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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7

前言

关于本手册
感谢您选择福特汽车。我们建议您仔细阅读该手册以获取车辆的更
多信息。对本车了解的越多，您在驾驶中享有的安全性和舒适度就越
高。

注意：此车主手册涵盖了车辆各种功能和配置的介绍，部分所述内容
可能不适用于您所购买的车型。因此，您可能在本手册中阅读到您的
车辆上没有的配置。
注意：本手册中某些图表可能适用于不同的车型，所以它们可能会与
您的车辆有所差异。但是，图表中的基本信息始终是正确的。
注意：在您使用和操纵车辆时，请务必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
注意：当您出售车辆时，随车附上车主手册。本手册是车辆不可分割
的一个部分。
本手册对部件的位置定义为右侧或左侧，是对乘坐在车辆上的乘员
而言的车辆侧面。

AA 右侧

A. 右侧

B. 左侧

环保要求
我们每个人都应为环保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正确使用车辆、
正确处置废弃物、清洁及润滑材料均能体现出我们为环保
所尽的 大努力。

警告 : 当操纵车辆上的控制装置和使用功能时，请您务必
谨慎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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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8
符号标志

您可能会在车上看到如下标识符号。

警告 : 如果您不遵守警告标识上的符号显示说明，您会对
自己及他人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符号 说明 符号 说明 符号 说明

安全警告 参见车主
手册

防抱死制
动系统

严禁吸
烟、明火
或火花

蓄电池 电解液

制动液 ‐
非石油型

制动系统 花粉过滤
器

检查燃油
盖

儿童安全
门锁止和
解锁

儿童座椅
下固定器

儿童座椅
系带固定
器

巡航控制 切勿在高
温时打开

检查发动
机空气滤
清器

发动机冷
却液

发动机冷
却液温度

机油 爆炸性气
体

风扇警告

系紧安全
带

前部安全
气囊

前雾灯

燃油泵复
位

保险丝盒 危险报警
闪光灯

加热式后
车窗

行李舱车
内释放

千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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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9
数据记录
服务数据记录
本车的服务数据记录仪可收集和储存有关本车的诊断信息。这主要
包括车辆各个系统和模块的性能和状态方面的潜在信息，如发动机、
节气门、转向或制动系统。为了对您的汽车做出正确的诊断并提供服
务，福特汽车公司、福特加拿大公司、福特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
以及汽车保养维护机构可以在诊断或维修您的车辆时，通过直接连
接您的车辆获取或相互传递车辆的诊断信息。此外，当您的车辆在进
行诊断或维修时，福特汽车公司，福特加拿大公司、福特汽车 （中
国）有限公司以及汽车保养维护机构可获取或相互传递车辆数据用
于车辆改良目的。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 SYNCTM with MyFord   
TouchTM 手册。

照明控制 胎压低警
告

保持适当
的液位

紧急报警 驻车辅助
系统

驻车制动
系统

动力转向
液

前部和后
部电动车
窗

电动车窗
锁止

发动机故
障指示灯

侧安全气
囊

稳定控制

挡风玻璃
除霜器和
除雾器

挡风玻璃
清洗器和
雨刮器

符号 说明 符号 说明 符号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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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事故记录
本车配备了车辆事故记录仪 （EDR）。车辆事故记录仪 （EDR）的主
要用途是记录某些碰撞或接近碰撞的情形，如气囊展开或撞击路障
等。这些数据可以帮助了解汽车系统是如何运行的。车辆事故记录仪
（EDR）是设计用来记录有关汽车动态和短期（一般少于 30 秒）安全
系统状态方面的数据。本车的车辆事故记录仪 （EDR）是设计用来记
录下列数据的：
•  车上各系统是如何运行的；
•  驾驶员和乘客安全带是否系紧；
•  驾驶员踩油门踏板和 / 或制动踏板 （如有）多深；

•  汽车行驶速度有多快；并且
•  驾驶员将方向盘置于何处。
这些数据可帮助您更好的了解发生碰撞和人员伤亡时的情景。
注意：车辆事故记录仪 （EDR）仅在车辆发生重大碰撞情形时记录数
据；车辆事故记录仪 （EDR）在正常行驶条件下不记录数据，也不记
录个人身份识别信息 （如姓名、性别、年龄、和碰撞地点）（参见下
面有关交通、方向及信息隐私方面的限制）。然而，一些机构，如执
法机构，通常能在碰撞事故调查中结合使用车辆事故记录仪 （EDR）
数据和个人身份识别信息。
若要读取车辆事故记录仪 （EDR）记录的数据，需要使用专用设备，
并接入汽车或车辆事故记录仪 （EDR）。除了汽车制造商，其他拥有
此专用设备的机构，如法律机构，只要能进入汽车或车辆事故记录仪
（EDR）也能够读取记录信息。如未经允许，福特汽车公司不会获取
车辆事故记录仪 （EDR）信息，除非是来自法院命令或执法机构，其
他政府授权机构或有合法权限的第三方执行机构的需求。其他方可
独立于福特汽车公司和福特加拿大之外获取这些信息。
注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任何与车辆事故记录仪 （EDR）有关的

法律也适用于 SYNCTM 或其它的功能。

高氯酸盐材料
注意：车辆内的某些部件，如气囊模块、安全带预紧器和遥控器蓄电
池，可能含有高氯酸盐材料。当进行维修或者车辆报废处理时需要采
取特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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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件建议
您的车辆使用高品质零部件并遵照 高标准而制造。当您的车辆需
要进行计划保养或修理时，我们建议您使用福特和福宝原厂配件。您
只需查看零部件或其包装上的福特或福宝商标来识别福特和福宝原
厂配件。

保养计划和机械修理
确保车辆使用寿命的 佳方法之一是遵照我们的建议使用符合本车
主手册所述规范的零部件对车辆进行保养和维护。福特和福宝原厂
配件满足或超过这些规范要求。

碰撞修理
我们希望您永远不会遭遇碰撞事故，但事故确实在发生。福特原厂碰
撞备件满足我们对于安装、装饰、结构完整性、碰撞保护和耐冲击性
的 严格要求。车辆开发期间，我们确认这些配件作为整体系统具有
预期的防护等级。确保您获得此防护等级的一个好办法就是使用福
特原厂碰撞备件。

备件保修
使用福特和福宝原厂备件是唯一可让您从福特保修中获益的备件。
由于非福特原厂备件故障而对车辆造成的损坏不在福特保修范围
内。更多信息，请参见福特保修条款和条件。

特别注意事项
新车的有限质量保修
有关车辆的新车有限质量保修范围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新车的有限
保修服务章节内容。

特别说明
为增加您的安全，本车配备了高级的电子控制系统。

警告 : 请阅读辅助约束系统章节。不遵守特别警告信息和
说明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

警告 : 切勿在前排座椅上安装后向型儿童或婴儿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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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卡及多用途车辆的车主须知

当您驾驶车辆前，请务必仔细阅读车主手册。与其他同类型车辆一
样，未正确操作您的车辆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车辆侧翻，造成人身
伤害或死亡。

作为扫雪机使用您的车辆
不要将车辆用于清除积雪。
您的车辆未配备扫雪套件。

作为救护车使用您的车辆
不要将您的车辆用作救护车。
您的车辆未配备福特救护车预备套件。

移动通信设备
在处理商业和个人事情的时使用移动通信设备变的越来越重要。然
而，在使用移动通信设备时，驾驶员不能危害其本人或他人的安全。
如果合理的使用，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合理使用移动通信设备，可以
增强人身安全。当您享受移动通信设备带来的便利时，安全性是至关
重要的。
移动通信设备包括但不局限于手机、寻呼机、移动式电子信函设备、
文本信息设备及移动式双向无线对讲机。

警告 : 多用途车的翻车几率要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车辆。

警告 : 驾驶车辆时分心走神可导致车辆失控，造成事故和
伤亡。福特强烈建议驾驶员在使用任何可能会将其注意力
从路上转移开的设备或功能时务必多加小心。您的首要责

任是安全驾驶。福特建议您在驾驶过程中不要使用手持设备，推荐
尽可能使用语音操作系统并且要了解可能影响驾驶时电子设备使
用的本地现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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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安全性

概述
关于如何正确使用儿童安全约束系统的指导，参见以下章节。

警告 : 始终确保您的孩子正确安全地固定在适合其身高、
年龄和体重的装置上。儿童安全约束装置必须单独购买，
因其并非原车必备装置。未遵守这些说明和指导可能会导

致增加对您的孩子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的风险。

警告 : 所有儿童的体形都不一样。有关安全约束系统的建
议基于来自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美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其它安全组织的儿童身高、年
龄和体重值，或者是法律法规的 低要求。如果未将儿童正确地约
束在根据其身高、年龄和体重而专门制造的安全座椅中，则可能会
增加对您的儿童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甚至死亡的风险。

儿童安全防护建议

儿童大小、身高、体重或年龄 推荐防护类型

婴儿或
幼儿

体重 18 公斤或更轻的儿童 （一般
指年龄为 4 岁或更小）。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有时也称婴儿提
篮、活顶座椅或幼儿
座椅）。

小孩 长大的或不再适合儿童安全座椅
的孩子 （根据儿童约束系统制造
商的建议，一般指身高小于 1.45
米、年龄大于 4 岁小于 12 岁、体
重在 18 公斤和 36 公斤甚至重达
45 公斤之间的孩子。

使用带定位辅助座
椅。

较大的
孩子

长大的或不再适合带定位辅助座
椅的孩子 （根据儿童约束系统制
造商的建议，一般指身高至少 
1.45 米、体重大于 36 公斤或 45
公斤的孩子。

使用车辆安全带，要
求腰部安全带紧贴身
体并在下方环绕髋
部，肩部安全带环绕
肩部和胸部中间且座
椅靠背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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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和加拿大，根据法律法规要求，您必须为婴儿和幼儿正确
地使用安全座椅。

•  许多地方要求小孩使用合格的辅助座椅，直至他们达到 1.45 米
的身高或 36 公斤的体重。有关车辆内儿童安全性的特殊要求，
请核对您所在当地的法律法规。

•  如有可能，请始终将年龄 12 岁及以下的孩子正确地约束在车辆
后排乘坐位置中。事故统计表明儿童被正确约束在后排乘坐位
置比在前排乘坐位置更加安全。如需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参见
辅助约束系统章节中的前排乘客感应系统。

儿童座椅
为婴儿、幼儿或体重 18公斤或更
轻的孩子（一般指年龄为 4 岁更
小）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有时也
称婴儿提篮、活顶座椅或幼儿座
椅）。

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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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座椅定位

警告 : 安全气囊可能会致其死亡或伤害坐在儿童座椅里的
儿童。切勿将后向型儿童座椅放置在有效的安全气囊的前
面。如果您必须要在前排座椅上使用前向型儿童座椅，将

座椅向后移动到头。如果可能，所有 12 岁或更小的孩子都应当正
确防护在后排座椅位置上。如果无法让所有儿童就坐并正确防护
在后排乘坐位置上，则将 大的孩子正确防护在前排座椅上。

警告 : 始终认真遵守儿童约束装置制造商提供的说明和警
告，确定约束装置是否与儿童大小、身高、体重或年龄相
适用。遵守儿童约束装置制造商提供的关于安装和使用的

说明和警告，以及车辆制造商提供的说明和警告。如果安全座椅未
被正确安装或使用，与儿童身高、年龄或体重不相适用或不适用于
儿童，则可能会增加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的风险。

警告 : 在车辆行驶时，切勿让乘客将儿童抱坐在其膝上。
发生可能会导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的碰撞时，乘客不能保
护儿童免受伤害。

警告 : 切勿使用枕头、书或毛巾将儿童垫高。它们会四处
滑动且碰撞时增加伤害甚至死亡的可能性。

警告 : 始终约束好空着的儿童座椅或辅助座椅。这些物体
在发生碰撞或急刹车时会被抛射起来，这可能会增加严重
伤害的风险。

警告 : 切勿将肩部安全带固定在儿童手臂下方或背后，因
为这会降低对身体上部的保护并可能会增加碰撞时发生伤
害甚至死亡的风险。

警告 : 不要将儿童、无自理能力成年人或宠物留在车内无
人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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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儿童座椅必须牢固地紧靠在车辆座椅上。可能需要提起或拆下
头枕。头枕相关信息，请参见座椅章节。

防护类
型

儿童体
重

使用有 “X” 标注的如下任意一种固定方法

LATCH
（儿童
座椅固
定器）
（下固
定件和
上系带
固定
件）

LATCH
（儿童
座椅固
定器）
（仅下
固定
件）

安全
带和
上系
带固
定件

安全
带和
LATCH
（儿童
座椅
固定
器）
（下固
定件
和上
系带
固定
件）

仅安
全带

后向型
儿童座
椅

重达 21
公斤 X X

前向型
儿童座
椅

重达 21
公斤 X X X

前向型
儿童座
椅

超过 21
公斤 X X

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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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座椅

注意：一些辅助座椅安全带导向装置不适用于充气式肩部安全带。
为长大的或不再适合儿童安全座椅的孩子 （根据儿童约束系统制造
商的建议，一般指身高小于 1.45 米、年龄大于 4 岁小于 12 岁、体重
在 18 公斤和 36 公斤甚至重达 45 公斤之间的孩子）使用带定位辅助
座椅。许多地方的法规要求儿童使用经验证许可的辅助座椅直到他
们的年龄达到 8 岁、身高达到 1.45 米或体重达到 36 公斤。

应当使用辅助座椅，直到您在不使用辅助座椅的情况下对下列所有
问题回答为 “ 是 ” 时：

•  儿童是否可以一直背靠车辆
座椅靠背就坐且膝盖在座垫
边缘舒适地弯曲？

•  儿童是否可以不垂头弯腰的
就坐？

•  腰部安全带是否在下方环绕
髋部？

•  肩部安全带是否位于肩部和
胸部中间？

•  儿童是否可以在整个旅程中并保持这样的坐姿？
始终将辅助座椅与车辆腰部 / 肩部安全带共同使用。

辅助座椅类型
•  无靠背辅助座椅

警告 : 切勿将肩部安全带固定在儿童手臂下方或背后，因
为这会降低对身体上部的保护并可能会增加碰撞时发生伤
害甚至死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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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无靠背辅助座椅装有一个可拆卸的护罩，则拆下护罩。如果
有一个车辆乘坐位置是低靠背或不带头枕，无靠背辅助座椅可能会使
儿童的头部 （以两耳 高侧计算）高于座椅顶部上方。在这种情况
下，将无靠背辅助座椅移动至带较高靠背或头枕和腰部 / 肩部安全带
的其他乘坐位置上，或者考虑使用高靠背辅助座椅。

•  高靠背辅助座椅

如果使用无靠背辅助座椅时您无法找到一个充分支撑儿童头部的乘
坐位置，高靠背辅助座椅是个更好的选择。
儿童和辅助座椅在大小和形状上各有不同。选择辅助座椅时，它应该
能够保持腰部安全带在下方紧贴髋部而不会提高至胃部，并使您可
调节肩部安全带使其环绕胸部和紧贴肩部中间附近。下图对照比较
了理想贴合 （中间）的肩部安全带与靠近颈部的不舒适的肩部安全
带和可能会从肩部滑落的肩部安全带。该图也展示了腰部安全带应
当如何在下方紧贴环绕儿童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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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辅助座椅在车辆座椅上滑动，在辅助座椅下面放置橡胶网状物
如格板或地毯衬垫也许会改善这种情况。不要在辅助座椅下面放入
比这些物体厚的任何物品。根据辅助座椅使用说明书的指示进行检
查。

安装儿童座椅
使用腰肩式安全带

安装带腰部和肩部组合安全带的儿童安全座椅时：
•  在乘坐位置使用合适的安全带带扣。
•  将安全带扣舌插入到合适的带扣中，直到听到啪嗒声并感觉到

其被锁止。确保扣舌牢靠地扣紧在带扣中。
•  保持带扣释放按钮朝上并远离安全座椅，使扣舌位于儿童座椅

和释放按钮之间，有助于防止带扣意外解开。

警告 : 安全气囊可能会致其死亡或伤害坐在儿童座椅里的
儿童。

切勿将后向型儿童座椅放置在有效的安全气囊的前面。如果您必
须要在前排座椅上使用前向型儿童座椅，将座椅一直向后移动。

警告 : 如有可能，应当将年龄 12 岁及以下的孩子正确地约
束在后排座椅中。

警告 : 根据儿童约束装置的固定位置和儿童约束装置的设
计，您可能会无法使用某些安全带带扣总成和 / 或 LATCH

（儿童座椅固定器）下固定件，进而可能无法使用这些功能。为了
避免伤害风险，乘客应当仅使用可以被正确防护的乘坐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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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车辆座椅靠背置于垂直位置。
•  第二排座椅位置，如果有需要，可轻微调节靠背以改善儿童座椅

安装时的贴合度。如有必要，也可拆下头枕。
•  第三排座椅位置，如果有需要，可以收起头枕以改善儿童座椅安

装时的贴合度。有关头枕折叠的信息，参见座椅章节中的后排座
椅。

•  将安全带置于自动锁止模式。参见步骤 5。本车辆无需使用锁止
卡子。

安装带腰部 / 肩部组合安全带的儿童安全座椅时执行以下步骤：

注意：图示儿童座椅为前向型儿童座椅，安装后向型儿童座椅的步骤
与之相同。
注意：一些儿童约束系统的锁止装置可能不适用于充气式肩部安全
带。遵循儿童约束装置制造商关于必要和适当使用锁止装置的所有
指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器件仅被提供用于车辆安全带系统，否则
将需要锁止卡子。本车辆无需使用锁止卡子。

1. 将儿童安全座椅安置在带腰
部和肩部组合安全带的座椅
上。

2. 将儿童安全座椅安装至适当的座椅位置后，执行以下步骤：
•  标准式安全带：向下拉动肩

部安全带，然后将置于安全
带扣舌后面的肩部安全带和
腰部安全带一起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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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气式安全带（如果配备）：
将置于安全带扣舌后面的肩
部安全带和腰部安全带一起
抓紧。

3. 一起抓住肩部和腰部安全带
部分的同时，根据儿童座椅
的使用说明书按规定路线将
扣舌穿过儿童座椅。确保安
全带织带没有扭曲。

4. 将安全带扣舌插在合适的带扣（ 靠近扣舌来向的带扣）中直到
听到啪嗒声并感觉到其被锁住。通过拉动安全带，确保扣舌安全
可靠地锁紧。

•  标准式安全带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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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安全性22

 

•  充气式安全带扣

5. 要将卷收器置于自动锁止模式，请执行下列操作：
•  标准式安全带：抓住安全带

的肩部部分并向下拉，直到
所有的安全带被拉出。

•  充气式安全带（如果配备）：
抓住充气安全带的腰部部分
并向上拉，直到所有的安全
带被拉出。

注意：与标准式安全带不同，充气式安全带（如果配备）独立的腰部
部分锁止用于安装的儿童座椅。安全带肩部部分的自由移动是正常
的，甚至在腰部安全带已进入全自动锁止模式后。
6. 安全带卷收器可消除松弛部分。安全带卷收时将发出咔哒声，指

示其正处于自动锁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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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法将安全带从卷收器中拉出，确保卷收器正处于自动锁止模
式 （您可能无法将安全带拉出更长部分）。如果卷收器未锁止，
重复步骤 5 和 6。

8. 消除安全带上残余的松弛部分。施加额外重压使座椅下降，例
如，通过向下压或跪在儿童约束系统上的同时向上拉肩部安全
带 （限标准式型安全带）或拉缩腰部安全带 （限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备）），强行消除安全带的松弛部分。一旦儿童的额外
重量施加到儿童约束系统上就会出现松弛，消除残余的松弛部
分是必要的。它还有助于实现车辆上儿童座椅的良好舒适性。有
时候，向带扣稍微的倾斜更加有助于消除安全带上残余的松弛
部分。

•  标准式安全带

•  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备）

9. 固定系带 （如果配备儿童座椅）。参见本章中后续的使用系带。

www.inhauto.com



儿童安全性24
10.在将儿童安置在座椅上之
前，用力前后移动座椅，确
保座椅安全地固定在适当位
置。要进行检查，在安全带
路径上抓住座椅并尝试前后
左 右 移 动 座 椅。若 正 确 安
装，移动距离不应当大于 2.5
厘米。

使用儿童座椅固定器 （LATCH）

LATCH （儿童座椅固定器）系统由三个车辆固定点组成：两个下固定
件，位于车辆座椅靠背和座垫连接处 （称为 “ 座椅弯曲锚具 “）；一
个上系带固定件，位于乘坐位置后面。
适合儿童安全座椅的 LATCH（儿童座椅固定器）具有两个刚性或织带
固定连接装置，连接到车辆乘坐位置上装备的 LATCH（儿童座椅固定
器）的两个下固定件。这种类型的固定方法无需使用安全带固定儿童
座椅，但是安全带仍可用来固定儿童座椅。对于前向型儿童座椅，如
果您的儿童座椅已提供有上系带，上系带必须还可固定到合适的上
系带固定件上。
您的车辆在标有儿童座椅标识的乘坐位置上具有用于儿童座椅安装
的 LATCH （儿童座椅固定器）下固定件。

警告 : 切勿将两个儿童安全座椅固定在同一个固定件上。
在碰撞时，一个固定可能不能足够牢固地固定两个儿童安
全座椅附属装置并可能断裂，进而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

亡。

警告 : 根据儿童约束装置的固定位置和儿童约束装置的设
计，您可能会无法使用某些安全带带扣总成和 / 或 LATCH

（儿童座椅固定器）下固定件，进而可能无法使用这些功能。为了
避免伤害风险，乘客应当仅使用可以被正确防护的乘坐位置。

www.inhauto.com



儿童安全性 25
•  第二排斗式座椅和第三排乘
客侧

•  第二排传统座椅和第三排乘
客侧

儿童座椅固定器（LATCH）固定
件位于后排座椅后部、座垫和
靠背之间、标识符号下方，如图
所示。遵守儿童座椅使用说明
书，正确安装带 LATCH （儿童
座椅固定器）固定装置的儿童
座椅。

遵守使用系带固定儿童安全座椅的有关说明。参见本章中后续的使
用系带。
仅将儿童座椅 LATCH（儿童座椅固定器）下固定装置固定到所示的固
定件上。

使用外侧乘坐位置的内侧下固定件 （中间座位使用）

位于第二排后排座椅中间的下固定件间距为 52 cm。儿童座椅固定器 
（LATCH）下固定件中心距的标准空间尺寸为 28 cm。带有刚性 LATCH 
（儿童座椅固定器）固定装置的儿童座椅不能安装到中间乘坐位置

警告 : 儿童座椅固定器 （LATCH）下固定件中心距的标准
空间尺寸为 28 cm。不要将 LATCH （儿童座椅固定器）下 

固定件用于中间乘坐位置，除非儿童座椅使用说明书允许并规定
在车内使用间距尽可能远的固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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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适合儿童座椅的 LATCH （儿童座椅固定器）（安全带织带上有固
定装置）仅可在能够提供儿童座椅使用说明书中指定的固定件间距
的乘坐位置上使用。如果临近的儿童座椅已经固定在某个下固定件
上，不要将另外的儿童座椅固定在此下固定件上。
每次使用安全座椅时，检查座椅是否正确固定到下固定件和系带固
定件上（若适用）。在其安全固定在车辆上的位置时，前后左右用力
拉动儿童座椅。当您执行该操作检查其是否正确安装时，座椅应当移
动不超过 2.5 厘米。

如果安全座椅未能正确固定，儿童在碰撞中遭受伤害的风险将大大
增加。

用于固定儿童安全座椅的组合安全带和 LATCH （儿童座椅固定
器）下固定件
组合使用时，若完成了正确安装，无论是安全带还是 LATCH（儿童座
椅固定器）下固定件都可首先固定。然后固定系带 （如果配备儿童
座椅）。

使用系带
许多前向型儿童安全座椅包括一个从儿童安全座椅背面延
伸出来的系带和连接到被称为上系带固定件的固定点上的
挂钩。系带作为一种附件可用于许多旧式安全座椅上。

如果您的儿童安全座椅上的系带无法伸及到车内合适的上系带固定
件上，请联系儿童座椅制造商以了解有关定购系带或购买更长的系
带的信息。
只要儿童安全座椅已经安装，使用安全带或 LATCH （儿童座椅固定
器）系统下固定件的任何一个或两个都可固定上系带。
您的车辆上的系带固定件位于如下位置 （以上视图所示）：

•  第二排斗式座椅和第三排乘
客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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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排传统座椅和第三排乘
客侧

执行以下步骤，安装带系带固定件的儿童安全座椅：
注意：如果您安装了带儿童座椅固定器 （LATCH）刚性连接的儿童座
椅，当儿童坐在安全座椅中时，不要将系带拉的过紧，以致于将儿童
座椅从车辆座垫上拉出。在不提升儿童座椅前部的前提下，保持系带
刚好贴紧。保持儿童座椅刚好接触车辆座椅可在严重碰撞事故中提
供 佳保护。

1. 系带的路线。
•  第二排外侧乘坐位置：使儿童安全座椅系带越过座椅背面，将系

带在头枕下方和头枕支杆中间穿过。如有必要，也可拆下头枕以
改善儿童安全座椅或系带的贴合度。

•  第二排中间乘坐位置：将儿童安全座椅系带在头枕顶部穿过。如
有必要，也可拆下头枕以改善儿童安全座椅或系带的贴合度。有
关头枕防护信息，请参见本章中的后排座椅。

•  第三排乘坐位置：使儿童安全座椅系带越过座椅背面，将系带在
头枕下方和头枕支杆中间穿过。如有必要，也可向下折叠头枕以
改善儿童安全座椅或系带的贴合度。有关头枕防护信息，请参见
座椅章节中的后排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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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所选的后排乘坐位置选定正确的固定点。

•  第二排斗式座椅 （40/40）

•  第二排传统座椅 （60/40）

•  第三排座椅
注意：地板后缘的行李绑带环不是系带固定点。
3. 如图所示，将系带挂钩卡入固定件中。系带挂钩可扭曲 1/2 圈，

以便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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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正确裁剪系带，发生碰撞时，可能无法正确约束儿童安全座
椅。
4. 根据产品使用说明书，栓紧儿童安全座椅系带。
如果安全座椅未能正确固定，儿童在碰撞中遭受伤害的风险将大大
增加。
如果您的儿童约束系统装备了系带，并且儿童约束系统制造商建议
使用它，福特也建议使用它。

儿童安全门锁
当这些门锁设置后，后车门将无法从内部开启。

儿童安全门锁位于两侧后车门的后边
缘且必须为每侧车门单独设置。

•  插入钥匙并旋转至锁止位置
（钥匙处于水平位置）以启
用儿童安全门锁。

•  插入钥匙并旋转至解锁位置
（钥匙处于垂直位置）以释
放儿童安全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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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

工作原理

警告 : 始终在座椅靠背垂直且腰部安全带紧贴身体并在下
方环绕髋部的状态下驾驶或行驶。

警告 : 为了降低伤害的风险，确保儿童坐在他们可被正确
防护的位置。

警告 : 在车辆行驶时，切勿让乘客将儿童抱坐在其膝上。
发生碰撞时，乘客不能保护儿童免受伤害。

警告 : 车辆上的所有乘客，包括驾驶员，都应当始终正确
系 好 安 全 带，即 便 是 装 备 有 安 全 气 囊 辅 助 约 束 系 统
（SRS）。

警告 : 乘坐在载货区，无论车内或车外是极其危险的。发
生碰撞时，乘坐在这些区域的人员更有可能受到严重伤害
或死亡。不允许人员乘坐在车辆上未装备座椅和安全带的

任何区域。确保车辆上的每个人都坐在座椅内并正确使用安全带。

警告 : 发生翻车碰撞时，未系安全带的乘员发生死亡的几
率要明显高于系好座椅安全带的乘员。

警告 : 您的车辆内的每个乘坐位置具有一个专用的安全带
总成，它设计用来成对使用的一个带扣和一个扣舌组成。
1）仅将肩部安全带使用在外侧肩部上。切勿将肩部安全带

系在手臂下面。 2）切勿将安全带绕过颈部并从内侧肩部上面通
过。 3）切勿将一个安全带使用在多个人身上。

警告 : 如果可能，所有 12 岁或更小的孩子都应当正确防护
在后排座椅位置上。

警告 : 在炙热的阳光下，车辆长时间停放后安全带和座椅
温度将升高，可能会灼伤儿童。儿童进入车辆前请检查安
全带和坐垫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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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车辆上所有乘坐位置都装备有腰肩式安全带。车辆上的所有乘客
都应当始终正确系紧安全带，即便是装备有安全气囊辅助约束系统
（SRS）。

安全带系统包括：
•  腰肩式安全带。
•  带自动锁止模式的腰部安全带 （驾驶员安全带和后部充气式安

全带 （如果配备）除外）。
•  位于前排外侧乘坐位置的高度调节器。
•  位于前排外侧乘坐位置的安全带预紧器。
•  位于前排外侧乘客位置的安全带张紧度传感器。

•  安全带警告灯和蜂鸣器。参见本章中后续的安全带警告
灯和指示蜂鸣器。

•  碰撞传感器和带有状态指示的监测系统。参见辅助约束
系统章节中的碰撞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示灯。

安全带预紧器和后排充气式安全带设计用于在正面碰撞、正面偏置碰撞、侧面碰撞和翻车事故中启用。

安全带预紧器位于前部乘坐位置上，设计用于在启用时将安全带牢
固地拉紧在乘员身体上。这有助于增加安全带的效用。发生正面碰撞
时，安全带预紧器可单独启用或如果碰撞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也将
与前安全气囊一起启用。

系紧安全带
本车辆中的前排和后排安全约束系统为腰部和肩部组合安全带。

1. 将安全带扣舌插在合适的带
扣 （ 靠 近 扣 舌 来 向 的 带
扣）中直到听到啪嗒声并感
觉到其被锁住。确保扣舌牢
靠地扣紧在带扣中。

警告 : 前排和后排座椅乘客，包括孕妇，都应当系好安全
带，才能在事故中获得 佳保护。

www.inhauto.com



安全带32
2. 要使其松开，按下释放按钮
并从带扣中拔出扣舌。

孕妇约束

孕妇应当始终系带安全带。腰
部和肩部组合安全带的腰部安
全带部分应当置于腹部下方环
绕髋部下方并在舒适性允许的
前提下尽可能紧地佩戴。肩部
安全带应当环绕肩部中间且穿
过胸部中间放置。

警告 : 始终在座椅靠背垂直且安全带正确系紧的状态下乘
坐和驾驶车辆。腰部安全带应当适当紧贴身体且环绕髋部
的下方放置。肩部安全带应当斜跨胸部放置。孕妇也应当

遵循这一做法。参见以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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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锁止模式

车辆上所有的安全约束系统都是腰部和肩部组合安全带。驾驶员安
全带具有如下所述的第一类锁止模式，前排外侧乘客和后排座椅安
全带具有如下所述的两类锁止模式：
车辆敏感模式：这个是正常的卷收器模式，使得肩部安全带或腰部安
全带随着您的运动而自由调整长度并根据车辆运动而锁止。例如，如
果驾驶员急刹车或急转弯，或者车辆受到大约 8 公里 / 小时或更强烈
冲击，组合安全系统将锁止以帮助减小驾驶员和乘客的向前冲的运
动趋势。
此外，卷收器设计为在织带迅速拉出时锁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使
安全带缓慢卷收并再次以缓慢和可控方式将织带拉出。
自动锁止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肩部安全带或腰部安全带可自动预锁
止。安全带将继续卷收以消除肩部安全带中的任何松弛部分。自动锁
止模式在驾驶员安全带上不适用。
何时使用自动锁止模式：当将儿童安全座椅 （增高座椅除外）安装
在副驾驶或后排乘客坐位时必须使用此模式。如果可能，所有 12 岁
或更小的孩子都应当正确防护在后排座椅位置上。

警告 : 在任何车辆碰撞事故后，所有乘客乘坐位置上的安
全带系统必须由授权经销商进行检查以确认用于儿童座椅
的 “ 自动锁止模式 “ 功能是否仍然可正常起作用。此外，必

须检查所有安全带是否可正常起作用。

警告 : 如果在授权经销商检查时发现安全带总成 “ 自动锁
止卷收器 ” 功能或其他任何安全带功能无法正常使用，必

须更换安全带和卷收器总成。未更换安全带和卷收器总成可能会
增加碰撞中发生伤害的风险。

www.inhauto.com



安全带34
如何使用自动锁止模式
非充气式安全带

•  扣 上 腰 部 和 肩 部 组 合 安 全
带。

•  抓住肩部安全带部分并向下
拉动，直到将安全带完全拉
出。安全带卷收时，您将听
到咔嗒声。这表示此时安全
带处于自动锁止模式。

后部外侧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备）（仅限第二排座椅 —— 如果配
备）

•  扣 上 腰 部 和 肩 部 组 合 安 全
带。

•  抓住腰部安全带部分并向上
拉动，直到将安全带完全拉
出。

•  允许安全带卷收。安全带卷
收时，您将听到咔嗒声。这
表示此时安全带处于自动锁
止模式。

如何解除自动锁止模式：脱开腰部 / 肩部组合安全带并使其完全卷
收，解除自动锁止模式并启用车辆敏感 （紧急）锁止模式。

安全带加长部件

安全带加长部件是车辆特定的。请咨询授权经销商，以确保您获得适
合您车辆的正确的安全带加长部件。仅使用和安全带同一个供应商

警告 : 不要使用加长部件改变肩部安全带环绕人体躯干的
贴合度。

警告 : 不要对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备）使用加长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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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的加长部件。安全带加长部件不适用于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
备）。此外，仅在安全带完全拉长后仍然太短时才可使用安全带加长
部件。

安全带高度调节

调节肩部安全带高度，使安全
带环绕在肩部中间。
向 上 滑 动 调 节 器 以 提 升 安 全
带，按下按钮并向下滑动调节
器以降低安全带。

安全带警告灯和指示蜂鸣器
如果当车辆点火开关开启时驾驶员安全带未系紧，则此警
告灯点亮且蜂鸣器发出报警声。

操作条件

警告:定位安全带高度调节器，使安全带环绕在肩部中间。
未正确调节安全带可能降低安全带的效用并增加碰撞中发
生伤害的风险。

如果 ... 那么 ...

点火开关旋至打开位置前驾
驶员安全带未扣上 ...

安全带警告灯变亮 1‐2 分钟且蜂鸣
器发出蜂鸣声达 4‐8 秒钟。

指示灯变亮且蜂鸣器响起时
驾驶员安全带已扣上 ...

安全带警告灯和蜂鸣器关闭。

点火开关旋至打开位置前驾
驶员安全带已扣上 ...

安全带警告灯和蜂鸣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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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提醒器 （Belt‐Minder®）
当驾驶员或前排乘客安全带未扣上时，该装置通过间歇地发出蜂鸣
声并点亮安全带警告灯提供额外提醒，增加安全带警告功能。
系统使用来自前排乘客传感系统的信息来确定前排座椅是否有乘客
乘坐并确定是否因此需要报警。为避免由于物体放置在前排乘客座
椅上以启用安全带提醒器装置 （Belt‐Minder®），前排乘客传感系统
仅为前排乘客提供报警。
如果为一位乘客 （驾驶员或前排乘客）提供的安全带提醒器 （Belt‐
Minder®）报警 （报警大约 5 分钟）结束，另一位乘客仍然可以启用
安全带提醒器 （Belt‐Minder®）。

停用和启用安全带提醒器 （Belt‐Minder®）功能

如果 ... 那么 ...

在点火开关旋至开启位置或
从点火开关开启后不超过 1‐2
分钟之前，驾驶员和前排乘
客安全带已扣上 ...

安全带提醒器 （Belt‐Minder®）将
不会启用。

在车辆达到至少 9.7 公里 /
小时的车速且从点火开关开
启后已超过 1‐2 分钟时，驾
驶员或前排乘客安全带未扣
上 ...

安全带提醒器 （Belt‐Minder®）启
用 ‐ 安全带报警信号灯点亮且每
25 秒钟报警蜂鸣声响起 6 秒钟，
重复大约 5 分钟或直至扣上安全
带。

当车辆以至少 9.7 公里 / 小
时的速度行驶且从点火开关
开启后超过 1‐2 分钟时，驾
驶员或前排乘客安全带松开
大约 1 分钟 ...

安全带提醒器 （Belt‐Minder®）启
用 ‐ 安全带报警信号灯点亮且每
25 秒钟报警蜂鸣声响起 6 秒钟，
重复大约 5 分钟或直至扣上安全
带。

警告 : 尽管系统允许您禁用此功能，此系统设计用于增加
您安全佩戴安全带并在事故中幸免于难的概率。福特建议
您为自己和可能使用该车辆的其他人将此系统保持为启用

状态。为了降低人身伤害的风险，驾驶车辆时不要进行禁用 / 启用
此功能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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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驾驶员和前排乘客报警功能可单独禁用和启用。当禁用 / 启用
某一乘坐位置时，不要扣上其它位置的安全带，否则将终止该进程。
执行禁用 / 启用编程进程之前，请认真阅读步骤 1‐4。
在执行以下步骤之前，请确保：
•  已施加驻车制动器
•  换档杆位于驻车 （P）位置

•  点火开关已关闭
•  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安全带已松开
1. 打开点火开关。不要起动发动机。
2. 等待直至安全带报警信号灯关闭 （大约 1‐2 分钟）。

3. 安全带报警信号灯关闭后等待 10 秒钟。

•  步骤 4 必须在步骤 3 完成后的 20 秒钟内完成。

4. 对于禁用的乘坐位置，以适当的速度扣上然后松开安全带 3 次，
后保持在松开状态。

•  步骤 4 完成后，安全带报警信号灯将开启 3 秒钟。

5. 在信号灯关闭的大约 7 秒钟内，扣上然后松开安全带。

•  如果当前已启用此功能，此操作将禁用此功能。
•  如果当前已禁用此功能，此操作将启用此功能。

后排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备）

后排充气式全带安装在第二排外侧乘坐位置的安全带肩部。
注意：后排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备）兼容正确安装的大部分婴儿
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和安全带定位辅助座椅。这是因为它们设计成
以较低的压力进行冷气体充气，且与传统安全气囊相比，以较缓慢的
速率充气。
充气后，肩部的安全带保持触手不烫。
后排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备）由以下部件组成：
•  一个位于肩部安全带织带的充气袋。
•  带自动锁止模式的腰部安全带织带。

警告 : 不要试图维修、修理或改装后排充气式安全带 （如
果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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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带警告灯和蜂鸣器。参见本章中安全带警告灯和指
示器。

•  碰撞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示灯。参见辅助约束系统章节
中的碰撞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示灯。

后排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备）系统是怎样工作的 ?

•  后排充气式安全带（如果配备）日常使用时与普通安全带一样。
•  在强有力的碰撞中，充气式

安全带 （如果配备）会从织
带内部充气。

•  完全充气的安全带相比传统
安全带增加了安全带直径，
更有效地将乘员防护在适当
的乘坐位置，且将碰撞力扩
散至身体的更多部位。这益
于减少对胸部的压力，并有
助于控制乘客头部和颈部的
运动。

警告 : 如果后排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备）已经展开，它
将无法再起作用。后排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备）系统必
须由授权经销商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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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约束系统和安全带维护
定期检查车辆安全带和儿童安全座椅系统，确保它们正常工作且不
会损坏。检查车辆和儿童座椅安全带，确保它们无缺口、裂缝或切
口。如有必要，则进行更换。所有车辆安全带总成，包括卷收器、带
扣、前排安全带带扣总成、带扣支撑总成 （滑杆 ‐ 如果配备）、肩部
安全带高度调节器（如果配备）、座椅靠背上的肩部安全带导套（如
果配备）、后排充气式安全带（如果配备）、儿童安全座椅 LATCH（儿
童座椅固定器）和系带固定器以及金属固定件，在碰撞后都应当进行
检查。有关儿童约束系统的更多检查和维护信息，请参见儿童约束装
置制造商的说明。福特汽车公司建议更换在发生碰撞时所有被触发
的安全带总成。然而，如果碰撞不严重且授权经销商未发现安全带受
损并仍可正常工作，则不需要进行更换。对在碰撞时没有触发的安全
带总成也应当进行检查，如果注意到有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则应当
进行更换。
对于脏污的安全带的正确维护，参见清洁章节中的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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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安全系统

个人安全系统 （Personal Safety System™）
个人安全系统为副驾驶座椅乘客提供改进整体水平的正面碰撞保
护，并设计为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安全气囊相关伤害的风险。在启用相
应安全装置之前，该系统能够分析不同乘客状态和碰撞严重程度，帮
助在各种正面碰撞情形下更好地保护乘客。
您车辆的个人安全系统包括：
•  驾驶员和副驾驶双级安全气囊辅助约束系统。
•  带预紧器的前排外侧安全带，能量控制卷收器 （仅第一排）和

安全带触发传感器。
•  驾驶员座椅位置传感器。
•  副驾驶传感系统。
•  副驾驶安全气囊禁用 / 启用指示灯。

•  前碰撞传感器。
•  带碰撞和安全传感器的约束控制模块 （RCM）。

•  约束系统警告灯和提示音。
•  用于安全气囊，碰撞传感器，安全带预紧器，前安全带触发传感

器，驾驶员座椅位置传感器，副驾驶传感系统和指示灯的电线。

个人安全系统如何工作？
根据碰撞严重程度和乘员状态，个人安全系统可以调整车辆安全装
置的展开策略。碰撞和副驾驶传感器收集信息并将其提供给约束控
制模块 （RCM）。发生碰撞时，根据碰撞严重程度和乘客状态，约束
控制模块（RCM）可启用安全带预紧器和 / 或双级安全气囊辅助约束
系统中的一级或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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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约束系统

工作原理

安全气囊为辅助约束系统，设计用于与安全带一起发挥作用，以帮助
保护驾驶员和前排乘客的身体上部免受伤害。安全气囊不会缓慢展
开；因此存在展开的安全气囊造成人身伤害的风险。
注意：当安全气囊展开时，您将会听到砰的一声并看到无害粉末状残
余物的烟雾。这属正常。

警告 : 安全气囊不会缓慢或平缓地展开，若人体越靠近覆
盖安全气囊模块的饰板，其展开时造成伤害的风险就越
大。

警告 : 车辆上的所有乘员，包括驾驶员，都应当始终正确
佩 戴 安 全 带，即 便 是 装 备 有 安 全 气 囊 辅 助 约 束 系 统
（SRS）。

警告:务必让 12岁或更小的孩子坐在后排座椅上并始终正
确使用相应的儿童防护。

警告 : 切勿将手臂放在安全气囊上面，因为展开中的安全
气囊可导致严重的手臂折断或其他伤害。

警告 : 安全气囊可能会伤害 （甚至致其死亡）坐在儿童座
椅里的儿童。切勿将后向型儿童座椅放置在有效的安全气
囊的前面。如果您必须要在前排座椅上使用前向型儿童座

椅，将座椅向后移动到头。

警告 : 不要试图维修、修理或改装安全气囊辅助约束系统
（SRS）或其保险丝。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警告 : 个别的安全气囊系统元件在展开后会变热。不要在
展开后接触它们。

警告 : 安全气囊展开后，安全气囊将无法再次工作且必须
立即更换。如果安全气囊未更换，未修理部分将增加碰撞
中发生伤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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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时，安全气囊迅速充气和放气。安全气囊展开后，将看到烟雾状
粉末残余物或闻到燃烧的味道，这是很正常的。这可能包括太白粉、
滑石粉 （用于润滑气囊）或钠化合物 （如碳酸氢钠） ，它们是安全
气囊充气时燃烧过程中的产物。也可能会产生少量的氢氧化钠，可能
刺激皮肤和眼睛，但是没有一种残余物是有毒的。由于此系统旨在帮
助降低发生严重伤害的风险，接触展开的安全气囊也可能会造成擦
伤或肿胀。安全气囊展开时的声响也可能会造成暂时的听力损害。因
为安全气囊迅速充气时会产生相当大的力，这可能会带来死亡或严
重伤害的风险，如骨折、面部和眼睛损伤或内部损伤，尤其是对在安
全气囊展开时未被正确防护或不在适当位置的乘客。因此，在保持车
辆控制同时将乘客正确防护在距离安全气囊模块尽可能远的地方是
极其重要的。
安全气囊无需日常维护。

SOS 碰撞后报警系统 （SOS Post‐Crash Alert System™）
（如果配备）
当发生严重碰撞事故并造成车辆上装备的安全气囊 （如前部、侧面
气囊或侧面帘式安全气囊）展开时，此系统将使转向信号灯闪烁并使
喇叭响起 （间歇性）。
在以下情况下，喇叭和信号灯将关闭：
•  按下危险控制按钮
•  按下遥控进入发射器上的紧急按钮 （如果配备），或
•  车辆电源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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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和乘客安全气囊

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安全气囊将
会在严重的正面碰撞和近似正
面碰撞中展开。

驾驶员和乘客前部气囊系统包括：
•  驾驶员和乘客安全气囊模块。

•  碰撞传感器和带有状态指示的监测系统。参见本章中后
续的碰撞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示灯。

•  副驾驶传感系统。

正确的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座椅调整

乘坐在距离安全气囊的合适位置：
•  在仍可舒适地踩下踏板的同时，尽可能向后移动座椅。
•  使座椅从垂直角度轻微倾斜 （1 度或 2 度）。

警告 : 不要将任何物体放在安全气囊模块上面或上方。将
手臂置于展开的安全气囊上方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手臂骨折
或其它伤害。将物体放在安全气囊展开区域可能会导致这

些物体被安全气囊弹到脸上或身体上，进而造成严重伤害。

警告 : 安全气囊可能会伤害 （甚至致其死亡）坐在儿童座
椅里的儿童。切勿将后向型儿童座椅放置在有效的安全气
囊的前面。如果您必须要在前排座椅上使用前向型儿童座

椅，将座椅向后移动到头。

警告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美国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推荐乘员胸部和驾驶员安全气

囊模块之间的 小距离为至少为 2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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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乘客调节好其座椅并系好安全带之后，极其重要的是他们应
正确就坐。正确就坐的乘客应垂直就坐，斜靠在座椅靠背上，坐在座
椅座垫中间位置，腿舒适地伸展在地板上。未能正确就坐可能会增加
在碰撞事故中伤害的概率。例如，如果乘客低头垂肩就坐、躺卧、侧
身、向前或侧向倾斜、或搁起一只脚或双脚，在碰撞中发生伤害的概
率将大大增加。

儿童和安全气囊

必须始终正确防护儿童。事故
统计表明儿童被正确防护在后
座 位 置 比 在 前 座 位 置 更 加 安
全。未遵守这些说明可能会增
加碰撞中发生伤害的风险。

膝部安全气囊系统 （仅限乘客侧）
膝部气囊位于仪表板下面。该系统与副驾驶安全气囊一同起作用，以
减少对腿部的伤害。在碰撞中，当副驾驶安全气囊激活时，膝部安全
气囊从仪表板下方展开。
与前部及侧面安全气囊一同起作用，正确就坐和防护是极其重要的，
以降低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的风险。

警告 : 安全气囊可能会伤害 （甚至致其死亡）坐在儿童座
椅里的儿童。切勿将后向型儿童座椅放置在有效的安全气
囊的前面。如果您必须要在前排座椅上使用前向型儿童座

椅，将座椅向后移动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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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乘客传感系统

此系统与作为前排乘客座椅组成部分的传感器和安全带一起工作，
以检测是否存在正确乘坐的乘员并确定前排乘客的正面安全气囊是
否应当启用 （可能充气）或禁用 （不充气）。

前排乘客传感系统使用一个可
点亮的乘客安全气囊指示灯来
指示前排乘客正面安全气囊为
ON （启用）或 OFF （禁用）。
该指示灯位于仪表板中央面板
上。

注意：当首次打开点火开关时，乘客安全气囊状态指示灯 OFF （关
闭）和 ON （开启）灯将亮起一小段时间，以确认其功能正常。

前排乘客传感系统设计用来在前排乘客座椅未被使用、或检测到后
向儿童座椅、前向儿童约束装置或辅助座椅时禁用 （不充气）前排
乘客的正面安全气囊。即使有了这项技术，还是强烈提倡父母始终将
儿童适当地防护在后排座椅上。当乘客座椅为空时，该传感器也可以
关闭乘客前部安全气囊和安装在座椅上的侧面安全气囊。
•  当前排乘客传感系统禁用（不充气）前排乘客正面安全气囊时，

乘客安全气囊状态指示灯将点亮 OFF（关闭）灯并保持点亮以提
醒您前排乘客正面安全气囊被禁用。

•  如果已安装有儿童约束装置且乘客安全气囊状态指示灯点亮 ON
（开启）指示灯，则关闭车辆，将儿童约束装置从车辆上拆下，
然后遵照儿童约束装置制造商的说明重新安装。

警告 : 即便使用高级约束系统，12 岁及以下的儿童也应当
正确约束在后排乘坐位置上。

警告 : 乘员坐姿不正确或座椅靠背倾斜得太多，会造成人
体重量不在座垫上，将影响副驾驶传感系统的判断，若发
生碰撞将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始终保持紧靠座椅靠背垂直就坐，将脚放在地板上。

警告 : 对前排乘客座椅进行任何变更 / 修改都可能会影响
前排乘客传感系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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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乘客传感系统设计用来在系统感应到有成人体型的乘员正确就
坐在前排乘客座椅上时启用 （可能会充气）前排乘客的正面安全气
囊。
•  当前排乘客传感系统启用前排乘客正面安全气囊（可能会充气）

时，乘客安全气囊状态指示灯将点亮 ON （开启）指示灯并保持
点亮状态。

如果有成人体型的乘员就坐在前排乘客座椅上，而乘客安全气囊状
态指示灯 OFF（关闭）指示灯亮起，则可能是该乘员未能正确就坐在
座椅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  关闭车辆，要求该乘员将座椅靠背置于完全垂直的位置。
•  让该乘员垂直就坐在座椅中，坐在座椅座垫中间位置并使其双

腿舒适地伸展。
•  重新起动车辆，让该乘员保持在该位置大约 2 分钟。系统将可检

测到乘员并启用乘客正面安全气囊。
•  如果即使执行这些操作后乘客安全气囊状态指示灯 OFF（关闭）

指示灯仍然保持点亮状态，则应当要求该乘员就坐在后排座椅
上。

注意：当乘客安全气囊状态指示灯 OFF（关闭）灯点亮时，乘客侧安
全气囊 （安装在座椅中）可能会被禁用以避免安全气囊展开引起伤
害的风险。
在所有乘客调节好其座椅并系好安全带之后，极其重要的是他们应
继续正确就坐。正确就坐的乘客应垂直就坐，斜靠在座椅靠背上，坐

乘客就坐情况 乘客安全气囊状态指示灯 乘客安全气囊

空
OFF （关闭）：点亮

禁用
ON （开启）：未点亮

儿童
OFF （关闭）：点亮

禁用
ON （开启）：未点亮

成人
OFF （关闭）：未点亮

启用
ON （开启）：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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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椅座垫中间位置，腿舒适地伸展在地板上。未能正确就坐可能会
增加在碰撞事故中伤害的概率。例如，如果乘客低头垂肩就坐、躺
卧、侧身、向前或侧向倾斜、或搁起一只脚或双脚，在碰撞中发生伤
害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为了解前排乘客传感系统是否正常工作，参见本章中后续
的碰撞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示灯。

不要试图修理或维修系统；立即将车辆送至授权经销商处。

侧面安全气囊

侧面安全气囊安装在前排座椅靠背的外侧。在某些横向碰撞事故中，
受到碰撞影响的侧面安全气囊将会展开。安全气囊设计用于在车门
板和乘客之间展开，进一步增强在侧面碰撞事故中对乘客的保护。

警告 : 不要将物体或固定装置放在前排座椅靠背侧面的安
全气囊盖上或附近，或可能与展开中的安全气囊接触的前
排座椅区域。未遵守这些说明可能会增加万一发生碰撞时

人身伤害的风险。

警告 : 不要使用附加的椅套。使用附加的椅套可能会妨碍
侧面安全气囊的展开并增加事故中发生伤害的风险。

警告 : 不要将头倚靠在车门上。侧面安全气囊从座椅靠背
侧面展开时可能会将您伤害。

警告 : 不要试图维修、修理或改装安全气囊、其保险丝或
带有安全气囊座椅上的椅套。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警告 : 如果侧面安全气囊已经展开，安全气囊将不再起作
用。侧面安全气囊系统 （包括座椅）必须由授权经销商进
行检查和维修。如果安全气囊未更换，未修理部分将增加

碰撞中发生伤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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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包括以下部件：
•  在您车辆的座椅靠背上可找

到指示侧面气囊的标签。
•  位于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座椅

靠背内的侧面安全气囊。

•  碰撞传感器和带有状态指示的监测系统。参见本章中后
续的碰撞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示灯。

•  副驾驶传感系统
注意：乘客传感系统如果检测到空闲、未扣上安全带的乘客座椅，则
它将停用安装在乘客座椅中的侧面安全气囊。
侧面安全气囊系统的设计和开发中包含了由侧面安全气囊技术工作
小组的一组汽车安全专家开发的建议测试程序。这些建议测试程序
有助于降低侧面安全气囊展开导致人身伤害的风险。

帘式安全气囊 （SAFETY CANOPY®）

警告 : 不要将物体或固定装置放置在可能接触到展开的帘
式安全气囊的侧梁上车顶内衬的上面或附近。未遵守这些
说明可能会增加万一发生碰撞时人身伤害的风险。

警告 : 不要将头倚靠在车门上。帘式安全气囊从车顶内衬
展开时可能会对您造成伤害。

警告 : 不要试图维修、修理或改装帘式安全气囊、其保险
丝、 A 柱、B 柱、C 柱或 D 柱饰板、或装备帘式安全气囊车 

辆上的车顶内衬。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警告 : 车辆上的所有乘客，包括驾驶员，都应当始终正确
系紧安全带，即便是装备有安全气囊辅助约束系统（SRS）

和帘式安全气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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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严重侧面碰撞事故或翻滚传感器检测到发生类似翻车事故
时，帘式安全气囊将展开。帘式安全气囊安装在车顶边纵梁金属板
上，车顶内衬后面，每排座椅上方。在某些侧向碰撞或翻车事故中，
无论哪个座椅被占用，帘式安全气囊都将被激活。帘式安全气囊设计
用来在侧窗和乘客之间充气展开以进一步增强在侧面碰撞事故和翻
车事故中对乘客提供的保护。

系统包括以下部件：
•  帘式安全气囊，安装在前部

和后部侧车窗上方的饰板上
方，通过车顶内衬或车顶立
柱 饰 板 上 的 标 签 或 模 压 指
示。

•  侧门上方的弹性车顶内衬可
以打开，以便帘式安全气囊
展开。

•  碰撞传感器和带有状态指示的监测系统。参见本章中后
续的碰撞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示灯。

年龄 12 岁及以下的孩子应当始终正确地约束在后排座椅中。帘式安
全气囊不会干扰使用正确安装的儿童或辅助座椅约束的儿童，因为
它设计为从车门上方的车顶内衬沿着侧车窗窗口向下充气展开。
帘式安全气囊系统的设计和开发中包含了由侧面安全气囊技术工作
小组的一组汽车安全专家开发的建议测试程序。这些建议测试程序
有助于降低与侧面安全气囊 （包括帘式安全气囊）展开有关的伤害
风险。

警告 : 为了降低伤害风险，不要将物体置于帘式安全气囊
的展开路径上或让物体阻碍其展开路径。

警告 : 如果帘式安全气囊已经展开，帘式安全气囊将无法
再起作用。帘式安全气囊 （包括 A 柱、B 柱、 C 柱或 D 柱

饰板和车顶内衬）必须由授权经销商进行检查和维修。如果未更换
帘式安全气囊，未修理部分将增加碰撞中发生伤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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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示灯

