。安全防护装备应至少包括绝缘手套、绝缘鞋、护目镜、安全帽等。 

4.5 高压系统维护前，应悬挂安全警示牌，按照关闭车辆电源总开关、辅助蓄电池开关、高压维修开

关的顺序对车辆进行断电，确认高压系统的正负极电压低于 36V，且绝缘阻值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

求后，进行维护作业。维护作业完成后，应按照高压维修开关、辅助蓄电池开关、电源总开关的顺序对

车辆进行通电复位。 

4.6 维护作业人员应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范，不应用水直接冲洗车辆高压系统、电器舱及散热格栅。 

4.7 汽车制造厂商有规定其他操作安全和故障防护特殊要求的，还应遵循其规定要求。 

5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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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般要求 

5.1.1  纯电动汽车维护分日常维护、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日常维护由驾驶员在出车前、行车中和收

车后执行，一级、二级维护由专业人员执行。 

5.1.2  一级、二级维护周期应参照车辆维修保养手册、使用说明书 及 GB/T 18344，结合车辆类别、车

辆运行状况、行驶里程、道路条件、使用年限等确定。 

5.1.3  纯电动汽车维护作业分为常规维护和电动系统专用装置维护。 

5.1.4  维护作业人员在维护过程中发现问题应及时报修。 

5.2 日常维护 

5.2.1 日常维护的常规维护部分按照 GB/T 18344 规定的日常维护内容进行。 

5.2.2 电动系统专用装置日常维护作业项目及技术要求见表 1。 

表1  日常维护作业项目、作业内容及技术要求 

序号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技术要求 

1 

指示仪表装置、

警告和指示信号

装置 

检查指示仪表装置 指示装置完好有效，功能正常 

检查警告和指示信号装置 警告和信号指示装置无异常声光报警和故障提醒信号 

检查电池 SOC 示值 SOC 示值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2 驱动电机系统 
检查冷却系统 冷却液液位显示正常 

检查工作情况 运行平稳，无异常振动和噪声 

3 辅助蓄电池 

检查箱体固定情况 箱体固定牢靠 

检查箱体外表面  箱体无异常破损  

检查连接线、接插件连接

情况 

连接线、插接件连接牢固，连接线无破损、无老化，

接线端无氧化腐蚀 

检查断电功能 断电开关功能正常 

4 冷却风扇 
检查散热情况 冷却散热工作正常 

检查风冷过滤网 外观洁净、无破损 

5 充电插孔和线束 检查外观情况 无烧蚀、无异物，线束无破损，防护盖锁定完好 

6 电器舱、电池舱 检查外观情况 
电器舱舱门、电池舱舱门处于关闭状态，舱门锁完好、

有效 

5.3 一级维护 

5.3.1 一级维护的常规维护部分按照 GB/T 18344 规定的一级维护内容进行。 

5.3.2 电动系统专用装置一级维护作业项目及技术要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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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动系统专用装置一级维护作业项目、作业内容及技术要求  

