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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阅读之前

警告！

确认这是最新版的 Scania救援产品信息。

注意：

Scania紧急救援产品信息适用于通过常规订单系统订购的 C和 K系列
车辆。

开始阅读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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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系统

蓄电池 (24 V)
蓄电池盒位置因车辆设备而异。图中显示的是一般位置。如果车辆没有
蓄电池总开关，则必须断开蓄电池才能切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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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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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可能装有蓄电池总开关。在大多数车辆中，启动蓄电池总开关后只
对里程记录器和车辆报警器供电。

即使启动了蓄电池总开关，根据车身的连接方式，车身也可能是通电
的。

可通过不同的方式启动蓄电池总开关，这取决于车辆设备。可以使用蓄
电池总开关把手、外部开关或仪表板中的开关来启动蓄电池总开关。

蓄电池总开关把手

该蓄电池总开关把手位于右侧大灯上方的舱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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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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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板中用于蓄电池总开关的开关

有些车辆还在仪表板中为蓄电池总开关配备了开关。例如经过 ADR改装
的车辆。

Zon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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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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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车辆

车门

车门变量

• 单滑动门
• 双滑动门
• 内摆滑行双车门

紧急开启

紧急开启以气动方式进行。

按下紧急开启开关（位于每个车门处）后，继动阀上的气压将消失，且系统会减压。

同时，车门电动马达的电压被切断。然后，车门将释放并可以用手打开。

这创造了空间，使双手能够位于双车门的车门叶板之间，以及单车门的车门叶板和车门框架之间。

在双内开车门上，可用手向内推开车门叶板。

进入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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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风玻璃和车窗

风挡玻璃是夹层的，胶合到驾驶室结构。使用虎钳等工具锯穿风挡玻
璃。

车门窗中可能有单层玻璃或夹层玻璃。使用应急锤或虎锯等工具敲碎车
门窗。

进入车辆



版本： 1 © Scania CVAB 8 (36)

车辆安全设备

安全气囊

警告！

安全气囊含有易爆物质！

如果车辆在驾驶员侧装有安全气囊，方向盘上会有 AIRBAG字样。

当车辆起动钥匙处于锁止位置，或者没有车辆电源时，安全气囊停用。

车辆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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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预张紧器

警告！

安全带预张紧器含有易爆物质！

安全带预张紧器位于驾驶员座椅上。如果车辆配备安全气囊，则驾驶员
座椅上一定会有一个安全带预张紧器。

当车辆起动钥匙处于锁止位置，或者没有车辆电源时，安全带预张紧器
停用。

在装有安全带预张紧器的 2-座椅型号上，安全带预张紧器的位置如图所
示。

车辆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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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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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方向盘

用按钮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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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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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下步骤操作以调节高度和角度：

按下按钮 (1)。几秒之后便可调节高度和角度。将按钮 (2)压入锁定位置
以锁定设置。设置在几秒后也会自动锁定。

调节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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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具调节

如果无法使用按钮调节方向盘，则可以使用工具调节方向盘。

• 从方向盘下面拆下塑料盖。

调节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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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并转动内六角扳手，如图所示。

调节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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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内六角扳手保持在扭转位置，并将方向盘调节到需要的位置。

调节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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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座椅

调节座椅

座椅的调节选项取决于座椅类型。请见图中示例。

用于快速降下座椅的控制器。

警告！

用于快速降下座椅的控制器可以快速降下座椅并排空系统中的空气。
这可能意味着使用控制器之后将无法调节座椅。

警告！

有损伤听力的风险！空气从切断或断开的软管中流出时会发出巨大噪
音。

如果座椅后部的空气软管松开或切断，也会快速降下座椅并排空系统中
的空气。

调节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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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车辆

车辆燃气

Scania燃气车辆使用的车辆燃气为生物气、天然气，或这两种气体的混
合物。

车辆燃气主要由甲烷组成，甲烷含量为 75-97%。甲烷为高度易燃气体，
当空气中有 5-16%的混合物时处于爆炸极限。燃气在 595°C的温度时自
燃。

车辆燃气基本无色无味。压缩车辆燃气 CNG通常混有用于检测泄漏的气
味。液态车辆燃气 LNG未加入气味，但是若发生重大泄漏，能看到雾
气，因为当 LNG被节气门冷却时，空气中的水会凝结。