车辆装备有碰撞和乘员传感器，收集信息并将其提供至约束控制模
块 （RCM），约束控制模块 （RCM）可展开 （启用）前排安全带预
紧器、后排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备）、驾驶员安全气囊、乘客安全
气囊、乘客膝部安全气囊、安装在座椅中的侧面安全气囊和帘式安全
气囊 （Safety Canopy®）。根据事故类型 （正面碰撞、侧面碰撞或翻 
车），约束控制模块将展开相应的安全装置。
约束控制模块还将监测上述安全装置以及碰撞和乘员传感器的状
态。安全系统的状态由组合仪表中的警告指示灯指示，或者如果报警
信号灯不工作，则由报警声指示。参见组合仪表章节中警告灯和指示
器。
安全气囊无需日常维护。
系统故障可通过以下一项或多项进行指示：

•  状态指示灯将闪烁或一直亮起。
•  点火开关打开后，状态指示灯将不会立即点亮。
•  可听到一连串的 5 声喇叭声。蜂鸣模式将周期性地重复 

直到故障和警示灯得以修复。
如果发生这些情况中的任何一情况，即便是间隔性的，立即去授权经
销商处维修辅助约束系统。除非已修理好，如果发生碰撞，系统可能
不会正常起作用。
安全带预紧器、后排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备）和安全气囊辅助约
束系统被设计用于在车辆维持足够大的纵向或横向减速度从而导致
约束控制模块展开安全装置时或翻车传感器检测到发生类似翻车事
故时启用。
两个前排座椅上的安全带预紧器或安全气囊在碰撞时没有启用并不
表示系统出现了故障。恰恰相反，这表示约束控制模块检测到事故状
态 （碰撞严重程度、安全带使用等）的并不适用于启用这些安全装
置。
•  前安全气囊设计仅在正面和近似正面碰撞时启用（不是翻车、侧

面碰撞或尾部碰撞） ，除非其他碰撞造成了足够大的纵向减速
度。

警告 : 在车辆前端 （包括车架、保险杠、前端车身结构件
和牵引钩）改装或加装设备可能会影响安全气囊系统的性
能，增加伤害的风险。不要改装车辆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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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带预紧器和后排充气式安全带 （如果配备）设计用于在正
面碰撞、近似正面碰撞、侧面碰撞和翻车事故中启用。

•  侧面安全气囊设计用于在侧面碰撞中展开，而不能在翻车、后面
碰撞、正面碰撞或近似正面碰撞中展开，除非其他碰撞导致足够
大的横向减速度。

•  帘式安全气囊设计用来在某些侧面碰撞或翻车事故而不是后部
碰撞、正面或近似正面碰撞中充气展开，除非其他碰撞造成了足
够大的横向减速度或翻车。

安全气囊处理
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安全气囊必须由具有相关资格的人员进
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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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和遥控

工作原理
遥控器可允许您：
•  遥控锁止或解锁车门
•  在不使用钥匙或遥控器的情况下解锁车门（仅限智能进入系统）
•  遥控开启电动尾门 （如果配备）
•  遥控起动或停止发动机 （如果配备）
•  使防盗系统进入警戒和解除警戒
•  激活紧急报警

智能进入 （如果配备）
您的车辆可使您在不使用钥匙或遥控器的情况下解锁并进入车辆。
您可对前车门或尾门 / 行李厢使用该功能。只要有一把智能进入钥匙
位于前车门或尾门 / 行李厢的有效范围内，您即可启用智能进入功
能。

无线电频率概述
本装置符合 FCC 法规第 15 部分和加拿大工业免执照 RSS 标准。该装
置运行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本装置不会引起任何有害的干
扰，（2）必须接受任何收到的干预措施，即使可能导致其非正常运
行的干预也不例外。
注意：如果用户未经对本装置有变更或修改权的一方明确批准，擅自
对本装置进行变更或修改，用户使用本装置的权利将会被取消。无线
认证号码前的字母 “IC” 说明符合加拿大技术规格的要求。

本车辆的遥控发射器的标准使用范围是大约 10 米。装备遥控起动功
能的车辆将具有更大的范围。下列原因可能会造成操作范围减小：
•  天气条件
•  附近的无线电铁塔
•  车辆周边建筑物
•  停放在您车辆附近的其他车辆。
您所使用的遥控器无线电频率也可以用于其他短距离无线电传输
（例如：业余无线电、医疗设备、无线耳机，遥控器和报警系统） 。
如果频率被阻塞，您将无法使用遥控器。您可以用机械钥匙锁止和解
锁车门。
注意：当离开无人看管的车辆前，请确保车辆已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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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有效范围内，如果不小心按下遥控器任一按钮，将执行该功
能。

智能进入 （如果配备）
您的智能进入系统使用射频 （RF）信号与车辆通信并在满足以下任
一条件时解锁您的车辆：
•  触摸前车门外把手的内侧。
•  按下行李厢按钮。
•  按下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钮。
如果区域内存在过量的射频干扰或遥控器电池电量过低，则可能需
要通过机械方式解锁车门。在这种情况下，可使用智能进入钥匙中的
机械钥匙打开驾驶员车门。有关定位和机械钥匙使用的更多信息，参
见本章中遥控部分。

遥控
集成钥匙遥控器 （IKTs）（如果配备）

您的车辆也许装备了 2 个集成  
钥匙遥控器 （IKTs）。机械钥匙
用于从车辆外部起动车辆和解
锁或锁止驾驶员车门。遥控器
部分起遥控作用。

注意：您车辆的集成钥匙遥控器
（IKTs）在交付时带有一个安全
标签，为您提供重要的车辆钥
匙配制信息。将标签保存在安
全的地方，以备将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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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进入钥匙 （如果配备）
您的车辆可能装备了 2 把可对 
电动门锁和遥控起动系统进行
操作的智能进入钥匙。智能进
入钥匙 （IA 钥匙）必须位于车
内才可激活按钮起动系统。

智能进入钥匙 （IA 钥匙）还包
括1个可拆卸的机械钥匙，可用
来解锁驾驶员车门。滑动遥控
器背面的释放按钮可释放钥匙
片，然后拉出机械钥匙。

注意：您车辆的备用钥匙（IA）
在交付时带有一个安全标签，
为您提供重要的车辆钥匙配制
信息。将标签保存在安全的地
方，以备将来参考。

更换电池
注意：将遥控器电池废弃时，请遵守当地法规。
注意：不要擦掉电路板背面或电池端子上的润滑脂。
注意：更换电池不会将遥控器从车辆中删除。遥控器应当正常工作。
遥控器使用一枚 3 伏扣式锂电池 CR2032 或等效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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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钥匙遥控器
1. 在靠近钥匙环旁边狭槽内插

入硬币并转动，取下电池盖
（1）。

2. 如果橡胶垫（2）没有和电池
盖一起取下，小心地将其从
遥控器上剥落。

3. 取出旧电池 （3）。
4. 插入新电池。电池的的正确

定位，参见集成钥匙遥控器
内 侧 的 使 用 说 明。按 下 电
池，确保电池完全置于电池
外壳空腔内。

5. 重新安装橡胶垫。
6. 将电池盖扣回到钥匙上。

智能进入系统遥控器
1. 将备用钥匙从遥控器上取下。

2. 转动隐藏在备用钥匙背后的
狭槽内的纽扣式电池，取下
电池盖。

3. 取出旧电池。

4. 插入新电池，+ （正极）面朝下。按下电池，确保其完全置于壳 
体中。

5. 将电池盖扣回到遥控器上并安装备用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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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功能 （如果配备）
此功能可使您调用驾驶员座椅、电动后视镜、转向柱（如果配备）和
电动可调节踏板 （如果配备）的记忆位置。
按下遥控器上的解锁按钮或启用智能进入系统（如果配备），调用记
忆位置。后视镜将移动至已编程位置，座椅将移动至便于进出位置。
当点火开关不在关闭位置时，座椅将移动至终止位置 （若舒适进出
功能已启用）。

将记忆编程至遥控器
1. 使用相关控制将需记忆的装置移动至所述位置。

2. 按下并按住按钮 1 直到听到
一声确认设置的提示音。继
续按住按钮，直至听到第二
声提示音。

3. 在 3 秒钟内按下遥控器上的
锁止按钮。

4. 等待 10 秒钟，然后按下遥控
器上的解锁按钮。

5. 如有需要，对另一记忆按钮
和遥控器重复进行此步骤。

从遥控器上停用记忆功能
1. 按下并按住所需按钮达 5 秒钟。当记忆存储完成时，提示音响

起。继续按住按钮，直至听到第二声提示音。
2. 在 3 秒内按下遥控器上的解锁按钮。

3. 如有需要，对其他每个遥控器重复该步骤。

寻车功能
在 3 秒钟内按下按钮 2 次。喇叭将发出警鸣声，转向信号灯
将闪烁。建议您使用这种方法来找到车辆位置，而不要使用
周边报警器。

发出紧急报警
注意：紧急报警仅在点火开关关闭时运行。

按下按钮，启用报警。再次按下按钮或打开点火开关，停用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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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起动 （如果配备）

注意：如果您的车辆燃油不足，请不要使用遥控起动。
如果遥控器具有该按钮，则本车辆装备遥控起动功能。

遥控起动功能可使您从车外起动发动机。遥控器具有更广的作用范
围。
在遥控起动时，车辆装备的自动空调的可设置运行。更多信息，参见
空调章节。手动空调系统将会运行上次关闭车辆时的系统设置。
许多地方对遥控起动的使用有所限制。查看当地法规，了解有关遥控
起动系统的具体要求。
在以下情况下，遥控起动系统将无法工作：
•  点火开关打开
•  报警系统被触发
•  该功能已被禁用
•  发动机罩未关闭
•  在过去一小时内已经尝试了 2 次车辆遥控起动

•  车辆未处于 P 档位 （驻车档）

•  车辆蓄电池电压过低
•  发动机故障灯亮起。

遥控起动发动机
注意：每次按下按钮必须在 3 秒钟时间间隔内完成。如果不遵照此顺
序，则车辆无法遥控起动且喇叭不会发出警鸣声。

遥控器上的标签详细描述了起
动顺序。遥控起动发动机：

1. 按下锁止按钮，锁止所有车门。

警告 : 为了避免废气污染，如果您的车辆停放在室内或通
风不良区域，请不要使用遥控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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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遥控起动按钮 2 次。车外灯将闪烁 2 次。

如果系统未能起动，喇叭将发出警鸣声 （除非安静起动功能开启）。
安静起动功能将使鼓风机风扇以较为缓慢的转速运转，以降低噪声。
它可开启或关闭。参见信息显示器章节。
注意：如果车辆已被遥控起动且配备集成钥匙遥控器则您必须在驾驶
车辆前打开点火开关。如果车辆装备了智能进入系统遥控器，则您必
须在驾驶车辆前按下仪表板上的 “START/STOP” （“ 起动 / 停止 ”）按
钮一次，同时踩下制动踏板。
在遥控起动期间，电动车窗将禁止运行且收音机将无法打开。
根据设置，驻车灯将保持开启状态且发动机运转 5、 10 或 15 分钟。
参见信息显示器章节，选择遥控起动系统的持续时间。

延长车辆运转时间
在车辆仍运转的情况下，重复步骤 1 和 2，将运转时间延长至下一个
遥控起动周期。如果您已将持续时间编程至前 10 分钟，则第一个激
活时间的剩余时间后将会开始第二个 10 分钟。例如，如果车辆已从
第一次遥控起动开始运转 5 分钟，则此时车辆将会继续运转共 15 分
钟。您只可延长遥控起动时间一次。
车辆停止后，遥控起动之前等待至少 5 秒钟。仅允许进行两次遥控起
动操作。
如果需要额外的遥控起动，点火开关必须打开然后关闭，或者经过一
小时后允许再次遥控起动。

遥控起动后关闭发动机
按下按钮一次。发动机将关闭。

由于地面反射和车辆运转时增加了噪声，您可能要比起动时更靠近车
辆。
您可通过信息显示器禁用或启用遥控起动系统。参见信息显示器章
节。

更换丢失的钥匙或遥控器
更换或额外钥匙及遥控器可从授权经销商处购得。经销商可为您将
遥控器编程至车辆，或者您也可自己将其编程。有关编程遥控器的更
多信息，参见安全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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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Key

工作原理
MyKey® 允许您使用限制驾驶模式对钥匙进行编程，以养成良好的驾
驶习惯。在已编程至车辆的钥匙中，除一个之外其余都可使用这些限
制模式启用。未编程的任何钥匙都被视为 “普通钥匙 ”（“administrator
key” 或 “admin key”），它可用于：

•  创建一个限制钥匙
•  编程可选 MyKey 设置

•  将所有 MyKey 功能一起清除。

一旦有钥匙被编程，您即可使用信息显示器控制获得以下信息：
•  有多少个普通钥匙和 MyKeys 被编程至车辆。

•  使用 MyKey 驾驶车辆的总里程。

对于装备智能进入钥匙 （按钮起动）的车辆，当 MyKey 和普通智能
进入钥匙 （柄）同时出现时，普通钥匙链将被车辆识别用于起动发
动机。

标准设置
这些设置不可更改。
•  安全带提醒器。此功能不可禁用且 5 分钟定时器不会失效。安全

带提醒器启用时，音响系统静音。
•  燃油液位过低提醒。当油箱内燃油液位位于油箱 1/8 或更低位置

时，将会响起一声提示音，随后报警信号显示在信息显示控制器
上。

•  如果车辆上装备驾驶员辅助装置，它们就会被强制开启：后部驻
车辅助、带会车报警的盲点信息系统 （BLIS®）、车道偏离报警。

可选设置
这些设置可在首次创建MyKey后配置或之后使用普通钥匙进行更改。

•  车速限制为 105、113、121 和 130 公里 / 小时。当车速达到所选
的 高车速时，响起一声提示音，随后显示视觉警报。

•  车速限制为 75、 90 或 105 公里 / 小时。当超过预选车速时，响
起一声提示音，随后显示视觉警报。

•  音响系统 大音量的 45%。当试图超过限制音量时，音响系统会
显示信息。同时，速度感应补偿音量 （sscv）功能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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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开启设置。当选择此设置时，您将无法禁用 AdvanceTrac 或
免打扰功能 （如果您的车辆配备这些功能）。

创建 MYKEY
使用信息显示器控制创建 MyKey。
1. 将欲编程钥匙插入点火开关，如果车辆装备按钮起动功能，将智

能进入钥匙放入备用插槽内；有关备用插槽位置信息，参见起
动和停止发动机章节。

2. 打开点火开关。
3. 进入信息显示控制器上的主菜单，选择 “ 设置 ”，然后通过按下

“OK” 或 “>” 按钮选择 MyKey。
4. 按下 “OK”，选择 “ 创建 ”。
5. 弹出提示信息时，按住 “OK” 按钮，直至看到将此钥匙标记为

MyKey 的确认信息。下次起动时，此钥匙将受到限制。

钥匙已被成功编程。确保将其标记，以便于您可将其与普通钥匙区分
开。
要编程钥匙的可选设置，参见编程 / 更改可选设置章节。

编程 / 更改可选设置
注意：所有已编程钥匙都在编程此钥匙的同一钥匙周期内删除，否则
需要使用普通钥匙来删除钥匙。要删除所有钥匙，参见删除所有
MyKeys。
您可通过信息显示控制器进入可选设置。
1. 使用一把普通钥匙打开点火开关。
2. 进入主菜单，选择 “ 设置 ”，然后选择 “MyKey”。
3. 使用箭头按钮，打开可选功能。
4. 按下 “OK” 或 “>”，滚动显示设置。

5. 按下 “OK” 或 “>” 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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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所有 MYKEYS
注意：所有已编程 MyKeys 都可在此 MyKey 创建的同一钥匙周期内删
除，否则需要使用普通钥匙来删除钥匙。
要删除所有 MyKeys （此操作将删除所有限制并返回至普通钥匙状
态），使用信息显示控制器执行以下操作：
1. 进入主菜单，选择 “ 设置 ”，然后选择 “MyKey”。
2. 滚动至 “ 删除全部 ” 然后按下 “OK” 按钮。

3. 按住 “OK” 按钮，直至显示 “ 已删除全部 MYKEYS”。

检查 MYKEY 系统状态
信息显示控制器显示已编程至车辆的钥匙的有关信息：
•  MYKEY 里程：使用 MyKey 时，跟踪行驶里程。如果未按预期累

计计算距离，则 MyKey 钥匙未被目标用户使用。将里程复位至
零的唯一办法是清除 MyKey。如果里程数低于上次检查的数值，
则钥匙系统已在 近重置。

•  # MYKEY(S)：指示有多少个 MyKey 已被编程至车辆。还可用于检 
查 MyKey 的删除情况。

•  # ADMIN KEY(S) （普通钥匙）：指示有多少个普通钥匙已被编程  
至车辆。可用来检测是否有其它钥匙已被编程用于该车辆。

通过遥控起动系统使用 MYKEY
MyKey 与非福特认证的配件市场的遥控起动系统不能兼容。如果您选
择安装遥控起动系统，请联系授权经销商以获得福特认证的遥控起
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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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KEY 故障检修

状态 潜在原因

无法编程钥匙。 •  点火开关中的钥匙不具有管理员权限。
•  点火开关内的钥匙是唯一一个普通钥匙

（必须始终具有至少一把普通钥匙）。
•  智能进入钥匙未插入备用插槽 （装备按

钮起动功能的车辆）。
•  SecuriLock 被动防盗系统已停用或处于不

受限模式。

无法编程可选设
置。

•  点火开关中的钥匙不具有管理员权限。
•  无钥匙编程用于车辆。参见创建 MyKey。

无法删除已编程
的 MyKey 钥匙。

•  点火开关中的钥匙不具有管理员权限。
•  无受限制钥匙被编程用于车辆。参见创

建 MyKey。

唯一一把普通钥
匙丢失。

•  从授权经销商处购买一把新钥匙。

钥匙丢失。 •  安全章节中SecuriLock 下所述的编程备用 
钥匙。

无受限制钥匙可
通过智能进入钥
匙 （按钮式起
动）起作用。

•  发动机起动时存在普通钥匙。
•  无编程的MyKey钥匙被编程用于车辆。参

见创建 MyKey。

MyKey 里程无法
累计。

•  编程的 MyKey 钥匙未被目标用户使用。
•  钥匙系统已被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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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锁

锁止和解锁
您可使用电动门锁控制器或遥控器来锁止和解锁车辆。

电动车门锁
电动车门锁控制器位于驾驶员及前排乘客车门面板上。

A. 解锁

B. 锁止

遥控器
遥控器可在车辆未起动的任意时间使用。

解锁车门 （双级解锁）
按下按钮，可解锁驾驶员车门。
在 3 秒钟内再次按下按钮，可解锁所有车门。转向信号灯将
闪烁。

同时按住遥控器上的锁止和解锁按钮 4 秒钟，可禁用和启用双级解
锁。禁用双级解锁可允许通过按下按钮一次来解锁所有车门。转向信
号灯将闪烁两次，指示解锁模式已更改。此解锁模式将被应用于遥控
器、无钥匙进入系统密码锁和智能进入系统 （如果配备）。
双级解锁禁用时，驾驶员车门上的智能进入系统将解锁所有车门。

锁止车门
按下按钮，可锁止所有车门。转向信号灯将亮起。

在 3 秒钟内再次按下按钮，可确认所有车门已关闭。如果所有车门和
行李舱都关闭，则车门将再次锁止，喇叭发出警鸣声且转向信号灯亮
起。
注意：如果有任一车门或行李舱未关闭，或者装备防盗警报系统或遥
控起动的车辆上的发动机盖未关闭，则喇叭发出两声警鸣声且转向
信号灯不会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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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尾门 （如果配备）

注意：在车库或其它封闭空间内打开或关闭尾门时，务必小心避免损
坏尾门。

在 3 秒钟内按下按钮 2 次，可打开或关闭尾门，或使其逆向
运动。

启用智能进入系统时 （如果配备）
智能进入钥匙必须位于车辆 1 米范围内。

在前车门处
拉动前车门外把手。此车门将解锁并可打开。

按住车门把手锁止传感器，可
锁止车辆。为避免意外解锁车
门，确保仅触摸锁止传感器，而
不要触摸车门把手其它区域。

尾门
按下尾门拉手顶部的尾门外部释放按钮。

集成钥匙遥控器 （IKT）智能解锁
该功能有助于防止您在钥匙仍在点火开关内时将自己锁在车外。
当您打开其中一扇前车门并使用电动门锁控制器锁止车辆时，如果
钥匙仍位于点火开关内，则所有车门都将锁止，然后再解锁。

警告 : 使用电动尾门控制按钮前确保所有人员离开尾门区
域。

警告 : 确保尾门关闭以防止废气进入车内。这还可防止乘
客和货物从车上掉落。如果您必须在尾门开启的情况下驾
驶车辆，请保持通风口开启，使外界空气进入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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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钥匙仍在点火开关上的情况下，车辆仍然可以锁止，在驾驶员车门
关闭时使用无钥匙进入系统密码锁锁止车辆，即便驾驶员车门未关
闭，也可通过按下遥控器上的锁止按钮来锁止车辆。
如果两侧前车门都关闭，不管钥匙是否仍在点火开关上，车辆都可以
通过任意方式进行锁止。

智能进入钥匙的智能解锁 （如果配备）
该功能有助于防止您无意中将智能进入钥匙锁在车辆乘客舱或后货
箱内。
当您使用驾驶员或前排乘客电动门锁控制器 （在车门打开、车辆处
于驻车档且点火开关关闭）锁止车辆时，在您关闭车门后车辆将在乘
客舱内搜索智能进入钥匙（IA 钥匙）。如果在车辆内部发现有智能进
入钥匙，所有车门将立即解锁且喇叭发出警鸣声，指示智能进入钥匙
位于车内。
为了禁用智能解锁功能并有意将智能进入钥匙锁在车辆内部，您可
在所有车门关闭后通过使用无钥匙进入系统密码锁来锁止车辆：按下
其它智能进入钥匙上的锁止按钮或手中拿着其它智能进入钥匙去触
摸把手上的锁止区域。有关无钥匙进入系统使用的更多信息，参见本
章中 SecuriCode™ 无钥匙进入系统密码锁。

当您打开其中一扇前车门并使用电动门锁控制器锁止车辆时，在以
下情况下，所有车门都将锁止，然后再解锁：
•  点火开关打开，或
•  点火开关关闭且车辆处于驻车档 （P）。

自动锁止功能 （如果启用）
在下列情况时自动锁止功能将闭锁所有车门：
•  所有车门都已关闭，
•  点火开关打开，
•  挂入任一档位使车辆移动，且
•  车辆速度超过 20 公里 / 小时。

在下列情况时自动锁车功能重复作用：
•  在点火开关打开时，任一车门打开然后关闭，并且车辆速度为 15

公里 / 小时或更低，然后

•  车辆速度超过 20 公里 /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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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解锁功能 （若启用）
在下列情况时自动解锁功能将解锁所有车门：
•  点火开关打开，所有车门关闭且车辆以超过 20 公里 / 小时的速 

度行驶；
•  然后车辆停下且点火开关转至关闭或附件位置；及
•  点火开关转至关闭或附件位置后的 10 分钟内驾驶员车门打开。

注意：如果在点火开关关闭后且驾驶员车门开启前车辆已经通过电子
装置锁止，则车门将不会自动解锁。

停用或启用
注意：自动锁止和自动解锁功能可彼此单独启用或停用。
这些功能可通过以下方式启用或停用：
•  通过授权经销商
•  通过操作信息显示器

照明进入
如果使用集成钥匙遥控器、智能进入钥匙或无钥匙进入系统密码锁
来解锁车辆，则车内灯、驻车灯和登车照明灯 （如果配备）亮起。
在以下情况下，系统将关闭车灯：
•  点火开关开启
•  按下遥控器上的锁止按钮
•  使用无钥匙进入系统密码锁锁止车辆
•  照明灯点亮 25 秒钟后

若为以下情况，车灯将不会关闭：
•  已通过变光开关打开车灯
•  任一车门开启

下车照明
当所有车门关闭、点火开关关闭且钥匙从点火开关中取出 （仅限集
成钥匙遥控器）时，车内灯和车外照明灯将亮起。
若所有车门仍关闭且为以下情况，车灯将关闭：
•  25 秒后

•  钥匙插在点火开关中 （仅限集成钥匙遥控器）
•  按下起动 / 停止 （START/STOP）按钮 （仅限智能进入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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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节电器
如果踏步灯、顶灯或前照灯仍保持开启状态，节电器将在点火开关关
闭后 10 分钟关闭这些车灯。

智能进入钥匙的附件模式节电器 （如果配备）
关闭发动机后，如果将点火开关保持在附件模式上，点火开关将在 30
分钟后关闭。

尾门

手动尾门 （如果配备）

注意：在车库或其它封闭空间内打开或关闭尾门时，务必小心避免损
坏尾门。
注意：不要在导流板、玻璃或尾门上悬挂任何物体 （自行车固定架
等）。否则可能会损坏尾门及其零部件。
注意：驾驶车辆时不要开启尾门。否则可能会损坏尾门及其零部件。
尾箱区域仅用于装载货物而非乘客。

开启尾门：按下位于尾门拉手顶
部的按钮使尾门解锁，然后拉
动外把手。

如果断电，可从车内通过尾门饰板检修孔触及锁销并解锁。

警告 : 乘坐在载货区，无论车内或车外都是极其危险的。
发生碰撞时，乘坐在这些区域的人员更有可能受到严重伤
害或死亡。不允许人员乘坐在车辆未装备座椅和安全带的

任何区域。确保车辆上的每个人都坐在座椅内并正确使用安全带。

警告 : 确保尾门关闭以防止废气进入车内。这还可防止乘
客和货物从车上掉落。如果您必须在尾门开启时驾驶车
辆，请保持车内良好的通风，使外界空气进入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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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尾门 （如果配备）

注意：尾门电动关闭并接近锁销时转动点火开关可能会导致尾门逆向
移动至全开位置。操纵或移动车辆之前，尤其是在例如车库或多层停
车场的封闭空间内，务必确保关闭尾门。尾门或其零部件可能会受到
损坏。
注意：不要在尾门开启、没有先禁用电动功能并将尾门固定在车辆上
的情况下驾驶车辆。
注意：若在 ‐40°C 的极其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或在非常陡峭的斜坡上，
建议您手动操作尾门。
可通过信息显示器启用或禁用电动尾门。无论设置如何，通过遥控器
和仪表板按钮仍可操作尾门。

开启和关闭电动尾门：
注意：再次按下仪表板按钮，或尾门控制按钮，或再次按下遥控器按
钮两次时，尾门运动方向将改变。
尾门仅在车辆置于 P 档位 （驻车档）时才可操作。

蜂鸣器将在开始电动关闭尾门时发出 3 次蜂鸣声。只有 1 次蜂鸣声，
表示关闭请求出现了问题，原因有：
•  点火开关置于 “on”（“ 开启 ”）而变速箱没有置于 P 档位 （驻车

档）；
•  或蓄电池电压低于 小工作电压；
•  或车速为 5 公里 / 小时或更高。

如果尾门在接收到开启请求后逆向运动并开始关闭，一个急速而持
续的蜂鸣声表明尾门负荷过重或支撑杆可能出现了故障。如果除去
所有过重负荷但仍出现急速蜂鸣声，请立即请授权经销商维修该系
统。

通过仪表板开启或关闭：按下仪表板按钮。

警告 : 使用电动尾门控制按钮前确保所有人员离开电动尾
门区域。

警告 : 将钥匙置于儿童够不着的地方。不要让儿童在开启
的或移动的电动后尾门附近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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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遥控器开启或关闭：在 3 秒内按下遥控器按钮 2 次。

通过尾门外部控制按钮开启：
1. 使用遥控器或电动车门解锁

控制按钮解锁尾门。如果智
能进入系统遥控器 （如果配
备）位于尾门 1 米范围内，当
您按下尾门释放按钮时尾门
将解锁。

2. 可按下位于尾门拉手顶部的
控制按钮。

注意：在按下控制按钮后允许动力系统开启尾门。手动推拉尾门可能
会激活系统的障碍物探测功能并停止电动操作功能。

通过后货箱控制按钮关闭：按下
按钮然后释放。

设定尾门开启高度
1. 开启尾门。
2. 将尾门手动调节至所需高度。
3. 按下并保持尾门上的控制按钮，直到听到一声蜂鸣声，表明新高

度已设定。注意：如果尾门位置过低将无法设定该高度。
当打开电动尾门时，将调用新设定的尾门高度。如需更改尾门高度，
重复上述步骤。一旦电动尾门打开，它也可以手动调节到不同的高
度。
当电动尾门操作至低于设定的完全打开高度时，可以通过手动将其
向上推到 大打开位置来完全打开尾门。

警告 : 操作后部开关时确保尾门周边无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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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障碍物
关闭时：当检测到障碍物时，尾门将逆向移动至全开位置。尾门开始
重新打开时，将发出 3 声警鸣声。清除障碍物，可电动关闭尾门。

注意：尾门正在关闭时进入车辆会造成车辆震动从而触发启用障碍物
检测功能。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进入车辆之前将电动尾门完全关
闭。开车之前，检查组合仪表是否出现尾门或车门未关紧信息和 / 或
警告指示器是否亮起。在没有首先检查尾门或车门未关紧信息和 / 或
警告指示器亮起的情况下即开车行驶可能会导致在驾驶过程中无意
将尾门保持在开启状态。
打开时：当检测到障碍物时，系统将停止并发出 3 声蜂鸣声。清除障
碍物，操作尾门。

重置电动尾门
如果发生下列情况，则电动尾门可能无法正常工作且可能需要重新
设置：
•  蓄电池电压低或电量已耗尽
•  蓄电池已断开
•  尾门被手动关闭且未关紧 （未锁止）
重置电动尾门：
1. 断开蓄电池达 20 秒钟，然后重新连接蓄电池。

2. 手动关闭并完全锁止尾门。
3. 使用遥控器或仪表板控制按钮，电动开启尾门。

SECURICODE™ 无钥匙进入密码锁 （如果配备）
密码锁位于驾驶员侧车窗附近，只有在触摸后点亮时才可见，然后您
可看见并触摸相应的按钮。
注意：如果您快过地在密码锁上输入进入密码，则解锁功能可能无法
起作用。缓慢地重新输入您的进入密码。
您可使用密码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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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止或解锁车门
•  调用记忆功能 （如果配备）
•  启用和禁用自动锁止和自动

解锁功能
•  使防盗警报系统进入警戒和

解除警戒 （如果配备）

密码锁可以通过原厂设置 5 位数的进入密码进行操作，该密码位于杂
物箱内的用户密码卡上，并可从授权经销商处获得。您还可创建 3 个
5 位数的私人进入密码。

编程个人进入密码
创建您的私人进入密码：
1. 输入原厂设置密码。
2. 在 5 秒钟内按下密码锁上的 1•2。

3. 输入您的私人 5 位数密码。每个数字必须在 5 秒钟的时间间隔内  
输入。

4. 对于记忆调用功能，输入第 6 位数 1•2 储存驾驶员 1 设置或输入
3•4 储存驾驶员 2 设置。

注意：按下 5•6、 7•8 或 9•0 密码锁数字将其作为第 6 位数，将不能
调用驾驶员记忆设置。
注意：原厂设置密码与记忆设置无关。
5. 车门将锁止，随后解锁，以确认您的私人进入密码已经编程成

功。
您还可通过 MyFord Touch 或 MyLincoln Touch 系统 （如果配备）来编    
程私人进入密码。参见 MyFord Touch 或 MyLincoln Touch 章节。

提示：
•  不要使用 5 位相同的数字设置密码。

•  不要使用 5 位连续数字。

•  即便您已经设置了自己的私人密码，原厂设置密码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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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私人密码
1. 输入原厂设置的 5 位数密码。

2. 在 5 秒钟内按下密码锁上的 1•2 然后释放。

3. 按住 1•2 达 2 秒钟。步骤 2 必须要在 5 秒钟内完成。

此时所有私人密码都已清除且只有原厂设置 5 位数密码可以使用。

防搜索功能
如果连续输入 7 次错误密码 （连续按下 35 次按钮），则密码锁将进
入防搜索模式。该模式使密码锁禁用 1 分钟，同时密码锁灯将闪烁。

在下列情况发生后，防搜索功能将关闭：
•  密码锁停用 1 分钟

•  按下遥控器上的解锁按钮
•  点火开关开启
•  使用智能进入系统 （如果配备）解锁车辆

解锁和锁止车门
要解锁驾驶座车门：输入原厂设置 5 位数密码或您的私人密码。每个
数字必须在 5 秒钟的时间间隔内输入。车内灯将变亮。注意：如果双  
级解锁功能被禁用，则所有车门都将解锁。参见本章中前面的锁止和
解锁。
解锁所有车门：输入原厂设置密码或您的私人密码，然后在 5 秒钟内
按下 3•4 控制按钮。

锁止所有车门：同时按住 7•8 和 9•0 （驾驶员车门关闭）。您无需首
先输入密码锁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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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Securilock® 被动防盗系统
注意：该系统与非福特配件市场遥控起动系统不兼容。使用此类系统
可能导致车辆起动故障及安全保护功能失效。
注意：如果在起动发动机时，同一钥匙链上的金属物品、电子设备或
其它编码钥匙过于靠近汽车钥匙，可能会导致车辆起动故障。起动发
动机时，防止这些物体接触编码钥匙。如果出现故障，则关闭点火开
关，使钥匙链上的所有其它物品远离编码钥匙，然后重新起动发动
机。
注意：不要将备用的编码钥匙留在车内。离开车辆时，请始终随身携
带钥匙并锁止所有车门。
该系统为发动机防盗系统。它旨在帮助防止发动机无已编程用于该
车辆的编码钥匙的情况下被起动。使用错误的钥匙无法使发动机起
动。信息显示器将显示相关信息。
如果使用正确的编码钥匙无法起动发动机，则表示出现了故障，相关
信息会显示在信息显示器上。

自动进入警戒
关闭点火开关后车辆则立即进入警戒状态。

自动解除警戒
使用编码钥匙打开点火开关将使车辆解除警戒。

备用钥匙
注意：您的车辆出厂时装备了两个集成钥匙遥控器 （IKTs）或两把智
能进入钥匙。
集成钥匙遥控器起到已编程点火钥匙的作用，可操作所有门锁并起
动车辆，同时还起到遥控器的作用。
智能进入钥匙起到已编程钥匙的作用，可操作驾驶员车门锁并通过
按钮起动系统启用智能进入系统，同时还起到遥控器的作用。
如果您的编程遥控器或标准 SecuriLock® 编码钥匙 （仅限集成钥匙遥
控器）丢失或被盗，且没有备用的编码钥匙，您需要将车辆牵引至授
权经销商处。需要将钥匙密码从您的车辆里清除，然后编程新的密码
钥匙。
在车辆以外安全的地方留存一把备用的已编程的钥匙，避免为您带
来不便。联系授权经销商，购买其它备用或替换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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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备用的集成钥匙遥控器 （IKT）钥匙
注意： 多可为您的车辆编程 8 个编码钥匙。这 8 个编码钥匙中只有
4 个是带遥控进入功能的集成钥匙遥控器 （IKTs）。

您可为您的车辆编程自己的集成钥匙遥控器或标准 SecuriLock® 编码
钥匙。该程序将为您的车辆编程发动机防盗钥匙密码和遥控器的遥
控进入部分。
仅可使用集成钥匙遥控器（IKTs）或标准 SecuriLock® 钥匙。您必须有
2 个之前已编程的编码钥匙和可使用的新的未编程的钥匙。如果没有
2 个之前已编程的编码钥匙，请联系授权经销商，获取备用钥匙。

开始前请阅读并了解整个程序。
1. 将第一个之前已编程的编码钥匙插入到点火开关上。
2. 将点火开关从关闭旋至开启。保持点火开关开启至少 3 秒钟，但

不要超过 10 秒钟。

3. 关闭点火开关，从点火开关上拔下第一个编码钥匙。
4. 关闭点火开关 3 秒钟后但不要超过 10 秒钟，将第二个之前已编

程的编码钥匙插入点火开关上。
5. 将点火开关从关闭旋至开启。保持点火开关开启至少 3 秒钟，但

不要超过 10 秒钟。

6. 关闭点火开关，从点火开关上拔下第二个之前已编程的编码钥
匙。

7. 关闭点火开关 3 秒钟后但不要超过 20 秒钟，拔下之前已编程的
编码钥匙，将新的未编程的钥匙插入到点火开关上。

8. 将点火开关从关闭旋至开启。保持点火开关开启至少 6 秒钟。

9. 从点火开关上拔下新编程的编码钥匙。
如果此钥匙已被成功编程，则它将起动车辆发动机并操作遥控进入
系统 （如果新钥匙为集成钥匙遥控器）。
如果此钥匙未被成功编程，则等待 20 秒钟，重复步骤 1 至 8。如果
仍未成功编程，请将车辆运送至授权经销商处，获取新的已编程钥
匙。
等待 20 秒钟，然后重复步骤 1 至 8，以编程额外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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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备用智能进入钥匙 （如果配备）
注意： 多可为您的车辆编程 4 个智能进入钥匙。如果您打算使用新
的进入钥匙来替换之前已编程的进入钥匙，或者如果您已经具有 4 个
用于该车辆的已编程进入钥匙，则必须将车辆连同所有进入钥匙运
送至授权经销商处。
您必须有两个之前已编程的智能进入钥匙在车内和可使用的新的未
编程的智能进入钥匙。如果没有 2 个之前已编程的编码钥匙，请联系
授权经销商，获取备用的已编程钥匙。
开始此程序之前，确保车辆关闭。开始之前确保所有车门关闭且在整
个过程中始终保持关闭状态。在起动程序的30秒之内执行所有步骤。
如果任一步骤未按照顺序执行，则应停止，并在再次起动之前等待至
少 1 分钟。

开始前请阅读并了解整个程序。
1. 将新的未编程智能进入钥匙

在按钮朝下的情况下放在中
央控制台内侧的槽中。

2. 按下驾驶员或副驾驶电动车
门解锁控制按钮 3 次。

3. 踩下并释放制动踏板 1 次。

4. 按下驾驶员或副驾驶电动车门锁止控制按钮 3 次。

5. 踩下并释放制动踏板 1 次。 “Start/Stop” （“ 起动 / 停止 ”）按钮
上的指示灯应开始快速闪烁，指示已经进入编程模式且已经探
测到有两个已编程智能进入钥匙位于车内。

6. 在 1 分钟内按下起动 / 停止（START/STOP）按钮。信息显示器上
将显示一条信息，指示新的智能进入钥匙已成功编程。

7. 将智能进入钥匙从中控台储物槽中取出，然后按下新的已编程
智能进入钥匙上的解锁按钮，退出编程模式。

8. 确认遥控进入功能可正常工作 （按下锁止然后解锁，确保以解
锁结束）且车辆可通过新的智能进入钥匙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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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警报系统 （如果配备）
此系统将对未经许可进入您的车辆的行为发出警报。
在以下情况下，转向信号灯将闪烁且喇叭发出总共 10 次蜂鸣声：

•  在未使用密码锁、遥控器或智能进入系统遥控器（如果配备）的
情况下打开任一车门、发动机罩或行李箱盖。

•  使用无效钥匙开启点火。
如果您的车辆存在任何潜在报警系统故障，请将所有钥匙和遥控器
送至授权经销商处。

系统进入警戒
无论何时关闭点火开关，系统都将准备进入警戒状态。锁止车辆，使
报警器进入警戒。
锁止车辆后，转向信号灯将闪烁一次，指示报警器已进入预警戒模式
并在 20 秒后变为完全警戒状态。

一旦进入完全警戒状态，车内检测到的任何智能进入钥匙 （如果配
备）都将被禁用且不能起动发动机。按下解锁按钮，可以将其重新启
用。

系统解除警戒
要使系统解除警戒，执行以下操作：
•  在 20 秒的预警戒模式下按下电动车门解锁按钮。

•  按下遥控器上的解锁按钮。
•  通过使用无钥匙进入系统密码锁解锁车门。
•  使用智能进入钥匙 （如果配备）进入车辆。
•  使用已编程钥匙（如果仅配备集成钥匙遥控器）打开点火开关。
•  按下遥控器上的应急按钮。报警系统将仍处于警戒状态，但是当

报警器发出警报时，该系统关闭了喇叭和转向信号灯。
注意：如果已使用钥匙解锁驾驶员车门，打开车门时将会发出蜂鸣声
且信息显示器上显示一条信息。您将有 12 秒钟的时间使用上述任一
措施解除警报，否则报警器将被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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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盘

调整方向盘

注意：确保您坐在正确的位置中。参见座椅章节中乘坐在正确位置。
1. 解锁转向管柱。
2. 将方向盘调整至所需位置。

3. 锁止转向管柱。

电动伸缩转向柱 （如果配备 )

注意：确保您坐在正确的位置中。参见座椅章节中乘坐在正确位置。

警告 : 车辆移动时不要调整方向盘。

警告 : 车辆移动时不要调整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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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转向柱侧面的控制开关调
节它的位置。

调节：
•  倾斜：使用顶部或底部的控制开关。
•  伸缩：使用前部或后部的控制开关。

舒适进出功能
当点火开关关闭时，转向柱将会自动缩回至极限位置，这个功能可以
通过信息显示器启用。当点火开关打开时，转向柱将恢复至先前的位
置。

记忆功能
转向柱的位置可以通过记忆设定功能保存，并可通过记忆功能调用。
参见座椅章节。
在记忆位调用期间按下调节控制按钮，操作将被取消。转向柱将对调
节控制做出响应。
转向柱的停止位置设定至略短于转向柱末端位置，防止损坏转向柱。
如果转向柱在倾斜时遇到障碍物，一个新的停止位置将被设定。
将转向柱重设至正常停止位置：
1. 在到达新的停止位置后，再次按下转向柱控制开关。
2. 持续按下控制开关直到其到达转向柱的末端。
一个新的停止位置将被设定。下次倾斜时，转向柱将停止在其稍短于
转向柱末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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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控制
SEEK（搜索）：按下此按钮可选
择下一个或前一个已存储的预
设或曲目。按住此按钮可选择
下一个或前一个频率或搜索曲
目。
MEDIA（媒体）：反复按下该按
钮可滚动选择可用音频模式。
MUTE （静音）：按下该按钮可
使收音机静音。

VOL （音量）：按下此按钮可增大或降低音量。

音量控制 （VOICE CONTROL）（如果配备）
A. 电话模式

B. 语音识别

参见 SYNCTM with MyFord TouchTM 手册。

www.inhauto.com



方向盘80
巡航控制
类型 1

类型 2

有关该功能的更多信息，参见巡航控制章节。

信息显示器控制
更多信息，参见信息显示器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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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显示器控制功能
如果配备：
MyFord 系统：该控制与面板上
的中央控制发挥相同功能。参
见音响系统章节中 MyFord 系
统。
MyFord Touch：使用此控制可调 
节仪表显示屏右侧选项。通过
屏幕进行浏览，按 “OK” （“ 确
定 ”）进行选择。参见 MyFord 
Touch 章节。

加热式方向盘 （如果配备）
参见 SYNCTM with MyFord TouchTM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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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

可调节踏板 （如果配备）

该控制开关位于转向柱的左侧。按住相应的控制开关移动踏板。
A. 更远

B. 更近

踏板位置被保存，并可通过记忆功能调用（如果配备）。参见座椅章
节。
踏板只能在车辆停止时调节。

警告 :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且脚在踏板上时，切勿调整加速
踏板和制动踏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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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刮器和清洗器

挡风玻璃雨刮器
注意：在结冰天气条件下，开启挡风玻璃雨刮器之前，将挡风玻璃上
的冰霜完全除掉。

将控制端远离您转动可增加雨
刮器速度。朝向您转动可降低
雨刮器速度。
按下控制杆然后释放，可进行
单次雨刮器操作。

速度感应型雨刮 （如果配备）
当车速增加时，如果选择间歇式操作，则操作时间间隔将缩短。

雨水感应型雨刮 （如果配备）
注意：湿路行驶条件可能导致不协调或非预期的操作。降低灵敏度，
切换至正常或高速擦拭模式，或关闭雨刮器，以降低意外操作。
注意：进入洗车房之前，关闭雨刷器。

使用旋转控制，将灵敏度调节
至间隔设置之一。雨刮器将不
会循环工作，直至检测到挡风
玻璃上有水汽。雨刮器速度根
据在挡风玻璃上检测到的水汽
含量和灵敏度设置而变化。只
要检测到水汽，雨刮器则继续
进行操作。

此功能可通过信息显示器开启或关闭。
使挡风玻璃外部保持清洁，尤其是传感器位于的车内后视镜周围区
域，否则可能会影响传感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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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风玻璃清洗器
注意：不要在干燥的挡风玻璃上操作雨刮器。否则可能刮伤玻璃、损
坏雨刮片并造成雨刮电机烧坏。刮干燥的挡风玻璃之前，始终使用挡
风玻璃清洗器。
注意：雨刮液储液罐为空时不要使用洗涤器。否则可能造成洗涤泵过
热。

按下控制杆端部，启用清洗器。

•  短时按下可使雨刮器在有清洗液的情况下操作 3 次。

•  长时间按住可启用雨刮和清洗功能长达 10 秒钟。

清洗之后将会进行数秒钟的刮动，以清除残余的清洗液。此功能可通
过信息显示器开启和关闭。

后车窗雨刮器和清洗器
转动控制端，选择：
2  —  间歇运行 （ 短操作间  
歇）。
1  —  间歇运行 （ 长操作间  
歇）。
0 — 关闭。

将控制杆转动至顶部或底部位置并保持，启用后窗清洗器。释放时，
控制杆将返回至 2 或 0 位置。

当您换档至 R 档位 （倒车档）时，如果前雨刮已启用，则后雨刮将
自动开启至间歇式操作。此功能可通过信息显示器启用或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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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照明调节
A. 关闭

B. 驻车灯、仪表板照明灯、牌
照灯和尾灯
C. 前照灯

远光
将操纵杆向前推，开启远光。
将操纵杆再次向前推或朝向您
拉动，关闭远光。

前照灯闪光器
轻轻后拉启用，松开则停用。

自动前照灯

注意：如果车辆配备自动前照灯，则它具有挡风玻璃雨刮器联动功
能。如果挡风玻璃雨刮器在日间切换至低速或高速擦拭模式，且前照
灯控制位于自动前照灯位置，则车外照明灯将在短时延迟后开启并
保持开启状态，直至雨刮器关闭。

警告: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可能需要您手动开启前照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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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前照灯系统可为由前照灯
控制系统正常控制的车外灯提
供光感自动开关控制。
关闭点火后，前照灯将保持开启
状态一段时间。您可使用组合仪
表中的信息中心调整延迟时间。
参见信息显示器。

仪表照明调光器
重复按下或按住，直至达到理想
的亮度值。
注意：仅在上部的信息中心会弹
出一条信息显示调光器处于哪
一个调光步骤中。这些步骤也会
根据白天和夜晚调光的不同而
有差异。
注意：如果蓄电池断开、放电或
安装了新的蓄电池，则调光器将
会自动将照明部件设置为 亮。

前照灯延时关闭
您可设置延迟时间，使前照灯在关闭点火后仍保持开启长达 3 分钟。

按照以下步骤改变延迟时间 （步骤 1 至 6 必须在 10 秒钟内完成）：

1. 关闭点火开关。
2. 将照明调节转动至自动前照灯位置。
3. 将照明调节转到关闭位置。
4. 打开点火开关。
5. 关闭点火开关。
6. 将照明调节转动至自动前照灯位置。前照灯和驻车灯将开启。
7. 达到要求的延迟时间后将前照灯控制按钮置于关闭位置。前照

灯和驻车灯将关闭。
您可将前照灯延时关闭设置为以下设置的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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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
•  10 秒钟

•  20 秒钟

•  30 秒钟

•  60 秒钟

•  90 秒钟

•  120 秒钟

•  180 秒钟

注意：您还可使用组合仪表中的显示屏控制来调节延时。参见信息显
示器章节。

日间行车灯 （如果配备）

系统以降低的输出功率开启前照灯。
要启用：
•  点火开关必须位于开启位置且
•  照明调节位于关闭、自动前照灯或驻车灯位置。
•  变速箱不在 P 档位 （驻车档）。

自动远光控制 （如果配备）
如果天气非常昏暗且不存在其他交通状况，系统将会自动开启远光
灯。当检测到驶近车辆的前照灯、前方车辆的尾灯或路灯时，系统将
关闭远光灯 （近光灯保持打开）以避免分散其他驾驶员的注意力。
注意：如果自动控制远光灯未正常运行，请检查摄像头前的挡风玻璃
是否堵塞。系统正常运行需要视野清晰的道路条件。摄像范围内的挡
风玻璃区域损坏，都需要进行修理。
注意：如果检测到阻塞 （例如：鸟粪、昆虫、雪或冰），且阻塞情况
没有改变，系统将进入近光灯模式直到障碍物被清除。组合仪表上也
会显示一条信息，提示前部摄像头已堵塞。

警告 : 始终谨记在昏暗环境或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一定要开
启前照灯。在这种条件下，日间行车灯 （DRL）系统不会

开启尾灯，一般也无法提供充分的照明。在这种条件下未能启用前
照灯可能会导致碰撞事故。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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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般的道路灰尘、污垢和水渍不会影响自动远光灯系统的性
能。然而，在寒冷或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自动大灯的有效性可能会
下降。如果驾驶员想独立于该系统单独变更大灯状态，可以通过使用
多功能开关控制杆开启和关闭远光灯。当条件满足时自动控制将重
新开启。
注意：改变车辆高度 （例如使用较大的轮胎）可能会导致其工作性
能下降。
摄像头传感器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后方中央，监测周围环境以确定
何时开启和关闭远光灯。
若为下列条件，系统将开启远光灯：
•  环境照明较弱，需要开启远光灯。
•  车辆前方没有任何交通状况。
•  车速必须高于 40 公里 / 小时。

•  非恶劣天气。
下列条件将会使远光灯关闭：
•  检测到驶近的前照灯或前方车辆的尾灯。
•  车速低于 25 公里 / 小时。

•  环境照明较强，不需要开启远光灯。
•  暴雨、大雪或者大雾天气。
•  摄像头堵塞。

启用该系统
通过信息显示器将该系统打开。参见信息显示器。

将照明调节转到自动前照灯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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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操控系统
当自动控制器已激活远光灯，可
以通过推拉控制杆暂时切换至
近光灯。

要永久关闭该功能，可以通过信息器菜单或将照明控制开关从自动大
灯调至前照灯。

前雾灯
雾灯可以在照明控制处于大灯
状态时打开，在驻车灯或自动大
灯和远光灯状态时无法打开。

转向指示器
当转向信号杆操作时，不能机械锁止在向上或向下位置。转向信号控
制启用和取消均为电子控制的。

•  向 下 推 可 启 用 左 转 向 信 号
灯。

•  向 上 推 可 启 用 右 转 向 信 号
灯。

•  再次沿上下两个方向推动操纵杆可手动取消转向信号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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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上下轻推操纵杆，使转向指示器闪烁 3 次，表示要变换车道。

车内灯
顶灯控制
未配备雾灯

配备雾灯

用于手动打开顶灯。
•  按下控制按钮。这样就打开了车内迎宾灯。迎宾灯会持续点亮，

直到再次按下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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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地图照明灯 （如果配备）
要打开地图照明灯，按压透镜的外缘。出现下列情况时，前排地图照
明灯点亮：

•  任意车门打开。
•  仪 表 板 上 的 顶 灯 按 钮 被 启

用。
•  按下遥控进入控制器并且点

火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第二排顶灯 / 地图灯 （如果配备）

出现下列情况时，顶灯点亮：
•  任意车门打开。
•  仪表板调光器被按下，直到

迎宾灯亮起。
•  按下遥控进入控制器任意按

钮并且点火开关处于关闭状
态。

阅读功能可以通过位于灯左侧或右侧的开关打开和关闭。

第二排顶灯 / 迎宾灯 （如果配备）
出现下列情况时，顶灯点亮：
•  任意车门打开。
•  仪表板调光器被按下，直到

迎宾灯亮起。

•  按下遥控进入控制器任意按钮并且点火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迎宾灯也可以通过手动按压镜片凹处来开启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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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行李厢照明灯
出现下列情况时，顶灯点亮：

•  任意车门打开。
•  仪表板调光器被按下，直到

迎宾灯亮起。
•  按下遥控进入控制器任意按

钮并且点火开关处于关闭状
态。

迎宾灯也可以通过手动按下控制开关来开启和关闭。

蓄电池节电器
蓄电池节电器将在点火开关关闭 10 分钟后关掉所有外部和内部灯
光，已启用的危险警报灯除外。如果照明控制处于驻车灯位置，系统
将不会关闭驻车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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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窗和后视镜

电动车窗

按下或拉起开关，可操作车窗。
•  按下 （至第一档）并按住开

关，可打开车窗。
•  拉起 （至第一档）并拉住开

关，可关闭车窗。

后窗颤振
打开一个或两个后窗时，您可能会听到颤振噪声或风噪声。通过将前
车窗降下大约 5–8 厘米可降低此噪声。

一触式下降
此功能可自动打开车窗。
完全按下开关，然后松开。车窗将完全开启。再次按下或拉起开关，
可停止车窗移动。

一触式升降 （前侧车窗）（如果配备）
此功能可自动打开或关闭车窗。
完全按下或拉起开关，然后松开。车窗将完全开启或关闭。再次按下
或拉起开关，可停止车窗移动。

车窗锁止
按下控制按钮可锁止或解锁后
车窗控制器。

警告：不要将儿童独自留在车内，不要让儿童玩弄电动车
窗。他们可能会严重伤害自己。

警告：关闭电动车窗时，您应当确认它们无阻塞并确保没
有儿童和宠物在窗口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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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夹返回
如果在车窗行程中检测到障碍物，车窗将自动停止关闭并反向运动
一段距离。

忽略防夹返回功能
在车窗到达防夹返回位置的 2 秒钟内向上拉车窗开关并保持。车窗将
在忽略防夹返回保护的情况下向上移动。如果在车窗完全关闭之前
松开开关，车窗将停止移动。

附件延迟
在关闭点火开关后或直到任一前车门开启的数分钟内，您仍可使用
车窗开关。

车外后视镜
电动车外后视镜

A. 左侧后视镜

B. 调节控制器

C. 右侧后视镜

要调整后视镜：
1. 按下按钮，选择您所需调整的后视镜。按钮上的指示灯将会亮

起。
2. 使用调节控制器，调节后视镜的位置。
3. 再次按下后视镜按钮，取消后视镜的选择。指示灯将关闭。

可折叠车外后视镜
将后视镜向车门窗玻璃的方向推动。使后视镜返回至其初始位置时，
确保将后视镜完全接合在其托架中。

警告 ： 不要在车辆行驶时调整后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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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折叠车外后视镜 （如果配备）
注意：在一分钟内操作按钮超过 10 次或以上，或者在整个行程中一
直按下按钮重复折叠和打开后视镜，可能会禁用系统以防止后视镜
马达过热。在车辆起动后等待约 3 分钟，并在达至 10 分钟后关闭发
动机，以重设系统并使后视镜恢复至正常功能。

按下按钮，向里或向外折叠后
视镜。

后视镜同样可以通过手动折叠的方式，向车门窗玻璃的方向推动。手
动推动可能会造成后视镜松动，因此需要对后视镜进行校准。按下按
钮，向里折叠后视镜。您将听到咔嗒声，这说明校准完成。如果没有
听见咔嗒声，先使用按钮使后视镜向外翻折，然后再次使用按钮，使
后视镜向里折叠。一旦听见咔嗒声，电动后视镜将正常运行，除非再
次手动折叠。