序号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技术要求 

1 绝缘检测 检测整车绝缘电阻 
1.绝缘电阻监测系统（若有）功能正常，无报警； 

2.整车绝缘电阻符合 GB/T 18384.3 规定要求 

2 

动

力

蓄

电

池

系

统 

工作状况 

检查仪表荷电状态（SOC）、电压、电

流、温度等示值 
示值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检查电池包防爆阀 阀体工作正常 

检查系统搭铁 搭铁正常 

固定情况 

检查系统安装固定情况，紧固动力蓄

电池箱体及托架、动力蓄电池管理系

统箱体等固定螺栓 

安装固定牢靠，紧固力矩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检查高压母线、高压线束、接线柱等

连接固定情况，紧固动力蓄电池及动

力蓄电池管理系统的正负极接线柱固

定螺栓 

连接固定牢靠，紧固力矩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检查线束导线固定和接地情况，接插

件连接情况 
线束导线固定牢靠，接地良好，接插件锁紧正常 

外观情况 

检查电池舱舱盖 舱盖锁闭正常，无变形 

检查电池箱壳体 
壳体无变形、无破损，无磕碰划伤及损坏，无冒烟异

味、无渗漏 

检查电池托架 托架无断裂、无变形 

检查系统表面是否有明显积尘、杂物，

是否干燥 
表面无积尘或杂物、清洁、干燥 

检查高压线束 高压线束无破损，与车辆运动部件无干涉 

检查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壳体、连接

线束导线 
壳体及连接线束导线清洁、干燥，走线规范 

冷却系统 

检查冷却液高度，视情补给 冷却液高度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检查冷却管路 管路走线规范无干涉 

检查散热器或冷却装置 外观清洁、干燥 

3 

驱

动

电

机

系

统 

固定情况 

检查系统安装固定情况 系统安装固定牢靠 

检查高压线束、接线柱等连接固定情

况，紧固驱动电机的三相接线柱、电

机控制器的三相接线柱及正负极接线

柱的固定螺栓 

连接固定牢靠，紧固力矩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检查线束导线固定和接地情况，接插

件连接情况 
线束导线固定牢靠，接地良好，接插件锁紧正常 

外观情况 

检查驱动电机箱体、减速器箱体及驱

动电机控制器壳体外表面  
无明显积尘、无渗漏，清洁、干燥 

检查高压线束、接线柱 无破损、无老化，接线柱无氧化腐蚀 

检查连接线束导线 清洁、干燥、走线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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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序号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技术要求 

3 

驱

动

电

机

系

统 

冷却系统 

检查冷却液液面高度，视情补给  冷却液液面高度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检查冷却管路 管路走线规范无干涉 

检查散热器或冷却装置 外观清洁、干燥 

润滑系统 
检查润滑系统，视情补给润滑油或润

滑脂 
润滑正常 

4 高压配电系统 

检查系统安装固定情况，紧固高压配

电装置及系统箱体的固定螺栓 
安装固定牢靠，紧固力矩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检查高压线束、接线柱等连接固定情

况 
连接固定牢靠 

检查线束导线固定和接地情况，接插

件 
线束导线固定牢靠，接地良好，接插件锁紧正常 

检查各系统配置及系统箱体外表面，

用风枪或者毛刷对箱体内外部、内部

各装置及相关插接件表面等进行清洁 

外观无积尘、无杂物，清洁、干燥 

检查主开关通断情况，并紧固熔断器

接线螺母 

主开关通断功能正常，开关动作灵活，无卡滞现象，

熔断器接线螺母固定牢靠 

5 高压维修开关 

检查工作情况 插拔、通断功能正常 

检查固定情况，紧固固定螺栓 紧固力矩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检查外观情况 无松动发热现象，无烧蚀变形 

6 车载充电机 

检查安装固定情况 安装固定牢靠 

检查高压线束连接固定情况 连接固定牢靠 

检查充电机外表面 无积尘或杂物，清洁、干燥 

7 DC/DC 变换器 

检查安装固定情况 机体安装固定牢靠 

检查高压线束连接固定情况 连接固定牢靠 

检查变换器外表面 无积尘或杂物，清洁、干燥 

8 
电动空气压缩机

电机及控制器 

检查电机运行状态 运行正常，无异响 

检查电机机体和控制器壳体安装情况 安装固定牢靠 

检查高压线束、接线柱等连接固定情

况，紧固电机三相接线柱固定螺栓 
连接固定牢靠，紧固力矩符合规定要求 

检查控制器线束导线固定和接地情

况，接插件连接情况 
线束导线固定牢靠，接地良好，接插件锁紧正常 

检查电机机体和控制器壳体等外表面 无积尘或异物、清洁、干燥 

检查连接线束、接线柱 线束无破损老化，接线柱无氧化腐蚀 

检查控制器连接线束导线 线束导线清洁、干燥、走线规范 

检查电机润滑系统，视情补给润滑油

脂 
润滑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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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序号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技术要求 