甲烷比空气轻，因此发生泄漏时会上升。出现泄漏时（如，在室内或在
通道内）应将此考虑在内。在密闭空间中，燃气会导致窒息。液态甲烷
和低温甲烷气体比空气重，并且在泄漏时可能会流入低处。因此，确保
通风良好。

标牌

燃气车辆上有几点处标注有带 CNG或 LNG字样的菱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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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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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车辆燃气，C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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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代表压缩天然气。燃气罐总成由数个放在一起的燃气罐组成。若卡
车的燃气罐装满，可容纳 150 kg燃料。若客车的燃气罐装满，可容纳
290 kg燃料。

加注燃油时，燃气罐和燃油系统内的压力可超过 230 bar。

燃气罐和阀的设计因制造商而异。

燃气罐总成

燃气罐总成通常位于车顶上。该燃气罐总成可集成在双层客车的车体
中。

燃气罐有 2种型式：钢制型或复合材料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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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如果组合燃气罐的外壳损坏，结构会变得脆弱不堪，并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会导致燃气罐破裂。

燃气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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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管路

燃气管路布设在车体中，从车顶布设至发动机舱和加注口接头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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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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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阀

警告！

电磁阀仅在发动机运转时开启。

1. 温度保险丝
2. 过压保险丝

燃气罐装有一个或多个安全阀。

通过温度和压力开启的安全阀直接连接至燃气罐。若燃气罐中的压力超
过 340 bar，压力开启式安全阀会打开并释放燃气以防止爆炸。若温度超
过 110°C，则温度激活式安全阀打开。因此，起火时不可冷却安全阀。安
全阀已触发后不可重置。

管路破裂限流阀位于燃气罐内的控制阀组零件中。若与入口相比管路破
裂阀出口处的压力下降，例如，若高压管路中存在泄漏，则管路破裂限
流阀会开启并限制气流从燃气罐流向燃油管。

如果低压侧的压力超过 12 bar，燃气调节器装置中的安全阀也会打开。

燃气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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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车辆燃气，L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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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代表液化天然气。将此燃料冷却到 -130度，会由液态和气态甲烷组
成。泄漏的 LNG会汽化，在正常压力下会膨胀至液态体积的 600倍。若
车辆的燃气罐装满，可容纳 180 kg燃料。

燃气罐中的燃料保持压缩状态，其压力为 10 bar (g)。只要安全阀完好无
损，燃气罐和燃气管线中的压力可发生变化，最高可达 16 bar。

燃气罐和阀的设计因制造商而异。

燃气罐

燃气罐位于货舱内。

燃气罐由钢制成。

燃气罐内的压力可通过燃气罐侧面的压力表读取。

燃气罐配有电磁阀、开关控制阀、管路破裂限流阀和压力开启式安全
阀。

燃气管路

燃气管路沿框架布设在燃气罐和发动机之间。

安全阀

警告！

电磁阀仅在发动机运转时开启。

每个燃气罐均在后部配有两个过压阀。它们在压力为 16 bar和 24 bar时
触发。这两个安全阀一个向内倾斜，另一个在车辆下方向后倾斜。

燃气面板上没有手动开关控制阀，但是每个燃气罐上有一个手动阀门。
有一个管路破裂限流阀，用于在管路发生重大泄漏时限制燃气罐中的燃
气流。如果低压侧的压力超过 12 bar，调压阀中的安全阀也会打开。

燃气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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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车辆风险管理

必须在发生火灾、泄漏或车辆燃气罐损坏时疏散该区域。

由于存在爆炸和窒息的风险，必须先填写燃气车辆无燃气声明，然后该
车辆才能进入室内。如果发生燃气泄漏，燃气将无法排到室外，从而造
成危险环境。

爆炸

CNG

爆炸的风险非常小。温度保险丝在 110°C时自动触发，以防爆炸。如果
车辆配备了压力保险丝，该保险丝会在 340 bar时触发。钢燃气罐的爆炸
压力为 450 bar，组合燃气罐的爆炸压力为 470 bar。

LNG

爆炸的风险非常小。压力控制阀在压力为 16 bar和 24 bar时触发。

燃气罐受损

请务必疏散燃气罐受损的车辆周围的区域。

车辆燃气随着温度上升而膨胀，因此必须降低受损燃气罐内的压力。受
损燃气罐只能暂时承受压力，但是，如果压力增大，例如，因阳光而受
热，燃气罐可能会破裂。因此，在燃气罐上穿孔时保持安全距离，从而
尽量以安全的方式降低受损燃气罐内的压力。