记忆后视镜 （如果配备）
您可以通过记忆功能，保存和调用后视镜位置。记忆功能的相关信
息，请参见座椅章节。

信号指示后视镜 （如果配备）
转向信号灯启用时，相应后视镜外壳的外表面将会闪烁。

集成式防盲点后视镜 （如果配备）

在车外后视镜外部上方角落，防盲点后视镜具有一个集成式凸面观
察镜。它们用来改善车辆侧面的可见性，为您提供辅助。
变换车道之前，首先检查主后视镜，然后检查防盲点后视镜。如果没
有车辆出现在防盲点后视镜中且邻近车道上的车辆处于安全距离，

警告：防盲点后视镜中物体的实际距离比他们看起来的距
离要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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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可发出您要变换车道的信号。回头看一下，确认路上无车辆来
往，然后小心地变换车道。

当驶近的车辆在稍远处时，它
的图像很小且靠近主后视镜的
内侧边缘。随着车辆接近，其图
像变大且开始横穿主后视镜向
外侧移动 （A） 。随着车辆接
近，其图像将穿越主后视镜并
开始出现在防盲点后视镜 （B）
中。随着车辆离开防盲点后视
镜，它将移至驾驶员周边可视
区域 （C）。

带倒车碰撞预警（CTA）的盲点信息系统（BLIS®）（如果配备）
参 见 驾 驶 辅 助 章 节 的 带 倒 车 碰 撞 预 警 （CTA）的 盲 点 信 息 系 统
（BLIS®）。

车内后视镜

注意：不要使用粗糙的磨料、燃料或其他石油基或氨基清洁产品清洗
任何后视镜的外壳或玻璃。
您可根据您的意愿调整车内后视镜。某些后视镜还具有第二个枢轴
点。这可允许您上下和左右移动后视镜。
将后视镜下方的凸耳朝向您的方向拉动可降低夜间炫目强度。

警告 ： 车辆移动时不要调整后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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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防炫目后视镜 （如果配备）
注意：不要遮挡后视镜前面和背面的传感器。否则可能会影响后视镜
性能。后排中间乘客或升起的后排中间头枕也可能会妨碍传感器接
收到光线。
当检测到来自车辆后方的远光时，后视镜将自动变暗，以降低炫目强
度。当您选择倒档时，它将自动返回至正常反射位置，以确保您在倒
车时具有清晰的视野。

遮阳板
滑杆

将遮阳板向侧窗方向转动并将
其向后展开，以获得更广的阳
光覆盖范围。
将遮阳板向挡风玻璃方向移动
并存储之前，收回遮阳板。

带照明灯的遮阳板化妆镜 （如果配备）
提起护盖，开启照明灯。

双天窗和电动遮阳板 （如果配备）

天窗和遮阳板控制器位于顶置控制台上。

警告：不要让儿童玩耍天窗或将儿童独自留在车内。他们
可能会严重伤害自己。

警告：关闭双面板天窗时，您应当确认它们无阻塞且确保
没有儿童和 / 或宠物在天窗开口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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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和遮阳板具有一触式开启和关闭功能。如需在一触式操作期间
停止运行，可再次按下控制按钮。

打开和关闭遮阳板
按下控制按钮然后松开，可开
启遮阳板。
注意：遮阳板会在双天窗的第一
扇天窗处停下。再次按下按钮
并松开，继续打开遮阳板以通
过第二扇天窗。

下拉控制按钮，然后松开，可关闭遮阳板。如果天窗处于打开位置，
天窗会在遮阳板关闭之前，先自动关闭。

打开和关闭天窗
按下 SLIDE （倾斜）按钮，然后松开，可打开天窗。如果遮阳板处于
关闭位置，遮阳板会在天窗打开前，先自动打开。玻璃天窗将会在完
全开启位置突然停止。
注意：此位置有助于降低天窗完全开启时可能会出现的巨大风噪声。
再次按下 SLIDE （倾斜）按钮，然后松开，可使天窗完全打开。

下拉 SLIDE （倾斜）按钮，然后松开，关闭玻璃天窗。

防夹返回
在天窗关闭过程中如果监测到障碍物，天窗将自动停止关闭并反向
运行。
出现防夹返回现象时，在 2 秒钟内下拉 SLIDE （倾斜）按钮并保持以
忽略此功能。在防夹功能激活时，关闭力量会在随后的天窗三次关闭
期间逐次递增。

使玻璃天窗通风
按下 TILT （倾斜）按钮，然后松开，可使天窗处于通风位置。下拉
TILT （倾斜）按钮，然后松开，关闭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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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仪表

计量表
类型 1
以标准计量法显示的仪表 – 公制仪表。

A. 转速表

B. 信息显示器。更多信息，参见信息显示器。

C. 车速表

D. 油量表

油量表
指示燃油箱中的燃油大约剩余量 （点火开关处于 ON 位时）。当车辆
处于行驶或爬坡状态时，油量表的显示结果可能会略有差异。燃油图
标和箭头指示车辆的燃油加油口位于哪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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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2
以标准计量法显示的仪表 – 公制仪表。

A. 信息显示器。更多信息，参见信息显示器。

B. 车速表

C. 信息显示器。更多信息，参见 SYNCTM with MyFord TouchTM 手册。

警告灯和指示器
这些指示灯将提醒您注意足以导致严重维修的车辆状况。当您起动
车辆时，许多灯都会点亮，以确定各指示器、灯工作正常。若有任何
灯在车辆起动后仍点亮，请参见各系统警告灯的有关内容。
注意：有些警告灯可重置报警 （RTT）指示。这些指示在信息中心显
示，并且和警告灯功能相同，但是不在起动时显示。

自适应巡航控制 （RTT）（如果配备）
巡航控制系统指示灯通过颜色变化来指示系统处于何种模式：

•  打开 （灰色灯）：自适应巡航系统打开时，此灯点亮。巡航控制
系统关闭时，灯不亮。

•  启用 （绿色灯）：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启用时，此灯点亮。巡航
控制系统关闭时，灯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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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气囊准备就绪
如果当点火开关打开时此灯不亮、持续闪烁或保持点亮，请
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当指示灯出现故障，蜂鸣器就会响
起。

防抱死制动系统
如果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指示灯保持点亮或持续闪烁，
则表示检测到故障。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如果制动报
警灯没有点亮，正常制动功能仍然是有效的。

制动系统警告灯
为确认制动系统报警信号灯可正常工作，如果在发动机未
运转时将点火开关转至开启位置，或开启和起动之间某一
位置，或当将点火开关转至开启位置时施加驻车制动器，报

警信号灯将立即点亮。
如果它在驾驶过程中点亮，则检查驻车制动器是否施加。如果驻车制
动器未施加，这种情况则表示制动液液位低或制动系统故障。请立即
让授权经销商检查系统。

充电系统 （RTT）
蓄电池未适当充电时，灯将点亮。如果在发动机运行时灯仍
然点亮，可能是充电系统出现了故障。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
联系。这表明，电气系统或相关元件出现了故障。

车门未关紧 （RTT）
在点火开关打开且任一车门未完全关闭时显示。

机油压力 （RTT）
在机油压力低于正常范围时点亮。

警告 ： 在制动系统警告灯点亮的情况下驾驶车辆是危险
的。制动性能可能会明显降低。制动停车时间将变长。尽
快让授权经销商检查车辆。在驻车制动施加的情况下，长

距离驾驶车辆可能会导致制动故障并且引发人员伤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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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RTT）
在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过高时点亮。此时应尽快停车，关闭发
动机，使其冷却。

雾灯
当雾灯打开时，此灯点亮。

坡道辅助 （RTT）（如果配备）
在坡度辅助功能开启时点亮。

抬头显示器 （平视显示系统）（如果配备）
使用自适应巡航控制和 / 或碰撞警告系统时，一束红色光束
将会以一定距离投射到挡风玻璃在上。它将在起动车辆时
立即点亮，以确保显示器正常工作。

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如果配备） (RTT)
当陡坡缓降控制系统打开时，此灯点亮。

远光
在远光前照灯开启时点亮。

车道辅助系统 （如果配备） (RTT)
当车道辅助系统开启时，此灯点亮。

燃油液位低 （RTT）
在油箱内燃油液位为空或接近于空时点亮。

后备箱未关紧 (RTT)
点火开关打开且尾门未完全关闭时，此灯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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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压低警告
在胎压低时点亮。如果起动或行驶时灯一直亮着，需检查胎
压。如果点火开关第一次打开，此灯将亮起 3 秒钟以确保灯
泡工作正常。如果此灯不亮或开始闪烁，请尽快与授权经销
商联系。

清洗液液位低 (RTT)
挡风玻璃清洗液液位低时，此灯点亮。

驻车指示灯 （如果配备） (RTT)
当驻车灯打开时，此灯点亮。

动力传动系故障 / 动力降低
当检测到动力传动系统或四轮驱动 （4WD）故障时，指示
灯将点亮。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安全带
提醒您系好安全带。Belt‐Minder® 蜂鸣器也会响起，以提醒
您系好安全带。

发动机故障指示灯
当点火开关第一次打开时，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会点亮，用于
检查灯泡并指示车辆是否准备好进行检查 / 保养测试 （I/
M）。通常，发动机故障灯在发动机发动前会一直点亮，如

果没有故障就会自行熄灭。但是，如果 15 秒钟后发动机故障灯闪烁
8 次，表示车辆还没有做好检查 / 保养测试准备。参见燃油和加油章
节的检查 / 保养 （I/M）测试准备。

如果发动机起动后仍然点亮，表示车载诊断系统 （OBD‐II）已检测到
一个故障。参见燃油和加油章节的车载诊断 （OBD‐II）。如果灯一直
闪烁，表示发动机发生失火，这将可能导致催化转换器损坏。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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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中速行驶 （避免过大的加速和减速） ，并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
系。

巡航控制 （如果配备）指示器 （RTT）
巡航控制系统指示灯通过颜色变化来指示系统处于何种模
式：

•  开启（灰色灯 ‐ 类型 1 和类型 2）：在巡航控制系统开启时点亮。
巡航控制系统关闭时，灯不亮。

•  运行中（白色灯 ‐ 类型 1，绿色灯 ‐ 类型 2）：在巡航控制系统运
行时点亮。巡航控制系统关闭时，灯不亮。

稳定控制系统
在 AdvanceTrac®/ 牵引力控制启用时显示。如果指示灯一直
点亮，则立即维修系统。

稳定控制系统关闭
在 AdvanceTrac®/ 牵引力控制已被驾驶员禁用时点亮。

变速箱拖 / 挂功能 （如果配备）（RTT）
拖 / 挂功能启用时显示。如果指示灯一直闪烁，请立即让授
权经销商对系统进行维修，变速箱有可能发生损坏。

转向信号器
在左或右转向信号灯或危险报警闪光灯开启时点亮。如果
指示灯一直亮或快速闪烁，检查灯泡是否烧坏。

声响警告信号和指示器
点火钥匙未取出报警音
当点火开关处于关闭或附件位置时钥匙仍留在点火开关内，且驾驶
座车门打开，此音鸣响。

警告：在发动机失火的情况下，过高的排气温度可能会导
致催化转换器、燃油系统、室内地毯或其他车辆部件损
坏，并且可能引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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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钥匙警告警报 （如果配备）
当无钥匙车辆处于发动机运转位置时，且驾驶座车门打开，此音鸣
响。

前照灯点亮报警音
前照灯或驻车灯处于打开状态，点火开关关闭 （钥匙未在点火开关
内）并且驾驶座车门打开时，此音鸣响。

驻车制动灯点亮报警音
驻车制动器仍然处于施加状态，且车辆正在行驶时，此音鸣响。若释
放驻车制动器后报警音持续响起，请尽快与授权经经销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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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显示器

概述

本车辆上许多系统都可通过方向盘上的信息显示控制器进行控制。
信息显示器显示相应信息。

信息显示控制器 （类型 1）
•  按向上和向下按钮进行滚动

并 使 菜 单 中 的 选 项 高 亮 显
示。

•  按向右按钮，进入子菜单。
•  按向左按钮，退出菜单。
•  按 “OK” （确定）按钮，选择

并确认设置 / 信息。

菜单 （Menu）
可使用信息显示控制器进入菜单。
注意：有些选项可能会稍有不同，有些可选项可能会不存在。

警告：驾驶车辆时分心走神可导致车辆失控，造成事故和
伤亡。福特强烈建议驾驶员在使用任何可能会将其注意力
从路上转移开的设备或功能时务必多加小心。您的首要责

任是安全驾驶。福特建议您在驾驶过程中不要使用手持设备并且
要遵守所有适用法规。

† 里程 1 或 2  （Trip 1/2）

单程里程表

单程计时器

续航里程

瞬时油耗

平均油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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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消耗燃油

累计里程表 （位于显示器页面下部）。注意：这还可显示在其它菜
单中。

† 更多信息，参见本节中后续的旅程计算机 。

† 里程 1 或 2  （Trip 1/2）

信息 （Information）

智能四轮驱动 （4WD）— 显示前轮和后轮之间的动力分配。如果提
供至前轮或后轮更多动力，则将通过填充更多面积来显示。同样显
示当前选择的地形管理模式。

MyKey® 距离 （如果钥匙已编程） — 使用已编程钥匙行驶的距离。

MyKey® 信息 — MyKeys 数量及已编程的普通钥匙。

冷却液温度 — 发动机冷却液指示器通过颜色变化来指示：蓝色表示
冷、灰色表示正常、红色表示热。如果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超出正常
范围，尽快安全地停车，关闭发动机，使发动机冷却。

设置 （Settings）

辅助驾驶
（Driver 
Assist）

牵引力控制 （Traction Ctrl）

盲点信息 （Blind Spot）

碰撞警告
（Collision 
Warning）

灵敏度 （如果
MyKey 已经编
程）

高、正常或低

蜂鸣 （如果使用 MyKey，则不可
选）

警告 （如果使用 MyKey，则不可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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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驾驶
（Driver 
Assist）

倒车碰撞预警 （Cross Traffic）

后方泊车辅助 （Rear Park Aid）

拖车模式 （Trailer Sway）

显示屏
（Display）

语言
（Language）

英语、西班牙语或法语
（English, Español or Français）

单位
（Units）

距离
（Distance）

英里和加仑
（Miles and Gal.）
或公里和升
（Km and Liters）

温度
（Temperature）

华氏度 （°F） 或
摄氏度 （°C）
（Fahrenheit (°F) 
or Celsius (°C)）

舒适功能
（Convenience）

自动灯延时
（Autolamp 
Delay）

停止或数秒钟
（Off or number of seconds）

指南针显示 （Compass Display）

续航里程计算
（DTE 
Calculation）

长期或短期
（Normal or Towing）

舒适进出 （Easy Entry/Exit）

车锁
（Locks）

自动锁车 （Autolock）

自动开锁 （Autounlock）

遥控开锁
（Remote 
Unlock）

所有车门或驾驶
座车门优先
（All Doors or 
Driver First）

设置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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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功能
（Convenience）

机油寿命重置
（Oil Life Reset）

设 XXX%
（Set XXX%）

电动后备箱
（Power Liftgate）

开关启用或禁用
（Switch Enabled or Disabled）

遥控起动
（Remote Start）

空调
（Climate 
Control）

暖风 – 冷气 / 自
动或上一次设定

方向盘 / 自动或
关闭

前挡除霜 / 自动
或关闭

后挡除霜 / 自动
或关闭

驾驶座 / 自动或
关闭

副驾驶座 / 自动
或关闭

持续时间
（Duration）

5、 10 或 15 分钟
（5, 10 or 15 
minutes）

静音起动 （Quiet Start）

系统 （System）

雨刮
（Wipers）

重复雨刮一次 （Courtesy Wipe）

雨量感应 （Rain Sensing）

后挡雨刮 （Reverse Wiper）

设置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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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Key 新建 MyKey
（Create MyKey）

按住 OK 键新建 MyKey
（Hold OK to Create MyKey）

911 求助电话
（911 Assist）
（如果配备）

一直开启 / 用户自定义
（Always On / User Selectable）

MyKey 牵引力控制
（Traction 
Control）

一直开启或用户自定义
（Always On or User Selectable）

高限速
（Max Speed）

140 km/h 或关闭

超速警告
（Speed Warning）

75 km/h，90 km/h，105 km/h 或关
闭

音量限制 （Volume Limiter）

清除 MyKeys
（Clear MyKeys）

按住 OK 键清除 MyKeys
（Hold OK to Clear MyKeys）

系统复位
（System 
Reset）

按住 OK 键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Hold OK to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

系统检查 （System Check）

如可用，首先显示所有有效警告。根据所选设备和当前车辆状态，系
统检测菜单也可能不同。使用上 / 下按钮滚动列表。

设置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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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电脑
重置行程电脑
在当前屏幕下按住 “OK”，重置相应行程、距离、时间和燃油信息。

单程里程表
记载单次旅程距离。

续航里程
指示车辆使用油箱内剩余燃油可行驶的大致距离。驾驶方式的变化
可能会造成数值变化。

瞬时油耗
显示瞬时燃油消耗。

平均油耗
指示自上次重置此功能后的平均油耗。

已消耗燃油
显示指定行程中使用的燃油量。

总里程
记载车辆总里程。

信息
更多信息，参见本章中后续的信息。

信息显示控制器 （类型 2）
•  按向上和向下按钮进行滚动

并 使 菜 单 中 的 选 项 高 亮 显
示。

•  按向右按钮，进入子菜单。
•  按向左按钮，退出菜单。
•  按 “OK” （确定）按钮，选择

并确认设置 /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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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器右上角的方块组显示了所有菜单层级和当前所在菜单层级。

主菜单
通过信息显示器左侧的主菜单栏，您可选择以下分类：

显示模式 （Display mode）

里程 1& 2 （Trip 1 & 2）

油耗 （Fuel Economy）

设置 （Settings）

信息 （Information）

向上 / 下滚动以高亮显示其中一个选项，然后按右键或 OK （确定）
键进入该选项。按左键退至主菜单。

显示模式 （Display mode）
使用上下箭头按钮选择以下显示选项。

显示模式 † 选项 1 选项 2 选项 3 † 选项 4

续航里程 XXX 公里 X

油量表 X X X X

条状显示转速表 X X

圆形转速表 X X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表

X

智能四轮驱动
（4WD）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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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燃油可行驶里程 XXX 公里：显示油箱变空之前的大致燃油油
位。此值为动态值，随着驾驶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升高或
降低）。

•  油量表：显示燃油箱内大约剩余燃油量。当车辆处于行驶或爬坡
状态时，油量表的显示结果可能会略有差异。当燃油液位逐渐下
降时 （80 公里至空），液位指示灯变为琥珀色。当燃油液位非
常低时 （0 公里至空），液位指示灯变为红色。

注意：使用 MyKey® 时，燃油油位低报警将会更早显示。燃油图
标和箭头指示车辆的燃油加油口位于哪一侧。

•  条状 / 圆形转速表：指示发动机速度，单位为转每分 （rpm）。
若以转速表指针持续指向刻度的 高点驾驶车辆，可能会损坏
发动机。手自一体自动变速器 (SST) 使用期间，所选的当前档位
将会出现在显示器上。参见变速箱章节。

•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指示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在正常工作温度
下，液位指示器指示正常范围。如果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超出正常
范围，尽快安全地停车，关闭发动机，使发动机冷却。

•  智能四轮驱动 （4WD）：显示前轮和后轮之间的动力分配。如果
提供至前轮或后轮更多动力，则将通过填充更多面积来显示。同
样显示当前选择的地形管理模式。

总里程表
（左下角）

X X X X

† 只用于带智能四轮驱动（4WD）的车辆。在此模式下，您还可选择
仅显示油量表。参见显示 > 仪表显示 （本章中后续的设置一节中的  
表中）。

无论选择何种显示模式，当手自一体自动变速器 ™ （SST）启用时，
如果未预先选择，仪表盘将切换至圆形转速表。圆形转速表显示后，
还可使用带条状显示转速表的其它显示模式。

显示模式 † 选项 1 选项 2 选项 3 † 选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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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 1& 2 （Trip 1 & 2）
可选择标准型或加强型行程显示。行程显示设置，参见如下
的设置图。

•  行驶里程 （Trip distance） — 显示累计行驶里程。

•  已行驶时间（Elapsed trip time）— 当车辆关闭时计时器停止，车  
辆重新起动后计时器再启动。

•  平均油耗（Average fuel economy）— 显示特定行程内平均油耗。

•  已消耗燃油量（Estimated amount of fuel consumed）— 显示特定    
行程内已消耗的燃油总量。

•  已行驶时间（Elapsed trip time）— 当车辆关闭时计时器停止，车  
辆重新起动后计时器再启动。

油耗 （Fuel Economy）
使用左右方向按钮，选择所需燃油经济性显示。

里程 1& 2 标准显示 加强显示

行驶里程 X X

平均油耗 X

已消耗燃油量 X

已行驶时间 X X

总里程表 （左下角）

按 OK （确定）键以暂停显示里程 1 或 2。再次按将取消暂停。

按下并按住 OK （确定）键以重设当前显示的里程信息。

油耗 瞬时油耗 XX. 分钟油耗

瞬时燃油消耗 X

† 超过 5、 10 或 30 分钟时间间隔的燃
油消耗量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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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时油耗：此显示将显示瞬时燃油经济性的直观图表。
•  XX 分钟油耗：此显示将显示历史耗油量的条形图。

设置 / 车辆设置
在此模式下，您可配置不同的驾驶员设置选项。

注意：有些条目是可选的，可能不会出现。

总里程表 （左下角）

按住 “OK”，重置当前显示的燃油消耗信息。

† 要配置燃油消耗时间间隔，在当前屏幕下按下向右箭头按钮。

油耗 瞬时油耗 XX. 分钟油耗

辅助驾驶 （Driver Assist）

牵引力控制
（Traction Ctrl）

开启 （On）（默认设置） / 关闭 （Off）

盲点信息
（Blind Spot）

开启 （On）（点火循环后默认为开启状态） /
关闭 （Off）

碰撞警告
（Collision Warning）

灵敏度
（Sensitivity）

高 / 正常 / 低

蜂鸣
（Chimes）

开启 （On）（点火循
环后默认为开启状
态） / 关闭 （Off）

警告 ‐ 开启 （Warn‐
ON）

开启 （On）（点火循
环后默认为开启状
态） / 关闭 （Off）

倒车碰撞预警
（Cross Traffic）

开启 （On）（点火循环后默认为开启状态） /
关闭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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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控制
（Cruise Control）

自适应 （点火循环后默认为开启状态）或者
正常

驾驶员警告
（Driver Alert）

开启 （On）（点火循环后默认为开启状态） /
关闭 （Off）

车道辅助
（如果配备）
（Lane Keeping）

模式
（Mode）

警告 / 辅助 / 警告和 /
辅助

灵敏度
（Sensitivity）

正常 / 增加

强度
（Intensity）

高 / 正常 / 低

后方泊车辅助
（Rear Park Aid）

开启 （On）（点火循环后默认为开启状态） /
关闭 （Off）

拖车模式
（Trailer Sway）

开启 （On）（点火循环后默认为开启状态） /
关闭 （Off）

车辆 （Vehicle）

自动远光灯
（如果配备）
（Auto Highbeam）

开启 （On） / 关闭 （Off）

自动灯延时
（Autolamp Delay）

停止或数秒钟 （Off or number of seconds）

舒适进出
（Easy Entry/Exit）

开启 （On） / 关闭 （Off）

燃油
（Fuel）

续航里程计算
（DTE Calculation）

正常 / 拖车
（Normal / Towing）

辅助驾驶 （Driver As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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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锁
（Locks）

自动锁车
（Autolock）

开启 （On） / 关闭 （Off）

自动开锁
（Autounlock）

开启 （On） / 关闭 （Off）

遥控开锁
（Remote 
Unlocking）

所有车门 / 驾驶员侧车门
（All doors / Driver’s door）

菜单控制
（Menu Control）

标准模式 / 记忆模式 （参见本章节后续的菜单控
制）

机油寿命重设
（Oil Life Reset）

设定为 XXX% （Set to XXX%）

电动后备箱
（Power Liftgate）

启用 / 禁用 （Enable / Disable）

遥控起动
（Remote Start）

空调
（Climate Control）
（当用遥控起动功
能起动车辆后，使
用此功能可选择不
同的空调控制模
式）

暖风 — 冷气
（Heater – A/
C）

自动 （Auto）
/ 上一次设置
（Last 
Settings）

前挡除霜
（Front 
Defrost）

自动 （Auto）
/ 关闭 （Off）

后挡除霜
（Rear 
Defrost）

自动 （Auto）
/ 关闭 （Off）

驾驶座
（Driver Seat）

自动 （Auto）
/ 关闭 （Off）

副驾驶座
（Passenger 
Seat）

自动 （Auto）
/ 关闭 （Off）

车辆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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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MyKeys 项目只有在设置 MyKey 后才会出现。

遥控起动
（Remote Start）

持续时间
（Duration）

5/10/15 分钟

静音起动
（Quiet Start）

开启 （On） / 关闭 （Off）

系统
（System）

可用 / 禁用 （Enable / 
Disable）

雨刮
（Wipers）

重复雨刮一次
（Courtesy Wipe）

开启 （On） / 关闭 （Off）

雨量感应
（Rain Sensing）

开启 （On） / 关闭 （Off）

后挡雨刮
（Reverse Wiper）

开启 （On） / 关闭 （Off）

*MyKey

新建 MyKey
（Create MyKey）

按住 OK 键新建 MyKey
（Hold OK to create MyKey）

牵引力控制
（Traction Control）

一直开启 / 用户自定义
（Always On / User Selectable）

高限速
（Max Speed）

选择所需速度或关闭
（Choose desired speed or off）

超速警告
（Speed Warning）

选择所需速度或关闭
（Choose desired speed or off）

音量限制
（Volume Limiter）

开启 （On） / 关闭 （Off）

清除 MyKeys
（Clear MyKeys）

按住 OK 键清除所有
MyKeys （Hold OK to Clear All MyKeys）

车辆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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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 （Display）

仪表显示
（Gauge Display）

油量表 / 油量表 + 转速表
（Fuel Gauge / Fuel gauge + Tachometer）

里程显示
（Trip Display）

标准模式 / 增强模式
（Standard / Enhanced）

语言 （Language）

英语 / 中文 （English / Chinese）

单位 （Units）

距离
（Distance）

英里和加仑 / 公里和升
（Miles & Gal / Km & Liters）

温度
（Temperature）

华氏度 / 摄氏度
（Fahrenheit (°F) / Celsius (°C)）

恢复默认设置 （Restore Defaults）

按住 OK 键恢复工厂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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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Information）
在此模式下，您可浏览不同的车辆系统信息并进行系统检
测。

菜单控制 （Menu Control）
要在标准或记忆开启之间切换菜单控制，请参见车辆 > 菜单控制（本
章中设置一节的图表下）。
•  标准模式：选择此 “ 显示 ” 模式时，向上和向下滚动 “ 里程 ” 或

“ 燃油经济性 ” 子类别将会退回到主类别。

•  记忆模式：选择此 “ 显示 ” 模式时，向上和向下滚动 “ 里程 ” 或
“ 燃油经济性 ” 子类别将显示上次选择的子类别。

警告 （Warnings）

XX 警告
（XX Warnings）

用琥珀色显示需要立即注意的警告数量。仅可通
过 “ 系统检查 ” 菜单来查看警告。通过按下 “OK”
或向右箭头，进入系统检查，即可查看警告。使
用上 / 下按钮滚动显示警告。

MyKey

普通钥匙 （Admin Keys）（普通钥匙数量）

MyKeys （已编程 MyKeys 数量）

MyKey 里程数 （公里）（使用已编程的 MyKeys 的行驶距离）

系统检测 (System Check)

如可用，首先显示所有有效警告。根据所选设备和当前车辆状态，系
统检测菜单也可能不同。使用上 / 下按钮滚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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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注意：根据车辆配置，并非所有信息都会显示或可用。根据您选装的
仪表盘类型，某些信息可能会被省略或简化。

按下 “OK” 按钮，了解并将一些信息从
信息显示器上删除。短时间后，其它消
息将会被自动清除。某些信息需要在
您进入菜单之前进行确认。

信息指示器：一些信息将通过系统特殊符号进行补充。

AdvanceTrac®/ 牵引力
控制消息

动作 / 描述

维修 AdvanceTrac
（Service 
AdvanceTrac）

在AdvanceTrac®系统检测到需要维修的状况时
显示。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拖车摆动减速
（Trailer Sway Reduce 
Speed）

在拖车摆动控制器检测到拖车摆动时显示。

报警 / 安全信息 动作 / 描述

请起动车辆以解除报
警
（To  Stop  Alarm,  Start     
Vehicle）

当周边报警系统已启用，并且使用钥匙通过
驾驶座车门进入车内时显示。为了防止周边
报警系统触发，在蜂鸣器鸣响的前 12 秒钟期
限内，必须将点火开关转向起动或 ON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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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驱动 （4WD）
消息

动作 / 描述

四轮驱动关闭
（4WD Off）

在四轮驱动 （4WD）系统自动停用而自我保
护时显示。这是由于车辆在行驶中安装了紧
凑型备胎或系统过热引起的。重新安装正常
路胎并行驶一小段距离后或使系统冷却后，
4WD （四轮驱动）系统将恢复正常功能并清
除该信息。

检查四轮驱动
（Check 4WD）

在四轮驱动 （4WD）系统未正常工作时，与
动力系统故障 / 动力降低指示灯一起显示。如
果警告提示持续存在或继续出现，请尽快与
授权经销商联系。

蓄电池和充电系统
消息

动作 / 描述

检查充电系统
（Check Charging 
System）

当充电系统需维护时显示。如果警告提示持续
存在或继续出现，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切断电源，节省蓄电
池电量
（Turn Power Off to 
Save Battery）

蓄电池管理系统检测到以下情况时显示：
•  蓄电池充电状态低或，
•  点火开关位于附件位置或开启位置且发

动机熄火大约 45 分钟。
尽快关闭点火开关，保护蓄电池。一旦车辆起
动且蓄电池充电状态恢复，此信息即消失。关
闭不必要的用电设备可更快地恢复蓄电池充
电状态。

运输模式请联系经销
商
（Transport Mode 
Contact Dealer）

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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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模式请联系经销
商
（Factory Mode 
Contact Dealer）

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电池电量低，功能暂
时关闭
（Low Battery Features 
Tempor. Turned Off）

电池管理系统检测到系统处在低压工况时显
示。为了有助于恢复蓄电池的电能，很多车辆
的功能将禁用。尽可能多地关闭用电设备，恢
复系统电压。如果系统的电压恢复了，禁用的
车辆功能将会再次以正常方式运行。

BLIS® 消息 动作 / 描述

感应器阻塞，盲区信
息不可用
（Blind Spot Not 
Available Sensor 
Blocked）

当盲区信息系统 /倒车碰撞预警系统传感器被
堵塞时显示。通常，驾驶员可通过清洁传感器
来解决。

盲区信息系统故障
（Blind Spot System 
Fault）

当盲区信息系统出现故障时显示。请尽快与授
权经销商联系。

感应器阻塞，倒车碰
撞预警不可用
（Cross Traffic Not 
Available Sensor 
Blocked）

当盲区信息系统 /倒车碰撞预警系统传感器被
堵塞时显示。通常，驾驶员可通过清洁传感器
来解决。

倒车碰撞预警系统故
障
（Cross Traffic System 
Fault）

当倒车碰撞预警系统出现故障时显示。请尽快
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X 处有车辆驶近
（Vehicle Coming From 
X）

当带倒车碰撞预警 （CTA）的盲点信息系统工
作并感应到车辆时显示。

蓄电池和充电系统
消息

动作 /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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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系统信息 动作 / 描述

刹车油油量低
（Brake Fluid Level 
Low）

指示刹车油油量低，需立即检查制动系统。

请检修制动系统
（Check Brake System）

当制动系统需维护时显示。如果警告提示持续
存在或继续出现，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手刹未松
（Park Brake Engaged）

当施加了驻车制动器，且发动机正在运转，车
速超过 5 公里 / 小时时显示。如果释放驻车制
动器后警告提示持续存在，请尽快与授权经销
商联系。

车门信息 动作 / 描述

X 车门未关紧
（X Door Ajar）

在车门未完全关闭时显示。

后备箱未关紧
（Liftgate Ajar）

尾门未完全关闭时显示。

驾驶员预警信息 动作 / 描述

驾驶员预警，请立即
休息
（Driver Alert Warning 
Rest Now）

请务必停车并立即休息。

驾驶员预警，建议休
息
（Driver Alert Warning 
Rest suggested）

停车和休息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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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消息 动作 / 描述

检查燃油加油口
（Check Fuel Fill Inlet）

在燃油加油口未正确关闭时显示。

燃油油位低，续航里
程为 XXX 公里
（Fuel Level Low XXX 
mi/km to E）

燃油液位低的早期提醒显示。

钥匙和智能进入消息 动作 / 描述

未探测到钥匙
（No Key Detected）

在下列三种情形中系统没有探测到智能进入
钥匙时显示：
•  在试图起动发动机或通过循环点火时按

下起动 / 停止按钮。
•  当发动机运转时，且有一个车门打开然后

关闭。
•  起动后，当车速超过 16 公里 / 小时时。

已编程钥匙的钥匙总
数为 x
（Key Programmed x 
Keys Total）

在编程备用钥匙期间当智能进入钥匙被编入
系统时显示。

可编程钥匙的 大数
目
（Max Number of Keys 
Programmed）

在编程备用钥匙期间，当达到可编程钥匙的
大数目时显示。

踩下制动踏板以起动
车辆
（Press Brake to Start）

在未施加制动踏板的情况下，按下起动 / 停止
按钮时显示。这提醒您，若要起动发动机，在
按下起动 / 停止按钮的同时必须踩下制动踏
板。

请立即重起否则将需
要智能钥匙
（Restart Now or Key is 
Needed）

当按下起动 / 停止按钮以关闭发动机，但在车
内未探测到智能进入钥匙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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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电源已启用
（Accessory Power 
Active）

车辆处于附件点火开关位置时显示。

起动系统故障
（Starting System 
Fault）

在车辆的起动系统出现故障时显示此消息。联
系授权经销商进行维修。

钥匙和智能进入消息 动作 / 描述

车道辅助系统
（如果配备）信息

动作 / 描述

车道辅助系统 — 需要
进行故障检修
（Lane keeping Sys. 
Malfunction Service 
required）

系统发生故障。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前侧摄像头暂时不可
用
（Front Camera 
Temporarily Not 
Available）

系统已经检测到导致系统出现故障的状况。

前侧摄像头能见度低，
请清理镜头
（Front Camera Low 
Visibility Clean Screen）

系统检测到需要对前挡风玻璃进行清洗，以
使系统正确运行。

前侧摄像头故障，请
检修
（Front Camera 
Malfunction Service 
Required）

系统发生故障。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握住方向盘
（Keep Hands on 
Steering Wheel）

当系统要求驾驶员握住方向盘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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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消息 动作 / 描述

引擎机油油压低
（LOW Engine Oil 
Pressure）

尽快安全停车，关闭发动机。检查机油液位。
如果发动机运行时警告提示持续存在或继续
出现，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请尽快更换引擎机油
（Change Engine Oil 
Soon）

当机油寿命剩余 10% 或更少时显示。

需要更换机油
（Oil Change Required）

当机油寿命为 0% 时显示。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过
高
（Engine Coolant Over 
Temp）

在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过高时显示。

雨刮液位低
（Washer Fluid Level 
Low）

指示雨刮液储液罐内的雨刮液已不足 1/4。检
查雨刮液液位。

立即维修转向故障
（Steering Malfunction 
Service Now）

在转向系统需要维修时显示。请与授权经销
商联系。

维修动力转向系统
（Service Power 
Steering）

动力转向系统检测到需要维修的故障。请与
授权经销商联系。

立即维修动力转向
（Service Power 
Steering Now）

检测到动力转向系统内出现需要立即维修的
故障。请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动力转向辅助故障
（Power Steering Assist 
Fault）

由于系统错误，动力转向辅助已停用。请与
授权经销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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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Key® 消息 动作 / 描述

MyKey 已启用，请安
全驾驶
（MyKey active Drive 
Safely）

当 MyKey® 启用时显示。

MyKey 未创建
（MyKey not Created）

当 MyKey® 无法编程时，在编程钥匙期间显
示。

限速 xx 公里 / 小时
（Speed Limited to xx 
MPH/km/h）

当起动车辆，MyKey® 正在使用且 MyKey 速度
限制功能启用时显示。

汽车已接近 MyKey
高速度
（Vehicle Near MyKey 
Top Speed）

MyKey® 正在使用中，MyKey 速度限制功能开
启并且当车速为 130 公里 / 小时时显示。

汽车已接近 MyKey
高速度
（Vehicle Near MyKey 
Top Speed）

MyKey® 正在使用中，MyKey 速度限制功能开
启并且当车速为 130 公里 / 小时时显示。

请注意车速安全驾车
（Check Speed Drive 
Safely）

在MyKey®使用中且可选设置开启且车速超过
预设速度时显示。

系上安全带解除音响
静音
（Buckle Up to Unmute 
Audio）

在 MyKey® 使用中且安全带提醒器 （Belt‐
Minder®）启用时显示。

不能设定钥匙
（Could Not Program 
Key）

试图用两个现存的 MyKeys 编程备用钥匙时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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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车辅助 / 主动泊车
信息

动作 / 描述

请检查泊车辅助系统
（Check Park Aid）

当变速箱位于 R（倒档）位置并且驻车辅助已
停用时显示。

请检查后方泊车辅助
（Check Rear Park Aid）

当变速箱位于 R（倒档）位置并且驻车辅助已
停用时显示。

后方泊车辅助开启关
闭
（Rear Park Aid On Off）

显示后方泊车辅助状态。

主动泊车故障
（Active Park Fault）

当主动驻车辅助系统出现故障时显示。

地形管理 / 越野 / 陡坡
缓降信息

动作 / 描述

陡坡缓降，请减速到
XX 公里 / 小时或更低
（For Hill Descent  
Reduce Speed XX MPH/
km/h or Less）

陡坡缓降速度超过 32 公里 / 小时时显示。

陡坡缓降模式，请挂
挡
（For Hill Descent Shift 
into Gear）

陡坡缓降模式需要驾驶员将变速箱挂档时显
示。

恢复驾驶员控制
（Driver Resume 
Control）

陡坡缓降模式需要驾驶员恢复控制时显示。

陡坡缓降控制已启用
（Hill Descent Control 
Active）

陡坡缓降控制模式启用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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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坡缓降控制故障
（Hill Descent Control 
FAULT）

当陡坡缓降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时显示。

陡坡缓降控制关闭
（Hill Descent Control 
Off）

当陡坡缓降模式禁用时显示。

陡坡缓降控制关闭，
系统冷却中
（Hill Descent Control 
OFF System Cooling）

当陡坡缓降模式禁用以冷却制动系统时显
示。

陡坡缓降控制准备就
绪
（Hill Descent Control 
Ready）

当陡坡缓降模式启用时显示。

地形管理标准模式
（Terrain Management 
Normal Mode）

当驾驶员选择地形管理标准模式时显示。

标准模式已启用
（Normal Mode Active）

当前启用地形管理标准模式时显示。

地形管理雪地模式
（Terrain Management 
Snow Mode）

当驾驶员选择地形管理模式为雪地模式时显
示。

雪地，石子，草地模
式已启用
（Snow, Gravel, Grass 
Mode Active）

当前启用地形管理模式为雪地，石子，草地模
式时显示。

地形管理泥地、车辙
模式
（Terrain Management 
Mud, Ruts Mode）

当驾驶员选择地形管理模式为泥地、车辙模
式时显示。

地形管理 / 越野 / 陡坡
缓降信息

动作 /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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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地、车辙模式已启
用
（Mud, Rut Mode 
Active）

当前启用地形管理模式为泥地、车辙模式时
显示。

地形管理沙地模式
（Terrain Management 
Sand Mode）

当驾驶员选择地形管理为沙地模式时显示。

沙地模式已启用
（Sand Mode Active）

当前启用地形管理模式为沙地模式时显示。

模式变更未接受，请
重试
（Mode Change Not 
Accepted, Retry）

无法根据驾驶员需求变更地形管理模式时显
示。

地形管理系统故障
（Terrain Management 
System Fault）

当地形管理系统检测到故障时显示。

乘客感应系统信息 动作 / 描述

移除靠近乘客座位的
物体
（Remove Objects Near 
Passenger Seat）

当乘客座椅周围有物品时显示。物体从座椅
旁移除后，如果警告提示持续存在或继续出
现，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提醒器信息 动作 / 描述

方向盘已锁请转动
（Steering Lock Turn 
Wheel to Unlock）

为解除转向锁止而需要转动方向盘时显示。

请换到停车挡
（Shift to Park）

提醒换到停车挡时显示。

地形管理 / 越野 / 陡坡
缓降信息

动作 /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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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消息 动作 / 描述

胎压过低
（Low Tire Pressure）

在车辆的一个或多个轮胎的胎压过低时显
示。

胎压监测故障
（Tire Pressure Monitor 
Fault）

在胎压监测系统出现故障时显示。如果报警
灯一直亮或继续变亮，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胎压传感器故障
（Tire Pressure Sensor 
Fault）

在胎压传感器出现故障或备胎已经使用时显
示。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如何工作的更多
信息，参见车轮和轮胎章节中的胎压监测系
统 (TPMS)。如果警告提示持续存在或继续出
现，请尽快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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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系统

音响设备概述
无线电频率和接收因素
AM 和 FM 频率分别由 （美）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和加拿大无线
电和通信委员会 （CRTC）建立。这些频率有：

AM：530、 540–1700、 1710 kHz
FM：87.9–107.7、 107.9 MHz

CD/CD 播放机信息
注意：本 CD 机仅设计用来播放商业压缩的 12 厘米音频压缩光盘。由
于技术的不兼容性，有些可刻录和可重新刻录的压缩光盘片在福特
CD 机内可能不能正常播放。

注意：切勿将带有自制纸 （粘胶）标签的 CD 光盘插入 CD 播放机，
因为这种标签可能会脱落，造成 CD 卡滞。推荐使用毡头记号笔而不
是粘性标签来标记 CD 光盘。圆珠笔可能会对 CD 光盘造成损坏。更
多详情，请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注意：不要使用形状不规则的光盘或粘贴有防擦膜的光盘。
始终只允许拿在光盘边缘。仅可使用许可的 CD 清洁剂并从光盘中间
向外部边缘清洁光盘。不要以圆周运动进行清洁。
不要长时间地将光盘暴晒在阳光直射或热源的地方。

MP3 曲目和文件夹结构
能够识别和播放 MP3 单独曲目和文件夹结构的音响系统的工作原理
如下：

无线电信号接收影响因素

距离 / 强度

（Distance/Strength）

行驶位置距离 FM 电台越远，信号越弱，接收
效果越差。

地形
（Terrain）

丘陵、山地、高大建筑物、桥梁、隧道、高
速公路高架桥、停车场、茂密的树叶和雷雨
都会干扰接收。

电台过载
（Station Overload）

路过陆基广播中继塔时，较强的信号可能会
压制较弱的信号，从而导致音响系统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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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种不同的 MP3 光盘播放模式：MP3 曲目模式 （系统默认）
和 MP3 文件夹模式。

•  MP3 曲目模式可忽略 MP3 光盘上的任何文件夹结构。播放机可
播放光盘上每个 MP3 曲目（带有 .mp3 文件扩展名）的数目为从
T001 到 大 T255。注意：根据 CD 结构和当前收音机的类型，可
播放 MP3 文件的 大数目可能会变少。

•  MP3 文件夹模式表示包括同级文件夹的文件夹结构。 CD 播放机
可播放光盘上全部 MP3 曲目 （带有 .mp3 文件扩展名）和包括
MP3 文件的全部文件夹的数目分别为从 T001（音轨）、F001（文
件夹）至 T255、 F253。

•  仅使用同级文件夹创建光盘有助于导航光盘文件。
如果刻录 MP3 光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了解系统如何读取您创建
的文件夹结构。虽然可能存在不同文件（扩展名不是 mp3 的文件），
但是只有带 .mp3 扩展名的文件才能播放；其它文件将会被系统忽
略。这使得您可将同一 MP3 光盘用于工作计算机、家庭计算机和车
载系统上的不同任务。
在曲目模式下，系统显示并播放其视为同一级别深度的文件结构（播
放所有 .mp3 文件，无论是否在指定文件夹内）。在文件夹模式下，系
统只播放当前文件夹中的 .mp3 文件。

www.inhauto.com



音响系统 135
MyFordTM 系统 （如果配备）

注意：在您所处地点，某些装置也许不可用，如 SIRIUS 卫星收音机
（如果配备）。由授权经销商进行检查。
A.RADIO（收音机）：进入收音机屏幕。按下收音机屏幕下方的按钮，
选择不同的音响系统功能。
B.CD：进入 CD 模式。按下功能按钮，选择屏幕上播放选项 “Repeat
（重复播放） ” 或 “Shuffle （随机播放） ”。
C.Memory presets （存储器预设）：存储收藏电台，以备将来访问。 
对每个频段和预设按钮重复操作。
1. 按下 “ 收音机 （RADIO） ” 并选择频率。

2. 调制所需电台。
3. 按住其中一个预设按钮。系统立即静音，以确认电台已存储。

警告：驾驶车辆时分心走神可导致车辆失控，造成事故和
伤亡。福特强烈建议驾驶员在使用任何可能会将其注意力
从路上转移开的设备或功能时务必多加小心。您的首要责

任是安全驾驶。福特建议您在驾驶过程中不要使用手持设备并且
要遵守现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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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unction buttons（功能按钮）：通过按下功能正下方的相应音响按 
钮，可使用屏幕上显示的功能。功能按钮为上下文相关按钮，根据当
前模式而变化。
E.TUNE （调谐）：

•  在收音机模式下，可使用单个增量来搜索频段。
F.Reverse/Fast Forward（快退 / 快进）； AM/FM/CD Seek（AM/FM/   
CD 搜索）：

•  在收音机模式下，选择一个频段并按下 “ 搜索 ” 按钮。系统停在
其以此为目标查找到的第一个电台。

•  在 CD 模式下，选择上一个或下一个曲目。

G.OK（确定）：允许使用专用电话和媒体装置来确认命令。如果您的

车辆装备 SYNCTM，更多信息，参见 SYNCTM 章节。

H.Eject （弹出）：弹出 CD。

I.Power and Volume （电源和音量）：按下电源控制按钮，可开启和  
关闭系统。转动按钮，可调节音量。
J.CLOCK （时钟）：设定时间。使用中央箭头控制按钮，可切换选项
并设定时间。
K.SOUND（声音）：允许您调整声音设置（高音、低音、中音和均衡）。

1. 按下 “ 菜单 （Menu） ”。
2. 滚动选择 “ 音响 ”，然后按下 “OK”。
3. 滚动选择 “ 声音 ”，然后按下 “OK”。
L.MENU （菜单）：允许您使用音响系统的多个功能。参见此表格后
的菜单结构。
M.PHONE （电话）：使用 SYNC 电话功能。

N.AUX （辅助）：使用辅助输入插孔。参见本章中后续的辅助输入插
孔。
O.SIRIUS：使用 SIRIUS 卫星广播功能。

菜单结构
注意：根据系统配置，某些选项可能稍有不同、不存在或显示在屏幕
上并可使用功能按钮进行选择。
按下 “ 菜单 （MENU） ”。
按下向上和向下按钮，滚动显示选项 （如果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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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向右按钮，进入菜单。按下向左按钮，退出菜单。

收音机设定

Scan （浏览） 选择所有可接收频道的一小段音频。

RBDS/RDS Text
（RBDS/RDS 文本）

如果可用，选择它可查看附加的广播信息。
该功能默认为关闭。在设置分类时， RBDS 必
需存在。

音频设置

Spd.Comp.Vol.
（速度补偿音量级）

自动调节音量以弥补速度和风噪声的影响。您
可以在 0 到 +7 的范围内设定系统。

声音
（Sound）

您可以调节声音的设定，比如高音、中音、低
音、前后均衡和左右均衡。

CD 设置

Scan All
（全部浏览）

选择它可浏览全部所选光盘。

Scan Folder
（浏览文件夹）

选择它可浏览当前 MP3 文件夹中所有音乐。

CD Compression
（CD 压缩）

选择它可对不同的声道进行整合，达到较一致
的收听级别。

时钟设置

Set Time
（设置时间）

选择它可调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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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Date
（设置日期）

选择它可调整日期。

24h Mode
（24 小时模式）

选择它可通过 12 小时模式或 24 小时模式查看
时钟时间。

显示器设置

Dimming
（调光）

选择它可调节显示器亮度。

Language
（语言）

选择它可用英语或中文显示语言。

Temp.Setting
（温度设置）

选择它可用华氏或摄氏显示室外温度。

时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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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FM/CD 高级音响系统 （如果配备）

注意：大多数音响功能都可通过 MyFord TouchTM 系统进行控制。更 

多信息，参见 SYNCTM with MyFord TouchTM 手册。

A.Eject （弹出）：弹出一张 CD。

B.CD Slot （CD 插槽）：插入一张 CD。

C.TUNE +/TUNE ‐：
•  在收音机模式下，可使用单个增量来搜索频段。
D.Power and Volume （电源和音量）：按下电源控制按钮，可开启和  
关闭系统。转动按钮，可调节音量。
E.Seek/Reverse/Fast Forward （搜索 / 快退 / 快进）

•  在收音机模式下，选择一个频段并按下 “ 搜索 ” 按钮。系统停在
其以此为目标查找到的第一个电台。

•  在 CD 模式下，选择上一个或下一个曲目。

警告：驾驶车辆时分心走神可导致车辆失控，造成事故和
伤亡。福特强烈建议驾驶员在使用任何可能会将其注意力
从路上转移开的设备或功能时务必多加小心。您的首要责

任是安全驾驶。福特建议您在驾驶过程中不要使用手持设备并且
要遵守现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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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FM/CD SONY® 音响系统 （如果配备）

注意：大多数音响功能都可通过 MyFord TouchTM 系统进行控制。更 

多信息，参见 SYNCTM with MyFord TouchTM 手册。

A.SOURCE（源）：进入不同的音响模式，例如 AM、FM 和 A/V 输入。

B.Seek/Reverse/Fast Forward （搜索 / 快退 / 快进）

•  在收音机模式下，选择一个频段并按下 “ 搜索 ” 按钮。系统停在
其以此为目标查找到的第一个电台。

•  在 CD 模式下，选择上一个或下一个曲目。

C.SOUND（声音）：允许您调整音效设置 （高音、低音、中音、前后
均衡和左右平衡）。
D.TUNE +/TUNE ‐：
•  在收音机模式下，可使用单个增量来搜索频段。
E.Power and Volume （电源和音量）：按下电源控制按钮，可开启和  
关闭系统。转动按钮，可调节音量。

警告：驾驶车辆时分心走神可导致车辆失控，造成事故和
伤亡。福特强烈建议驾驶员在使用任何可能会将其注意力
从路上转移开的设备或功能时务必多加小心。您的首要责

任是安全驾驶。福特建议您在驾驶过程中不要使用手持设备并且
要遵守现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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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XILIARY INPUT JACK （辅助输入插孔）

辅助输入插孔 （AIJ）允许您连
接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并通过车
辆扬声器播放里面的音乐。您
可使用任何设计使用耳机的便
携式音乐播放器。音响设备延
长线的两端必须具有 3.5 mm 的   
公插头。

1. 确保车辆、收音机和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关闭且车辆位于 P 档位
（驻车档）。

2. 将延长线从便携式音乐播放器插入辅助输入插孔 （AIJ）。

3. 打开收音机。选择已调谐的 FM 电台或 CD。

4. 根据需要调节音量。
5. 打开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并将其音量调节至 1/2。

6. 按下 “AUX（辅助）” 按钮，直至显示屏上出现 “LINE” 或 “LINE IN” 
信息。即便音量较低，您也应可听到来自设备的音乐。

警告：驾驶车辆时分心走神可导致车辆失控，造成事故和
伤亡。福特强烈建议驾驶员在使用任何可能会将其注意力
从路上转移开的设备或功能时务必多加小心。您的首要责

任是安全驾驶。福特建议您在驾驶过程中不要使用手持设备并且
要遵守现行法律法规。

警告：基于安全原因，车辆移动时，不要进行连接便携式
音乐播放器或调整其设置的操作。

警告：车辆移动时，将便携式音乐播放器保存在安全的位
置，例如中控台或手套箱中。硬质物体在发生碰撞或急刹
车时会被抛射起来，这可能会增加严重伤害的风险。当车

辆行驶时，音频延长线必须足够长以便使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安全
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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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调节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的音量，直至其达到 FM 电台或 CD 的音
量级。通过在 “AUX（辅助） ” 和 FM 或 CD 控制器之间前后切换
来完成此操作。

USB PORT （通用串行总线接口）

USB 接口位于中控台内。它可以插入媒体播放设备、记忆棒和充电设
备 （如果支持）。更多信息，参见 SYNC 章节。

媒体中心 （如果配备）
媒体中心位于中控台中并配有以下装置：

A. 音频 / 视频（A/V）输入插孔

B. SD 插卡槽

C. USB 接口

更多信息，参见 MyFord Touch 章节。

警告：驾驶车辆时分心走神可导致车辆失控，造成事故和
伤亡。福特强烈建议驾驶员在使用任何可能会将其注意力
从路上转移开的设备或功能时务必多加小心。您的首要责

任是安全驾驶。福特建议您在驾驶过程中不要使用手持设备并且
要遵守现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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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

手动加热和空调系统 （如果配备）

A. 电源：按下可开启和关闭系统。系统关闭时，车外空气无法进入车
内。
B. 空气分配控制：按下此按钮，可设置下列位置的空气分配：

分配通过挡风玻璃除霜器通风口、除雾器通风口和地板通
风口的空气量。

分配通过仪表板通风口的空气量。

分配通过仪表板通风口、地板通风口和除霜器通风口的空
气量。

分配通过地板通风口的空气量。

C.A/C （空调）：按下按钮可开启或关闭空调。空调是通过车外空气
降低车内温度。为了改善起动车辆时的空调性能，在车窗稍微开启的
情况下驾驶车辆 2 至 3 分钟。

D. 循环空气：按下按钮可在外循环和内循环之间切换。按钮上的 LED
灯点亮时，乘客舱内的空气处于内循环。使用内循环可降低车内制冷
的时间并减少异味进入车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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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X A/C （ 大冷气）：通过仪表板通风口分配循环空气，以便降 
低车内温度。此模式比正常空调模式更经济和高效。
F. 车内前部温度控制：控制车内前部流动空气的温度。通过转动刻度
盘来选择所需温度。
G. 后风扇转速控制：控制车内后部空调系统出风量。按下 + 或者 ‐ 键    
选择所需的风扇转速 （出风量）。
H. 车内后部温度控制：控制车内后部流动空气的温度。按下 TEMP +   
和 TEMP ‐ 选择所需的温度。

I. REAR CTRL（后部控制）：按下此按钮，后部空调系统的控制将从前  
部控制转换到后部控制。
J. 后部空调系统电源控制：按下此键，打开和关闭后部空调系统。

K. 前风扇转速控制：控制车内前部空调系统出风量。转动按钮调节风
扇转速或者关闭。如果关闭了风扇，前挡风玻璃可能会起雾。
L. 后除霜：开启和关闭后车窗和后视镜加热功能。更多信息，参见本
章后续的加热式后车窗和后视镜。
M. 除霜：分配通过挡风玻璃除霜器通风口和除雾器通风口的空气量。
此设置还可用于除雾和清除挡风玻璃上的薄冰层。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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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区自动温度控制系统 （带 SONY® 音响系统）（如果配
备）