9 
电动转向电机

及控制器 

检查转向电机工作情况 运行正常，无异响 

检查转向电机机体和控制器壳体安装固

定情况 
安装固定牢靠 

检查高压线束、接线柱等连接固定情况，

紧固转向电机的三相接线柱、电机控制

器的三相接线柱及正负极接线柱的固定

螺栓 

连接固定牢靠，紧固力矩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检查控制器线束导线固定和接地情况，

接插件连接情况 
线束导线固定牢靠，接地良好，接插件锁紧正常 

检查电机机体和控制器壳体外表面 无积尘或杂物、清洁、干燥 

10 空调系统 

检查空调系统风机工作情况 运转正常，无异响 

检查系统各部件安装固定情况 各部件固定安装牢靠 

检查系统各管路连接情况 各管路连接牢靠、无松动 

检查电动空调压缩机、PTC 加热器、蒸

发器、及冷凝器等外表面 
无积尘或杂物，清洁、干燥 

检查系统管路 管路无渗漏、无破损 

检查冷却系统冷却液液面高度，视情补

给 
冷却液液面高度符合规定要求 

11 充电插孔 

检查保护盖开启和锁闭工作情况 开启锁闭功能正常 

检查充电插孔接插情况 接插牢靠 

检查充电插孔外表面 表面无异物、无烧蚀及生锈痕迹 

12 辅助蓄电池 
检查电解液液面高度、通气孔、电桩及

夹头 
符合 GB/T 18344 的规定要求 

13 
整车线束导

线、接插件 

检查线束导线固定情况 线束导线固定牢靠 

检查接插件连接情况 连接牢靠、无松动 

检查整车线束导线外表面 线束导线绝缘层无老化、无破损，导线无裸露 

检查整车接插件外表面 无积尘或杂物、清洁、干燥 

14 
制动能量回收

系统 
检查制动能量回收系统工作情况 制动能量回收反馈正常 

15 高压警告标记 
检查标识是否完好、清晰，粘贴是否牢

固 
标识完好、清晰、无脱落 

5.4 二级维护 

5.4.1  进厂检验 

5.4.1.1  进厂检验项目应包括常规维护规定的检验项目、电动系统专用装置检验项目以及根据驾驶员

反映的车辆故障确定的检验项目。 

5.4.1.2  常规维护规定的检验项目按照 GB/T 1834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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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3  电动系统专用装置的进厂检验应使用专用诊断仪或软件，对动力蓄电池、驱动电机等高压系

统和其他电器系统等进行故障诊断，读取故障码，并确定应维护的项目。 

5.4.2  作业项目及技术要求 

5.4.2.1  二级维护的常规维护作业项目及技术要求应按照 GB/T 18344 规定的二级维护内容进行。 

5.4.2.2  二级维护的电动系统专用装置维护作业项目及技术要求包括表 2、表 3 和进厂检验确定的项

目。 

表3  电动系统专用装置二级维护增加的作业项目、作业内容及技术要求 

序号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技术要求 

1 绝缘检测 参照附录 A，进行绝缘电阻检测 绝缘电阻符合 GB/T 18384.3 规定要求 

2 动力蓄电池系统 

按照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进行电池均衡充

电 
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根据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进行气密性检查 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按规定里程及时间补给或更换冷却系统冷却

液 
冷却系统工作正常 

3 驱动电机系统 

检查冷却系统，补给或更换驱动电机冷却液 冷却系统工作正常 

检查润滑系统，补给或更换驱动电机润滑油 系统润滑良好 

检查电机轴承，按规定里程及时间更换轴承 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5.4.3  竣工检验 