警告！

必须由经过正确培训的获授权人员执行操作。

警告！

压力表上显示的压力是管道系统内的压力。燃气罐配有电磁阀，当电
源切断时会关闭。因此，即使压力表显示 0 bar，也应始终当做燃气罐
充满燃气。

燃气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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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

警告！

在疏散过程中移除漏气处附近的所有火源。

警告！

在密闭空间中，燃气会导致窒息。

警告！

液态车辆燃气 LNG温度极低。泄漏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

如果听到高频率的尖锐噪音，则表示燃气系统存在泄漏。

如果 CNG压缩车辆燃气加入了气味，还可通过刺鼻气味确定燃气是否漏
气。

如果 LNG液态车辆燃气发生重大泄漏，能看到雾气，因为低温燃气会使
空气中的水凝结。

如果确定漏气，请疏散该区域，直至听不到任何声音，看不到雾气，并
且检测不到任何气味为止。

压缩车辆燃气 CNG比空气轻，因此发生泄漏时会上升。出现泄漏时
（如，在室内或在通道内）应将此考虑在内。

液态车辆燃气 LNG最初处于冷却状态，因此比空气重。随着温度升高，
它会上升。

火灾

如果发生火灾：可以的话，通过关闭发动机来切断燃气供应。然后必须
疏散车辆周围区域。在车辆周围设置半径不小于 300 m的警戒区。只有
这样才能执行灭火活动，如果可以灭火，则以安全地方式灭火。否则，
等待燃气烧完。

不得使用水或二氧化碳来为 LNG车辆灭火。否则可能会导致猛烈的火
力，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爆炸。应使用干粉灭火器。

不要冷却 CNG燃气罐上的温度保险丝，因为这会导致安全阀关闭或停止
打开。否则可能会导致猛烈的火力，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爆炸。

警告！

避免冷却燃气罐或通过喷水灭火。如此会导致火力更猛烈。

警告！

安全阀在非常高的温度或压力下会触发，以防止爆炸。爆炸会产生几
十米长的火焰。疏散安全阀方向上的区域。

警告！

使用干粉灭火器。

燃气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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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电混合车

警告！

当执行可能存在 B级电压接触风险的作业时，请使用护目镜和适用于
1,000 V电压的橡胶手套。

混合系统由 B级电压 (650 V)驱动，参见下面的定义。

A级电压 B级电压

0 V-60 V DC 60 V-1,500 V DC

0 V-30 VAC 30 V-1,000 VAC

油电混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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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式安全装置

混合系统有以下内置式安全装置：

• 混合系统的 B级电压 (650 V)线束是橙色的。B级电压 (650 V)线束与
底盘接地隔绝。这意味着要同时接触这两个导体，以防止人员受伤。

• 具有电气危险性的混合系统部件配有 B级电压 (650 V)警告标示牌。
• 混合系统会监测蓄电池温度、电压、电流强度和电气绝缘水平。如果监
测结果出现偏差，混合系统会断开蓄电池并切断线束的电源。

• 在切断 24 V系统时，通常也会切断混合系统电压。
• 混合系统可通过车顶板中位于电器中心旁的控制开关关闭。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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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电混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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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程序

电池起火时

如果蓄电池内出现明火，用大量水冷却蓄电池。

车辆中除蓄电池外的其他部分起火

如果车辆起火，但蓄电池盒完好无损并且未着火，建议使用一般的灭火
程序。

必须保护并用大量水冷却蓄电池。

如果蓄电池盒严重损坏，必须使用大量水冷却蓄电池。为了防止起火和
灭火，仅可用水来降低蓄电池温度。

油电混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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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车辆所有的电源

警告！

当执行可能存在 B级电压 (650 V)接触风险的作业时，请佩戴护目镜
和适用于 1,000 V电压的橡胶手套。

警告！

避免在电压接通时切断 B级电压 (650 V)线束。有造成人员受伤的风
险。

穿戴护目镜和适用于 1,000 V电压的橡胶手套。

警告！

如果内燃机正在运行，或者电机因其他原因而开始转动，即使混合系
统已断开，电机也会发电。

如果必须拖曳车辆，则分离传动轴，以确保断开电机。

• 关闭点火装置。
• 断开 24 V蓄电池上的蓄电池端子，以切断 24 V系统。24 V蓄电池位
于驾驶区域下方，可从车辆外侧进行操作。
这通常意味着已断开动力蓄电池并且禁止起动内燃机。因此，禁止从电
机获取电压。