注意：温度单位可在华氏和摄氏之间切换。参见 MyFord Touch 或  
MyLincoln Touch 章节中菜单功能。

A.CLIMATE（空调）：按下可开启和关闭空调控制系统。系统关闭时，
车外空气无法进入车内。
B.AUTO （自动）：按下此按钮可开启全自动操作。通过温度控制选
择适当的温度。系统自动确定风扇转速、空气分配、空调操作和外循
环或内循环，以加热或制冷，维持所选温度。
C. 后除霜：开启和关闭后车窗和后视镜加热。更多信息，参见本章后
续的加热式后车窗和后视镜。如果您的车辆配备加热式后视镜，此按
钮也可将其开启。
D. 除霜：分配通过挡风玻璃除霜器通风口和除雾器通风口的空气量。
此设置还可用于除雾和清除挡风玻璃上的薄冰层。
E.A/C （空调）：按下按钮可开启或关闭空调。空调是通过车外空气
降低车内温度。为了改善起动车辆时的空调性能，在车窗稍微开启的
情况下驾驶车辆 2 至 3 分钟。

使用空调内循环可改善制冷性能和效能。
注意：在 “ 大冷气 （MAX A/C） ”、 “ 除霜 （Defrost） ” 和 “ 地板 / 
除霜 （Floor/Defrost） ” 模式下，空调自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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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AX A/C （ 大冷气）：通过仪表板通风口分配循环空气，以便降 
低车内温度此模式比正常空调模式更经济和高效。
G. 循环空气：按下按钮可在外循环和内循环之间切换。按钮上的 LED
灯点亮时，乘客舱内的空气处于内循环。使用内循环可降低车内制冷
的时间并减少异味进入车辆内。
注意：选择 “ 大冷气 （MAX A/C） ” 时，自动开启内循环，或者在 
除 “ 除霜 ” 之外的其它气流模式下也可手动开启。

注意：在炎热天气条件下为获得更好的制冷效果，选择 “ 面板
（Panel）” 或 “ 面板 / 地板（Panel/Floor）” 模式，自动开启内循环，
且打开空调。通过再次按下内循环空气按钮，可切换至新鲜空气。
H.DUAL（双区）：乘客可以独立于驾驶员侧温度之外设置其周围空气
温度。
I. 乘客温度控制：在双区模式下，按下 “+” 或 “‐”，可升高或降低车辆
内乘客侧的空气温度。
J. 风扇转速控制：按下 “+” 或 “‐” 可增加或降低车辆内循环空气量。

K. 驾驶员温度控制：按下 “+” 或 “‐” 可升高或降低车辆内的空气温度。

当双区操作取消时，此控制按钮还可调节乘客侧温度。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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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区自动温度控制系统 （带 MyTemp）（如果配备）

注意：温度单位可在华氏和摄氏之间切换。参见 MyFord Touch 或  
MyLincoln Touch 章节中菜单功能。

A.MyTemp：您只需轻触一下，便可快速调节至经常使用的设置。

按下 “+” 或 “‐” 可升高或降低温度。

按住 “MyTemp” 按钮可保存当前温度设置。如需再次进行设置，可再
次触摸 MyTouch 指示器。

B. 电源 / 风扇转速控制：按下按钮可开启和关闭系统。系统关闭时，
车外空气无法进入车内。
转动刻度盘可增加或降低风扇转速。
C.DUAL（双区）：乘客可以独立于驾驶员侧温度之外设置其周围空气
温度。
D. 循环空气：按下按钮可在外循环和内循环之间切换。按钮上的 LED
灯点亮时，乘客舱内的空气处于内循环。使用内循环可降低车内制冷
的时间并减少异味进入车辆内。
注意：选择 “ 大冷气 （MAX A/C） ” 时，自动开启内循环，或者在 
除 “ 除霜 ” 之外的其它气流模式下也可手动开启。

E.MAX A/C （ 大冷气）：通过仪表板通风口分配循环空气，以便降 
低车内温度。此模式比正常空调模式更经济和高效。

www.inhauto.com



空调148
F.A/C（空调）：按下按钮可开启或关闭空调。空调是通过车外空气降
低车内温度。为了改善起动车辆时的空调性能，在车窗稍微开启的情
况下驾驶车辆 2 至 3 分钟。

使用空调内循环可改善制冷性能和效能。
注意：在 “ 大冷气 （MAX A/C） ”、 “ 除霜 （Defrost） ” 和 “ 地板 / 
除霜 （Floor/Defrost） ” 模式下，空调自动开启。

G.AUTO （自动）：按下此按钮可开启全自动操作。通过温度控制选
择适当的温度。系统自动确定风扇转速、空气分配、空调操作和外循
环或内循环，以加热或制冷，维持所选温度。
H. 后除霜：开启和关闭后车窗和后视镜加热。更多信息，参见本章后
续的加热式后车窗和后视镜。如果您的车辆配备加热式后视镜，此按
钮也可将其开启。
I. 除霜：分配通过挡风玻璃除霜器通风口和除雾器通风口的空气量。
此设置还可用于除雾和清除挡风玻璃上的薄冰层。

后排乘客空调系统

A. 风扇转速：转动刻度盘可增加或降低风扇转速。

B. 顶部：分配通过顶部通风口的空气量。

C. 地板：分配通过地板通风口的空气量。

D. 顶部 / 地板：分配通过顶部通风口和地板通风口的空气量。

E.REAR LOCK（后部控制锁止）：这不是一个功能性操作。当指示灯点亮 
时，后部空调系统将由前部空调系统控制，不可操作后部空调控制。
F. 温度：控制车内流动空气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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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操作提示
手动加热和空调系统
•  选择 “ 除霜 ”，减少潮湿气候下堆积在挡风玻璃上的雾气。还可

升高温度和 / 或增加风扇转速，以改善清除效果。

•  降低车内湿度，不要在系统关闭或循环空气功能启用的情况下
驾驶车辆。

•  不要将物体放在前排座椅下面，因为这样会对后排座椅气流造
成干扰。

•  清除挡风玻璃底部的进气区的雪、冰或树叶。
•  为了提高空调制冷效果，起动车辆后驾驶时将车窗打开 2‐3 分钟

或直到车内 “ 空气循环排出 ”。
•  无论选择哪种空气分配设置，地板通风口处总会感觉到有少量

气流存在。
在环境温度极高的条件下，怠速静止一段时间时，建议使空调在 “
大冷气 （MAX A/C） ” 模式下运转，将鼓风机转速调节至 低设置并 
将车辆变速器置于 P 档位 （驻车档）（装备自动变速器的车辆），以
便空调系统继续输送冷风。
在 A/C （空调）模式下，为了获得 佳制冷性能，按下 “ 大冷气
（MAX A/C） ” 键。

为了获得 “ 面板 （Panel） ” 或 “ 面板 / 地板 （panel/floor） ” 模式下
的 佳制冷性能：
1. 将温度控制器移至 冷设置。
2. 选择 “A/ C （冷气） ” 和 “ 循环空气 ”，获得较冷的气流。

3. 首先将风扇置于 高鼓风机设置，然后调节至维持舒适的相应
转速。

在寒冷或潮湿的天气条件下，为了辅助侧窗除雾 / 去雾功能：

1. 选择 “ 地板 / 面板 （Floor/Panel） ”。
2. 选择 A/ C （冷气）。

3. 调节温度控制至舒适的温度。
4. 将风扇设置为 高转速。
5. 将外仪表板通风口朝向侧窗。
6. 为了增加外仪表板通风口处的气流，应关闭位于仪表板中间位

置的通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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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区自动温度控制系统
•  选择 “ 除霜 ”，减少潮湿气候下堆积在挡风玻璃上的雾气。还可

升高温度和 / 或增加风扇转速，以改善清除效果。

•  降低车内湿度，不要在系统关闭或循环空气功能启用的情况下
驾驶车辆。

•  不要将物体放在前排座椅下面，因为这样会对后排座椅气流造
成干扰。

•  清除挡风玻璃底部的进气区的雪、冰或树叶。
•  为了提高空调制冷效果，起动车辆后驾驶时将车窗打开 2‐3 分钟

或直到车内 “ 空气循环排出 ”。
•  无论选择哪种空气分配设置，地板通风口处总会感觉到有少量

气流存在。
在环境温度极高的条件下，怠速静止一段时间时，建议使空调在 “
大冷气 （MAX A/C） ” 模式下运转，将鼓风机转速调节至 低设置并 
将车辆变速器置于 P 档位 （驻车档）（装备自动变速器的车辆），以
便空调系统继续输送冷风。
在 “ 自动（AUTO）” 模式下，为了获得 佳制冷性能，按下 “ 大冷
气 （MAX A/C） ” 键。

为了在手动强制控制模式下获得 佳制冷性能：
1. 选择 “ 面板（Panel）”、“ 空调（A/C）”，然后选择 “ 循环控制 ”。
2. 将温度置于 LO。

3. 将风扇置于 高鼓风机设置。
在寒冷或潮湿的天气条件下，为了辅助侧窗除雾 / 去雾功能：

1. 选择 “ 地板 / 面板 （Floor/Panel） ”。
2. 选择 A/ C （冷气）。

3. 调节温度控制至舒适的温度。
4. 将风扇设置为 高转速。
5. 将外侧仪表板通风口朝向侧窗。
6. 为了增加外侧仪表板通风口处的气流，应关闭位于仪表板中间

位置的通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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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式后车窗和后视镜 （如配备）
加热式后车窗
注意：要使用此功能，必须打开点火开关。
按下控制按钮，清除后窗上的薄冰和雾气。在 10 分钟内再次按下控
制按钮，将其关闭。除霜功能会在 10 分钟后自动关闭或在关闭点火
开关时关闭。
不要使用 片或其它锐利物体清洁后窗内侧或去除后窗内侧的贴
纸。否则可能会损坏加热格线，且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加热式车外后视镜 （如果配备）
注意：不要使用刮 清除后视镜上的结冰或在后视镜冻结在原处时试
图重新调整后视镜玻璃。这些行为可能会对玻璃和后视镜造成损坏。
注意：不要使用粗糙的磨料、燃料或其他石油基清洁产品清洗任何后
视镜的外壳或玻璃。
当后窗除霜器启用时，两侧后视镜都可自动加热以清除冰、薄雾和浓
雾。

花粉过滤器
注意：任何时候车内都必须安装空气滤清器以防止异物进入系统。系
统运行时如果没有滤清器会导致系统老化或损坏。
您的车辆配备有花粉过滤器，它位于挡风玻璃正前方、车辆乘客侧通
风格栅下面。
花粉过滤器是用来降低进入车内的空气中悬浮颗粒的浓度，诸如，粉
尘、孢子花粉等。这种微粒过滤系统可为用户提供以下益处：
•  降低颗粒浓度，提高驾驶的舒适度。
•  提高车内的清洁度。
•  防止空调控制元件内堆积颗粒。
有关花粉过滤器更换的时间间隔，参见保养计划章节。
有关花粉过滤器的更多详情，联系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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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起动空调运行 （如果配备）
空调控制系统可在遥控起动期间调节车内温度。
遥控起动运行期间无法调节系统。打开点火开关，系统恢复至之前设
置。此时可进行调节。需要将车辆相关功能打开，例如：
•  加热式座椅
•  制冷式座椅
•  加热式方向盘
•  加热式后视镜
•  加热式后车窗
可使用信息显示控制器进行设置。参见信息显示器章节。

手动空调系统
在炎热天气条件下，空调控制系统设置为 “ 大冷气 （MAX A/C） ” 
模式。
在温和天气条件下，系统可进行加热或制冷（根据之前设置）。后除
霜器和加热式后视镜不会自动开启。
在寒冷天气条件下，“ 地板 / 除霜（Floor/Defrost）” 模式可提供 大
加热效果。后除霜器和加热式后视镜自动开启。

自动空调系统

自动设置
通过信息显示器设置：遥控起动 （Remote Start） > 空调 （Climate 
Control） > 加热器 （Heater） – 空调 （A/C） > 自动 （Auto)，可将空
调设置在 “ 自动（AUTO）” 模式下运行。空调系统自动将车内温度设
置为 22°C。

在炎热天气条件下，系统将设置为 22°C。

在温和天气条件下，系统可进行加热或制冷（根据之前设置）。后除
霜器和加热式后视镜不会自动开启。
在寒冷天气条件下，系统设置为 22°C。后除霜器和加热式后视镜自动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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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设定
通过信息显示器设置：遥控起动 （Remote Start） > 空调 （Climate 
Control）> 加热器（Heater）– 空调（A/C）> 上次设定（Last Settings）， 
以使用上次空调设置运行。车辆关闭前，空调控制系统自动使用上次
选择的设置。

加热式和制冷式装置
空调控制系统控制车辆内的其它加热式和制冷式装置。在遥控起动
期间，也可开启这些装置（如果可用，在信息显示器上选择为 “ 自动
（AUTO） ”）。加热式装置通常在寒冷天气下开启，制冷式装置通常
在炎热天气下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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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

乘坐在正确位置

如果正确使用，座椅、头枕、安
全带和安全气囊将会在碰撞中
提供 佳的保护性能。我们建
议您遵照以下准则：

•  不要倾斜椅背超出垂直位置 30 度以上。

•  乘坐在垂直位置且脊骨底部尽可能靠后。
•  调整头枕，使其顶部与您的头部平齐并尽可能靠前，保持舒适位

置。
•  身体与方向盘保持足够的距离。我们建议前胸与安全气囊盖之

间的距离至少为 250 mm。

•  手臂略微弯曲地握住方向盘。
•  腿稍微弯曲，以可以完全踩下踏板。
•  将安全带的肩带穿过肩部中央并将腰带紧紧环绕髋部。
确保驾驶位置舒适并可完全操控车辆。

警告：乘员坐姿不正确或座椅靠背倾斜得太多，会造成人
体重量不在座垫上，将影响副驾驶传感系统的判断，若发
生碰撞将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始终保持紧靠座椅靠背

垂直就坐，将脚放在地板上。

警告： 座椅靠背后倾可能造成乘客在座椅安全带下滑动，
万一发生碰撞事故将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警告：不要将货物堆的高过座椅靠背，以降低发生碰撞或
急刹车时乘员受到伤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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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枕

注意：调整任一头枕之前，将靠背调整至垂直位置即驾驶 / 行驶位
置。正确调整头枕，使头枕顶部与您的头顶平齐并使其尽可能靠近头
部后面。对于非常高大的乘客，将头枕调整至其 高位置。要调整头
枕，执行以下操作：

前部座椅头枕

第二排中央座椅头枕 （如果配
备）

头枕包括：
A. 一个吸能型头枕

B. 金属杆

C. 导套调节 / 释放按钮

D. 导套解锁 / 取出按钮

警告：为了使发生碰撞时颈部受伤的风险降到 小，在头
枕调整到适当位置之前，驾驶员和乘客不应就坐和 / 或操
作车辆。驾驶员切勿在车辆行驶时调整头枕。

警告：可调式座椅头枕是一个安全装置。当座椅有人就坐
时，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安装并调整头枕到正确位置。

警告：正确安装头枕，以使发生碰撞时颈部受伤的风险降
至 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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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向上拉头枕 （A）。

•  降下：按住导套调节 / 释放按钮 （C）并向下推头枕 （A）。

•  拆卸：向上拉头枕，直至其到达 高调节位置，然后按住调节 /
释放按钮 （C）和解锁 / 取出按钮 （D），再向上拉头枕。

•  重新安装：将金属杆对准插入导套中并向下推头枕，直至其锁
止。

第二排外部座椅头枕

头枕包括：
A. 一个吸能型头枕

B. 金属杆

C. 导套解锁 / 取出按钮

D. 折带

•  折叠头枕：拉动折带 （D）。向后并向上拉以复位。

•  拆卸头枕：折叠头枕。按住解锁 / 取出按钮（C），再向上拉头枕。

•  重新安装：将金属杆对准插入导套中并向下推头枕，直至其锁
止。

第三排座椅头枕

头枕包括：
A. 一个吸能型头枕

B. 金属杆

C. 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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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叠头枕：拉动折带 （C）。向后并向上拉以复位。

注意：按下电动折叠座椅上的 stow （存放）或 fold （折叠）按钮， 
自动折叠头枕。

倾斜头枕 （如果配备）
前排头枕可能配备了倾斜功能，使得更为舒适。要倾斜头枕，执行以
下操作：

1. 将座椅靠背调整至垂直位置
即驾驶 / 行驶位置。

2. 通过轻轻拉动头枕顶部，将
头枕向前倾斜。

一旦其位于 向前位置，再次将其向前倾斜将回到垂直位置。
注意：倾斜头枕后，切勿尝试强制将其向后拉。相反，继续将头枕向
前倾斜，直至其回到垂直位置。

手动座椅

倾斜度调节

警告：始终在座椅靠背垂直且腰部安全带紧贴身体并在下
方环绕髋部的状态下驾驶或行驶。

警告 ： 切勿在车辆行驶时调整驾驶员座椅或座椅靠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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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移动座椅

腰托调节 （如果配备）

警告： 松开操纵杆后，前后摇动座椅，确保其完全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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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座椅 （如果配备）

电动座椅调节

电动腰托

警告 ： 切勿在车辆行驶时调整驾驶员座椅或座椅靠背。

警告：在座椅靠背返回至其原始位置之前，确保没有货物
或任何物体卡在座椅靠背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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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功能 （如果配备）
位于驾驶员侧门上的记忆功能
控制器可以使驾驶员座椅，电
动后视镜，转向柱（如果配备）
和电动可调节踏板（如果配备）
自动移动至三个事先编程好的
位置上。

编程记忆位置
注意：随时都可编程记忆位置。
•  要编程位置 1，使用相关控制按钮移动驾驶员座椅和后视镜至预

定位置。按下并按住按钮 1 至少 2 秒钟。系统将发出一声鸣声以
确认记忆位置已设置。

•  要编程位置 2 和 3，使用相应按钮重复上述步骤。

调用记忆位置
已编程的记忆位置可在下列情况下调用：
•  若点火开关未打开，可在任一档位下调用。
•  若点火开关打开，仅可在 P 档位 （驻车档）或 N 档位 （空档）

下调用。
按下所需的记忆控制，可调用记忆位置。

使用遥控器调用记忆位置
当您按下遥控器开锁按钮 （若记忆功能已经编程到该遥控器）或者
输入被编程用于记忆位置的有效私人进入密码时，也可调用记忆位
置。如果舒适进出功能启用，座椅将首先移动至舒适进出位置。当钥
匙插在点火开关内或按钮起动系统（如果配备）置于附件模式 / 起动
位置，则座椅将移动至 终位置。
要将记忆功能编程到遥控器上，参见钥匙和遥控器。

舒适进出功能 （如果配备）
在下列情况下，该功能可自动使驾驶员座椅向后移动 5 厘米：

•  变速箱位于 N 档 （空挡）或者 P 档 （驻车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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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钥匙从点火开关锁柱内拔出或按钮起动系统（如果配备）关闭。
在下列情况下，座椅将移动至原始位置：
•  变速箱位于 N 档 （空挡）或者 P 档 （驻车档）

•  钥匙插在点火开关锁柱内或按钮起动系统 （如果配备）置于附
件模式 / 起动位置。

舒适进出功能可通过车辆信息中心关闭或开启。

加热式座椅 （如果配备）

座椅加热器仅在点火开关位于 ON 位置时才起作用。

注意：不要进行以下操作：
•  将重物放置在座椅上
•  有水或任何其他液体流到座椅上时使用座椅加热器。要首先使

座椅彻底变干。
要使用座椅加热器：

按下座椅加热器按钮，可以实现座椅在加热温度调
节，或关闭加热功能之间循环。加热器温度调节由更
多指示灯来指示。

警告： 由于老年、慢性病、糖尿病、脊髓伤损、药物、饮
酒、疲劳或其他身体状况而无法感知皮肤疼痛的人使用座
椅加热器时必须要多加小心。座椅加热器可能会造成烧

伤，即便温度较低，尤其是长时间使用时。不要将任何隔热物体放
在座椅上，如毛毯、垫子，因为这可能造成座椅加热器过热。不要
用钉、针或其他尖头物体扎破座椅，因为这可能损坏加热元件，进
而可能造成座椅加热器过热。座椅过热可能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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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式和制冷式座椅 （如果配备）
加热式座椅

座椅加热器仅在发动机运转时才能正常工作。
注意：不要进行以下操作：
•  将重物放置在座椅上
•  有水或任何其他液体流到座椅上时使用座椅加热器。要首先使

座椅彻底变干。
要使用座椅加热器：

按下座椅加热器按钮，可以实现座椅在加热温度调
节，或关闭加热功能之间循环。加热器温度调节由更
多指示灯来指示。

如果座椅加热工作时发动机转速降低至 350 转 / 分以下，加热功能将
自动关闭并且需要重新启用才恢复加热功能。

制冷式座椅
座椅制冷功能仅在发动机运转时才能正常工作。
要使用座椅制冷功能：

按下制冷按钮，可以实现座椅的温度调节，或关闭制
冷功能之间循环。制冷温度调节由更多指示灯来指
示。

如果座椅制冷工作时发动机转速降低至 350 转 / 分以下，制冷功能将
自动关闭并且需要重新启用才回复功能。

警告： 由于老年、慢性病、糖尿病、脊髓伤损、药物、饮
酒、疲劳或其他身体状况而无法感知皮肤疼痛的人使用座
椅加热器时必须要多加小心。座椅加热器可能会造成烧

伤，即便温度较低，尤其是长时间使用时。不要将任何隔热物体放
在座椅上，如毛毯、垫子，因为这可能造成座椅加热器过热。不要
用钉、针或其他尖头物体扎破座椅，因为这可能损坏加热元件，进
而可能造成座椅加热器过热。座椅过热可能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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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前排座椅加热 / 制冷功能启用时，您会听见座椅内部传来的
风扇运转声音。这属正常。

加热式和制冷式座椅过滤器更换 （如果配备）
温度调节功能的座椅，必须定期更换过滤器。请参见车辆保养信息。
过滤器位于前排座椅的下部，可以在第二排搁脚区域将其取出。一直
向前移动前排座椅至 前位置，便于取出过滤器。

取出过滤器：
1. 关闭点火开关。
2. 向上推动过滤器外部的刚性

端，一但有松动的迹象，逆
时针转动过滤器，取出过滤
器。

安装过滤器：
1. 首 先 将 过 滤 器 放 置 在 壳 体

中，确保 前端始终置于壳
体中。

2. 将过滤器外端中部向里推，
旋转入壳体，直到过滤器安
装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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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座椅
第二排座椅

倾斜度调节

提起手柄以向后或向前调节座
椅靠背。座椅靠背可以向前折
叠，直到靠背处于水平位置。

折叠放平座椅靠背
提起把手，向前折叠座椅靠背，
直到靠背处于水平位置。

注意：对于长条座椅，在翻折座椅靠背前，请确保中部安全带已经解
开。

警告：始终在座椅靠背垂直且腰部安全带紧贴身体并在下
方环绕髋部的状态下驾驶或行驶。

警告： 座椅靠背后倾可能造成乘客在座椅安全带下滑动，
万一发生碰撞事故将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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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移动座椅 （如果配备）

第三排座椅

第三排座椅使用 （手动座椅）

注意：在翻转第二排座椅前，移除座椅上的物品，并确保在第二排座
椅前的地板上没有类似于手提包或公文包的大型物品。
注意：对于第二排的长条座椅，在折叠座椅靠背前，确保中部安全带
已经松开。
注意：您可能需要将前排座椅向前移动，以使第二排座椅完全翻转。
注意：若有必要，您可能需要降低中央头枕（如果配备）的高度。请
参见之前的头枕章节。
折叠和翻转第二排座椅，以进入第三排座椅：

警告：在座椅靠背返回至其原始位置之前，确保没有货物
或任何物体卡在座椅靠背后面。在座椅靠背返回至其原始
位置后，用力拉座椅靠背以确保其完全锁止。如果发生急

刹车或碰撞，未锁止的座椅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

警告：不要在车辆行驶时，调节和松开座椅在地板上的锁
止装置。不要在座椅处于翻倒位置时运行车辆。无论座椅
上是否有人就坐，务必确保座椅固定在车内地板上。如果

座椅没有被固定在地板上或者处于翻转位置，发生急刹车时可能
会造成损伤。

www.inhauto.com



座椅166
1. 通过拉动头枕的释放带，折
叠外部座椅头枕。

2. 提起位于座椅侧面的把手，
将 座 椅 靠 背 折 叠 至 水 平 位
置。

3. 提起把手并保持，直到座椅
与 地 板 分 离。向 前 翻 转 座
椅，以进入第三排座椅。

4. 若要在翻倒位置往地面方向
翻转座椅靠背，向下旋转座
椅，直到您听到锁止至地板
的咔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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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向车辆后部方向提起并旋转
座椅靠背，直到您听见一声
咔哒声以指示座椅锁止在垂
直位置。

注意：如果座椅后方锁扣没有与地板锁闩正确地锁止，将不能向上翻
转座椅靠背。如果座椅靠背不能向上翻转，请重复步骤 4。

6. 向后并向上拉动头枕以使其回复至标准调节位置。

确保座椅后方锁扣与地板锁闩
正确地锁止。
注意：确保座椅和座椅靠背安全
地锁止到位。保持地板区域没
有物体干扰，以使座椅正确接
合。

进入第三排座椅 （电动折叠和翻转座椅 — 如果配备）

按住位于后门开口处背面的控制按钮，向下
折叠座椅靠背并向前翻转座椅，以便进入第
三排座椅。

警告：将其折叠时，确保座椅无人就坐。当座椅有人就坐
时，折叠座椅可能会导致乘员受伤或座椅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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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第三排座椅 （手动和电动折叠座椅和翻转座椅）

注意：若有必要，您可能需要降低中央头枕（如果配备）的高度。参
见之前的头枕章节。

1. 通过拉动头枕的释放带，折
叠外部座椅头枕。

2. 拉动位于第二排座椅后方的
释放带。这将使座椅靠背向
前折叠。再次拉动释放带，
向前翻转座椅，以便于从第
三排座椅出来。

警告：在座椅靠背返回至其原始位置之前，确保没有货物
或任何物体卡在座椅靠背后面。在座椅靠背返回至其原始
位置后，用力拉座椅靠背以确保其完全锁止。如果发生急

刹车或碰撞，未锁止的座椅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

警告：不要在车辆行驶时，调节和松开座椅在地板上的锁
止装置。不要在座椅处于翻倒位置时运行车辆。无论座椅
上是否有人就坐，务必确保座椅固定在车内地板上。如果

座椅没有被固定在地板上或者处于翻转位置，发生急刹车时可能
会造成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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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在翻倒位置往地面方向
翻转座椅靠背，向下旋转座
椅，直到您听到锁止至地板
的咔哒声。

4. 向车辆后部方向提起并旋转
座椅靠背，直到您听见一声
咔哒声以指示座椅锁止在垂
直位置。

注意：如果座椅后方锁扣没有与
地板锁闩正确地锁止，将不能
向上翻转座椅靠背。如果座椅
靠背不能向上翻转，请重复步
骤 4。

5. 向后并向上拉动头枕以使其回复至标准调节位置。

确保座椅后方锁扣与地板锁闩
正确地锁止。
注意：确保座椅和座椅靠背安全
地锁止到位。保持地板区域没
有物体干扰，以使座椅正确接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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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第三排的手动座椅
1. 移除座椅上和储物桶中的所有物品。

2. 通过拉动头枕的释放带，折
叠外部座椅头枕。

3. 在向前推动座椅靠背时通过
拉住释放带 （1），从车辆后
部折叠座椅靠背。一但座椅
靠背开始向前旋转，松开释
放带。

4. 当拉动位于座椅靠背顶部的
释放带时，通过拉动释放带
（2）释放坐垫锁闩，将座椅
一直翻转至地板中的存储区
域。

注意：不要把座椅固定锚作为行李捆绑带的固定点。

注意：不要将已折叠的第三排座
椅靠背作为装载物品的地板。

注意：在存储座椅时，确保座椅底部区域没有任何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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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第三排座椅
注意：在取出座椅前，确保承载地板上没有任何物体，如书本，手提
包和公文包。在取出座椅前，若没有事先移除承载地板上的所有物
体，将会导致座椅损坏。
注意：在取出座椅前，确保承载地板下的区域不受任何物体干扰。

1. 通过按压并向上拉起手柄，
从地板中存储区域中松开并
提起座椅。一但座椅处于垂
直位置，推倒座椅，使座椅
与锁扣接合。

2. 为了将座椅靠背恢复至垂直
位置，拉住释放带 （1），同
时拉动位于座椅靠背上的长
释放带以提起座椅靠背。

3. 向上拉座椅头枕以恢复至标准使用位置。

警告： 通过推拉座椅，确保座椅正确锁止到车辆地板上。
如果没有锁止到位，在急刹车时，座椅可能会造成伤害。

警告：在座椅靠背返回至其原始位置之前，确保没有货物
或任何物体卡在座椅靠背后面。在座椅靠背返回至其原始
位置后，用力拉座椅靠背以确保其完全锁止。如果发生急

刹车或碰撞，未锁止的座椅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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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要在此位置使用座椅，否则会导致座椅损坏。

电动折叠 （PowerFold®）第三排座椅 （如果配备）
注意：第三排座椅具有障碍物探测功能，如果撞击到障碍物，座椅将
停止移动并反向运行，这样可以将障碍物移除。
注意：当启用了电动座椅功能时，按下其他按钮将停止座椅首选操作
的运行。在按下另一功能按钮前，可完成座椅首选操作的运行。
注意：在取出座椅前，确保承载地板上没有任何物体，如书本，手提
包和公文包。在取出座椅前，若没有事先移除承载地板上的所有物
体，将会导致座椅损坏。
注意：若要将座椅完全存放于存储位置，存放座椅前不要在座椅下方
放置物体。移除座椅上和储物桶中的所有物品。
注意：如果第三排电动座椅过早地停止运作，或者未运行至预期位
置，按下 FOLD（折叠）按钮 （C）复位座椅，以使其回到标准位置。

这些座椅具有电动一触式功能，可以折叠和存放座椅。
•  电动折叠座椅仅在变速箱换挡杆置于 P 档（驻车档），且尾门打

开时起作用。
•  如果点火开关关闭，此功能仍在运行，蓄电池节电器将在 10 分

钟后关闭此功能。通过按下遥控器上的解锁按钮或者无钥匙进
入系统密码锁上的解锁按钮，可以重新启用电动座椅。参见钥匙
和遥控章节。

警告： 请不要在第三排座椅旋转到后向位置时驾驶车辆。
急刹车时，座椅安全带在此位置将无法发挥作用，且第三
排座椅可能急速旋转返回至前向位置，所有这些都会导致

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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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电动座椅按钮位于第三排座椅后方，左手侧四分之一饰板处。

A.NORMAL （标准）：按下此按钮，将座椅回复至标准乘坐位置。

B.STOW （存储）：按下此按钮，将座椅存放至地板存放区域。

C.FOLD （折叠）：按下此按钮，折叠座椅靠背。

D.RH / BOTH / LH（右侧 / 两侧 / 左侧）：按下此按钮，选择标准模式、    
存储模式和折叠模式，以启用右侧座椅、左侧座椅和两侧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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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电源插座

辅助电源插座

注意：如果在关闭发动机后继续使用插座，蓄电池将放电。可能没有
足够电量重新起动发动机。
注意：不要用任何其他物体插入电源插座。否则将损害插座和烧坏保
险丝。
注意：不要将任何类型的附件或附件支架悬挂在插头上。
注意：不要在车辆电源插座上使用超过 12V 直流电 /180W 容量的电
器，否则会烧坏保险丝。
注意：不要将电源插座用于点烟器。
注意：电源插座使用不当可能会造成保修范围之外的损坏。
注意：在用完电源插座后，盖上保护盖。
使用电源插座时，请起动发动机。为防止蓄电池放电：
•  发动机不运转时，若非必要不要长时间使用电源插座。
•  不要让设备通宵或在车辆停放时长时间插入在插座中。

位置
辅助电源插座位于：
•  中央控制台前部
•  在辅助储物箱内
•  中央控制台后部，可坐在后排座椅上使用
•  在后备箱区域。

110 伏交流电源插座 （如果配备）

注意：不使用时请始终保持电源插座盖关闭。
注意：在没有运行发动机的情况下打开点火开关，电源插座只能使用
13 分钟。在使用插座时，请保持发动机运行。

警告 ： 不要将选配的电器附件插入点烟器插座 （如果配
备） 。不正确的使用点烟器造成的损坏不在您保修范围
内，并且会导致火灾或者严重伤害。

警告：在不使用用电器时，请把用电器从插座上取下。不
要将任何延长线用于 110 伏交流电源插座，它可能会使安
全保护功能失效。由于向多个装置提供动力，可能会引起

电源插座的负荷超过 150W 的限制，这会导致火灾或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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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伏的交流电源插座用于功率至多达 150W 的用电设备。如果功率
超过 150W 限制，电源插座将暂时自动切断电源以提供过载保护。

电源插座位于中控台的后部。

在电源插座上使用以下电器，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  显像管电视机
•  电机负载。比如：吸尘器，电锯和其他电动工具，带压缩机的冰

箱等。
•  处理精确数据的精密仪器，比如：医疗设备，测量设备等。
•  需要在极度稳定电流下工作的其他设备：

使用微机控制的电热毯，触感灯等。
如果电源插座过载、过热或短路，电源插座可能会切换到故障模式。
如果出现超载和短路问题，断开用电器，关闭点火开关然后再次打开
点火开关。如果出现过热问题，使系统冷却，关闭点火开关然后再次
打开点火开关。
电源插座可以在打开点火开关或者指示灯点亮的状态下提供电源。
指示灯在电源插座顶部的左上角位置。
指示灯状态：
•  亮 — 电源插座可以使用

•  不亮 — 电源插座不能使用；点火开关关闭

•  闪烁 — 电源插座在故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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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物箱

中央控制台

您的车可能装备了各种控制台功能。包括：
A. 杯托

B. 带电源插座的储物箱

C.中控台后侧的电源插座和110
伏交流电源插座 （如果配备）
D. 排挡杆前侧的辅助 AV 接口，
USB 接口和电源插座

后中控台 （如果配备）
A. 向前翻转扶手可提供平坦的
承载托板
B. 储物箱

C. 杯托

顶置控制台
顶置控制台的外观可根据您的选装组件而有所不同。

按下顶置控制台后仓门边缘，
打开储物仓。

警告：杯托仅适用于软杯。硬质物体在碰撞中可能对您造
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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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和停止发动机

概述

如果断开蓄电池，再次连接蓄电池之后大约 8 公里，车辆可能会显示
一些与往常不同的驾驶特性。这是因为发动机管理系统必须将其自
身与发动机重新校准。在此期间，可忽略任何与往常不同的驾驶特
性。
起动车辆时，操纵之前和操作期间避免踩下油门踏板。仅在起动困难
时使用油门踏板。

点火开关 （如果配备）
注意：车辆关闭和停放车辆之后，不要将钥匙留在点火开关中。否则
会造成蓄电池漏电。
注意：若要在车辆运行时关闭发动机，将档位切换到 N 档 （空挡）
并使用制动系统，将车辆安全平稳地停下。车辆停止后，关闭发动机
并换档至P档（驻车档），然后将钥匙转动至 “附件 ”或 “关闭 ”位置。

警告：汽车静止时发动机在高转速下长时间运转将在发动
机和排放系统内产生非常高的温度，进而造成起火或其他
损坏的风险。

警告：不要在干草丛或其他干燥的地面覆盖物中停车、怠
速或驾驶车辆。排放系统可加热发动机舱和排气系统，可
能会造成火灾。

警告：不要在密闭的车库或其他封闭空间内起动车辆。废
气是有毒的。在起动发动机之前始终开启车库门。

警告：如果在车辆内部闻到废气气味，请立即将车辆送至
授权经销商处进行检查。如果您闻到废气，不要驾驶车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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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ff （关闭）：点火开关已关闭。

B.Accessory （附件）：允许某些电器附件在发动机未运转时运行。

C.On（开启）：所有电路都工作。警告灯和指示器亮起。这是驾驶时
的钥匙位置。
D.Start （起动）：起动发动机。发动机可能连续发动长达 10 秒钟或
直至车辆起动。发动机一经起动则立即释放钥匙。

无钥匙起动 （如果配备）

注意：有效的智能进入钥匙必须位于车辆内部以开启点火和起动发动
机。
注意：如果车辆上锁，所有遗留在车内的遥控器可能无法起作用。如
果您尝试起动发动机，信息显示器将显示一条没有探测到钥匙的信
息。按下遥控器上的解锁按钮，然后起动发动机。

点火开关打开 （ON）模式

打开点火开关，按下起动按钮。所有电路和附件
都工作且警告灯和指示器亮起。

警告： 如果钥匙靠近金属物体或电子设备 （例如手机），
无钥匙起动系统可能无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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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您的车辆
1. 确保变速器位于 P 档 （驻车档）。

2. 完全踩下制动踏板。
3. 按下起动按钮。发动机可能连续发动长达 10 秒钟或直至车辆起

动。
要关闭点火，在车辆开启或发动机运转时按下起动按钮。
在以下情况下，被动式起动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  智能进入钥匙频率被阻塞。
•  智能进入钥匙电池电量耗尽。
如果无法起动车辆，执行以下操作：

1. 找到位于中央控制台储物箱
前方的钥匙备用插槽。

2. 将 智 能 进 入 钥 匙 插 入 钥 匙
座。

3. 在智能进入钥匙位于此位置
的情况下，可使用起动按钮
开启点火并起动车辆。

车辆静止时停止发动机
1. 将换档杆移动至 P 档 （驻车档）。

2. 按下起动按钮。
注意：点火、所有电路、警告灯和指示器都将关闭。

车辆运动时停止发动机
1. 按住起动按钮至少 1 秒钟或在 2 秒钟内按下起动按钮 3 次。

2. 将档位切换到 N 空档并施加制动，使车辆安全平稳地停下。

3. 车辆停稳后，关闭发动机并将档位切换到 P 档 （驻车档）。

警告：在车辆仍然运动时关闭发动机将会造成制动和转向
辅助失效。转向系统不会被锁止，但是需要更大的作用
力。点火关闭时，一些电路、警告灯和指示器也可能会关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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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重新起动
快速重新起动功能允许您在无有效钥匙的情况下在关闭车辆的 20 秒
钟内重新起动车辆。在 20 秒之内，踩下制动踏板并按下起动按钮可
以起动车辆。超过 20 秒钟后，在车内没有钥匙的情况下，您将不能
起动车辆。
车辆一旦起动，将连续运转，直至按下起动按钮，即便在车辆内没有
查找到有效钥匙。如果车辆运行时任一车门开启然后关闭，系统将搜
索车辆内的有效钥匙。如果在 20 秒钟内没有探测到有效钥匙，您将
无法起动车辆。
您的车辆可能具有遥控起动的能力。参见钥匙和遥控器章节中的遥
控起动。

起动汽油发动机
起动发动机时，怠速转速增加，以预热发动机。如果发动机怠速转速
没有自动降低，则让授权经销商对车辆进行检查。
起动车辆之前，检查以下内容：
•  确保所有乘员都系好安全带。
•  确保前照灯和电器附件关闭。
•  确保驻车制动器开启。
•  确保变速器位于 P 档 （驻车档）。

•  在不起动发动机时打开点火开关。
一些警告灯将短暂亮起。
注意：不要触碰油门踏板。
1. 完全踩下制动踏板。
2. 将变速器选档杆移动至 P 档 （驻车档）或 N 档 （空档）。

3. 起动发动机。发动机可能连续发动长达 15 秒钟或直至其起动。

注意：如果在首次尝试时不能起动发动机，等待一段时间，然后再次
尝试。
如果温度低于 ‐25°C 时发动机起动困难，轻轻踩下油门踏板并再次尝
试。
如果在 3 次尝试后仍然无法起动发动机，等待 10 秒钟，然后遵照以
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完全踩下制动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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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全踩下油门踏板并保持在该位置。
3. 将变速器选档杆移动至 P 档 （驻车档）或 N 档 （空档）。

4. 起动发动机。
如果您的车辆配备按钮起动系统，有关点火模式参见本章节中的无
钥匙起动。

防范废气

重要的通风信息
如果停下车辆并让发动机长时间怠速运转，我们建议您执行以下操
作之一：
•  打开窗至少 2.5 cm。

•  将空调设置为外循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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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和加油

安全注意事项

处理汽车燃油时请遵守以下准则：
•  在向您的车辆添加燃油之前，请熄灭所有冒烟的物质及任何明

火。
•  添加燃油前始终关闭车辆发动机。
•  吞食汽车燃油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燃油，例如汽油，是剧毒

物质，如果被咽下，会导致死亡或永久性伤害。如果燃油被咽
下，请立即请医生治疗，即便没有任何症状立即显现出来。燃油
的毒性作用可能在数小时内都不明显。

•  避免吸入燃油蒸汽。吸入太多任何种类的燃油蒸汽都会导致眼
睛和呼吸道刺激。严重情况下，过度或长期呼吸燃油蒸汽会造成
严重的疾病和永久性伤害。

警告：不要将油箱加注的过满。过满油箱内的压力可能造
成泄漏，导致燃油喷出和火灾。

警告：燃油系统可能会处于压力之下。如果您听到在燃油
加油口附近有嘶嘶响声，不要添加燃油，直至响声停止。
否则，燃油可能会溅出，可能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警告：如果被误用或误处理，汽车燃油会造成严重伤害甚
至死亡。

警告：燃油流过加油枪时会产生静电，如果燃油被加入不
接地的燃油容器可造成火灾。

警告 ： 燃料乙醇和汽油可能含有致癌物质 ‐ 苯。

警告：添加燃油时，请务必关闭发动机，并且绝对不允许
火花或明火靠近加油口。切勿在添加燃油时抽烟。在特定
情况下，燃油蒸汽是极其危险的。务必小心，避免吸入过
量油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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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燃油液体进入您的眼睛。如果燃油溅入眼睛，请取下隐形眼
睛 （若佩戴），用清水清洗 15 分钟并寻求医药治疗。未能寻求
合适的医药治疗可能导致永久性损伤。

•  燃油如经皮肤吸收，也是有危害的。如果燃油溅落在皮肤和 / 或
衣服上，请迅速脱掉污染的衣服并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洗皮肤。皮
肤屡次或长期接触燃油液体或蒸汽会造成皮肤刺激。

•  如果您正在服用治疗酒精中毒的 “ 安塔布司 ” 或其他类型的戒酒
硫，务必特别小心。吸入汽油蒸汽或皮肤接触可能造成不良反
应。对于容易敏感的人，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损伤或疾病。如
果燃油溅落在皮肤上，请迅速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洗皮肤。如果您
出现不良反应，请立即咨询医生。

燃油品质
注意：使用推荐燃油以外的任何燃油都可能造成动力系统受损、车辆
性能下降，且修理作业可能不在保修范围内。

选择合适的燃油
仅使用无铅燃油或混合 多有 15% 乙醇的无铅燃油。不要使用燃料
乙醇 （E85）、柴油、燃料甲醇、含铅燃油或任何其它燃油，因为它
们会损坏排放控制系统或削弱其性能。法律禁止使用含铅燃油。

推荐辛烷值
3.5 升 V6 发动机

推荐使用辛烷值为93的无铅汽油。不推荐使用辛烷值低于93的燃油。

2.0 升 /3.5 升 EcoBoost® 发动机

推荐使用辛烷值为 93 的无铅汽油。不推荐使用辛烷值低于 93 的燃  
油。高级汽油可提供更优良的性能，推荐在重载工况如牵引挂车时使
用高级汽油。
注意：在采用国五 （京五）排放标准的地区，不推荐使用辛烷值低
于 92 的国五 （京五）汽油。

如果您的发动机偶尔出现轻微的爆震，
不要担心。但是，如果使用推荐辛烷值
的燃油时出现严重的爆震，请联系授权
经销商，以防发动机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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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耗尽
避免发生燃油耗尽，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对动力系统组件产生不利
影响。
如果您的燃油已经耗尽：
•  添加燃油后，您可能需要从关闭到开启循环点火数次以使燃油

系统从油箱向发动机泵油。重新起动发动机时，起动持续时间将
比正常起动多用数秒钟。对于无钥匙点火，仅需起动发动机即
可。起动持续时间要比平时长。

•  正常来说，添加 3.8L 燃油即足以重新起动发动机。如果车辆燃油
已耗尽且此时正位于陡坡上，可能需要超过 3.8L 燃油。

•  发动机故障指示灯可能会亮起。欲了解有关发动机故障指示灯
的更多信息，参见组合仪表章节中的警告灯和指示器。

使用便携式燃油容器添加燃油

注意：不要使用售后市场漏斗；它们不适用于燃油加注口并会对其造
成损坏。附带漏斗是为您的车辆专门设计的，工作安全可靠。
从便携式燃油容器向车辆燃油加注口加油时，请使用车辆附带的漏
斗。

1. 找到放在备胎舱的白色塑料
漏斗。

2. 缓慢地将漏斗插入到燃油加
注口。

3. 从便携式燃油容器向车辆加
油。

4. 完成加油后，清洗漏斗或将其适当处理。如果您将漏斗遗失，可
从授权经销商处购买另外的漏斗。

警告：不要将便携式燃油容器的壶嘴或售后市场漏斗插入
到燃油加注口。否则可能损害燃油加注口及其密封，也可
能造成燃油流至地面而不是注入油箱，导致严重的人身伤

害。

警告：不要尝试使用外物撬开或推开燃油加注口。否则可
能损害燃油加注口及其密封，对您或他人造成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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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燃油

未接地的便携式燃油容器添加燃油时，为了避免静电电荷积聚，请遵
照以下准则：
•  将许可的便携式燃油容器放置于地面上。
•  切记不要在便携式燃油容器还在车辆内 （包括装货区域）时往

油箱内添加燃油。
•  添加燃油时，保持加油枪插入到燃油容器内。
•  切记不要使用可将燃油泵把手保持在加油位置的设备。

Easy Fuel®“ 无盖 ” 燃油系统

当为您的车辆添加燃油时：
1. 关闭发动机。
2. 通过按动加油盖的中部 （离开盖子边缘大约 1 英寸）处，打开

加油盖。
3. 缓慢地将加油枪插入到燃油系统中，使加油枪完全地插入直到

您完成泵油。
4. 当您完成泵油后，缓慢地取出加油枪 — 加油后大约 10 秒钟，缓

慢地取出加油枪。这使得残余燃油流进油箱内而不会溅落在车
辆上。

警告：燃油蒸汽一旦燃烧将特别猛烈，燃油火灾可能造成
严重损伤。为了避免损伤您及他人：

•  请阅读并遵守加油站的所有守则；
•  当您添加燃油时，请您关闭发动机；
•  如果您靠近燃油或为您的车辆添加燃油时，请不要吸烟；
•  务必使火花、火焰或冒烟物体远离燃油；
•  当为您的车辆添加燃油时，请站在车外并且不要在无人看管

的情况下离开加油泵 — 在某些地方这样做是违法的；

•  务必使儿童远离加油泵；切勿让儿童泵油；
•  添加燃油时，请不要使用个人电子设备。

警告： 如果您听到在燃油加注口附近有嘶嘶响声，这时，
燃油系统可能会处于压力之下，响声停止前不要添加燃
油。否则，燃油可能会溅出，可能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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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将油箱加注的过满可能发生燃油泄漏事故。不要将油箱加
注的过满，加注燃油到能够旁通至加油嘴的程度。过满的燃油可能流
至位于加油口壳体内部的排油口，然后流向地面。
如果燃油加油口未正确关闭， Check Fuel Fill Inlet（检查燃油加油口）    
的信息会显示在信息显示器上。
如遇此情况，执行以下操作：
1. 安全停车。
2. 关闭发动机。
3. 打开燃油加油口盖，清除加油口处的任何可见碎屑。
4. 插入车辆随带的加油枪或加油漏斗数次，清除所有碎屑和 / 或使

加油口完全关闭。
如果此操作可解决问题，此信息可能不会立即重置。可能需要数次驾
驶操作循环来关闭此信息。一次驾驶循环包括一次发动机起动 （发
动机关闭后 4 小时或数小时）和随后的城市 / 公路行驶。在此信息一
直显示时继续驾驶车辆可能会造成发动机故障指示灯同时变亮。

燃油消耗量
油箱加油
油箱上标出的容量为指示容量和空储备的总额。指示容量是满油箱
内的燃油量和燃油表指示其为空的油箱之间的差额。空储备为燃油
表指示其为空后的残留在油箱内的 小燃油量。
注意：空储备内的可用燃油量是变化的，不能作为增加可行驶距离的
依据。当您在燃油表指示为空后为车辆加油时，由于空储备仍然有燃
油留存在油箱内，您可能无法加满油至油箱上标出的容量总额。
往油箱加油时为了得到一致结果：
•  在添加燃油前关闭发动机 / 点火开关，如果发动机仍在运转将导

致读数误差。
•  每次为油箱加油时都设定相同的加油速率 （低 ‐ 中 ‐ 高）。

•  加油时允许出现不超过 2 次自动停止。

加油方式连续时，结果 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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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燃油经济性
不要在首次驾驶1600公里时测量燃油经济性（这是发动机磨合时期）
；在行驶3200公里–4800公里之后测量会获得更为准确的测量结果。
燃油费、加油频率或燃油表读数都不是衡量燃油经济性精确的方法。
1. 将油箱完全加满燃油并记录 初的里程表读数。
2. 每次为油箱加油时，都要记录添加的燃油量。
3. 至少三到五次加满油箱后，加满油箱并记录当前的里程表读数。
4. 用当前的里程表读数减去初始的里程表读数。
5. 按照以下方法计算燃油经济性：

公制：油升数 （燃油消耗量）乘以 100，然后除以总的行驶里程
数 （公里）。

保持记录读数至少一个月并记录行驶类型（城市或公路）。这可为车
辆在当前的行车条件下的燃油经济性提供一个精确的估算。此外，在
夏季和冬季保持记录可显示出温度是如何影响燃油经济性的。通常，
较低的温度使燃油经济性下降。

排放控制系统

您的车辆装备了各种排放控制组件和催化转化器，后者使得您的车
辆符合适用的废气排放标准。为确保催化转化器和其他排放控制组
件继续正常工作：
•  仅使用列表中规定的燃油。
•  避免燃油耗尽。
•  当您的车辆仍在行驶时，尤其是高速行驶时，不要切断点火。
•  按照定期保养计划执行保修政策及保养计划指南中列出的项

目。

警告：不要在干草丛或其他干燥的地面覆盖物中停车、怠
速或驾驶车辆。排放系统可加热发动机舱和排气系统，可
能会造成火灾。

警告：排气泄漏可能会导致有害的和潜在的致命性的烟雾
进入乘客舱。如果您闻到车内有废气，立即请授权经销商
检查车辆。如果您闻到废气，不要驾驶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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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政策及保养计划指南中列出的保养计划项目对您车辆的使用寿
命和性能及其排放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使用不是福特、福宝（Motorcraft®）或福特认可的的零件，对影
响排放控制的组件进行维修更换或保养，此类非福特零件应当在性
能和耐久性方面与福特汽车公司原配零件等效。
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亮起、充电系统报警灯或温度报警灯亮起、漏油、
异味、冒烟或发动机输出功率损耗都表示此时排放控制系统工作不
正常。
不适当的操作或受损的排放系统可能会使废气进入车辆内部。请立
即检查并修理受损或工作不正常的排放系统。
不要对您的车辆或发动机进行任何未经审验许可的改装。根据法律
规定，车主和进行汽车制造、修理、服务、销售、租赁、汽车贸易或
管理车队的任何人都不得故意拆除排放控制装置或妨碍其工作。您
的车辆排放系统的有关信息列在位于或靠近发动机的车辆排放控制
信息标签上。该标签也列出了发动机排量。
欲了解完整的排放保修信息，请查阅您的保修指南。

车载诊断 （OBD‐II）
您的车辆装备了一台监控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的计算机。该系统通
常被称为车载诊断系统 （OBD‐II）。车载诊断系统 （OBD‐II）通过确
保您的车辆始终符合政府的排放标准来保护环境。车载诊断系统
（OBD‐II）还可协助您的授权经销商为您的车辆提供适当的服务。

如果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亮起则表示车载诊断系统 （OBD‐II）
检查到了故障。临时故障会导致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亮起。
例如：

1. 车辆燃油已耗尽 — 发动机可能失火或运转不良。

2. 燃油品质较差或燃油含有水 — 发动机可能失火或运转不良。

3. 燃油加油口可能没有正确关闭。参见本章中 Easy Fuel® “无盖 ”加  
油系统。

4. 在深水中行驶 — 电气系统可能受潮。

这些临时故障可分别通过向油箱内添加良好品质的燃油、正确关闭
燃油加油口或干烘电气系统得以修正。在不出现这些故障或任何其
他临时故障的前提下经过三次驾驶循环后，在下一次起动发动机时
发动机故障指示灯应当熄灭。一次驾驶循环包括一次发动冷起动和
随后的城市 / 公路混合驾驶。无需额外的车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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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仍亮，第一时间将您的车辆送修。尽管车载诊
断系统 （OBD‐II）检查到的有些故障可能没有外在症状，但是在发动
机故障指示灯亮着的情况下继续驾驶车辆将引起排放增加、燃油经
济性下降、发动机和变速箱平稳性下降，并导致更加昂贵的修理费
用。

检查 / 保养测试准备
一些地方可能有检查 / 保养程序以检查您的车辆上的排放控制装置。
未能通过检查将使您无法完成车辆注册或年检。

如果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亮或灯泡不工作，车辆可能需要维
修。参见本章中车载诊断 （OBD‐II）。

如果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亮或不能正常工作（灯泡烧损），或车载诊断
系统 （OBD‐II）检查到某些排放控制系统没有被正确的监测到，您的
车辆可能无法通过检查 / 保养测试。这种情况下，车辆被认为还没有
做好检查 / 保养测试准备。

如果车辆发动机或变速箱刚刚维修过或蓄电池 近已耗尽或被更
换，车载诊断系统 （OBD‐II）可能会显示车辆还没有做好检查 / 保养
测试准备。为了确定车辆是否已做好检查 / 保养测试准备，在不起动
发动机的前提下，将点火钥匙旋至 “ 开启 ” 位置并保持 15 秒钟。如
果发动机故障指示灯闪烁 8 次，这表示车辆还没有做好检查 / 保养测
试准备；如果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一直亮，这表示车辆已经做好了检
查 / 保养测试准备。

车载诊断系统 （OBD‐II）设计用于在正常驾驶期间检查排放控制系
统。一次彻底的检查可能需要花费几天时间。如果车辆还没有做好检
查/保养测试准备，可执行如下包括城市和公路混合行驶的驾驶循环：

在高速公路 /公路上 速行驶 15分钟，然后是停 ‐走式行驶 20分钟，
期间有至少 4 次 30 秒钟的怠速时间。

使车辆在不起动发动机的情况下搁置至少 8 小时。然后，起动发动
机，完成上述驾驶循环。发动机必须预热至其正常工作温度。一旦起
动，在完成上述驾驶循环之前不要关闭发动机。如果车辆还没有做好
检查 / 保养测试准备，必须再次重复上述驾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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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箱

自动变速器

您的车辆设计于在滑行或减速时可通过减少燃油使用量来改善燃油
经济性。当您将脚从油门踏板上移开且车辆开始减速时，在减速的同
时，液力变矩器离合器锁止并主动切断流向发动机的燃油。当您的脚
释放油门踏板时，会感到一个由轻到中度的减速感觉。

P 档位 （驻车档）

该位置可锁止变速箱并防止前
轮转动。
将车辆挂档：
•  踩下制动踏板
•  将换档杆移动至所需档位

将车辆置于 P 档位 （驻车档）：

•  使车辆完全停止
•  移动换档杆并将其安全可靠地锁止在 P 档位 （驻车档）

R 档位 （倒档）

当换档杆置于 R 档位（倒档）时，车辆将向后移动。在换入及换出 R
档位 （倒档）之前，始终确保车辆完全停止。
N 档位 （空档）

当换档杆置于 N 档位 （空档）时，车辆可起动并自由转动。在此位
置时踩住制动踏板。

警告：务必完全踩下驻车制动器并确保换档杆安全可靠地
锁止在 P 档位 （驻车档）。将点火开关旋至关闭位置并在
离开车辆时拔出钥匙。

警告 ： 当行驶在结冰或湿滑的条件下，不要使用牵引功
能，过高的发动机制动可能会导致后轮侧滑和车辆左右摇
摆，您可能失去对车辆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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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超速档的 D 档位 （前进档）