5.4.3.1  二级维护作业后应进行竣工质量检验。 

5.4.3.2  车辆常规维护所需要进行的竣工检验按照 GB/T 18344 规定执行。 

5.4.3.3  电动系统专用装置二级维护竣工检验项目及技术要求见表 4，竣工检验记录单参见附录 B。 

表 4 电动系统专用装置二级维护竣工检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技术要求 

1 故障码 
使用专用诊断仪或软

件进行故障诊断 
无故障码信息 

2 仪表、指示信号装置 检视 功能正常，信号装置无异常信息 

3 应急灭火装置和设备 检视 

1.自动灭火装置无报警信号，压力值在正常范围内，产品

装置在有效期内； 

2.车载灭火器压力值在正常范围内，在有效期内 

4 电池均衡充电 
根据汽车制造厂商要

求进行电池均衡充电 
符合汽车制造厂商规定要求 

5 绝缘性 
使用绝缘表，参照附录

A各部件进行逐一检测 
绝缘电阻符合 GB/T 18384.3 规定要求 

6 外观情况 检视、清洁 

1.高压系统部件干燥干净，无异物、无积尘、无变形破损； 

2.线束导线和接插件无积尘、无破损、无老化； 

3.高压警告标识齐全、清晰、固定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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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技术要求 

7 固定情况 检视、调整 
高压系统部件安装固定牢靠，紧固力矩符合汽车制造厂商

规定要求。线束导线固定牢靠，接插件接插牢靠 

8 冷却（散热）系统 检查 
动力蓄电池系统、驱动电机系统、空调系统等系统冷却工

作正常 

9 路试检查 检查 

1.车辆启动、加速平稳，无明显冲击感，动力传输无异响； 

2.转向轻便，无异响，无顿挫感； 

3.行车制动过程中制动能量回收功能正常 

10 密封性 检查 全车密封良好，无漏油、无漏液、无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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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绝缘电阻检测记录表 

绝缘电阻检测记录见表A.1。 

表 A.1 绝缘电阻检测记录表 

     车牌号：                        作业人员（签字）：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直流项 正极对车身 负极对车身 

检测项目 测量值 结果 测量值 结果 

动力蓄电池     

驱动电机控制器     

PTC 加热器     

DC/DC 变换器     

车载充电机     

充电插孔     

高压维修开关     

a高压集成控制柜     

交流项 U 相对车身 V 相对车身 W 相对车身 

检测项目 测量值 结果 测量值 结果 测量值 结果 

驱动电机       

电动转向电机       

电动空气压缩机       

驱动电机控制器       

车载充电机       

a高压集成控制柜       

注1：结果一栏符合要求的记“”，不符合要求的记“”。 

注2：若无上表中某项或某几项，则这些项目不作要求；若存在其他高压系统（部件）项目，应作相应增项。 

a       对于多个高压部件集成的高压控制柜，测量点应包括控制柜的内外端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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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电动系统专用装置二级维护竣工检验记录单 

电动系统专用装置二级维护竣工检验记录单见表B.1。 

表B.1 电动系统专用装置二级维护竣工检验记录单 

托修方 企业名称或姓名： 车牌号： 

承修方 企业名称：  

检验信息 

故障码 □无故障码            □有故障码，故障信息描述： 

仪表、指示信号装置 □异常报警及信号提醒  □有异常信号，信号描述： 

电池均衡充电 □已均衡              □未均衡 

应急灭火装置和设备 □功能正常且在有效期内              □更换 

检查项目 绝缘性 外观情况 紧固情况 密封性 冷却（散热）系统 

动力蓄电池      

动力蓄电池控制系统 /   /  

驱动电机      

驱动电机控制器 /   /  

电动转向电机      

转向电机控制器 /   /  

电动空气压缩机      

电动空气压缩机控制器 /   /  

空调系统      

高压集成控制柜     / 

高压维修开关    / / 

DC/DC 变换器    /  

车载充电机    /  

充电插孔   / / / 

路试检查 驱动电机    制动能量回收系统  电动转向  

结论  

检验人员（签字）：              

承修方（盖章）： 

检  验  日  期：      年     月     日 

注1:符合要求的项目对应表格中记“”，不符合要求的记“”，“/”表示此项不作要求。 

注2:若无表中某项或某几项，则这些项目不作要求；若存在其他项目，应作相应增项。 

注3:路试检查驱动电机运行是否平稳、制动能量回收系统工作是否正常、电动转向工作是否正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