为了确保系统中无残余电压，请等待 15分钟。
• 如果必须切断 B级电压线束或线束已损坏且无法够到 24 V系统，则断
开动力蓄电池上的接头。这可确保断开混合系统。

动力蓄电池位于车顶。

油电混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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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救和调车

重要！

拖救和调车时必须遵守相关信息和指导说明，以防造成人身伤害和车
辆损坏。

重要！

重型车辆的拖救应始终委托获授权的拖救公司进行。

准备工作

• 从沟中救援时：卸载车辆，清除沟中的石头等在救援过程中可能损坏车
辆或卡在车辆中的石头。

• 检查并确认车辆没有出现可导致电气系统短路的损坏。否则应断开蓄电
池，以防止起火。

• 在道路上执行拖吊时，车辆决不可装有货物。或者，也可以尽量减轻前
轴重量。

• 如果无法起动发动机，必须使用替代方法对刹车系统充注空气。拖救车
辆通常有一个出风口，通过此出风口可对要牵引/拖救的车辆充注空
气。

油电混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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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救

以下有关拖救和调车的信息仅适用于以下情况：
• 车辆未因碰撞或其他事件而造成明显损坏。
• 火灾风险被认为很低。
• 暴露于高电压下的风险被认为很低。
• 仪表盘 (ICL)上不显示电气危险警告。

如果车辆阻塞交通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构成潜在风险，则可以使用安装的
传动轴进行牵引，以将车辆移到更安全的位置。

牵引前：
• 在仪表板上使用起动钥匙切断车辆的钥匙电。
• 使用红色控制开关关闭车辆的电压等级 A (VCA)。
• 使用黄色控制开关关闭电力驱动系统的电压等级 B (VCB)。

当使用已安装的传动轴牵引时：
• 待牵引车辆不得超过 500米。
• 车速不能超过 10 km/h。

警告！

当使用已安装的传动轴牵引时，车辆推进装置、动力蓄电池和电气系
统的其他零件可能会受损坏。

警告！

拖救和牵引期间，车辆某些功能失效或失常的现象比较常见。

警告！

不要在牵引支架上拖吊。

注意：

配备警报的车辆可对速度作出反应，即使在拖救过程中也能自行锁
定。在拖救或牵引期间，避免让起动钥匙处于行驶模式以外的位置。

油电混合车



版本： 1 © Scania CVAB 29 (36)

动力蓄电池化学品信息

在正常情况下，化学品封装在动力蓄电池内的蓄电池单元内，不会泄漏
到环境中。蓄电池单元通常由工作液和一些固体材料组成，工作液装在
固体材料中，不会流出。

当固体材料内的工作液转化为气体时，人员可能有接触到气体的风险。
如果一个或多个蓄电池单元外部受到损坏、温度过高或蓄电池过载，就
会发生此情况。

蓄电池单元内的工作液具有可燃性，如果接触到水分会产生腐蚀性。损
坏的蓄电池产生的蒸汽或雾状物会刺激黏膜、气管、眼睛和皮肤。如果
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感觉头晕、恶心、头痛。

蓄电池单元最高可承受 80摄氏度的温度。如果蓄电池单元内的温度超过
80摄氏度，蓄电池单元内的液体会转化成气体。如此可能会使蓄电池单
元中的卸压阀破裂，通过蓄电池组通风管道释放腐蚀性可燃气体。

油电混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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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辆

电动车辆

警告！

当执行可能存在 B级电压接触风险的作业时，请使用护目镜和适用于
1,000 V电压的橡胶手套。

电力驱动系统由电压等级 B (650 V)驱动，参见下面的定义。

A级电压 B级电压

0 V-60 V DC 60 V-1,500 V DC

0 V-30 VAC 30 V-1,000 VAC

电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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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式安全装置

电力驱动系统配有以下内置式安全装置：

• 电力驱动系统的 B级电压 (650 V)线束是橙色的。B级电压 (650 V)线
束与底盘接地隔绝。这意味着要同时接触这两个导体，以防止人员受
伤。

• 具有火灾危险的电力驱动系统部件配有 B级电压 (650 V)警告标示牌。
• 电力驱动系统会监测蓄电池温度、电压、电流和电气绝缘水平。如果监
测结果出现偏差，电力驱动系统会断开蓄电池并切断线束的电源。

• 在切断 24 V系统时，通常也会切断电力驱动系统电压。
• 电力驱动系统可通过车顶板中位于电器中心旁的控制开关关闭。

42
4 

3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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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程序