实现 佳燃油经济性的标准驾驶位置。变速箱可在 1 档至 6 档之间工
作。
自动变速箱换档策略具有丘陵或山区的探测能力并将自动提供有限
的坡道辅助功能。参见带坡道辅助和 SelectShift 的 D 档位（前进档）
的内容。
带拖车系统的 D 档位 （前进档）

按下位于组合仪表上的 TOW （拖车）开关，通过大灯控制器启用拖
车灯。在组合仪表上，将亮起 TOW/HAUL （拖车）信息。

此功能在牵引挂车或重负载时改善变速箱的操作性能。拖车时，变速
箱的所有档位都可用。
此功能延缓升档以降低变速箱换挡频率。当变速箱处在 D 档（超速）
时，此功能可为所有前进档提供发动机制动。车辆下坡时，发动机制
动可使车辆减速，并辅助驾驶员控制车辆。车辆下坡且未踩下油门踏
板时，根据车辆行车条件和车辆负载情况，变速箱可能会降档、减缓
车速并控制车辆速度。根据踩下制动踏板的程度，降档制动的程度将
会不同。
按下 TOW （拖车）按钮关闭拖车功能，恢复到正常驾驶模式。拖车
指示灯将不再亮起。
当您关闭发动机后，再次起动发动机时，变速箱将自动回到正常 D 档
位 （超速）模式 （拖车关闭）。

带坡道辅助的 D 档位 （前进档）

按下换档杆一侧的变速器控制开
关可启用坡道辅助和取消超速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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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辅助：

•  在丘陵或山区地带爬坡时可提供额外的坡道 （发动机）制动并
延长较低档位使用时间。

•  通过自动变速箱换档对于车辆输入（车辆加速度、油门踏板、制
动踏板和车速）的反馈策略，提供额外的低档位操作。

•  基于上述车辆输入，使变速箱可选择档位以提供所需的发动机
制动。这将增加发动机制动时的发动机转速。

•  组合仪表中的坡道辅助指示灯变亮。
坡道辅助是为在丘陵或山区行驶时设计的，辅助驾驶员实现 优的
档位选择，而不用于正常操作。
建议您在平坦地区返回 O/D 档位 （超速模式）以提供 佳的燃油经
济性和变速箱功能。
再次按下变速器控制开关可返回带超速模式 （O/D）的正常 D 档位
（前进档）。
•  组合仪表中的坡道辅助指示灯将不会变亮。
•  变速箱将在 1 档至 6 档之间工作。

M 模式 （手动）（如果配备）

移动换挡杆到 M 模式 （手动）：

•  提供额外的坡道 （发动机）制动和扩展低档位操作，以增强爬
坡、丘陵或山区的性能。这将增加发动机制动时的发动机转速。

•  通过自动变速箱换档对于车辆输入（车辆加速度、油门踏板、制
动踏板和车速）的反馈策略，提供额外的低档位操作。

•  在更高的发动机转速下可更快地选择档位。
注意：系统将保持在 M 模式（手动），直至换档杆移动至其它档位，
例如 P 档位 （驻车档）或 D 档位 （前进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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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Shift Automatic® 自动变速箱
注意：为了使 SelectShift 正常工作，变速器必须位于 M（手动）模式。

SelectShift 自动变速箱可按您需要进行手动换档。要使用 SelectShift，
将换档杆移动至 M 模式 （手动）。此时您可使用选档杆旁边的手动
按钮来手动换档。

使用手动换挡按钮时：
•  按下按钮上的 （+），手动使

变速器升档。
•  按下按钮上的 （‐），手动使

变速器降档。

方向盘上的快速换挡按钮 （如果配备）
方向盘上的快速换挡按钮可以使您无需将手移开方向盘即可实现快
速换挡。当换挡杆位于 D 档位 （前进档）时，使用方向盘上的快速
换挡按钮可提供暂时的手动控制。当不再需要暂时的手动控制时，变
速箱将切换到自动控制。通过将换挡杆移动至 M （手动）位置来实 
现更长时间的手动控制。系统将保持手动控制，直到换挡杆换出手动
档位。
如果车辆方向盘上配备有翘板开关：

•  拉动左侧翘板 （–），使变速
器降档。

•  拉动右侧翘板 （+），使变速
器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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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下表格，升档至推荐的档位车速：

组合仪表将显示当前所处的选档档位。
为了防止发动机在过低转速下运转（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熄火），如果
识别到您没有及时降档， SelectShift 自动变速箱将自动降档。

虽然 SelectShift 自动变速箱会自动降档，只要 SelectShift 自动变速箱
确定发动机不会因为转速过高而受损，它将可使您在任意时间降档。
注意：如果在不换档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发动机过度高速运转，可能会
损坏发动机。

制动换档联锁装置

如果出现电气故障或车辆蓄电池电量耗尽，使用制动换档联锁（BSI）
杆将换档杆移开驻车档位。
施加驻车制动器、关闭点火开关并取下点火钥匙。

加速时增档 （推荐以获得 佳燃油经济性）

换档自

1 ‐ 2 24 公里 / 小时

2 ‐ 3 40 公里 / 小时

3 ‐ 4 64 公里 / 小时

4 ‐ 5 72 公里 / 小时

5 ‐ 6 80 公里 / 小时

警告 ： 在您确认制动灯工作之前不要驾驶车辆。

警告：执行该步骤时，需要将车辆离开驻车位置，意味着
车辆可自由移动。为了避免车辆意外移动，执行此步骤
前，务必完全施加驻车制动器。如果适用，使用车轮垫。

警告 ： 如果驻车制动器完全释放但是制动警告灯一直亮
起，则制动器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请访问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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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螺丝 （或类似工具），
小心地撬开并取下制动换档
联锁装置 （BSI）罩板。

2. 找到位于变速杆总成前面的
制动换档联锁杆。

3. 踩下制动踏板。轻轻推动并
按下制动换档联锁器，然后
将换档杆从 P 档位（驻车档）
移动至 N 档位 （空档）。

4. 安装饰板。
5. 踩下制动踏板，起动车辆，然后释放驻车制动器。
注意：如果使用了该程序，请尽快咨询授权经销商。

自动变速箱自适应学习
该功能是为增加耐久性而设计的，并在车辆使用年限内提供持续一
致的换档感觉。新的车辆或变速箱可能具有生硬和 / 或柔和的换档感
觉。这种操作被认为是正常的且不会影响变速箱的功能或耐久性。随
着时间的推移，适应学习过程将完全更新变速箱操作。此外，每当断
开蓄电池或安装新的蓄电池时，必须再学习该策略。

如果您的车辆陷在了泥或雪中
注意：如果发动机不在正常工作温度下，不要摇车，否则可能会损坏
变速箱。
注意：不要摇车超过 1 分钟，否则可能会损坏变速箱和轮胎，或发动
机过热。

www.inhauto.com



变速箱196
如果您的车辆陷在了泥或雪中，可通过以稳定的节奏在前进档和倒
档之间来回换档、暂停来将车辆摇出。每次换档后轻轻踩下油门踏
板。

坡道起步辅助

注意：如果驻车制动器启用，此功能不能运行。
车辆位于斜坡上时，坡道起步辅助功能可使车辆长时间静止，足以让
您将脚从制动踏板上移动至油门踏板。
一旦车辆有足够的驱动，制动器自动释放，防止车辆滚下斜坡。当在
斜坡上起步离开时，这是一项优势 （例如汽车斜坡驻车、交通信号
灯或爬坡倒车进入停车场时）。

使用坡道起步辅助
1. 踩下制动踏板，使车辆完全停止。踩住制动踏板保持不动。
2. 如果传感器检测到车辆位于斜坡上，坡道起步辅助功能将自动

启用。
3. 当您将脚从制动踏板上移开时，车辆将仍然停在斜坡上大约 2 或

3 秒钟而不下滑。如果您正处于驾车离开的过程中，这段保持时
间将自动延长。

4. 以正常方式驾车离开。制动器将自动释放。

警告：坡道起步辅助系统并不能取代驻车制动器。离开车
辆时，请务必施加驻车制动器并将变速器换档至P档位（驻
车档）。

警告 ： 一旦启用坡道起步辅助功能，您必须在车辆内。

警告：在任何时候，您都有责任控制车辆、监控坡道起步
辅助系统。如有必要，进行主动干预。

警告：如果发动机转速过高或启用坡道起步辅助功能时检
测到故障，坡道起步辅助功能将被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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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驱动 （如果配备）

使用四轮驱动 （4WD）系统
智能四轮驱动 （4WD）系统持续监测车辆运行状况，并自动调节前
轮和后轮之间的动力分配。系统将全界操作和高性能的四轮驱动系
统相结合。
四轮驱动 （4WD）系统一直保持启用，无需驾驶员输入。该系统适
应所有的驾驶路面，包括街道、高速公路、越野行驶和冬季驾驶。驾
驶员可通过转动地形管理开关选择正确的地形，以优化更多的四轮
驱动 （4WD）控制。更多信息，参见地形管理章节。

注意：当四轮驱动 （4WD）系统出现故障时，信息中心将显示警报
CHECK 4WD（请检查四轮驱动）。此时四轮驱动（4WD）系统不能正 
常工作，默认为前轮驱动。当显示该警报信息时，则请授权经销商对
您的车辆进行维修。
注意：如果四轮驱动 （4WD）系统过热并默认为前轮驱动，信息中
心也将显示 4WD OFF （四轮驱动关闭）信息。如果车辆在恶劣条件 
下运行且车轮滑转过度，如深沙中，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要尽快地
恢复正常的四轮驱动 （4WD）功能，将车辆停在安全的地方并停止
发动机至少 10 分钟。发动机重新起动且四轮驱动 （4WD）系统充分
冷却后，4WD OFF 信息将关闭且四轮驱动（4WD）功能恢复正常。当 
系统冷却且四轮驱动 （4WD）系统恢复正常功能时， 4WD OFF 信息 
将关闭。
如果您的车辆配备了四轮驱动 （4WD）系统，切勿使用除原配的轮
胎之外的不同尺寸的备胎。如果安装了小型备胎，四轮驱动（4WD）
系统可能会自动禁用并进入仅前轮驱动模式以保护动力传动系统组
件。信息显示器上出现 4WD OFF 信息也可能指示这种情况。如果使 
用备胎而造成信息中心显示 4WD OFF 信息，在重新安装修理好或更 
换正常路胎且点火循环关闭和开启之后，此信息当消失。建议您尽快
重新安装修理好的轮胎或更换路胎。前后车轴之间的轮胎尺寸不同
可能会造成四轮驱动 （4WD）系统停止工作并默认为前轮驱动或损
坏四轮驱动 （4WD）系统。

多用途车和其它车辆的不同之处
卡车和多用途车与其它车辆是不同的。在不升高底盘和不损坏底盘
部件的情况下，您的车辆有较高的高度以行驶通过崎岖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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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差别可使您的车辆具有多功能特性，还使其在操纵性上与普通
乘用车有所不同。
经常保养转向系统，特别在比较崎岖的地带使用时。由于地形的突然
改变会导致方向盘难以控制，此时确保您已紧握方向盘。不要握住方
向盘的中间部分。
小心驾驶避免车辆被隐蔽的障碍物损坏。如：岩石和树桩。
驾驶前，您应该熟悉地形或查看地图以了解驾驶区域。驾驶前，规划
驾驶路线。为了维持对转向系统和制动系统的控制，您必须使四个车
轮着地并滚动行驶，不能出现打滑或空转的迹象。

在特殊条件下使用四轮驱动 （4WD）驾驶车辆
注意：四轮驱动 （4WD）车辆适用于行驶在沙、雪、泥和不平整的
道路上并具有与传统车辆有所不同的运行特性，不管是在公路上还
是越野行驶。
卡车和多用途车与其它车辆是不同的。在不升高底盘和不损坏底盘
部件的情况下，您的车辆有较高的高度以行驶通过崎岖的地形。这些
差别可使您的车辆具有多功能特性，还使其在操纵性上与普通乘用
车有所不同。经常保养转向系统，特别在比较崎岖的地带使用时。由
于地形的突然改变会导致方向盘难以控制，此时确保您已紧握方向
盘。小心驾驶避免车辆被隐蔽的障碍物损坏。如：岩石和树桩。驾驶
前，您应该熟悉地形或查看地图以了解驾驶区域。驾驶前，规划驾驶
路线。为了维持对转向系统和制动系统的控制，您必须使四个车轮着
地并滚动行驶，不能出现打滑或空转的迹象。

特殊条件下的基本使用原则
•  若有会影响车辆正常转向特性的强侧风时，请缓慢驾驶。
•  当在由松散的沙子、水、沙砾、雪或冰而形成的光滑的路面上行

驶时，请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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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车辆行驶在路面边缘

•  如果您的车辆行驶在路面边缘，请减速慢行并避免急剧制动，只
有在减速后才可将车辆安全轻便地返回路面。当返回路面时，不
要急剧转动方向盘。

•  在返回路面之前保持在道路加宽部分或路边并逐渐减速是较为
安全的做法。如果您不减速或如果您急剧或突然转动方向盘，都
可能使您对车辆失去控制。

•  通常地，与尝试突然返回路面而可能造成车辆侧滑失控或翻车
相比，撞到小的物体如公路反射镜而损坏车辆的风险较小。切
记，您的安全和他人的安全应当是您 为关切之事。

如果您的车辆被困

如果您的车辆陷在了泥或雪中，可通过以稳定的节奏在前进档和倒
档之间来回换档，暂停，将车辆摇出。每次换档后轻轻踩下油门踏
板。
注意：如果发动机不在正常工作温度下，不要摇车，否则可能会损坏
变速箱。

警告： 四轮驱动和多用途车具有比较高的重心，相比低重
心的车辆，比较难控制。多用途车和四轮驱动车设计时，其
转弯速度不像乘用车那么高，比设计用来胜任越野条件的

低悬架运动车高些。避免急刹车、车速过快和急剧操纵这些车辆；
未小心驾驶可能导致发生车辆失控、翻车、人身伤害甚至死亡的风
险增加。

警告：务必完全踩下驻车制动器并确保换档杆安全可靠地
锁止在 P 档位 （驻车档）。将点火开关旋至关闭位置并在
离开车辆时拔出钥匙。

警告 ： 如果驻车制动器完全释放但是制动警告灯一直亮
起，则制动器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警告：不要使车轮以超过 56 公里 / 小时的速度高速空转。 
否则该轮胎可能会损坏并伤害乘客或旁观者。

www.inhauto.com



四轮驱动 （如果配备）200
注意：不要摇车超过几分钟，否则可能会损坏变速箱和轮胎，或发动
机过热。

紧急操纵

•  在不可避免的紧急情况下需要急转弯时，记得要避免 “ 过度驾驶
” 您的车辆 （即仅按照需要的速度和角度转动方向盘）。过度转
向将导致减少而不是增加对车辆的控制。此外，如果需要改变车
速时，应当使油门踏板和 / 或制动踏板平稳操作。避免突然转
向、加速或制动，这些操作可能会使车辆失控、翻车和 / 或人身
伤害的风险增加。使用所有可用路面将车辆返回至安全的行驶
方向。

•  如果发生紧急停车，避免轮胎滑移且不要尝试任何急剧的方向
盘转动。

•  如果车辆从某一类型的路面进入另外一种类型的路面 （例如从
混凝土路面进入碎石路面），车辆响应的操纵方式（转向、加速
或制动）会发生变化。再次注意，避免这些操纵的急剧变化。

沙地
当行驶在沙地时，尽量使所有的四个车轮保持在路基 为坚硬的区
域。避免轮胎气压下降，换至较低档位并平稳地驾驶通过该地带。缓
慢施加油门并避免车轮空转。
避免车速过高，因为这样可能会对您不利并造成车辆被困而需要其
他车辆的援助。切记，如果您谨慎驾驶，您能够从原路退出。

泥和水
注意：在深水中行驶可能会损坏您的车辆。
如果您必须在深水中行驶，请缓慢驾驶。牵引力或制动能力可能会受
到限制。

警告：四轮驱动和多用途车具有比较高的重心，相比低重
心的车辆，比较难控制。多用途车和四轮驱动车设计时，
其转弯速度不像乘用车那么高，比设计用来胜任越野条件

的低悬架运动车高些。避免急刹车、车速过快和急剧操纵这些车辆
；未小心驾驶可能导致发生车辆失控、翻车、人身伤害甚至死亡的
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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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水中行驶时，确定其深度；避免水深超过轮毂底部（如果可能）
并缓慢驾驶。如果点火系统受潮，车辆可能会熄火。
一旦进入水中，始终准备施加制动。潮湿的制动器无法像干燥的制动
器一样有效地制动车辆。其干燥性可通过缓慢移动车辆并同时对制
动踏板施加轻微压力来得以改善。
当您在泥地上行驶时，注意不要突然改变车速和方向。即便是四轮驱
动 （4WD）车辆也可能会在湿滑的泥地上损失部分牵引力。当您行
驶在泥地上时，缓慢施加油门并避免车轮滑转。如果车辆滑移，往滑
移的方向行驶直至可以重新控制车辆。
如果变速箱、分动箱或前轴淹没在水中，应当检查油液，如有必要则
将其更换。
如果前轴或后轴淹没在水中，应当更换驱动轴润滑剂。
从泥地驶出后，清除粘在旋转的驱动轴和轮胎上的残余物。过多泥浆
粘在轮胎和旋转驱动轴上可造成不平衡进而可能会损坏驱动部件。

在丘陵或斜坡地带行驶
注意：避免在陡坡或山坡上横向驾驶或转弯。危险在于失去牵引力、
侧向滑移和可能的翻车。
虽然障碍物可能会使您必然要在上下山或陡坡时斜向行驶，您应当
始终尽量保持直上或直下行驶。无论何时行驶在山坡上，都要事先确
定好采用的路线。在山顶上，不要在看不清另外一侧的情况下行驶。
不要在没有观察者帮助时在山坡上逆向行驶。
当在陡坡或山上爬坡时，一旦开始上坡，则以较低档位起步而不要从
较高档位降档至较低档位。这将减小发动机的应变并降低熄火的可
能性。
如果您的车辆熄火，不要试图转向，因为您可能因此而翻车。 好是
退回至安全的地方。
仅为车辆提供足够爬坡的动力。动力过大将造成轮胎滑移、滑转或失
去牵引力，进而导致车辆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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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与 爬 坡 时 相 同 的 档 位 下
坡，避免过度制动和制动器过
热。不要在空档档位时下坡；
相反，脱开超速档或手动换档
至较低档位。当在陡峭的山坡
下坡时，避免突然的急剧制动，
因 为 您 可 能 会 对 车 辆 失 去 控
制。急刹车时，前轮无法转动且
不处于转动状态，此时您将无
法转向。为了控制车辆的方向，

前轮必须处于转动状态。
您的车辆配备有防抱死制动器，因此可平稳地施加制动器。不要 “ 一
踏一放 ” 制动器。

在冰雪地面上行驶

在冰雪地面上，四轮驱动 （4WD）车辆比两轮驱动 （2WD）车辆更
有优势，但是也会像其他任何车辆一样滑移。
当在雪地或结冰路面上开始滑移时，转动方向盘向滑移的方向行驶
直至可重新控制车辆。
避免在冰雪地面上突然增加动力和快速转向。当从完全停止起步时，
缓慢平稳地施加油门。

警告：如果您在需要使用车轮防滑链或链索的光滑路况下
行驶，则谨慎驾驶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保持低速，留出更
长的制动距离并避免急剧的转向以降低车辆失控的风险；

车辆失控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如果转弯时车辆
后部滑移，往滑移的方向打方向直至可以重新控制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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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避免紧急制动。虽然在冰雪地面上四轮驱动 （4WD）车辆的加
速性能要好于两轮驱动车辆，但是它也不会比两轮驱动车辆停得快，
因为同其他车辆一样，制动作业在所有的四个车轮上。不要对路况过
于自信。
确保在您和其他车辆之间有足够的制动距离。比平时更加缓慢地驾
驶并考虑使用一个较低档位。在紧急刹车情况下，避免锁死车轮。使
用 “ 按压 ” 方法，平稳地增加踩下刹车踏板的力，以使车轮在制动的
基础上继续滚动，您可以控制车辆的转向。如果车辆车轮抱死，松开
刹车踏板，然后重复 “ 按压 ” 方法。因为您的车辆配备有四轮防抱死
制动系统 （ABS），平稳施加制动器。不要 “ 一踏一放 ” 制动器。有
关防抱死制动系统操作的更多信息，参见制动器章节。

保养和改装
您车辆上的悬架和转向系统被设计并测试用于提供可控的装载或空
载性能和经久耐用的承载能力。基于此原因，福特汽车公司强烈建议
您不要做任何改装，如加装或拆除零件 （如升降套件或稳定杆）或
使用与原厂装置不相当的替换零件。
对车辆进行使其重心升高的任何改装都更可能使车辆由于失控而翻
车。福特汽车公司建议您务必谨慎驾驶装有较高高度的载荷或设备
的车辆 （如加高拦板或行李架）。
未能正确保养车辆可能会使保修无效、修理费用增加、降低车辆性能
和运行能力并严重影响驾驶员和乘客的安全。如果越野驾驶车辆，建
议您经常检查车辆底盘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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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

概述
注意：偶尔出现噪声属于正常情况。如果出现金属和金属间持续磨擦
声或啸叫声，则制动衬片可能已磨损，应由授权经销商对其进行检
查。如果车辆在制动时出现方向盘持续振动或抖振，则应当由授权经
销商对车辆进行检查。
注意：制动灰尘会积聚在车轮上，即便是在正常行驶条件下。因为制
动器会磨损，些许灰尘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会产生制动噪声。车轮清
洁说明相关信息，参见车辆保养章节。

制动系统报警信号灯的有关信息，参见组合仪表章节。

潮湿的制动器会造成制动性能下降。从洗车房和积水中驶出时，轻轻
踩下制动踏板数次，以干燥制动器。

制动踏板优先于油门踏板
如果油门踏板卡住或被陷住，稳定而牢固地在制动踏板上施加压力，
将降低车速并且使发动机功率降低。如果您经历这种情况，施加制
动，并将您的车辆安全的停下。关闭发动机，换档至 P 档（驻车挡）
并且施加驻车制动。然后检查油门踏板是否有任何干扰。如果没有发
现任何问题而这种干扰情况依然存在，请将车辆拖至 近的授权经
销商处。

制动辅助
制动辅助系统通过测量踩下制动踏板的速率来检测急刹车状况。只
要您踩下制动踏板，它即可提供 大的制动性能。制动辅助系统可减
小危急情形下的制动距离。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在紧急制动时，该系统可避免车轮抱死以维持转向控制。

点火开启时， ABS 灯短时点亮。如果在起动期间警告灯不
亮、一直亮或闪烁，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可能已失效并
需要维修。
如果 ABS 被禁用，正常制动仍有效。如果在驻车制动器松开
的情况下制动报警灯点亮，请立即维修制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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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防抱死制动系统驾驶的提示
该系统工作时，制动踏板会震动且行程更长。维持制动踏板上的压
力。此外还可能会听到系统噪声。这属正常。
在以下情况下， ABS 不能排除固有危险：

•  驾驶时距离前车太近。
•  车辆打滑。
•  急转弯。
•  路况太差。

驻车制动器

要设置驻车制动器，将驻车制动踏板完全踩下。
要松开驻车制动器，再次踩下驻车制动踏板。

警告 ： 如果驻车制动器完全释放但是制动警告灯一直亮
起，则制动器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请尽快联系授权经销
商。

警告：务必完全施加驻车制动器并确保换档杆安全可靠地
锁止在 P 档位 （驻车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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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力控制

工作原理
牵引力控制系统有助于避免驱动轮打滑和牵引力损失。
如果车辆开始滑移，系统将为个别车轮施加制动，如有必要，同时降
低发动机输出功率。如果在湿滑或松软地面上加速时车轮打滑，系统
会降低发动机输出功率，以增加牵引力。

使用牵引力控制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陷在雪或泥中），关闭牵引力控制将有利，因为
这样会使发动机全部功率输出到轮胎。使用信息显示控制器关闭牵
引力控制系统。参见信息显示器章节。

系统指示灯和信息

行驶条件启用稳定控制系统时，稳定控制系统指示灯将在
发动机起动时短时点亮，然后闪烁。

牵引力控制系统关闭或稳定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时，稳定控
制系统关闭指示灯在发动机起动时短时点亮，然后常亮。

牵引力控制系统关闭或开启时，信息显示器会显示相应信息，以指示
系统状态。

警告：如果检测到牵引力控制系统出现故障，稳定控制系
统指示灯将常亮。确认未使用信息显示控制器手动禁用牵
引力控制系统。如果稳定控制系统指示灯闪烁，请立即让

授权经销商对系统进行维修。在牵引力控制系统被禁用的情况下
驾驶车辆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侧翻、人身伤害甚至死亡的风险增
加。 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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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控制

工作原理

带侧翻稳定控制 （RSC®）的 AdvanceTrac® 系统有助于保持在湿滑路
面上对车辆的操控。电子稳定控制系统 （ESC）部分有助于避免打滑
和侧滑；在不利于操作的情况下弯道控制部分辅助车辆操控；侧翻
稳定性控制部分有助于避免车辆侧翻。牵引力控制系统有助于避免
驱动轮打滑和牵引力损失。（有关 TCS 操作的详细信息，参见牵引力
控制章节）。

警告：涉及制动系统、售后市场车顶行李架、悬架、转向
系统、轮胎结构和 / 或车轮 / 轮胎尺寸的车辆改装可能会
改变车辆的操纵性能并可能会对 AdvanceTrac® 系统的性能

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安装立体声扬声器可能会对 AdvanceTrac® 系
统造成干扰和不利影响。为了将AdvanceTrac®系统传感器的干扰风
险降到 低，将售后市场立体声扬声器安装到距离前中央控制台、
通道和前排座椅尽可能远的地方。AdvanceTrac® 系统的效用降低可
能会导致车辆失控、侧翻、人身伤害甚至死亡的风险增加。

警告：切记，即便是高科技也不能违背物理定律。对于各
工况，由于不适当的驾驶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在任何路
况下的极端驾驶都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进而增加人身伤

害或财产损失的风险。AdvanceTrac® 系统的触发表示至少某个轮胎
已经失去其抓地能力；这可能会降低驾驶员控制车辆的能力并可
能导致车辆失控、侧翻、人身伤害甚至死亡。如果 AdvanceTrac® 系
统启用，请务必减速行驶。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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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未装备带侧翻稳定性控制（RSC®）
的 AdvanceTrac® 系统的车辆滑移出
其预期轨迹。
B 装备带侧翻稳定性控制 （RSC®）
的 AdvanceTrac® 系统的车辆维持在
湿滑路面上的操控性。

使用带侧翻稳定性控制 （RSC®）的 ADVANCETRAC® 系统
起 动 发 动 机 时，系 统 自 动 启 用。带 侧 翻 稳 定 性 控 制 （RSC®）的
AdvanceTrac® 系统不能完全关闭，但是此系统的电子稳定性控制
（ESC）和侧翻稳定性控制 （RSC®）部分会在变速器位于 R 档位 （倒
档）时停用。使用地形管理系统停用弯道控制。参见地形管理系统章
节。此系统的牵引力控制部分可单独关闭。参见牵引力控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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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响应

地形管理系统 （如果配备）
此系统可以优化车辆的驾驶性能和舒适性，同时使车辆在不同的地
形行驶时，获得 大的牵引力。
旋转位于中控台上的控制按钮，在下列模式中选择：

1. 草地 / 石子 / 雪地（Grass/Gravel/Snow）模式可以在覆盖有松散
或光滑物质的坚固表面上，如积雪、冰、水、草或薄薄的砾石层
或沙子时选择。对于深碎石或沙子地面，选择沙地模式。如果车
辆在深积雪的地面上无法获得足够的牵引力时，关闭牵引力控
制系统或许会有帮助 （当牵引力恢复后，再开启牵引力控制系
统）。参见牵引力控制章节。

2. 沙地 （Sand）模式可以在柔软的干沙或深碎石地形时选择。如
果穿过足以使车轮陷入较深的湿沙地表面时，选择泥地 / 车辙模
式。

3. 泥地 / 车辙 （Mud/Ruts）模式应该在泥泞的、形成车辙的、柔
软的或崎岖的地形时选择。

4. 标准 （Normal）模式用于普通道路，并且应该在行驶在类似于
坚硬道路表面上或已经无需使用特殊模式时选择。牵引挂车时，
选择标准模式。

注意：巡航控制仅在标准模式和雪地模式下才起作用。
注意：沙地和泥地 / 车辙模式仅用于越野行驶。

注意：当选择沙地或泥地 / 车辙模式时，AdvanceTrac® 系统的转弯控 
制部分将不起作用。
如果系统不可用，一些模式将不可选，并显示一条信息。如果系统不
可用是由于系统故障造成的，控制器上所有模式的指示灯将熄灭，并
在信息显示器上显示以下其中一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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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管理系统故障 （TERRAIN MANAGEMENT SYSTEM FAULT）：循环   
关闭和打开点火开关可能可以消除故障。如果故障不能消除，请让授
权经销商对系统进行维修。
模式变更未接受，请重试 （MODE CHANGE NOT ACCEPTED, RETRY）：    
驾驶员请求时不能变更模式。尝试再次变更模式。

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HILL DESCENT CONTROL™）（如果配
备）

在不同的路面状况下，下坡时，陡坡缓降控制系统可以使驾驶员设定
并保持车速。
下坡道上，陡坡缓降控制系统可将车速保持在 5 公里 / 小时至 32 公 
里 / 小时。当车速高于 32 公里 / 小时时，系统仍然启用，但无法设
定并保持下坡车速。
陡坡缓降控制系统在持续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间歇地进行冷却。冷
却前系统仍可启用的时间根据路况不同而有所差异。当系统将要断
开进行冷却时，警告信息将出现在信息中心，并伴随一声蜂鸣声。此
时，则需要人为施加制动以保持下坡车速。
若要启用陡坡缓降控制系统，并设置下坡车速，执行以下操作：

1.按下并松开位于地形管理控制器中间的陡坡缓降控制
按钮。系统启用时，控制器上的指示灯将点亮，并响起
一声蜂鸣声。
2.通过踩踏加速踏板来增加下坡的车速，直到到达理想
的车速。通过踩踏制动踏板来减小下坡的车速，直到到

达理想的车速。

警告：陡坡缓降控制系统不能控制所有路况条件下的下坡
行驶，比如：冰面和非常陡峭的斜坡。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是驾驶员辅助系统，不能代替驾驶员对路况做出精准的判

断。未正确使用此系统，将导致车辆的失控、碰撞或严重的人员伤
害。

警告：陡坡缓降控制系统无法在车速为 0 公里 / 小时时提
供坡道控制。停在坡面上时，必须施加驻车制动器和 / 或

车辆必须置于 P 档 （驻车档）位置，否则车辆可能会移动。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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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加速还是减速，一旦达到理想的车速，将脚从踏板上移开，所
选择的车速将会保持不变。
注意：在陡坡缓降控制系统操作期间，您可能会听到从 ABS 泵处传来
的声响。这是 ABS 系统的正常特性，无需担心。

陡坡缓降模式
•  车速低于 32 公里 / 小时：当按下 HDC 按钮时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启用，陡坡缓降控制已启用（HILL DESCENT CONTROL ACTIVE）信   
息将在信息中心显示数秒。

•  车速低于 32 公里 / 小时：当按下 HDC 按钮时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启用的条件不正确时，HDC 系统将启用，按钮上的指示灯常亮，
陡坡缓降控制准备就绪（HILL DESCENT CONTROL READY）信息将   
在信息中心显示数秒。

•  车速高于 32 公里 / 小时：当按下 HDC 按钮时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启用，按钮上的指示灯将点亮，陡坡缓降请减速到，20 MPH（32 
公里 / 小时）或更低 （FOR HILL CNTRL, 20 MPH OR LESS）的信息   
在信息中心显示数秒。

•  若要启用陡坡缓降控制系统，必须将车辆置于前进档或倒档 （R
档）。如果车辆在 P 档 （驻车档）或 N 档 （空档）时按下 HDC
按钮，陡坡缓降模式，请挂档 （FOR HILL CNTRL, SELECT GEAR）   
的信息将在信息中心显示数秒。

有关陡坡缓降控制系统信息，参见组合仪表章节中的警告灯和指示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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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车辅助

传感系统 （如果配备）

注意：保持传感器（位于保险杠 / 饰板上）上无积雪、结冰和尘土大
量堆积。如果传感器被盖住，也会影响系统精度。不要使用锐利物体
清洁传感器。
注意：如果您的车辆保险杠 / 面板受到损坏、定位失调或弯曲，传感
区域可能会改变，进而造成障碍物测量不准或虚假警报。
传感系统对位于保险杠区域特定范围内的障碍物向驾驶员发出警
报。无论何时点火开启，系统都会自动开启。
接收到探测警报时，收音机音量会降低至预设水平。警报结束后，收
音机音量将恢复至之前的水平。
系统可通过信息显示控制器关闭。参见信息显示器章节。
如果系统存在故障，警告信息会显示在信息显示器上，不允许驾驶员
开启有故障的系统。
注意：如果您的车辆配备 MyKey®，它会阻止关闭传感系统。参见
MyKey® 章节。

警告：为有助于避免人身伤害，请认真阅读并了解本节中
描述的系统限制。传感系统仅是对车辆在平整路面上以驻
车速度向后移动时发现某些物体 （一般是大型的固定物

体）的一种辅助。交通管理系统、恶劣天气、气压制动器、外部马
达和风扇也可能影响传感系统的功能；这可包括性能下降或误启
动。

警告：为有助于避免人身伤害，请在车辆位于 R 档位（倒
档）和使用传感系统时务必小心。

警告： 该系统未被设计用于防止接触小型或移动的物体。
该系统设计用于发出警告以帮助驾驶员发觉大型的静止物
体，避免损坏车辆。系统可能无法探测到小型物体，尤其

是那些接近地面的物体。

警告：某些附加装置如大型的拖车挂接装置、自行车或冲
浪板放置架和任何可能阻塞该系统正常探测区域的装置都
可能会造成虚假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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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后部传感系统
后部传感器仅在变速器位于 R 档位 （倒档）时启用。一旦车辆向靠
近障碍物的方向移动，声响警报速率增加。障碍物距离在 30 厘米以
内时，警报持续响起。如果在车辆侧面 30 厘米以外的距离检测到静
止或后退物体，报警声仅响起 3 秒钟。一旦系统检测到有物体接近，
警报再次响起。

A. 距离后保险杠 2 米的覆盖区
域 （保险杠外部角落的覆盖区
域减小）。

变速器位于 R 档位 （倒档）时，系统检测到某些物体：

•  以 5 公里 / 小时或更低的速度向静止物体移动。

•  未移动，但有移动物体以 5 公里 / 小时或更低的速度接近车辆后
部。

•  以低于 5 公里 / 小时的速度移动且由移动物体以低于 5 公里 / 小
时的速度接近车辆后部。

启用泊车辅助 （如果配备）

注意：驾驶员有责任控制车辆、监控系统。如有必要，进行主动干预。
系统探测可用的泊车位，并在您控制加速踏板、换挡杆和制动器时自
动操纵车辆使其倒入泊车空位（无需操作转向）。该系统通过视觉和
/ 或听觉指导驾驶员泊车。

如果在车辆的前保险杠与泊车空位之间有障碍物 （如行人或骑自行
车的人），或临近的泊车车身高度太高（如公共汽车、牵引车或平板
货车），系统将不能正常工作。

警告：某些附加装置如大型的拖车挂接装置、自行车或冲
浪板放置架和任何可能阻塞该系统正常探测区域的装置都
可能会造成虚假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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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大雨天或影响雷达反射的环境下，传感器可能无法探测到障
碍物。
注意：如果障碍物表层吸收超声波，传感器可能无法探测到障碍物。
若为以下情况，不能使用系统：
•  外物 （如自行车挂架或者拖车）连接至车辆的前部或后部，或

者其它靠近传感器的位置。
•  延伸物 （如冲浪板）位于车辆的顶部。
•  前保险杠或者侧面传感器损坏（如在碰撞中）或被外物阻塞（如

前保险杠盖）。
•  有一较小尺寸的备胎正在使用。

使用泊车辅助系统
按下按钮；触摸屏显示一条信
息和一个相应的图像，用以指
示系统正在搜索泊车空位。使
用转向信号灯指示系统您想要
搜索位于车辆哪一侧区域。

注意：如果没有打开转向信号灯，系统将自动搜索乘客侧的区域。

当系统搜索到一个合适的泊车位，触摸屏将显示一条信息，并且响起
一声蜂鸣声。减速行驶，并在靠近 （A）位置处停车，然后根据触摸
屏上的指示操作。
注意：在泊车时，您必须始终确保所选的泊车位没有障碍物。

www.inhauto.com



驻车辅助 215
注意：泊车辅助系统无法探测到带外伸载荷物的车辆 （例如：公共
汽车和卡车）、公共设施和其它物体。您必须确保所选泊车位适合泊
车。
注意：当通过泊车空位时，应尽可能使车辆和其它已泊车辆处于平行
驾驶的位置。
注意：系统总是选择离车 近的泊车空位 （例如：当您在驾驶时系
统探测到多个泊车位，系统将选择 近的泊车位）。
注意：如果车速超过 35 公里 / 小时，触摸屏将显示一条信息，并提
醒驾驶员减速。

泊车自动转向控制
注意：如果车速超过 12 公里 / 小时，系统将关闭，您需要自己完全
操控车辆。
注意：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如果进行手动干预，系统将关闭。方向盘
位置并不代表实际转向位置，您必须完全操控车辆。
双手离开方向盘（且无任何干扰方向盘的操作），且变速箱置于 R 档
（倒档） ，系统将按触摸屏上显示的泊车位安全地使车辆前后移动，
实现车辆自行转向。倒车时，基于安全原因，触摸屏会显示一条信息
指示驾驶员观察周围情况，然后进行缓慢倒车，并显示一张相应的图
像。

当您确认车辆的前方或后方有足够的空间或听见来自驻车辅助系统
的一个声响，请将车辆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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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完成自动转向后，触摸屏会显示一条信息指示已完成泊车辅助程
序。在将换挡杆置于 P 档 （驻车档）之前，驾驶员有责任检查泊车
的情况，并确保所有操作都已正确完成。

关闭泊车辅助功能
系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手动关闭：
•  按下主动泊车辅助按钮
•  抓住方向盘
•  在主动泊车搜索期间，以高于 35 公里 / 小时的速度驾驶车辆 30

秒钟
•  在自动转向期间，以高于 12 公里 / 小时的速度行驶

•  关闭牵引力控制系统。
以下情况也会造成系统关闭：
•  在湿滑或松软的路面上，启用了牵引力控制系统。
•  防抱死制动系统启用或出现故障。
•  任一车门 （除驾驶员侧）打开。
•  触碰了方向盘。
如果系统出现故障，将响起蜂鸣声，随后显示一条警告信息。在正常
操作模式下，系统偶尔会显示一条主动泊车辅助信息。如果泊车辅助
系统经常出现故障，则请授权经销商对您的车辆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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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故障检修

系统无法进行泊车位搜索

牵引力控制系统可能关闭

任一车门 （除驾驶员侧）可能未完全关闭

系统无法找到特定泊车位

某物可能接触到车辆的前保险杠或侧传感器

车辆两侧的空间太小，无法泊车

没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对泊车空位的泊车操作

车辆距离泊车空位超过 1.5 米

车辆距离临近的已泊车辆小于 40 厘米

变速箱置于 R 档 （倒档）；车辆必须向前行驶探测泊车空位

系统无法定位我所需的泊车位

车辆运动的方向和选择的档位不一致（例如：档位置于 R 档（倒车）
时，车辆向前运动）

变速箱置于 R 档 （倒档）；车辆必须向前行驶探测泊车空位

泊车空位的路缘不规则，影响了泊车系统的功能

车辆或障碍物离泊车空位太近，可能无法正确定位

车辆离泊车空位太远当您行驶通过泊车空位相同距离时，系统性能
佳

车轮未安装、维护正确 （例如：轮胎充气不正确不对、尺寸不正确
或尺寸不同）

维修或改装影响探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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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车视频影像系统 （如果配备）

倒车视频影像系统提供车后区域的视频图像。
运行时，路线出现在显示屏上，指示车辆路径和车后接近物体。

临近的已泊车辆装有较高的装置 （例如：喷盐雾机，扫雪机，移动
卡车床）

在您车辆驶过后，泊车空位的长度或固定装置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车辆周围的环境温度快速改变（例如：从热的车库行驶至冷的车库，
或者离开洗车房后）

警告：倒车视频影像系统为倒车辅助装置，需要驾驶员将
其连同车内和车外后视镜一起使用，以获得 大可视区
域。

警告：由于视频影像系统的显示范围有限，靠近保险杠角
落或保险杠底部的物体可能无法显示在屏幕上。

警告：尽可能缓慢地倒车，因为较高速度可能会限制您停
车的反应时间。

警告：当使用倒车视频影像系统而尾门未关紧时，请务必
小心。如果尾门未关紧，摄像头将不在正确位置且视频图
像可能是错误的。当尾门未关紧时，所有定位指引 （如果

起动）被清除。

警告 ： 车辆处于 R 档位 （倒档）时，开启或关闭倒车视
频影像功能务必小心。确保车辆没有移动。

系统无法定位我所需的泊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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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位于尾门上。

使用倒车视频影像系统
变速器位于 R 档位（倒档）时，倒车视频影像系统显示车后状况。系
统使用三种指南，帮助您查看车后状况：
1. 变动指导路线：倒车时，显示车辆的预定路径。
2. 固定指导路线：显示直线倒车时车辆移动的实际路径，在倒车进

入停车场或将车辆与车后其它物体对齐时提供辅助。
3. 中心线：在将车辆与物体 （挂车）对准时提供辅助。
注意：如果变速器位于 R 档 （倒档）且尾门未关紧，将不会显示倒
车视频影像功能。
注意：如果变速器不在 R 档 （倒档）时有图像出现，请让授权经销
商检查系统。
注意：牵引时，摄像头仅可看到车后牵引的物体。这无法像平时正常
操作时那样提供足够的显示区域，并且可能无法看见某些物体。在某
些车辆上，在挂车牵引连接件连接时，指导路线也可能显示。
注意：在以下状况下，摄像头可能不会正常工作：
•  夜间或昏暗处，如果一个或两个倒车灯未开启。当灯光亮度较低

时不要使用倒车视频影像显示器，除非两个倒车灯起作用。
•  摄像头视频图像被泥、水或堆积物阻塞。使用柔软、无棉的布料

和无磨蚀成分的清洁剂清理镜头。
•  车辆后部碰撞或损坏，造成摄像头定位失调。请让授权经销商对

倒车视频影像系统的正确覆盖范围和操作进行检查。

调节倒车视频影像系统设置 （如果配备）
为了使用倒车视频影像系统设置，确保变速器未在 R 档 （倒档）时
以下选项出现在触摸屏上：
1. 菜单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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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车辆 （Vehicle）

3. 倒车影像 （Rear View Camera）

改变系统设置后，触摸屏将显示所选功能的预览。

指导路线和中心线
注意：变动和固定的指导路线仅适用于变速器位于 R 档 （倒档）的
情况。
注意：中心线仅适用于变动或固定指导路线开启的情况。

A. 变动指导路线

B. 中心线

C. 固定指导路线：绿色区域

D. 固定指导路线：黄色区域

E. 固定指导路线：红色区域

F. 后保险杠

变动的指导路线仅与固定指导路线一起显示。若要使用变动的指导路
线，将方向盘转向至预定路径的指导线。倒车时，如果方向盘位置改
变，车辆可能偏离原始的预定路径。
固定和变动的指导路线根据方向盘位置渐显和渐隐。当方向盘处于
正位时，变动的指导路线不显示。
务必小心倒车。红色区域内的物体距离车辆 近，绿色区域内的物体

远。物体从绿色区域移动至黄色或红色区域时，表示其正在靠近车
辆。使用侧视镜和后视镜可更好的观察车辆两侧和后面区域。
该功能的可选设置为 ACTIVE + FIXED（变动 + 固定）， FIXED（固定）  
和 OFF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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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泊车辅助预警 （Visual Park Aid Alert）
注意：可视泊车辅助预警仅适用于变速器位于 R 档（倒档）的情况。

注意：倒车传感系统在车速高于 5 公里 / 小时时无效，并且可能无法
探测到某些尖锐的或移动的物体。
可视驻车辅助预警可使驾驶员查看倒车传感系统正在检测的区域。
当倒车传感系统检测到物体时，系统使用出现在视频影像顶部的红
色、黄色和绿色并高亮显示。预警将使检测到距离 近的物体高亮显
示。倒车传感警报可禁用，并且如果可视泊车辅助预警启用，高亮区
域仍然显示。
有关如何启用或禁用可视驻车预警功能，参见上文中的调节倒车视
频影像系统设置。

手动变焦

注意：手动缩放仅适用于变速器位于 R 档 （倒档）的情况。

注意：手动缩放启用时，仅显示中心线。使得驾驶员可清楚地查看车
后物体。缩放的图像可将保险杠保留在图像内以提供参考。缩放仅适
用于变速器位于 R 档 （倒档）的情况，当变速器从 R 档 （倒档）切
换至其它档位时，此功能自动关闭，再次使用时必须重置。
该功能的可选设置有：OFF （关闭）、 Level 1 （一级缩放）、 Level 2   
（二级缩放）和 Level 3（三级缩放）上下按动箭头可改变视图。选择 
级别出现在按钮之间（即1级）。正常缩放的默认设置为OFF（关闭）。

后视保持 （Rear Camera Delay）
在车辆从 R 档位 （倒档）换到除 P 档位 （驻车档）之外的任一档位
后，图像将保持不变直到车速达到 10 公里 / 小时。当倒车视频影像
延迟功能开启时，或直到选择收音机按钮，会出现这种情况。
该功能的可选设置有 ON （开启）和 OFF （关闭）。倒车视频影像延
迟的默认设置为 OFF （关闭）。

警告：手动变焦开启时，将无法显示车后全部区域。当使
用手动变焦功能时，请注意观察您的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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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控制

工作原理
巡航控制可使您在无需将脚放在油门踏板上的情况下使车辆维持在
设定车速行驶。

使用巡航控制

注意：行驶在陡峭的山坡上，上下坡时车速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如果
在下坡行驶时车速增加至设定车速之上，请施加制动。
注意：如果在爬坡行驶时车速下降至设定车速以下超过 16 公里 / 小
时，则巡航控制将关闭。

循环控制装置位于方向盘上。

开启巡航控制
向上按 ON （开启）控制按钮，然后松开。

组合仪表中的指示灯将开启。

设定车速
1. 加速至预定车速。

2. 向上按 SET （设置）控制按钮，然后松开。

3. 将脚从油门踏板上移开。

组合仪表中的指示灯将变化颜色。

警告：不要在交通拥挤时或弯道、易滑或沙石路面的道路
上使用巡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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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设定车速
注意：如果通过踩下油门踏板进行加速，设定的车速将不能改变。当
松开油门踏板时，将回到之前设定的车速。
•  上下按动 SET（设置）并按住可增加或降低设定车速。达到预定

车速时，松开控制按钮。
•  上下按动 SET（设置）控制按钮，然后松开。设定车速将以大约

2 公里 / 小时的增量而变化。

•  踩下油门踏板或制动踏板，直至达到预定车速。向上按 SET（设
置）控制按钮，然后松开。

取消设定车速
按下 CNCL （取消）或轻踩制动踏板。设定车速不会删除。

恢复设定车速
按下然后释放 RES （恢复）按钮。

关闭巡航控制
注意：关闭巡航控制时，设定车速被删除。按下 OFF（关闭）控制按
钮，然后松开，或关闭点火。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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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驾驶

驾驶员预警系统 （如果配备）

注意：系统将通过点火循环保存信息显示菜单上的 on/off （开 / 关）
设置。
注意：如果在菜单中启用，当车速超过 64 公里 / 小时时，系统将被
激活。
注意：只要摄像头可探测到车道线，系统将工作。
注意：如果摄像头堵塞或挡风玻璃损坏，系统则不起作用。
注意：在恶劣的天气下或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系统不能工作。
系统使用包括车辆前部摄像传感器的不同输入，自动监测驾驶员的
驾驶行为。
如果系统检测到您的驾驶疲劳度已经下降到某一阈值，系统会通过
蜂鸣器提醒您，并在仪表上显示一条信息。

打开和关闭系统
在默认模式下，系统启用。通过在菜单中选择设置 （Setting），然后
选择驾驶辅助 （Driver Assist），再选择驾驶员预警 （Driver Alert）已  
停用 / 再启用系统。系统一旦启用，根据车道线和其他因素关系的驾
驶行为，系统将监测您的疲劳度等级。

系统报警
注意：如果车速低于 65 公里 / 小时时，系统不会报警。

系统报警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系统只会暂时出现报警状态，提
醒驾驶员进行休息。信息仅短暂显示。如果系统监测到驾驶员的驾驶
疲劳度明显下降，将会触发另一种报警，它将在信息显示器上显示较
长时间。按下方向盘上的 OK 按钮，清除报警。

警告：驾驶员预警系统是辅助驾驶系统。其用途不在于取
代驾驶员的小心驾驶和判断。您有责任谨慎驾驶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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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显示
当系统启用，系统将自动运行，并按需报警。您可以通过信息显示
器，在任何时候查看系统的状态。
在信息显示器中选择 Information（信息），然后选择 Driver Alert（驾 
驶员预警），以显示系统状态。
驾驶员疲劳度的等级通过一条六阶段的彩条显示。

当前您的疲劳度等级处于正常
范围。

当前您的疲劳度等级指示您应
当尽快安全地休息。

当预估的疲劳度等级较少，状态条将从左移向右。当逐渐接近剩余的
图标，颜色将由绿色向黄色再到转变成红色。黄色位置表示第一阶段
报警触发，红色位置表示第二阶段报警触发。
注意：如果您 近接收到报警，您应该进行休息，即使您的当前疲劳
度等级处于正常范围。
注意：如果摄像头传感器无法探测车道线或车速下降至 65 公里 / 小
时以下时，驶驾员疲劳度等级将显示为灰色。

重置系统
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一方法重置系统：
•  关闭并打开点火开关。
•  停车，然后打开和关闭驾驶员侧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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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辅助系统 （如果配备）

系统探测车道外侧的意外漂移和警报和 /或通过转向系统和组合仪表
显示器辅助驾驶员保持在车道中。使用安装在车内后视镜后的摄像
头，系统自动检测并获得车道线轨迹。
注意：驾驶员每次循环打开点火开关后，系统需要启用。
注意：车速超过 64 公里 / 小时时，系统工作。

注意：只要摄像头可探测到车道线，系统将工作。
注意：如果摄像头堵塞或挡风玻璃损坏，系统则不起作用。
注意：当辅助模式启用，驾驶员双手脱离方向盘一小段时间，系统将
会提醒驾驶员手握方向盘。如果用很轻的力握 / 触摸方向盘，系统可
能误认为双手脱离方向盘。参见系统设置。

打开和关闭系统
要打开系统，必须在每次发动
机起动后按下按钮。通过再次
按下按钮，可关闭系统。

注意：每次起动车辆后，系统默认为关闭，除非探测到 MyKey®。如
果探测到 MyKey®，系统将默认为打开。

注意：如果探测到 MyKey®，按下按钮将不会影响系统的开 / 关状态。
当车辆中有 MyKey®，仅可更改模式 （Mode）、灵敏度 （Sensitivity） 
和强度 （Intensity）设置。

系统设置
系统有三个可选设置菜单。若要查看和调整设置，使用方向盘上的
OK 按钮选择左手侧组合仪表上的设置（Settings）> 车辆设置（Vehicle 
Settings）> 驾驶员辅助（Driver Assist）> 车道辅助系统（Lane Keeping    
Sys）。这些设置的每个已知选项保存至系统。每次打开系统时，您不
需要重新调整设置。

警告：该系统是辅助驾驶系统。其用途不在于取代驾驶员
的小心驾驶和判断。驾驶员有责任谨慎驾驶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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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模式）：该设置可使驾驶员选择系统启用的功能，并在按下
按钮时开启。
•  只警告 （Alert only） — 在检测到无意识的驶离车道时，方向盘 

将震动。
•  只辅助 （Aid only） — 在检测到无意识的驶离车道时，方向盘将   

向车道中心方向输入。
•  警告 + 辅助 （Alert + Aid）

灵敏度（Sensitivity）：此设置影响处于车道的位置，提供报警（如：
增强的灵敏度设置将越接近报警区域）。此设置不会影响辅助模式。
•  正常
•  增强
强度 （Intensity）：此设置影响辅助模式下方向盘震动的强度。此设
置不会影响辅助模式。
•  低 （Low）

•  中 （Medium）

•  高 （High）

系统显示
当系统开启时，左手侧的组合仪表显示器将显示一个带有
车道线的车辆上方图像。如果在系统启用时选择了辅助模
式，一个单独的白色图标将会显示在组合仪表上。

系统关闭时，将不会显示车道线图像。
注意：如果启用了自适应巡航系统，可能仍然会显示车辆上方的图
像。
当系统启用时，车道线的颜色将变更，指示系统状态。
灰色：表示系统暂时无法提供指示侧的报警或干预。这可能时由于：
•  车速低于启用的车速
•  转向灯开启
•  车辆处于动态操控
•  摄像查看区域内道路上无车道线或车道线不清晰
•  摄像头阻塞或由于环境原因 （例如：强烈的阳光日照、雪、大

雨或雾天）、交通原因 （例如：跟在阻塞或遮挡车道的大型车辆
后方）、或者车辆自身原因 （例如：前照灯照明不良），无法探
测车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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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信息，参见故障检修。
绿色：表示系统可用或准备就绪以提供指示侧的报警或干预。
黄色：表示系统正在提供或已经提供车道辅助干预。
红色：表示系统正在提供或已经提供车道辅助报警。
若为以下条件，系统可在任何时候临时关闭：
•  按下按钮
•  快速制动
•  急加速
•  使用转向信号灯
•  规避转向操纵

故障检修

在道路上我可以看见车道线，为什么无法使用该功能
（标记线显示灰色）？

车速超出该功能操纵范围

太阳直射于摄像头透镜

有意地快速变换车道

距离车道线太近

转弯时高速行驶

在上一秒钟内出现前一功能启用

模糊不清的标线 （主要在维修路段）

从亮到暗快速变换或相反

路面标线突然中断

ABS 或 AdvanceTrac 启用

由于灰尘、污垢、雾、霜或在挡风玻璃上有水，摄像头被堵住

太靠近前方的车辆

在有车道线和没有车道线的路上交替行驶

路上有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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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线退色 （在混凝土路面上有部分黄色车道线）

道路太窄或太宽

更换挡风玻璃后，摄像头未做校准

行驶在不平坦的路面上

在 Aid （辅助）或 Aid + Alert （辅助 + 报警）模式，车辆为什么不
按预期返回到车道的中间？

道路的横向风速太高

大的路拱

崎岖的道路、沟、肩陡坡

车辆载荷不均衡或不适当的轮胎压力

如果已更换了轮胎 （包括雪地轮胎），或车辆的悬架已变更

在道路上我可以看见车道线，为什么无法使用该功能
（标记线显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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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倒车碰撞预警 （CTA）的盲点信息系统 （BLIS®）（如
果配备）

盲点信息系统 （BLIS®）可辅助
驾驶员来探测已经进入盲点区
域（A）的车辆。探测区域为车
辆两侧、从车外后视镜到保险
杠以外大约 3 米的向后延伸区
域。如果行驶时有车辆进入盲
点区域，系统会为您预警。

盲点信息系统 （BLIS®）可辅助驾驶员来探测已经进入盲点区域 （A）
的车辆。探测区域为车辆两侧、从车外后视镜到保险杠以外大约 3 米
的向后延伸区域。如果行驶时有车辆进入盲点区域，系统会为您预
警。
变速器位于 R 档 （倒档）时，倒车碰撞预警 （CTA）对从侧面驶来的
车辆向驾驶员报警。
注意：盲点信息系统 （BLIS®）未被设计用于防止接触其它车辆或物
体；或探测停驻车辆、人员、动物或基础设施 （栅栏、栏杆，树木
等）。它的设计用途是向驾驶员报警位于盲区内的车辆。
注意：当车辆快速通过盲区时 （通常小于 2 秒钟），系统不会触发。

使用系统
发动机起动和车辆以高于 5 公里 / 小时的车速前进时，盲点信息系统
（BLIS®）开启；它在变速器位于 D 档 （前进档）和 N 档 （空档）时
保持开启。如果从 D 档（前进档）或 N 档（空档）切换至其它档位，

警告 ： 为避免伤害，切勿使用盲点信息系统 （BLIS®）来
代替使用侧视镜、后视镜和在变换车道前回头观望。盲区
信息（BLIS®）仅仅是一个辅助装置，并不能代替谨慎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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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入倒车碰撞预警 （CTA）模式。一旦再次切换至 D 档 （前进
档），车辆以高于 5 公里 / 小时的车速前进时，盲点信息系统（BLIS®）
再次开启。
注意：变速器位于 R 档 （倒档）或 P 档 （驻车档）时，BLIS® 不能工
作，或在转向信号灯开启时，不能提供任何额外警报
倒车碰撞预警 （CTA）探测远处 14 米以内驶来的车辆，尽管传感器

被阻塞时覆盖区域减小。缓慢倒车有助于增大覆盖区域和提高效能。

在第一种示例中，左侧传感器仅被部分阻塞；覆盖区域接近于 大。
 

将车辆停驻在锐角时，覆盖区域也会减小。此处，左侧传感器几乎被
完全阻塞；这一侧的覆盖区域十分有限。

警告 ： 为避免人身伤害，切勿使用倒车碰撞预警 （CTA）
系统来代替使用侧视镜、后视镜和在倒出停车位前回头观
望。倒车碰撞预警 （CTA）仅仅是一个辅助装置，并不能

代替谨慎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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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指示灯和信息
 

盲点信息系统 （BLIS®）和倒车
碰撞预警（CTA）系统点亮驶来
车辆方向的车辆一侧外部后视
镜中的黄色报警指示灯。

注意：前照灯开关不在 “ 关闭 ” 位置且检测到黑暗夜间时，报警指示
灯变暗。
倒车碰撞预警 （CTA）系统还将发出一系列警报声并使信息显示在信
息显示器上，指示左侧或右侧有车辆驶近。倒车碰撞预警 （CTA）系
统与发出其本身的系列警报声的倒车传感系统一同工作；参见驻车
辅助章节。

系统传感器

注意：不存在阻塞时也可能会收到阻塞报警；这种情况很少见，也称
为虚假阻塞报警。虚假阻塞报警的条件是一次钥匙循环后进行自动
校正或清除。

警告：在系统辨别被阻塞情况并警告驾驶员之前，错过物
体的数目将增加。为避免伤害，切勿使用盲区信息（BLIS®）
来代替使用侧视镜、后视镜和在变换车道前回头观望。盲

区信息 （BLIS®）仅仅是一个辅助装置，并不能代替谨慎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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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统使用位于保险杠饰板后
方车辆两侧的雷达传感器。不
要让这些区域被泥、雪或保险
杠粘附物阻塞，否则会造成系
统性能降低。

如果系统检测到出现性能降低的情况，盲点信息系统不可用 （BLIND
SPOT NOT AVAILABLE），或倒车碰撞预警不可用（CROSS TRAFFIC NOT    
AVAILABLE）会出现在信息显示器且相应后视镜中的报警指示灯点
亮。信息显示器报警可被清除，但是报警指示灯仍一直亮。
障碍物被清除时，可使用两种方法来重置系统：1) 驾驶时探测到至少
两个物体，或 2) 将点火钥匙从 “ 开 ” 旋至 “ 关 ”，然后再旋至 “ 开 ”。
如果在钥匙循环后障碍物仍然存在，系统再次感应到它在交通行驶
后被阻塞。

系统局限性
盲点信息系统 （BLIS®）和倒车碰撞预警 （CTA）系统确实具有局限性；
例如恶劣天气条件或传感器区域堆积碎屑的情况可能会限制车辆探测。
以下为可能限制盲点信息系统 （BLIS®）的其它情况：

•  某些机动车辆进入和离开盲区。

信息显示的原因

雷达表面脏污或被阻
塞

清洁雷达前面的面板区域或清除障碍物。

雷达表面未被脏污或
阻塞

在道路上正常行驶数分钟，使雷达探测到过往
车辆，使其可清除被阻塞状态。

大雨 / 大雪干扰雷达
信号

无需操作。一旦雨 / 雪变小或停止，系统将自
动复位至未被阻塞状态。在这些情况下不要使
用盲点信息系统 （BLIS®）和 / 或倒车碰撞预
警 （CTA）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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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以非常快的速度通过盲区。
•  许多车辆组成车队穿过盲区。
以下为可能限制倒车碰撞预警 （CTA）系统的其它情况：

•  附近的停驻车辆或物体阻塞传感器。
•  驶近车辆以超过 24 公里 / 小时的速度通过。

•  以超过 5 公里 / 小时的速度倒车。

•  倒出倾斜的停车场。

虚假警报
注意：如果车辆具有出厂配备牵引杆且正在牵引一辆挂车，传感器将
探测挂车并关闭盲点信息系统（BLIS®），以免出现虚假警报。对于非
出厂配备的牵引杆，您可能需要手动关闭盲点信息系统 （BLIS®）。

可能存在盲点信息系统（BLIS®）或倒车碰撞预警（CTA）系统点亮报
警指示灯而覆盖区域内没有车辆的某些实例；这被称为虚假警报。
出现一定数量的虚假警报属于正常情况；它们只是暂时的并可自动
校正。

系统错误
如果系统检测到左侧或右侧传感器出现问题，信息显示器中的盲点
信息系统 （BLIS®）指示灯将点亮并一直亮起。同时还将显示 盲点信 
息系统故障 （BLIND SPOT SYSTEM FAULT ）或倒车碰撞预警系统故障    
（CROSS TRAFFIC SYSTEM FAULT）信息。左侧或右侧故障指示灯未点   
亮时，只显示信息显示器上的故障信息。

关闭和开启系统
通过使用信息显示控制器可暂时关闭这两个系统的一个或两个；参
见信息显示器章节。盲点信息系统 （BLIS®）关闭时，驾驶员不会接
收到报警，信息显示器显示 “ 盲点信息系统关闭 （BLIND SPOT SYS   
OFF） ” 和 / 或 “ 倒车碰撞预警系统关闭 （CTA SYSTEM OFF） ”。无论  
何时点火开启，系统都将再次开启。
其中一个或两个系统还可通过授权经销商永久关闭。一旦关闭，要将
其重新开启，则必须在授权经销商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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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
电动助力转向

您的车辆配备电动辅助转向系统。不需要添加转向液和检查油位。
如果在您驾驶车辆时，车辆失去了电能（或者点火开关关闭），您也
能手动转动方向盘，但是这比较费力。过度转向会增加您转向的力
量。这会导致转向系统内部过热和对您的转向系统造成永久的损坏。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您将不仅失去对手动控制转向的能力，而且会
导致系统永久的损坏。一般的转向和驾驶操作将使系统冷却和转向
助力系统恢复。
如果转向系统检测到故障，将会在信息显示器上显示转向信息。

转向提示
如果转向时摆动或跑偏，检查是否有：
•  轮胎充气不当
•  轮胎磨损不均
•  悬架零部件松动或磨损
•  转向零部件松动或磨损
•  车辆定位不当
高路拱或高速侧风也可能会使转向出现摆动 / 跑偏。

警告：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具有自诊断功能，持续监测系统
工作，确保电子系统工作正常。如果系统检测到电子故
障，将会在信息显示器上显示一条信息。如果发生这种情

况，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并关闭发动机。至少等待 10 秒，通过
重新起动发动机来重置系统，观察信息显示器上的转向信息。如果
再次出现转向信息，请到授权经销商处进行维修检查。

警告：如果系统检测到故障，立即进行维修。您可能感觉
不到转向系统有故障，但故障确实存在。不这样做可能会
失去对转向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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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

行李网 （如果配备）

行李网使货箱内的轻质货物稳
固而安全。将行李网搭扣系在
固定件上。

车顶行李架和装载机 （如果配备）

注意：建议 大载荷为 45 千克，均 分布在横杆上。

注意：切勿把货物直接放置在车顶上。车顶板未被设计用于直接装运
货物。
为正确使用车顶行李架系统功能，货物必须直接放置在固定在车顶
行李架侧梁上的横杆上。您的车辆可能装备了原厂安装的横杆。为您
的车专门设计的福特原厂附件（Ford Genuine Accessory）横杆也可推  
荐应用于您的车顶行李架系统。

警告 ： 此行李网未被设计用于在碰撞或急刹车时约束物
体。

警告：往车顶侧梁横杆上装载货物时，建议将载荷均 分
布并保持较低的重心。重心较高的装载车辆比空载的车辆
难于操纵。驾驶重载车辆时，应当采取额外的防护措施，

如减速和增加制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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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货物被安全可靠固定。驾驶之前和每次停车加油时，检查货物固
定的松紧度。

调节横杆 （如果配备）
注意：在横杆不用时，通过取下或重新定位横杆，可以减少风噪声。
完全向后定位后部横杆，保持前横杆离前端盖 25 厘米。

1. 通过逆时针转动，松开横杆
两端的系带钩。使用小的螺
丝 或类似的工具插入系带
钩的轴部并扭转，用于分离
系带钩。

2. 移动横杆至所需的位置。可
能需要另一个人站在横杆的
另一端。

3. 通过顺时针转动，拧紧横杆两端的系带钩，直至紧固。使用可用
于紧固系带钩并多转半圈的小的螺丝 或者类似的工具。

每次从车顶行李架增加或移除负荷和定期出行中，请一定要检查系
带钩是否紧固。在出行前，请确保负载已经被固定好。

载重限制
车辆装载 — 牵引和无牵引挂车
本节将指导您正确装载车辆和 / 或挂车，保证车辆装载重量在其设计
的额定承载能力之内（牵引或无牵引挂车）。正确装载车辆可提供车
辆设计性能的 佳表现。装载车辆前，您应熟悉车辆轮胎标签或安全
合格证明标牌上的下列条目以确定车辆的额定重量 （牵引或无牵引
挂车）：
基本整备质量 — 包括加满油的油箱和所有标准设备在内的车辆重 
量。它不包括乘客、货物或选装件。
车辆整备质量 — 从授权经销商处购买来的新车加上所有配件市场装 
置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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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载荷 — 车辆装载的货物和乘客的组合重量。您的车辆的 大装
载量可在位于 B 柱或驾驶员车门边缘的轮胎标签上找到 （出口到美
国和加拿大之外的车辆可能没有轮胎标签） 。查找 “THE COMBINED   
WEIGHT OF OCCUPANTS AND CARGO SHOULD NEVER EXCEED XXX kg or       
XXX lb.”（“ 乘客和货物组合重量不应超过 XXX 公斤或 XXX 磅。”）标 
识以了解 大装载量轮胎标签上标示的有效载荷是装配厂组装的车
辆的 大装载量。如果有配件市场或特约经销商安装装置安装在了
车辆上，该装置重量必须从轮胎标签上标示的有效载荷中减去以确
定新的有效载荷。

•  仅是示例：

警告 ： 适当的车辆承载能力受限于容积运载能力 （可用
空间大小）或额定载重量 （车辆可装载重量大小）。一旦
达到了车辆的最大载重量，不要再添加货物，即便是仍有

空间可用。超载或不当装载车辆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或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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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重量 — 包括添加到基本整备质量上的所有重量，包括货物和选 
装件。挂车牵引时，挂车舌片或中心销重量也是货物重量的一部分。
GAW（轴荷总重量）— 安放在每个车轴 （前轴和后轴）上的总重量
– 包括车辆整备质量和所有有效载荷。

GAWR （车轴额定总质量） — 单个车轴 （前轴或后轴）可以承载的
大容许重量。这些数值标示在安全合格证明标牌上。标牌应当粘在

每个车门铰链支柱、门闩杆、或门闩杆相交的门缘、靠近驾驶员侧乘
坐 位 置。每 个 车 轴 的 总 负 载 绝 对 不 要 超 过 其 车 轴 额 定 总 质 量
（GAWR）。

注意：有关挂车牵引信息，请参见授权经销商提供的休闲车 （RV）
和挂车牵引指南。

GVW （车辆总重） — 车辆整备质量 + 货物重量 + 乘客重量。

GVWR （车辆额定总质量） — 满载车辆的 大容许重量 （包括所有
选装件、设备、乘客和货物）。车辆额定总质量 （GVWR）标示在安
全合格证明标牌上。标牌应当粘附在每个车门铰链支柱、门闩杆、或
门闩杆相交的门缘、靠近驾驶员侧乘坐位置。车辆总重 （GVW）绝
对不要超过车辆额定总质量 （GV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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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是示例：

警告：超过安全合格证明标牌上标示的车辆额定重量限制
可能会导致车辆操纵或性能低于法规标准、发动机、变速
箱和 / 或结构损坏、车辆严重受损、失控或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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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W（牵引车带挂车总重）— 车辆满载重量 （GVW）加上挂车满载
重量。
GCWR（牵引车带挂车额定总质量）— 车辆 大容许重量加上满载挂
车重量 – 包括货物和乘客 – 车辆仍可在无损坏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操    
纵。（重要：牵引车的制动系统标定在车辆额定总质量 （GVWR）而
不是牵引车带挂车额定总质量 （GCWR）下工作。）拖车和挂车的安
全控制应当使用独立作用的制动器，此时牵引车加上拖车的牵引车
带 挂 车 总 重 （GCW）大 于 牵 引 车 的 牵 引 车 带 挂 车 额 定 总 质 量
（GCWR） 。车 辆 总 重 （GCW）绝 对 不 要 超 过 车 辆 额 定 总 质 量
（GCWR）。

大装载挂车质量 — 车辆可拖挂的满载挂车的 大可能重量。假定
一辆车只装备指定选装件，没有货物 （内部或外部），舌片载重 10–
15% （传统挂车）或者主销重 15–25% （第五轮拖车），以及只有驾
驶员（重 68 公斤）咨询授权经销商（或参考由授权经销商提供的休
闲车 （RV）和挂车牵引指南）以了解更多信息。

舌片载重或第五轮拖车主销重 – 参考拖车上的拖车牵引装置向下推  
动量的重量。
例如：5000 磅  （2268 公斤）传统挂车， 5000 乘以 0.10 和 0.15，以   
获得适当的舌片负载范围为 500 至 750 磅 （227 到 340 公斤）。11500    
磅 （5216 公斤）第五轮拖车，乘以 0.15 和 0.25，以获得适当的主销 

载荷范围为 1725 至 2875 镑 （782 到 1304 公斤）。

警告：不要超过安全合格证明标牌规定的车辆额定总质量
（GVWR）或车轴额定总质量 （GA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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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正确的负荷极限的步骤：
1. 找到车辆标牌上的 “The combined weight of occupants and cargo       

should never exceed XXX kg or XXX lb.” （“ 乘客和货物组合重量不    
应超过 XXX 公斤或 XXX 磅。 ”）标识。

2. 确定车内乘坐的驾驶员和乘客的总重量。
3. 从 XXX 公斤或 XXX 磅中减去驾驶员和乘客的总重量。

4. 得到的数字等于可用的货物和行李载重量的数值。例如，如果
“XXX” 值为 1400 磅，且车内有五位体重 150 磅的乘客，则可用货
物和行李载重量的数值即为 650 磅。(1400–750 (5 x 150) = 650 磅    
)。采用公制单位，即为 (635–340 (5 x 68) = 295 公斤 )。

5. 确定车辆上装载的行李和货物的总重量。该重量可能不会超过
步骤 4 中计算得出的可用货物和行李载重量。

6. 如果您的车辆要牵引一辆挂车，拖车的载荷将被传递至您的车
辆上。查阅该手册，确定它如何降低您车辆上的可用货物和行李
载重量。

下面为您提供几个例子，说明如何计算可用的货物和行李载重量的
数值：
•  再举一个例子，若您的车辆具有 1400 磅 （635 公斤）的货物和

行李载重量。您决定去打高尔夫球。是否还有足够的载重量以装
载您、您的 4 个朋友和所有的高尔夫球袋？您和您的 4 个朋友平
均每人体重 220 磅 （99 公斤），且每个高尔夫球袋重量大约为
30 磅 （13.5 公斤）。计算式应为：1400 ‐ (5 x 220) ‐ (5 x 30) = 1400       
‐ 1100 ‐ 150 = 150 磅是的，您的车辆还有足够的载重量装载您的    

警告：不要使用载重量低于原装轮胎的替换轮胎，因为它
们可能要低于车辆的车辆额定总质量 （GVWR）或车轴额
定总质量 （GAWR）限额。极限值高于原装轮胎的替换轮

胎 并 不 能 增 加 车 辆 额 定 总 质 量 （GVWR）或 车 轴 额 定 总 质 量
（GAWR）限额。

警告：超过任一车辆额定重量限额都可能导致严重的车辆
损坏或 / 和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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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和高尔夫球袋。若采用公制单位，计算式应为：635 公斤 ‐ 
(5 x 99 公斤 ) ‐ (5 x 13.5 公斤 ) = 635 ‐ 495 ‐ 67.5 = 72.5 公斤

•  后一个例子，若您的车辆具有 1400 磅 （635 公斤）的货物和
行李容量。您和一个朋友决定去当地家居装修店运输水泥，以完
成您在过去的 2 年里一直计划的庭院装修。计算将后排座椅折叠
后的车内空间，您具有装载 12 袋，每袋 100 磅（45 公斤）的水
泥的空间。您是否有足够的载货容量将水泥运输回家？如果您
和朋友每人体重 220 磅（99 公斤），计算式应为：1400 ‐ (2 x 220)     
‐ (12 x 100) = 1400 ‐ 440 ‐ 1200 = ‐ 240 磅。所以，您没有足够的载   
货容量装载那么多的重量。若采用公制单位，计算式应为：635
公斤 ‐ (2 x 99 公斤 ) ‐ (12 x 45 公斤 ) = 635 ‐ 198 ‐ 540 = 103 公斤 您   
需要将载货重量降低至少 240 磅 （104 公斤）。如果您除去 3 袋
100 磅 （45 公斤）的水泥，则载荷计算式应为：

1400 ‐ (2 x 220) ‐ (9 x 100) = 1400 ‐ 440 ‐ 900 = 60 磅。现在您有足   
够的载货容量来运输水泥并将朋友送回家。若采用公制单位，计
算式应为：635 公斤 ‐ (2 x 99 公斤 ) ‐ (9 x 45 公斤 ) = 635 ‐ 198 ‐ 405     
= 32 公斤。

上述计算式还假定载荷以不使安全合格证明标牌上规定的车辆前轴
或后轴额定总质量超载的方式分布在车辆上。标牌应当粘附在每个
车门铰链支柱、门闩杆、或门闩杆相交的门缘、靠近驾驶员侧乘坐位
置。

特殊的载重说明 — 对于皮卡车和多用途车的用户

您的车辆相对于大多数乘用车，可以装载更过的货物和乘员。根据货
物的类型和摆放，装载的货物和乘员可能会使车辆的重心升高。

警告：重载车辆和空载的车辆处理方法是不同的。驾驶重
载车辆时，应当采取额外的防护措施，如减速和增加制动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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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

牵引拖车

注意：了解更多有关如保险丝或继电器的的电子元件信息，参见保险
丝章节。
车辆载重量按重量计算，而不是容量，所以装载车辆时并非一定要使
用所有可用空间。
牵引挂车时会在车辆发动机、变速器、车轴、制动器、轮胎和悬架上
施加额外的载荷。牵引操作期间和之后，定期检查这些部件。

载荷分布
为了降低在行驶时挂车运动对车辆的影响：
•  将 重的货物装载在靠近挂车底板处。
•  将 重的货物集中装载在挂车轮胎的左右侧中间。
•  将 重的货物装载在拖车轴的上方或在挂车舌片的略微向前

处。 终挂车舌片的重量不能超过或低于挂车载重量的 10–
15%。

•  使用可以正常上下移动的拖车杆。当车辆和拖车连接，从侧面
看，拖车架应该水平或相对于车辆略微倾斜。

车辆在拖车或装载负载行驶时，由于增加了负载重量，会有轻微的震
动和颠簸发生。有关适当的挂车载重和用于牵引的车辆设置，可以参
见载荷章节中有关载荷限制信息，也可以参见授权经销商提供的休
闲车 （RV）和挂车牵引指南。

拖车摆动控制 （如果配备）
注意：此功能不能防止拖车摆动，但是可在其开始摆动时降低其幅
度。
注意：此功能无法阻止所有拖车摆动。
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车速过高，系统可能会多次启用，逐步降
低车速。

警告：不要超过安全合格证明标牌规定的车辆额定总质量
（GVWR）或车轴额定总质量 （GAWR）。

警告：牵引超过推荐 大挂车总重量的挂车将超过车辆极
限并可能导致发动机损坏、变速箱损坏、结构损坏、车辆
失控，翻车和人身伤害。

www.inhauto.com



牵引 245
此功能为每个车轮单独施加车辆制动器，如有必要，还会降低发动机
输出功率。如果挂车开始摆动，稳定控制灯闪烁，信息拖车摆动减速
（TRAILER SWAY REDUCE SPEED）会显示在信息显示器上。首先需要进   
行的操作是使车辆减速，然后在路边安全停车，检查牵引杆载荷和挂
车载荷分布是否合理。具体装载信息，参见载荷章节。

推荐牵引重量
注意：不要超过下表中所列的有关您车辆配置的挂车质量。
注意：确保考虑到了拖车的 大截面。不能超过：
•  如果您的车辆拖车等级为 I，则拖车的 大截面为 1.86 平方米。

•  如果您的车辆拖车等级为 III，则拖车的 大截面为 3.72 平方米。

注意：对于高海拔作业，在海拔 300 米处开始，每 300 米降低总重量
的 2％。

注意：一些地方的政府对于一些超过指定载重量的拖车，要求配备电
子拖车制动器。务必查阅相关地方的规定了解指定载重量信息。所列
的 大挂车重量可能受限于指定载重量，因为车辆的电器系统可能
不包括需要启用电子拖车制动器的线束接插件。
您的车辆可以牵引等级 I 或等级 III 的拖车，其提供 大挂车质量小于   
或等于您车辆配置所列的 大挂车重量，如下表所示。

发动机 / 乘员 / 拖车等级 大牵引车带挂
车额定总质量
（GCWR） ‐ 磅

（千克）

挂车 大质量 ‐ 
磅 （千克）

前轮驱动 （FWD）

2.0L GTDI/6– 乘员 / 等级 I 6810 (3089) 2000 (907)

2.0L GTDI/7– 乘员 / 等级 I 6830 (3098) 2000 (907)

3.5L TiVCT/6– 乘员 / 等级 I 6870 (3116) 2000 (907)

3.5L TiVCT/7– 乘员 / 等级 I 6940 (3148) 2020 (916)

3.5L TiVCT/6– 乘员 / 等级 III 9910 (4495) 5000 (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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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引拖车达 1588 公斤，使用重载的挂钩和球，通过车辆的车底结
构，均 分布挂车舌片负载。对于牵引超过 1588 公斤至 大挂车质
量的拖车，推荐使用重量分配式挂钩，在牵引时，增加前轴负荷。

必要的牵引检查
遵守下列准则，确保安全牵引：
•  在车辆还未行驶至少 1600 公里之前不要牵引挂车。

•  查阅有关牵引挂车的当地机动车法规。
•  参考含有牵引附件的正确安装和调整规格的相关信息的说明

书。
•  如果您牵引一辆挂车，则需更频繁地保养车辆。参见保修政策及

保养计划指南。
•  如果您使用租赁的挂车，遵守租赁公司为您提供的使用说明。
根据轮胎标牌和说明书上安全合格标牌的装载技术规格计算车辆载
荷，有关载荷限制信息，参见载荷章节。
计算车辆总重量时，记住要将挂车牵引杆重量作为车辆载荷的一部
分。

3.5L TiVCT/7– 乘员 / 等级 III 9980 (4527) 5020 (2277)*

四轮驱动车辆

3.5L TiVCT/6– 乘员 / 等级 I 7100 (3221) 2000 (907)

3.5L TiVCT/7– 乘员 / 等级 I 7110 (3225) 2020 (916)

3.5L TiVCT/6– 乘员 / 等级 III 10160 (4608) 5000 (2268)

3.5L TiVCT/7– 乘员 / 等级 III 10160 (4608) 5040 (2286)

发动机 / 乘员 / 拖车等级 大牵引车带挂
车额定总质量
（GCWR） ‐ 磅

（千克）

挂车 大质量 ‐ 
磅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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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车牵引连接件 （配备挂车牵引 / 预装套装的车辆）
挂车牵引连接件位于后保险杠底部、车辆的左侧。

挂钩盖
您的车辆装备可拆卸的挂钩盖。拆卸挂钩盖：

1. 以逆时针方向旋松盖子底部
两个 1⁄4 圈紧固件 （A）。往  
后拉动盖子和拆除盖子，紧
固件依然和盖子连在一起。

2. 重新安装盖子，使盖顶部的
四个塑料卡插入到相应的插
槽 （B），并推动盖子到保险
杠上。

3. 握住相对于保险杠装饰件的外盖，重新装上两个 1⁄4 圈紧固件并  
顺时针转动它们。

挂钩
不要使用在保险杠上的挂钩。使用专门的运输挂钩。

颜色 功能

1. 深绿色 右转向信号灯 / 制动灯 / 危险报警闪光灯

2. 黄色 左转向信号灯 / 制动灯 / 危险报警闪光灯

3. 棕色 尾灯 / 驻车灯

4. 白色 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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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挂车载荷，使挂车总重量的 10–15% 位于牵引杆上。在挂车等级
为 III 时，不要超过挂车舌片的 大载荷 227 公斤。

重量分配挂钩

当使用重量分配挂钩时，始终执行以下步骤：
1. 使车辆 （未装备挂车）停在平整的路面上。
2. 测量的前轮挡泥板上开口的顶部的高度，这是 H1。

3. 将拖车和车辆连接，不使用重量分配连杆。
4. 再次测量前轮挡泥板上开口的顶部的高度，这是 H2。

5. 安装和调整重量分配连杆张紧度，使得前翼子板的高度大约是
H1 和 H2 之间的一半。

6. 检查拖车高度。如果高度不正确，根据步骤 3‐6 调节球的高度。

安全链
注意：切勿将安全链连接至保险杠上。
始终将安全链连接至车辆的挂钩保持器。
要连接安全链，将其在挂车牵引杆下交叉并保持充足的转弯空间。不
要使安全链拖到地上。

挂车制动器

电子制动器和手动、自动或脉冲式拖车制动系统必须安全地安装到
位，并且根据厂商的要求进行调节。挂车制动器必须符合当地和联邦
的法律法规。
牵引车的制动系统标定在车辆额定总质量（GVWR）而不是牵引车带
挂车额定总质量 （GCWR）下进行工作。

警告：当车辆的后保险杠比未安装拖车时高，不要调整重
量分配挂钩位置。这样做会阻碍重量分配挂钩的功能，这
可能会导致不可预知的结果，并可能导致严重的人身伤

害。

警告：不要将挂车液压制动系统直接连接到您的车辆制动
系统上。您的车辆可能没有足够的制动力，发生碰撞的可
能性将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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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制动系统的有效运行，装载时需要被牵引车辆和拖车的重量超
过 680 公斤。

挂车车灯
大多数挂车要求装备挂车车灯。确保所有行驶灯、制动灯、转向信号
灯和危险报警灯正常工作。有关正确的使用说明和连接车灯的装置，
请联系授权经销商或挂车租赁公司。

牵引拖车前
行程开始前，练习转弯、停车和倒车，了解车辆 ‐ 挂车组合的感觉。
转向时，采用较大的转弯半径，使拖车车辆躲开路缘石和其他路障。

牵引挂车时
•  首个 800 公里期间，不要以高于 113 公里 / 小时的车速行驶，不

要进行油门全开起步。
•  行驶 80 公里之后，彻底检查挂钩、电气连接器和挂车车轮轮毂

螺母。
•  在炎热天气下停在交通路口时，将换档杆置于 P 档 （驻车档），

以辅助发动机和变速器冷却并提高空调性能。
•  关闭速度控制装置。当您在较长的陡坡上牵引挂车时，速度控制

装置可能会自动关闭。
•  在长或陡坡上下坡行驶时，切换至低速档。不要连续施加制动

器，因为它们可能会过热且效率下降。
•  在连接挂车时，使用坡道辅助或者拖 / 拉功能。这可提供发动机

制动并有助于消除过量变速器换挡，以获得 佳的燃油经济性
和变速器冷却效果。

•  连接挂车时，保持更大制动距离；预先判断停车并缓慢制动。
•  避免停驻在坡道上。如果您不得不将车辆停放在斜坡上，在拖车

车轮下放置车轮垫。

投放和回收船只或私人喷气艇 （PWC）
注意：拖车入水之前，断开连接到挂上的线束。
注意：拖车从水中拖出后，重新将线束连接至挂车。
在投放和回收船只期间，降下斜板时：
•  静水位不能超过后保底部边缘。
•  不能使水浪，打在超过后保底部边缘的 15 厘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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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这些限制，可能使水进入车辆零部件：
•  造成零部件内部损坏。
•  影响车的驾驶性能，排放性能和可靠性。
当后轴被淹没在水中时，随时更换后轴的润滑油。水污染后轴润滑油
的情况，在常规检查时是很难发现的，除非对车辆进行车桥的漏油检
查或维修时，才会发现。

救援车牵引

如果您需要将车辆牵引，请联系专业的牵引服务商或您的道路救援
服务供应商 （如果您是道路救援计划的成员）。
建议使用车轮举升装置和台车或平板装置来牵引车辆。不要使用链
钩进行牵引。福特汽车公司不赞成链钩牵引产品。如果车辆被错误牵
引或以其它方式牵引，则可能损坏车辆。
福特汽车公司为所有授权的故障牵引车驾驶员提供牵引手册。让您
的故障牵引车驾驶员参考该手册，为您的车辆实施正确的挂钩和牵
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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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合适的车轮举升设备使前轮离地，前轮驱动 (FWD)车辆可从
前轮进行牵引。以这种方式牵引时，后轮可停在地面上。
前轮驱动（FWD）车辆还可使用车轮举升设备从后部牵引，但是，前
轮必须放置在台车上，以防损坏变速器。
四轮驱动 （4WD）车辆必须使用车轮举升和台车或平板设备进行牵
引，所有车轮都离地，以防损坏变速器、四轮驱动 （4WD）系统或
车辆。

使用四轮汽车牵引车辆
故障 （紧急）牵引
如果车辆不能行驶 （无法使用车轮台车、汽车牵引挂车或平板运输
车轮），在以下情况下，可使用平板牵引 （所有车轮位于地面上，无
论动力传动系 / 变速器是何配置）：

•  车辆朝向正前方，使其可正向牵引。
•  变速器位于 N 档 （空档）。如果无法将变速器移至 N 档 （空

档），参见变速器章节中自动变速器。
•  高车速为 56 公里 / 小时。

•  大距离为 80 公里。

休闲车牵引

装备 2.0L 发动机的车辆
注意：将您的空调控制系统置于循环空气模式，防止废气进入车内。
参见空调章节。
如果需要使用休闲车 (RV) 牵引，请遵照这些指导原则。休闲车牵引示
例中，您的车辆被牵引在房车后面。这些指导原则旨在确保变速器不
被损坏。
不要在任何车辆位于地面上时牵引车辆，否则可能会损坏车辆或变
速器。建议在 4 个车轮全部离地时牵引车辆，例如使用汽车牵引挂
车。否则，严禁进行休闲车牵引。

未装备 2.0L 发动机的车辆
注意：将您的空调控制系统置于循环空气模式，防止废气进入车内。
参见空调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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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特殊的动力传动组合，牵引车辆进行个人旅行 （如在旅行车或
卡车后面）时，请遵守下列准则。这些准则设计用于在车辆挂上休闲
车 （RV）或牵引台车后防止损坏车辆。

前轮驱动 （FWD）车辆可在所有四个车轮接触地面或通过牵引台车
使前轮离开地面的情况下进行牵引。如果您使用牵引台车，请遵守设
备供应商规定的说明。如果在 4 个车轮前部位于地面上牵引车辆，参
见本节末尾处的牵引说明。
四轮驱动 （4WD）车辆可在所有四个车轮接触地面或通过使用车辆
运输拖车使四个车轮离开地面的情况进行牵引。不要在前轮离地和
后轮接触地面的情况下牵引四轮驱动 （4WD）车辆 （通过使用牵引
台车）；这将对四轮驱动 （4WD）车辆造成损坏。如果您使用车辆
运输拖车，请遵守设备供应商规定的说明。如果在 4 个车轮全部位于
地面上牵引车辆，参见本节末尾处的牵引说明。
如果在 4 个车轮位于地面上时牵引车辆：

•  仅在前进方向进行牵引。
•  释放驻车制动器。
•  变速箱置于 N 档位 （空档）。

•  车速不要超过 105 公里 / 小时。

•  每天起动发动机并使其运转 5 分钟，然后每隔 6 小时重复。发动
机运转且将脚放在制动踏板上时，再次换入 N 档（空档）之前，
换入 D 档 （前进档），然后换入 R 档 （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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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提示

磨合
您需要对新轮胎磨合大约 480 公里。在此期间，车辆可能出显示异常
驾驶特性。首个 1600 公里内避免过快行驶。频繁改变车速以及提前
换挡来提高车速。不要使发动机负荷过大。首个 1600 公里内不要牵
引挂车。

经济驾驶
燃油经济性受数个因素的影响，例如驾驶风格、驾驶条件和车辆保
养。
谨记下列操作可改善燃油经济性：
•  以平稳、适中的方式加速和减速。
•  保持 速行驶。
•  预先判断停车；缓慢减速也许会消除停车的必要。
•  统筹安排琐事， 大限度减少停停走走式行驶。
•  高速行驶时关闭车窗。
•  以合理的车速行驶 （以 88 公里 / 小时的速度行驶可比 105 公里

/ 小时的速度行驶减少 15% 的燃油消耗量）。

•  保持轮胎正常充气并且只使用推荐尺寸的轮胎。
•  使用推荐机油。
•  执行所有日常计划保养。
您可能不希望进行以下操作，因为它们会降低燃油经济性：
•  突然或急加速。
•  关闭之前加速发动机。
•  怠速运转超过 1 分钟。

•  在寒冷的早晨预热车辆。
•  使用空调装置或前除霜器。
•  在山区使用巡航控制功能。
•  驾驶时将脚停放在制动踏板上。
•  驾驶满载车辆或牵引挂车。
•  装载不必要的重量 （每 180 kg 的装载质量可能会造成每升燃油 

少跑大约 0.4 公里）。

•  在车辆上加装专用附件（例如昆虫挡板、翻车保护杆 / 灯架、脚
踏板、行李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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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车轮定位不良时行驶。

涉水行驶
如果在深水或积水中行驶不可
避免，请非常缓慢地前进。切勿
在水深超过钢圈底部 （对轿车
而言）或轮毂底部 （对卡车而
言）时涉水行驶。

当涉水行驶时，牵引力或制动能力可能会受到限制。此外，水可能会
进入发动机进气管并严重损坏发动机或使车辆熄火。
注意：在深水中行驶且已淹没了变速箱通气管，可能会使水进入变速
箱，引起变速箱内部损坏。
注意：一旦涉水驶过，务必通过缓慢行驶车辆并同时对制动踏板施加
轻微压力来干燥制动器。潮湿的制动器无法像干燥的制动器一样有
效地制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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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垫

警告 ： 务必使用专门设计的车辆搁脚区域配合良好地板
垫。仅可使用不会阻碍踏板的地板垫。仅可使用可靠地固
定在固定柱上的地板垫，使其不会从其位置上滑出且不会

干扰踏板或降低车辆的安全运行。
•  无法自由移动的踏板会造成车辆失控并增加发生严重人身伤

害的风险。
•  务必确保地板垫正确固定在车辆装备的地毯中的保持柱上。

地板垫必须正确固定至两个定位柱上，以确保地板垫不会从
定位处滑出。

•  切勿将地板垫或其它任何覆盖物放置在无法正确固定的车辆
搁脚区域中，以防止其移动或干扰踏板或车辆操控能力。

•  切勿将地板垫或其它任何覆盖物放置在之前安装的地板垫顶
部。地板垫应当始终位于车辆地毯表面上，而不能在其它地板
垫或其它覆盖物上。额外的地板垫或其它任何覆盖物会降低
踏板自由行程并可能干扰踏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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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  定期检查地板垫的固定情况。务必正确重新安装和固定之前
拆下来进行清洁或更换的地板垫。

•  务必确保驾驶时物体不会掉入驾驶员搁脚区域内。脱落的物
体会堵塞在踏板下方，造成车辆失控。

•  未能准确遵照地板垫安装或固定说明可能会导致干扰踏板操
作，进而造成车辆失控。

•  要安装地板垫，定位地板垫，使眼圈位于保持柱上方，然后按
下使其锁止。

•  要拆除地板垫，可按照安装顺序反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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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紧急情况

危险报警闪光灯
危险报警闪光灯控制按钮位于收音机旁边仪表板上。当您
的车辆不能行驶并对其他汽车驾驶员产生安全性威胁时，
使用该危险报警闪光灯。

•  按下闪光灯控制按钮，所有的前后转向信号灯都将闪烁。
•  再次按下闪光灯控制按钮，可将它们关闭。

配备 MyTouch 的车辆
•  按住闪光灯控制按钮，所有的前后转向信号灯都将闪烁。
•  再次按住闪光灯控制按钮，可将它们关闭。
注意 ： 长时间使用时，闪光灯可能耗尽蓄电池的电量。

燃油切断开关

为了减轻严重碰撞带来的后果，该车辆装备了一个燃油泵关闭装置，
它可使燃油停止流向发动机。并不是每次碰撞都会造成燃油泵关闭。
如果碰撞后车辆熄火，需要通过执行以下操作重新起动车辆：
1. 关闭点火开关。
2. 打开点火开关。
3. 重复步骤 1 和 2，重新启用燃油泵。

注意 ： 如果车辆配备按钮起动系统，按下停止 / 起动按钮两次，重
新启用燃油系统。

跨接起动车辆

警告 : 在碰撞后未检查以及在必要时未修理漏油故障可能
会增加火灾和严重伤害的风险。福特汽车公司建议在每次
碰撞后都要由授权经销商检查燃油系统。

警告 : 如果接触火焰、火花或燃着的香烟，蓄电池周围的
气体可能会爆炸。爆炸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或车辆损坏。

警告 : 蓄电池含有硫酸，如果接触到它可能会烧伤皮肤、
眼睛和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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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试图通过推车起动您的自动变速箱车辆。自动变速箱没有推车
起动能力。试图推车起动装备自动变速箱的车辆可能会造成变速箱
损坏。
当断开蓄电池或安装新的蓄电池时，自动变速箱必须再学习其换档
策略。因此，变速箱可能会出现生刚性和柔性兼具的换档。这种操作
被认为是正常的且不会影响变速箱的功能或耐久性。随着时间的推
移，适应学习过程将完全更新变速箱操作。

车辆的准备
注意 ： 仅使用 12 伏的电源起动您的车辆。

注意 ： 不要断开故障车辆的蓄电池，否则可能会损坏车辆的电气系
统。
1. 将援助车辆停靠在故障车辆的发动机罩附近，确保两辆车不会

接触。在两辆车上施加驻车制动器并避开发动机冷却风扇和其
他运动部件。

2. 在连接蓄电池导线之前，检查所有的蓄电池接线柱并清除所有
锈蚀。确保通气盖紧密且水平。

3. 开启两辆车的暖风装置风扇，防止任何电冲击。关闭所有其他附
件。

连接跨接电缆

注意： 不要将负极 （‐）电缆连接到燃油管、发动机气门罩、进气歧
管或电器组件上作为接地点。
注意 ： 在图表中，底部的车辆用于标示辅助蓄电池。

警告 : 不要将第二条电缆一端连接到要跨接的蓄电池的负
极 （‐）接线柱上。火花可能会造成蓄电池周围的气体爆
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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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正极（+）跨接电缆连接到
放完电的蓄电池的正极 （+）
接线柱上。

2. 将正极（+）电缆的另一端连
接到辅助蓄电池的正极 （+）
接线柱上。

3. 将负极 （‐）电缆一端连接到
辅助蓄电池的负极 （‐）接线
柱上。

4. 确保负极 （‐）电缆另一端连
接到熄火的车辆发动机暴露
的金属件上，远离蓄电池及
燃油喷射系统。

确保电缆不接触风扇叶片、皮带、两辆车的发动机运动部件或任何燃
料输送系统零部件。

跨接起动
1. 起动援助车辆的发动机并使发动机以适度增加的转速运转。
2. 起动故障车辆的发动机。
3. 一旦故障车辆起动，在断开跨接电缆之前，使两个发动机运转 3

分钟。

断开跨接电缆
注意 ： 在图表中，底部的车辆用于标示辅助蓄电池。
按照与连接相反的顺序断开跨接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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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跨接电缆从接地金属表面
上断开。

2. 断 开 援 助 车 辆 蓄 电 池 负 极
（‐）接线柱上的跨接电缆。

3. 断 开 援 助 车 辆 蓄 电 池 正 极
（+）接线柱上的跨接电缆。

4. 断 开 故 障 车 辆 蓄 电 池 正 极
（+）接线柱上的跨接电缆。

在故障车辆起动及跨接电缆断开后，使发动机怠速运转几分钟，从而
使发动机电脑可以再学习其怠速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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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断器

更换保险丝
熔断器

如果车辆上的电器组件无法工作，则可
能有熔断器已被熔断。熔断的熔断器可
以通过熔断器内断开的熔丝进行鉴定。
在更换每个电器组件前都要检查相应
的熔断器。

标准熔断器额定电流值及颜色

警告 : 务必使用具有规定的额定电流值的熔断器进行更
换。使用较高额定电流值的熔断器可造成严重的熔丝损坏
并引发火灾。

颜色

熔断器额
定电流

小电流
熔断器

标准熔
断器

大电流
熔断器

管式大
电流熔
断器

熔丝盒

2A 灰色 灰色 ‐ ‐ ‐

3A 紫色 紫色 ‐ ‐ ‐

4A 粉红色 粉红色 ‐ ‐ ‐

5A 棕褐色 棕褐色 ‐ ‐ ‐

7.5A 棕色 棕色 ‐ ‐ ‐

10A 红色 红色 ‐ ‐ ‐

15A 蓝色 蓝色 ‐ ‐ ‐

20A 黄色 黄色 黄色 蓝色 蓝色

25A 自然色 自然色 ‐ 自然色 自然色

30A 绿色 绿色 绿色 粉红色 粉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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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A ‐ ‐ 橙色 绿色 绿色

50A ‐ ‐ 红色 红色 红色

60A ‐ ‐ 蓝色 黄色 黄色

70A ‐ ‐ 棕褐色 ‐ 棕色

80A ‐ ‐ 自然色 黑色 黑色

颜色

熔断器额
定电流

小电流
熔断器

标准熔
断器

大电流
熔断器

管式大
电流熔
断器

熔丝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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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规范一览表
配电箱

配电箱位于发动机舱内。它具有保护车辆主电气系统过载的高电流
保险丝。
如果蓄电池已断开，然后重新连接，参见保养章节中更换车辆蓄电
池。

大电流熔断器编码如下：

警告 : 在维修大电流熔断器之前，务必断开蓄电池。

警告 : 为了降低电击的风险，在重新连接蓄电池或向储液
罐内添加液体之前，务必盖好配电箱盖。

熔断器 / 继
电器编号

熔断器额定电流 防护部件

1 — 未用

2 — 未用

3 30A （安培） ** 挂车制动器控制模块

4 30A （安培） ** 雨刮器，前清洗器

5 50A （安培） **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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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未用

7 30A （安培） ** 电动尾门

8 20A （安培） ** 天窗

9 20A （安培） ** 电源插座 #2 （控制台后面）

10 — 第三排后排座椅解锁继电器

11 — 后窗除霜器继电器

12 — 拖车牵引蓄电池充电继电器

13 — 起动机继电器

14 — 发动机冷却风扇 #2 高速继电器

15 — 燃油泵继电器

16 — 未用

17 40A （安培） ** 110V 交流电源插座

18 40A （安培） ** 前鼓风机电机

19 30A （安培） ** 起动机

20 20A （安培） ** 电源插座 #1/ 点烟器

21 20A （安培） ** 电源插座 #3 （货箱）

22 30A （安培） ** 第三排座椅模块

23 30A （安培） ** 驾驶员侧电动座椅记忆模块

24 30A （安培） ** 拖车牵引 （TT）蓄电池充电

25 — 未用

26 40A （安培） ** 后窗除霜器，加热式后视镜

熔断器 / 继
电器编号

熔断器额定电流 防护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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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A （安培） ** 电源插座 （控制台）

28 30A （安培） ** 空调插座

29 40A （安培） ** 发动机冷却风扇 #1 高速电动风
扇，发动机冷却风扇 #1 和 #2 低
速主保险丝

30 40A （安培） ** 发动机冷却风扇 #2 高速保险丝

31 25A （安培） ** 发动机冷却风扇#1和#2低速次
级保险丝

32 — 辅助鼓风机继电器

33 — 发动机冷却风扇#1和#2低速继
电器 #2

34 — 鼓风机电机继电器

35 — 发动机冷却风扇 #1 高速继电
器，发动机冷却风扇 #1 和 #2 低
速继电器 #1

36 — 未用

37 — 右拖车牵引制动/转向灯继电器

38 — 拖车牵引倒车继电器

39 40A （安培） ** 辅助鼓风机

40 — 未用

41 — 未用

42 30A （安培） ** 乘客座椅

43 40A （安培） **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阀

44 — 后清洗器继电器

熔断器 / 继
电器编号

熔断器额定电流 防护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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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5A （安培） * 雨水感应器

46 — 未用

47 — 未用

48 — 未用

49 — 未用

50 15A （安培） * 加热式后视镜

51 — 未用

52 — 未用

53 — 左拖车牵引制动/转向灯继电器

54 — 未用

55 — 雨刮继电器

56 15A （安培） * 变速箱控制模块

57 20A （安培） * 左氙气前照灯

58 10A （安培） * 交流发电机传感器

59 10A （安培） * 制动器施加 / 释放（BOO）开关

60 10A （安培） * 拖车牵引倒车灯

61 20A （安培） * 第二排座椅释放

62 10A （安培） * 空调离合器

63 15A （安培） * 拖车牵引制动 / 转向灯

64 15A （安培） * 后雨刮器

65 30A （安培） * 燃油泵

熔断器 / 继
电器编号

熔断器额定电流 防护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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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 动力控制模块 （PCM）继电器

67 20A （安培） * 车辆电源（VPWR）#2（排放相
关的动力传动系组件）

68 20A （安培） * VPWR#4 （点火线圈）

69 20A （安培） * VPWR#1 （动力控制模块）

70 10A （安培） * VPWR#3 （线圈），全轮驱动模
块， A/C 可变压缩机控制

71 — 未用

72 — 未用

73 — 未用

74 — 未用

75 — 未用

76 — 未用

77 — 拖车牵引驻车灯继电器

78 20A （安培） * 右氙气前照灯

79 5A （安培） * 自适应巡航控制 （ACC）

80 — 未用

81 — 未用

82 15A （安培） * 后清洗器

83 — 未用

84 20A （安培） * 拖车牵引驻车灯

85 — 未用

熔断器 / 继
电器编号

熔断器额定电流 防护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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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7.5A （安培） * PCM 保持电源， PCM 继电器，
碳罐电磁阀

87 5A （安培） * 运行 / 起动继电器线圈

88 — 运行 / 起动继电器

89 5A （安培） * 前鼓风机继电器线圈，电动转
向助力模块 （EPAS）

90 10A （安培） * PCM，TCM，ECM（2.0 升发动
机）

91 10A （安培） * ACC

92 10A （安培） * ABS 模块， EVAC

93 5A （安培） * 后鼓风机，后除雾器，拖车牵引
蓄电池充电继电器

94 30A （安培） ** 乘客舱熔断器板运行 / 起动

95 — 未用

96 — 未用

97 — 未用

98 — 空调离合器继电器

* 小电流熔断器 ** 管式熔断器

熔断器 / 继
电器编号

熔断器额定电流 防护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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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舱熔断器板
熔断器板位于制动踏板旁方向盘下方左侧。拆下盖板获取熔断器。
要拆除熔断器，可使用熔断器盖板上提供的熔断器夹。

熔断器编码如下：

熔断器 / 继
电器编号

熔断器额定电
流

防护部件

1 30A （安培） 驾驶员侧前车窗一键上升 / 下降

2 15A （安培） 未用 （备用）

3 30A （安培） 乘客侧前车窗一键上升 / 下降

4 10A （安培） 内部灯（顶置控制台，第二排，货
舱），手套箱灯，第二和第三排座
椅释放，遮阳板灯。

5 20A （安培） 放大器

6 5A （安培） 未用 （备用）

7 7.5A （安培） 记忆座椅模块逻辑供电

8 10A （安培） 未用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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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A （安培） 4” 收音机显示屏，电动尾门逻辑，
电子面板， SYNC

10 10A （安培） 运行 / 附件继电器（雨刮器，后清
洗器），雨水感应器

11 10A （安培） 组合仪表、抬头显示

12 15A （安培） 内部迎宾灯 （顶置控制台，第二
排，货舱）、地面照明灯、控制台
舱 LED 灯、背光照明灯

13 15A （安培） 右转向灯，右拖车牵引（TT）转向
/ 制动灯

14 15A （安培） 左转向灯，左拖车牵引（TT）转向
/ 制动灯

15 15A （安培） 倒车灯、制动灯、高位制动灯

16 10A （安培） 近光前照灯 （右）

17 10A （安培） 近光前照灯 （左）

18 10A （安培） 键 盘 照 明 灯、制 动 换 档 联 锁 器
（BSI）、起动按钮运行指示灯、被
动防盗系统 （PATS）、动力控制模
块（PCM）唤醒、第二排电源启用

19 20A （安培） 记忆座椅电源

20 20A （安培） 车锁

21 10A （安培） 智能进入 （IA），键盘

22 20A （安培） 喇叭继电器

23 15A （安培） 方向盘控制模块，智能进入（IA），
前照灯开关

熔断器 / 继
电器编号

熔断器额定电
流

防护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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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5A （安培） 数据链接插件，方向盘控制模块

25 15A （安培） 尾门释放

26 5A （安培） 射频模块

27 20A （安培） 智能进入 （IA）模块

28 15A （安培） 点火开关，按钮起动开关

29 20A （安培） 收音机，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
模块

30 15A （安培） 前驻车灯

31 5A （安培） 拖车牵引制动控制器

32 15A （安培） 110V交流电源插座、电动折叠后视
镜、电动后视镜、一键升 / 降前车
窗、门锁照明、记忆开关照明

33 10A （安培） 乘员分类传感器

34 10A （安培） 盲点监视器、倒车后视摄像头、倒
车传感系统、车道偏离报警模块

35 5A （安培） 抬头显示器，温度控制湿度传感
器，地形管理系统，陡坡缓降控制
开关，前照灯开关 IGN 感应

36 10A （安培） 加热式方向盘

37 10A （安培） 约束控制模块

38 10A （安培） 自动防炫目车内后视镜，天窗

39 15A （安培） 远光前照灯风板

40 10A （安培） 后驻车灯、牌照灯、拖车牵引驻车
灯

熔断器 / 继
电器编号

熔断器额定电
流

防护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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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7.5A （安培） 超速取消，拖 / 挂

42 5A （安培） 未用 （备用）

43 10A （安培） 未用 （备用）

44 10A （安培） 未用 （备用）

45 5A （安培） 未用 （备用）

46 10A （安培） 温度控制模块

47 15A （安培） 雾灯、左右转向灯后视镜供电

48 30A （安培）
断路器

后电动车窗、乘客侧电动车窗、一
键式下降 （仅驾驶员侧）、驾驶员
车窗开关

49 延时附件继电
器

车身控制模块

熔断器 / 继
电器编号

熔断器额定电
流

防护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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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

概述
定期保养车辆，有助于维持车辆在道路上的行驶性能和转卖价格。福
特授权经销商网络遍布各地，他们专业的维修知识将会为您提供帮
助。我们相信其专门培训的技师 适合正确和熟练地维修您的车辆。
他们具有范围广泛的高度专业的专门工具为维修车辆提供支持。
为保养您的车辆，福特提供了保修政策及保养计划指南，更易于日常
保养的跟踪。
如果您的车辆需要专业维护，福特授权经销商可提供所需的零件和
服务。请核对您的保修指南，确认其保修的零件和服务范围。
请使用推荐的燃油、润滑油、油液和符合规格的服务配件。福宝
（Motorcraft®）配件是被设计和制造以使您的车辆保持 佳性能。

车辆保养注意事项
•  请勿对热的发动机进行维护作业。
•  确保没有任何物体卡入运动部件。
•  请勿在封闭的空间内，对发动机仍在运转的车辆进行作业，除非

您能确保通风良好。
•  确保所有明火和其他易燃物质 （例如香烟）远离蓄电池和所有

与燃油相关零件。

发动机关闭时的作业
1. 施加驻车制动器，换档至 P 档位 （驻车档）。

2. 关闭发动机并取出钥匙 （如果配备）。
3. 阻住车轮。

发动机运转时的作业

1. 施加驻车制动器，换档至 P 档位 （驻车档）。

2. 阻住车轮。

警告 : 为降低车辆受损和 / 或人身烧伤的风险，切记不要
发动已拆卸了空气滤清器的发动机，且切勿在发动机运转
时拆卸空气滤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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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关闭发动机罩
1. 从车辆内部，拉起位于转向

管柱附近的仪表板底部下方
的发动机罩开启手柄。

2. 至车辆前方，松开位于发动
机罩前部中心下方的发动机
罩安全锁销。

3. 抬起发动机罩。
注意 ： 确保发动机罩正确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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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罩下概述
3.5 升 V6 发动机

A. 发动机冷却液储液罐

B. 制动液储液罐

C. 蓄电池

D. 配电箱

E. 空气滤清器总成

F. 变速箱油尺

G. 发动机机油尺

H. 发动机机油加油口盖

I. 挡风玻璃清洗液储液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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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护板

一些车辆在车辆底部配备了下护板。维修时需要拆除下护板，包括更
换机油和机滤。它由 4 个快速释放紧固件固定。

发动机机油尺
A. – MIN （ 小）

B. – MAX （ 大）

机油液位检查
注意 ： 起动发动机之前检查液位。
注意 ： 确保液位位于 MIN 和 MAX 标记之间。

1. 确保车辆位于平整路面上。
2. 关闭发动机，等待 10 分钟，使机油流至油底壳中。

3. 取出量油尺，使用干净的无绒抹布将其擦干。重新插回机油尺然
后再次取出，检查油位。

如果油位位于或低于 MIN 标记处，立即添加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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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机油
注意 ： 发动机运转时，不要取下加油口盖。
注意 ： 不要添加机油至 MAX 标记以上。油位高于 MAX 标记可能会
造成发动机损坏。

仅限使用由美国石油学会 （API）认证的供 “ 汽油
发动机 ” 用的机油。带有这种商标符号的机油符合
国际润滑剂标准及认证委员会 （ILSAC）规定的当
前发动机和排放系统防护标准及燃油经济性要
求，该委员会由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制造商组成。