电池起火时

如果蓄电池内出现明火，用大量水冷却蓄电池。

车辆中除蓄电池外的其他部分起火

如果车辆起火，但蓄电池盒完好无损并且未着火，建议使用一般的灭火
程序。

必须保护并用大量水冷却蓄电池。

如果蓄电池盒严重损坏，必须使用大量水冷却蓄电池。为了防止起火和
灭火，仅可用水来降低蓄电池温度。

电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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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车辆所有的电源

警告！

当执行可能存在 B级电压 (650 V)接触风险的作业时，请佩戴护目镜
和适用于 1,000 V电压的橡胶手套。

警告！

避免在电压接通时切断 B级电压 (650 V)线束。有造成人员受伤的风
险。

穿戴护目镜和适用于 1,000 V电压的橡胶手套。

警告！

如果电机因任何原因而开始转动，即使电力驱动系统已断开，电机也
会发电。

• 断开 24 V蓄电池上的蓄电池端子，以切断 24 V系统。24 V蓄电池位
于驾驶区域下方，可从车辆外侧进行操作。
这通常会导致动力蓄电池断开连接。该操作禁止从电机获取电压。

为了确保系统中无残余电压，请等待 15分钟。
• 如果必须切断 B级电压线束或线束已损坏且无法够到 24 V系统，则断
开动力蓄电池上的接头。这可确保断开电力驱动系统。

动力蓄电池位于客车后部的车顶上。

电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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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救和调车

重要！

拖救和调车时必须遵守相关信息和指导说明，以防造成人身伤害和车
辆损坏。

重要！

重型车辆的拖救应始终委托获授权的拖救公司进行。

准备工作

• 从沟中救援时：卸载车辆，清除沟中的石头等在救援过程中可能损坏车
辆或卡在车辆中的石头。

• 检查并确认车辆没有出现可导致电气系统短路的损坏。否则应断开蓄电
池，以防止起火。

• 在道路上执行拖吊时，车辆决不可装有货物。或者，也可以尽量减轻前
轴重量。

• 如果无法起动发动机，必须使用替代方法对刹车系统充注空气。拖救车
辆通常有一个出风口，通过此出风口可对要牵引/拖救的车辆充注空
气。

电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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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救

以下有关拖救和调车的信息仅适用于以下情况：
• 车辆未因碰撞或其他事件而造成明显损坏。
• 火灾风险被认为很低。
• 暴露于高电压下的风险被认为很低。
• 仪表盘 (ICL)上不显示电气危险警告。

如果车辆阻塞交通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构成潜在风险，则可以使用安装的
传动轴进行牵引，以将车辆移到更安全的位置。

牵引前：
• 在仪表板上使用起动钥匙切断车辆的钥匙电。
• 使用红色控制开关关闭车辆的电压等级 A (VCA)。
• 使用黄色控制开关关闭电力驱动系统的电压等级 B (VCB)。

当使用已安装的传动轴牵引时：
• 待牵引车辆不得超过 500米。
• 车速不能超过 10 km/h。

警告！

当使用已安装的传动轴牵引时，车辆推进装置、动力蓄电池和电气系
统的其他零件可能会受损坏。

警告！

拖救和牵引期间，车辆某些功能失效或失常的现象比较常见。

警告！

不要在牵引支架上拖吊。

注意：

配备警报的车辆可对速度作出反应，即使在拖救过程中也能自行锁
定。在拖救或牵引期间，避免让起动钥匙处于行驶模式以外的位置。

电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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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蓄电池化学品信息

在正常情况下，化学品封装在动力蓄电池内的蓄电池单元内，不会泄漏
到环境中。蓄电池单元通常由工作液和一些固体材料组成，工作液装在
固体材料中，不会流出。

当固体材料内的工作液转化为气体时，人员可能有接触到气体的风险。
如果一个或多个蓄电池单元外部受到损坏、温度过高或蓄电池过载，就
会发生此情况。

蓄电池单元内的工作液具有可燃性，如果接触到水分会产生腐蚀性。损
坏的蓄电池产生的蒸汽或雾状物会刺激黏膜、气管、眼睛和皮肤。如果
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感觉头晕、恶心、头痛。

蓄电池单元最高可承受 80摄氏度的温度。如果蓄电池单元内的温度超过
80摄氏度，蓄电池单元内的液体会转化成气体。如此可能会使蓄电池单
元中的卸压阀破裂，通过蓄电池组通风管道释放腐蚀性可燃气体。

电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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