1. 取下加油口盖。
2. 添加满足福特规格要求的机油。更多信息，参见容量和规格。
3. 重新盖回加油口盖。转动，直至感觉到强大的阻力。

发动机冷却液检查

检查发动机冷却液

注意 ： 冷却液变热时会膨胀。液位可能会超出冷态加注范围以上。
冷却液浓度应维持在 48% 和 50% 之间，这相当于 ‐34 摄氏度和 ‐37 摄
氏度之间的冰点。
注意 ： 为了获得 佳结果，应当使用经销商处可用的折射计测试冷
却液浓度，如 Rotunda 工具 300‐ROB75240E。福特不推荐使用液体密 
度计或防冻测试装置进行冷却液浓度测试。
注意 ： 车辆中液体是不可通用的；不要在其指定功能范围外使用发
动机冷却液 / 防冻液或挡风玻璃清洗液。

发动机冷却液的浓度和液位应当按照保修政策及保养计划指南列出
的时间间隔进行检查。
如果液位低于冷态加注范围，请立即添加冷却液。

警告 : 不要让液体接触您皮肤和眼睛。如果发生了这种情
况，请立即用大量的水清洗接触部位并就医治疗。

警告 : 确保液位位于冷态加注范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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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发动机冷却液

注意 ： 不要使用止漏剂或冷却系统密封剂 / 添加剂，因为它们会损
坏发动机冷却和 / 或加热系统。此类损坏不在车辆保修范围内。

注意 ： 车辆正常运行期间，发动机冷却液的颜色可能会从橙色变为
粉色或浅红色。只要发动机冷却液清洁且未被污染，其颜色变化并不
表示发动机冷却液变质，也不需要排空发动机冷却液、冲洗系统或更
换发动机冷却液。
•  切记不要在您的车辆上混合使用不同颜色或型号的冷却液。确

保使用正确的冷却液。混合的发动机冷却液可能会损害您的发
动机冷却系统。使用不合适的冷却液可能会损害发动机和冷却
系统组件，并可能使保修失效。

•  在紧急状态下，可能要添加大量的不含发动机冷却液的水，以抵
达车辆维修点。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排空冷却系统，使用福宝
（Motorcraft®）高级冷却系统冲洗设备进行机械清理，并尽快加
注预先稀释好的发动机冷却液。仅添加水（不含发动机冷却液）
会造成由腐蚀、过热或冰冻引起的发动机损害。

•  切记不要使用酒精、甲醇、盐水或任何混合酒精或甲醇防冻液
（冷却液）的发动机冷却液。酒精和其他液体会造成由过热或冰
冻引起的发动机损害。

警告 : 切勿在发动机仍为热态时添加发动机冷却液。从热
的冷却系统中释放出的蒸汽和沸腾液体可能会将您严重烫
伤。如果冷却液溢漏在热态发动机零件上也可能会将您烫
伤。

警告 : 切勿将发动机冷却液注入挡风玻璃清洗液储液罐
内。如果发动机冷却液溅落在挡风玻璃上，可能导致挡风
玻璃视野受损。

警告 : 为了降低人身伤害的风险，请确认在旋下冷却液泄
压阀盖之前发动机已冷却。当冷却系统处于压力之下；盖
子稍微松动时，蒸汽和热态液体会喷出来。

警告 : 不要添加冷却液至 MAX 标记以上。

www.inhauto.com



保养 279
•  切记不要往冷却液中额外添加抑制剂或添加剂。这些物质是有
害的，而且会危害发动机冷却液的防腐蚀保护功能。

缓慢地旋下盖子。旋下盖子时，压力将被释放。
添加满足福特规格要求的预先稀释的发动机冷却液。更多信息，参见
容量和规格。
无论何时添加冷却液后，都应当在随后数次驾驶车辆时检查储液罐
内的冷却液液位。如有必要，添加足量的预先稀释的发动机冷却液，
使冷却液液位处于正确液位。

回收的发动机冷却液
福特汽车公司不建议您使用回收的发动机冷却液，因为还没有一个
可以通过福特认证的回收过程。

请务必以负责的方式处理汽车工作液。请遵循您当地的社会法
规和标准，来回收和处理汽车工作液。

恶劣气候
如果您在极其寒冷的气候条件下驾驶车辆：
•  可能需要由福特授权经销商将冷却液浓度增加至 50% 以上。

•  浓度为 60% 的冷却液将使冰点防护降低至 –52°C。浓度增至 60%
以上的发动机冷却液将降低发动机冷却液的过热保护特性，且
可能造成发动机损坏。

如果您在极其炎热的气候条件下驾驶车辆：
•  可能需要由福特授权经销商将冷却液浓度降低至 40%。

•  浓度为 40%的冷却液将提供更好的过热保护性能。浓度降至 40%
以下的发动机冷却液将降低发动机冷却液的防腐蚀 /防冻保护特
性，且可能造成发动机损坏。

整年行驶在非极端气候条件下的车辆应当使用预先稀释的发动机冷
却液，以获得 佳的冷却系统和发动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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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油液温度管理 （如果配备）

您的车辆设计用来牵引挂车，但是由于载荷增加，在恶劣的行驶条件
下，例如炎热的环境温度条件下在长或陡的坡道上牵引一辆挂车，车
辆发动机会暂时达到更高的温度。
此时，您会注意到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指针移动至 “H” 且 “POWER
REDUCED TO LOWER TEMP（功率下降以降低温度）” 信息会显示在信   
息中心。
您会留意到车速由于发动机输出功率下降而降低。如果出现某些高
温 / 重载的情况，车辆可进入此模式，以管理发动机的油液温度。车
速降低的数量取决于车辆装载、牵引、坡道、环境温度和其它因素。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无需靠边停车。此信息启用时，可继续驾驶车
辆。
在恶劣的行驶条件下，空调还会循环开启和关闭，以防发动机过热。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下降至比较正常的工作温度时，空调装置将再次
开启。
如果您注意到以下情况之一：
•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指针完全移动至红色 （热）区域
•  冷却液温度报警灯点亮
•  发动机故障指示灯点亮
1. 尽可能安全地停车并将车辆置于 P 档 （驻车档）。

2. 让发动机运转，直至冷却液温度表指针从 “H” 区域移出。数分钟
后，如果这种情况不再发生，遵照剩余步骤。

3. 检查冷却液液位之前，关闭发动机，等待其冷却。

4. 如果冷却液液位正常，可重新起动发动机并使其继续运转。
5. 如果冷却液液位低，则添加冷却液，重新起动发动机并将车辆送

至授权经销商处。更多信息，参见本章中的添加发动机冷却液。
额外信息，参见失效保护冷却。

警告 : 为了降低碰撞和伤害的风险，做好车速可能会降低
且车辆可能无法使用全部动力进行加速的准备，直至油液
温度下降。

警告 : 切勿在发动机仍在运转或热态时取下冷却液储液罐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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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冷却系统的失效保护您应当了解什么
如果发动机冷却液供应耗尽，该系统允许车辆在遭受更严重的组件
损害之前可暂时继续行驶。 “ 失效保护 ” 距离取决于环境温度、车辆
荷载和地形条件。

冷却系统的失效保护如何工作
如果发动机开始过热，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将移动至红色 （热）区
域：

冷却液温度报警灯将点亮。

发动机故障指示灯将点亮。

如果发动机达到设定的超温条件，发动机将自动切换至气缸交替工
作。每个禁用的气缸都充当一个空气泵以冷却发动机。
当发生这种情况时，车辆仍将运行。但是：
•  发动机输出功率将受到限制。
•  空调系统将失效。
继续操作将会增加发动机温度且发动机将完全关闭，进而造成驾驶
员在转向和制动时必须使用更大的力量。
一旦发动机温度得以冷却，发动机可以重新起动。尽快将您的车辆送
至授权经销商处进行维修以使发动机损害 小化。

失效保护模式何时被激活

警告 : 失效保护模式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仅当需要将车
辆移动到安全停放地点并立即寻求修理时，才可在失效保
护模式下操作车辆。在失效保护模式下，车辆将仅有部分

功率，无法保持高速运行，而且可能在毫无预警时完全关闭，可能
损失部分发动机输出功率、动力转向助力及动力制动助力，这可能
会增加撞车的风险，导致严重伤害。

警告 : 切勿在发动机仍在运转或热态时取下冷却液储液罐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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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效保护模式下，您的发动机输出功率有限，所以请您小心驾驶车
辆。车辆将无法保持高速行驶，发动机将运转粗暴。切记发动机能够
自动地完全关闭，以避免发动机损坏，因此：
1. 尽快安全地驶离车道并停车，关闭发动机。
2. 安排将车辆送至授权经销商处进行维修。
3. 如果这个方法不可行，在短时间内等待发动机冷却。
4. 检查冷却液液位，如果液位降低，添加冷却液。
5. 重新起动发动机并将车辆送至授权经销商处。
注意 ： 在还未维修发动机故障的情况下驾驶车辆将增加发动机损害
的概率。尽快将您的车辆送至授权经销商处。

变速器油液检查

6F50 变速器

注意 ： 加热时自动变速箱油液会膨胀。为了得到精确的油液检查结
果，驾驶车辆直至其变热 （大约 30 公里）。如果您的车辆已经在炎
热天气下在市内交通或牵引一辆挂车高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应当关
闭车辆发动机，直至达到正常工作温度，以使液体在检查前得以冷
却。根据车辆用途，冷却时间可能需要花费 30 分钟或更久。

参见您的保修政策及保养计划指南以了解油液检查和更换的计划间
隔。您的变速箱不会消耗油液。但是，如果变速箱不能正常工作、变
速箱打滑或变速缓慢或者您注意到有油液渗漏的迹象，应当检查液
位。
1. 驾驶车辆 30 公里或直到车辆达到正常工作温度。

2. 将车辆停在水平路面上并施加驻车制动器。
3. 施加驻车制动器并将脚放在制动踏板上，起动发动机并将换档

杆在所有的档位连续换档。允许每个档位接合至少 10 秒钟。

4. 将换档杆锁至 P 档位 （驻车档）并使发动机运转。

警告 : 量油尺盖及其周围组件可能也变热了；建议您戴上
手套。

警告 : 当移动空气滤清器总成时请戴上手套：组件会很热。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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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出量油尺，用清洁干燥并且不起毛的抹布将其擦干净。如有必
要，参见本章中的发动机罩下概述了解量油尺位置。（配备
EcoBoost 发动机的车辆，将空气滤清器总成放到一边并拔下变速
器油尺）。

6. 安装量油尺，通过将其向锁死位置旋转确保其完全落座于加油
管中。

7. 取出量油尺，检查液位。在正常工作温度下，液位应当位于指定
区域。

低液位

如果液位低于量油尺的 MIN（
小）范 围，添 加 油 液 至 标 识 液
位。

注意： 如果液位低于 MIN （ 小）液位，不要驾驶车辆。变速箱油
未加满的状态下会造成换档和 / 或啮合故障和 / 或可能造成的损害。

正常液位
应当在车辆停在水平路面上时、在正常工作温度 82°C‐93°C 下检查变
速箱油液。车辆在行驶大约 30 公里后可达到正常工作温度。

若在正常工作温度82°C‐93°C下，
变速箱油液液位应当位于网状线
区域内。

高液位
如果液位高于量油尺的 MAX（
大）范围，排出部分油液至达到
标识液位。

注意： 液位高于 MAX （ 大）液位可能会造成换档和 / 或啮合故障
和 / 或可能造成的损害。

液位较高可能是由过热状况造成的。如果您的车辆在炎热的天气情
况下，在市内保持高速行驶或者长距离挂车牵引期间，应当关闭发动

警告 : 当空气滤清器断开时，不要运行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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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直至达到正常工作温度。根据车辆用途，冷却时间可能需要花费
30 分钟或更久。

调整自动变速箱油液液位
添加任何油液之前，确保使用合适的类型。使用的油液类型通常在量
油尺上作出说明，也可参见保养产品规格与容量章节。
注意 ： 使用未经验证许可的自动变速箱油液可能会造成变速箱内部
组件受损。

如有必要，通过加油管每次添加
250 毫升油液直至达到适当液
位。

如果出现满溢，应当由授权经销
商去除多余油液。

注意：变速箱油液的满溢情况可能会造成换档和 / 或啮合故障和 / 或
其它可能造成的损害。
不要使用额外的变速箱油液添加剂、处理剂或清洁剂。使用这些材料
可能将影响变速箱运行并导致变速箱内部组件受损。
配备 EcoBoost 发动机的车辆，重新安装空气滤清器总成。

检查液位后，如果有必要调整请参照以下步骤：
1. 关闭发动机。
2. 松开固定空气滤清器总成到橡胶软管的卡箍。
3. 顺时针旋转空气滤清器总成 90 度不要断开传感器。

4. 向下按压空气滤清器总成使其底部坐入橡胶密封圈。
5. 拧紧卡箍。
6. 安装并拧紧 2 个固定空气滤清器总成到车辆前部的螺栓。

7. 安装螺栓盖 （如果配备）。
8. 安装线束固定卡夹到空气滤清器总成前部。

制动液检查
位于 MIN （ 小）和 MAX （ 大）刻线之间的液位为正常工作范围
；无需添加液体。如果液位不在正常工作范围内，系统性能可能受到
损害；请立即从您的授权经销商处寻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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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转向液检查
您的车辆配备了电子动力转向 （EPS）系统。无油液储液罐需监测或
添加油液。

燃油滤清器
您的车辆装备了一个集成在油箱内的终生燃油滤清器。无需定期维
修或更换。

清洗液检查

若液位较低，添加清洗液以注满储液罐。请仅使用符合福特规格的清
洗液。参见容量和规格章节中的技术规格表。
注意 ： 前后清洗器系统由同一储液罐进行供应。
国家或地方对于具有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的法规，可能会限制甲醇
的使用，而甲醇是一种常用的挡风玻璃清洗液防冻添加剂。
含有非甲醇防冻剂的清洗液只有在既能提供寒冷天气保护且又不损
害车辆面漆、雨刮片或雨刮清洗系统的前提下使用。

更换车辆蓄电池

警告 : 如果您在温度低于 5°C 时运行车辆，请使用有防冻
保护作用的清洗液。在寒冷的天气下未使用具有防冻保护
作用的清洗液可能会导致挡风玻璃视野受损以及增加伤害
或事故的风险。

警告 : 蓄电池通常可生成爆炸性气体，导致人身伤害。因
此，切勿将火焰、火花或燃烧的物体靠近蓄电池。当靠近
蓄电池作业时，请始终罩住脸部并保护好眼睛，始终保持

良好的通风。

警告 : 当提升塑料外壳的蓄电池时，过度的压在端壁上可
能导致酸性液体流出通气盖，造成人身伤害和 / 或车辆或
蓄电池损坏。请使用蓄电池托架或用双手托住相对的壳角

提升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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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车辆装备了一个福宝（Motorcraft®）免维护蓄电池，在其使用寿
命期间内，它通常不需要额外添加水。
注意 ： 如果您的蓄电池有盖 / 罩，请确保在蓄电池已清理或更换后
将盖 / 罩重新安装好。

为了能长久的使用，且无任何故障出现，请保持蓄电池的顶部清洁和
干燥。另外，确保蓄电池电缆务必牢固地连接在蓄电池端子上。
如果您看到蓄电池或端子上有任何的腐蚀，请将电缆从端子上断开，
然后用钢丝刷清理。可用碳酸氢钠和水溶液来中和酸。
如果您打算较长时间的存放车辆，建议您将负极蓄电池电缆端子从
蓄电池上断开。

蓄电池再学习
由于您的车辆发动机由计算机进行电子控制，而一些控制条件是通
过蓄电池的电量提供的。当断开蓄电池或安装新的蓄电池后，发动机
必须重新学习其怠速和燃油修正以实现 佳的驾驶特性和性能。过
程如下：
1. 待车辆完全停驻，施加驻车制动器。
2. 将换档杆置于 P 档位（驻车档），关闭所有附件，然后起动发动

机。
3. 运行发动机，直至其达到正常工作温度。
4. 使发动机怠速运转至少一分钟。
5. 打开空调，使发动机怠速运转至少一分钟。
6. 驾驶车辆以完成再学习过程。
•  车辆可能需要通过行驶重新学习其怠速和燃油修正策略。

警告 : 请将蓄电池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蓄电池含有
硫酸。避免其接触皮肤、眼睛或衣服。当靠近蓄电池作业
时，请保护好眼睛以防范可能的酸性溶液飞溅。一旦酸液

接触到皮肤或眼睛，请立即用清水清洗至少 15 分钟并及时寻求医
药治疗。如果酸液被咽下，请立即请医生治疗。

警告:蓄电池接线柱、端子和相关附件含有铅和铅化合物。
处理后请将手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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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如果您未使您的发动机再学习怠速修正，您车辆的怠速性
能将在 终完成再学习怠速修正之前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断开蓄电池或安装新的蓄电池时，自动变速器必须再学习其换档策
略。因此，首次驾驶时变速器换挡冲击会较大。这种操作被认为是正
常的且不会影响变速箱的功能或耐久性。随着时间推移自学习过程
将更新变速器操作使之达到 佳的换档感觉。
如果已断开蓄电池或已安装新的蓄电池，一旦蓄电池重新连接，时钟
和预设无线电台必须重新设定。
请务必以负责的方式处理汽车蓄电池。遵循您当地的法规进行处理。
请咨询您当地的授权回收中心以了解更多关于回收汽车蓄电池的信
息。

蓄电池管理系统
蓄电池管理系统（BMS）监测蓄电池状态并且采取措施来延长蓄电池
的寿命。如果检测到蓄电池的耗电量过大，系统将临时关闭特定的电
子功能以保护蓄电池。受影响的电子附件包括后除雾、加热式 / 制冷
式座椅、温度控制风扇、加热式方向盘、音响和导航系统。一条信息
将会显示在组合仪表或中央面板显示器上并警告驾驶员蓄电池保护
功能已开始启用。更多信息，请参见组合仪表和娱乐系统章节的信息
显示。这些信息仅用于通知功能已启用，并不一定表明发生了电子故
障或蓄电池需要更换。

电子附件安装
为了确保蓄电池管理系统（BMS）正常工作，加装至车辆上的任何电
气设备都不应让其通过蓄电池负极接线柱直接接地。蓄电池负极接
线柱连接会造成蓄电池状态测量不准确和潜在的系统操作不正常。
注意 ： 由经销商或车主加装在车辆上的电气或电子附件或部件可能
会严重影响蓄电池的性能和使用寿命，还会影响车辆中其它电气系
统的性能。
需要更换蓄电池时，仅可使用满足车辆电气要求的福特推荐代替蓄
电池来更换蓄电池。蓄电池更换后，或用外部的充电器对蓄电池充电
后， BMS 需要 8 个小时的车辆休眠时间 （车门关闭的情况下点火开
关关闭）来对新的的蓄电池的充电状态进行再学习。再学习充电状态
前， BMS 可能会比正常更早关闭电子功能 （去保护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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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雨刮片
用手指尖在雨刮片上滑动，检查其粗糙度。
使用蘸清洗液或水的软海绵或抹布清洁雨刮片。

更换雨刮片
1. 从玻璃上抬起雨刮臂和雨刮

片。

2. 按压锁片从雨刮臂上脱开雨刮片，并将雨刮片从雨刮臂上拉下，
拆下雨刮片。

3. 将新的雨刮片安放到雨刮臂上并锁紧到位。
雨刮片每年至少更换一次，以获得 佳性能。
刮水效果较差时，可以通过清洗雨刮片及挡风玻璃得以改善。
为了延长雨刮片的使用寿命，强烈建议您在使用雨刮之前将挡风玻
璃上的冰霜清除。冰霜层有许多尖锐的棱边，可能损坏雨刮片橡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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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后挡风玻璃雨刮片
更换后挡风玻璃雨刮片：

1. 用一只手将雨刮片压在玻璃
上并保持固定。

2. 从雨刮片上拉下雨刮臂并使
两者分离。

3. 安 放 新 的 雨 刮 器 到 雨 刮 臂
上，将槽口（1）与插销（2）
对齐后，平稳的按压雨刮臂
到雨刮片上并直至听到一声
咔哒声。

如果您感到该流程太难，请咨询经销商。

空气滤清器检查

更换空气滤清器滤芯时，请仅使用列出的空气滤清器滤芯。参见容量
和规格章节中的福宝 （Motorcraft®）零件号。

对于配备 EcoBoost 的车辆：维修空气滤清器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不要使异物进入进气系统。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器易于被微小颗粒损
坏。
有关更换空气滤清器滤芯的适当时间间隔，参见保修政策及保养计
划指南。
注意 ： 未能使用正确的空气滤清器滤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发动机损
害。对于由于未使用正确的空气滤清器滤芯造成的任何发动机损害，
将不在车辆的保修范围之内。

警告 : 为降低车辆受损和 / 或人身烧伤的风险，切记不要
发动已拆卸了空气滤清器的发动机，且切勿在发动机运转
时拆卸空气滤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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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空气滤清器滤芯
3.5 升 V6 发动机

1. 从乘客侧的空气滤清器壳体上松开 2 个空气滤清器壳体罩盖卡
箍。

2. 提起乘客侧的空气滤清器壳体罩盖并将罩盖推向乘客侧。从驾
驶侧的空气滤清器壳体上的 3 个凹槽中松开 3 个罩盖上的锁片。

3. 小心的从壳体上分开罩盖。
4. 将空气滤清器滤芯从空气滤清器壳体中取下。
5. 将空气滤清器壳体和罩盖擦洗干净，清除所有灰尘或碎屑并确

保良好的密封。
6. 安装新的空气滤清器滤芯。小心不要使空气滤清器壳体和罩盖

之间的滤芯边缘卷曲。如果未能正确落座，可能造成滤清器受损
并使未经过滤的空气进入发动机。

7. 放低罩盖的驾驶员一侧并将
罩盖上部的 3 个锁片滑入壳
体上的 3 个凹槽。

8. 放低罩盖的乘客一侧。锁紧 2
个 卡 箍 将 罩 盖 固 定 到 壳 体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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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照灯
车上的前照灯在装配厂已做校准。如果车辆发生事故，应请授权经销
商检查前照灯的校准情况。

垂直校准调节
车辆上的前照灯仅能垂直调节。车辆上不需要水平校准调节。
调整前照灯：
1. 将车辆停在水平路面，正对一个垂直光滑面约 7.6 米远的地方

（3） 。检查前照灯在夜间或黑色区域的校准位置以便于您能看
到前照灯光带。

 

• （1） 2.4 米
• （2）由地面至灯的中心高度
• （3） 7.6 米
• （4）水平参考线
2. 前照灯的中心位置在透镜上

有一个 3 毫米的圈。测量前
照灯灯泡中心到地面（2）的
高度，在平面上以这个高度
标记一条 2.4 米长的水平线
（1）（贴好胶带）。

3. 打开近光灯，照亮墙面或屏幕，并打开发动机罩。为了获得更清
晰的光带以便于调整，在调整一个前照灯时，您可能需要将另一
个前照灯的灯光遮盖。

对于配备卤素前照灯的车辆：

在墙或屏幕上，可以看到位于光带
右侧顶部的高亮度光形成的平面
区域。如果高亮度光顶部边缘区域
不在水平参考线上，则需调节前照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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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配备氙气前照灯的车辆：

光带的左侧部分有明显的截止线
（从明变为暗） 。此截止线的上缘
位于水平基准线下方 50.8 毫米。

4. 打开发动机罩。

5. 找到每个前照灯的垂直调节
器。使用飞利浦 #2 螺丝 ，
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调节器
以进行垂直校准调节。

注意： 本车不需要水平校准，且
不可调节。

更换灯泡
灯总成内的冷凝
车外灯设计有通风口，用来适应压力的正常变化。冷凝是这款设计的
一种自然附带结果。温度较低时，当潮湿的空气通过通风口进入灯总
成时，便可能发生冷凝。发生正常冷凝时，在透镜内部就会形成一层
薄雾。在正常的操作条件下，薄雾 终会散开并通过通风口排出。在
干燥的天气条件下，清除时间可能会长达 48 小时。

可接受的冷凝范例是：
•  薄雾的存在 （无条纹，滴痕或水滴）。
•  细雾占据了透镜不超过 50% 的面积。

不可接受的湿度范例 （通常是由灯漏水引起的）是：
•  灯内有水。
•  透镜内部出现大水滴、滴痕或水形条纹。
如果出现上述不可接受的湿度情况，请将车交于经销商进行维修。

www.inhauto.com



保养 293
更换前照灯灯泡

注意：如果意外碰触到灯泡，使用之前应当使用外用酒精将其清洁。
1. 确保前照灯控制钮处于关闭位置。
2. 打开发动机罩。

3. 卸下灯泡盖。

4. 逆 时 针 旋 转 灯 座 并 卸 下 灯
泡。

5. 断开电气接插件。
按照相反的步骤重新安装灯泡。

更换氙气前照灯灯泡 （如果配备）
车辆上的前照灯采用的是 “ 高强度放电 ” 光源。这些灯泡以高电压工
作。灯泡烧坏时，灯泡和起动器盒总成必须由授权经销商进行更换。

警告 : 小心处理卤素前照灯灯泡，放在儿童无法触及的地
方。仅握住灯泡的塑料底座，切勿触摸灯泡的玻璃表面。
您手上的油可能导致前照灯灯泡在下次工作时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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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驻车灯 / 转向信号灯灯泡和示廓灯灯泡
1. 确保前照灯控制钮处于关闭

位置。
2. 打开发动机罩。
3. 拆卸发动机罩缓冲器支柱，

维修驻车/转向灯或示廓灯灯
泡 （如果需要）。

更换前驻车灯 / 转向信号灯灯泡
1. 逆时针旋转灯泡座并从灯总

成上卸下。
2. 将 灯 泡 从 灯 泡 座 上 直 接 取

出。

按照相反的步骤重新安装灯泡。

更换示廓灯灯泡
1. 逆时针旋转灯泡座并从灯总

成上卸下。
2. 将 灯 泡 从 灯 泡 座 上 直 接 取

出。

按照相反的步骤重新安装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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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雾灯灯泡
1. 确保前照灯开关已关闭。

2. 确 保 雾 灯 开 关 处 于 关 闭 位
置。

3. 逆时针旋转灯泡座并从雾灯
上卸下。

4. 断开电气接插件。

按照相反的步骤重新安装灯泡。

更换转向灯 / 倒车灯灯泡
转向灯 / 倒车灯灯泡在尾灯总成中的处于同一位置，一个位于另一个
的下面。按照同样的步骤更换这些灯泡：

1. 确保前照灯开关处于关闭位
置，然后打开尾门，露出灯
总成螺栓。

2. 用标准的平头螺丝 拆卸 2
个螺栓盖。

3. 卸下灯总成上的两个螺栓。
4. 直接取出灯总成，小心地从

车上卸下灯总成，露出灯泡
座。

5. 逆时针旋转灯泡座并从雾灯
总成上卸下。

6. 将 灯 泡 从 灯 泡 座 上 直 接 取
出。

7. 按照相反的步骤安装新的灯
泡。

用两个螺栓拧紧灯总成，小心地将尾灯总成安装到车上。安装螺栓
盖。

www.inhauto.com



保养296
更换尾灯 / 制动灯灯泡
更换灯泡，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更换牌照灯灯泡
1. 小心松开弹簧卡夹。
2. 拆卸灯。
3. 拆下灯泡。

按照相反的步骤安装新的灯泡。

更换高位制动灯灯泡
本车配备了 LED 中央高位制动灯，该车灯位于扰流板中。这种设计用
于延长车辆的寿命。如需更换，请与福特中国授权进口车经销商联
系。

灯泡规范一览表
下图介绍了灯泡的更换方法。在北美，前照灯灯泡必须标有授权的
“D.O.T” 标识；在欧洲则要有 “E” 标识以确保灯的性能、亮度、光带和
安全可见度良好。使用不正确的灯泡可能会损害灯总成或者使灯总
成无法保修或者无法保证灯泡持久的照明时间。

功能 灯泡数 交易编号

近光 / 远光前照灯 2 HB3

* 氙气前照灯 2 D3S

前驻车 / 转向灯 2 3457K

示廓灯 2 W5W

* 尾灯 N/A LED

倒车灯 2 W21W

后转向灯 2 WY21W
（琥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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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动灯 N/A LED

* 高位制动灯 N/A LED

后牌照灯 1 W5W

前照灯 2 H11

车内前地图灯 2 168 (T10)

第二排顶灯 / 迎宾灯 2 168 (T10)

* 第二排顶灯 / 地图照明灯 N/A LED

* 第三排货舱灯 N/A LED

遮阳板化妆灯 — 滑轨系统 （SOR） 2 A6224PF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更换灯泡均用颜色标识清楚。

更换仪表板灯 — 请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 更换这些灯，请与授权经销商联系。

功能 灯泡数 交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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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保养

概述
福特授权经销商有许多优质产品可以用来清洗您的车辆并保护其面
漆。

清洁产品
为了实现 佳效果，请使用下列产品或具有相当品质的产品：
福宝 （Motorcraft®）防虫剂和焦油清除剂 （ZC‐42）

福宝 （Motorcraft®）定制光亮金属清洁剂 （ZC‐15）

福宝 （Motorcraft®）精细清洗剂 （ZC‐3‐A）

福宝 （Motorcraft®）防尘布 （ZC‐24）

福宝 （Motorcraft®）专业级地毯 & 座垫清洗剂 （ZC‐54）

福宝 （Motorcraft®）超清晰喷雾玻璃清洁剂 （ZC‐23）

福宝 （Motorcraft®）车轮和轮胎清洗剂 （ZC‐37‐A）

清洁外部
使用冷水或温水和中性 pH 洗涤剂，例如福宝 （Motorcraft®）精细清
洗剂，定期清洁车辆。
•  切勿使用烈性的家用洗涤剂或肥皂，如餐具洗涤剂或洗衣液。这

些产品可能会使喷漆表面变色或出现污点。
•  切勿清洗 “ 过热而不能接触 ” 的车辆或暴晒在强烈的、阳光直射

下的车辆。
•  使用软皮或柔软的毛巾擦干车辆，清除水斑。
•  立即清除如汽油、柴油、鸟粪和昆虫残余物等物质，因为随着时

间推移它们可能会对车辆漆面和装饰件造成损坏。用福宝
（Motorcraft®）防虫剂和焦油清除剂。

•  在进入洗车房之前，拆除所有外部附件，如天线。
•  注意：防晒油和驱虫剂可损坏任何涂漆表面；如果车辆接触了这

些物质，尽快将其清洗掉。

外部镀铬件
注意 ： 切勿使用研磨剂，如钢丝绒或塑料垫，因为它们会擦伤镀铬
表面。
注意：不要在车轮和轮罩上使用镀铬清洗剂、金属清洗剂或抛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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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冷水或温水和中性 pH 洗涤剂，例如福宝 （Motorcraft®）精
细清洗剂，清洗车辆。

•  使用福宝（Motorcraft®）定制光亮金属清洁剂。涂抹该产品并打
蜡以清洁保险杠和其他镀铬零部件；使清洁剂干燥几分钟，然
后使用干净干燥的抹布擦去薄雾。

•  不要在热的表面涂抹清洁产品，不要让清洁产品停留在镀铬表
面超过推荐时间。

•  注意：使用其它非推荐清洁剂会导致严重的和永久的外观损坏。

车身底部
经常冲洗整个车辆底部。确保车身和车门排水孔没有进入污物。

清洁外部塑料零部件
仅使用认可产品清洗塑料部件。
•  对于日常清洁，使用福宝 （Motorcraft®）细节清洗。

•  如果出现焦油或油渍，使用福宝（Motorcraft®）防虫迹和焦油清
除剂。

打蜡
•  首先清洗车辆。
•  使用不含磨料的优质石蜡。
•  不要让油漆密封剂接触任何非车身（低光泽黑色）彩色装饰件，

如有纹理的车门把手、车顶行李架、保险杠、侧装饰件、后视镜
壳体或挡风玻璃前隔板。随着时间推移，油漆密封剂将使零部件
变 “ 灰 ” 或着色。

修复微小油漆损坏
授权经销商有修补漆，以搭配您的车辆颜色。将您的色码 （印在驾
驶员车门窗框上的标签上）带至授权经销商处，确保您获取合适的颜
色。
•  修复油漆剥落前，清除颗粒，如鸟粪、树汁液、昆虫残余物、焦

油斑点、道路防冰冻用盐和工业粉尘。
•  使用各产品前务必阅读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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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发动机
干净的发动机更有效率，因为积聚的润滑脂和污物使发动机比正常
时更热。
清洗时：
•  使用电动清洗机清洗发动机时要多加小心。高压液体可能会渗

透密封件并造成损坏。
•  不要将冷水喷射到热发动机上，避免使发动机气缸体或其他发

动机组件出现裂纹。
•  在需要清洗和压力冲洗的所有零部件上喷射福宝（Motorcraft®）

发动机洗涤剂和去脂剂。在加拿大，使用福宝（Motorcraft®）发
动机洗涤剂。

•  当发动机很热或正在运转时，切勿清洗或冲洗发动机；水进入
运转中的发动机可能会造成其内部损坏。

•  切勿清洗或冲洗任何点火线圈、火化塞高压线或火花塞凹座，或
这些零件内或周围的区域。

•  清洗发动机时，遮盖蓄电池、配电箱和空气滤清器总成，以防水
将其损坏。

清洁车窗和雨刮片
应当定期清洁车窗和雨刮片。如果雨刮器不能正常擦拭，车辆玻璃或
雨刮片上的杂物会导致雨刮片发出吱嘎声或震颤噪声、挡风玻璃出
现斑纹和拖尾。要清除这些东西，按照如下提示操作：
•  可使用非研磨清洗剂清洁车窗，例如福宝（Motorcraft®）超清晰

喷雾玻璃清洁剂。
•  可使用异丙基 （研磨）酒精或福宝 （Motorcraft®）优质挡风玻

璃清洗浓缩液 （美国）或优质挡风玻璃清洗液 （加拿大）清洁
雨刷片。当雨刮片出现磨损或无法正常工作时，确保将其更换。

•  不要使用磨料，因为它们可能会造成擦伤。
•  不要使用燃油、煤油或涂料稀释剂清洗任何零部件。
如果在使用玻璃清洗剂之后您无法清除那些斑纹或者如果雨刮猛烈
震颤或移动，则使用中性洗涤剂或柔和磨料清洗溶液，并用海绵或软
布清洗挡风玻璃外表面和雨刮片。清洗后，使用干净水冲洗挡风玻璃
和雨刮片。如果当您用水冲洗挡风玻璃时没有形成水珠，则说明挡风
玻璃已冲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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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不要使用锐利物体，如 片，清理后窗内侧或清除，因为它
可能会对后窗除霜器的加热式网格线造成损坏。

清洁内部

对于织物、地毯、布料座椅、安全带和配备侧面安全气囊的座椅：
•  使用真空吸尘器清除粉尘和残留的污物。
•  使用福宝 （Motorcraft®）专业级地毯和座垫清洁器清理污点。

•  如果材料上出现润滑脂或焦油，使用福宝（Motorcraft®）斑点去
污剂清除该区域的斑点。在加拿大，使用福宝（Motorcraft®）万
能清洗剂。

•  如果清除斑点后织物上形成环状物，立即清洁整个区域 （但不
要浸透）否则环状物将会凝固。

•  不要使用家用清洁产品或玻璃清洁剂，它们可能会弄脏并使织
物褪色，影响座椅材料的阻燃能力。

清洁仪表板和组合仪表透镜

使用干净的、潮湿的白色棉布清洁仪表板和仪表台透镜，然后使用干
净干燥的白色棉布擦干这些区域。
•  避免使用清洗剂或抛光剂增加仪表板上部的光泽。这些区域消

光有助于保护驾驶员免遭挡风玻璃的不良反射。
•  如果您已经接触过某些产品，如驱虫剂和防晒油，一定要清洗或

擦干净手，避免可能的内饰喷涂表面损害。
•  不要使用家用或玻璃清洁器，因为它们可能会损坏仪表板、内饰

件和仪表台透镜的面漆。

警告 : 不要在车辆座椅安全带上使用清洗溶剂、漂白剂或
染料，因为它们会削弱安全带织带的强度。

警告 : 对于配备安装在座椅上的安全气囊的车辆，不要使
用化学溶剂或强效洗涤剂。此类产品会污染侧面安全气囊
系统并影响碰撞时侧面安全气囊的性能。

警告 : 当清洗方向盘或仪表板时，不要使用化学溶液或烈
性洗涤剂，避免安全气囊系统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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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空气清新剂和洗手液溢至内表面。如果发生溢流，立即擦
除。由此造成的损坏可能未包括在质量保修范围内。

如果着色液体（如咖啡 / 果汁）溅洒在仪表板或内饰件表面上，按如
下所述进行清洗：
1. 使用干净的白色棉布擦干净溅洒的液体。
2. 使用潮湿的干净的白色棉布擦拭表面。为了彻底清洗，使用温和

的香皂和水溶液。如果通过这种方法不能完全清除斑点，则可使
用设计供用于清洗车辆内饰件的清洗产品 （市场上有售）来清
洁该区域。

3. 如有必要，往干净的白色棉布上喷洒更多肥皂水溶液或清洗产
品，将棉布按压在被污染区域 — 使其在室温条件下按压长达 30
分钟。

4. 取下弄湿的抹布，如果它未严重脏污，使用棉布进行摩擦动作 60
秒钟以清洁该区域。

5. 随后，使用干净的白色棉布将该区域擦干。

清洁皮革装饰座椅 （如果配备）
•  使用真空吸尘器清除粉尘和残留的污物。
•  尽快清除溢出物和污点。
•  对于日常清洗，使用柔软潮湿的抹布擦拭这些表面。对于更为彻

底的清洗，使用温和的香皂水溶液擦拭该表面。在加拿大，使用
福宝（Motorcraft®）乙烯基清洁剂。使用温和的香皂水溶液擦拭
该表面。

•  如果使用温和的肥皂水溶液不能完全清洗皮革，则可使用设计
用于清洗车辆内饰件的皮革清洗产品 （市场上有售）来清洁该
区域。

•  要检测其兼容性，首先对皮革上不显眼的部位用清洗剂或去污
剂进行测试。

•  不要使用任何家用清洁剂产品、乙醇溶液、溶剂或用于橡胶、乙
烯基和塑料的清洗剂，或油 / 石油基皮革调节剂。这些产品可能
会造成过早的磨损或皮革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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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合金车轮
注意：不要在车轮和轮罩上使用镀铬清洗剂、金属清洗剂或抛光剂。
铝制车轮和轮罩喷涂有清漆面漆。为了维护其光泽：
•  使用福宝（Motorcraft®）车轮和轮胎清洗剂每周进行清洁。较多

污物和制动器粉尘积聚可能需要使用海绵进行擦拭。使用强烈
水流彻底冲洗。

•  切勿将任何化学清洗剂涂抹在热或温的轮辋或装饰盖上。
•  一些自动洗车装置可能会对轮辋或装饰盖的面漆造成损伤。使

用工业级 （恶劣条件下使用）清洗剂或化学清洗剂，并使用刷
子清除制动器灰尘和污物，久而久之可能会磨损透明漆涂层。

•  不要使用氢氟酸基或高腐蚀性的车轮清洗剂、钢丝绒、油料或烈
性的家用洗涤剂。

•  要清除焦油或油渍，使用福宝（Motorcraft®）防虫迹和焦油清除
剂。

车辆存放
如果您打算将您的车辆存放一段时间 （30 天或更久），请参阅以下
保养建议以确保您的车辆维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所有的机动车辆及其零部件都基于驾驶的可靠性和规律性而进行制
造并测试。在不同条件下长期存放车辆可能导致零部件性能退化或
失效，除非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以保护零部件。

概述
•  将所有车辆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  如有可能，避免阳光直晒。
•  如果车辆存放在室外，它们需要定期维修以防止锈蚀和损害。

车身
•  彻底清洗车辆，清除外表面、后轮罩和前翼子板底部的灰尘、油

脂、油液、焦油或泥泞。
•  定期清洗存放在露天地点的车辆。
•  对粗金属或涂底漆的金属进行补漆以防锈蚀。
•  将镀铬和不锈钢零件涂上一层厚厚的汽车蜡层以防褪色。清洗

车辆后有必要重新涂蜡。
•  使用低标号润滑油润滑所有盖板、车门和行李箱盖铰链和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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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盖内饰件以防褪色。
•  使所有橡胶零件远离油液和溶剂。

发动机
•  存放车辆之前应当更换机油和滤清器，因为使用过的机油含有

可能造成发动机损害的有害物质。
•  每隔 15 天起动一次发动机。使发动机高速怠速运转，直至其达

到正常工作温度。
•  将脚放在制动踏板上，发动机运转时在所有档位连续换档。

燃油系统
•  向油箱内添加高品质燃油直到加油枪首次自动关闭。
注意： 在车辆存放期间 （30 天或更久），燃油品质可能会因为氧化
而恶化。无论何时只要实际的或预期的存放时间超过 30 天，请往车
辆燃油系统内添加汽油稳定剂。遵守添加剂标签上的说明。然后应以
怠速开动车辆，使添加剂在整个燃油系统内循环。

冷却系统
•  避免冰冻温度。
•  取出存放车辆时，检查冷却液液位。确认冷却系统没有泄漏现象

且液体位于推荐液位。

蓄电池
•  必要时检查电池并重新充电。保持接头干净清洁。
•  如果您要存放车辆超过 30 天而又没有对蓄电池重新充过电，建

议您断开蓄电池电缆以确保蓄电池电量维持在快速起动状态。
注意 ： 如果蓄电池电缆已断开，必须对记忆功能重新设置。

制动器
•  确保制动器和驻车制动器已被完全释放。

轮胎
•  保持在推荐胎压。

其他
•  确保车辆底部所有的连接处、电缆、杆及销钉都涂上润滑脂以防

锈蚀。
•  每隔 15 天使车辆移动至少 8 米以润滑其工作部件并防止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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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存放车辆
当您准备取出存放车辆时，请执行以下操作：
•  清洗车辆，清除所有车窗表面的由灰尘或油脂形成的膜。
•  检查挡风玻璃雨刮是否老化。
•  检查发动机罩底部是否在存放期间聚集有异物 （如老鼠或松鼠

窝）。
•  检查排气系统是否在存放期间聚集有异物。
•  检查胎压并按照轮胎标签对轮胎进行充气。
•  检查制动踏板工作情况。驾驶车辆来回行驶 4.5 米，清除形成的

锈蚀。
•  检查液位（包括冷却液、润滑油及汽油），确保没有泄漏并且液

体位于推荐液位处。
•  如果蓄电池已取下，清理蓄电池电缆接头并检查。 
如果您有任何忧虑或问题，请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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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和轮胎

概述
多用途车、厢式货车和卡车车主注意事项

在各种行车条件下，如街道、公路
和越野，多用途车，厢式货车和卡
车在操纵性上与乘用车有所不同。
多用途车，厢式货车和卡车设计
时，其转弯速度不像乘用车那么
高，比设计用来胜任越野条件的低
悬架运动车高些。

四轮驱动 （4WD）系统 （如果配备）

配备四轮驱动 （当选用时）的车辆有能力用所有的四个车轮来提升
自身的动力。这增加了牵引力，使得您可在传统两轮驱动车辆无法胜
任的地形和道路条件下安全驾驶车辆。

警告 : 多用途车的翻车几率要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车辆。
要降低翻车造成的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的风险，您必须：

•  避免急刹车和急剧操纵；
•  以适合当时条件的安全速度进行驾驶；
•  保持轮胎充气良好；
•  绝对不要超载或错误地加载车辆；及
•  确保每个乘客都被正确约束。

警告 : 发生翻车碰撞时，未佩戴安全带的乘员发生死亡的
几率要明显高于佩戴座椅安全带的乘员。所有乘客都必须
佩带座椅安全带并且孩子/儿童必须使用适当的约束装置，

将发生伤害或抛射的风险 小化。

警告 : 不要过分相信四轮驱动 （4WD）车辆的性能。虽然
四轮驱动 （4WD）车辆的加速性能在牵引力较低的情况下

要好于两轮驱动车辆，但当它刹车停止时却没有两轮驱动车辆那
么快。始终以安全速度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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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动箱或动力传动装置动力被传递到所有四个车轮。四轮驱动
车辆允许您视需要选择不同的驾驶模式。关于分动箱和换挡程序的
信息可参见变速器章节。关于分动箱保养的信息可参见保养章节。在
操纵车辆之前，您必须要完全了解这个信息。
在一些四轮驱动的车型上，当车辆移动时，档位从两轮驱动切到四轮
驱动时，可能会产生短时的金属声和棘轮声响。当前动力传动系统达
到行驶车速时，这些声响是正常的，无需担心。

您的车辆与其他车辆有何不同
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厢式货
车和卡车与其它一些车辆有显著
的差别。您的车辆可能：
•  更高 —— 允许更高的载重量

并且行驶于不平路面时无需
担 心，也 不 会 损 坏 车 底 部
件。

•  更短 —— 为其提供爬坡能力
并且行驶通过峰顶时无需担
心，也不会损坏车底部件。
若其他所有方面都相同，则
与轴距较长的车辆相比，较
短的轴距可使您的车辆更快
地响应转向输入。

•  更窄 –  在狭小空间内可提供 
更佳的机动性，尤其是在越
野用途上。

基于上述尺寸差别，运动型多用途
车 （SUV）、厢式货车和卡车通常
具有较高的重心并且负载状态和
空载状态下的重心也有明显的差
别。
这些差别可使您的车辆具有多功
能特性，还使其在操纵性上与普通
乘用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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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维护
统一轮胎质量等级的有关信息

轮胎质量等级适用于乘用车新型
充气轮胎。质量等级可以在胎肩和

大断面宽度之间的轮胎侧壁适
用处找到。例如：

•  胎面磨损 200 牵引力 AA 温度 A
这些轮胎质量等级取决于美国交通运输部设定的标准。
轮胎质量等级适用于乘用车新型充气轮胎。

胎面磨损
胎面磨损等级是基于在受控条件下政府规定试验过程中的轮胎磨损
率的一种比较评价等级。例如，等级为 150 的轮胎的磨损量是政府试
验过程中等级为 100 的轮胎的磨损量的 1½ 倍。轮胎的相对性能取决
于其实际使用条件，但是由于驾驶习惯和保养计划的不同及道路特
性和气候的差异，轮胎性能可能与规范有明显的背离。

牵引力 AA A B C

牵引力等级，从 高到 低依次为 AA，A，B 和 C。该等级是在受控
条件下政府规定试验中的沥青和混凝土路面上测试得出，用来表示
轮胎停在潮湿路面上的能力。标记为 C 的轮胎可能具有较差的牵引力
性能。

温度 A B C

温度等级依次为 A （ 高）， B 和 C，表示轮胎抵抗发热的阻力及其
散热的能力，在受控条件下规定的室内实验室试验车轮上进行试验

警告 : 为该轮胎指定的牵引力等级基于直线制动牵引力试
验，不包括加速、转向、打滑或 大牵引力特性。

警告 : 轮胎的温度等级为适当充气且不过载的轮胎设立。
速度过高、充气不足或过载，无论是单独还是组合出现，
都可造成热积累效应并可能使轮胎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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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持续高温可造成轮胎材料性能退化并降低轮胎寿命，温度过高
可导致轮胎突然损坏。等级 C 对应于所有乘用车轮胎必须满足（美）
联邦汽车安全标准第 139 条规定的性能等级。等级 B 和 A 表示高于法
规 低要求的实验室试验车轮上的性能等级。

轮胎术语表
•  轮胎标签：该标签显示轮胎尺寸、推荐充气压力和车辆 大承载

重量。
•  轮胎识别代码 （TIN）：每个轮胎侧壁上都有一组代码，该代码

提供轮胎品牌和制造厂、轮胎尺寸和出厂日期的有关信息。也可
称之为 DOT 代码。

•  充气压力：轮胎内空气量的量度。
•  标准载荷：设计承受 大载荷为 35psi（磅 / 平方英寸）[ 公制轮

胎为 37（磅 / 平方英寸）（2.5 巴）] 的 P 公制或公制轮胎等级。
增加充气压力并超过这个压力并不会增加轮胎的承载能力。

•  加大载荷：设计承受 大载荷为 41psi（磅 / 平方英寸）[ 公制轮
胎为 43（磅 / 平方英寸）（2.9 巴）] 的 P 公制或公制轮胎等级。
增加充气压力并超过这个压力并不会增加轮胎的承载能力。

•  kPa （千帕）：千帕斯卡，气压的公制单位。

•  PSI （磅 / 平方英寸）：磅 / 平方英寸，气压的标准单位。

•  冷胎充气压力：车辆已静止并远离直射阳光达 1 小时或更久时及
在车辆行驶 1.6 公里之前的轮胎压力。

•  推荐充气压力：安全合格证明标牌 （粘附在车门铰链支柱、门
闩杆、或门闩杆相交的门缘、靠近驾驶员侧乘坐位置），或轮胎
标签（位于 B 柱或驾驶员车门边缘上）上标示的冷态充气压力。

•  B 柱：位于车辆侧面前车门后面的结构件。

•  轮胎胎圈：紧挨轮辋的轮胎区域。
•  轮胎侧壁：胎圈和胎面之间的区域。
•  轮胎胎面：轮胎安装到车辆上后与路面接触的圆周区域。
•  轮辋：支撑轮胎的轮胎胎圈坐落的金属支架 （轮形）。

轮胎侧壁上包含的信息
联邦法规都规定制造商需在所有轮胎侧壁上标示标准化信息。该信
息定义并描述了轮胎的基本特性，同时还提供了安全标准认证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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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交通运输部（U.S.DOT） 轮胎识别代码（TIN）并可在万一需要召回 
时使用。

“P” 型轮胎的有关信息
以 P215/65R15 95H 为例，它包含轮 
胎尺寸、载荷指数和速度等级。这
些项目的定义如下列所述。（请注
意，您的车辆的轮胎尺寸、载荷指
数和速度等级可能与此例不同。）

A. P：按照美国轮胎轮辋协会 （T&RA）的规定，它表示适用于轿车、 
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微型厢式车和轻卡的轮胎。

注意 ： 如果您的轮胎代码不是以字母开头，则表示它可能是按照
ETRTO（欧洲轮胎轮辋技术机构）或 JATMA（日本轮胎制造协会）的
规定制造的。
B. 215：表示从侧壁边缘到另一侧侧壁边缘的轮胎名义宽度，单位为 
毫米。一般来说，数字越大，轮胎越宽。
C. 65：表示高宽比，即轮胎高度和宽度的比值。

D. R：表示子午线轮胎。

E. 15：表示车轮或轮辋直径，单位为英寸。如果您改变了您的车轮尺 
寸，您也必须购买新的轮胎以匹配新的车轮直径。
F. 95：表示轮胎的载荷指数。它是与轮胎可以承载多少重量相关的指 
数。您可在您的车主手册上找到此信息。如果没有，请联系当地轮胎
经销商。
注意 ： 您可能不会在所有的轮胎上发现该信息，因为这不是由联邦
法规所规定的。
G. H：表示轮胎的速度等级。该速度等级表示在标准载荷和充气压力 
工况下持续长时间的行驶时轮胎可承受的速度。您的车辆上的轮胎
可在不同的载荷和充气压力工况下进行工作。这些速度等级可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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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整以适应不同的工况。该速度等级范围为 130 公里 / 小时至 299
公里 / 小时。这些等级如下图表所示。

注意 ： 您可能不会在所有的轮胎上发现该信息，因为这不是由联邦
法规所规定的。

H. 美国交通运输部（U.S.DOT）轮胎识别代码（TIN）：它以字母 “DOT” 
开头，表示该轮胎符合所有的联邦标准。接下来的两个数字或字母为
厂家代码，标示其制造厂商，再接下来的两个数字为轮胎尺寸代码，

后的四个数字表示轮胎的生产日期（周和年）。例如，数字 317 表
示 1997 年的第 31 周。从 2000 年之后，这组数字变成了四位数。例
如，数字 2501 表示 2001 年的第 25 周。中间的数字为追踪所用的标

速度符合等级 速度等级 — 公里 / 小时

M 130 公里 / 小时

N 140 公里 / 小时

Q 159 公里 / 小时

R 171 公里 / 小时

S 180 公里 / 小时

T 190 公里 / 小时

U 200 公里 / 小时

H 210 公里 / 小时

V 240 公里 / 小时

W 270 公里 / 小时

Y 299 公里 / 小时

注意 ： 对于可承受的 大速度超过 240 公里 / 小时的轮胎，轮胎 
制造商有时会采用字母符号 ZR。对于可承受的 大速度超过 299
公里 / 小时的轮胎，轮胎制造商一直采用字母符号 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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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识别代码。如果发生轮胎缺陷而需要召回，该信息可用来与客户取
得联系。
I. M+S 或 M/S：泥和雪，或

AT：全地形，或

AS：全天候。

J. 使用的轮胎帘布层结构和材料：表示轮胎胎面和侧壁的帘布层层数
或橡胶织带的层数。轮胎制造商还必须标示出轮胎胎面和侧壁的帘
布层材料，包括钢、尼龙、聚酯和其他材料。
K.  大载荷：表示轮胎可承载的 大载荷，单位为公斤或磅。有关正 
确的车辆胎压，参见安全合格证明标牌 （粘附在车门铰链支柱、门
闩杆、或门闩杆相交的门缘、靠近驾驶员侧乘坐位置）。
L. 胎面磨损，牵引力和温度等级

•  胎面磨损：胎面磨损等级是基于在受控条件下政府规定试验过程
中的轮胎磨损率的一种比较评价等级。例如，等级为 150 的轮胎
的磨损量是政府试验过程中等级为100的轮胎的磨损量的1½倍。

•  牵引力：牵引力等级，从 高到 低依次为 AA，A， B 和 C。该
等级是在受控条件下政府规定试验中的沥青和混凝土路面上测
试得出，用来表示轮胎停在潮湿路面上的能力。标记为 C 的轮胎
可能具有较差的牵引力性能。

•  温度：温度等级依次为 A （ 高）， B 和 C，表示轮胎抵抗发热
的阻力及其散热的能力，在受控条件下规定的室内实验室试验
车轮上进行试验可得。

M. 轮胎 大容许气压：指的是轮胎制造商推荐的 大容许气压和 / 或 
轮胎承载 大载荷时的气压。正常情况下，此压力高于制造商推荐的
冷态充气压力；冷态充气压力可在安全合格证明标牌 （粘附在车门
铰链支柱、门闩杆、或门闩杆相交的门缘、靠近驾驶员侧乘坐位置 )，
或轮胎标签 （位于 B 柱或驾驶员车门边缘上）上找到。冷胎充气压
力绝对不可低于车辆标牌上标示的推荐气压。
轮胎供应商可能会提供其余标识、注意事项或警告，如标准载荷、子
午线无内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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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型轮胎侧壁上包含的附加信息
“T” 型轮胎具有除 “P” 型轮胎包含
的信息之外的其他信息；这些差
异如下所述。
注意 ： 轮胎质量等级不适用于此
类轮胎。
A.LT：按 照 美 国 轮 胎 轮 辋 协 会
（T&RA）的规定，它表示适用于轻卡
的轮胎。
B. 负荷范围 / 负荷气压限制：表示
轮胎的承载能力及其气压限制。

C. 双轮胎 大载荷，单位为磅 （公斤），压力单位为磅 / 平方英寸
（千帕），冷胎：表示使用双轮胎时的 大载荷和轮胎气压，定义为
后桥上有 4 个轮胎 （车辆上总共有 6 个轮胎或更多）。

D. 单轮胎 大载荷，单位为磅 （公斤），压力单位为磅 / 平方英寸
（千帕），冷胎：表示使用单轮胎时的 大载荷和轮胎气压，定义为
后桥上有 2 个轮胎 （总共）。

“T” 型轮胎的有关信息
“T” 型轮胎具有除 “P” 型轮胎包含
的信息之外的其他信息；这些差
异如下所述。
以轮胎尺寸 T145/80D16 为例。

注意 ： 您的车辆上的临时使用的
轮胎尺寸可能与此例不同。轮胎质
量等级不适用于此类轮胎。
A.T：按照美国轮胎轮辋协会（T&RA）
的规定，它表示适用于轿车、运动型
多用途车 （SUV），微型厢式车和轻
卡的临时使用的一类轮胎。
B. 145：表示从侧壁边缘到另一侧 

侧壁边缘的轮胎名义宽度，单位为毫米。一般来说，数字越大，轮胎
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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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80：表示高宽比，即轮胎高度和宽度的比值。数字为 70 或更低表 
示较窄的轮胎侧壁。
D. D：表示斜交轮胎。

R：表示子午线轮胎。

E. 16：表示车轮或轮辋直径，单位为英寸。如果您改变了您的车轮尺 
寸，您也必须购买新的轮胎以匹配新的车轮直径。

轮胎标签位置
您可在 B 柱或驾驶员车门边缘上找到轮胎标签，它包含轮胎充气压
力、轮胎尺寸和其他重要信息。参见载荷章节中的有效载荷描述和图
示。

为轮胎充气
车辆的安全运行要求轮胎适当充气。切记轮胎即使损失高达一半的
气压也不会被看出来。
每天驾驶前都要检查轮胎。如果其中一个轮胎看起来比其他轮胎要
低，则使用轮胎气压表检查所有轮胎的气压，必要时进行调整。
每月至少一次并在长途旅行前，检测每个轮胎并使用轮胎气压表检
查轮胎气压（包括备胎，如果配备）。将所有轮胎充气至福特汽车公
司推荐充气压力。

强烈要求您购买一个可靠的轮胎气压表，因为自动服务站的气压表
可能不精确。福特建议您使用数字式或度盘式轮胎气压表，而不要使
用棒式轮胎气压表。
使用推荐的冷胎充气压力，以获得 佳的轮胎性能和耐磨性。轮胎气
压不足或过度充气可能会造成不均 的胎面花纹磨损。
始终将您的轮胎充气至福特推荐充气压力，即使它比轮胎标示信息
的 大充气压力要低。福特推荐充气压力可在安全合格证明标牌（粘
附在车门铰链支柱、门闩杆、或门闩杆相交的门缘、靠近驾驶员侧乘

警告 : 轮胎气压不足是造成轮胎损坏的 常见原因，并且
可能导致严重的轮胎龟裂、胎面剥落或爆胎，进而造成车
辆突然失控并增加伤害风险。轮胎气压不足增加了轮胎侧

壁的挠度和滚动阻力，进而导致热积累效应和轮胎内部损坏。它也
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轮胎应力、不规则磨损、车辆失控和意外事
故。即使在看来似乎不漏气时，轮胎也会损失高达一半的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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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位置），或轮胎标签（位于 B 柱或驾驶员车门边缘上）上找到。未
遵守轮胎气压建议可能会造成不均 的胎面花纹磨损并对您操纵车
辆的方式产生不利影响。
轮胎 大容许气压指的是轮胎制造商推荐的 大容许气压和 /或轮胎
承载 大载荷时的气压。正常情况下，此压力高于制造商推荐的冷态
充气压力；冷态充气压力可在安全合格证明标牌 （粘附在车门铰链
支柱、门闩杆、或门闩杆相交的门缘、靠近驾驶员侧乘坐位置 )，或
轮胎标签 （位于 B 柱或驾驶员车门边缘上）上找到。冷胎充气压力
绝对不可低于安全合格证明标牌或轮胎标签上标示的推荐气压。
当天气发生温度变化时，轮胎充气压力也随之改变。温度下降 6°C 可
能会造成充气压力对应下降 7kPa（千帕）。经常检查您的轮胎气压并
将其调整至安全合格证明标牌或轮胎标签上标示的适当气压。
检查您的轮胎气压：
1. 确保轮胎为冷胎，即它们即使行驶 1.6 公里也不会变热。

如果在轮胎仍热时 （换言之，已行驶超过 1.6 公里）检查轮胎气压，
切勿将轮胎放气或降低其气压。轮胎将在行驶中变热，气压升高至超
过推荐冷胎气压是很正常的。位于或低于推荐冷胎充气压力的热胎
可能会严重的充气不足。
注意 ： 如果您不得不行驶一段距离才能为轮胎充气，则首先检查并
记录轮胎气压，然后在到达泵气站后充气至适当气压。当您驾驶时，
轮胎变热及内部气压升高是正常的。
2. 取下轮胎气门嘴盖，然后用力将气压表按到气门嘴上并测量气

压。
3. 充入足够空气以达到推荐气压。
注意：如果您充气过量，可通过按压气门嘴中心的金属杆释放空气。
然后使用轮胎气压表再次检查气压。
4. 重新装上气门嘴盖。
5. 为每个轮胎重复该程序，包括备胎。
注意 ： 有些备胎要在比其他轮胎高的充气压力下使用。对于 T 型 /
小型备胎（参见非同类型备胎 / 车轮信息一节的描述）：在 60 磅 / 平
方英寸 （4.15 巴）下储存和保养。对于 T 型 / 小型备胎 （参见非同
类型备胎 / 车轮信息一节的描述）：在轮胎标签上标示的前后轮胎充
气压力中的较高压力下储存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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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目视检查轮胎，确保无钉子或其他物体嵌入，它们可能会在轮胎
上刺穿一个洞并造成漏气。

7. 检查轮胎侧壁，确保无凿槽、切口或鼓包。

检查您的轮胎和车轮气门杆
定期检查胎面是否磨损不均 或过量，并清除可能楔入胎面纹槽内
的物体，如小石子、钉子或玻璃。检查轮胎和气门杆是否有可能会造
成漏气的孔眼、龟裂或切口，维修或更换轮胎并更换气门杆。检查轮
胎侧壁是否有龟裂、切口、裂纹或其他损坏或过量磨损的迹象。如果
怀疑轮胎有内部损坏，如果需要维修或更换时，拆卸并检查轮胎。为
了您的安全，不要使用损坏的或显示过量磨损迹象的轮胎，因为它们
极有可能会爆胎或失效。
车辆保养不当或不足可能会造成轮胎异常磨损。时常检查包括备胎
在内的所有轮胎，如果下列情况有一个或多个出现，则更换轮胎：

轮胎磨损
当胎面磨损至 2 毫米时，必须更换
轮胎，有助于防止车辆侧滑及浮
滑。当胎面磨损至 2 毫米时，内置
胎纹磨损指示器或胎面磨损指示
器将出现在轮胎上，看起来像光滑
橡胶窄条横穿胎面。

当胎面磨损至与这些胎面磨损指示器相同的高度时，轮胎已被磨坏且
必须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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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
定期检查轮胎胎面和侧壁是否损坏 （如胎面或侧壁有鼓包、胎面纹
槽有龟裂及轮胎侧壁有脱层）。如果观察到或怀疑有损坏，则需要轮
胎专业人员对轮胎进行检查。轮胎在越野使用时可能会被损坏，因此
推荐在越野使用后也要进行检查。

美国交通运输部 （U.S.DOT）轮胎识别代码 （TIN）
美国和加拿大联邦法规都规定制造商需在所有轮胎侧壁上标示标准
化信息。该信息定义并描述了轮胎的基本特性，同时还提供了安全标
准认证的美国交通运输部（U.S.DOT）轮胎识别代码（TIN）并可在万
一需要召回时使用。
它以字母 “DOT” 开头，表示该轮胎符合所有的联邦标准。接下来的两
个数字或字母为厂家代码，标示其制造厂商，再接下来的两个数字为
轮胎尺寸代码， 后的四个数字表示轮胎的生产日期（周和年）。例
如，数字 317 表示 1997 年的第 31 周。从 2000 年之后，这组数字变
成了四位数。例如，数字 2501 表示 2001 年的第 25 周。中间的数字
为追踪所用的标志识别代码。如果发生轮胎缺陷而需要召回，该信息
可用来与客户取得联系。

警告 : 老化
轮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化，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如保
存条件和使用条件 （载荷、速度、充气压力等），在其整

个使用寿命内都会经历到。一般情况下，不管胎面是否磨损，轮胎
都要在六年后进行更换。然而，炎热气候带来的热量或频繁处于高
负载状态可加速轮胎老化进程并需要更加频繁地更换轮胎。
当您更换路胎时或六年之后，您还应当更换备胎，因为它会老化，
即便是还没有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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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更换要求

您的车辆装备了被设计用来提供安全行车和操纵性能的轮胎。
重要：当更换车辆上的轮胎时，切记要更换车轮气门杆。
建议在一般情况下成对更换两个前轮轮胎或两个后轮轮胎。
车辆上安装 （车辆原装）的胎压传感器不能用于配件市场车轮。

警告 : 请仅使用具有与福特提供的原装轮胎和车轮相同尺
寸、载荷指数、速度等级和类型 （如 P （轿车）公制还是
LT（轻卡）公制或全天候还是全地形）的替换轮胎和车轮。

推荐轮胎和车轮尺寸可在安全合格证明标牌 （粘附在车门铰链支
柱、门闩杆、或门闩杆相交的门缘、靠近驾驶员侧乘坐位置），或
轮胎标签 （位于 B 柱或驾驶员车门边缘上）上找到。如果在这些
标牌上没有发现这些信息，您应当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使用非福
特推荐的任何轮胎或车轮可能会影响您的车辆的安全和性能，进
而可能导致发生车辆失控、翻车、人身伤害甚至死亡的风险增加。
此外，使用非推荐轮胎和车轮还可能会造成转向、悬架、车桥或分
动器 / 动力传输装置出现故障。如果您有关于轮胎更换的任何问
题，请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

警告 : 安装替换轮胎和车轮时，不应超过轮胎侧壁上标示
的 大压力，从而可在不采取下列额外预防措施的情况下
固定胎圈。如果胎圈在标示的 大压力下没有落位，则重

新润滑并再次尝试安装。
当将轮胎充气至超过轮胎侧壁上表示的 大压力 1.38 巴时，必须
采取下列预防措施以保护安装轮胎的人员：
1. 确保您具有正确的轮胎和车轮尺寸。
2. 重新润滑胎圈和轮圈座区域。
3. 请站在距离轮胎和车轮总成至少 3.66 米的地方。

4. 采用眼睛和耳朵保护装置。
对于超过 大压力 20 磅 / 平方英寸 （1.38 巴）的安装压力，应该
由福特经销商或其他轮胎维护专业人员进行安装。
始终使用遥控充气装置对钢制胎体轮胎进行充气，同时充气人员
须站在距离轮胎和车轮总成至少 3.66 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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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非福特汽车公司推荐的车轮或轮胎可能会影响您的轮胎气压监
控系统的工作。
如果轮胎气压监控系统 （TPMS）指示灯闪烁，表示您的胎压监控系
统 （TPMS）出现了故障。您的替换轮胎可能与您的胎压监控系统
（TPMS）不相兼容，或者胎压监控系统 （TPMS）的某些部件可能受
到了损坏。

安全措施

驾驶习惯与您的轮胎行驶里程数和安全有着很大关系。
•  观察显示的限速。
•  避免快速起动、刹车和转弯。
•  避开路面的凹坑和物体。
•  不要从路缘石上驶过或驻车时使轮胎碰到路缘石上。

高速公路危险因素
无论您如何小心地驾驶， 终都存在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轮胎漏气的
可能性。从车道上慢慢行驶至 近的安全区域。这可能会进一步损坏
漏气的轮胎，但是您的安全是 重要的。
如果您在驾驶时感到突然振动或驾驶干扰或者您怀疑轮胎或车辆已
经损坏，请立即降低车速。谨慎地驾驶直到您安全地驶离车道。停车
并检查轮胎是否损坏。如果有轮胎充气不足或损坏，将其放气，拆除
车轮并用备用轮胎和车轮将其更换。如果您无法查明原因，则将车辆
牵引至 近的修理厂或轮胎经销商处对车辆进行检查。

轮胎和车轮定位
驶过路缘石或凹坑带来的不良颠簸可能会造成车辆前端定位失调或
对轮胎造成损坏。如果您在驾驶时感觉车辆似乎跑偏，则车轮可能定
位不当。定期让授权经销商检查车辆定位。

警告 : 如果您的车辆陷在了雪、泥、砂等中，不要使轮胎
高速空转；使轮胎高速空转可能会撕裂轮胎并造成爆胎。
轮胎可在 3‐5 秒内爆胎。

警告 : 不要使车轮以超过 56 公里 / 小时的速度高速空转。
否则该轮胎可能会损坏并伤害乘客或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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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轮或后轮定位失准可能会造成不均 和快速的轮胎胎面磨损，应
当由授权经销商进行校正。前轮驱动 （FWD）车辆和带后独立悬架
（如果配备）的车辆可能需要对所有四个车轮进行定位。
轮胎还应当定期进行平衡。未经平衡的轮胎和车轮总成可能会导致
不规则的轮胎磨损。

轮胎换位
注意 ： 如果您的车辆显示不均 磨损，请咨询特约经销商，在进行
轮胎换位之前检查并校正任何的车轮定位失准、轮胎失衡或机械故
障。
注意 ： 您的车辆可能装备了非全尺寸备用轮胎 / 车轮。非全尺寸备
用轮胎 / 车轮定义为与路胎和车轮不同品牌、尺寸或外观的备用轮胎
和 / 或车轮。如果您装备了非全尺寸备用轮胎 / 车轮，它仅供临时使
用并且不能用于轮胎换位。
注意 ： 在进行轮胎换位后，必须检查充气压力并根据车辆要求进行
调整。
按照推荐的时间间隔进行轮胎换位 （如保修政策及保养计划指南章
节所描述）将有助于轮胎磨损更加均 ，进而提供更佳的轮胎性能和
更长的轮胎寿命。

•  前轮驱动（FWD）/ 全轮驱动
（AWD）车辆 （前轮胎位于
图表左侧）

有时，不规则的轮胎磨损可以通过轮胎换位得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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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轮胎 （如果配备）
夏季轮胎在湿地和干燥路面能够提供优越的性能。夏季轮胎在轮胎
侧壁上不具有泥地和雪地 （M+S 或 M/S）轮胎的牵引力等级。因为
夏季轮胎不具有同全天候和雪地轮胎同样的牵引力性能，所以当温
度下降到大约 5 摄氏度或低于（取决于轮胎磨损和环境因素）5 摄氏
度时或在雪地或冰面环境下，福特不推荐使用夏季轮胎。像任何轮胎
一样，轮胎磨损和环境条件也会影响夏季轮胎的性能。如果您必须行
驶于这种环境下，福特推荐使用泥地和雪地（M+S, M/S），全天候或 
雪地轮胎。

使用雪地防滑链

您的车辆上的轮胎具有全天候胎面，可在雨雪天气使提供牵引力。但
是，在某些气候条件下，您可能需要使用雪地轮胎和防滑链。如果您
需要使用防滑链，建议钢制车轮仅使用缆线防滑链 （同等尺寸和规
格），因为链条会损坏铝合金车轮。
注意 ： 悬架隔热装置和保险杠有助于防止车辆损坏。当使用雪地轮
胎和防滑链时，不要将这些部件从车辆上拆除。
使用雪地轮胎和防滑链时，请遵守如下准则：
•  如果可能，避免使车辆满载。
•  仅将防滑链安装在前车轮上。
•  仅将防滑链应用于配备 P245/65R17 或 P245/60R18 轮胎的车辆。

•  不要在配备 P255/50R20 轮胎的车辆上使用轮胎防滑链，缆线或
可选的牵引设备。

•  谨慎驾驶。如果您听到防滑链摩擦或撞击车辆，停车并重新固定
防滑链。如果这样不起作用，拆下防滑链，以防损坏车辆。

•  不再需要时，拆下轮胎防滑链。不要在干燥路面上使用轮胎防滑
链。

警告 : 雪地轮胎必须与福特提供的原装轮胎具有相同的尺
寸、载荷指数和速度等级。使用非福特推荐的任何轮胎或
车轮可能会影响您的车辆的安全和性能，进而可能导致发

生车辆失控、翻车、人身伤害甚至死亡的风险增加。此外，使用非
推荐轮胎和车轮还可能会造成转向、悬架、车桥或分动器 / 动力传
输装置出现故障。 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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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压监测系统

应当按月在冷胎状态下检查每一个轮胎，包括备胎 （如装
备） ，并充气至轮胎标牌或轮胎充气压力标签上标示的制
造商推荐充气压力。（如果您的车辆装备有与车辆标牌或

轮胎充气压力标牌上标示的尺寸不同的轮胎，应当为这些轮胎确定
适当的轮胎充气压力。）
作为附加的安全装置，您的车辆装备了一个胎压监控系统（TPMS），
当您的轮胎有一个或多个明显充气不足时，它将使胎压低指示灯变
亮。因此，当胎压低指示灯变亮时，您应当尽快停车检查轮胎并将其
充气至适当压力。使用明显充气不足的轮胎进行驾驶会造成轮胎过
热并可导致轮胎损坏。轮胎充气不足还会降低燃油经济性和轮胎胎
面寿命，并可能会影响车辆操纵性能和制动性能。
胎压监控系统 （TPMS）不能代替正常的轮胎维护，维持正常的胎压
是驾驶员的责任，即便轮胎气压不足还没达到触发胎压监控系统
（TPMS）胎压低指示灯变亮的程度。

您的车辆还装备了一个胎压监控系统 （TPMS）故障指示灯，在系统
不能正常工作时进行指示。胎压监控系统 （TPMS）故障指示灯包含
有胎压低指示。当系统发现故障时，指示灯将闪烁大约 1 分钟，然后
保持一直亮。只要故障存在，上述现象将在随后的车辆起动时继续出
现。
当故障指示灯变亮时，系统可能无法如期检测到胎压低信号。胎压监
控系统 （TPMS）故障可能会在不同原因下出现，包括车辆上的轮胎
更换或换位，可能会妨碍胎压监控系统 （TPMS）正常工作。在更换
车辆上的一个或多个轮胎或车轮换位后，务必检查胎压监控系统
（TPMS）故障指示灯，确保轮胎更换或换位后允许胎压监控系统
（TPMS）继续正常工作。

胎压监控系统符合 FCC 法规中第 15 条及加拿大工业部 RSS‐210 的要
求。该装置运行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本装置不会引起任何

警告:胎压监控系统不能代替手动检查胎压。应当定期（至
少每月一次）使用轮胎气压表检查胎压。参见本章中轮胎
充气部分。未正确维持胎压可能会增加轮胎损坏、失控、

翻车和人身伤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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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的干扰，（2）必须接受任何收到的干预措施，即使可能导致其
非正常运行的干预也不例外。

更换带胎压监控系统 （TPMS）的轮胎
注意： 每个路胎都装备有胎压
传感器，此传感器位于轮胎和
车轮总成腔中。胎压传感器固
定在气门杆上。胎压传感器封
闭在轮胎内且不可见，除非将
轮胎拆除。更换轮胎时必须十
分小心，以免损坏传感器。

建议您始终让授权经销商对您的轮胎进行维护。
应当定期 （至少每月一次）使用轮胎气压表检查胎压。参见本章中
轮胎充气部分。

了解胎压监控系统 （TPMS）
胎压监控系统测量四个路胎的气压并将这些胎压读数发送至车辆
上。如果胎压非常低，胎压低警告灯将亮起。一旦这个灯亮起，则表
示您的轮胎充气不足，需要充气至制造商推荐胎压。即使这个灯亮起
之后不久又熄灭，仍然需要检查胎压。

当您临时安装备胎时
当您的轮胎其中之一需要用备胎更换时，胎压监控系统 （TPMS）将
继续指示有问题存在，提醒您需要修理损坏的车轮 / 轮胎并将其放回
到车辆上。
为了恢复胎压监控系统的全部功能，修理损坏的车轮 / 轮胎并重新安
装到车辆上。更多信息请参见本章中更换配备胎压监控系统（TPMS）
的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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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认为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时
胎压监控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提醒您轮胎何时需要充气。它还可提醒
您系统何时无法按照预期工作。请参考下表中有关胎压监控系统的
信息：

胎压低警告灯 可能原因 客户需采取的行动

警告灯一直亮 轮胎充气不足 1. 确保轮胎具有合适的气压。
参见本章中轮胎充气部分。

2. 在将轮胎充气至轮胎标签
（位于驾驶员 d 车门边缘或
B 柱上）上显示的制造商推
荐充气压力后，在指示灯关
闭之前必须以超过 32 公里
/ 小时的速度驾驶车辆至少
2 分钟。

使用备胎 修理损坏的车轮 / 轮胎并将其重
新安装到车辆上，使系统恢复工
作。有关系统如何工作的描述，
请参考本节中安装暂用备胎时。

胎压监控系统
（TPMS）故障

如果您的轮胎充气适当，备胎没
有被使用而指示灯一直亮，则请
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

警告灯闪烁 使用备胎 修理损坏的车轮 / 轮胎并将其重
新安装到车辆上，使系统恢复工
作。有关系统如何工作的描述，
请参考本节中安装暂用备胎时。

胎压监控系统
（TPMS）故障

如果您的轮胎充气适当，备胎没
有被使用而指示灯一直亮，则请
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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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轮胎充气时
当将空气充入轮胎时（如在加油站或车库内），胎压监控系统可能不
会立即对充入轮胎的空气作出响应。
在完成将轮胎充气至推荐充气压力后，可能需要以超过 32 公里 / 小
时的速度驾驶车辆长达 2 分钟才可将指示灯关闭。

温度对胎压有何影响
胎压监控系统 （TPMS）监视每个充气轮胎的胎压。当以正常方式驾
驶车辆时，标准的乘用车轮胎充气压力可能会从冷起动状态升高大
约 14 到 28 千帕。如果车辆整夜在明显低于白天温度的外界空气温度
下保持静止，在周边温度降低 17°C 时，轮胎充气压力可能会随之降
低大约 21 千帕。当胎压明显低于推荐充气压力时，较低的胎压值可
能会被胎压监控系统 （TPMS）检测到并触发胎压监控系统 （TPMS）
警告灯以指示胎压低。如果胎压低警告灯一直亮起，则目视检查每个
轮胎，确保无轮胎漏气。（如果有一个或多个轮胎漏气，则在必要时
进行修理。）检查轮胎的气压。如果任一轮胎充气不足，请谨慎驾驶
车辆至 近的可为轮胎充气的地方。将所有轮胎充气至推荐充气压
力。

更换车轮

注意： 当使用备胎时，胎压监控系统 （TPMS）指示灯将变亮。为了
恢复胎压监控系统的全部功能，装备胎压监视传感器的所有公路车
轮都必须安装到车辆上。
如果轮胎在行驶中发生漏气，不要用力施加制动器。而应逐渐降低车
速。用力把住方向盘并慢慢移动至路边安全的地方。

警告 : 轮胎补胎剂的使用可能会损坏您的胎压监控系统
（TPMS） ，不应当使用。但是如果您必须使用补胎剂，则
必须由授权经销商来更换车轮上的胎压监控系统 （TPMS）
传感器和气门芯。

警告 : 参见本章中的胎压监控系统 （TPMS）了解重要信
息。如果胎压监控系统传感器受损，它将无法再发挥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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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损坏胎压监控系统 （TPMS）传感器，请让授权经销商维修
漏气轮胎。参见本章前面的胎压监控系统 （TPMS） 。尽快使用路胎
更换备胎。在修理或更换漏气轮胎期间，由授权经销商检查胎压监控
系统 （TPMS）传感器是否损坏。

非同类型备胎与车轮总成信息

如果您带有非同类型备胎与车轮总成，则它仅可作为临时使用。这意
味着如果您需要使用它，应当尽快使用与福特提供的原装路胎 / 车轮
具有相同尺寸和类型的路胎 / 车轮将其更换。如果非同类型备用轮胎
或车轮受损，应当将其更换而不是修理。
非同类型备用轮胎 / 车轮定义为与轮胎和车轮不同品牌、尺寸或外观
的备用轮胎和 / 或车轮，有 3 种类型：

1. T 型小尺寸备胎：这类备胎以字母 “T” 开头表示轮胎尺寸，胎壁
上在可能有模压的 “Temporary Use Only”（“ 仅供临时使用 ”）字  
样。

2. 车轮上不带标签的全尺寸非同类型备胎这类备胎在车轮上带有
标签：“THIS TIRE AND WHEEL FOR TEMPORARY USE ONLY”（“ 该轮    
胎和车轮仅供临时使用 ”）。

当使用上面列出的其中一种非同类型备胎行驶时，不要：
•  车速超过 80 公里 / 小时。

•  装载车辆超过安全合格标牌上标识的 大车辆额定负载。
•  牵引拖车。
•  在使用非同类型备胎的车辆的一端使用雪地防滑链。
•  一次使用多个非同类型备胎。
•  使用商用车清洗装置。
•  试图修理非同类型备胎。
在任一车轮位置使用上面列出的其中一类非同类型备胎可能会导致
如下损坏：
•  操纵性、稳定性和制动性能
•  舒适性和噪声
•  离地间隙和驻车在路缘石上

警告 : 未遵守这些指导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严重伤害甚
至死亡的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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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行车能力
•  雨季行车能力
•  全轮驱动能力 （如果可用）
3. 车轮上不带标签的全尺寸非同类型备胎
当使用全尺寸非同类型备用轮胎 / 车轮行驶时，不要：

•  车速超过 113 公里 / 小时。

•  一次使用多个非同类型备胎。
•  使用商用车清洗装置。
•  在使用非同类型备胎的车辆的一端使用雪地防滑链。
使用全尺寸非同类型备胎和车轮总成可能导致以下损坏：
•  操纵性、稳定性和制动性能
•  舒适性和噪声
•  离地间隙和驻车在路缘石上
•  冬季行车能力
•  雨季行车能力
•  全轮驱动能力 （如果可用）
•  负载均衡调整 （如果可用）
当使用全尺寸非同类型备用轮胎 / 车轮行驶时，请务必对如下方面多
加小心：
•  牵引拖车。
•  驾驶带野营车车身的车辆。
•  驾驶货架装载货物的车辆。
当使用全尺寸非同类型备用轮胎 / 车轮行驶时，请谨慎驾驶并尽快寻
求维修。

轮胎更换程序

警告 : 当其中一个前轮离地时，变速箱无法独自防止车辆
移动或滑离千斤顶，即便是车辆置于 P 档位 （驻车档）。

警告 : 为了有助于您防止更换轮胎时车辆移动，务必将变
速杆置于 P 档位 （驻车档），且确保施加了驻车制动器，
然后阻住 （在两个方向）要更换轮胎对角线的车轮 （对侧
的车辆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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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当车辆用千斤顶升起时，乘客不应留在车内。
注意： 如果第三排座椅存放在地板里，您需要将其恢复至原位 （升
起位置）以便于取出备胎和千斤顶。具体操作步骤参见座椅章节中的
后座椅。
1. 停驻在平整路面上，施加驻车制动器并启用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将变速器选档杆移动至 P 档位 （驻车档）并关闭发动机。

3. 逆时针转动地板垫板上的两
个旋钮，然后拆下地板垫板
和车辆后部的铺有地毯的荷
载地板。

警告 : 不要在仅用千斤顶支撑的车辆下部操作。如果车辆
滑离千斤顶，可能会对您或其他人造成严重伤害。

警告 : 不要试图更换靠近行驶车流一侧的轮胎。将车辆尽
可能远地驶离车道，避免当操作千斤顶或更换车轮时出现
被撞的危险。

警告 : 总是使用车辆上作为原装设备提供的千斤顶。如果
使用的千斤顶不是车辆上原装配备的千斤顶，确保千斤顶
的负荷足以支撑车辆的重量，包括任何车上的货物或改装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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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逆时针转动，拆除固定
备胎的蝶形螺母。

5. 从 备 胎 槽 中 提 起 并 取 出 备
胎。

6. 通过逆时针转动，拆下固定
千斤顶套件的翼形螺栓。

7. 拆下千斤顶套件包括千斤顶
（D）、车轮扳手（凸型扳手）
（C）、车轮楔块（E）、L‐ 型
螺栓 （A）和牵引钩 （B）。

8. 用手旋转千斤顶的丝杠 （凸
型扳手连接的地方） ，从千
斤顶上脱口车轮扳手。按压
扳手上连接到把手上的的按
钮。折叠套筒扳手。

www.inhauto.com



车轮和轮胎330
车辆举升
1. 在对角线轮胎上使用三角木

固定。
2. 逆时针旋转每个车轮轮毂螺

母 1.5 圈，将其旋松，但是在
车辆被升起离地之前，不要
将其拆除。

3. 车辆举升点如图所示，并且千斤顶上的黄色警告标签上也有指
示。

在规定位置举升车辆，以免损坏车辆。
4. 门槛上的小箭头状标记指示举升点位置。

5. 使用轮胎扳手拆除轮胎螺母。
6. 使用备胎更换漏气轮胎，确保气门杆朝外。重新安装轮胎螺母，

直到车轮紧靠轮毂。在降下车轮之前不要将轮胎螺母完全旋紧。
7. 逆时针转动千斤顶手柄，降下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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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拆除千斤顶并按照图示顺序
将轮胎螺母完全旋紧。请参
见本章中后续的轮胎螺母扭
矩规格了解正确的轮胎螺母
扭矩规格。

存放小尺寸备胎和千斤顶
1. 更换泡沫托盘内的车轮楔块。

2. 调整千斤顶至正确高度以安
装扳手。转动千斤顶丝杠直
至上连杆上的箭头略低于下
连杆上圈形标识。

按住按钮 （A）缩回扳手的把手并
将扳手放置在下连杆凸起的锁片
上再将工具的柄脚 （B）向下穿过
斜对面上连杆上的孔内。顺时针转
动千斤顶丝杠直到箭头对准圈形
标识，确保将扳手固定在千斤顶
上。

3. 将千斤顶放到泡沫托盘中并用固定束带固定好。
4. 将泡沫托盘放在备胎槽地板上的安装支架上。
5. 更换千斤顶上面的小型备胎并且用蝶型螺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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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漏气的轮胎
1. 使第三排座椅处于升起的位

置。
2. 将 L 型螺栓插入如图所示的

千斤顶安装通道侧面的孔洞
内并将千斤顶套件固定在备
用的位置上。

注意 ： L 型螺栓放在车轮楔块附近的泡沫托盘中。
3. 将漏气的轮胎垂直放置在小

型备胎盆中，使轮胎的气门
杆 朝 向 后 侧 对 准 后 背 门 饰
板。

4. 将蝶形螺栓插入轮胎中的凸
型螺栓孔以将漏气的轮胎固
定在后背门后饰板侧。

5. 顺时针将蝶形螺栓旋入后背门后饰板的螺纹孔中，直至轮胎被固
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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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轮胎锁止螺母扭矩规格

在每次车轮扰动 （旋转、漏气轮胎、车轮拆卸等）后行驶 160 公里
里程范围内，重新旋紧轮胎锁止螺母至规定扭矩。

注意 ： 安装之前检查车轮定位孔
和安装面。清除所有可见锈蚀或松
散颗粒。

警告 : 安装车轮时，始终清除车轮安装面或轮毂表面、与
车轮接触的制动鼓或制动盘上的所有锈蚀、污物或异物。
确保用于将旋转部件固定在轮毂上的所有紧固件安全可靠

地固定，使其不干涉车轮安装面。安装车轮时，车轮安装面上金属
与金属接触不正确可能会造成车辆行驶时车轮螺母变松和车轮脱
离，进而导致车辆失控。

六角轮胎螺母规格 /
螺栓规格

轮胎螺母扭矩 *

英尺 • 磅 牛 • 米

1⁄2 x 20 100 135

* 扭矩规格适用于无污物和锈蚀的螺母和螺栓螺纹。仅使用福特推
荐的替换紧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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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和规格

发动机规格

＊注意：在采用国五 （京五）排放标准的地区，不推荐使用辛烷值
低于 92 的国五 （京五）汽油。

发动机传动带路径
3.5 升

发动机 3.5 升 V6 发动机

排量 3496 CC

所需燃油 小 93 号辛烷值

点火顺序 1–4–2–5–3–6

点火系统 EDIS （无分电器点火系统）

火花塞间隙 1.25‐1.35 毫米

压缩比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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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宝 （MOTORCRAFT®）零件编号

1 更换火花塞，请联系授权经销商。更换火花塞的间隔周期请参见定
期保养信息。
注意 ： 为您的车辆更换符合福特材料和设计规格的火花塞，例如福
宝（Motorcraft®）或等效产品备件。对于未使用此类火花塞而造成的
任何发动机损害，将不在车辆的保修范围之内。

零部件 3.5 升 V6 发动机

空气滤清器滤芯 FA‐1884

机油滤清器 FL‐500‐S

蓄电池 BXT‐65‐650

火花塞 SP‐5201

花粉过滤器 FP68

挡风玻璃雨刮片
WW‐2206‐PF （驾驶员侧）
WW‐2600‐PF （前排乘客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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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识别代码（VIN）
车辆识别代码位于驾驶座侧仪
表板上。
车辆识别代码也标识在产品标
牌上，同时也刻印在乘客侧车
门位置下方的车架纵梁的内侧
上，或刻印在发动机舱内减震
器上支点。
请注意，图表中的 XXXX表示您
的车辆识代码。

车辆识别代码 （VIN）包含下列信息：

A. 世界制造厂识别代码

B. 制动系统 / 车辆额定总质量
（GVWR） / 约束装置及其位置

C. 构造、车辆生产线、系列、
车身型式
D. 发动机型式

E. 校验位

F. 车型年款

G. 装配厂

H. 产品序列号

发动机号
发动机号刻印在发动机缸体上，靠近飞轮的一个加工斜面上。可以从
发动机和水箱之间的空隙上方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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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牌
该产品标牌位于前乘员
侧 B柱底部。

Explorer （探险者）规格参数

外形尺寸 Limited XLT

A= 全长 (mm) 5006 5006

B=全宽 (mm) 2005 2005

C=全高 (mm) 1743 1743

D= 轴距 (mm) 2860 2860

E= 轮距 (mm) 1700 1700

尺寸参数 m

转弯直径 10.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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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定位数据

a 外倾角总计 / 拆分 = 左侧外倾角 — 右侧外倾角
b 加装可能会影响正常主销后倾角 / 车轮外倾角值。
c 后倾角总计 / 拆分 = 左侧后倾角 — 右侧后倾角

项目 左侧 右侧 总计 / 拆分

前轮

车轮外倾角（全轮驱动
（AWD）车辆）

‐0.4 ± 0.75 ‐0.6 ± 0.75 0.2 ± 0.75a

主销后倾角（全轮驱动
（AWD）车辆） 3.3± 0.75 3.5± 0.75 ‐0.2 ± 0.75c

前束值 （正值是前束，
负值是后束）

‐ ‐ 0.2 ± 0.2

后轮

车轮外倾角（全轮驱动
（AWD）车辆）

‐0.7 ± 0.75 ‐0.7 ± 0.75 ‐

前束值 （正值是前束，
负值是后束），所有车
辆

0.12 ± 0.2 0.12 ± 0.2 0.24 ± 0.2

推力角 ‐ ‐ 0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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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迂盠来隬倹偊杩勽

简介
请您务必定期在福特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授权福特探险者经销商
处进行车辆保养。福特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授权福特探险者经销
商的员工都经过了系统的培训，并使用纯正的原厂配件。他们会从本
公司获取最新的技术信息并且熟悉如何对您的汽车进行保养。
任何没有在福特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授权福特探险者经销商处进
行定期保养的车辆，将不能享受到本公司的保修承诺。
本保修政策和保养计划指南详细列出了保修项目及定期保养里程和
保养内容。

新车的有限保修服务
*  福特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完善的售后服务

从您购买本公司福特探险者新车之日起，本公司将向您提供一
系列完善的售后服务。无论您身在何处，这种服务都将伴随着
您，使您放心，舒适地享受驾乘本公司车辆给您带来的愉悦。福
特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以赠券形式提供一次免费的发动机机
油和机油滤清器更换服务，赠券装订在本手册最后面 （首次保
养时使用）。

*  保修范围
您在保修期内按车主操作规范使用车辆时，因材料或是工艺缺
陷出现故障的 零件，可以在福特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授权福
特探险者经销商处免费享受维修、更换或调整服务。
•  自您购买本公司福特探险者新车之日（以购买发票日期为

准）起，将享有为期三十六个月或十万公里（二者以先到
为准）的新车有限保修服务。

•  您在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授权福特探险者经销商处
自费购买的福特纯正零件 （以购买发票日期为准）在质
量、性能、配合及功能方面将享有为期十二个月不限里程
的保修服务 （易损耗零部件除外）。

•  易损耗零部件种类范围及质量保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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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损耗零部件 质量保证期 （以先到为准）

刮水器刮片 1 个月 / 1,000 公里

空气滤清器 6 个月 / 5,000 公里

机油滤清器 6 个月 / 5,000 公里

火花塞 6 个月 / 5,000 公里

制动衬片 6 个月 / 5,000 公里

轮胎 6 个月 / 5,000 公里

灯泡 6 个月 / 5,000 公里

空调滤清器 12 个月 / 20,000 公里

燃油滤清器 12 个月 / 20,000 公里

遥控器电池 12 个月 / 20,000 公里

保险丝及普通继电器 （不含集
成控制单元）

12 个月 / 20,000 公里

离合器片 12 个月 / 20,000 公里

蓄电池 12 个月 / 20,0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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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保修范围
•  正常磨损及损耗

汽车正常磨损而产生的费用是用户正常使用费用的一部分，这
类维修如果不是由于制造缺陷或材料品质上的缺陷，是不在保
修范围内的。此类项目包括但不仅限于：更换机油、机油滤清
器、添加油液（制冷剂除外）、润滑剂、清洗积炭、清洁抛光等。
•  车辆调试及例行保养

正常车辆调整 （包括但不仅限于调校制动、车轮动平衡、调节
转向、调节离合器、调节风扇皮带、调校大灯、轮胎调换以及发
动机调试等）以及本公司福特探险者车辆例行保养进度表中所
列项目 （免费保养例外）。
•  下列情况之一者，免除车辆的有限保修服务：

1. 未在福特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授权福特探险者经销商处对
汽车进行保养和维修。
2. 未经本公司批准的改装或将车辆用作赛车等特殊用途。

3. 因为使用不当而导致的车辆故障。

4. 由于使用非本公司制造的或未经批准的零部件而导致的故障。

5. 拆装、改装里程表或使之在某段时间内不起作用而导致无法判
断真实的里程数。
6. 由于事故、超载、火灾、爆炸对汽车造成损坏。

7. 由于洪水或遭水淹导致车辆损坏。

8. 由于外界环境等原因 （如自然灾害、化学腐蚀等）而导致的
车辆损坏。

在您需要维修车辆时，建议您 好提前预约。在您到福特汽车 （中
国）有限公司授权福特探险者经销商处准备开始维修时，经销商服务
部门会要求您提供相应的车主信息。为方便起见，建议您随车携带您
的 《车主手册》。
如果您不方便前往您购车的经销商处进行维修，您可以联系全国各
地其他任何福特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授权福特探险者经销商，他
们同样也可以为您提供优质服务。各地经销商的地址请参见 《福特
探险者经销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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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进行定期保养将使您获益
请仔细阅读本部分内容，并确保严格按书中所列的项目进行定
期的维修检查及保养，并且在每次维修后都应该加盖印章以便
有据可查。正确的保养是保修的必要条件。正确的维修保养可以
使您的汽车保持良好性能，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并保持它的价
值。请妥善保存本指南和保养记录并随车携带。保养记录是您的
汽车所进行保养的凭证，在保修期内维修汽车必须出示此保养
记录。

*  汽车转让及保修
在新车保修期内，如果您将您的汽车转让给其他人，车辆剩余的
保修将自动转给下一位车主。但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
定期保养对您的车辆的行驶安全性和燃油经济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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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您的新车享受应有的保修，同时也便于与您及时
沟通联络，请您务必填写下页 “ 车主信息 ”，并将第二联

沿虚线剪下且连同购车发票复印件寄至下列地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19 号

                                          中青大厦 16 层

                                          福特进口车客户服务中心

                             邮编：100020

                            用户免费咨询电话：800‐810‐0740

                            网址：www.for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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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信息

车型 保养里程 公里

车辆识别号码

牌照号码

交车日期

车主姓名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交车前的检查者

经销商的印章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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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虚

线

剪

开

车主信息

车型 保养里程 公里

车辆识别号码

牌照号码

交车日期

车主姓名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交车前的检查者

经销商的印章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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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政策及保养计划指南

一般保养信息
为什么要保养您的车辆？
认真遵守保养计划有助于避免由疏忽或保养不当导致的大部分修理
费用，还可有助于增加当您将车辆出售或贸易时的价值。保存车辆完
整保养的所有收据。
车辆的定期保养时间间隔已根据严格试验而确定。重要的是在合适
的时间对车辆进行维修。这些时间间隔基于两个目的；首先是维护
车辆的可靠性，其次是降低车辆使用成本。
您的责任是查看所有计划保养执行并使用满足容量和规格章节中确
定的技术规格的材料。未执行计划保养将会使缺乏保养而影响的零
部件的保修范围失效。

为何在授权经销商处保养车辆？

厂商培训的技术员
福特售后服务技术人员参加厂商主办的各种培训，帮助他们成为车
辆维护的专家。向您的经销商咨询他们的技术员接受过的培训和认
证。

福特和福宝 （Motorcraft®）备件
经销商存储有福特、福宝 （Motorcraft®）和福特授权品牌制造商备
件。这些零部件满足或高于福特汽车公司的规范要求。在经销商处安
装的零件具有全国范围内的 12 个月不限里程的零件和维修工时有限
保修权。如果您未使用福特认可的零部件，它们可能不满足福特规范
要求，根据零部件类型，它还会影响排放一致性。

保护您的投资
保养是一种投资，它将投资回报以增加车辆可靠性、耐久性以及转售
价格的方式回报给客户。为确保您的车辆及其排放控制系统的正确
性能，必须要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完成计划保养。
您的车辆装备有智能机油寿命监测器 （Intelligent Oil‐Life Monitor®，
IOLM)系统，在合适的机油更换保养周期，它会在信息中心显示相关
信息；此周期可能会长达1年或10000公里。“应当更换机油（ENGINE

OIL CHANGE DUE）”或 “需要更换机油（OIL CHANGE REQUIRED）”出
现在信息中心显示屏上时，则到更换机油的时候了；机油更换必须
在 “ 应当更换机油 （ENGINE OIL CHANGE DUE） ” 或 “ 需要更换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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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CHANGE REQUIRED）” 出现后的 2 周或 800公里之内完成。每次
更换机油后，必须重置智能机油寿命监测器 （Intelligent  Oil‐Life

Monitor®）；参见组合仪表章节。

如果信息中心被过早重置或失效，您应当在上次更换机油后六个月
或5000 公里执行机油更换周期。机油更换周期切勿超过1年或16,000

公里。
您的车辆采用了先进的技术，装备有许多复杂性能的系统。每个制造
商使用不同的技术参数和性能特点来开发这些系统。这就说明了为
什么要依靠您的福特经销商正确诊断并修理您的车辆是非常重要的
一点。
基于工程测试，福特汽车公司为各种零件和组件系统推荐了其保养
周期。福特汽车公司根据该测试来确定最合适的机油和液体的更换
里程，以最低的总成本为您的车辆提供保护，并建议不要进行偏离保
修政策及保养计划指南的保养。
福特强烈建议您仅使用原厂福特、福宝（Motorcraft®）或福特授权制
造商备件，因为它们是专为您的车辆设计和制造。

添加剂和化学剂
福特汽车公司推荐添加剂和化学剂列在本手册中和福特维修手册
中。其它化学剂或添加剂未通过福特汽车公司认可，不建议用于正常
保养。

机油、液体及冲洗
在许多情况下，液体变色是一种正常的工作特性，其单独出现时不一
定表示发生故障或需要更换。然而，变色的液体也可表示过热和 / 或
杂质污染迹象，此时应当立即由合格的专家 — 如您的福特经销商处
的经由厂商培训的技师进行检查。您的车辆的机油和液体应当在指
定的周期内进行更换或者与修理工作一同进行。在定期保养中，冲洗
是为许多车辆子系统更换液体的一种可行方法。至关重要的是，仅可
使用与补充和操作系统所需液体相同的新液体或福特认可的冲洗用
化学品来冲洗系统。

车主检查和保养
应当每月或每 6 个月进行某些基本保养检查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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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检查

发动机机油油位。

所有车内灯和车外灯的功能。

轮胎 （包括备胎）是否磨损和压力是否合适。

挡风玻璃清洗液液位。

每六个月检查

蓄电池接头。必要时进行清洁。

车身和车门排水口是否阻塞。必要时进行清洁。

冷却系统液位和冷却液浓度。

门框防水密封条是否磨损。必要时进行润滑。

铰链、门锁和外部锁止机构是否正常工作。必要时进行润滑。

驻车制动器是否正常工作。

安全带和座椅锁闩是否磨损和正常工作。

安全警告灯 （制动器、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安全气囊、安全
带）是否工作。

检查挡风玻璃清洗器喷射情况和雨刮工作情况。如有必要，清洁或
者更换雨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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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检查
为了使您的车辆维持正常运行，定期检查您的车辆上的各个系统，这
一点非常重要。这有助于识别潜在故障并预防主要的问题。福特汽车
公司推荐在每个定期保养间隔时执行如下多点检测，帮助确保您的
车辆保持良好运行。

* 制动器、冷却液储液罐、自动变速箱（配备舱内油尺）和车窗清洗器

关于多点车辆检查，一定要咨询您的福特经销商的服务顾问或技术
员。这是一种为您的车辆进行彻底检查的全面的方法。检查报告为您
提供了有关您的车辆的整体状态的即时反馈。您可了解到哪些项目
已经检查过，哪些合格，以及那些需要将来或立即注意的事项。多点
车辆检查是保持您的车辆良好运行的又一方法！

多点检查

检查附件驱动皮带 检查危险警告灯系统的工作情
况

检查蓄电池性能 检查喇叭

检查发动机空气滤清器 检查散热器、冷却器、加热器和
空调管路

检查排气系统 检查悬架部件是否泄漏或损坏

检查车外灯操作 检查转向器和连杆

检查液位 * ；视需要加满 检查轮胎的磨损和正常的胎压
（包括备胎）

检查机油和液体泄漏 检查挡风玻璃是否有裂纹、碎
片或凹痕

检查半轴防尘罩 检查挡风玻璃清洗器喷射情况
和雨刮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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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保养计划和记录表
智能机油寿命监测器 （Intelligent Oil‐Life Monitor®）
您的车辆配备有一个智能寿命监测器（Intelligent Oil‐Life Monitor®），  
它可根据车辆的使用情况确定何时应当更换机油。通过在计算中使
用多个重要因素，监测器帮助降低车辆使用成本并同时减少环境废
弃物。这意味着您无需记住基于里程的日程表上的更换机油时间；
车辆会通过在信息中心显示 “ 应当更换机油 （ENGINE OIL CHANGE   
DUE）” 或 “ 需要更换机油（OIL CHANGE REQUIRED）” 来提醒您更换  
机油。下表旨在提供车辆使用及其对机油更换周期的影响的实例；
它仅可作为参考使用。实际的机油更换周期取决于多个因素，通常情
况下，在恶劣工况下使用时，周期会缩短。

何时会出现 “ 需要更换机油 （OIL CHANGE REQUIRED） ” 信息

公里 车辆使用和示例

7500‐10000

正常

– 正常上下班的公路行车
– 无或适中、承载 / 牵引
– 平整路面至适中的山区公路
– 无长时间怠速

5000‐7499

恶劣

– 适中至重载 / 牵引
– 山区或越野条件
– 长时间怠速
– 长时间热或冷操作

3000‐4999
极端

–  大承载 / 牵引
– 极端的热或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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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服务周期不要超过 1 年或 10000 公里。

** 每次更换机油及滤清器后重新设定您的智能机油寿命监视器
（Intelligent Oil Life Monitor™）。参见组合仪表章节。

常规计划保养 *

信息中心所示的每个机
油更换周期

更换机油和滤清器。 **

转动轮胎，检查轮胎是否磨损并测量胎
面花纹深度。

执行多点检测 （推荐）。

检查自动变速器液液位（如果配备量油
尺）咨询经销商了解要求。

检查制动衬块、制动蹄、制动盘、制动
鼓、制动衬片、制动软管和驻车制动
器。

检查花粉过滤器 （如果配备）。

检查发动机冷却系统强度和软管。

检查排放系统及其隔热罩。

检查后轴和万向接头。如果配备滑脂嘴
则 进 行 润 滑 （全 轮 驱 动 （AWD）车
辆）。

检查半轴防尘罩。

检查转向横拉杆、球头、悬架、横拉杆
球头、驱动轴和万向接头。如果配备滑
脂嘴则进行润滑 （全轮驱动 （AWD）
车辆）。

检查车轮及相关零部件是否有异常噪
声、磨损、松动或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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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它保养项目可在上次更换机油的 4800公里之内执行。不要超过间
隔的指定距离。
2在6年或160000公里首次更换，然后每3年或80000公里更换一次。
3 初步检查后，检查每次的油液变化直至油液更换。

附加保养项目 1

每 32000公里 更换花粉过滤器 （如果配备）。

每 48000公里 更换发动机空气滤清器。

每 60000公里 更换燃油泵。

160000公里时 更换发动机冷却液。 2

每 160000公里 更换火花塞。

检查附件驱传动皮带。 3

每 240000公里时 更换自动变速器油液。

更换附件驱动皮带，如果未在上
一个 160000公里之内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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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养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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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工况
如果您主要在以下情况下驾驶车辆，则需要进行此文所示的额外保
养。如果您只是偶尔在这些工况下驾驶汽车，则没有必要进行额外保
养。欲获得具体建议，请咨询您的福特经销商服务顾问或技术人员。
规定时或者在 “ 需要更换机油 （OIL CHANGE REQUIRED） ” 信息出现  
在信息中心后的 4800 公里之内，执行下表所示的维修。

示例 #1：“ 需要更换机油 （OIL CHANGE REQUIRED） ” 信息在 46,270   
公里时出现；执行 48000 公里自动变速器液更换。

示例 #2：“ 需要更换机油（OIL CHANGE REQUIRED）” 信息还未出现，  
但是里程表读数为 48000 公里；执行发动机空气滤清器更换。（即智
能机油寿命监测器 （Intelligent Oil‐Life Monitor®）在 40000 公里时被  
重置。）

牵引挂车或使用露营车或顶棚运输车

按照要求 按照信息中心的指示更换机油和
机油滤清器，进行常规计划保养
表中列出的保养服务。

经常检查，按照要求进行保养 检查并润滑万向接头。

参见例外情况中车桥保养项目。

每 50000 公里 更换自动变速器油液。

作为重载商业应用的长时间怠速或长距离低速行驶 （即运输、出
租、巡逻车或租赁汽车）

按照要求 按照信息中心的指示更换机油
和机油滤清器，进行常规计划
保养表中列出的保养服务。

经常检查，按照要求进行保养 更换花粉过滤器 （如果配备）。

更换发动机空气滤清器。

每 50000 公里 更换自动变速器油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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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更换机油及滤清器后重新设定您的智能机油寿命监视器
（Intelligent Oil‐Life Monitor®）。参见组合仪表章节。

每 50000 公里 更换火花塞。

在多灰尘或多砂石的条件下行驶，例如砂石路或土路

经常检查，按照要求进行保
养

更换花粉过滤器 （如果配备）。

更换发动机空气滤清器。

每 5000 公里 检查车轮及相关零部件是否有异常
噪声、磨损、松动或阻滞。

转动轮胎，检查轮胎是否磨损并测
量胎面花纹深度。

每 5000 公里或 6 个月 更换机油和滤清器。 *

执行多点检测。

每 50000 公里 更换自动变速器油液。

作为重载商业应用的长时间怠速或长距离低速行驶 （即运输、出
租、巡逻车或租赁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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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工况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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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情况
还有许多常规计划的例外情况。列表如下：
常规车轴保养：带合成液压油的后轴和动力输出 (PTO) 装置和配备福
特设计车轴的轻型货车为全寿命期润滑；不要检查或更换油液，除
非检测到泄漏、需要维修或总成浸在水中。在车外温度高于 21°C 的
条件下长时间牵引挂车和以高于 72 公里 / 小时的车速长时间节气门
全开行驶，非合成液压油后轴油液应当在每 4,800 公里或 3 个月（以
先到者为准）进行更换。如果车轴添加有符合福特规范 WSL‐M2C192‐
A 的合成液压机油 75W140、零件号 F1TZ‐19580‐B 或等效产品，则此 
周期会推迟。对 Traction‐Lok 后轴进行完全加注时，添加摩擦改良剂
XL‐3（EST‐M2C118‐A）或等效产品（详细信息，参见容量和规格章节
中的技术规格）。
巡逻车 / 计程车 / 出租车车桥保养：每 160,000 公里更换一次后轴油
液。如果车桥添加了符合福特规格 WSL‐M2C192‐A 的 75W140 合成齿
轮润滑油 （料号 FITZ‐19580‐B）或等效产品，后桥润滑油的更换间隔
可能会推迟。对 Traction‐Lok 后轴进行完全加注时，添加 4 盎司（118
毫升）的摩擦改良剂XL‐3(EST‐M2C118‐A)或等效产品。无论任何时候，
车桥浸没在水中后，都要更换车轴油液。
炎热气候下汽油更换周期：对于在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或具
有相似气候的地区使用美国石油协会 （API）认证的汽油发动机 （认
证标志） SM 或 SN 品质机油运行的车辆，正常机油更换间隔里程为
5000 公里。

如果无法获得 API“SM” 或 “SN” 机油，则机油更换保养的间隔里程为
3000 公里。

发动机空气滤清器和驾驶舱内空气滤清器更换：发动机空气滤清器和
驾驶舱内空气滤清器的使用寿命取决于在灰尘和脏污环境下的暴露
时间。在这些条件下行驶的车辆需要频繁的检查，并更换发动机空气
滤清器和花粉过滤器。

发动机冷却液更换记录

首次更换 6 年或 160000 公里 （以先到者为准）

首次更换后 每 3 年或 800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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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识别号
VIN 

保修起始日期
Start Date

保养日期
R.O.Date 

行驶里程
Mileage 

经销商名称
Dlr. Name 

经销商代码
Dlr. Code 

经销商盖章 Dlr. chop 顾客签名 Customer signature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Ford Motor (China) Ltd.   

-

福特探险者免费换机油、机滤赠券 
Ford Explorer Free Oil Change Coupon 

(This coupon is valid only within 5000km.)
（此券仅在5000公里内使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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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识别号
VIN 

保修起始日期
Start Date

保养日期
R.O.Date 

行驶里程
Mileage 

经销商名称
Dlr. Name 

经销商代码
Dlr. Code 

经销商盖章 Dlr. chop 顾客签名 Customer signature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Ford Motor (China) Ltd.

-

福特探险者免费换机油、机滤赠券 
Ford Explorer Free Oil Change Coupon 

(This coupon is valid only within 5000km.)
（此券仅在5000公里内使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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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识别号
VIN 

保修起始日期
Start Date

保养日期
R.O.Date 

行驶里程
Mileage 

经销商名称
Dlr. Name 

经销商代码
Dlr. Code 

经销商盖章 Dlr. chop 顾客签名 Customer signature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Ford Motor (China) Ltd.

-

福特探险者免费换机油、机滤赠券 
Ford Explorer Free Oil Change Coupon 

(This coupon is valid only within 5000km.)
（此券仅在5000公里内使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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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识别号
VIN 

保修起始日期
Start Date

保养日期
R.O.Date 

行驶里程
Mileage 

经销商名称
Dlr. Name 

经销商代码
Dlr. Code 

经销商盖章 Dlr. chop 顾客签名 Customer signature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Ford Motor (China) Ltd.

-

福特探险者免费换机油、机滤赠券 
Ford Explorer Free Oil Change Coupon 

(This coupon is valid only within 5000km.)
（此券仅在5000公里内使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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